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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生活·礼品图册

方正life

进口商、中国总代：威海方正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海滨北路59号进出口大厦

电话：0631-5275338（进口日化）

           0631-5235875（进口食品）

           0631-5234778（进口家居）

网址：www.fic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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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爱敬

韩国爱敬品牌

国际贸易日化分公司代理品牌

韩国爱敬集团 1954 年创立，具有 25 个子公司，是韩国生活用品的创始者。以“互

敬互爱”为最高价值，是追求顾客和员工幸福的生活美容领先企业。2015 年获得韩

国总统大奖，2017 年荣获韩国品质满足指数（KS-QEI）调查第一名的认证。

2007 年，威海方正国际合作有限公司签订“爱敬洗护用品系列”中国总代理，目前，

增加爱敬沐浴、清洁、KCS 洗护系列。经销商遍布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

100% 覆盖一线城市。

热销商品：沐浴、洗护系列、家庭清洁 - 餐具清洁系列、家庭清洁 - 衣物清洁系列、

爱敬香皂系列。

1 2



爱敬洗护沐家庭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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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S” 是爱敬产业旗下优质

护发品牌，是英文 KERATIN CARE 

SYSTEM 的缩写。品牌专注于发质

修复系统，让您在家也可体验高级发

廊专业护发效果，为您打造动人、美

丽的秀发。2015 年荣获韩国消费者

“总统奖”表彰；2017 年荣获韩国

品质满足指数 ( KS-QEI）调查第一

名的认证。

2019 年爱敬 KCS 正式推出礼品礼盒，正式服务于礼品渠道销售。

爱敬顺滑洗发香波  200mlx2

爱敬玫瑰樱花香皂 100g

嘟嘟脸纱布方巾

建议零售价 ¥168.00

爱敬弹性滋养洗发露  600ml

爱敬名画香皂                        100gx2

嘟嘟脸纱布方巾

建议零售价 ¥168.00

爱敬·凝珠点翠  预售款

爱敬·凝珠点翠  热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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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敬顺滑洗发水 470ml

爱敬名画沐浴液  500ml

爱敬名画香皂 100gx2

建议零售价 ¥288.00

爱敬弹性滋养洗发露 600ml

爱敬名画沐浴液  500ml

爱敬名画香皂 100gx2

建议零售价 ¥288.00

爱敬柔润保湿洗发水  600ml

爱敬顺滑洗发香波  200ml

爱敬玫瑰樱花香皂 100g

爱敬玫瑰和樱桃花沐浴液  550g

嘉帛瑞儿嘟嘟脸毛巾 

建议零售价 ¥378.00

爱敬·醇香优雅  预售款 爱敬·豆蔻年华  预售款

爱敬受损修复洗发香波  600ml

爱敬玫瑰和樱桃花沐浴液  550g

爱敬玫瑰樱花香皂 100g

爱敬旅行两件套                     60mlx2

嘉帛瑞儿嘟嘟脸毛巾 

建议零售价 ¥378.00

爱敬·豆蔻年华  热销款爱敬·醇香优雅  热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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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敬沙龙护理洗发香波  600ml

爱敬沙龙护理护发素  600ml

爱敬玫瑰樱花香皂 100gx4

爱敬玫瑰和樱桃花沐浴液  550g

嘉帛瑞儿嘟嘟脸毛巾

建议零售价 ¥498.00

爱敬沙龙护理洗发香波  600ml

爱敬沙龙护理护发素  600ml

爱敬玫瑰樱花香皂 100gx4

爱敬香草沐浴液  550g

嘉帛瑞儿嘟嘟脸毛巾

建议零售价 ¥498.00

爱敬顺滑洗发水 600ml

爱敬顺滑洗发水  470ml

爱敬顺滑护发素  470ml

爱敬玫瑰樱花香皂 100gx4

爱敬名画沐浴液  500ml

幸运草乐乐猪毛巾

建议零售价 ¥618.00

爱敬沙龙护理洗发香波 600ml

爱敬弹性滋养洗发露  600ml

爱敬弹性滋养护发素 600ml

爱敬名画沐浴液 500ml

爱敬玫瑰樱花香皂 100gx4

幸运草乐乐猪毛巾

建议零售价 ¥618.00

爱敬·蝶依舞韵  预售款 爱敬·蝶恋花影  预售款

爱敬·蝶恋花影  热销款爱敬·蝶依舞韵  热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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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朝日禾玲
国际贸易日化分公司代理品牌

日本朝日禾玲品牌

Asahapling 朝日禾玲品牌诞生于日本，由日本著名的 COSMO BEAUTY 企业

研发生产，COSMO BEAUTY 企业生产的洗护类产品占据日本 25% 的洗护市场份

额。企业以「客户第一、品质第一」为宗旨，建立了一整套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研发、

生产体系，能准确捕捉市场需求、迅速推出新品，为消费者提供尖端前沿产品。

威海方正国际合作有限公司于 2017 年签订“Asahapling 朝日禾玲”品牌中国

区独家总代理，目前产品已在日本及中国大陆均有良好的销售口碑，产品受到广大消

费者追捧及网红达人的推荐。

絹のように輝く美しい髪が実現でき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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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禾玲洗发水 500ml

嘟嘟脸毛巾

建议零售价 ¥188.00

朝日禾玲洗发水 500ml

朝日禾玲护发素 500ml

建议零售价 ¥278.00

含香橙果提取物，保护秀发角质层。含有

海藻提取物，深入滋养秀发。

含香橙果提取物，保护秀发角质层。含有

海藻提取物，深入滋养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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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ITY( 睿 缇 ) 品 牌 CEO 

Robin Schenke，作为美发行业的

资深人士，致力于研发能够满足美发

师的高标准，同时能够为顾客提供卓

越的美发体验产品。 TRINITY （睿

缇） : 中文涵义为护发、颜色、造型，

三位一体。即集护发、颜色、造型三

大功能于一体，全面管理您的秀发。

这是 TRINITY （睿缇）品牌的开发

理念。2016 年威海方正国际合作有

限公司与睿缇达成中国区战略合作协

议。目前，“睿缇”品牌产品在上海

久光、杭州大厦、广州友谊商店等国

内一线商场上架销售，受到消费者一

致好评，其中明星产品——摩洛哥坚

果油修护精华露在小红书平台受到众

多达人追捧，一跃成为热销产品。

¥10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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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ITY( 睿缇 ) 品牌 CEO Robin Schenke

TRINITY( 睿缇 ) 品牌发源于美丽的瑞士阿彭策尔地区

热销商品：修护精华露，洗发水，

护发素，保湿精华乳，保湿喷雾，男

士洗发。

睿缇 高级沙龙发用迅时修护三件套

（针对烫发引起的受损发质使用  ）

¥598.00 ¥8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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