
C．轻工、食品加工技术

伊甸牌复印机臭氧净化器

本产品具有净化效率高，性能稳定、安全等特点，净化复印机排出的臭氧达

99%以上，完全消除，有机废气和印墨粉尘。

开发程度：大批量生产。 合作方式：开发国内外市场。

联系地址： (518057)深圳科技园 14栋 202 室

单位：深圳成园技术开发公司 TeL：6632734

多功能空气清新器

适用于各类室内环境、公共场所、车船厢内。对各种有害气体、飘尘、香烟

雾、尼古丁等、臭味异味等能有效地吸附过滤净化。前三型产品巳分别经国家环

境测试中心、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首都医学院、国家家用电器质量监督检测测

试中心进行了性能的安全检测。

开发程度：小批量生产(中试阶段)。

合作方式：开发国内外市场；合资经营；引进技术。

联系地址： (100039)北京丰台区靛厂村甲 119 号

单位：北京绿化新技术开发工程公司 TeL：8213339-56

袖珍紫外线消毒治疗仪

该产品用于餐具、饮具、理发、用具等器皿和用具的杀菌消毒和预防疾病传

染，治疗多种皮肤疾病。采用 72V 直流供电，通过高效致光电路，激发紫外线灯

管，使之发出 258.7nm 的紫外线。该产品便于随身携带和家庭使用是家庭保健和

出差旅游之佳品。

开发程度：小批量生产(中试阶段)。

合作方式：开发国内外市场；合资经营；合作生产。



联系地址： (121000)锦州市云飞街二段 40号

单位：锦州市特种光源仪器厂 TeL：237633

高效便携式灭菌器

该设备根据紫外线高强灭原理制造。1～3 秒内可使物体表面杀菌率达到 99%

以上。紫外线强度为细菌致死量的 1～10 倍。交直流两用，可随身携带。

开发程度：大批量生产。

联系地址： (518057)深圳市科技园

单位：深圳深明技术开发公司 TeL：6632621

紫外线卫生间消毒器

该产品主要用于宾馆、饭店客房卫生间里的坐便器、浴盆和被褥的杀菌消毒，

以预防传染疾病。该产品呆用 220V 高数致光电路，发出光化学作用最强的

253.7nm 波长的紫外线，可以在 2～5 秒钟之内杀灭各种常规菌、毒类。可以有效

地保障旅客的人身卫生安全。

开发程度：小批量生产（中试阶段）。

合作方式：开发国内外市场；合资经营；合作生产。

联系地址： (121000）锦州市云飞街二段 40号

单位：锦州市特种光源仪器厂 TeL：237633

电话机听筒万能护套

专利号：91220286

这种电话机听筒 万能卫生护套用以保持电话机听筒清洁卫生。经卫生部门

检测，该护套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淋病双球菌、绿脓杆菌、白色

念球菌，守纳氏痢疾杆菌、大肠杆菌等 34种病菌具有显著的长效杀菌作用，对

人体无毒无刺激，对话机音量传播无影响，能配用在备种话机听筒上，具有杀菌、



防菌、防止病菌交叉感染的功效，又能防止通话时唾沫对话筒器件的腐蚀。生产

需厂房 60平方米、设备投资约 2万元、流动资金约 3 万元，以年生产销售 60万

只计算，年获利可达 80万元以上。

联系地址： （226001)江苏省南通市环城南路 122 号

联系人：南通市专利事务所 陈雅莲

双功能汽车后视镜

专利号：92212920

为避免撞车事故的发生，该汽车后视镜可给驾驶员提供后面来车情况，同时

给迎面来车发出红色危脸信号。给各种车辆在夜间行车、会车、停车等状况下起

到一个警告标志的作用，能有效地预防和排除车祸事故的发生。它实用、新颖和

安全可靠，成本低，投资小，见效快，效益大。适于各类车辆使用。

联系地址： (411100)湖南省湘潭市内燃机配件厂宿舍

联系人：严文高

美容面罩

这种一次性中药美容面罩系用纯中药制成。可自行发热，药物渗透力强，治

疗面部美容疾病效果好。具有美容、护肤、嫩肤、祛斑、消皱、杀菌、祛污等多

种功能。既省时间，又经济实惠，可替代目前流行的倒模面膜方法。

联系地址： (410001)长沙市八一西路 27号湖南专利服务中心

联系人：陈立武

新型高效太阳能热水器生产技术（专利）

该产品是集热器和贮水箱巧妙合为一体的闷晒式热水器，采用高科技特殊橡

塑材料制成。其突出特点是：1、吸热效率高，容量大，每年 3 月底至 10 月底每

平方米采光面积可产 40～70℃的热水 20—150 公斤，可供 2-5 人使用；2、结构



简单、易于安装，可根据用户不同需要加工并因地制宜组装成平房式、活动房式、

阳台式、便携式等，其价格仅为金属热水器的四分之一，而使寿命则长达八年之

久；3、轻巧灵活，便于运输，易于安装，维修。每平方米集热器仅一公斤左右，

运输中不易损坏，若不慎轧坏，用 PVC 胶水一补即好；4、用途广泛，易于推广，

可安装淋浴，也可简易洒水用，既适于工矿企业、机关、部队、学校、宾馆等单

位集体澡堂和普通家庭，又适合于外出旅行、野外作业和施工现场等。该热水器

为系列产品（便携武、家庭淋浴武、集体澡堂式），一次投资，多年受益。普通

许可转让费 1.5 万元。

联系地址：(250031)济南市工人新村师范路 11等

联系人：山东星火新产品实验所 郝山田

挥 发 瓶(专利）

本瓶剩挥发性液体后能让其缓慢挥发掉(液少时，可加之），两瓶子往任何角

度倾覆都不会使液体流出瓶外。用途可随液体特性而异，适于衣服、食品同时放

置起防虫、防霉，置于居窒、汽车内等以祛臭等民用，及工业、国防上应用。材

料为玻璃或无毒塑料。生产与普通瓶子相仿，无特殊技术难度。厂房不小于 30m2，

设备最低投资 1.2 万元，能耗低，无污染。每只成本 0.2 元，售价 1.50 元，每

台机组日产 1000 只，年刨利税 50万元（省内独家转让可免税一年，全国独家则

免税二年）。适合玻璃或塑料瓶厂、香水，私营小厂等生产。

转让费：普通转让 2.50 万元，省内独家 8 万元。另可优惠提供大米防蛀液

处方。

联系地址：(316300）浙江省慈溪市浒山镇城东新村 28幢 405 室

联系人：谢麦棉

SZD 型饮用水净化器

专利号：89218266



S Z D 型饮用水净化器是当代高科技新成果。属于自来水网终端多功能净化

装置，内装固相不溶于水的三碘树脂粒状荷电式杀菌剂对水中的大肠杆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伤寒杆菌和链球菌等细菌的杀灭效能高达 99.99%以上，

并且不会在水中残留任何有害物质，无化学异味。经中国福建省卫生防疫站进行

微生物、化学、毒理学等实验结果表明：该净水器在福建省地方标准

FDB/J22383-89 规定范围内运行，可达到 GB5749-85 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可用于自来水二次供水的终端净化处理。每分钟流量为 1.8 升，净水能力高达 48

吨以上，四口之家人均日用 15公斤饮用水，可持续使用二年。

联系地址：(350007)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上山路 125 号

联系人：林昌起 TeL：441578 电挂：4487

传真： (0591) 557092 转 441578

两用磁鍉针

该产品具有磁针、圆针两种针其及强、中两种磁场的性质和针灸与磁疗的双

重功效，它对治疗各种疼痛、风湿痹症、高血压、急慢性炎症、少儿假性近视、

肩周炎、扭伤等多种常见疾病有显著疗效；圆针端通过按摩可治病、保健、美容，

用于脚底按摩更见奇效。因其不刺入肌肤、使用安全、作用迅速又便于随身携带，

为医疗保健佳品！

开发程度：大批量生产。合用方式：开发国内外市场。

联系地址：沈阳市三好街 61甲 4

单位：沈阳市亚圣新技术研究所 Tel：393000-3706

方桌茶几两用活动架

专利申请号：92212297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高矮可以调节，既可当茶几又可做方桌的两用活动架。该

结构新颖，线条流畅，美观大方，可变幻多种造型，适合不同的需要，一物多用，



生产简便，易于拆卸安装，包装运输方便。该产品特别适应居室较小的家庭和办

公室使用。

一台电焊机，一把焊炬，一台电钻，材料为扁铁条、薄壁铁管均可，具有二

级铆工共 3人，20 平方米的场地即可生产。转让条件为一次性付专利费 3千元。

如每省只转让一家，转让费 5 千元。

联系地址： (412003）湖南省株洲车辆厂铸钢分厂

联系人：王伟明

礼仪型自动名片盒(专利）

本专利与当前名片盒的硬件有很大区别，增加了托板、弹性材料等。在名片

盒的内容和作用上有很大延伸，它需持有人双手递出同时按动开关，名片方能从

正面全部托出，完全承现在客户面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产品定位和形式上将运

用相当策略，因为产品只能是基础，头脑才是关键。本产品将使中国人文化朝文

明更进一步，把中国古老文化精髓融入其中，使中国人在商战中又添新招，也使

我们产品的双重价值走向鼎盛。专利概不转让，只合作，如有小型冲压设备和相

应技术力量，管理能力，一定的经济实力，做过类似金属名片盒产品的厂家或想

与我们共同实现梦想的单位、个人均可。

联系地址： (100032）北京丰盛胡同 21号国家档案局

联系人．：刘飞

自行车方便箱（专利)

用冷轧带钢板制成四方六面全封闭并装配有锁的自行车方便箱，将随身携带

的东西放入箱内能避风、避雨、避灰尘，特别是对财务、采购人员到银行存款取

款上街采购，不易被别人“顺手牵羊”偷走或拐走。自行车方便箱生产工艺简单，

有 40 吨冲床一台（可外协）小台钻、点焊机各一台配备普通冷作钳工工具即可

成批生产。材料市场有购，每只成本 13万元左右，市价 20元以上，在市镇 30-70%



以上将用上它，市场广阔，利润可观，普通转让每省 1-2 家，转让费 1 万元。

联系地址： (410004)长沙市韶山路雨花新村 9号

联系人：戴鸿

防癌保健饮水器

癌症高发区的水和工业污染水通过该饮水器，可以改造成长寿地区饮用水。

长期使用本饮水器处理过的水，可以杜绝食管癌、喷门癌，对高血压、胃及十二

指肠溃疡、耱尿病等疾病有显著治疗效果。

开发程度：大批量生产。合作方式：开发国内外市场。

联系地址： (056400)河北省涉县；

单位：河北东风制药厂 TeL：03289-332372

分隔状塑料菜篮（专利）

这是按照现有家用菜篮的形状进行制作的。其内部结构成分隔状，菜篮的前

部分隔成两个不漏水的容器，后部为一网格形容器。该品美观、大方、便于肉类、

水产、蔬菜等分开存放，防止相互挤压和污染。该产品为全塑料制品，无复杂结

构，一般塑料制品厂只需制作模具便可成批生产。每只成本不足 3元，出厂价约

4.5 元。全国独占 5 万元，省内独家 1.2 万元；普通许可每家 3000 元，均一次付

清。

联系地址： (1242407)安徽省芜湖市精神瘸医院

联系人：方瑞士

股票智力风验棋

专利号：92304210

股票智力风险棋是一种模仿股票经营的成人智力型玩具。出具有小学 5～6

年级水平的 2～4 人组成即可玩耍。它有三种棋盘，配合三种玩法，每副棋的棋



盘正、反面印有三种玩法，一棋两玩，既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需要，又

能交替使用，百玩下厌。按规则游戏，充满刺激性与趣味性，不仅培养了玩者的

思维判断力，也螬加了玩者的股票常识。该棋由期盘、股价变动盘、股票、钱钞、

骰子等组成。适于印刷厂、纸制品厂，玩具包装厂等中小企业、乡镇企业接产。

愿作技术转让，提供样品及生产图纸

联系地址： (210009)南京市祁家桥 1 号

联系人：江苏省专利事务所 吴胜元

可收卷的摩托车保护罩（装置）

本实用新型一改当今人们所使用的摩托车防护罩，它设计合理，结构筒单，

即可安装在摩托车后架中，也可装在摩托车的尾箱内，使用时保护罩随手从装置

内拉出，保护罩的一端有小挂勾钩住车的尾灯，另一部磁附于摩托车的油箱上，

不用时，可按折叠线折起后自动回收于装置内，既简便又美观，是摩托车拥有者

寻求的最理想护车用具。转让条件：专利权转让 10万元，全国独家许可 8万元，

普通许可 3万元。需要资料和可行性报告的 20元。

联系地址：(530023)广西南宁市建设路广西教育学院 7栋 301 号

联系人：王小中

新型热熔粘合衬

引进瑞士、德国、意大利先进的设备，应用国际上双点涂层专利技术。其产

品包括衬纬经编系列产品，低熔点水洗性聚酰胺粘合村等。选用中高档服装用衬，

产品风格、服用性能、内在质量均达到国际 DIN 标准，是解放军、工商服等团体

服装专用衬布。

开发程度：大批量生产。

合作方式：开发国内外市场；合资经营；合作生产。

联系地址： (122000)辽宁长江路三段 74号



单位：辽宁朝阳衬布总厂 TeL：(04284) 218301

柞蚕复合丝及其针织产品开发

柞蚕复合丝是新型的纺织原料，该项目一九九一年通过了市科委《技术鉴定，

同年列入国家级火炬计划。柞蚕复合丝产品既具有柞丝透气透水、冬暖夏凉的特

性，又具有化纤丝尺寸稳定、耐磨之特点，穿着美观、舒适、耐用。其主要产品

有针织服装、袜类等。

开发程度：小批量生产（中试阶段）。

合作方式：开发国内外市场；合资经营

联系地址： (118000)辽宁省丹东市平安街 500 号

单位：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 TeL：443275

领前装饰物

本实用新型专利利用了现今市面上流行的男女领带、蝴蝶结、领花、飘带等，

有机地配合在男女衬衫上，并与衬衫同包装销售。本专利解决了 80%左右的人不

会或不愿打领带而带来的烦恼和拉链式领带出于时间长了会自动下滑而影响美

观。拆洗衬衫时能灵活地取下，不影响该装饰物的美观和挺刮。本专利服装厂(特

别是衬衫厂)都可接产。据初步预测：一件该专利衬衫依据布料质地可比市面上

销售的村衫多挣 10 元至 80 元不等。转让费：一般性转让 8 万元至 12 万元，省

独占：45万元。技术入股：入门费 3 万元、利润提成 8%，提成 4 年。

联系地址：(336403）江西省高县七宝山铁矿供应科

联系人：王薰地

电热膜搪瓷辐射板取暖器

国内首创的高级绝缘搪瓷与电热膜组台技术，用于取暖，较市售石英管、微

晶玻璃管等取暖器省电 20～30%，且防震、防湿、安全可靠。该产品获全国适用



技术展览会金奖。

开发程度：大批量生产。合作方式：开发国内外市场；合资经营。

联系地址： (214443)江苏省江阴市申港镇

单位：江阴市不锈钢玻璃搪瓷厂 TeL：(05217)859118-386

一次性三用餐具(专利)

本实用新型为人们提供一种一次性三用餐具，它包括筷、叉、匙连接为一个

整体。当人们在需要时随心所欲地选用筷、叉、匙，使用方便、卫生。避免各种

疾病的交叉感染，制造筒单、造价低廉，是饭店、餐厅、家庭、旅游时理想的餐

具，它克服了目前单纯一次性卫生筷无法喝汤、吃西餐需要匙和叉的弱点。该专

利技术外观设计新颖、独特、别具一格，是现有一次性卫生筷更新按代产品，市

场前景极其广阔，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是出口创汇的上等佳品。该产品以竹木卫

生筷生产厂家为主，生产食塑料包装的厂也具备生产能力。拟全国独家转让或转

让 10家。转让条件：全国独家转让费 20万元，省独占转让费 2万元。如愿合作

开发可面议。

联系地址： (637000)四川省南充市解放街 28号

联系人：张效春

两态滤毒烟盒

该新型烟盒是应用现代生物物理技术研制而成。使用它可减少尼古丁、一氧

化碳等有毒物质吸入人体，吸烟者因吸烟引起头晕、脑胀、咳嗽等证状得到减轻；

同时纠正了烟的味道，使之柔和、清香，并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它是一种集保

健实用、精美外观、工艺礼品于一体的低投入、高效益外向型项目。生产该产品

需工人 10～20 人，厂房 50 平方米，流动资金 3～5 万元，每个班产 100 台。

转让方式：1．可供散件组装，回收产品。散件每套 3.7～3.8 元，回收价 5.8～

6元，每年回收 10万～15 万个，简易包装，运费各半，交货后一周内结清货款，



每年可获利 20万～30 万元。2．若自己生产，需注塑机(60 克）1 台，每个综合

成本 4.35 万元，出厂价 6 元，市场售价 9～12 元，年产 60 万个，可获利 90万～

100 万元。

联系地址： (300061)天津市友谊路 34号西二楼

联系人：中科院天津思达新技术发展部 尤淑和

TeL：377424

人造宝石：仿猫眼宝石、星光宝石、白宝石片

仿猫眼宝石和星光宝石系装饰宝石，硬度大（莫氏 9），高折射率(1.77)，晶

莹透明，色彩艳美。白宝石片用于光学窗口、超导基片、高科技领域、永不磨损

手表蒙等，硬度大，透过率好，光学性能好。开发程度：大批量生产。合作方式：

开发国内外市场；合资经营。

联系地址： (300110)南开区黄河道 399 号

单位：天津市硅酸盐研究所 TeL：762516

中药系列保健香

该产品是采用天然动植物中草药及香料研制而成的系列产品，有抗感解毒

香、清神香、抗疲劳香、象香、檀香等五种定型产品，分别具有清新空气、祛除

异味、杀菌解毒、抗疲劳、防治感冒、解痉、镇痛、清心、安神、降压、开窍、

助情、艺术欣赏等功能，平均每种香每立方米空间使 0.04 万克可杀灭空气中杂

菌 90%以上，属国内外首创产品。

开发程度：大批量生产。合作方式：开发国内外市场。

单位： (110015)沈阳远东科技开发公司 TeL：394793

TF89 高级营养液

TF89 是一种生物发酵型高级营养液。其特点是采用我公司研究人员精心选育



的复合菌种，用葡萄糖、蜂蜜、麦芽等原料，经生物发酵而成。本品营养极为丰

富，含有 19 种氨基酸，丰富的维生素，并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如钙、锌、铁、

钾、钠、硒、镁等。本品经科研、医疗卫生部门证实，对人体消化系统、内分泌

系统有良好的调节作用。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有抗衰老作用。尤其对儿童有增

进食欲、帮助消化、增强免疫能力和功效。

开发程度：小批量生产(中试阶段)。

合作方式：开发国内外市场。

联系地址： (100084)北京海淀区清华园

单位：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 TeL：2595840

花生系列产品加工

花生可加工成乳、浓缩蛋白、分离蛋白、花生粉、花酱、花生油、饲料等。

如花生蛋白乳、本品低脂肪高蛋白质，营养价值高，其主要成份和热能与牛奶相

似，除高蛋白外还含有人体所需的糖、钙、铁、维生素 A、B、E、等，有益于人

体消化及吸收，降血脂软化血管，尤其对老人、儿童和心血病患者更为适宜，可

做为补充人体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该产品原料充足，加工简单，便于投资，

作为纯天然饮品具有广阔的销售市场。

联系地址： (300222)天津轻工业学院科技开发部

联系入：薛在君 TeL：(022)842822

磁化保健食品工艺专用设备

专利申请号：92101524

本发明以国内外大量研究及实践并结合应用磁学、生物磁学、现代医学（包

括中医）、食品卫生学等多学科原理综合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是当前国际最新发

明与独创。食品经本专利工艺及设备处理检测合格后，具有“正”生物磁效应：

易被消化、使营养或保健功能更充分发挥并能促进机体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



无任何副作用。该专利适用于各类高级营养或保健食品(不论精制固态或粉状冲

调佳品，液态营养饮料、营养液、果酒、啤酒、滋补酒等)厂家，在原生产基础

上，应用专利工艺设备及加工，便可开发出新型保健食品——磁化保健食品。投

产费包括技术转让费仅需 6～10 万元，施工投产 150 天左右，是一项“短平快”

科技成果。

联系人：(233010）安徽省蚌埠市 320 号信箱 黄秀铭

含有中草药的松花蛋制备方法

专利申请号：9010633

本发明将原配方中使用的铅或其它单一微量元素改为中草药，使本工艺加工

生产的松花蛋不但保留了松花蛋的传统风味，而且增加了营养成分，使其具有防

病治病的功能，更有益于身体健康。该产业为劳动密集型。设备简单，投资少，

操作技术易掌握，加工材料易得。特别适用于贫困地区。成本利润率为 40%左右。

生产周期：鸭蛋 20～30 天，鸡虿 10～15 天。转让费：普通许可 1万元；地区独

占地市 2 万元、省区 5 万元。

联系地址：(250100）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新校南院 36楼 105 号

联系人：张基江

高新技术超声波脱壳果仁制品

该项目是采用高新技术超声波原理，将葵花籽、松籽、榛子、杏核、花生等

外壳去掉，取得完整果仁，再将果仁通过科学的烤制和调味制成营养丰富、香酥

可口的各种果仁食品。在整个制做过程不采用任何化学手段，或其它有害手段，

所以制品中的营养成分不受任何损失，保持着天然状态，对儿童智力发育、中老

年抗衰老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降低胆固醇有明显的作用。

开发程度：大批量生产。合作方式：开发国内外市场。

联系地址： (121003)锦州市凌河区南京路 6 段 14 号



单位：锦州俏牌果仁有限公司 TeL：241246

高级天然健康饮料金茹露

“金茹露”是应用生物工程技术，利用金针茹提取物经科学加工精制而成，

基本成份属天然物质，不含咖啡因，每毫升含 18种游离氨基酸总量稳定在 25.0～

28.Omg 之间，含有维生素 A 原、维生素 B1、B2、C、E 与多醣及微量元素和碱性

蛋白、弱酸性蛋白。尤其对增强儿童智力、防治糖尿病、增强心脏、安神睡眠有

明显的独到奇特之效果。本产品 1988 年、1989 年、1990 年、1991 年曾在不同范

围获奖。

开发程度：大批量生产。合作方式：开发国内外市场；合作生产。

联系地址： (350002)福建省福州市金山

单位：福建农学院科技开发总公司

TeL:,717224712713-250、206

液体食品灭菌器

液体食品灭菌设备是食品加工行业重要设备之一。目前，这类设备普遍采用

高温蒸汽作为热源。需要庞大的锅炉设备和附属设备。占地多、环境污染严重。

而且，这设备大多数采用传统的巴氏灭菌法，由于液体食品在高温自停滞时间长，

容易破坏食品中的营养成分和天然风味，极不适应人们追求高品味的需求。本专

利按照高温瞬时灭菌原理研制的微电脑自动控制灭菌过程，为食品加工行业提供

了一种理想灭菌设备，也是食品包装设备理想配套设备，该项专利具有技术先进、

实用性强、推广价值大的特点。

联系地址： (518028)深圳市笋岗路长城大厦 7号楼 B-1104

联系人：声胜利



用米粉机生产红薯粉丝的装置

专利申请号：92217060

该装置设置在自熟式料粉丝机燃料口端，用来对熟料节流，控制其温度。其

主要特点是：能适应原料在生产时其料水比可在 1:0.2～1:1 范围内选取。因此，

可适合多种原料（不仅是大米粉、红薯淀粉)单独或混合生产粉丝、粉皮等。同

时给粉丝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在配料时选择最佳料水比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现

巳利用该专利成功地开发了 6FJ-100 型多功能粉丝机，能生产薯类、豆类、大米、

玉米等粉丝及糍耙、年糕等。机重约 65 公斤，配 7.5 千瓦动力，只要具有铸造、

车、铣、钻等设备即可制造该机。现愿对该机及专利进行转让。

联系地址： (417000)湖南省娄底地区新兴科技研究所

联系人：肖甫文

补锌营养盐的生产方法

专利申请号：91104183

锌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本发明考虑到人们每日进膳时不可缺少的是

食盐，将锌加入到食盐中可使人们在迸膳时自然补锌。

联系地址： (116200)辽宁省普兰店市西海街 12号

联系人：胡林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