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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广岛产品

什么是琼脂？

宝积饮料株式会社
URL http://www.hoshaku.co.jp/

●商品名称／尝饮琼脂（柠檬味、咖啡味）

●品种名称／清凉饮料水

●主要原料／果糖葡萄糖液糖、水溶性食物纤维、琼脂、凝胶剂

(增粘多糖类)、氯化镁、酸味调料等 

●净重／900毫升

●日本国内希望零售价格／420日元（含税）（通过日本国内商社时）

●装箱规格／长22.2厘米×宽29.5厘米×高26.5厘米

●重量与内含数量（一箱）／12公斤·12瓶

●可出货时期／全年

●最少批量／30箱

●保存方法／常温　●保质期／1年

●JAN编号／4976501104454（柠檬味）其他

●外销国家、地区／－

使用以日本自古以来食用的

海藻为原料的琼脂制成的健

康饮料。琼脂反复停留在胃

里慢慢消化，保持着水分流

到肠里，控制吸收多余的脂

肪和糖分。省去煮至溶解琼

脂的功夫而简单地饮用。

■创立年／1937年　■注册资本／1,000万日元　■员工人数／115名

■地址／邮政编码739-0043　广岛县东广岛市西条西本町14-54

■电话／81（82）423-2271　■传真／81（82）422-6714

■电子邮箱／n.tokishige@hoshaku.co.jp

冰镇后倒进杯子即成对身体有特效的琼脂健康饮料。

［琼脂］ Made in HIROSHIMA

公司档案

Copyright（C） 2011 JETRO. All rights reserved. 

把蛋黄和蛋白搅拌后加入清汤，用砂糖调出甜

味，然后用平底锅煎烤成形的食品。也被用作

攥寿司的材料。寿司通往往一开始就点“煎蛋

卷”，以确认该店的味道和厨师的手艺，由此

可见煎蛋卷是一种既费工夫又费时间、门道非

浅的寿司材料之一。煎蛋卷是一种男女老少皆

宜的美食。

走向世界的广岛产品

什么是厚煎蛋卷？

AHJIKAN株式会社
URL http://www.ahjikan.co.jp/

●商品名称／冷冻厚煎蛋卷S

●品种名称／煎蛋卷

●主要原料／鸡蛋、砂糖、淀粉、植物油、醋、酱油、食盐、高汤

(海带及木鱼)、山梨糖醇、磷酸盐 ( Na )、调味料 ( 氨基酸等 )、

着色剂 ( 叶红素 )

●净重／500克

●日本国内希望零售价格

●装箱规格／长40.5厘米×宽21.7厘米×高19.0厘米

●重量与内含数量（一箱） 10公斤·20包

●可出货时期／订货后2到3星期  ●最少批量／1盒

●保存方法／冷冻  ●保质期／包括制造日在内180天

●JAN编码／4965919015056

●外销国家、地区／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台湾

厚煎蛋卷在国外市场,无论

是味道还是质量都得到最高

的评价, 长期以来最受欢迎,

经久不衰。有风味,甜而可

口。切成片,可做手捏寿司

的材料, 切成棒状,也可做卷

寿司的馅儿,极其简便,因而

得到好评。

■创立年／1965年　■注册资本／11亿225万日元　■员工人数／642名

■地址／邮政编码733-8677／广岛县广岛市西区商工中心7-3-9

■电话／81( 82 )277-4539　■传真／81( 82 )278-4447

■电子邮箱／hiroshiunited@yahoo.co.jp

不仅可用作寿司食材，

而且还可以用于西式的

牛奶黄油炒鸡蛋和煎蛋卷！

可切成供手捏寿司用的形状,也可切成卷寿司的馅儿材料用的形状。

冷冻厚煎蛋卷S

［厚煎蛋卷］ Made in HIROSHIMA

公司档案

用最新的设备做出安全的商品

设备充实齐全的
生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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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石花菜、真江蓠等红藻类的粘液质冻结干燥

而成的日本特制食品。呈凝胶状，具有加热后

溶解、冷却后凝固的性质，再次加热即回到液

体状态。不但被用作食品的材料，而且还被用

于工业、医药、化妆品，根据用途，有粉末

状、片状、固体状等。

宝积饮料拥有6条生产线，提供丰富多彩的饮料。经营金属

缶、玻璃瓶、塑料瓶等所有的容器。依靠周密细致的管理

体制，灵活应对顾客的需求。

饮料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因此，我们以“即便100万瓶

中只有1瓶是次品，对顾客而言也是100％的不合格”为理

念，实行彻底的工序管理，从而提高了产品的水平。只有

从所有饮料的基础“水”开始，到装箱的最后环节，经过

约90个之多的检查点的产品，才能作为宝积的产品发货。

◎2003年取得ISO9001认证

◎2006年取得ISO14001认证

■宝积饮料的质量管理和生产能力

◎鸡蛋产品

■AHJIKAN的商品丰富多彩

尝饮琼脂(柠檬味、咖啡味)

从鸡蛋产地向日本全国提供煎蛋卷。
广岛县饲养的蛋鸡数量名列日本全国第5位（2009年

度），是著名的鸡蛋产地。拥有创办煎蛋卷店，根据

老客户的需求开发新商品、完善生产体制、实现产销

一条龙、质量和安全性非常出色的日本全国选区的企

业。

被称为“tamagoyaki”、“japanese omelette”等，

是一种颇受青睐的攥寿司材料！

在海外的评价

从农户的副业发展为大量生产。
过去，制作琼脂是农户在冬季进行的一项副业，后来

改良为日式点心的原料，得到了发展。随着工业化的

进展，可以稳定地获得优质琼脂了，于是，有益健康

的琼脂加工商品的生产也日益活跃了起来。

被用于制作各式各样的食品，是一种受到注目的富含食物

纤维的健康食品！

海外的评价

●寿司的鸡蛋 ●日式和中式的鸡蛋 ●西式的鸡蛋

◎寿司食材

●卷寿司 ●攥寿司 ●散寿司、模压寿司、油炸豆腐寿司

◎其他加工品

●米饭、蔬菜食材 ●畜产加工品 ●水产加工品

对于攥寿司和卷寿司而言，
厚煎蛋卷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食材。
我们提供质量安全可靠的业务用厚煎蛋卷。

非常像明胶却并非明胶的物质。
向世人推出用天然海藻制作的
减肥食品和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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