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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SC产品介绍 阀

氮气发生装置 泵

Kuriensu工业株式会社

大阪市都岛区毛马町2丁目11番32-518号

http://www.geocities.jp/ky_kuriensuhttp://www.geocities.jp/ky_kuriensu/

TEL：+81-6-6167-7114 FAX：+81-6-6167-8827

奥诚寰佳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大阪市西区新町1-5-7 四桥大厦502

 http://www.ousei.com.cn/ http://www.ousei.com.cn/
用世界Only 1 的技术，构筑新型循环系
统 ～创造健全的生命环境～

我们希望与对以下6方面业务感兴趣的企
业洽谈。
①工业污水改善系统
②河流、土壤净化系统
③养殖环境改善系统
④臭氧水脱色、杀菌系统
⑤臭气处理改善系统
⑥各种气体的利用

TEL：+81-6-4391-1667 FAX：+81-6-4391-1668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0727/IBS1.p
df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0727/IBS2.p
df

希望向生产环境产品、老年健康医疗用
品相关设备的厂家介绍本公司的产品。
装置类型：污染处理装置、节能装置、
医疗器械等。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0727/IBS3.
pdf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0727/IBS4.
pdf

固化减容处理 (固化减容、晒干试验)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
anghai0727/KURIENSU1.pdf

建筑业、土木建筑全套设计、施工承
包。土木建筑的下单业务咨询、代办、
辅助、评定业务。脱水机的设计和制
造。污泥、废液的处理及处理系统的设
计等业务。污泥和废液的处理方面拥有
独特的处理技术，将市场上销售的2种无
机工业药剂进行调和之后用来处理，能
够将各种污泥和废液“固化并减量”。
其处理物还可以有效利用。

技术提供（包括技术指导等所有方
面）、业务合作等。以中国国内为主，
但如果对方对国外业务有意向，我们也
将尽力应对。
※对象技术：污泥、废液等的凝固、减
容、减量、长期稳定化药剂处理技术。
网板冲压脱水机。上述处理产物（残
渣）、固体废弃物的利用。产品化技
术。

https://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
hanghai0727/KURIENSU2.pdf

株式会社IBS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35号616

 http://www.ibs-sh.cn/ http://www.ibs-sh.cn/
生产销售阀门和泵、气体发生装置，还
进口销售各种流体控制类设备。
作为一家制造与销售一体化的企业，在
江苏省镇江拥有自己的工厂，因而不仅
从事零部件销售业务，还能够根据客户
的要求对各零部件分别进行模块化组
装，或根据客户提供的规格开发特殊产
品。

 TEL：021-5138-6970　 FAX：021-5138-6971

工业曝气系统

废气处理系统

高浓度气体溶解装置

投入固化减容剂并混合搅拌

固化减容处理10天之后

　　　　　　　　　　　　　　　　

主办：大阪市、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协办：大阪商工会议所、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上海国际商会

事务局：一般財団法人 大阪国際経済振興中心（IBPC大阪）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0727/IBS1.pdf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0727/IBS2.pdf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0727/IBS3.pdf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0727/IBS4.pdf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0727/KURIENSU1.pdf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0727/KURIENSU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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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理爱

 大阪市中央区本町3-5-7 御堂筋本町大厦11楼
（总公司：千叶县浦安市入船1-5-2）

http://www.riei.co.jp/cn/http://www.riei.co.jp/cn/
株式会社理爱成立于1980年，是一家从事生活
服务的公司。公司业务的支柱之一是运营企
业、各种法人的福利设施。截至2017年6月，正
在运营的设施机构约有440家。此外，以设施内
供餐为主，并向集团全体业务提供餐饮业务。
理爱集团每年的供餐能力约为650万份。业务的
另一项支柱是护理综合服务。该业务始于2000
年4月，与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同时起步，已累
积了17年的经验。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在
日本全国共经营着46家护理设施。设施的强项
有对失智症及卧床不起等重度患者的护理、特
色供餐等。
在国外业务方面，我们是最早在中国开展业务
的公司，熟悉中国市场，并在中国市场获得成
功的经验。我们向客户提供符合中国需求的中
国养老业务全方位咨询、运营管理、承包管
理、培养人才等服务。

水上金属株式会社

　大阪市中央区岛之内2-7-22

 http://www.mizukami.co.jp/cn/ http://www.mizukami.co.jp/cn/
本公司爱贝欣业务部在日本生产用于公
共洗手间的多功能台、换尿布台等，并
将产品销往日本国内和中国。

本公司产品的多目的台FU、YU十分适合
在养老院、医院、公共设施或商场等设
施的多功能洗手间中使用，此外，儿童
椅FN、KⅢ适合在医院、公共设施等洗手
间使用。
产品特点：
☆在日本拥有多年的经验，日本生产，
品质优秀，耐用性强。
☆考虑到使用者的安全和卫生，采用安
全设计（安全承重为100kg）、材料和加
工方式。
☆不使用时可以折叠，节省空间，安装
也简单。

TEL：+81-6-6211-1116 FAX：+81-6-6213-8691

养老业务的全方位咨询、培养人才、养
老设施的管理运营。
理爱(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 斌 总经理

138-2030-9403　 b-wang@riei.co.jp

中国实绩（3个）：
①2012年10月设立“北京礼爱老年看护服务中心”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小规模多功能型设施，10个
床位）。该设施是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批准的第一
家外商独资【养老设施】。
② 2013年12月成立了由上海礼爱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与当地企业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负责运
营的“上海礼爱颐养院”（入住型设施，位于上海
市嘉定区，298个床位）。成立2年10个月后就实现
每月财务结算盈利。
③ 2017年6月3日，“礼爱老年看护中心”（高端
入住型设施，位于成都市金牛区，76个床位）开
业。
除上述以外，本公司还承接咨询、培训等各种业

务。

TEL：+81-6-6263-2311 FAX：+81-6-6263-2321

菱沼贸易株式会社(株式会社I＆C)

大阪市中央区淡路町2- 5- 8 千羽大厦203

 http://ic-lap.jp/english/ http://ic-lap.jp/english/
本公司从事日本中小企业的优良产品出
口到海外的业务。公司规模虽小、人数
不多，但个个都是精英。我们提供恰到
好处的支援，推进海外公司与日本公司
贸易的顺利开展。

电动升降式洗漱台LAP的介绍
http://ic-lap.jp/english/TEL：+81-6-6209-1121 FAX：+81-6-6209-1122

可根据使⽤者的⾝⾼、姿势等改变⾼度的电动升
降式洗漱台“LAP”。⽼少皆宜，甚⾄坐轮椅或⾝
体有障碍的⼈⼠都可以放⼼使⽤。

上海礼爱颐养院

日本健康操

婴⼉座椅
“乖乖等⼀会”FN

多功能台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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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ileka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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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养生花茶

K・H工业株式会社

 大阪府堺市中区田园969-1

 http://ctw-t.com http://ctw-t.com/
・寻找中国代理商。
・希望与有意销售环境商品的贸易公司或
厂家合作。

TEL：+81-72-234-0781  FAX：+81-72-234-0751

Aquxite_Cleaner-New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
anghai0727/KH2.pdf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
anghai0727/KH1.pdf

Energy_conservation_results_in_Mala
syia

本装置无需运行成本就能解决冷却塔水
垢问题、几乎不需要后期维护、不使用
化学方法，是环保型的水质改善装置。2
至4年即可回收初期投资，可以持续使用
20年以上，能节省大笔开支。

株式会社TAMURA (株式会社永和)

大阪市淀川区西中岛5-2-12　第10新大阪站前　村桥大厦903

①http://www.tamuraworld.comhttp://www.tamuraworld.com/

②https://www.power-generator.jp/product/garbagehttps://www.power-generator.jp/product/garbage/

TEL：+81-80-9473-2010 FAX：+81-72-961-8090

①dileka
dileka是一款精心打造的高精度活水器（水质活化装
置），采用具备各种优越功能与特性的材料为零件，加
以巧妙的组合，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水的基本功能。
并且无需更换过滤器、无需通电、不使用磁石，经久耐
用。
●均衡、全方位适用的水。
●有抑菌作用
●增强清洗能力
●无需运行成本，减少保养维护负担
●能降低燃料费
本产品有助于减轻环境负担，改善水污染。可以广泛应
用于温泉洗浴设施、护理设施、泳池、酒店、住宅、洗
衣店、超市、农业等各种场面。

● 轻松操作
・投入口位置低，方便投入厨余垃圾，只需要开闭

上部的门即可投入！（无需按开关等操作）
・处理物每1到2周内只需处理1次，从前部下方可以

任意自动取出！（采取只取出增加的量的方式）
● 无需更换菌群培养体
　 投入的厨余垃圾本身会起到载体作用，因此无需更
换或追加投入菌群培养体
● 无需供水排水设备，因此不挑剔放置场所，也无须
担心会污染水质！
● 只要1天投入的厨余垃圾总量（重量）在处理能力
范围之内，就可以随时、不计次数地投入！

可以广泛应用于住宿设施、餐饮设施、公司食堂、学
校、医院、护理设施、住宅小区等场所。

②NKC餐厨垃圾处理机
将厨余垃圾转变为有机肥料，有效实现厨余垃圾的循环
利用。“节能”、“简单”、“安全”、“放心”，其
性能获得日本中央政府机构及各地方政府的认可，各地
大量引进使用。
●通过生物处理方式+干燥方式，减少垃圾量85%！
●内置氧化催化除臭装置，强力去除恼人的臭味！（臭
气指数不足10）
● 环保设计
・通过3级运转模式切换，可以根据垃圾投入量调整运
转，消除能源浪费！
・通过智能模式运转可以省电！（最大省电率47%（本
公司比值））
・56分贝的静音设计，维护周边环境！

同时征集可以导入设备的设施以及经销
代理商

本公司在日本各地，从北海道至冲绳有
多家提携农场和加工场，经过20多年的
协力合作，成功地再现了曾灭绝的日本
原种蔬菜和进行拯救快灭种的日本原种
谷物，经过本公司独特的精心调和，成
功的创出了采用100%日本产原料的“晓
喜日式养生花茶”。本项事业还被日本
中央政府机构选为“国家项目”。为了
将日本古来的超级食品和优良日式饮食
的传统文化更广泛地推广到日本国内
外，我们正在努力奋斗！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
0727/AKI1.pdf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
i0727/EIWA1.pdf

希望洽谈的内容

晓喜株式会社 (Aki Co.,Ltd)

 大阪市浪速区难波中 2-8-86

http://www.join-studio.com/akatukihttp://www.join-studio.com/akatuki
为了扩大销售，我们正在寻找从日本进
口到中国并在中国国内进行批发销售的
贸易公司，或在中国国内能经销本产品
的合作伙伴。

【商品特点】
1、使用复活的曾灭绝的日本原种原料、100%
日本产的“日式养生花茶”
2、美味！时尚！健康又美容！方便实惠，倒
入热水或浸冷开水即可享用
3、连续2年在“世界健康博览会”日本官方专
柜被作为日本代表商品介绍（作为“国家项
目”的本系列各产品的介绍。本系列产品已在
高级酒店和百货商店等大获好评，还被选为美
国好莱坞颁奖仪式的贵宾礼品）

TEL：+81-6-6634-8833 FAX：+81-6-6634-8833

①dileka

家用净水活水器

②NCK餐厨垃圾处理机

生成物(生成一次堆肥)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0727/KH1.pdf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0727/KH2.pdf
http://www.tamuraworld.com/
https://www.power-generator.jp/product/garbage/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0727/EIWA1.pdf
http://www2.ibpcosaka.or.jp/event/2017/shanghai0727/AKI1.pdf
http://ic-lap.jp/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