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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莞市星士达电子有限公司始于年坐落于东莞市厚街镇， 期初我们主要生产 收音机录音机，并注册了我们自己的品牌“” 

                           
               
从年开始，我们开始专注于音频产品的业务。我们的生产范围还扩展到充电扬声器、蓝牙扬声器、台灯扬声器、镜子风扇扬声器、无线语音扬声器、
人工智能扬声器、家用电器、儿童玩具产品等。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发展，与、、 、、、等众多欧美知名品牌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我们生产的产品通通常在全球知名连锁超市销售，如沃尔玛、百思买等商场销售。中远、山姆会员店等。

  ：  
            
我们的经营原则是：客户至上，以人为本。
我们的经营理念诚信为本，顾客满意，团队合作，持续改进

                     
                         
公司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吸引专业人才，营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同时配备一流的产品检测设备和先进的生产设备，致力于打造一支音响产品和家用电子领域的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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