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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催概要
名

称：

第 14 届 Gift Show in 上海
第 7 届上海国际礼品家居用品博览会

会

期：

2018 年 12 月 17 日（月）
·18 日（火）
·19 日（水）
※没有名片或者微信的观众需支付 30 元入场费。
※本次入场采用微信入场登记方式。

开 馆 时 间：

AM9:30~PM17:00

会

场：

上海世贸商城（shanghai mart)

主

办：

必极耐斯（上海）会展有限公司 /BUSINESSGUIDE-SHA,INC.

后

援：

驻上海日本国总领事馆 /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上海事务所 / 上海

上海市延安西路 2299 号

进出口商会 / 日中经济协会上海事务所 / 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 / 上海市
外商投资协会 /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 株式会社北陆银行 /
上海市轻工业协会 / 上海百货商业行业协会 / 上海美容美发行业协会
指定施工单位：

上海泛海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指定运输单位：

株式会社流通王

参 展 规 模：

76 社、110 小間

来 场 人 数：

10,000 人

来 场 对 象：

中国国内·外资百货店、零售店、专卖店、企业法人、进出口贸易公司、
销售代理、政府机构等相关从业单位、美容美发行业相关专业人士、
其他美甲沙龙、美容纤体沙龙、按摩院、一般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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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致辞
对于各位新老主顾平日对我司出版的【Gift & Premium】杂志，以及以【东京国际礼品展】为首的展会事业的
格外关注和特别关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第 14 届 Gift Show in 上海以及第 7 届上海国际礼品家居用品博览会，
将于 12 月 17 日（周一）~19 日（周三）在上海世贸商城拉开帷幕。
2018 年作为中日两国建立友好邦交 45 周年的周年纪念，日中两国间的经济及贸易发展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变化。
最近，调整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缓和进口产品的进口限制等优惠政策也作为政府的一项措施进行积极的实施，
种种迹象显示今后中日两国的贸易经济将呈现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
距离 2020 年东京奥运会 & 残奥会的开幕还剩下两年，日本受到了世界各地各国的关注。其中，在追求涵盖深度
故事性的品牌产品，融入现代元素的传统工艺品，纤体美容 & 健康美容关联产品，引领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次世代
商品等过程中，以【礼品传递中日友好】作为本届展会主题，将尚未在市面流通的日本制造产品介绍给专业的流
通人士。
Gift Show in 上海以帮助参展企业和买手企业实现商务合作为目标，提供宣传日本最先进的安心、安全产品的场
所。想要挖掘出次世代及话题商品，【Gift Show in 上海】是不可或缺的。务必，请各位邀请到身边的商务合作伙
伴一同前来观摩，我们诚挚敬候您的到来。

展区构成
日本品牌展区

健康＆美容展区

由日本工匠传承传统文化，精雕细琢而成的工艺品牌

利用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提供健康生活方式的推荐方案

◆ 传统工艺品

◆ 作坊品牌

◆ 美容机器

◆ 健康食品 ◆ 美甲关联

◆ 工艺设计

◆ 地域特产

◆ 化妆品

◆ 头发护理 ◆ 减肥产品

时尚饰品展区

生活方式展区

紧跟时尚潮流的客户群为构想，云集时尚元素

衣食住最新生活方式的提案

◆ 饰品

◆ 潮流小件

◆ 室内家居

◆ 厨房杂货

◆ 时装服饰

◆ 创意杂货

◆ 生活日用品

◆ 促销、设计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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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上海世贸商城（shanghai martial）上海市延安西路 2299 号
Shanghai Mart: 2299 Yan An Rd West, Shanghai, 200336 P.R. China Shanghai 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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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国内销市场提供优质
中日精美礼品&手工艺家居用品的最新销售方案
●主 题 礼品传递中日友好

in 上海

第7届上海国际礼品家居用品博览会

●会 期

2018年12月17日
（一）～19日
（三）

●会 场

上海世贸商城（shanghai mart)

●主 办

必极耐斯（上海）会展有限公司

参展企业介绍
麦珞祺（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http://maruzeki.net/
Booth No. 009
麦珞祺（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广泛研究秀美造型的手表，以独自的商品概念 , 综合
考虑色彩，外形，尺寸，重量以及材料诸要素，开展富有特色的商品线开发。
＊将以往办不到的事情加以实现及实用
＊商品制造一丝不苟 , 质量追求精益求精，降低成本回馈顾客
＊一流商品，不如一级商品
我们以上述口号为基本理念，发挥技术的最大优势，努力争取为顾客提供高品质的

河合株式会社
http://kawai-ohashi.co.jp/

Booth No. 011-12

起源于福井县小浜市的传统工艺【若狭漆】的筷子，在装饰
上使用蛋壳与螺钿，使产品更显得熠熠生辉。
与当代需求相结合的设计形式的各种人气产品，将在本次展
会上介绍给各位买家，欢迎各位考虑拓宽餐桌文化的企业买
家前来展会垂询相关事宜。

株式会社 ceramic-ai
http://www.ceramic-ai.co.jp/

Booth No. 015

坐落于日本列岛正中间岐阜县东南部，在传统工艺中具有一席之
地的美浓烧产地多治见市。
我们是一家在这里企划反映喜爱四季设计的器具，制造及销售一
体化的企业。丰富的图样，不论是礼品还是个人使用都聚集了足
够的种类。四季盛开的花卉图案享有盛誉。此外，我们
也承受订单制作。近年来更是开发了自身卡通形象的室内家居产
品，生活日用品等多种产品线。

株式会社冈部洋食器制作所
http://www.ginzado.ne.jp/~okabe/

Booth No. 016

*** 将日本值得骄傲的产品传递给世界 ***
创业于昭和 29 年。
我们的总部位于日本最著名的五金产品产地：新泻县的
燕市。
作为世界范围内知名的金属西餐餐具的生产地，
我们公司生产和销售不锈钢餐具和烹饪配件为主，硅橡
胶熟制品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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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企业介绍
（公財）京都産業 21

Booth No. 025-28

https://www.ki21.jp/

公益财团法人京都产业 21，是一家与京都政府合作，帮助京都府内的中小企业实行海
外销路开拓支援的行政机构。作为在日本历史中有着古都底蕴的京都，有很多含有特色
的传统工艺品。本次参加 Gift Show in 上海的展商中有好多家相关联的工艺品及日用品
企业。此外，京都产业 21 还帮助京都府内的企业与中国的买家商谈合作，务必请到我
们展台领略京都产品的魅力。

京都参展企业介绍
株式会社

熊谷聡商店

http://www.kyoto-kumagai.co.jp/
株式会社熊谷聡商店（くまがい）专门经营京都瓷器·清水烧的批发和销售
业务。利用长期培育的京都和清水烧的技巧和敏感性，我们紧紧抓住现代人
的生活方式，正在计划和研发新产品。我们有各种常用的穿着器具，精致的
内饰和礼品。

株式会社木村桜士堂
https://www.kimura-ohshido.co.jp/
我们的木村樱士堂作为一家老字号店铺，在清水寺前开业已有 130 年有余。抱着这样
一种自豪感，我们认为在与众多京都纪念品商店的竞争环境中，要想吸引顾客，我们致
力于去开发和扩充我们的高端产品线。

株式会社

夢み屋

http://www.yumemiya.co.jp/
梦想商店使用绉织物等制作和销售日本杂货。
梦想商店的政策是设计迎合现代人生活方式，同时又融合日本传统和文化的产品。
这次，想验证下在餐桌上融入轻便日式室内装饰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可能性，前来参展。
我们希望将京都的优质产品传播给更广大的消费者。

株式会社金井工芸鋳造所

http://www.kanai-kogei-chuzosyo.co.jp/

我们公司在公元 1942 年在京都市下京区开业，创造了许多佛，神佛物，建筑装饰五金，工艺品。
作为一个代表性的项目，我们制作了世界遗产平等院凤凰厅的凤凰，越前大佛和青森大佛等大
佛。将京都悠久的金井工艺品的铸造传统技术，以适应现代中国人嗜好对产品设计进行调整，
希望通过本次参展，可以拓宽中国国内市场的销售渠道。

大王テクノス株式会社

https://www.loulou.co.jp

https://www.dawang-technos.co.jp/

我们通过从产品构思到完成的经验，针对中小企业客户就产
品及服务的开发，品牌打造，销路拓宽等多方位角度，将客
户的构想传递给世界各地的买家进行支援活动。

将在本次参展中介绍京都传统工艺品，来自五明金箔以及
MIYYUKI 株式会社带来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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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企业介绍
Nana Plus Corporation

Booth No. 019-20

使用北海道矿石制成的足贴，无需使用洗洁精即能清洗的洗衣球，使用炭制成的厨
房用具，可循环使用的抗菌口罩及化妆品等，展会中将向到场观众及买家介绍云集
日本先进技术的人气产品。

株式会社木神

Booth No. 021-24

在家具和建材上使用“胡桃木”（原产地：美国，加拿大）属于核桃科植物，除了家具和地板之外，也可作为乐
器材料使用。
特征如下：①具有很强的耐冲击性②木肌很漂亮③翘棱少
是一种具有较少加工性和粘合性等特征的木材 , 由于木材本身含有一定的油分，所以很有光泽。
经过人的触摸使用后会变得更有手感，是一种可以享受其经过岁月沉淀而不断变化的上等材料，
因此作为高级家具工艺被众人所熟知。本次展会上，将向大家着重介绍此类家具。

株式会社 Restyle
http://restyle-beauty.com/

Booth No. 029-30

我们公司在经营美容整体沙龙院的同时，还将现场过程中所培养的诀窍为基础企划和开
发了家庭防护商品【美容品、衣类物品、化妆品及保养品】
。本次展会上，我们带来了解
决当下【孩子的钙不足】问题的产品。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公司自行研制开发、坚持使用日本制造的固体钙片补养品可以帮
助孩子健康的成长。

苏州良彩贤暮商贸有限公司
Booth No. 031-32

http://www.al-phax.co.jp/

我们以“健康 = 丰富多彩每一天！”为宗旨，进行独创性的商品策划开发。
本公司坐落于苏州市高新区狮山 CBD 圈内，作为日本良彩贤暮株式会社的独资进出口商贸
公司，2009 年设立以来由日本领导、日语营业人员构筑起与全国的生产厂家一起从事 OEM
生产、贩卖的体制，通过销售各种健康商品、家庭杂货商品使客户得到满足。
本公司产品 100% 由日本母公司开发设计，严格管理生产品质。努力以平易的价格、迅速
的对应实现与客户共同繁荣，从而获得市场好评。



面向中国内销市场提供优质
中日精美礼品&手工艺家居用品的最新销售方案

The 7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Gift & Interior Goods Fair 2018

第14届

●主 题 礼品传递中日友好

in 上海

第7届上海国际礼品家居用品博览会

●会 期

2018年12月17日
（一）～19日
（三）

●会 场

上海世贸商城（shanghai mart)

●主 办

必极耐斯（上海）会展有限公司

参展企业介绍
新井商工会议所
Booth No. 033

http://www.araicci.jp/

有限会社 ATTRACTION
日本的次元文化 comic market 上磨练才艺，切换各种角色，表现漫画艺术世界的新锐插画家。
善于体现温暖而温暖的形象，并温柔地与现代人的思想交谈。

有限会社東京堂 http://www.tokyodo.info/
在日本文化的发信地【东京】修行的点心工匠，将东京的味道与技巧传达给故乡新
泻县妙高市而成立的企业，距今已有６５年历史。
尝过一次后就如同爱不释手一般的【油炸糖馒头】供不应求。该产品使用冲绳产黑糖，
外层松脆，内层舒软的口感可以治愈现代人疲惫的身体。

上海图技贸易有限公司
http://www.signking.com.cn/

Booth No. 035

公司经营已逾十年以上的时间，在业界享有良好声誉。本着“技术带动销售，
服务赢得客户”的经营理念，长期以来，上海图技公司一直致力于把国外的
品牌产品，如 Graphtec ,Roland, Revware，Mimaki 等引进介绍到国内，同时，
也积极推广优秀民族品牌产品到世界各地。为此，公司不仅拥有一支懂技术，
热情诚信的销售队伍，还拥有一支技术精良服务到位的售后服务队伍，让我
们的客户用我们的产品更放心，更舒心。
MIMAKI UV 喷墨打印机采用高精度工业喷头，打印精度高、性能稳定。可
以直接在木材、塑料、玻璃、陶瓷、金属等材料的表面直接打印图像，即打
即干。被广告礼品业、工业面板、家电业等广泛采用。

株式会社 Time World
Booth No. 044-45
http://www.timeworld.jp/
针对中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健康产业需求，作为日本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本次展会
将向中国国内的消费者及买家企业介绍纯正日本制造的氧气胶囊。本产品在日本
国内的大学、美体店、美容院、健身房、高尔夫球场、职业足球队（五人室内足球）、
护理设施等均有可观的销售业绩。
展会期间，将会有本产品的体验活动。请务必前来我们的展位，体验高压氧舱魔
法般的效果！

株式会社宇津木産業
http://utsugi.co.jp/
Booth No. 046
作为企业理念，Utsugi Industry Co.，Ltd。提出了两个词：
“继续企业社会的使命”
，
“抓住市场需求，利用产品开发，创造性的创造力和改进”。
我们成立于 1972 年，40 多年来一直从事美容行业，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更健康
的新生活体验。其中，宇津木马油系列作为我们公司的标牌产品，一直受到来自亚
洲国家消费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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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企业介绍
株式会社三和通商
http://www.sanwatsusyo.co.jp

Booth No. 047-48

我司是一家坐落于日本福冈县的综合进口批发商。
公司从事健康食品、美容品牌化妆品、服装服饰、室内装饰品、日常生活用品等产品的经。另外，我们也承接
OEM 生产的订单以及 PB 产品的制造，如有兴趣，欢迎与我们咨询商谈。

上海罗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Booth No. S-3

上海罗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有文创手工产品的设计研发，系统专业的手工设计课程的培训，以及
品类丰富的手工材料和设备的销售和批发。
上海罗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旗下品牌【罗树工房】不但和国内多家手工制作公司和大专院校进行长期系统的
合作，还和日本高级珠宝定制品牌 SUMIYE CHIYOJI，日本华阳科研株式会社，日本贵石工房 PUCK 以及日本
相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等多家国外公司进行长期的业务合作。利用自身优质的海外和国内资源和渠道，公司致
力于引进海外品牌和专业的手工艺培训课程以及其特有的手工素材和精密设备，开设海外课程咨询对接业务以
及海外大师国内密集课程导入业务。
其中与上海商学院合作的 2018 年度上海市文创结合项目—上海紧缺艺术人才创新工作室之立项项目《中日
新型材料饰品设计开发工作室》中阶段引入的中日新型材料银黏土海外大师营以及银黏土进阶密集课程得到了
良好的社会反响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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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产品评选
[Gift Show in 上海优质产品评选 ]

[豪华礼品等你来拿！
优质产品获奖评选 & 抽奖会 ]

这次参展商的人气产品将会聚集在一起，参加【Gift
Show in 上海优质产品】的评选。日本的热门产品，新
产品，中国的热门产品，不容错过。通过 在这个区域
发现所需的产品后，再转动展位会更有效率。积极参与
热门产品评选投票的到场嘉宾，您将有机会获得展商提
供的精美奖品，欢迎踊跃加入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参加方法
人气商品评选区内通过投票或填写问卷调查的方式，可
获得抽奖机会一次。您将有机会获得参展企业提供的精
美礼品一份。万不可错过！
这次获得一等奖的幸运观众，将获得由参展企业株式会
社木神特别赞助的餐桌套装一套。

展会第 2 天下午 4 点，将在上海世贸商城 1 楼大厅揭晓
本次参展的获奖优质奖品。

微信公众号
Gift Show in 上海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

每届展会的信息，参展商的产品 & 公司信息都将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介绍给
各位。此外，本公司主办的其他展会以及当今日本最新的潮流咨询也将定
期发布，尽请关注。

扫一扫！

详细信息请登录 www.giftshow.cn 查看。

【咨询处】
必极耐斯（上海）会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林·范·宋

〒200336 上海市延安西路 2201 号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605 室
TEL: 021-6236-1078( 代表） FAX: 021-6236-1620
HP: http://www.giftshow.cn E-mail: bgshcn@businessni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