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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OKU食品株式会社
URL http://itokufood.info/

●商品名称／柠檬生姜(4包装)

●品种名称／粉末清凉饮料

●主要原料／砂糖、柠檬（爱媛县产）、生姜（高知县产）、低聚糖、

蜂蜜、维他命Ｃ、香料

●净重／80g

●日本国内希望零售价格／315日元（含税）（通过日本国内商社时）

●装箱规格／长22.5厘米×宽40.0厘米×高45.0厘米

●重量与内含数量（一箱）／6.74公斤、10×6包

●可出货时期／全年

●最少批量／1箱（混载3箱以上免运费）

●保存方法／常温　●保质期／1年

●JAN编码／4970107110062

●外销国家、地区／－

“柠檬生姜”有解便秘、驱

寒、消浮肿之效。使用质量

保证的高知县产的生姜和产

于岩城岛的具有丰富维他命

C的“青柠檬”，使味道与

香味凝聚一体。加上柠檬更

衬托出生姜之味道，品味爽

口。冷热饮用均可。加入红

茶饮用也别具一格风味。

■创立年／1963年　■注册资本／1,000万日元　■员工人数／28名

■地址／邮政编码722-0232　广岛县尾道市木之庄町木门田491

■电话／81（848）48-1650　■传真／81（848）48-1664

■电子邮箱／itoku01@guitar.ocn.ne.jp

来自体内的健美－柠檬生姜粉末饮料。

柠檬生姜(4包装)

［水果＆蔬菜］ Made in HIROSHIMA

公司档案

从“柠檬”到“苹果”，广岛县可谓是
一座农产品的宝库。
南面有温暖的濑户内，北面有冬季白雪皑皑的中国山

地，两种极端的气候在广岛并存。包括沿岸平原地

区、高原地区等，利用各个地区的气象条件和地势开

展多种栽培，生产种类繁多的农产品。

走向世界的广岛产品

广岛县水果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URL http://www.fruit-morning.com/

●商品名称／广岛HARUKA

●品种名称／柑橘类HARUKA

●主要原料／柑橘类HARUKA

●净重／5公斤

●日本国内希望零售价格／4,000日元 （含税 ）

●装箱规格／长35厘米·宽24.5厘米·高16.5厘米

●重量与内含数量(1箱)／5.5公斤、2L大小则约22个、L大小则约

27个

●可出货时期／3月下旬到4月中旬

●最少批量／商定  ●保存方法／常温

●保质期／－

●JAN编码／－

●外销国家、地区／台湾、香港、新加坡

结了果仍让其在树上过冬,

到2月上旬摘下储藏。充分

成熟后发货。虽然果皮呈现

鲜艳的黄色,但酸味不重,具

有蜂蜜般的甜味。不但在产

地,而且在各地也越来越受

欢迎。切开食用时,注意留

下果芯有子的部分,那吃起

来就方便了。

■创立年／1948年　■注册资本／3亿7,750万日元　■员工人数／65名

■地址／邮政编码729-2316／广岛县竹原市忠海中町1-2-17

■电话／81( 846 )26-0011　■传真／81( 846 )26-0092

■电子邮箱／hiroshima2@hirokaren.com

是由柑橘类日向夏培育而成的新品种,香甜可口

广岛HARUKA

有限会社平田观光农园
　　URL http://www.marumero.com/

●商品名称／柚子味噌

●品种名称／柚子味噌

●柚子、米味噌、砂糖、米淋风味调味料（糖稀、米、米麹酿造的
调味料、酿造醋）调味料（氨基酸等）、酸味料

※原料的一部分含大豆 

●净重／200克

●日本国内希望零售价格／530日元（含税）（通过日本国内商社时）

●装箱规格／长30.0厘米×宽47.0厘米×高10.0厘米

●重量与内含数量（一箱）／17公斤·48瓶

●可出货时期／全年

●最少批量／1箱　●保存方法／常温

●保质期／1年　●JAN编码／4935261010412

●外销国家、地区／－

这是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得到

柚子独特的酸味与香味的柚

子味噌。以“再来一道下饭

菜”为题，使用广岛县三次

产的无籽“多田锦”柚子，

将当地人们熟悉的味道商品

化。只要和蔬菜拌和，再加

上肉类就能作出一道丰盛味

道的佳肴。

世界一流厨师三国清三赞口不绝的柚子味噌

柚子味噌

公司档案

■创立年／1984年　■注册资本／500万日元　■员工人数／21名

■地址／邮政编码728-0624　广岛县三次市上田町1740-3

■电话／81（824）69-2346　■传真／81（824）69-2246

■电子邮箱／hirata@marumero.com

公司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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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田发酵株式会社
URL http://www.manda.co.jp/

●商品名称／万田酵素

●品种名称／万田酵素

●主要原料／黑砂糖、水果、根菜类、谷物、海藻类、豆类以及

芝麻类等53种植物原材料

●净重／145克

●日本国内希望零售价格／11,655日元 (含税)／(通过日本国内商社时)

●装箱规格／长26.5厘米×宽35.5厘米×高50.5厘米

●重量与内含数量(一箱)／17.2公斤,48支

●可出货时期／根据交易条件

●最少批量／根据交易条件

●保存方法／阴暗处或冷藏  ●保质期／3年

●JAN编码／4909882122137

●外销国家、地区／法国、苏丹、德国、台湾、韩国等

原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黑

砂糖、水果、根菜类、谷

物、海藻类、豆类以及芝麻

类等充满生命力的旺季水

果、蔬菜等。不加添加物,

也不进行热处理,花大约3年

3个月使之成熟而制成。世

界已有30几个国家的人们从

中摄取维生素、矿物质、氨

基酸等,来增强身体健康。

■创立年／1987年　■注册资本／8,000万日元　■员工人数／123名

■地址／邮政编码722-2192／广岛县尾道市因岛重井町5800-95

■电话／81( 845 )24-3561　■传真／81( 845 )24-2311

■电子邮箱／biz@mandagr.com

使用53种以上的原材料长期自然发酵而制成的植物发酵食品

万田酵素

公司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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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濑户内的岛屿地区栽培的柑橘闻名日本全
国，生产量名列前茅。而在山区，可以种植

苹果等适合严寒地带的果实，适合种植多种

水果的环境非常广阔。无花果、葡萄、梨等

水果的栽培技术也很精湛，这些水果已经被

公认为广岛的特产。

广岛产的水果有哪些？

气候风土非常适合柑橘类的栽培

广岛是日本全国屈指可数的食材产地，生产用于节日菜肴的吉祥

食材“冬葱”、“慈姑”等蔬菜以及秋季种植的马铃薯。大个头

的芦笋、辣椒也作为特产出售，还积极种植了广岛菜泡菜的原料

广岛菜、适合制作好

烧的圆白菜新品种

等。

广岛产的蔬菜有哪些？ ■广岛县主要
　蔬菜的产量（单位／吨）

梯田是在坡地修建的阶梯状稻田。尽

管农田作业效率较低，却具有环保的

一面，比如排水通畅、能够防止洪水

和滑坡等灾害、保护生态系统，此外

还被用作体验插秧和割稻等昔日农活

的场所。广岛县的井仁梯田被选入日

本梯田百选。

■日本的田野风景“梯田”

冬葱

慈姑

蒟蒻芋

豌豆荚

番茄

大葱

菠菜

萝卜

黄瓜

芦笋

马铃薯

茄子

圆白菜

茼蒿

1,428

207

425

729

8,160

5,900

4,590

15,800

4,020

798

7,030

3,100

7,950

898

日本全国
第1位
日本全国
第2位
日本全国
第6位
日本全国
第7位

■广岛县主要
　水果的产量（单位／吨）

柠檬

脐橙

八朔蜜柑

温州蜜柑

清美橙

无花果

伊予柑

桔子

葡萄

日本梨

苹果

4,291

3,227

7,051

3,926

1,078

676

540

40,700

3,970

2,890

1,600

日本全国
第1位
日本全国
第1位
日本全国
第2位
日本全国
第3位
日本全国
第4位
日本全国
第6位
日本全国
第6位
日本全国
第7位

〈资料：农林水产省相关统计（2008年、2009年）〉

品种独特、有益健康、外观漂亮的加工品也受到

海外顾客的青睐！

海外的评价

广岛的冬葱 , 不但在一般家庭 ,
就连在高级饭店也很受欢迎

多数梯田还栽培附加价值高的作物

充盈着水果和蔬菜的
健康食品也富有广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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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OKU食品株式会社
URL http://itokufood.info/

●商品名称／柠檬生姜(4包装)

●品种名称／粉末清凉饮料

●主要原料／砂糖、柠檬（爱媛县产）、生姜（高知县产）、低聚糖、

蜂蜜、维他命Ｃ、香料

●净重／80g

●日本国内希望零售价格／315日元（含税）（通过日本国内商社时）

●装箱规格／长22.5厘米×宽40.0厘米×高45.0厘米

●重量与内含数量（一箱）／6.74公斤、10×6包

●可出货时期／全年

●最少批量／1箱（混载3箱以上免运费）

●保存方法／常温　●保质期／1年

●JAN编码／4970107110062

●外销国家、地区／－

“柠檬生姜”有解便秘、驱

寒、消浮肿之效。使用质量

保证的高知县产的生姜和产

于岩城岛的具有丰富维他命

C的“青柠檬”，使味道与

香味凝聚一体。加上柠檬更

衬托出生姜之味道，品味爽

口。冷热饮用均可。加入红

茶饮用也别具一格风味。

■创立年／1963年　■注册资本／1,000万日元　■员工人数／28名

■地址／邮政编码722-0232　广岛县尾道市木之庄町木门田491

■电话／81（848）48-1650　■传真／81（848）48-1664

■电子邮箱／itoku01@guitar.ocn.ne.jp

来自体内的健美－柠檬生姜粉末饮料。

柠檬生姜(4包装)

［水果＆蔬菜］ Made in HIROSHIMA

公司档案

从“柠檬”到“苹果”，广岛县可谓是
一座农产品的宝库。
南面有温暖的濑户内，北面有冬季白雪皑皑的中国山

地，两种极端的气候在广岛并存。包括沿岸平原地

区、高原地区等，利用各个地区的气象条件和地势开

展多种栽培，生产种类繁多的农产品。

走向世界的广岛产品

广岛县水果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URL http://www.fruit-morning.com/

●商品名称／广岛HARUKA

●品种名称／柑橘类HARUKA

●主要原料／柑橘类HARUKA

●净重／5公斤

●日本国内希望零售价格／4,000日元 （含税 ）

●装箱规格／长35厘米·宽24.5厘米·高16.5厘米

●重量与内含数量(1箱)／5.5公斤、2L大小则约22个、L大小则约

27个

●可出货时期／3月下旬到4月中旬

●最少批量／商定  ●保存方法／常温

●保质期／－

●JAN编码／－

●外销国家、地区／台湾、香港、新加坡

结了果仍让其在树上过冬,

到2月上旬摘下储藏。充分

成熟后发货。虽然果皮呈现

鲜艳的黄色,但酸味不重,具

有蜂蜜般的甜味。不但在产

地,而且在各地也越来越受

欢迎。切开食用时,注意留

下果芯有子的部分,那吃起

来就方便了。

■创立年／1948年　■注册资本／3亿7,750万日元　■员工人数／65名

■地址／邮政编码729-2316／广岛县竹原市忠海中町1-2-17

■电话／81( 846 )26-0011　■传真／81( 846 )26-0092

■电子邮箱／hiroshima2@hirokaren.com

是由柑橘类日向夏培育而成的新品种,香甜可口

广岛HARUKA

有限会社平田观光农园
　　URL http://www.marumero.com/

●商品名称／柚子味噌

●品种名称／柚子味噌

●柚子、米味噌、砂糖、米淋风味调味料（糖稀、米、米麹酿造的
调味料、酿造醋）调味料（氨基酸等）、酸味料

※原料的一部分含大豆 

●净重／200克

●日本国内希望零售价格／530日元（含税）（通过日本国内商社时）

●装箱规格／长30.0厘米×宽47.0厘米×高10.0厘米

●重量与内含数量（一箱）／17公斤·48瓶

●可出货时期／全年

●最少批量／1箱　●保存方法／常温

●保质期／1年　●JAN编码／4935261010412

●外销国家、地区／－

这是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得到

柚子独特的酸味与香味的柚

子味噌。以“再来一道下饭

菜”为题，使用广岛县三次

产的无籽“多田锦”柚子，

将当地人们熟悉的味道商品

化。只要和蔬菜拌和，再加

上肉类就能作出一道丰盛味

道的佳肴。

世界一流厨师三国清三赞口不绝的柚子味噌

柚子味噌

公司档案

■创立年／1984年　■注册资本／500万日元　■员工人数／21名

■地址／邮政编码728-0624　广岛县三次市上田町1740-3

■电话／81（824）69-2346　■传真／81（824）69-2246

■电子邮箱／hirata@marumero.com

公司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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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田发酵株式会社
URL http://www.manda.co.jp/

●商品名称／万田酵素

●品种名称／万田酵素

●主要原料／黑砂糖、水果、根菜类、谷物、海藻类、豆类以及

芝麻类等53种植物原材料

●净重／145克

●日本国内希望零售价格／11,655日元 (含税)／(通过日本国内商社时)

●装箱规格／长26.5厘米×宽35.5厘米×高50.5厘米

●重量与内含数量(一箱)／17.2公斤,48支

●可出货时期／根据交易条件

●最少批量／根据交易条件

●保存方法／阴暗处或冷藏  ●保质期／3年

●JAN编码／4909882122137

●外销国家、地区／法国、苏丹、德国、台湾、韩国等

原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黑

砂糖、水果、根菜类、谷

物、海藻类、豆类以及芝麻

类等充满生命力的旺季水

果、蔬菜等。不加添加物,

也不进行热处理,花大约3年

3个月使之成熟而制成。世

界已有30几个国家的人们从

中摄取维生素、矿物质、氨

基酸等,来增强身体健康。

■创立年／1987年　■注册资本／8,000万日元　■员工人数／123名

■地址／邮政编码722-2192／广岛县尾道市因岛重井町5800-95

■电话／81( 845 )24-3561　■传真／81( 845 )24-2311

■电子邮箱／biz@mandagr.com

使用53种以上的原材料长期自然发酵而制成的植物发酵食品

万田酵素

公司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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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濑户内的岛屿地区栽培的柑橘闻名日本全
国，生产量名列前茅。而在山区，可以种植

苹果等适合严寒地带的果实，适合种植多种

水果的环境非常广阔。无花果、葡萄、梨等

水果的栽培技术也很精湛，这些水果已经被

公认为广岛的特产。

广岛产的水果有哪些？

气候风土非常适合柑橘类的栽培

广岛是日本全国屈指可数的食材产地，生产用于节日菜肴的吉祥

食材“冬葱”、“慈姑”等蔬菜以及秋季种植的马铃薯。大个头

的芦笋、辣椒也作为特产出售，还积极种植了广岛菜泡菜的原料

广岛菜、适合制作好

烧的圆白菜新品种

等。

广岛产的蔬菜有哪些？ ■广岛县主要
　蔬菜的产量（单位／吨）

梯田是在坡地修建的阶梯状稻田。尽

管农田作业效率较低，却具有环保的

一面，比如排水通畅、能够防止洪水

和滑坡等灾害、保护生态系统，此外

还被用作体验插秧和割稻等昔日农活

的场所。广岛县的井仁梯田被选入日

本梯田百选。

■日本的田野风景“梯田”

冬葱

慈姑

蒟蒻芋

豌豆荚

番茄

大葱

菠菜

萝卜

黄瓜

芦笋

马铃薯

茄子

圆白菜

茼蒿

1,428

207

425

729

8,160

5,900

4,590

15,800

4,020

798

7,030

3,100

7,950

898

日本全国
第1位
日本全国
第2位
日本全国
第6位
日本全国
第7位

■广岛县主要
　水果的产量（单位／吨）

柠檬

脐橙

八朔蜜柑

温州蜜柑

清美橙

无花果

伊予柑

桔子

葡萄

日本梨

苹果

4,291

3,227

7,051

3,926

1,078

676

540

40,700

3,970

2,890

1,600

日本全国
第1位
日本全国
第1位
日本全国
第2位
日本全国
第3位
日本全国
第4位
日本全国
第6位
日本全国
第6位
日本全国
第7位

〈资料：农林水产省相关统计（2008年、2009年）〉

品种独特、有益健康、外观漂亮的加工品也受到

海外顾客的青睐！

海外的评价

广岛的冬葱 , 不但在一般家庭 ,
就连在高级饭店也很受欢迎

多数梯田还栽培附加价值高的作物

充盈着水果和蔬菜的
健康食品也富有广岛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