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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打造 再铸精采成功
—写在 2011 中国工博会环保展开幕之前
——

多家参展商
观众
平米展位
多家媒体

清 洁机械设 备及 工具；节 能
技术与设备；废弃物 处理和 回收
利用技术及设备；水处理 技术 与
设备；空 气污染防治技术 与设备 ；
新能源技术与设备；循 环经济 及
资源再生综合利用等。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尧商务部尧工业与信
息化部尧科学技术部尧教育部尧中国科学院尧中国工
程院尧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尧上海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袁上海东浩国际服务贸易渊集团冤有限公
司[原上海世博渊集团冤有限公司]工博会项目分公
司承办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渊CIIF2011冤 将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上午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正
式拉开帷幕遥环保技术与装备展渊EPTES冤作为中国
国际工业博览会旗下的重点专业展会袁将在为期 5
天的盛会中袁重点展示工业清洁尧合同能源管理尧
节能降耗尧废弃物处理和回收利用尧水处理尧循环
经济及资源综合利用尧 新能源等领域的多项产品
和技术遥
每年一届的工博会环保展是我国优秀的环保
专业展会之一袁 也是中国最好的环保产业交流贸
易平台之一遥 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主导尧国家各有
关部委尧 上海市人民政府及各省市环保部门等的
长期支持下袁自 2006 年以来袁工博会环保展已成
功举办了五届袁为推动中外环保技术交流与合作袁
促进中国环保产业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本届展会将以野节能减排尧低碳经济尧绿色环
保冶为主题袁围绕落实国务院叶关于加快培育和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曳袁以国家野十二五冶环境
保护目标及重点需求为主线袁 紧密配合环境保护
部野国家先进污染防治示范技术名录冶和野国家鼓

励发展的环境保护技术目录冶的推广应用遥 展出范
围包括院清洁生产与资源综合利用尧环境污染控制
技术产品尧低碳节能技术尧产品与服务尧水处理技
术尧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改造技术尧污水厂污
泥处理技术尧废弃物处理及资源化技术尧水体监测
环境监测与分析尧生态恢复与保护尧环境友好产品
与技术尧清洁能源及新能源技术与产品等核心技术
将亮相展会遥
本次展览总面积达 11,500 平方米袁 共吸引来
自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 家参展商遥意大利尧英
国尧美国尧德国尧日本尧丹麦尧瑞典尧澳大利亚尧中国香
港等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家国际知名企业竞相参
展袁将带来全球领先的环保技术装备与环境保护理
念遥 其中已经连续四年参展的日本国家展团袁届时
以近 3000 平方米的展示面积欢迎各界人士的参
观尧洽谈遥展会期间袁企业将从丰富的现场活动中获
要
得更广阔的展示平台遥本年度的中日交流论坛要要
合同能源管理的现状和发展(中日)交流论坛袁将为
中外制造商的技术交流与经贸合作提供了更专业
的沟通与交流平台遥
本届展会特色可概括为 12 个字院国际性尧综合
性尧大规模尧高水准遥众多顶尖的环保企业将呈现最
前沿的产品技术和更深入的话题袁为全球环保行业
提供广阔的贸易发展机遇袁如此精彩盛会袁您怎可
错过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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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动在野奴性冶红海中的兰洋希
望要要
要专访凯驰中国总经理 马
宏
力奇先进 CFM 工业吸 尘器 助
力工业清洁袁提升生产效率
美国 EMC渊意美洁冤

Hako 全球领先的清洁 设备 供
应商

金锣集团临沂进民水务有限公司

关于污泥过程减量污水处理技术
临沂进民水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袁隶属于中国 500 强企业金锣
集团袁是一家集技术开发尧排水和给水工程总承包和 BOT 建设运营为一
体的新型水务公司遥 伴随着金锣集团的产业延伸和发展模式转变袁进民水
务的自主创新技术涵盖了给水尧 生活污水和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三大领
域袁且都已投入实际应用袁建立了完备的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遥
金锣集团目前也把污水处理作为集团第三大支柱产业来抓袁 通过与同济
大学尧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产学研合作袁力争将进民水务建设成国内一
流的水处理研发中心遥 公司自主设计并已建成运行屠宰废水和蛋白废水
处理厂 18 座袁城市污水处理厂 3 座袁改建示范工程 1 座袁给水厂 2 座遥 公
司已申请发明专利 15 项尧实用新型专利 4 项尧国际 PCT 专利 3 项袁并通
过 2 项省级科技成果鉴定遥
污泥过程减量活性污泥渊SPRAS冤污水处理技术是金锣进民水务有限
公司的李进民总工于 2002 年开发的袁整个工艺包括污泥过程减量尧生物
脱氮和化学除磷三大模块遥 该技术在实现污水高效净化的同时大幅度降
低污泥产生袁有望改变当前野污水处理垣剩余污泥处理处置冶的运营模式袁
破解困扰污水生物处理厂近百年的污泥处理处置世界性难题遥 目前该技
术已在 4 家 20,000 立方米/天的污水处理厂中应用袁最长的已稳定运行 5
年未排泥遥 SPRAS 技术是通过工艺革新形成的一种工艺过程减量方法袁无
需投加任何外源性污泥减量制剂袁 能够灵活地与污水处理厂的活性污泥
工艺渊如 SBR尧AO尧AAO尧倒置 AAO尧氧化沟等冤相结合袁用于新建或者改
建工程袁实现污泥减量遥
2010 年 7 月袁国务院李克强副总理在山东调研期间袁就对金锣集团的
这项核心技术十分重视遥 2010 年 9 月袁 遵照李克强副总理的重要批示精
神袁国家发改委组织了住建部尧环保部尧清华大学等单位相关专家组成考
察组袁就进民水务开发的核心技术赴临沂进行了调研遥 2010 年 11 月国家
发改委再次召集科技部尧住建部尧环保部尧中科院四部委专家针对该技术
在北京召开了专题座谈会袁 进一步研讨尧 督促该技术的论证推广工作遥
2010 年 12 月省科技厅对该技术进行了科技成果鉴定袁以中国工程院金鉴
明院士为主任尧 中国城镇供排水协会杨向平副会长为副主任的鉴定委员
会认为该技术野是一种污泥过程减量新技术袁具有原创性袁是污水污泥处
理领域内的重大突破袁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冶遥
与传统工艺相比袁SPRAS 技术集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为一身袁既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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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尔环境科技渊上海冤有限公司

种污水处理技术但同时也可视为一种污泥处理的技术袁 最大的优点是能
够在确保污水达标处理的同时实现除砂石等无机质之外的剩余污泥减量
90%以上袁可以作为一种高技术等级的污泥处理处置工艺应用于污水处理
厂的新建和改扩建中遥
以 2 万立方米/天的污水处理厂为例进行分析袁SPRAS 技术与典型的
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的经济效益对比院

不同污泥处理处置工艺的经济效益对比分析
处理处置工艺

投资费用渊万元冤

运行成本渊万元/年冤

浓缩-消化-脱水-填埋

900

116.8

浓缩-脱水-干化-焚烧

1100

164.3

SPRAS 技术

600

28.1

与 SPRAS 技术相比袁 传统的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投资和运行费用巨
大袁约占整个污水处理厂投资及运行费用的 25%~65%袁己成为污水厂的沉
重财政负担遥 而且袁无论是填埋还是焚烧袁均遭遇场址选择和公众支持难
题袁同时还存在二次污染问题遥 SPRAS 技术则能节省大量的投资费用袁而
且其运行成本明显低于现有污泥处理处置工艺袁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尧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遥
此外袁SPRAS 技术具有出水水质稳定袁COD 和氨氮去除效率高的优
点遥 系统前端的高浓度活性污泥单元渊5~10g/L冤通过吸附降解和厌氧水解
作用能够有效降低污染物冲击负荷和毒性物质的冲击袁 并能有效降低进
入后续脱氮模块的有机负荷袁 这有利于硝化菌的富集袁 提升氨氮去除效
率袁即使在冬季低温运行条件下渊<15益冤袁其氨氮去除速率也能达到传统
工艺的 3 倍以上遥 而后续化学除磷模块则能同步去除含磷污染物和悬浮
固体袁进一步改善出水水质遥 因此袁SPRAS 工艺的推出对于各地市完成野十
二五冶水污染物 COD 和氨氮总量减排任务尧加快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尧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遥

上海塑创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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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1-5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跳动在“奴性”红海中的兰洋希望
凯驰中国总经理 马 宏

改革开放三十年不仅使中国创造了引
以为豪的经济高速发展奇迹袁也使社会环境
与百姓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遥涉及广阔
且内容无限的万千种新产品尧新科技在极短
时间内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袁使这一东方久
睡之巨人迅速获得了新生活的激情与力量遥
并由此开始影响着当今与未来世界经济的
格局与发展遥
然而袁我们在感叹中国所形成的高速发
展规模与巨变的同时袁也已开始感受到其中
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对社会产生着某些负面
影响遥 而充满惨烈竞争的红海市场则是其
中极其普遍且影响较大的一个内容遥
综观中国漫长的发展历史及近三十年
高速经济腾飞所形成的特殊市场环境袁我们
会看到这种恶性竞争野红海冶的形成与蔓延
其实既有其社会必然性袁也包括着某些市场
与行业的特殊性遥
“红海”形成的社会背景与市场环境
中国社会拥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袁漫长
的封建主义制度及较为僵化的计划经济管
理模式不仅使中国市场缺乏勇于思考与创
新的土壤与环境袁也使得市场的参与者长期
以来形成了严重的野随众心态冶遥而恰是这种
随着中国历史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市场思维
惰性袁在当今市场经济中即形成了红海恶性
竞争的基础遥 因为袁红海的主要表现是竞争
对手之间相关产品与营销模式的同质化袁而
同质化的核心则是市场运作者的随众心态
与行为遥
除社会因素外袁近三十年市场经济的特
殊发展环境对红海的蔓延也同时起着某些
推波助澜的作用遥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
较短袁无论是市场对潜能巨大尧涉及广泛的
新兴市场经济运作模式的认知度袁还是政府
机关的相关法律规范尧各种市场影响因素均
处于较为肤浅的不成熟阶段遥欧美几百年市
场经济形成的无限先进产品与销售模式在
改革开放初期以极迅猛的力度尧极短的时间
进入中国袁既使中国市场充满了极大的活动
及极其丰富的内容袁也使市场的运作者们拥
有了无限的商机遥初期的中国市场经济处处
是黄金袁随时可成功遥 正是这种中国经济如
此巨大的市场潜能及尚不完善的管理秩序袁
造成了从业者失衡的心态遥 野短时间内实现
成功袁一夜间成为百万富翁遥冶种种梦想伴随
着随众心态的心理效应袁在市场深层形成了
无数企业不健康的发展目标遥 然而袁市场并
不是永远给与机遇袁它同样存在着风险遥 经
过十年左右的市场疯狂发展后袁 新产品尧新
模式的入市速度与市场运营商的市场力度
开始萎缩袁而随之而来的则是运营商之间更
多的同质化竞争遥 由此袁中国市场也开始进
入了惨烈的红海竞争阶段遥
红海竞争除拥有上述社会普遍性及市
场特殊环境外袁某些行业由于其自身固有的

着特殊性袁这种现象也使红海效应在表现形
式上展示着更多的不同遥
中国清洁领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全新
发展行业遥 其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袁而获
得迅速发展则是在近十几年中遥由于该领域
发展时间较短袁终端市场对其核心内容与社
会影响力缺乏正确与全面之了解袁故至今为
止袁该行业不仅尚未进入较为成熟与健康的
市场发展阶段袁且其从业者也更多挣扎在极
为惨烈的价格竞争红海之中遥
与中国市场其他领域相比袁中国清洁领
域的红海可通过以下几点体现出自身特点院
社会对清洁核心内容的误读
中国地处东亚区域袁 独特的地理位置尧
温和的生存环境及丰富的饮食文化均使得
中国的卫生环境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袁需要更
高的标准遥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袁专业的清洁
手段与标准则是不可或缺的遥政府野十二五冶
的工作报告中将有效延续中国民族生命列
为重要内容袁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一个更
为全面尧有效地运作体系遥 其中袁除食品卫
生标准的更新与监控袁 医疗保障体系的健
全与完善等主要因素之外袁 使中国社会拥
有一个全面尧 专业与先进的清洁健康环境
也是非常重要之内容遥 医院关注的是如何
将病人之病症治好袁 而专业清洁则努力实
现的是如何使人们少得病与晚得病袁 二者
相辅相成袁相互影响与作用遥
然而袁 长期以来面对一个本应拥有对
民族健康与生命可产生深刻影响与作用的
专业清洁领域袁 社会却始终对其处于一个
理解方面的误区遥 由于缺乏对社会终端市
场的启发与教育袁 人们更多认为清洁仅是
一种靠人力及简 单工 具来 完成 的低端 服
务袁 而该行业不仅缺少影响社会发展的先
进理念与科技袁也不被社会所广泛关注遥 这
种现象如前面所述既是一种社会发展所必
然经历的状态袁 也无疑对中国清洁乃至中
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遗憾遥当然袁在另一方
面袁由于社会对清洁行业的误读袁即将其归
入较为低端的服务层面袁 从而也使其长期
陷入在无底的野红海冶竞争之中遥因为袁一个
尚未被社会所关注乃至尊重的领域袁 自身
是很难获得终端用户较丰厚的利润回报袁
而取而代之的也自然变为更为惨烈的价格
恶战及在同质化服务中的彼此拼杀遥
从业者的“奴性化服务心态”与科技缺
乏
市场终端对清洁领域及其核心影响力
的误读既形成了 社会 对该行 业的 歧视 环
境袁 也造成了该领域从业者长期存在着普
遍的野奴性化服务心态冶遥
所谓野奴性化服务冶袁在清洁领域主要
体现的是更多从业者面对用户与市场自身
缺乏足够的自信遥 他们更多的是依靠体力
而非科技袁 凭借谦卑的态度而非服务品质
来维系自身之生存遥 而在这种不自信心态
影响下袁清洁手段更显单一袁而清洁品质也
仅为野除尘冶袁而非野卫生与健康冶遥如果一种
工作是靠体力与辛劳而非科技来实现的袁
那么它的利润回报既不会丰厚袁 其服务者
也无法获得市场应有的尊重遥 因为你的工
作是用户可以完成而不想完成的遥野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冶 这句至理名言不仅在过去几
十年造福着中国亿万百姓尧 促进着中国经
济长期的高速发展袁 也将是当今中国清洁
业获得自信袁 即而未来获得全面发展之关
键遥 因为袁全球更先进且专业的清洁体系袁
既拥有针对各种领域问题的前沿科技袁也
在市场的环境中诠释着改变社会生活习惯
与健康生存环境的巨大力量遥 走出红海需
要差异化袁而科技则是形成差异化的根本遥
在日常生活中袁 医院病人是不会对即
将实施的手术要求医生打折袁 但作为同样
努力改善人类生活质量袁 延续生命曲线的
专业清洁产业却始终深陷红海袁 其原因则
恰是后者普遍缺乏更自信的心态及更先进
的科技遥 而如何通过科技创造一种改变市

场需求的服务模式袁 将决定那些无数正在
红海中挣扎的从业者今天的生存与未来的
发展遥
贯穿于红海中的市场形成与发展
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发展袁 使许多行
业快速进入了成 熟与 健康的 市场 发展阶
段遥 汽车尧电器尧服务尧奢侈产品噎噎这些已
进入全球高端发展阶段的行业袁 不仅在中
国市场形成了较为丰富尧 合理的营销体系
及优质的服务平台袁 也在该自身行业形成
了被市场认知且信赖的品牌与影响力量遥
此外袁在另一方面袁借助雄厚科研力量及新
品进入市场的高效渠道袁 这些行业的健康
发展也已从市场发展初期以满足市场需求
向改变甚至创造市场需求的更高层面运作
进行着有效转变遥 可以预见袁中国市场在这
些行业的发展将会对全球范围相关行业的
平衡与未来发展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遥
当然袁 除上述这些发展状态较为健康
的行业外袁 我们也看到还有某些尚未形成
健康运行的行业袁它们挣扎在红海中袁迷茫
面对着未来遥
市场的发展从形成到成熟需要经历三
个主要阶段遥 第一阶段袁即市场形成阶段遥
由于终端用户对该行业不甚了解袁 故价格
是左右该阶段市场成败之关键因素遥 此时
市场最为混乱袁 红海竞争也最为惨烈遥 然
而袁伴随着该行业的逐渐发展袁市场终端对
该行业的了解逐渐全面袁 则该行业将随之
进入第二阶段袁即市场成长阶段遥 此时产品
价格与性能最优化将是赢得市场的核心内
容遥 尽管在该阶段终端用户对产品性价比
拥有更多了解袁市场运作也更加理性遥 但绝
大多数产品制造商或服务商却仍以服务市
场需求袁而非启动尧改变市场需求为其发展
主要目标遥 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袁市场
将进入第三阶段袁即市场成熟阶段遥 在这一
阶段中袁该行业形成了诸多被社会关注尧被
市场尊重的品牌遥 它们不是以满足服务市
场袁而是以改变市场需求尧挖掘市场潜在能
量为目标遥 品牌袁作为该阶段之市场核心袁
将汇聚来自其研发尧市场尧服务等多种因素
之优势袁而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遥
中国 清 洁 业 目前 尚 处 于 初级 发 展 阶
段袁 市场终端虽然已对该行业逐步产生关
注袁但却同时对其产生着某些的歧视遥 在这
样较恶劣的市场环境影响下袁 从业者缺乏
自信袁服务与手段缺乏科技袁而最终表现为
价格恶战不仅异常激烈袁 市场秩序也显得
较为混乱遥中国清洁产业需要品牌袁需要提
升运作信心袁需要优化运作结构袁引入先进
科技袁继而形成个性服务模式遥这既是当今
该产业的发展前景袁 也是未来该领域全面
腾飞之关键遥
深陷红海 寻找兰洋
长期以来中国清洁产业始终被社会误
解为常规的清洁袁 而其主要服务也更多围
绕着物业保洁而进行遥 这种来自终端用户
的误读既使得该产业始终被归入社会发展
较为低端的层面袁 也造成了在该产业更惨
烈的竞争红海环境遥 要使中国清洁领域在
未来不长时间真正获得全面发展袁 获得社
会更多关注与尊重袁 我们除要树立更坚强
的自信袁引入更先进的科技袁继而诠释更深
刻的社会影响力量外袁 我们还应以更广阔
的视角袁 更全面地思考那些尚未开发的服
务领域与客户群体遥
野工业清洁冶在欧美先进国家已发展很
长时间遥 它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对欧美生产
企业的工艺流程与生产效率提供了巨大的
支持袁也通过其直接节省生产成本尧优化生
产结构等具体结果使企业间接获得了其自
身极大的市场竞争力遥 很遗憾袁面对中国如
此巨大的工业清洁市场袁 中国清洁产业至
今尚未形成一种较为有效的服务模式曰专
业的野商业清洁冶除针对楼宇尧小区尧机场尧
车站等相关公共设施外袁 也同时拥有着来
自企业与学校食堂尧农贸市场尧幼儿园尧医

院噎等等无数尚未开发的无限潜在之市场
需求遥同样袁当今的中国清洁产业针对这些
处于社会各个角落尧 各个层面的市场也未
看到它的无限潜在需求曰 中国几亿家庭既
拥有着不可估量的无限服务客户群体袁也
面临着影响家人生命质量与生活品质的诸
多因素袁一种保障卫生环境袁呵护生命健康
的专业野家庭清洁冶在欧美蓬勃发展袁在中
国却无人问津遥
中国清洁市场之所以深陷红海袁 既有
影响其发展的诸多社会环境与行业特有因
素袁 也在另一方面与从业者相对较为狭窄
的发展视角与缺乏针对新领域的开拓力度
有着深刻关系遥 中国奥运军团的全面辉煌
不仅来自于乒乓球尧 跳水等重点项目的成
功袁 也同时仰仗于涉及宽广范围非重点运
动的成功培育与发展遥 同样如此袁中国清洁
业要想真正走出红海袁 其从业者就要即在
红海中拼搏袁也要努力发现新的兰洋袁新的
市场袁新的希望遥
红海中的企业运作结构与效率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虽已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袁市场结构也已基本形成遥 但是不可否
认袁 当今仍有众多中小型企业还实施着那
种较为简单的运作模式袁 即以产品销售为
核心的价格竞争运作模式遥 这种现象既使
得这些企业由于缺乏市场综合竞争力袁故
而在惨烈的竞争红海中越陷越深袁 同时其
未来的生存与发展也失去方向与动力遥 针
对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袁及时扩充尧改善自
身运作结构将是企业未来发展的根本遥 品
牌与产品同时存在于市场之中袁 但二者不
仅所承担责任不同袁 其运作模式及未来发
展目标也相差甚远遥 由于品牌营销更重视
于长远发展袁 而其目标也设定为引领市场
发展袁改变市场需求袁故其运作结构需要更
加丰富与合理遥 新品研发袁市场渠道扩充与
整合袁市场科技与模式的有效引入袁完善的
售后服务体系建立与实施袁 灵活且充满激
情市场宣传的策划噎噎实现品牌营销的运
作体系要求分工更为明确袁责任更加清楚袁
监控更为有效遥 这些因素的有效管理与组
合将真正构成实 现 品牌目 标的 基础与 条
件曰与其相比袁由于产品销售更多体现于产
品功能与价格袁 故实现其目标的运作模式
也就相对较为简单遥 就此而言袁品牌营销也
许更像足球比赛袁 依靠的是更为立体且分
工明确的团队效应袁 而产品销售则更像乒
乓球比赛袁 个人能力与英雄主义则起着核
心作用遥
中国 市 场 拥 有着 无 限 的 巨大 发 展 潜
能遥 然而袁伴随着市场逐渐成熟袁终端用户
更加理性袁法律规范更加完善袁过去三十年
市场发展中那种野机遇实现成功冶的运作模
式已逐步被 野主动创造机遇而获得成功冶的
先进模式所替代遥 及时调整尧完善自身运作
模式袁 将产品销售向品牌营销进行有效转
变袁将会使众多企业在竞争红海中获得更多
拼搏力量及发展机遇遥伴随着当今市场竞争
的持续袁相信中国市场将在竞争与拼搏中实
现重新整合袁而最终成功者将无疑拥有着更
全面的运作体系及可改变市场需求尧引领市
场发展的品牌力量遥
红海竞争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必然的
产物袁它既有着野随众心态冶所营造的市场生
存环境袁也受到来自社会某些力量的作用与
影响遥 当然袁行业自身的发展现状与从业者
运作信心也影响着当今中国惨烈红海的生
存状态遥 如何能身在红海袁为企业寻找兰洋
之路袁将是每位企业家面对当今市场新环境
必须思考的内容遥 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年袁即
使无数企业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袁也同时考
验着更多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与智慧遥可以
相信袁中国市场将会持续高速发展袁而当今
面对红海企业家们所做出的选择袁将决定其
在未来市场最终之成功与位置遥
红海及兰洋永远并存遥
挑战与机遇构成着公平的市场法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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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MC（意美洁）
展位号院E5D096
21 世 纪被 称为 野绿 色环 保 的 时
代冶袁而清洁行业的发展则是推进环保
措施的重要环节之一遥 作为全球著名
的清洁设备提供商袁 美国意美联合有
限公司要EMC United Inc 首先创出工
业清洁低碳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袁致力
于清洁设备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袁
为全球各大工商业企业提供完美可靠
的清洁产品与方案遥
美 国意 美 联 合 有 限 公 司 要EMC

United Inc袁位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袁专
营地面清洁设备袁生产基地遍布全球遥
野EMC冶 为全球著名的清洁设备品牌袁
是 美国 意美联 合有 限公司 的 注 册 商
标遥 野EMC冶的中文品牌是野意美洁冶遥
作为全球清洁与工商业领域的领
衔者袁美国 EMC渊意美洁冤一直专注于
清洁领域的技术方案研发袁勇于开拓尧
观念新颖袁 革命性地提出在清洁设备
领域持久可靠尧 专业及时的服务比产

品自身更重要遥 美国 EMC渊意美洁冤的
销售及服务网络遍布全国袁 有一批经
过严格培训尧 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清
洁顾问袁为客户提供的不只是产品袁而
是全方位的地面清洁方案遥 精锐的售
后服务团队则是美国 EMC 渊意美洁冤
核心竞争力的完美体现院专业尧及时尧
可靠尧经济遥
2001 年袁 上海意美清洁器材有限
公司成为美国意美联合有限公司的中
国市场 总代 理商 袁 由此 拉开 了 美 国
EMC渊意美洁冤服务中国清洁行业的序
幕遥 丰富的行业经验尧 敏锐的市场意
识尧卓越的商业信誉尧勤奋的工作态度
是美国 EMC渊意美洁冤在中国清洁设
备行业开创先河尧独占鳌头的秘诀遥 顺
应时代潮流袁 因应中国工业快速增长
的需要 袁 美国 EMC渊 意 美 洁 冤 提 出 了
野清洁生产尧持久发展冶的工商业生产
理念袁 以提升中国工商业的生产环境
和企业形象为己任遥 美国 EMC渊意美
洁冤愿为创造一个更清洁尧更安全尧更
高效尧 更环保的现代中国工业而尽绵
薄之力遥

Diamond 100 新一代工业用智能型驾驶式洗地机
创新的工作状态全显面板袁引领洗地机行业第三次技
术革命曰
三种工作模式袁手动尧自动切换方便袁并首创野暂停清
洗模式冶袁智能延迟吸水袁清洗效果更理想曰
超大水箱袁霸气十足袁255 升污水箱袁满足更大清洁需
求袁极大提高清洁效率曰
三档刷盘压力智能调节袁最大 160 公斤袁无论何种环
境袁皆能得心应手曰
EMC 独创的吸水扒支架整体可调压力系统袁 针对各
种地面袁都能一吸就干曰
双重过滤装置袁有效保护电机袁延长机器使用寿命曰
超大排污口袁污水箱清洗方便曰
故障自检自显功能袁设备检修袁轻松简单曰
双刹车系统袁采用汽车式手刹杆袁更安全尧更舒适尧操
作更方便曰
360mm 超大聚氨酯防滑主轮袁更安全尧行走更方便曰
360mm 超大方向盘袁带给操作者更舒适的工作环境遥
Sapphire 85 智能式尧工商通用型尧驾驶式洗地机
采用 36 伏动力系统袁清洁时间更长尧清洗效率更高尧
设备更加耐用曰
配置世界著名 Amer 牌刷盘电机袁1125 瓦袁双减速箱袁
刷盘驱动系统强劲有力曰
配置 Amer 600W 行走电机袁后轮驱动袁机器行走系统
稳定可靠曰快慢双挡袁匀速平稳袁满足不同清洁需求曰
加装特别速控装置袁转弯时袁机器自动减速袁运行更安
全袁洗地效果更明显曰
配置 Amer 齿轮电机控制吸水扒升降袁链式连接袁稳定
性高袁故障率低曰
S85 采用智能化控制尧 具备自检功能及故障自动诊断
系统袁真正高科技尧世界一流设计曰
开放式结构袁水箱可大角度后倾袁机器底部电器元件
的维护袁方便轻松曰
装配安全保护支架袁警示灯位置高袁显眼直观袁有效增
加运作安全曰
120 升大容量污水箱袁超过坦能同类机型(7080)曰箱壁
厚度 10 毫米以上袁大口径开口袁方便污水箱清洗曰
大设备尧低噪音遥 S85 吸水装置袁采用优质阿美德格电
机袁性能可靠袁多重保护袁密封性好袁噪音超低遥 白天洗地袁
一样无干扰袁有效满足各类商业用户清洁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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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得工业节能有限公司 洛尔环境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院E5D034
产品 1院海之欧碳氢制冷剂
海之欧制冷剂是一种高效尧节能尧环保型碳氢制冷剂袁
是 CFC尧HCFC尧HFC 类制冷剂的终极替代品遥 目前该类碳
氢制冷剂在欧美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早已被广泛使用遥
该产品于 2001 年进入中国市场袁通过了野中国技术监
督局冶检测袁并首家获得由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颁发的野中国
环境标志认证证书冶遥 澳大利亚海之欧制冷剂袁以它优良的
产品性能和高达 15%-30%的节能率袁赢得了广大制冷设备
用户的好评袁同时也得到了各级政府袁行业机构和媒体的大
力支持遥

产品 2院无腐收尘节能烟囱
20 多年来的工程实践袁新型烟囱在设计方法尧施工工
艺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袁形成了完整的技术系列遥 烟囱
的运行充分表现出了不腐尧收尘尧节能尧运行稳定等技术特
点遥 节能减排是国家长远的基本国策袁新型烟囱的推广彻底
解决
了排烟企业脱硫后烟囱腐蚀的难题尧 节约了企业的运
营成本尧降低了企业的排烟能耗遥

The Contamination and Pollution Clean Up Specialists
污染尧污染物清理专家
拥有先进的处理受污染土壤尧水和废弃物的技术袁以及
广受赞誉的快速移动处理系统遥
公司简介院
洛尔是一个国际性的公司袁 专注于清除受污染区域和
污染物遥 洛尔英国在上海建立有合资公司遥 洛尔拥有一支
400 多人的多年专注于处理受污染区域和污染物的队伍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英国的污染清理专家遥
洛尔清理污染的影响在院
土壤
工业废水
污泥
地下水
地表水
废水
污水
我们处理由于典型的受污染
重金属
碳氢化合物袁例如石油袁焦油袁油和溶剂
有机物
工业化学品
产品从炼油厂袁天然气生产和其他工业过程
自工业工厂袁 仓库或储存石油和天然气设施和相关基
础设施中逃逸的污染物
受污染和污染物可能来自于传统产业尧 废弃物或最近
的同类事件遥
洛尔产品和能力
洛尔长期致力于研发及引导发展和完善一些最先进的
技术袁用于治疗受污染和污染物遥这些技术已被证明和在超
过 7000 个项目中得以应用遥 所有的技术是高效且确保物有
所值遥
因为拥有以上的这些条件袁 我们得以确保准时完成项
目袁并符合预算遥
案例包括院
洛尔先进的土地处理系统
每小时能处理多达 400 立方米受污染的土壤袁 污泥或
废物
我们处理
重金属
碳氢化合物
焦油
有机物
处理后的土壤袁污泥或废物可以在现场再次利用遥
1. RAW VL -土壤稳定装置
RAW 稳定器 600c遥 此定制土壤混合和剂量稳定装置
每小时工作量最大可达到 600 吨遥 通常安装于约 35 吨载量
的拖车上遥

2. RAW 定制
高真空多相抽提系统袁 用于去除土壤和水中易挥发的
蒸汽与油遥 渊集装箱装置冤
3. RAW 蒸汽注射器
RAW 定制蒸汽发生与注射系统袁 用于提高地表温度
增加烃类污染物的挥发性袁以便使用上述 SVE 系统去除土
壤和水中的蒸汽与油遥 渊集装箱装置冤
4. RAW 氧化装置
RAW 定制高压注射与剂量系统袁 用于将处理化学制
剂注入土壤和水中遥 渊集装箱装置冤

5. RAW 油水分离器
RAW 定制移动油水分离器袁用于去除水中的油遥

6. RAW GC / IE 过滤装置
RAW 定制移动颗粒活性炭或离子交换过滤器袁 用于
过滤水中的溶解污染物遥

上海塑创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 3院锅炉烟气余热回收及脱硫岛深度节能系统
锅炉烟气余热回收及脱硫岛深度节能技术通过对烟气
脱硫系统进行优化袁 充分利用锅炉烟气余热加热汽机凝结
水并降低进入脱硫吸收塔的烟气温度袁 不仅有效提高锅炉
运行的经济性袁节约机组的发电煤耗袁而且显著地降低脱硫
系统的水耗遥 为脱硫增压风机增设旁路袁在机组低负荷时停
运增压风机袁将其静叶调至最大并打开旁路袁能够大幅度降
低脱硫厂用电量遥 该技术的推广袁对于火力发电企业将带来
显著的经济尧社会和环境效益袁该技术已被国家发改委列为
2009 年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技术遥

展位号院E5C096
上海塑创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渊SCC冤成立于 2009 年 8 月袁坐落于上海
市嘉定区景鑫工业园袁是一家致力于野Cleader冶科力德品牌清洁尧环保设备研
发尧生产尧销售尧服务为一体的新型现代化企业遥
公司在行业内率先通过 CE尧ISO9001:2008 质量体系认证和 FDA(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检测认证 遥 公司拥有专业级研发实验室袁目前已成功研发洗地
机尧擦地机尧抛光机尧翻新机尧清洁斗车等产品袁并获得多项国家技术专利遥 经
过一年多的努力袁销售网点已遍布国内多个地区遥
详细信息见网站院www.cleader-sh.com
服务热线院4000-800-878

多功能晶面机

电瓶式洗地机

双刷洗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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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先的清洁设备供应商

Hako 绿色一键控制系统袁 自动放水/智能调节水量/自
动落刷洗地/自动吸干一次完成遥 任何人都能熟练操作的机
器遥
重弧形吸水扒设计袁保证充分吸干地面遥
自动装刷/脱刷系统袁更换刷子简洁方便袁不需要任何工
具遥
Aqua-StopSystem 水量控制系统袁 节省 50%的水/清洁
剂遥
延时关机系统袁充分吸收吸水扒管中的污水袁确保不反
吐地面遥
R2S 自助弹性振动系统袁 确保隔尘过滤网自动彻底清
洁遥
ABBA 主刷/垃圾箱/自动调节系统袁确保磨损后的主刷

的工作精度遥 保证卓越的清洁效果遥
内置式全自动智能型充电器袁方便到处充电遥
污水箱减泡沫系统袁降低 30%的泡沫袁保护吸水马达遥
内置电子故障诊断系统袁快速找出设备故障遥
独有杀菌污水箱袁低噪声设计袁满足医院极严格的特殊
要求遥
噎噎
Hako渊哈高冤清洁机械由上海汉英清洁机械有限公司中
国总代理遥
1992 年德国 Hako渊哈高冤和香港合资公司香港汉洋机
要上海汉英清洁机械有
械有限公司在华设立其独资企业要要
限公司袁将国际上先进的清洁设备理念带入中国袁成为中国
现代清洁概念的领导者遥
经过 18 年的发展袁 清洁设备思想已经贯穿于我们企业
的经营之中遥 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遥
Hako渊哈高冤产品的客户院
外交部新大楼尧 中央军委八一大楼均全套选用野Hako冶
哈高牌系列清洁设备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尧北京钓鱼台国宾
馆尧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尧上海科技馆尧上海正大广场尧港汇广
场尧浦东中银大厦尧恒隆广场尧北京戴姆勒奔驰汽车有限公

司尧上海汽轮机有限公司尧常州 LG 电子有限公司尧常州东芝
变压器有限公司尧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尧上海大众汽车有
限公司尧重庆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尧无锡阿斯特拉制药厂尧
武汉佰威啤酒有限公司尧 上海集装箱码头尧 杭州西门子尧武
汉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尧天津摩托罗拉尧江淮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尧济南重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尧昆山台玻集团尧上
海奂鑫电子集团尧江阴贝卡尔特尧昆山六丰机械尧南京博西华
电器有限公司尧太仓舍弗勒轴承 (中国) 有限公司尧烟台通用
东悦汽车有限公司尧云南玉溪卷烟厂尧曲靖卷烟厂尧芜湖卷烟
厂尧福建龙岩卷烟厂尧南京卷烟厂尧长春一汽大众以及在中国
的十一间可口可乐公司等众多客户遥
Hako渊哈高冤作为奥运会清洁设备赞助商袁承担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馆的清扫工作遥
公司地址院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九新公路 599 号曰
联系电话院021-37632333渊8 条线冤袁54852222渊市场部冤
图文传真院021-64786434曰62701605
网 址院www.honyee.com.cn
电子邮件院info@honyee.com.cn
邮政编码院201615
上海汉英清洁机械有限公司
市场及销售部

—格威莱德
来自德国的清洁行家——
格威莱德渊G-winner襆冤工业吸尘机全系列产品均按照
欧洲工业产品标准进行生产袁 于 2006 年率 先通过欧洲
CCQS CE 认证袁包括了移动式尧固定式和中央吸尘系统等
面向多行业领域的工业吸尘解决方案袁广泛应用于机加工尧
制药尧电子尧食品尧化工尧汽车制造尧新能源等十余个行业及
特殊工作环境如无尘室尧危险区域渊有毒有害气体尧易燃易
爆杂质等冤遥
F 系列
音主要应用范围院
适合医药尧电子尧食品
加工尧机械制造尧金属加工
等场所遥
音产品介绍院
该 产 品 严 格 按 照
ISO9001院2008 质量管理体
系标准生产曰
该系列整机和所有电
气 零 部 件 均 通 过 欧 盟 CE
认证遥 符合欧盟 EN 603351院2002 和 EN 60335 -2 69院2003 电气表标准和 73/
23/EEC 电气指令曰
3 个 独 立 强 劲 的 By pass/Thru-flow 真空马 达袁
真空度高袁风量大袁噪音低曰
体积小巧袁符合人体设
计的推手及高质量的脚轮袁
使移动更方便曰
专用配件筐设计袁方便各种工具的整理和使用曰
高达 38000cm2 尘隔过滤面积尧 旋风分离器及高效振
尘装置曰
HEPA 高效过滤器使过滤效率达到 99.99%以上袁 粉尘
直径可达到 0.3-0.5um曰
物料收集桶与吸尘机可分离袁方便倾倒及物料回收曰
可吸收粉尘尧颗粒尧少量液体尧潮湿等固态物质遥
OIL 系列
音主要应用范围院

适合用于机械制造尧金属加工尧化工行业等多种场所袁
可与生产线或生产设备配套使用遥
音产品介绍院
该产品严格按照 ISO9001院2008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生
产曰
该系列整机和所有电气零部件均通过欧盟 CE 认证遥
符合欧盟 EN 60335-1院2002 和 EN 60335-2-69院2003 电
气表标准和 73/23/EEC 电气指令曰
工业级真空泵袁 宽电压 渊380V耀415V/220V耀240V冤设
计袁符合 UL&CE 等国际认证袁坚固耐用并可连续工作袁经
工厂测试可连续无故障运行 720 小时曰
符合国际认证的独立开关袁具有缺相及过载保护曰
固液分离器的加入使物料的分类回收更简单曰
回油泵的设计和加入袁使液体回收再利用袁环保节约成
本袁回收过滤等级院10-100um曰
专为吸收大量的液体如水尧 切削液尧 润滑油等设计制
造遥
TX 系列
音主要应用范围院
适合用于制药尧食品加工尧机械制造尧金属加工等吸收
扬尘场所遥
音产品介绍院
该产品严格按照 ISO9001院2008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生
产曰

该 系列 整机 和
所有电气零部件均
通过欧盟 CE 认证遥
符 合 欧 盟 EN
60335 -1院2002 和
EN 60335 -2 -69院
2003 电气表标准和
73/23/EEC 电 气 指
令曰
带 自动 电磁 脉
冲装置袁方便清除附
着在高效过滤器上
的粉尘或烟雾遥
进 口电 机和 风
机袁风量大袁坚固耐
用曰
HEPA 高 效 过
滤 器 面 积 达 到
21M2袁 净化效率达
到 99.99%以上曰
配置的专用粉尘吸气臂可 360 度任意自由旋转和停
留袁最直接有效吸收粉尘袁方便工作袁保护工人健康袁也可配
制软管与设备连接曰
带有刹车装置的脚轮满足各种地面的使用曰
符合人体设计的推手袁方便移动遥

力奇先进 CFM 工业吸尘器助力工业清洁，提升生产效率
力奇先进作为全球清洁行业的领军品牌袁 百余年来始终致力于先进清
洁技术的研发与创新袁以解决不断变化的清洁难题遥力奇先进研发并生产的
产品广泛涉商用吸尘器袁扫地机尧洗地机尧洗扫一体机尧工业真空吸尘器尧高
压水枪及户外扫地车等袁能够为家庭尧商业尧工业及市政环卫等不同领域的
客户提供高效的定制解决方案遥
Nilfisk-CFM 是隶属于力奇先进集团旗下的世界顶级工业真空吸尘器
品牌袁 其生产的专业级真空吸尘设备可用于不同工业领域中的各种应用场
所袁如机械制造尧金属加工尧制药尧食品尧电子等等遥 此外 CFM 生产的气力输
送设备和高功率中央集尘真空系统也是众多行业人士的首选遥
CFM 工业真空吸尘器从 0.5 马力到 100 马力不等袁可轻松吸走金属屑尧
油污尧粉尘尧固液混合物等等遥 对于一些有特殊需求的行业袁CFM 也可提供
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袁例如收集并去除种子袁烤焦的食品袁纺织纤维袁机油袁污
水等遥 或者有些客户需要将混合物/产品原料输送进机器内进行包装或者收
集袁例如危险物料袁爆炸性粉尘或可燃物袁CFM 同样能满足相关需求遥
CFM 工业吸尘器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了高品质的材料和配件以及先进
的制造工艺袁符合国际安全法规袁并具有高度的可靠性袁同时操作简便尧维护
方便袁 能够有效地帮助客户扫除生产过程中的障碍物袁 极大地提高生产效
率遥此外袁CFM 的设备已经取得最高标准的国际认证袁例如 ATEX袁TUV渊L,
M, H冤GS袁EX袁CESI 等袁在任何工作场合袁CFM 都是极高可靠性和安全性的
保证遥
了解更多详情袁 请点击力奇先进官网 www.nilfisk.cn 或拨打咨询热线
400-080-320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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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菲机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院E5B036
上海市浦东新区鹿吉路 96 号 5 号楼
电话:+86-21-33896355
传真: +86-21-33896255-17
网址院www.alfichina.net
www.plymexchina.com
邮箱:plymexchina@126.com

请认准产品商标上野瑞典制造 MADE IN SWEDEN冶字样浴
瑞典原装进口 ALFI 阿尔法品牌中国区唯一指定合法经销商浴
假冒瑞典原装进口 ALFI 阿尔法品牌举报电话院+86-21-33896355
渊举报有奖冤
阿尔菲机电设备渊上海冤有限公司是普利麦克斯环保设备渊瑞典冤有限公司中国区总代表尧总办事
处袁在华唯一分公司遥 代理销售瑞典原装进口 ALFI 阿尔法品牌和瑞典原装进口 PLYMOTH 普洛斯品
牌的进口万向柔性吸气臂尧焊烟净化器尧油雾净化器尧工业除尘器及汽车尾气处理器等环保设备遥
瑞典原装进口 ALFI 阿尔法品牌和瑞典原装进口 PLYMOTH 普洛斯品牌自进入中国以来袁以其优
质的产品和服务深受焊接培训学校尧汽车厂尧造船厂以及金属加工企业的好评袁已经被国内多家知名企
业评定为野环保产品指定供应商冶遥

移动式烟尘净化器 Mobi-Flex
应用范围
专业用于净化烟尘和微尘袁如金属尧塑料件的
打磨尧研磨和抛光尧各类焊接尧钻孔尧热加工尧切割
粉碎尧石材加工尧粉末包装尧混合加工等产生的固
体颗粒物以及各类粉尘及烟尘的净化袁 广泛应用
于船舶尧汽车制造袁机械加工尧五金制造尧焊接培训
学校等行业遥
产品特性
本产品采用滤筒式过滤袁 过滤效率高 渊可达
99.9%冤袁过滤面积大袁滤筒更换周期长渊按每天 8
小时工作袁2-5 年方需更换冤袁且更换费用低廉遥
本产品体积小,配有四个脚轮渊前两个脚轮配
有脚刹冤,移动灵活遥
阿尔法臂渊万向柔性吸气臂冤拉动伸缩便捷尧
自如袁可 360 度旋转袁且任意悬停袁能从源头处直
接吸除烟尘遥
体积小袁占地面积小袁节能电机袁环保又节能遥

选配件
1 照明装置渊安装在罩口前端袁用于夜晚或昏
暗等照明不佳的工作环境冤
2 联动阀门 渊与电焊机或打磨机即时联动使
用冤
3 HEPA 高效过滤器.
4 消声器
5 配臂可选配除 2 米以外所有允许条件下的
长度规格遥
6 脉冲电磁阀袁数显压差表遥
7 活性碳滤筒
8.1500 和 2000 风量主机可选配双臂遥
产品服务
1 自发货当日起三年内免费维修渊需方人为因
素或违反操作规程等原因导致的设备损坏尧 失效
除外冤
2 终生维护
3 如需方有购买产品零部件的需求袁可以直接
联系供方购买遥

经济节能型移动式烟尘净化器

脉冲反吹型移动式烟尘净化器

姻 观众征询表

请填完下表传真至 86-21-62895703袁您将免费获得展会门票袁垂询电话院86-21-22068388
公司名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 系人

职

务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电子邮箱

您感兴趣的领域院
阴废弃物处理和回收利用技术及设备
阴新能源技术及设备
您希望索取相关资料院
阴参展 索取展会相关资料
您希望在 2011 环保技术与设备展现场约见的展商院

姻 入场院

荫 开幕式期间凭开幕式请柬入场
荫 网上预登记
荫 凭观众邀请函免费入场

阴水处理技术与设备
阴清洁技术与设备

阴节能技术与设备
阴其他

阴参观 索取展会门票

姻 大会交通院

地
铁: 二号线至龙阳路站,转乘大会专车袁免费接送巴士
龙阳路地铁站-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东入口大堂

2206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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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渊JETRO冤将在 11 月 1 日渊周二冤耀5
日渊周六冤袁带领日本近百家企业?团体以日本馆的形式参加
在上海开幕的 野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窑环保技术与设备展
渊EPTES冤冶遥
基于 2007 年 12 月福田首相渊当时冤和温家宝总理在首
脑会议上发表的 叶日中两国政府关于推动环境能源领域合
作的联合公报曳袁JETRO 从 2008 年开始连续 4 年参展工博
会遥
在 2010 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中袁JETRO 共组织了
157 小间 109 个企业窑团体参展袁是 JETRO 所组织的过去 3
届中最大规模的一次遥 展会中促成中日企业商务洽谈件数
约 7000 件袁其中约 250 件有望形成具体业务遥 为日本企业尧
团体和需要日本技术和产品的中国企业之间创造了商务合
作的对接机会遥
今年袁日本虽然经历了东日本特大地震袁但仍以 146 个
展位的规模参展,成为工博会中最大的出展海外团体遥 集结
了野废弃物处理技术袁设备冶 尧野水?大气处理技术袁设备冶 尧
野环保功能设备袁产品冶 尧野节能技术袁产品冶 尧野新能源技术袁
设备冶 等各个领域中的翘楚日本企业参展日本馆遥 为了促
进中日企业在环保节能领域中有更多的商务合作袁JETRO

还特别开设了介绍日本馆的网站, 按行业分类罗列了所有
参展商详情并提供在线预约与日本企业商务洽谈的服务遥
商务洽谈请点击
HP院http://eptesjp2011.nc-net.net/
敬请各位媒体当天亲临现场遥 如果有采访意向,请联系
以下负责人遥 我们将会帮您安排对参展企业的采访遥

采访联系院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渊JETRO冤 上海代表处
市场开发部
Tel院021-6270-0489
渊内线 1804 严/1123 王冤
邮箱院 pcs-kogyohaku@jetro.go.jp
渊请在 10 月 26 日(周三)之前联系冤

日本馆概要
参展规模院参展企业数 90 家企业窑团体
146 个展位
主 要参 展 商 院 野2011 中 国国 际 工 业 博览 会 冶 日 本
馆袁 集合了超过十个都道府县的地方自 治团体出展袁
为历届最大规模袁综合展现了日本整体的环保节能技
术遥 除了爱知县袁九州地区等日本知名的工业地带袁此

次还新增新潟县袁京都府等自治体的参展遥
关于参展商的详细介绍, 请参照参展企业名录和
野日本馆特设网页冶渊以下冤
HP院 http://eptesjp2011.nc-net.net/
渊可在线预约与日本企业的商务洽谈冤

合同能源管理的现状和发展(中日)交流论坛
论坛组织
主办单位院上海东浩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代表处
支持单位院上海市合同能源管理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论坛地点
时
地

间院 2011 年 10 月 31 日
点院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上海市浦东世纪大道 100 号)

背景介绍
由节能服务公司 出钱尧 出 力袁 并对 客户的 节能 率
做出承诺袁而节能服务公司可从客户省下的费用中回
收投资并获利袁 同时双方还能享受政策优惠袁这正 是
眼下政府在大力推 行的新 型市 场化节 能机 制要合 同
能源管理渊EMC冤遥
目前中国国内 EMC 整个产业才刚刚起步袁 这几
年的认知度提升还是比较明显遥 来自中国节能协会的
数据显示袁 在过去五年里袁节能服务产业综合产值 规
模已经从 47.3 亿元人民币递增到 836.29 亿元袁 增长
了 16 倍遥 2006 年-2010 年我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
资从的 13.1 亿递增到 287.51 亿元袁增长了 22 倍遥 5 年

间节能服务产业拉动社会资本投资累计超过 1800 亿
元遥
此次 论坛的 目的 是推行 合同 能源的 管理 在 节 能
产业中的发展规划和实施模式袁帮助企业了解上海的
奖励政策袁建立企业自身的节能发展战略及节能管理
水平曰并从具体的案例中交流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的经验袁 有效突破企业节能发展中的瓶颈袁 引导企业
开展野十二五冶节能量筹划和具体措施的落实遥 希望通
过交流袁让更多的企业深入了解合同能源管理政策及
相关问题袁有更多的企业加入到企业节能减排的队伍
中来遥

会议议程
09院30
10院00
10院00耀10院10
10院10耀10院20
10院20耀10院45
10院45耀11院35
11院35耀12院00
13院00耀13院50
13院50耀14院15
14院15耀14院40
14院55耀15院45
15院45耀16院10
16院10耀16院35
16院35耀17院05
17院05

开始签到
会议开始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致辞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处长尧上海市节能监察中心主任 原 清海
野村综合研究所中国尧亚洲担当部长 高级顾问 横井 正纪
上海市合同能源管理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魏 玉剑
NTT 设施工程设计渊北京冤有限公司董事长尧总经理 山田 晶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白 泉
上海清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头 利将
三浦工业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光宗 宏晃
听会人数限制
上海中普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承德
安川电机(上海)有限公司驱动系统控制事业部副部长 刘 红辉
欧姆龙渊中国冤有限公司新事业推进部部长 徐 慧菲
答疑
联系人院张春玮 22068387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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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信电机株式会社
双信电机为日本电子零件生产商,创
业于 1938 年.中国深圳已设立独资公司.产
品服务对象如下院
(电源噪音方面) 按各类相关产业电源
噪音规格要求而定, 提供最适合的噪音解
决方案遥
(高频方面) 使用独有诱电体材料的滤
波器,BALUN 秀 COUPLER, 对应使用於手
提电话,通信发射站及各类通信设备等遥
(电子回路方面)云母电容,薄膜电容及
厚膜印刷陶瓷底板可对应于信赖性要求极
高的通信,各类产业及电动车等)

2011 年 11 月 1-5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A091

A095

A100-101

光明理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日本 PROREX

OM 太阳能株式会社

光明理化学工业株式会社起始于北川
徹三博士硫化氢检测管的发明遥 为了在实
际的产业里运用袁成立了敝公司袁并接二连
三地开发了新的检测管遥 种类增加了的气
体检测管袁在世界各国使用之后袁得到了高
度评价袁 自然而然被称为北川式气体检测
管遥 此后袁为了防止有毒和可燃性气体会引
起的灾祸, 我们开发了可燃性和有毒气体
气的检测警报器遥 在日本首次制造了接
触燃烧式可燃性气体检测警报器遥

A092

株式会社 大和三光制作所
大和三光制作所袁 从 1915 年创业以
来袁 依据先进的技术一直生产着工业用干
燥设备袁热能设备袁焚烧设备袁垃圾干燥设
备以及相关的成套设备遥 从食品到最先进
的工业产品及污泥处理领域中袁 一直活跃
着我们的产品遥 在高科新技术时代的今天袁
各个产业都有新的需求袁 我公司在满足时
代需求的同时袁 进行超前的技术开发袁 作
为热能产品的专业生产厂家不断的挑战和
努力遥

本公司于 1965 年开始研究现行系统
的基本原理要要
要油温脱水法袁1975 年利用
该系统开始使用于小型的生活垃圾处理遥
1988 年进一步开发了将生活垃圾以及污
泥转化为肥料及燃料的系统袁 并与三井造
船公司合作制造生产设备遥 逐步在世界范
围内开展宣传活动袁并推广该项专利技术遥
本公司于 2008 年在中国福州市设立了办
事处袁从 2009 年开始袁至今参加了上海尧北
京尧大连等多场国际环境展览会袁并获得了
行业专家们的高度评价遥

A096-097

A102

植田产业株式会社

富利美（上海）工业清洗设备有
限公司

A089

日本爱伯洛伊商事株式会社上
海代表处
本公司为专业生产制造各类喷嘴的共
立合金制作所的销售总代理遥EVERLOY 喷
嘴在对都市及工厂排气污染控制用和垃圾
焚化炉上用的各类喷嘴拥有傲人的供货实
绩袁 以最先进的检测装置进行解析和提供
自行开发的各类优异喷嘴遥 EVERLOY 喷
嘴在日本国内和海外市场袁 其都市垃圾焚
化炉和工业废弃物焚化设施用废液喷雾和
排气冷却及脱硝对策用喷嘴皆被广泛采
用遥

A093-094

日立造船株式会社
我们日立造船集团从事的所有事业的
目标是创造野即舒适又环保的今天冶和野更
富裕且更安心的未来冶做贡献遥 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袁 我们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所拥
有的能量和资源袁 从专用机械设备的设计
和制造到具有最尖端技术的环保技术尧各
种工程管理技术以及 IT 技术等各个领域
里提供具有高附加值的综合性解决方案遥
日立造船集团自 1881 年创业以来不
断地培育技术力量袁 为实现优美的环境与
社会的发展而日夜努力奋斗遥

直效日本株式会社
创业 31 年来袁专注
于空气净化设备的开
发尧制造尧销售尧安装施
工及售后维护服务袁深
受广大用户的爱顾遥 公
司业务除业务用的空气
净化机尧 除烟空气净化
器以外袁 还接受大型商
用空气净化设备的特别
订单遥 另外对于近年来
流行病毒感染的对策设
备要要
要搭载超声波喷雾
机能的空气净化器也受
到了广泛的好评遥

植田产业株式会社是一家专业生产挖
掘机附属装置的日本厂家遥 我司产品应用
范围广泛袁比如说院处理工业垃圾尧剪切各
种对象物尧公共作业以及资源再生等遥 我们
有信心我们的产品能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
需要遥
A098

SKETCH CO., LTD.

A099

雾的池内（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野池内冶野雾的工程师冶袁有着 50 多年的
历史袁 独自研发各种系统袁 提供高精度的
雾遥 作为野雾的工程师冶的池内袁结合长年积
累的经验并通过的科学的方法及独自的技
术袁 开发各种雾的发生系统来对应各户各
种各样的需求并以为产业界的发展作出贡
献为目标遥 同时产业用喷嘴的进化也是池
内公司的历史史命遥

富利美渊上海冤工业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是由日本株式会社富利美独资的现地法
人遥 总公司株式会社富利美在世界上首次
实现将真空技术运用到清洗业中遥
整个设备的设计尧 制造到现地安装都
是在富利美公司由有长期日本研修经验的
员工实施遥 在清洗品质方面袁富利美一直非
常注重安全和设备的长期可用性遥
本公司在上海尧 深圳设有设计制造中
心袁在大连设
有服务中心遥
欢迎使用在
世界上广受
好评的富利
美的设备遥

A103

关西自动化机器有限公司
关西自动化机器有限公司所生产的传
感器包括粉尧粒尧液体用等数十种系列袁产
品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并受到用户的信赖
与好评遥 关西公司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以
及 40 年的现场经验袁竭力为用户量身定做
各种产品尧 与用户一起解决现场测量的难
题遥 在环保方面关西公司从企业社会责任
的角度出发袁 为用户企业的环保以及生产
安全措施提供相应的产品以及服务遥 今后袁
关西自动化还将不断进取袁 为满足中国用
户的需求而努力遥

NAME: SKETCH CO.,LTD. / CEO:
YASUHIRO SHIMADA
/
FOUNDED:
February 1989 / Capital 50 Million Yen /
HEAD OFFICE ADDRESS: Chaco Paper
Hall, 2F.2 -25 -10 Asakusabashi, Taito -Ku,
Tokyo 111 -0053, Japan / TEL:03 -5825 6503 / FAX:03 -5825 -6504 / H.P. :http://
www.sketch.co.jp

A090

自 OM 太阳能公司 1987 年创业以来袁
我们与各地区建筑公司一起通过 腋创造和
普及环境共生建筑夜尧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为目标而共同努力遥 太阳能光热利用之
OM 太阳能不仅实现舒适的居住环境袁同时
将家庭能耗一半以上的采暖和热水能耗用
太阳能替代袁 为 CO2 排放的大幅削减做出
了贡献遥在 20 多年的历史中袁OM 太阳能为
世界各地 2 万多栋住宅及成为各地社会财
富的各种设施所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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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9

A120

A129

高岳化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昭亚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apuren 株式会社
apuren 以 前 主 要 负 责 金 属 加 工 的
OEM 公司遥 金融危机后袁觉得这样下去不
行袁于是致力于开发自己的产品袁成功研发
出环保和对身体无负担的气工具遥 今后也
致力于开发令顾客满意的产品遥

高岳化成工业渊株冤是一家电器制造厂
家遥

A104

派程（上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成立于 1994 年,是日本最早的
专门研发生产计划软件的公司遥 自成立以
来, 公司一直专注于生产计划软件的开发
和销售遥 目前在全世界已经有 1500 多家工
厂导入了 Asprova APS遥 2003 年开始在中
国上海设立分公司袁2011 年在深圳成立办
事处袁目前在中国市场发展前景甚好遥

从事本公司开发的电气绝缘性能优越
环氧树脂浇注干式变压器尧GIS (GIS越Gas
Insulated Switch Gear 的 简称 噎噎 气体
绝缘开闭装置渊电力用开关冤)零部件的生
产? 销售袁 近几年也从事节能型干式变压
器遥
另袁 装有应用本公司干式技术活性炭
过滤器的氢水生成器在医学界也备受关注
的全新整水器遥 期待着富氢水生成器的代
理店签约尧OEM 产品的咨询遥

在纵切尧旋转式剪切机的电气控制中袁
本公司保持着很高的市场占有率袁 日本国
内第一遥 最近厚板剪切用的旋转式剪切机
的需求量有所增加袁 为此公司正着手开发
专用 PM 电机袁 并实现了旧产品的小型化
及节能化遥 本公司的技术是加工各类产品
时不可或缺的袁应用于钢板尧纸尧薄膜及橡
胶等的生产加工遥 公司近期开始制造轮胎
试验机遥 公司同时也继续开发滚筒式试验
机,平板式试验机遥 本公司的另一大强项就
是袁所有的相关工作人员都是技术员遥

A121
A118

株式会社高原

株式会社先驱风力机
株式会社先驱风力机采用独有的空气
控制技术, 实现整体环境的清洁遥 25 多年
来袁 我们在日本志力于食品工业清洁化的
制品开发尧制作和销售遥 最近袁除了食品工
业以外袁 其他各种领域也开始使用清洁化
设备遥 我们广泛地开发充满独创性的产品袁
为制造各种产业领域的清洁环境作贡献遥

A106-107

向美丽地干净舒适的环境制作的需求
越发高涨的时代遥
株式会社高原通过房屋综合性管理业
务和环境卫生机器的提供等在广泛的领域
在环境的美化上(里)页献做着遥 不用说对为
此的建筑物全般的环境卫生维持管理袁更
加计量活性化袁 提供着增加存货本身的价
值舒适生活空间的技术和卫生服务等遥

株式会社 富民
最 终 的 节 能 技 术 FUMIN COATING遥
用喷枪没有斑地透明地形成涂膜的专利技
术在玻璃方面吸收窑剪切红外线和紫外线
的传导性金属氧化物遥 热的夏季袁 为了吸
收窑剪切来自外边的红外线(太阳热)压倒室
温的上升遥 还有袁冬天因为室内的热难逃跑
很暖袁结露也抑制遥

A122

PURUS 株式会社
A119

SNC Corporation
我们是一家 通过与广泛领域客户来
往, 不断地追求企业所要求的整体系统的,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 R驭D 企业遥
我们提供富有通用性的硬件尧软件尧系
统开发 以及维修尧 培训等一切技术和服
务遥

日本·爱知县政府
A108

日本·爱知县政府
近年来袁日本爱知县引进了许多先
进的环境相关技术及产品遥
日本爱知展位将向中国观众介绍
最新的环境相关技术及产品遥
爱知窑名古屋国际商业联系中心(IBAC) 是一家为有意在爱知县投资的外
国企业提供支援服务的团体机构遥 本机
构免费为企业在爱知县投资的时候提
供各种所须的信息及咨询和业务扶持
服务遥

A128

中央化工机株式会社
振动干燥的先驱者浴 日本市
场占有率 90%以上遥

PURUS 株式会社是一家专业制造高
性能袁 高品位全自动柔巾系列机器的日本
制造商遥 2003 年 3 月袁公司设立在日本爱
知县丰橋市遥 具有世界先进的机械设备生
产及工艺技术遥在产品开发的同时袁申请了
技术专利,注册商标,设计专利,并且一直追
求产品的独创性遥 在 2004 年 10 月, 开设
东京分公司遥 通过签订了销售代理店,产
品销往日本全国以医院袁养老院为中心袁另
外饮食店,娱乐设施都有销售遥 从 2007 年 6
月到 2011 年 2 月,
取得新联携日本
经济产业省的事
业的认定遥 "力求
清洁 文化的 改革 ,
对应多样化市场
需求, 创造新的价
值"作为企业经营
理念在不断进取袁
引导日本湿巾行
业的发展遥

A130

TIS 株式会社
本公司是以数字化工程技术为基础袁
提供新型制造业辅助服务的公司本公司的
核心事业如下院
玉袁 省劳力
自动化生产流
水线的开发袁设
计袁制造袁施工
域袁 省能源
机械设备的开
发袁设计袁制造
芋袁 数字化
工程技术

A131

三州野安株式会社
我公司自创业以来有着将近 100 年的
悠久历史遥 日本国内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
陶瓷瓦都是由我公司所在的三州地区出
品遥 我公司作为三州地区的三大代表企业
之一袁 在继承并发扬日本传统工艺和文化
的同时袁面向新时代袁不断的挑战自我袁开
发新产品遥 不仅仅是在日本袁向包括美国袁
菲律宾袁布鲁尼亚袁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
等全世界各地区提供我公司生产的陶瓷
瓦袁并以精心的工艺袁优良的质量袁美丽的
外观袁环保性能良好等等受到好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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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0

上海屹美商贸有限公司

财团法人长野县中小企业振兴中心

北九州商工会议所

A110

WORLDSHARE INC.
worldshare 股份有限公司袁是一家是从
事高品质环保技术研发和环保产品制造的
高新技术企业遥 主要产品有植物制环保塑
料尧环保塑料瓶尧环保高尔夫球座等遥 这些
环保产品的日本市场占有率每年都在不断
提升遥 我们研发的这项事业袁今后在世界中
的需求也必将不断增长遥

A132

株式会社浜田工商
公司以各种模具设计制作为主袁 从事
汽车配件为主多品种小单位试制作产品的
提供遥
具备注塑成型厂袁 准确细微的应对各
种客户的需求遥 设计制作树脂成型模具袁橡
胶模具袁冲压模具袁铸造模具等多种模具遥
引进高精度数控机床袁 用 CAD/CAM 细致
制订设计计划应对复杂产品遥 确立了能够
合理应对各种规格参数变更的加工体制遥
再通过工序管理系统和电脑分析致力于产
品强度袁构造等问题点的早期发现解决袁从
而生产出更安全袁信赖的产品遥

敝社坚持着袁野不追求华而不实袁 而更
着重实用性冶的基本方针袁把客户的利益放
在第一位袁 非常重视这五十年来创建及发
展了的国内及海外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
网遥 因此袁敝社的优势于由这个强大的人际
关系而产生的更优异的生产技术的提案和
更好的协调能力遥 我们会和客户一起思考
如何选择更好的设备与道具及怎样正确合
理地使用袁 再加上敝社常年来的商品技术
经验袁 努力地为能构建出新的信任关系为
目标而竭尽所能遥

北九州商工会议所
商工会议所是依据有关法律渊商工
会议所法冤 所设立的地区综合经济团
体遥 北九州商工会议所的主要目的是谋
求北九州地区内的商工业的全面改善
与发展袁 从而增进社会一般福利事业遥
在得到各位会员们支持的同时袁为了地
方的发展袁我们着力于各方面的业务活
动遥

A111

功勒克斯松本有限公司

A141

SANEI POLYURETHANE CO.,
LTD.

A138

泰生创研（上海）冲压件有限公司
泰生创研渊上海冤冲压件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7 年 1 月袁主要生产制造各类冲压件
金属制品遥 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00 的认
证遥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冷冲压件加工的技
术开发袁 研发成功了许多其他同行无法仿
制的产品遥 在模具设计上袁自行开发了领先
于世界的模具自动设计化处理系统袁 大大
减少了模具设计尧制造周期遥 公司将利用总
公司的独有的先进技术和自身的不断努
力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遥

A139

浦绿倍（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浦绿倍(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是日本富
士 BC 技研于 2007 年在上海设立的子公
司遥 富士 BC 成立于 1972 年袁从 1989 年开
始研发 MQL 加工技术及相关产品遥20 多年
来一直为 MQL 的普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遥
浦绿倍公司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日益严
重的环境问题袁 以及应对制造业提高生产
效率袁 降低生产成本的迫切需要遥 在提供
MQL 技术的同时袁 引入高端的切削刀具
(Swisstek 品牌)为中国的制造业的发展作出
应有的贡献遥

公司创于 1972 年: 约 40 年的生产经
验尧实际成果遥 用于各领域(汽车尧 住房尧医
疗尧护理尧体育用品尧等)/大型企业的聚氨酯
成形品(缓冲用)缴纳实际成果遥从模具的应
对/聚氨酯的便利店<仅一家>遥 产品用在建
设机器/农机 / 叉车的成形品袁占日本国内
市场的份额 40%遥公司生产设备齐全袁由小
型制品到大型制品的生产能力遥 (大批量也
可生产)遥 公司具有检查/测定体制(稳定性
信赖的产品缴纳)遥

A113

东洋造船铁工株式会社

本公司自创业已经历了 28 年的历程袁
始终从事着电子装置的开发和制造遥
特别是在使用 LED 元件的显示技术尧
节电设计尧 利用太阳能的蓄电技术以及通
信技术方面尤为突出遥
本公司以这些技术为基础袁 正在推进
工程用安全装置的制造尧 销售以及售后服
务等事业遥
A112

株式会社

A142

宁波东海工业有限公司
东海机器工业株式会社成立于 1959
年袁 总公司设在日本爱知县的机械制造公
司遥 是制造日本建材榻榻米的生产机械袁同
时还生产和贩卖轮椅袁 护理病床等福利设
施用具的清洗袁消毒设备遥 在中国浙江省宁
波市设有工厂遥

大客万瞳

公司名称 株式会社挚直肘秩 (株式
会社大客万瞳) 代表董事 竹本淳 地址 长
野县须坂市大字小河原 971-4 TEL026248-8111 业务内容 再生业务制钢原料窑
制纸原料窑非鉄金属原料批发店尧 一般窑工
业废弃物收集搬运业务尧 工业废弃物中间
处 理业务 关系 许 可 ISO14001 认 证取
得 辕 再 生 业 务 登 录 创 业 昭 和 36 年
渊1961冤 法人设立 平成 5 年(1993)9 月

弊公司是由古田富藏先生于 1919 年
创建的造船厂遥 当时的福冈县戸畑市主
要作为八幡制铁厂渊现在的新日铁冤的产
品及原料的转运和煤炭装运港而繁荣起
来遥 最初的创业是为若松港制造转运煤
炭所使用的木造驳船遥 50 年代袁着手于在
日本海域渔船的制造及修理工作遥 进入
平成以后袁 开始着手与海洋土木有关的
作业船的制造遥 近几年袁弊公司的工作不
仅限于造船事业袁为了有效的利用技术袁
正谋求于向钢结构领域及环境领域发
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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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儿岛县
鹿儿岛县

A114

日本热产加热株式会社
以耶共创窑共生爷精神袁以热为中心技
术袁把耶满足客户爷为经营理念提供商品遥 以
4 个支柱进行营业院 淤高频感应加热产品
于各种工业炉盂热关联产品榆热处理工程
及服务遥 主要客户为院三菱重工业尧新日本
制铁尧日立制作所尧神户制钢所尧IHI尧住友
金属工业尧日本制钢所等遥 由于立足于客户
观点的研究开发袁 为企业提供独创技术和
产品袁今年被选为耶北九州独创企业爷遥 拥有
精良响誉世界的产品袁力争成为耶健康快乐
的公司爷遥

鹿儿岛县位于日本本土西南端,和
上海纬度相同遥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每周
四班航班从上海直飞鹿儿岛袁飞行时间
100 分钟遥 鹿儿岛是日本国内离上海非
常近的地区之一遥
鹿儿岛县不仅有独具特色的岛屿尧
数量众多的温泉等优越的自然资源袁还
有以鹿儿岛黑猪肉尧烧酒为代表的美味
食材遥
县内众多企业均致力于节能环保
型产品的研究遥 其中袁南光株式会社和
丰田车体研究所株式会社参加了野圆园员员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冶袁 县政府给予了
协助遥

A133

九州经济国际化推进机构
九州经济国际化推进机构是九州国
际经济交流的统一组织袁它与九州的经济
团体尧地方公共团体尧民间企业等联为一
体遥 为了搞活九州袁 使其能够自主发展袁
九州经济国际化推进机构开展九州与外
国之间的产业交流尧观光交流尧人才交流遥
此外袁九州经济国际化推进机构还向海外
宣传九州富有魅力的投资建厂环境和旅
游资源等袁通过在国内外招商引资袁推动
新产业的创立和地区的协调发展遥

本公司建于 1990 年袁以生产销售新日
铁公司的设备部件为主遥 97 年后开始销售
环保节能的磁性活水器遥 2007 年产品在设
计开发上成功升级遥 取得了日本美国的专
利袁中国尧香港的专利现在申请中遥 产品的
使用好评率为 100%遥 我们坚信我们的产品
对改善中国的严峻水环境会起到良好的作
用遥

以野利用自然的力量袁回归自然冶野使用
安全 省心 省力冶为理念袁利用有用微生物
BB 菌袁开发研制了霉斑尧恶臭清除剂以及
水质净化环等品质优越性的产品遥 所有产
品没有使用任何盐酸尧化学药品袁对身体以
要地球不会带来任
及我们的人类的家园要要
何伤害遥 我们一直在为开发窑经营野使用更
省心尧更省力尧效力更持久的优质的尧高尖
端的科技环保产品遥 冶在努力遥

A134

阿库阿清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A143
以汽车开发为中心袁与其相关的解析袁
实验评估袁试做袁生产管理窑产品筹备以及
软件开发的和作袁为客户作出贡献遥 最新技
术情报系统和通信网络的导入袁 使得全球
化开发业务变得没有距离感袁高效地进行遥
运用世界最高水平的技术和工艺袁 对汽车
行业的发展起着贡献遥 通过利用汽车开发
过程中所积累起的技术和经验袁 对于汽车
以外行业袁从设计到实验评估袁生产也都可
以进行综合的有效率的支援遥 并且同时也
进行独立的研究开发业务遥

三菱长崎机工株式会社

使用碳氢清洗剂的真空清洗干燥机的
专业厂家遥总公司在北九州市福冈县遥在中
国上海成立的公司已有 1.5 年间左右了遥
彻底在中国扎根的清洗机与售后服务袁通
过清洗贡献给客户遥 具有 30 年的清洗经验
者袁有关清洗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解决遥 如有
清洗方面的困难通知我们遥 还有袁上海金山
的工厂代加工也在实施中遥 弊司可代替贵
司用真空清洗机和真空干燥机把贵司的金
属材质部品上附着的油份清洗干净遥 尽请
应用遥

成立院1975 年 1 月 11 日遥 资金院9 亿日
元遥 公司职员院320 名遥 1919 年作为三菱造
船长崎炼钢厂创立遥 1942 年作为三菱炼钢
长崎炼钢厂独立遥 1975 年以工业机械部门
和钢铁制品部门为主体袁 新成立了三菱长
崎机工株式会社遥 2007 年在中国设立了南
京事务所遥 2010 年在中国成立了当地法
人要上海菱锻机械有限公司

A135

株式会社 熊本清掃社

A125

熊本清扫公司袁是 1971 年被设立的日
本的公司遥 我们的产品与日本在海外有受
欢迎和高(贵)的公认遥 现在我们袁为中国和
韩国出口著

南光股份有限公司
东光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 丰田车体研究所

环境技术咨询株式会社

A116

A137

A123-124

A115

在受环境尧资源尧能源制约的时代,人
类为了构筑健全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从
研究制定地球变暖的对策开始, 把解决地
球环境尧 有害化学物质和资源循环等环境
问题作为 圆员 世纪最大的课题遥 在人们日益
关心环境保护的今天, 日本环境技术咨询
株式会社将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开发创造,
服务遥

（社）九州经济联合会 /九州经济国际化推进机构

A136

环球绿色科技 株式会社
地处日本国熊本市的 Universal Green鄄
tecno Co.,ltd 成立于 1955 年袁 是一家生产
销售有机农业材料的公司遥 本公司的,BIONeem.TEC 和 BIO shell窑E 是 100% 植物源
的天然杀虫袁杀菌和土壤改良剂遥 它具有高
效袁无残留袁无污染的特点遥 在日本全国各
地有很多购买和爱用者袁 并受到广泛有机
栽培农家门的爱护和好评遥

豊光社股份公司
咱创 业暂 1969 年 1 月咱资 本暂 3000 万日元咱职工人
数暂 30 人:男 23 人:女 7 人 咱总 公 司暂 福冈县北九州市小
仓北区上到津 2 丁目 7-30咱代 表暂 仓光 宏 咱事业内容暂
渊PCB 事业部冤印刷电路布线板的设计尧制造(传感器事业部冤
微弱 DC 非接触传感器野Picsor冶的研发尧销售(照明事业部冤
CCFL 照明野SOLANA冶的研发尧销售

哈马克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我公司作为螺栓产品的龙头企业,为以
重工产业为中心的客户群的发展服务了 80
年遥 我公司在日本和美国都有生产基地袁正
在开拓全世界的大市场遥09 年底袁在上海成
立了名称为 哈马克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的中国现地法人企业袁 为开拓中国市场踏
出了坚实的一步遥 为了应对客户的各种需
求袁 进行了各种塑性加工和高难技术的挑
战遥 在造船窑桥梁窑土木建筑窑发电窑风力窑船
用柴油机引擎袁 相关联的行业里我公司的
产品都被广泛应用遥

公司名院 南光股份有限公司曰 法人代
表院上田平 孝也曰公司总部所在地院鹿儿岛
县鹿儿岛市七帜島 圆 丁目 员 番地曰分公司/
工厂院东京分公司袁总公司第一工厂袁总公
司第二工厂袁川内工厂袁都城工厂袁隼人工
厂袁志布志工厂曰创业年月院1971 年 5 月曰
资本金院15,100 万円曰职工院201 人曰主要产
品院半导体尧液晶相关制造装置尧建筑金属
附件尧废食用油再利用装置遥

A117

A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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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财团法人京都产业 21 上海代表处
A148

A152

Konitech Inc.

上海依娑美贸易有限公司

河村电器贩卖株式会社
河村电器自从 1919 年创业以来袁一贯
给用户提供自然环保的能安全确实地提供
电力的配受电设备遥 我们以积累到现在的
电力管理技术为基础袁 继续提供在新时代
下满足社会需要的新产品尧 解决社会全体
的节能尧环保袁以及和 IT 相结合的新课题遥

共进电机株式会社

A145

B076-077 B086-087

共进电机以跨越半个世纪所培育积累
起来的技术和经验为基础袁开发窑制作客户
的腋产品制造夜所需的各种电子窑电气设备遥
我们设计并制作以高电压尧高频技术袁
精密模拟测量技术为特征的装置以及造型
线上的控制系统尧控制台曰同时袁我们支持
并提供试制尧OEM 加工等服务袁 满足客户
的各种需求遥

服装服饰袁鞋帽袁装饰品袁工艺品袁日用
杂货的批发袁进出口遥

本公司具备丰富的水处理设备尧 高压
清洗机的生产经验袁灵活运用专有技术袁为
客户提供从设备构想尧设计到后期筹措尧组
装尧配线尧生产一体化的服务遥 另外袁也可设
计制作其他功能的治具遥

A154
A146

株式会社 创生
本公司主力开发尧 制造以天然矿石为
主原料的生物玻璃渊机能性玻璃冤遥 热卖中
要超级省油棒袁 能提升
的生物玻璃产品要要
汽车燃油的燃烧效率袁 减少所排出的有害
气体遥 有着日本国内 8 万多根袁4 万多根出
口世界各国的销售业绩遥 除此外袁使用生物
玻璃的产品还有袁节约船舶燃油的尧农业用
的活性水净化器尧锅炉尧节约自备发电燃料
的生物过滤器和各种净化活水器遥

A149

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以来以腋流体科学化夜为基本理念
一个独具匠心的流量计厂家度过 62 年时
光.可进入本世纪袁全球化的浪潮也同样席
卷着这个领域,这个冲击波要求我们腋尖端
科技夜之开发.今后的全球化中我们也不失
产品的独特性,以腋尖端科技夜和腋工匠之技
能夜来应对社会之要求,贡献社会遥

A150-151

日本康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A147

株式会社大桥

现实需要我们转变思路袁野把没用的东
西转化成有用的东西冶袁 让 野废弃物冶野再
生冶遥 我大桥公司不仅解决了竹子的粉碎和
循环利用袁 对公园和道路修剪产生的废弃
枝叶袁以及建筑废材等也一直赋予了关注遥
通过对木质材料的细小粉碎处理袁 其粉碎
物可用于生物能燃料尧畜产业敷设材料袁以
及保证有机农作物等安全所必需的有机肥
材料袁土壤改良材料袁炭等袁使丰富多彩的
循环利用成为可能遥 注重野发挥作用冶的理
念袁一心为环境社会做贡献遥

1978 年创业以来袁本公司一贯以维护
地球环境为使命拓展事业遥 其中更以减轻
腋灾韵悦 起因的大气污染夜尧腋温室气体起因
的温室效应夜等环境负担,开发以 运栽 系列
为首的各种废气处理装置袁 并在国内外拥
有良好的销售业绩遥 本公司以腋康肯创造未
来环境夜 为口号跟随时代变化发展独家技
术,为使绿色环境延至下一代而努力遥

株式会社品川测器制作所
我们所提供的压力表尧金属温度计尧各
种继电器尧 各种工业仪表等多年以来一直
得到了各界的好评遥 利用本公司的特有技
术生产的特殊仪表目前正在全世界各地的
发电厂和变电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遥 供电
的相关设施一旦发生事故袁 将造成停电的
巨大损失袁 为了防止发生设备的意外停运
及防止扩大损失袁 我公司的产品作为监控
装置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遥

财团法人岐阜县产业经济振兴中心
B088

大成有限公司
本公司自 1960 年创立以来袁就以回收
纸类资源为主袁持续生产贩卖着纸浆模塑遥
经营范围包含不可燃纸类袁防水纸类袁和塑
胶有同样强韧度的纸类等袁 以及随着时代
的变迁袁 我们利用纸类的各种特性制造出
符合人们需要的商品袁 使用的原料种类有
20 种袁形状种类则多达 800 种遥 从本公司
创立生产机器开始袁按照产品规格袁依靠独
特的机械研发技术进行生产遥

B068-075 B078-085

绿色节能环保组织

B089

向日本企业展开的环保节能综合
解决方案事业的国际性会议袁现正会员
有 20 家尧关联团体企业 15 家袁共有 35
家构成遥 会员尧关联企业涉及电尧机械尧
水处理尧大气污染尧设备零部件制造尧事
业咨询尧金融等的多方面袁以中国政府尧
企业为对象提供环保节能综合解决方
案遥 事业分为五大领域袁ESCO尧水处理尧
煤利用效率提高尧新能源袁废弃物处理
全般袁以 ESCO尧BOT尧BTO 方式为基本袁
取得与中国政府尧 企业的合作伙伴关
系袁同时达成节能环保的目标遥

岐阜县产业经济振兴中心 (财团法
人)袁以形成新的产业结构为己任袁将规划
研究尧情报尧产业振兴和 企业支援尧海外
贸易支援等功能集为一体袁灵活地支援产
业经济的发展袁 力图形成面向 21 世纪的
产业结构遥 特别是海外贸易支援处袁为支
援县内企业开展国际业务袁向各方广泛提
供与海外企业交流所必需的信息遥

财团法人
岐阜县产业经济振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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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90-091

玉川窑业股份公司
本公司位于全日本瓷砖业界生产量第
一的岐阜县多治见市袁 持续制造瓷砖已有
52 年历史遥 多治见市因为聚集了许多陶瓷
器的研究所和原料厂商袁 所以陶瓷制造技
术在日本也是首屈一指遥 而本公司因为长
年在此制造瓷砖袁 依靠和各种相关机构的
友好关系袁 所以经常能够便捷地获取先进
材料和技术遥 大力发挥地利优势袁不断挑战
研发先进材料和技术袁 使本公司创造出了
摇摇领先于其他公司的先进技术及独特产
品遥 这些为本公司的最大特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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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0

B093-094 B103-104

理想精密 有限公司

NTT 设施工程设计（北京）有限
公司

我公司主要以先端材料的加工及其简
易轻量节能机械设计开发为主遥 创业数十
年来袁 以良好的产品质量得到各界商家的
好评遥 随着时代的进步材料不断的更新袁我
公司也从金属加工时代跨越到了新型材料
的加工阶段中遥 例如袁目前广泛被航空袁自
动车袁半导体袁液晶行业等所应用的碳素纤
维复合材料袁 金属基复合材料等遥 除此之
外袁我公司自主设计开发的节能 FA 机械袁
树脂成形机袁简易自动机袁从组装到销售袁
及其售后维修的一条龙等服务遥

B101

B108

株式会社 片桐铁工所
We have supplied our machines
for many industrial field.Recently E鄄
cology&Energy fields are expanding.
We produce Mono-crystal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related system for Solar
power plant. Our clients praise us be鄄
cause improvement of machine causes
increasing the rate of extracion and
production. For recycling energy field,
we supply rotary -valve for Biomas
boiler demonstration plant. They use
our machine for providing waste-plas鄄
tic or separated-residue. There are two
IGCC plants in Japan, and both plants
use our rotary -valve in both Air -in鄄
jecting system and Oxygen -injecting
system.

股份公司 伊藤精密制作所
本公司从通信机器尧汽车相机尧住宅设
备尧部件的精密机械加工袁到部件组装采用
一贯生产体制袁 可以满足各行各业客户的
多种需求遥 我们拥有约有两百台机械设备袁
以 椎员耀渍愿园 自动盘旋加工为中心袁 用复合
式机械来加工压铸制品遥 另外袁为防止加工
完后的制品排出机械时袁 相互碰撞产生伤
痕袁本公司设计尧制造尧贩卖伤痕防止装置袁
以 满 足 顾 客 需 求 袁 并 已 取 得 ISO怨园园员尧
ISO员源园园员 认证遥

B098

中工精机股份公司
本公司位于窑业兴盛的地区袁 制造窑
业工厂所使用的窑业制品原料的粉碎机尧
泥浆输送泵尧污泥脱水机尧工厂排水处理机
等设备的历史已有 86 年遥 主要商品为粉碎
机尧管磨机尧颚式碎石机尧滚筒破碎机尧湿辊
磨机等遥 这些机械产品被广泛使用在陶器尧
细陶瓷尧半导体及电子机器尧太阳能电池尧
电池尧化学医疗药品等业界遥

NTT 设施集团本着野保护地球环
境冶和野实现高度可靠性冶原则袁顺应时
代的需求袁提供 IT尧能源尧建筑三位一
体的野综合设施服务冶袁集中环境能源
经济尧数据中心设施经济以及 BCP 设
施经济 3 大类经营资源袁 将我们的事
业不断扩大遥
我们将 野提供保护地球环境为前
提的耶综合设施服务爷袁成为顾客最信
赖的合作伙伴冶为目标袁今后与顾客更
加紧密结合袁携手共进袁为顾客不断创
造和提供最高价值遥

财团法人新潟产业创造机构

B096-097 B106-107

岩谷产业株式会社
我公司环境机器部在环保及防止
公害领域的努力自 1967 年制作出废
油焚烧装置为开端袁 现在正大力推动
整体防止公害及环保的事业发展遥 产
品 包括防 止大 气污 染及 水质污 染 装
置袁废弃物处理装置袁各种污染物质测
定装置遥
野提供高质量及最先进商品及问
题解决方案冶 是我们最引以为豪的事
情遥
我们立足于客户的需求持续提供
能够改善制造工艺的高质量及最先进
的商品及服务袁 致力于在客户的总体
解决方案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遥

B092

MARUYAMAEXCELLCo., Ltd.
丸山是以泵的技术为核心袁 创业 115
年的日资企业遥 丸山的高压柱塞泵在全球
中袁每年有 7 万户企业和用户采用使用袁服
务网络也覆盖了世界各地遥 2008 年在中国
上海市设立了弊社的关联企业丸山渊上海冤
贸易有限公司袁并开始对外开展销售活动遥

B102

OK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B099

股份公司 KAWAI ENGINEERING
本公司持续积累基础技术袁在精密加工中
又以细加工为主袁至今创业满 30 年遥 特别是创
业时期的时钟加工的治具制作及加工技术是
基础技术的根本遥 另外袁通过照相机业界与光
学机器厂商进行技术合作袁 以满足顾客需求袁
更加稳固了这一基础技术遥 现在袁为了使少数
核心技术精益求精袁本公司以夯实测定器研究
为基础袁重新对设备投资进行研究袁以期掌握
业界最先进的技术遥

环境机械和器具 设计 制造 销售
电气电讯工程和保养

B109

北兴商事株式会社
北兴商事以废钢为基础,在国际化
的前提下, 从 2000 年扩大了中国的业
务. 从 2008 年开始涉足稀有金属的研
究,在废钢尧塑料尧废纸以及废木材的热
能转换再利用的行业中袁 也有着杰出
的业绩遥 同时也通过开展环保及志愿
者活动袁 使公司的业务活动也能给社
会带来贡献遥 我们实践腋人智無限尧利
他考働夜的企业理念袁以实施和谐环境
的再生事业为职责袁 在推进环保地球
活动的同时袁 也以同社会地区共同持
续发展为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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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9

井出计器有限公司

B116-117

奥奈特环保电子（上海）有限公
司

株式会社 笹仓

奥奈特株式会社专业从事臭氧
发生器的研究和制造, 现已成为日
立. 丰田等全球著名公司的合作伙
伴.奥奈特系列产品的核心部件野低
温等离子发生体冶已取得中﹑日﹑美
三国专利.在杀菌消毒﹑除异味﹑净化
空气领域有广泛应用,已成为多家四
五星级酒店客房清洁的日常使用工
具,同时在食品加工尧汽车等众多行
业也得到了一致认可浴

B110

Geox 股份有限公司
由家庭排出之污水袁 须经由下水道到
处理场袁净化后再排于河川遥 而下水道之构
筑系利用隧道挖掘机开挖后袁 再以油压千
斤顶将混凝土管压入地下遥 由于混凝土管
受到土压力及四周挤压袁产生极大摩擦力袁
常使工程无法进行遥 而 GEOX 在长年研究
之基础上开发出的特殊药剂可使摩擦力大
大降低遥 希望今后继续为国内外大深度尧大
口径尧急曲线及长距离推进等工程的安全尧
安心施工做出贡献遥

B112

本公司在不停和重复观察 液如何把螺
丝锁住一袁 在锁付螺丝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是液如何出现的一袁液出现了的问题见得到的
吗一袁液如何预防一 把锁付螺丝过程数字化袁
结果开发出可正确测量出锁付螺丝时的时
间和扭力的电动螺丝刀和可以把测量出来
的数据监视和管理的管制器遥 螺丝刀的外
壳构造是根据观察工作人员日常的锁付螺
丝过程袁 设计出防止不为意的意外的同时
并和外型袁颜色中取得平衡的外壳遥

笹仓自 1949 年创业以来袁在野水尧
音尧热冶三个领域袁致力于向广大客户
提供对地球环境及人类生 活有贡献
的产品及工厂设备遥 我们以全球化的
视点袁研究开发了船用机器设备袁海水
淡化工厂袁空冷式热交换器袁环保设备
渊蒸发浓缩装置袁噪音防治系统等冤等
机械设备袁并在各个领域获得了领域
第一人的好评遥 现在袁我们将继续肩
负起保护地球自然环境尧有效利用有
限资源之重大课题遥

财团法人大阪国际经济振兴中心
B113-114

B120

八洲电业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 古寺制作所

B111

财团法人新潟产业创造机构

企业名称院 株式会社古寺制作所
厂址院 新泻县三条市塚野目 2207-4
电 话 院 +81256 -35 -2121 传 真 院 +
81256-33-2085
企业内容院 汽车
修理工具和各种金属加工
创建于
1969 年 5 月 资 金 院2000 万 日 元
企业法人院 社长古寺一男 分公司院
海洋古寺株式会社 中国分公司院青
岛古寺机械工具有限公司山东省青岛
即墨市

搞活新潟县的产业是 NICO 的任务遥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袁NICO 发挥野联合尧培
育尧创造冶这三项功能袁并同时致力于野促
进创业与经营革新冶尧野创造领导新一代
的产业群冶遥

三吉工业股份公司
三吉工业成立于 1947 年袁以生产各种
精密部件为起点袁 对整个行业做出过卓越
贡献遥 面对全球化竞争时代袁凭借源源不断
的创新能力袁 对原有的精密金属冲压模具
设计窑制造窑量产窑组装的一体化生产进行
有效扩充袁日益挑战技术开发袁革新生产流
程遥 以 ODM 为基点袁加强自有产品的开发?
制造遥 野海阔凭鱼跃袁天高任鸟飞冶作为一家
综合性的技术性公司袁 与国内及海外分公
司合作袁 不断推陈出新袁 满足顾客各种需
求袁迎接时代挑战遥

除了 50 年的历史袁近年来一直把
重点放在电池和 LED遥 无线还采用了
内置 NetLED 引擎 野光管 NetLED冶还
提供产品袁 并进行管理和控制监视的
通讯服务遥 我们也正在开发一个加热
器袁带 LED 一次遥

大阪市 / IBPC 大阪
企业招商中心
B121

新光工业化技术有限公司

使用各种机器人在节省人力尧节
省人员尧多品种生产尧提高品质尧改善
环境等方面做出贡献遥 考虑材料尧场所
等因素选用合适的机器人及其周边设
备袁具有适用性强方面的优势遥 新光工
业化技术公司依靠设计尧制作尧调试尧
运转的一体化系统袁 针对客户的细微
需求袁开发系统并提供优良设备遥 我们
为了高品质和优良服务袁 组织全员参
与每个产品的制作袁 通过制造过程的
交流培养人袁并制造出优质产品遥

株式会社 FORUM8
FORUM8 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
土木建筑尧三维仿真尧结构分析等先进
软件的开发销 售及 系统 委 托二次 开
发袁 同时也提供设计咨询尧CAD 软件
的开发尧销售和技术支援遥 近年来公司
致力于土木尧建筑尧水利尧交通尧汽车等
行业的发展袁也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遥

B115
B118

B122

IBPC 大阪企业招商中心袁作为大
阪市国际经济交流促进事业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袁以吸引国内外的企业尧研究
开发机关等来大阪落户为目的而设立
的遥 中心利用商务伙伴城市(BPC)等国
际商务网络袁 举办各种推广促进活动
以便让更多的商家了解大阪市要要
要这
个对日投资中心城市的魅力遥 同时袁中
心还向有意在大阪投资的企业袁 根据
要介绍贸易洽谈伙伴尧
其需要提供要要
提供投资促进信息尧 提供短期办公场
所等等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服务遥

日中神户·阪神 - 长江中下流域交流促进协议会
本 协 议 会 是 于 平 成 11 年
渊1999 年冤7 月袁由神户地区的企业
及经济团体及地方政府共同设立
的遥 现在有会员企业 99 个袁事务局
是由神户市政府负责遥本协议会主
要的工作内容如下院1.提供关于中
国商务的信息 渊研讨会的举办等冤
2.咨询服务渊法律袁会计袁税务袁中
国实用商务等洽谈会冤3.提供商业
市场的场所 渊在中国举办物产展袁
商品交易会等冤遥 为会员企业在中
国的商务活动提供支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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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8-129

日本新宇宙电机株式会社

东志产业株式会社

新宇宙电机株式会社袁 基于独特的传
感器技术袁 生产了在各领域广泛应用的产
品遥 产品包括家庭用气体报警器袁工业用气
体检测系统袁携带式气体探测器袁气味传感
器及应用气味传感器的产品遥 近年来袁更陆
续推出了家用火灾报警器袁 基于气味传感
器的火灾预警器袁 医疗设备以及室内空气
质量监测等环境相关监测设备遥

B130

海伟波机器设备科技 （昆山）有
限公司

B124

济优商事株式会社
本公司成立于 1999 年袁资本金 500 万
日币袁主要从事进出口代理业务

海伟波公司是为了支援生产制造业界
世界化袁聚集了专业的工程师遥2000 年 3 月
以制造业界的采购支援袁 贩卖支援为目的
成立的公司遥 现在日本袁中国袁韩国进行采
购和贩卖活动遥 在日本从大的设备商为小
的设备商作向导的作用实行采 购支援服
务遥 在中国的主要活动是机械加工品的生
产受托袁设备组装的生产受托袁从日本被委
托贩卖支援制品的代理店开发等遥 这次是
贩卖支援制品的里面把日本优秀的环境设
备通过出展来展现给大家遥

B125-127

东洋克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东洋克 斯是 一家生 产工 业
用窑产业用耐压树脂胶管和专用接头的日
本厂家遥 在日本耐压胶管行业受到顾客的
支持和厚爱而占有 70%的市场份额,以拥有
品种丰富的高品质袁 高性能胶管而得到最
终用户和流通市场的好评遥 特别是工厂设
备配管的品种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并提供
综合性的流体运输系统,现在上海贸易公司
通过拥有完备库存的流通销售网络为日资
企业尧 外资企业以及当地企业提供各种安
全袁安心袁高性能的解决方案遥

住友精密工业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住友精密在日本从事含臭氧发
生器的深度水处理系统的制造和销
售已历 30 年遥 我司提出以此业绩为
基础开发的 液SPP Hybrid AOP Sys鄄
tem = SHAS一技术遥
液SHAS一是由在日本拥有长年的
业绩的 AOP 技术袁组合生物尧膜尧活
性炭等渊Hybrid 化冤尧有效处理难分
解性有机物的技术遥 液上海 LAB一拥
有专业研究设施袁 可对客户的水样
进行处理实验袁 并由此提出最优的
方案袁解决各种疑难杂症遥

B123

本公司作为东志金属有限公司的日本
法人袁创立于 2008 年 4 月袁主要经营物流
仓库的各种货架袁 店铺商品陈列台袁 购物
车袁货物搬运笼车的订单生产袁销售遥

B132-134

B131

B&D JAPAN co., Ltd.
成立于 2010 年 3 月袁业务内容院婴幼
儿卫生用品及婴幼儿食品的出口袁 环境卫
生保全产品的提案遥
主要合作企业院虎牌酱油株式会社 广
岛海苔株式会社 大连保税区弘杨贸易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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