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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新商品·新技术”企业交流会@天津 2013年 2 月 22 日 

日本参会企业名单 

NO. 参会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或技术 

1 大塚园有限公司 茶叶、茶具等 

2 宝莲有限公司 陶瓷器等 

3 大阪锡器株式会社 各种锡器器皿 

4 秋田川连漆器 各种漆器日用品 

5 富岡商店有限公司 樱皮材料传统工艺品等 

6 YAMAKI电器株式会社 陶瓷风炉、电气碳等 

7 丸松銘目店株式会社 天然木制墙壁装饰版、天花板等 

8 松尾捺染株式会社 碱性洗洁剂等 

9 朝日产业株式会社 半自动式真空包装机、超音波钉盒器、

捕虫器、去鱼骨工具、保险膜机等 

10 高原株式会社 多用途超耐久薄膜 

11 LAVIZE株式会社 美肤胶囊等 

12 岩铸南部铁器 铁壶、铁瓶、铁器制品 

13 日本思凯奇株式会社 玻璃隔热涂膜等 

14 万田发酵株式会社 发酵食品、美容制品、液体肥料等 

15 北庄司酒造店有限公司 清酒等 

16 株式会社 Gure cul 化妆品等 

17 宇治园有限公司 茶叶、茶具等 

18 岐阜 深井制刀 日本制造菜刀等 

19 坂元园制茶 ボカシ工房坂元 茶叶、茶具等 

20 胜目制茶园有限公司 茶叶等 

21 株式会社 ジュネ 珠宝饰品等 

22 株式会社日本グランドシャン

パーニュ 

红酒、化妆品等 

23 株式会社 JAPAN 丸丙 环保产品、秋田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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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对上述公司及其新商品或新技术感兴趣，请按以下联系方式与我们联系： 

    TEL:022-2315-0285  FAX:022-2315-3478   

    EMAIL:chenleo2007@yahoo.com.cn 

    MOBILE:15922186114，18622765447 

    负责人：陈先生（中日英） 

 

一般社团法人 中国商务战略沙龙 

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 

2013 年 2月 22日 

  



5 
 

东亚“新商品·新技术”企业交流会@天津 2013年 2 月 22 日 

中国参会企业名单（按报名先后顺序） 

 
序号 公司名称 参加人员 职位 

1 东葛树脂（天津）有限公司 何琼 总经理 

程继忠 部长 

2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李韧 总监 

3 北京丸丙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山本庆太郎 总经理 

4 天津通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周娟娟 

 

总经理 

5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文成锋 

 

行长 

6 天津市势能互动形象传播广告公司 冯阑淇 总经理 

7 天津神技夹具设备有限公司 近藤由纪夫 总经理 

刘小姐 部长 

8 天津利顺德饭店 王亮 经理 

9 天津市外商投资服务中心 肖剑 副部长 

李闽泽 工程师 

10 日本料理 清太郎 曹学忠 总经理 

11 日初（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岛本隆雄 总经理 

12 津杂志 陆经理 经理 

由高峰 日本担当 

13 天津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张百川 部长 

周静 副部长 

赵鹤 副部长 

李艳阳 项目主管 

14 自行车王国管委会 李华香 项目主管 

15 天津市旅游局 赵处长 处长 

16 天津米兰酒业 李双燕 总经理 

17 尚融品牌传播机构 乔川 总经理 

18 天津志津精工有限公司 堀部资弘 总经理 

黑田敦 经理 

19 日本大阪 ASKA律师事务所 水田龙马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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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 22 日东亚新商品新技术企业对接会 

现场照片集锦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文行长、陈飚律师倾

听日本珠宝公司 JUENET藤原社长介绍最新珠宝商品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文行长、三菱东京日联银

行（中国）天津分行李总监与陈飚律师品鉴大塚园茶叶 

 

日本珠宝公司 JUENET藤原社长向神技公司参会来宾

介绍最新珠宝商品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天津分行李总监与 

陈飚律师合影 

 
出展公司/商品资料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文行长、三菱东京日联银

行（中国）天津分行李总监与出展公司人员合影 

 
北京丸丙环保咨询有限公司山本总经理了解 

日本珠宝公司 JUENET 最新珠宝商品 

 
株式会社日本グランドシャンパーニュ社长 

介绍最新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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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势能互动形象传播广告公司代表参观 

胜目制茶园、坂元园制茶 ボカシ工房坂元资料 

 
天津市势能互动形象传播广告公司代表倾听 

日本珠宝公司 JUENET藤原社长介绍最新珠宝商品 

 
天津市势能互动形象传播广告公司代表 

出席企业对接会合影 

 

《JIN》杂志 

出席企业对接会 

 
《JIN》》杂志出席企业对接会合影 

 
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服务中心领导 

出席企业对接会合影 

 
LAVIZE株式会社 

RECLAIR美肤胶囊等 

 
天津利顺德饭店王经理、北京丸丙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山本总经理与出席企业对接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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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塚园（宫崎县茶园）出展产品 

日本传统工艺品地图 

 
岐阜 深井制刀出展产品 

 
宇治园（京都县茶园）出展产品 

岩铸（南部铁器）出展产品 

 
天津通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周总 

出席东亚企业对接会 

 
宝莲公司 出展陶瓷商品 

 
YAMAKI电器株式会社 

陶瓷风炉、电器碳产品 

 
东葛树脂（天津）有限公司何总经理 

出席最新化妆品 

 
东葛树脂（天津）有限公司何总出席 

东亚企业对接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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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初（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岛本总经理出席 

东亚新产品新技术企业对接会 

 
尚融品牌传播机构公司乔总经理出席 

东亚新产品新技术企业对接会 

 
万田发酵液体肥料 

未来水 

チカラ水 

 
日初公司岛本总经理、尚融品牌传播机构公司乔总经理、

日本料理清太郎曹总经理等出席企业对接会合影 

 
大阪锡器株式会社出展锡器产品等 

 
北庄司酒造店有限公司 出展清酒产品 

 
すっぽんちゃん保健食品 

 
高原株式会社 多用途薄膜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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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东亚“新商品・新技术”企业对接会 

免费出展募集说明 

 

    为了向拟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和拟进入日本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双向

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和“日本一般社团法人中国商务

战略沙龙”进行跨国友好合作，在中国天津成功举办 2013年 2月 22 日第一届“东

亚新商品・新技术企业对接会”，帮助 23家日本企业和中国 18家企业进行成功

对接后，继续定期每月举办“东亚新商品・新技术企业对接会”。 

    另外，我们除继续定期每月举办“东亚新商品・新技术企业对接会”外，还

和久泽（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设立 “日本新商品・新技术展示中心”

进行长期免费专题展示。 

    任何企业均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和我们进行联系免费出展、免费参展以

及市场对接等相关事宜。 

     

   “久泽日本新商品・新技术展示中心”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150号诚基中心 2-2-1919室 

    TEL:022-2315-0285  FAX:022-2315-3478   

    EMAIL:chenleo2007@yahoo.com.cn 

    MOBILE:15922186114，18622765447 

    联系人：徐小姐、陈先生（中日英）     

 

 

 

一般社团法人 中国商务战略沙龙 

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 

2013 年 3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