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四川省）汽车零部件产业洽谈会 
日本企业名录 

 

主办单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成都事务所 

举办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会期：2017年5月25日（四）-27日（六） 

 



企业号码 企业名称 分类

1 斯大精密（大连）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

2 秩父精密产业（深圳）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

3 桥本精密五金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

4 江门市鑫辉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

5 昆山三和发动机零件工业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

6 日新（无锡）机电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

7 东莞朝日精密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

8 江门冢田理研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其他（电镀/涂装）

9 希耐特（北京）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其他（物流系统研发/销售）

10 八光电热器件（上海）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制造设备

11 伊升机电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制造设备

12 纳维达斯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制造设备

中日（四川省）汽车零部件产业洽谈会  日本企业名录



                                                           http://www.star-m.com.cn 
斯大精密（大连）有限公司                               所在地：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西路18号 

 

企业介绍 

斯大精密（大连）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1月，作为本社位于
静冈县静冈市的斯大精密株式会社（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
上市公司）的制造子公司，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在金
普新区）创立。在引进外资初期进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立
以来始终伴随着大连市的发展而前进。现在CNC数控车床132
台，凸轮式数控车床101台。年生产能力20,000万个。 

斯大精密株式会社创业于1947年2月，1950年7月设立日本国
内据点 。业务领域涉及精密零部件事业、工作机械、特机事
业。在海外设有斯大精密（大连）有限公司、上海星荣精机
有限公司、斯大精密（泰国）有限公司。  

产品介绍 

数控车床加工零件，应用于汽车、医疗、数码硬盘类HDD部品、
光通讯、手表部品、建筑水栓、马达、数码相关制品等。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车床事业：CNC数控车床、组件产品、零件制造、销售销售。 

精密零件事业：凸轮式、CNC数控车床精密加工零件的制造、
销售。 

参加目的 

开拓产品销售市场、其他（本次参会希望对接企业：有汽车
部品零件加工需求的客户） 

希望对接产品 

精密数控加工部件（2级配套） 



                                                                                          http://www.chi-chi-bu.com 
秩父精密产业（深圳）有限公司                            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男山区登良路 

 

企业介绍 

OA切削五金轴、汽车部品（刹车系统、排气系统）、橡
胶轴、滑轨日系会社。日本总部在埼玉县，成立于1973
年。1993年在香港成立公司，1995年在深圳办厂。至今，
在中国拥有4家工厂。 

产品介绍 

OA切削五金轴、汽车部品（刹车系统、排气系统）、三
叉铝管、橡胶轴、滑轨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在中国拥有4家工厂，从业人员达500人左右，并拥有自
己的电镀厂。 

参加目的 

开拓产品销售市场 

希望对接产品 

五金轴、汽车五金部品、铝制品 



                                                                                                         http://www.hskcoltd.com 
桥本精密五金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二工业区红豆岗第三栋 

 

企业介绍 

日本桥本精密工业株式会社于1935年成立于东京葛饰区，在茨城县
有第一工厂和第二工厂，于2002年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同年在深圳
沙井设厂，2012年在越南河内设厂。三个工厂均从事同样的五金冲
压行业，从模具的设计到组立，产品的完成为止，全部在社内完成。
为减少客户物流成本，根据客户的供货地选择就近工厂对应。 

产品介绍 

有成熟设计研发团队，根据客户使用要求，参与新品研发，从冲压
专业角度提交VA方案，参与客户试做，量产。主要生产产品为精密
端子，支架，板簧片，安装片，弹片，化油器金银活门等，适用于
割草机，手机，相机，汽车，医疗，助听器等。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深圳工厂2002年开始到2011年为止为三来一补的来料加工企业，
2011年开始独资转型。有独立进出口权，进料加工，转厂和中国国
内贸易方式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对应。2004年通过
IS09001/14001/QC080000认证，2012年通过IATF16949体系认证。 

参加目的 

开拓产品销售市场 

希望对接产品 

汽车插件端子、汽车微型马达用五金、汽车摄像头音箱等用五金 

 



                                                                                                 http://www.jmtck.com 

江门市鑫辉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所在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高新技术开发区龙溪路114号 

 

企业介绍 

江门市鑫辉密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汽车、摩托车、
工程机械、电子电气、桥梁减震、汽车转向器等橡胶密
封产品设计、开发、生产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已通过了ISO9000：2008、ISO/TS16949：2002、
ISO14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公司已被国内诸多知名摩
托车制造企业列为定点配套供应商。产品远销北美、欧
美、中东等地区，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产品介绍 

主要产品包括骨架油封、O型圈、缸垫、减震橡胶件及其
它橡胶杂件，产品广泛用于汽车、摩托车、变速器、工
程机械、园林工具、电机水泵、家电等行业。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本公司／工厂：广东省江门市 

业务办事处：重庆、洛阳、台州 

参加目的 

开拓产品销售市场 

希望对接产品 

油封（1级配套）、O型圈（1级配套） 



                                                                                              http://www.sanwa-packing.co.jp 
昆山三和发动机零件工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姚南路8号 

 

企业介绍 
1945年6月 宫川贤一在大阪市开始制造汽车用密封件 
1950年12月 三和垫片工业株市会社设立，资本金50万日元。 
1990年 泰国三和设立 
2004年 中国昆山三和设立 
2006年 日本原田工厂*伊丹工厂*韩国三和设立 
2009年 日本美作工厂設立 
2011年 韩国釜山工厂設立 
2015年，日本龟山工厂設立。 
产品介绍 
隔热罩（纯铝材料/镀铝钢板） 
排气歧管隔热罩总成（纯铝材料） 
汽缸盖垫片（金属/石墨） 
歧管垫片，其他垫片，精密冲压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现在职员工26名，占地面积6333平方米。 
主要客户：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MV AGUSTA Motor S.p.A 
大金机电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久保田农业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久保田发动机（无锡）有限公司 
常州川崎光阳发动机有限公司 
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洋马农机（中国）有限公司。 
参加目的 
开拓产品销售市场 
希望对接产品 
隔热罩、汽缸盖垫片、其他垫片 



                                                                                                             http://www.nissinwx.com 
日新（无锡）机电有限公司                                所在地：江苏省无锡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96-A 

 

企业介绍 

本社是日本日新电机株式会社，成立于1917年4月。日本日新
电机株式会社是一家具有100多年历史的高压互感器专业研发、
制造厂家,互感器类产品在日本国内稳定地处于领军地位。 

日新（无锡）机电有限公司是日本日新在中国投资兴建的独
资子公司，成立于2002年，采用与日本日新同步的技术及制
造工艺进行生产。 

产品介绍 

*受变电、调相设备：配电盘、变压器、互感器、开闭器、电
容器。 

*控制系统：道路、净水以及排水处理控制系统。 

*离子、电子束电子应用设备：离子注入装置、电子束照射装
置、涂层装置。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在中国现在在天津、沈阳、无锡都设有涂层据点，各工厂都
有涂层专家常驻。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最合适的涂层膜种及
前后处理方案。 

参加目的 

开拓产品销售市场、寻找技术合作伙伴、开拓产品的代工生
产据点、为在四川省设立据点做市场调查 

希望对接产品 

汽车零部件涂层、汽车相关工具模具涂层、涂层设备贩卖 



                                                                                             http://www.asahi-rubber.com.cn 
东莞朝日精密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所在地：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西城1期B1区第二栋 

 

企业介绍 

朝日橡胶创立于1970年，总公司位于日本埼玉市。在日本有4家工
厂分别生产销售车载LED、车载精密橡胶件、光学硅胶透镜、高反
射率硅胶油墨及医疗领域橡胶。2006年以来料加工形式在广东省东
莞市设厂，2010年转为独资企业主要生产销售车载用各类精密硅胶
零件：橡胶按键及线束密封件、橡胶缓冲器、工业机器密封零件、
电子开关防水硅胶零件等。 

产品介绍 

销售车载内饰照明LED、光学硅胶透镜、高反射率硅胶油墨。 

生产和销售车载橡胶按键及线束密封件、橡胶缓冲器、机器密封零
件、电子开关防水硅胶零件等。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主要客户是汽车音响/汽车空调控制器/汽车传感开关/汽车油箱/汽
车线束等汽车零件厂家。产品应用终端客户有国内外众多知名汽车
厂家。 

参加目的 

开拓产品销售市场、寻找技术合作伙伴、开拓产品的代工生产据点、
为在四川省设立据点做市场调查 

 

希望对接产品 

车载内饰照明LED（1、2级配套）、车载橡胶按键（1、2级配套）、
车载精密橡胶件（1、2级配套） 



 

 
 

お写真１ 
 
 
 
 

 
 
 
 

お写真２ 
 
 
 
 

                                                                http://www.tukada-riken.co.jp/company/index.html 

江门冢田理研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所在地：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崖门电镀工业基地211座B栋1、2、3、4层 

 

企业介绍 
纵览全球的环保型企业，本公司在“电镀”这一特殊领域里，为把呵护环境的
经营理念，推广到世界各地，选定了「新財富環保电镀基地」。与其他工业区
不同，新财富电镀基地是一个专业的电镀园区。由政府批准，拥有先进废水处
理工艺，依托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中科院等国内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其处
理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新财富环保电镀基地」居于广州、深圳等城区的南部，远离都市水源区。同
时，该园区又处于濒临海岸的地理位置，可最大限度的避免公害事故发生。无
需考虑饮用水源等因素，是十分理想的电镀生产场所。  

产品介绍 
结合涂装使表面处理多样化  

・镀层上进行高密度涂装 （在汽车业界多被采用）  

・色调的多样化无限  

・最新设备所带来的高度可信性  

・通过不同的遮蔽法，在同一素材上能够区分部分涂装的表面图纹感和光泽感  

与合作伙伴联动，在电镀层上进行涂装，创造出单凭涂装或电镀而不能达到的
高质感。另外，在不损害金属感的同时，实现多样化的加工，提高表面处理的
可能性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从日本的工作经验中总结出管理技巧，开发出独特的电脑管理系统并导入到JTR，
能更轻松地跟踪追溯产品。 

开发出全自动一贯生存系统，联动生产管理，品质管理系统等，减少了纳期和
品质纠纷，将符合日本品质要求的产品提供给客户。   

独自开发的TP遮蔽局部电镀技术，采用独特的遮蔽液，能更好地解决产品尺寸
精度和环境对应问题（VOC）。 

参加目的 
开拓产品销售市场、寻找技术合作伙伴、为在四川省设立据点做市场调查 

希望对接产品 
关于电镀产品的选取的商谈、同行之间技术交流 

 



                                                                                                 http://www.cross-docking.com 
希耐特（北京）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24号东海中心505室 

 

企业介绍 

日本本社设立于1992年1月10日。所在地位于日本千叶县。主要业务是为
工厂及零售行业提供专业物流管理系统集成公司。自从成立以来，专注
于物流领域WMS云计算服务，应用服务解决方案研发有二十六年的经验。
在海内外签约企业达到超过400家。在中国北京、上海，泰国分别设有分
公司。 

产品介绍 

库存管理系统（WMS）-云计算服务是基于多年行业积累，针对制造及分
销企业、物流公司及物流园区等客户业务特点设计的专业SaaS仓储管理
产品。业务流程可配置，按照客户要求场景化设计，快速上线，投资回
报快。 

无线数据采集系统（HHT）-库存管理方案通过与主流ERP软件集成，有效
运用条码技术，彻底解决了主流系统ERP库存管理功能的不足，从而实现
制造业对于从原材料入库、质量检验、生产工位投料、成品入库、发货
等全流程的实时数据采集及质量追溯。 

语音分拣系统-通过语音识别将系统发来指令通过声音或扫描读取来进行
库存管理的产品拣选、周期盘点、收货等环节的物流业务，与生俱来的
“解放双眼、解放双手”的操作方式大大提高了员工的生产力。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在香港、上海、苏州、长沙、常熟等城市物流中心提供云计算库存管理
系统及条码扫描系统。 

参加目的 

开拓产品销售市场 

希望对接产品 

• 仓库管理系统 

• 条码扫描系统 

• 语音分拣系统 



八光电热器件（上海）有限公司                                      http://www.hakko-china.com/ 
                                                                                                     所在地：上海市松江区俞塘路512号3-2 

 

企业介绍 

公司成立时间是1944年6月27日。事业内容是电热机器、
控制机器、产业机器的制造及销售。本社所在地是日本
长野县千曲市大字户仓温泉3055号。目前，在日本国内
有14个据点，在日本以外，分别在中国和泰国设有据点。 

产品介绍 

主要生产及销售工业生产设备上使用的加热棒、加热圈、
扁平加热器、硅胶加热器、热风机等，以及数量众多的
工业用电热机器及周边零配件、温度控制器、温度感应
器。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上海总公司生产、销售加热棒、加热圈、扁平加热器、
硅胶加热器及热电偶。其他产品由日本本部进口后在中
国国内销售。另外，在广州也设有销售点。 

参加目的 

开拓产品销售市场 

希望对接产品 

加热棒、加热圈、扁平加热器、热电偶 



                               http://www.itoshanghai.com.cn 
                                                                             所在地：上海市长宁区昭化路699号春秋国际大厦9-902 

企业介绍 
公司成立时间是1953年10月30日。总公司所在地位于日本东
京都中央区京桥2-14-1。在日本国内的大阪、中部、北陆、
长野、广岛、九州分别设有分公司。从事业务内容为工厂自
动化机械、节能系统、针对社会上基础建设的各种提案及国
际贸易支援服务。日本以外的分公司分别是中国的伊升机电
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泰国的ITO Thailand LTD. 
产品介绍 
安川电机产品、住友重机械工业产品、小仓离合机产品、
EATON产品代理商。 
工厂的自动化、环境改善、IoT、节能等的解决方案。 
作业效率化、产品品质的改善、各种装置的解决方案以及销
售。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伊升机电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2016年的
业绩为92000000百万元。主要销售区域为上海、浙江省、江
苏省、广东省、重庆市。目前，正在扩展汽车、食品、物流
（搬送）等行业。 
参加目的 
开拓产品销售市场 
为在四川省设立据点做市场调查、其他（发掘在四川省的
System Integrator） 
希望对接产品 
高压清洗机（一级、二级供应商）、系统集成商、激光清洗
装置（一级、二级供应商） 



纳维达斯有限公司                                                            http://www.navitas.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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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介绍 
（成    立）1966年9月 
（所在地）日本据点----大阪（本社）、东京、爱知 
                      中国据点----苏州、上海 
（主要业务）  
＊设计.制造.销售特殊印刷机。     
＊定制更效率、更实用的机械。 
＊从加饰方法、机械选择、生产线设计、到机械维修，全面支持。 
  
产品名称：NATS（Navitas Air-heat Transfer System）空气转写装置。 
～特征～ 
＊作为需要大规模生产线的涂装、水压转写的替代工法，最为合适！ 
＊采用超级蒸汽，能使热量有效传达到产品每个角度，可进行复杂凹凸 
     面及产品内侧（咬边）转印（加饰）！ 
＊采用特殊加热器，膜片表里温度误差小！ 
＊自动化时，可安装自动送膜机构及保护膜片卷曲装置！ 
＊可实现涂装无法实现的多色图案印刷！ 
＊转印时，产品四周无需修边！ 
＊可对应各种塑料、铝、镁等金属！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公司NATS装置输入到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面向 
  大型汽车制造商的汽车内饰品。 
*公司烫印机输入到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面向大 
  型汽车制造商的汽车外饰品。 
  
参加目的: 开拓产品销售市场 
 
希望对接产品: NATS空气转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