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企业名 都道府县 出展物

1 株式会社Nitori Public 北海道
纯米吟酿 北之锦、雪室熟成纯米酒 雪NAGORI 瑞华＜YUKI NAGORI ZUIKA＞、
清酒 国稀 本酿造、纯米大吟酿 千岁鹤 瑞翔、男山 北之稻穗 大吟醸

2 ADIATE Co., Ltd. 东京都
Keys&Bricks Premium Shot  （日本大米伏特加）、Keys&Bricks Premium 
Shot MANGO （芒果风味伏特加）、Keys&Bricks Premium Shot SHISO
（紫苏风味伏特加)、

3 EMZ inc. 东京都
岐 纯米大吟酿原酒、SHIKI FRESH、SHIKI SWEET、SHIKI RICH、 SHIKI 
MELLOW

4 Solis Marketing Inc. 东京都
罗生门龙寿 纯米大吟酿清酒、麻布18年 单一麦芽威士忌、七武士、麻布
单一麦芽威士忌 12年、牧场酸奶配制酒

5 皇国晴酒造株式会社 富山县 幻之泷 純米吟醸、幻之泷 大吟醸 奥秘峡、幻之泷 富之山、

6 日工株式会社 静冈县
香梅 纯米吟酿 良缘、有机日本大酱、龟鹤绿之力茶、富士山水 天然饮用
水、婴儿有机食品

7 花之舞有限公司 静冈县
HANANOMAI 花之舞 轻轻干杯系列微起泡清酒果酒 原味300ml、HANANOMAI 
花之舞 清香纯米柚子酒 720ml/瓶

8 公益财团法人大阪产业局 大阪府 代表组织团体

9 蝶矢梅酒株式会社 大阪府
蝶矢一年陈本格梅酒、蝶矢三年陈本格梅酒、蝶矢一年陈优质本格梅酒、蝶
矢宇治茶青梅配制酒、蝶矢黑糖配制酒

10 株式会社MOTTOX 大阪府
备中泡藏 纯米浊酒生酒起泡、庵 备前雄町 纯米大吟酿、庵 备前雄町
特别纯、辩才天女 山羽音 出羽灿灿纯米大吟酿 、秋田晴 大吟醸

11 海日新株式会社 大阪府
泷自慢 纯米大吟酿、秀凤 山田穗二割二分纯米大吟酿、秀凤 特别纯米无
过滤雄町、旨梅 纪州梅酒、清酒 相知美人

12 日本盛株式会社 兵库县 超特选惣花纯米吟酿720ml、大吟酿720ml、特选1.8L、

13 公益财团法人和歌山产业振兴财团 和歌山县 代表组织团体

14 中田食品株式会社 和歌山县 桃姫梅酒、紀州南高完熟梅酒「樽」

15 中野BC株式会社 和歌山县
纪州绿茶梅酒 720ml、纪州梅酒 720ml 、龙神往来 红梅梅酒 720ml、
长久 本酿造 720ml、杜松子酒-槙-700ml 

＜酒类区域＞ 31家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名单食品・农作物展区 1



No 企业名 都道府县 出展物

16 鸟取县 鸟取县 代表组织团体

17 梅津酒造有限会社 鸟取县
良熟梅酒 野花、冨玲 特别纯米清酒系列、冨玲 生酛纯米酒系列、砂丘 山
药烧酒系列、冨玲 纯米大吟酿清酒

18 高田酒造株式会社 鸟取县
此君 纯米大吟酿清酒 金标、此君 纯米吟酿清酒 蓝标、此君 纯米清酒 黑
标

19 千代缘酒造株式会社 鸟取县
千代缘纯米大吟酿 强力40、千代缘 纯米吟酿 强力50、CHIYOMUSUBI
SORAH 千代缘 天空、IMPACT 因伯人

20 Kokki Shuzo Co.,Ltd 岛根县 无过滤特别纯米湖上鹤 720ml、无过滤纯米吟酿湖上鹤、纯米大吟酿湖上鹤

21 古橋酒造株式会社 岛根县 純米大吟醸、大吟醸 津和野、純米吟醸、山廃仕込み純米酒、梅酒

22 Beishu Center Hiramatsu Co., Ltd 冈山县
Hareru Yuzu&Mint、Ishichi Daiginjo、Kihei Junmaidaiginjo
Omachinoshizuku、Taiten Shiragiku Junmai Ginjo 55 Omachi Hiire 、
Taiten Shiragiku Umeshu Koushunbai

23 易速商事株式会社 福冈县
利口酒 柚子、楽路、利口酒 充分甜密的夏橙、利口酒 溶化的桃子、楽
路

24 SUN DAICO.INC. 福冈县
黑兜梦一献纯米吟酿绿标清酒、池龟山田锦纯米大吟酿清酒、池龟蓑龟精选
纯米清酒、池龟果冻梅酒、池龟吟游果柚子酒

25 鹰正宗株式会社 福冈县
鹰正宗筑水17大吟酿清酒、鹰正宗柚子乳酸菌风味配制酒、鹰正宗胜鹰清酒、
本格烧酒红豆、爽和场柠檬味力娇酒

26 株式会社长崎县贸易公社 长崎县 日本酒、梅酒

27 高桥酒造株式会社 熊本县 白岳 柑橘梅酒

28 中和国际株式会社 大分县 龙梅大吟酿、仓光的纯米酒、牟礼鹤黄钟、由布岳丰后梅酒、日本甘酒

29 萨摩酒造株式会社 鹿儿岛县
红永远 15年长期贮藏甘薯烧酒 容量750ml 酒精度37度、久远之滴 10年橡
木桶长期贮藏大麦烧酒 容量720ml 酒精度37度、神之河 3年橡木桶贮藏
大麦烧酒 容量720ml  酒精度25度

30 一般社团法人冲绳县贸易协会 冲绳县 代表组织团体

31 株式会社新垣通商 冲绳县
琉球 泡盛酒 长期陈年老酒 千年的響音 43度、琉球 泡盛酒 长期陈
年老酒 千年的響音 25度、

＜酒类区域（接上页）＞ 3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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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泉力 东京都 日本産金枪鱼、

33
株式会社极洋 东京都

带卵/无卵冷冻双壳(产地:青森,北海道)、冷冻整条狭鳕鱼(产地:北海道)、
整条冷冻白腹鲭鱼、冷冻整条宗八鲽(高眼鲽)、冷冻整条黑鲽鱼

34
Dah Chong Hong (Japan) Ltd. 东京都 Frozen Scallop Meat Roe Off、

35
株式会社大東通商 东京都

北海道天然淡干海参、北海道冷冻扇贝、北海道天然干贝柱、生蚝、日本休
闲食品

36
MASAMARU CO.,LTD. 东京都 Fresh japanese farmed bluefintuna、Fresh sea urchin

37
明志株式会社 东京都

北海道干贝 Hokkaido Dried Scallop、北海道刺身级急冻鲜扇贝 Hokkaido 
frozen Scallop Meat SASHIMI grade

38
横滨冷冻株式会社 东京都 冷冻夏夷贝贝柱、冷冻黄狮鱼切片

39
三崎恵水産 神奈川县 冷冻黒金槍魚腩、冷冻黒金槍魚腩 除“蛇腹”

40
株式会社大水 大阪府 FROZEN FISH AND SEAFOOD 冷冻鱼

41
石光商事株式会社 兵库县

鹿屋间八、咖啡鉴定士、SOUR３沙瓦XX味鸡尾酒（配制酒）、CAFÉ BASE 浓
缩咖啡

42
KAWATA TRADING LTD. 兵库县 冷冻扇贝柱、冷冻带壳牡蛎、鱼肉制成的蟹肉棒

43
有限会社播磨海洋牧场 兵库县 Half Shell Oyster、Kaiou tuna、

44
Master of Japanese Fresh Fish,inc 和歌山县 Kisyu Umemadai(Red Snapper)、

45
TOMODA SELLING & SAILING CO., LTD. 鸟取县 红雪蟹蒸肉、北海道生红雪蟹腿肉棒、

46
SEALIFE CO LTD 岛根县

喉鱼（红鲈鱼）鱼干、喉鱼（红鲈鱼）冻全鱼、喉鱼（红鲈鱼）燥于米林、
喉鱼（红鲈鱼）罐头 酱油、喉鱼（红鲈鱼）罐头 味噌

47 广岛鱼市场株式会社 广岛县
广岛冷冻带壳牡蛎 牡蛎小町、广岛冷冻带壳牡蛎、广岛冷冻无壳牡蛎、
纯米吟醸酒 雁木、

＜水产品・水产加工品区域＞ 2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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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Yamaya Communications,Inc. 福冈县 不含亚硝酸盐的明太美乃滋酱500gSH、不含亚硝酸盐的黄油夹心500gSH、

49
福冈鱼市场有限公司 福冈县 鰤魚片、鮮魚套包、鰤魚片套包

50
长崎县 长崎县 金枪鱼、真鲷、鰤鱼、小竹荚鱼

51
冲绳县贸易振兴事业合作社 冲绳县 石垣盐、伊是名海褐藻、

52
全株式会社 冲绳县 蓝鳍金枪鱼、日本活车虾、泡盛、盐糖果、flora矿泉水

＜水产品・水产加工品区域（接上页）＞ 21家

No 企业名 都道府县 出展物

53 錦倉商事株式会社 东京都 蓝鳍金枪鱼、日本活车虾、泡盛、盐糖果、flora矿泉水

54 OCT, Inc. 兵库县 量子离子OCT WATER 浓缩型、量子离子OCT WATER 宠物用浓缩型

55 早和果树园 和歌山县
喝的橘子 180ml、果树园的橘子果冻 90ｇ、喝的橘子 720ml、橘子汁 浓厚
榨取 180ml 【数量有限】、醇厚美味橘子汁 180ml

56
株式会社杉養蜂園 熊本县

日本杉养蜂园柚子果汁水果蜂蜜冲饮500g、日本杉养蜂园巨峰葡萄果汁水果
蜂蜜冲饮500g、日本杉养蜂园柠檬果汁水果蜂蜜冲饮500g、日本杉养蜂园树
莓果汁水果蜂蜜冲饮500g、日本杉养蜂园蓝莓果汁水果蜂蜜冲饮500g

57 高千穂村旅 宮崎县 甜酒+植物性乳酸菌 Chihomaro、米糠点心 Rice Bran Biscotti、

58
南日本酪農協同株式会社 宮崎县

南日本酪农牛奶味碳酸饮料 500ml、南日本酪农酸奶味饮料 275ml 、南日
本酪农酸奶味饮料 500ml、南日本酪农酸奶味碳酸饮料 490ml、南日本酪农
芒果牛奶味碳酸饮料 500ml

59 便行商事株式会社 冲绳县
木瓜香檬果汁饮料/无添加木瓜香橙果汁饮料、首里天泡盛酒/新首里天泡盛
酒、琉球薄荷泡盛（AWAMOJITO）、琉球红茶泡盛、梅美人

60 晓喜株式会社 大阪府
晓喜花茶(Akatuki)-日本传统养生花茶、晓喜养生抹茶、喜喜八味 - 美味
倍增 日本传统养生调味料、

61 三荣兴产株式会社 佐贺县
大麦茶（茶包）8g×52P、黑豆大麦茶（茶包） 20P、调和大麦茶（茶包）
20P、大麦茶（茶包） 4g×20P、黑豆大麦茶（茶包）4g×20P

＜饮料茶水区域＞ 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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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佐々長醸造株式会社 岩手县 生酱油、老铺的味道 汤汁、老铺的 白汤汁、Miso cooking  酱汤料

63
合纵商事株式会社 东京都

富士胜 烤肉蘸汁180ML、富士胜 柚子醋180ML、富士胜 寿喜烧浓缩汤汁
180ML、富士胜 日式面汁180ML、富士胜 特级浓口酱油 500ML

64
DAISHO CO., LTD. 东京都

3种海鲜和柚子的火锅汤底・螃蟹味噌火锅汤底、博多豚骨风味拉面・长滨
屋台豚骨风味拉面、牛肉盖浇饭汁・猪肉盖浇饭汁・烧鸡酱汁・生姜烧酱汁

65
伊贺越株式会社 三重县

国産丸大豆天然醸造醤油、酱油天然煮蛋、世界遗产熊野真姬果汁
苏打水、生鱼片寿司酱油、世界遗产熊野的新公主果汁和特级初榨橄榄油混
合天然酿造的酱油

66
Saraya株式会社 大阪府

乐甘健复配甜味剂（料理用）、乐甘健复配甜味剂（饮品用）、乐甘健硬糖
40g、乐甘健硬糖60g、乐甘健餐桌甜味料*白色经典

67
妆美堂株式会社 大阪府

MARUTAI長崎魚汁醬油味拉麵・MARUTAI久留米浓厚猪骨拉面 、玉之井蜂蜜
黑醋饮料l、KATASHIMO WINERY DELAWARE 2018 tako-cham OSAKA 
Sparkling wine takocham 起泡葡萄酒 、静内二十轩北海道什锦曲奇饼干
礼盒装、白兰地梅酒 “善”

68
阪東食品有限公司 德岛县 柚子果汁

69
镰田酱油株式会社 香川县

儿童出汁酱油、妈咪鲑鱼干酱油、儿童面食调味汁、出汁酱油、低盐出汁酱
油

70
一般社团法人长崎县贸易协会 长崎县 代表组织团体

71
株式会社菱盐 长崎县 五岛滩湿盐、五岛滩食用盐、干燥矶盐

72
福德达五叶株式会社 熊本县 大字日式牛肉饭调味汁、大字日式牛排调味汁、大字日式照烧汁、

73
SHINGAKI Inc., Ltd 宮崎县 Olive Spice (橄榄椒)、GAKITARE、

74
伊仁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鹿儿岛县 樱花甘露酱油、樱花黑酱油、樱花酱油、

＜调料区域＞ 1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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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岩手县 岩手县 代表组织团体

76
岩手县产株式会社 岩手县

日本岩手县 花卷温泉 芝麻味沙拉汁、日本岩手县 宫田浓口酱油、日本岩
手县 山田刺身酱油、日本岩手县 紫波町 葡萄果汁 、日本岩手县 小山制
面虾味裙带菜拉面

77
Shibuya Rex Co.,Ltd. 福岛县

冈山寄岛产的黄金牡蛎汤汁、健康海苔拌饭料、奶酪鱼片、原味薯饼、海苔
泥

78
株式会社京石 神奈川县

鲭鱼片、寿司饭团制作机ASM410SCE、青森农协苹果汁、碎制薯条 芥末盐、
田村黑薯片

79
波路梦集团 新潟县

波路梦豆奶味威化饼干棒、浪漫多可可奶油味曲奇饼干棒、波路梦什锦曲奇
饼干礼盒、波路梦牛奶味夹心威化饼干棒、波路梦露焙拉黄油曲奇饼干

80
北陆制果株式会社 石川县

蛋黄哥疗愈图案饼干（鸡蛋牛奶口味） 70克袋装、大家乐麦香大米发酵椰
奶饼干 180克袋装、凯蒂猫蝴蝶结造型牛奶饼干 四连包（20g*4袋）、凯蒂
猫造型豆乳蛋酥（含有乳酸菌・寡糖・膳食纤维）90克夹链自封站立袋、经
典麦香原味饼干

81
铃木荣光堂 岐阜县

Japanese Seafood Cracker KAISEN OKONOMI 130g、Hokkaido No 
Koibito < Milk >、Meihinsen Sugatautsukushi Sweets Assortment、
The Caramel <Milk (Hokkaido fresh cream) >、Animal 
biscuit(Contains lactobacillus)100g

82
东洋坚果食品有限公司 兵库县

Classy优雅混合坚果 360克罐、Classy无盐优雅混合坚果 360克罐、混合坚
果 355克罐、焦糖杏仁 105克 ・ 焦糖腰果 75克、无添加剂和无盐坚果
系列（6种）

83
寿制菓株式会社 鸟取县

可可夹心巧克力饼干、浓郁牛奶夹心巧克力饼干、木莓夹心巧克力饼干、京
都抹茶巧克力夹心饼干、北海道芝士巧克力夹心饼干

84
爱仕递国际贸易株式会社 福冈县

和果子 樱饼、和果子 柏饼、和果子 抹茶口味、和果子 日式酱油口味、牡
丹饼

＜零食类区域＞ 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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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企业名 都道府县 出展物

85 板桥贸易株式会社 东京都 鱼沼瀛之光、日本产米小町美人

86 木德神粮株式会社 东京都
北海道产米瀛七星、日本特选大米、生姜糯麦速食米饭、藏红花速食米饭、
岩手县一见钟情速食米饭

87 株式会社神明 东京都
日本富山县产越光大米、日本新潟县产越光大米、富山县产越光方便米饭、
日本产大米梦、日本产大米幻

88

NATIONAL FEDERA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S (JA ZEN-NOH)

东京都
瀛之光鱼沼米、瀛之光(全农PB)、全农玫瑰花香玄米茶饮料、全农抹茶味玄
米茶饮料、全农桃子味玄米茶饮料（无糖）

89 千田瑞穂株式会社 神奈川县 小町美人、日本产米、

90 株式会社SKY DEER 爱知县
大米发酵饮品无酒精-甘惠（乐）、大米发酵饮品无酒精-甘惠（温）、大米
发酵饮品无酒精-甘惠（育）

91 公益财团法人福冈县中小企业振兴中心 福冈县 代表组织团体

92 P.D.Global Co., Ltd. 福冈县 福冈产方便米饭

＜米・米加工品区域＞ 8家

No 企业名 都道府县 出展物

93
南部桑研株式会社 青森县

八戸桑叶茶粉末类型(60g)、八戸桑叶茶粉末类型(180g)、八戸桑叶茶
(100g)、八戸桑叶茶MulbeRich(20棒)、八戸桑叶茶MulbeRich(60棒)

94
稻庭乌冬小川株式会社 秋田县 稻庭乌冬商务用1公斤、稻庭乌冬、稻庭乌冬面采用100%北海道小麦制成、

95
东京拉面有限公司 枥木县 新将 东京拉面鸡汤味即食方便面、新将 东京拉面咖喱味即食方便面、

96
福特巴食品株式会社 枥木县

柠檬冰沙杯、白桃大理石、巧克力曲奇雪糕、栗子华夫雪糕 精装版、香草
华夫雪糕

97
日清奥利友集团株式会社 东京都

日清MCT油（中链甘油三酯食用植物油）、日清米糠油、日清芝麻油、日清
葡萄籽油、忆开果冻

98 株式会社柿里商店 富山县 缘分的延续、絲、业务装红白色面条

99
株式会社 金泽魔芋研究所 石川县 减･瘦 白真珠

＜其他加工品区域＞ 24家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名单食品・农作物展区 7



No 企业名 都道府县 出展物

100
株式会社松泽 长野县

和之礼松泽东京之旅糕点礼盒（東京の旅）、和之礼松泽樱花漫步糕点礼盒
（日本桜散歩）、和之礼富士山之旅点心礼盒（富士山の旅）和之礼松泽东
京牛乳饼干礼盒（東京ミルクスイーツコレクション）、和之礼松泽巧克力
多多饼干礼盒（チョコ詰合せ）

101 静冈县 静冈县 代表组织团体

102 株式会社艾思创建 静冈县
禅·金山寺味噌酱、柚子粉、日式高汤、静冈产中岛蜂蜜、山白玉正宗生抽
酱油

103 三立制菓株式会社 静冈县 源氏派、 三立巧克力夹心饼干、平家派

104 有限会社ヤマカ水産 静冈县 青花鱼酱鱼干、金眼鲷鱼酱鱼干、带鱼酱鱼干

105 HAMASA-EN Co., Ltd. 静冈县 宇治抹茶粉1kg、柚子抹茶拿铁40g、抹茶巧克力

106 株式会社大森屋 大阪府
大森屋泡饭用添撒料（混合味固体复合调味料）、大森屋米饭用添撒料（梅
子味固体复合调味料）、大森屋米饭用添撒料（海苔味固体复合调味料）

107

易意集団・日本株式会社 兵库县

日本礼物商品（横滨马车道牛奶酥（覆盆子，柠檬，巧克力，咖啡）・呼唤
幸福的马车道马蹄派（糖黄油，原味，芝士，草莓）・草莓夹心饼干・神户
奶油饼干・大阪心斋桥巧克力饼干）、北海道牛奶冰淇淋 、日本産納豆
（九州小粒納豆（4P）、北海道大粒納豆、小粒納豆（職人推荐））、静冈
本芥末 、讃岐干制乌冬面

108 Agriplan Co.,Ltd 山口县 蓝莓果酱、莓果酱、夏柑果酱

109 KATAOKA Co.,Ltd. 德岛县
Ito-konnyaku(Black)180g、Ita-konnyaku200g、Honneri-imosaku-ito-konnyaku、
Kireme-iri-sankaku-oden-konnyaku、Tedukuri-tama-oden-you-konnyaku

110 SENKINTAN CARE'S Co.,ltd. 香川县
黑芝麻酱（添加蜂蜜）、黑芝麻酱（无糖）、黑芝麻酱添加蜂蜜、奥萨海藻
鱼香肠

111 TRUSTJAPAN CO.,LTD 香川县 高原通赞岐乌冬面

112 西南开发株式会社 爱媛县 冷冻油炸巧克力味道派糕、冷冻油炸抹茶味道派糕、

113 eminowa Co.,ltd. 福冈县 山田青汁30、山田胶原蛋白果冻20、

114 一般社团法人熊本县贸易协会 熊本县 代表组织团体

115 五木食品株式会社 熊本县 熊本猪骨风味拉面、海外用九州猪骨风味拉面、海外用3食炒面

116 株式会社中国通 冲绳县
Care食品系列之冲绳软水、Care食品系列之琉球纯黑糖

＜其他加工品区域（接上页）＞ 2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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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企业名单

No 企业名称 所在地 展位数 展示品 现场展示

1 八乐梦床业有限公司 东京都 2 Active Sleep Series系列(床体，床垫，枕头) 〇

2 株式会社健康事业资讯 东京都 1 养护头发的功能性保健食品 〇

3 NeU Corporation 东京都 1 新型神经反馈式大脑认知训练服务 〇

4 Nissho Hirano Co., Ltd 东京都 2 Eye wave（美容器） 〇

5 B&S Corporation co., ltd. 东京都 1 乳酸菌生成萃取液(产品名称：ALBEX) 〇

6 NIN Co.,Ltd 东京都 2 按摩椅 〇

7 威耐可适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神奈川县 2 VENEX品牌休养专用服装 〇

8 TANOTECH股份有限）公司 神奈川县 2 TANO（患者福利和护理教育的传感器技术） 〇

9 夢莉澤(上海)商貿有限公司(現地法人) 岐阜县 1 抗菌口罩纸 〇

10 升康力 京都府 1 保健食品（升康力小球藻） 〇

11 裏井株式会社 京都府 2 龙风负离子空气请话机 〇

12 奥绩技研有限公司 冈山县 2 坐式入浴护理浴缸、水压按摩床 〇

＜现场参展（企业）＞ 12家

医疗器械・医药保健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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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企业名单

No 企业名称 所在地 展位数 展示品 现场展示

1 公益财团法人新潟产业创造机构 新泻县 1 - 〇

2
※CHUETSU CLEAN SERVICE 
CO.,LTD

新泻县 － 护理、福利用品

3 TCB.,LTD 新泻县 － 病毒灭活酵素分解性能口罩垫 〇

4 公益财团法人茨城县国际交流协会 茨城县 1 - 〇

5 株式会社幸手弹簧 茨城县 － SteriNa是使用次氯酸钠的除菌消臭剂 〇

６ 公益财团法人横滨企业经营支援财团 神奈川县 ３ - 〇

7 脉道微澜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神奈川县 － 健康可穿戴手环 LANCEBAND2 〇

8 ※UNIQS CORPORATION 神奈川县 － 纯胶原蛋白0.5水溶液

9 ※技术力科技有限公司 神奈川县 －
专门为婴幼儿设计的婴儿传感器一体式婴儿垫｢Baby 
Ai Med｣、专门用于护理的传感器｢护理Log｣

10 ※风险计量技术有限公司 神奈川县 － 心理健康测量系统

11 公益财团法人大阪产业局 大阪府 ３ - 〇

12 株式会社毛发诊疗励发21 大阪府 － 励发21活发洗发液 〇

13 东风信息技术株式会社 大阪府 － 核酸C黄金&超级SP100 〇

14 TECHNO TAKATSUKI CO.,LTD. 大阪府 － 足部气垫按摩器 〇

15 ※WonderFulbeauty Ltd. 大阪府 － 特殊处理的多功能保湿凝胶

＜现场参展（地方政府相关团体）＞ 1８家 ※线上参展

医疗器械・医药保健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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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企业名单

No 企业名称 所在地 展位数 展示品 现场展示

16 Osaka City Government 大阪府 １ - 〇

17 ※TOPLINE CORP. 大阪府 － 明治纳豆激酶3000FU胶囊

18 ※S.S.I Co., Lｔｄ 大阪府 － 日本栽培的姬松茸原料的免疫产品

＜小型参展＞ 1家

No 企业名称 所在地 展位数 展示品 现场展示

1 SPLENDEUR Co,.Ltd. 福井县 １
医疗用弾性长筒袜、贴身衣物、袜子等

纤维制品
〇

医疗器械・医药保健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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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企业名单

＜线上参展＞ 9家

医疗器械・医药保健展区

No 企业名称 所在地 展示品 现场展示

1 HATA Inc.有限公司 秋田县 HATAMixer（世界上最小的碳酸泉制造装置）

2 INOAC LIVING 东京都 预防褥疮高级双面PRO床垫

3 Medifellow有限公司 东京都 日本国际医疗旅游线上服务

4 株式会社ＡＹＡ控股 琦玉县
赴日医疗(高端体检，癌症第二诊疗意见和离子线治疗、免疫治疗，干细胞治
疗，糖尿病治疗)

5 东海机器工业株式会社 爱知县 轮椅胎面清洁机

6
KYOTO KAGAKU CO., 
LTD

京都府 超声波肺部模型｢ECHOLUNG｣

7 株式会社五大陆 大阪府 日本健康精密检查

8 裕塔卡制造有限公司 大阪府 隠形口罩

9 酷轮有限公司 大阪府 轮达普通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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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农作物展区位置食品・农作物展区

Hall 1.1 食品・农作物展区

食品・农作物区域

Japan 
Mall（日
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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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7.2 医療機器・医薬保健展区

7.2A6-001

医療機器・医薬保健エリアブース位置医疗器械・医药保健展区位置医疗器械・医药保健展区
15



消费品展区位置

Hall 6.1 消费品展区

消费品展区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