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优势及商业背景：

Our strengths and business background:

杜邦仙护盾国内唯一授权品牌 Five men 联合嘉谦公司合力打造抗菌系列产品

Five men, the only authorized brand of DuPont silvadur in China, and Jiaqian

company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series of antibacterial products



杜邦仙护盾以及嘉谦公司授予

Five men 的吊牌（如右图）

The tag is awarded by DuPont Silvadur

and Jiaqian company

Five men (as shown on the right)

杜邦仙护盾授权书：(请认准 Five men)

Power of attorney for DuPont Silvadur : (please identify five men)



我们的面料（布料）仓库：

Our fabric warehouse:

国内仅有的 6 吨杜邦银离子抗菌原材料在我们仓库，6 吨原材料可产 600 吨面料（布料）

想要杜邦银离子抗菌布料，只有 Five men 有！

The only 6 tons of DuPont silver ion antibacterial raw materials in China are in our warehouse. 6

tons of raw materials can produce 600 tons of fabrics (fabrics)

Want DuPont silver ion antibacterial fabric, only Five men have!



杜邦银离子抗菌技术介绍：

Introduction to the antibacterial technology of DuPont silver ion:







我们的面料抗菌检测报告：

Intertek (Tianxiang), a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er product testing,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companies, is known worldwide for its recognized professionalism, quality and

integrity)





Important Advantage:
1. It can withstand 130 ℃ high temperature;

2. After 50 times of washing, the antibacterial effect is still more than 99%;

3. More affordable, 1 mask = 50 masks;

4. More fashionable appearance and more colors.

5. 100% Cotton

客户常见问题问答：

1. 可否加呼吸阀，可否增加 PM2.5 芯片？

答：可以加呼吸阀，呼吸阀加 1 元。也可以加 PM2.5 芯片，芯片兜+1 元，芯片另算。

2. 能否水洗？能否耐高温？

答：能水洗。能耐 130 度高温。

3. 能否做 3 层，4 层？

答：口罩本身就是 3 层，4 层建议只是加个兜。不建议做整层 4 层。会太厚不利呼吸。

4. 能否加印 LOGO？LOGO 加收多少费用？

答：能加印 LOGO。LOGO 一般工艺是丝印，也可以绣花。单色小 LOGO 丝印加 1 元。LOGO 费用主要看 LOGO 的大小及难

度，具体费用请拿到客户 LOGO 确认后再作报价。

5. 能否做整面印花面料？

答：可以，可以用普通面料印花，也可以用抗菌面料。但如果要用抗菌面料的话是有个染色的基本起订量，具体数量以确认客

户图案后再核算。

6. 能否换其他颜色 ？

答：可以换其他颜色，即一面普通面料，一面抗菌面料。如果量大的话抗菌面料也可以提供选色染色，有基本起染数量。

7. 能否加客户布唛？

答：可以加客户布唛，在口罩外包边位置。

8. 箱规是多少，一箱可以放多少个，毛重多少？

答：标准箱规是装 1000 个，1000 个 ：59*40*49cm ； GW : 15.5KGS

9. 口罩有几种尺寸？有没有儿童款？

答：成人口罩目前只有一种尺寸，也有儿童款。

10. 包装规格是什么？

答：目前一袋 1 个装，有部分客户会要求 2 个装，也可以有。

11. 日产量是多少，几天可以出货？

答：目前目产量是一天 10-20 万个，出货时间取决于数量

12. 加 LOGO 需要多久？

答：一般加 LOGO 的订单需要加 3-4 天的时间。

13. 是否真的能抗菌？能不能抗病毒？

答：我们面料使用的是杜邦仙护盾银离子抗菌技术，有权威的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在水洗 50 次后抗菌率依然>99%。

14. 是否能出口？

答：我们主要供应就是海外，出口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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