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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Business Starts from “E”
A New Tomorrow!
The 3 Es, taken from “Ecology,” “Energy” and “Evolution” summarizes our corporate motto and the drive for creating 
new material. Our new and creative proposals inspired by 3 Es will open doors to the possibilities of truly rich future.

我们把这三句作为企业方针的基点,不断开发新素材,

以E为开端,我们具有独创性的企业方针,将开创多彩而崭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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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贡献于人类和社会为原点,

在追求理想的征途中,永不妥协,

正是这种热情和执著,

成为我们创造生产的原动力.

面向从E开始的新事业

总经理

PRESIDENT.Masashi Mizukami

我公司从创业以来,沿袭包装材料制造商时代的领

先产品的开发,为产业和社会创造了新价值.

支援我们企业活动的力量来自于：公司特有的完整的

生产体制；高要求的质量标准；指导时间的不断缩

短；以及提供能满足客户多方面需求的产品开发力.

为了灵活对应原材料环境的变化,我们将企业活动

扩展到海外.积极推进增强竞争力的低成本战略.

2000年于印度尼西亚,2008年于中国上海的两个

工厂的设立,实现了以亚洲据点为中心的国际化素

材的提供.

目前位于中国上海的工厂,从原材料调配,素材生产,

到品质管理,实现了生产流程一体化,在品质方面,赢

得了高度的信赖及评价.

除此之外,我们还不断与海外素材制造商及协作商

合作.提高包括原材料调配在内的产品竞争力.无时

无刻不在考虑如何更好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今后我们还将着眼于多种商业领域,以亚洲为首,加

快海外战略的步伐,提出切实并有价值的发展方案.

今后,我们一如继往,我们积极向前,我们步履如飞.

Onomichi
Osaka

Gifi
Hokuriku

Oyama

Shanghai

Indonesia

Chiba

Communication Network

「热情」

「创意」

nergyE
volutionE

「诚意」

cologyE

打破传统,面向未来,

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不断追求并提高企业自身特有的技术价值.

用心于人与环境的保护,紧随时代潮流.

在满足客户多方面需求的同时,

致力于具有环保意识,

与下一代息息相关的资材的开发.



3 4

▲

▲

▲▲

▲

▲
▲

▲
▲

▲
▲

▲

可订做的品种丰富的产品
在产品包装资材方面,我们取得了众多成果,

我们还将把这些技术和经验用于广阔的市场领域，以便获得更多的新成果.

世界首创的专利产品,用复膜嵌线制成的防潮纸,包装机器用的镀铝膜材,

保护商品使用的缓冲材料等商业用包装资材,在品质和水准方面,都在不

断进步.例如,建筑材料中的缓冲隔离材,液晶电视,冰箱等家电的零件包装

材,用于手提包及食品配送的商品中的特殊纸张等,可提供具有丰富独创

性等各类素材.尽可能提供满足您多方面需求的订做商品.

将多样的包装资材活用于产品生产,
不断开发具有独创性的新素材

生产流程
原紙

检查

印刷

制造

加工

（纸管）

淋膜 检查切割设置

粘合成型 保管检查干燥

发货

Custom Products
Our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industrial wrapping material 
has given us  superior expertiseand know-how, allowing us to expand into new market segments. 
We will make new achievements.

在楼顶,屋顶,墙壁等施工时,作为防水工程中基础
材料而被使用.通常为纸状或布状,施工方便,具有
良好的防水性.

防水布

广泛用于钢铁制品,
例:线材,薄板的芯
管,对产品的变形,
划伤,碰撞等防止起
到了有限的作用.并
且分切后可以应对
各种尺寸.

纸管

以透明编织品为基础材料,与薄膜复合而成.
由于重量极轻,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具有优良
的施工性.

透明编织布

在钢铁,纤维,以及其他包装方面被广泛使用.特别适合包装较硬的对象.
操作容易,外形美观.

皱纹纸

在钢铁,纤维,以及其他包装方面被广泛使用.具有较强的柔韧性,
不仅操作简单,而且具有防水,防潮,防污的效果.

PE复膜牛皮纸

世界首创专利产品.以超群的耐油,耐
水性著称,具有较好的强度.可对应宽
幅包装,是一种高品质的特殊包装纸.

复膜嵌线纸

最适用于装修工程的基础工作.不仅
能使墙,地板等防污,而且具有超群的
防水性.

复膜压纹纸

作为出口包装用的 而被开发的商品.用于多种工业
制品的出口包装.

铝箔复合膜

由于使用的是气化性的防锈剂,而不使防锈油,
所以实现了优良且长期的防锈效果.使商品的防锈
包装简单化,并且开封后可以马上使用.最为适合
精密仪器,精密零件的包装.

VCI防锈

以中性纸等由PH
管理等资材为首,
提供丰富的制品.
作为缓冲材料和商
品保护材料,夹在
商品与商品之间,
可以防锈,防划伤.

工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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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Communication
Our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industrial wrapping material has given us  superior expertiseand know-how, 
allowing us to expand into new market segments. We will make new achievements.

铝箔复合膜
作为镀铝复合膜,镀铝复合
膜 透明复合膜等出口包装
用的铝箔复合膜而开发的
商品,具有优良的防潮,防水,
防锈性能.用于全国各地
的高品质工业制品的出口 
包装.

防潮纸
优良的耐油,耐水性在世界
上获得好评.以专利产品复
膜嵌线纸为主,还备有PE复
膜牛皮纸,PE复膜编织布,
浸蜡紙,特殊多层加工纸,
塗布纸等丰富的产品.

自制特殊涂布纸
开发适用于各种商品的新颖包装.作
为多样化商品的零部件素材,为家电,
食品,汽车等领域,提供特殊涂布纸.

特殊涂布纸
在钢铁,纤维,以及其他包装方面被广泛使用.
以皱纹纸为代表.特别适合包装较硬的对象.操
作容易,外形美观.此外还具有优良的紧密性,
作为各种形状的制品的缓冲材料也极为适合.

建材,住宅,
农业用材料
复膜压纹纸和嵌线内层用
纸等多用于住宅装修工程
的基础和农业作业中,操作
简单,具有良好的防水性,
保湿性及断热性,被广泛的
用于建材用品中.

按市场的需求提供丰富多彩的包装材料

防锈纸
NKVCI是一种气化性防锈
纸,纸中含有的防锈剂通过
缓慢的气化可以深入到机
器内部,这是防锈油所不能
做到的.最为适合精密仪器,
精密零件的包装.

装饰纸
以中性纸等由PH管理等资
材为首,提供丰富的制品.
作为缓冲材料和商品保护
材料,夹在商品与商品之间,
可以防锈,防划伤,起到保护
商品的作用.

纸管
广泛用于钢铁制品,例:线
材,薄板的芯管,对产品的
变形,划伤,碰撞等防止起
到了有限的作用.并且分切
后可以应对各种尺寸.



Internalized Start-to-Finish Production
From procurement of paper material, processing, printing, sewing, inspection to quality control 
and the shipping of finished products, we have established a complete in-house production system.

7 8

全球温暖化正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为了解决此问题,全世界联合制定的≪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
16日正式生效.从2008年开始,已经进入了第一个量化的限制和减
少排放的承诺期.
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日本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气体的数量,要比
1990年减少6%.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举行了[团队 -6%]的国民活动.
E-PACK也参加了此项活动,致力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削减活动.

发挥独创性技术

淋膜部门
以世界首创的专利产品复膜嵌线纸为首,生产具有独
创性的复合加工素材.其中,不仅包括适用于钢铁,纤维
等的产品,更有缓冲及建筑素材的基础材料等.使用范
围极为广泛.

运用最先进设备和独创经验

缝制 加工部门
对应包装方法及包装物形状来缝制,加工素材的部门.
一方面利用通过电脑操作的高新技术设备,提高加工
精度,另一方面积极开发具有独创性的缝制,加工手法.

受到高度评价的生产

纸管制造部门
生产用于钢铁制品的芯管,装饰,配送包装等的纸管
制造部门.在满足轻化,高强度化等需求的同时,还从
多角度不断尝试实现具有高性能,高附加价值的?

致力于环保产品的开发

技术研究部门
复合材料的技术研究,应用软件领域的开发,地球环境
的对应等,是担负下一代等产品生产部门.对产品分类,
无废弃物的生产,能再利用的包装资材的生产,将再生
纸有效利用于包装产品等,我们正在加大力度着手于
减少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包装材料等开发.

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

印刷部门
负 责 印 刷 包 装 材 料 的 部 门 . 以 能 印 刷 最 大 尺 寸
3000m/m布料的机器为首,备有完善的设备.推进业
界为数极少的包装资材的总体规划.在设计,交货期
及成本方面,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イーパック」

本公司制定的完整生产体系
从原紙 的调配,加工,印刷,缝制,到严格的品质管理,

再到发货的所有流程都由本公司自行完成.

正是因为引进了以淋膜機为首的等一系列业界中首屈一指的

生产设备,才实现了低成本,交货期短,送货迅速,以及运输成本

效率化.优秀的生产人员对生产管理认真负责,彻底执行的品质

管理,以期万全.此外,对客户的各种需求和建议,我们立即反馈

到生产现场.正是这样的生产体系,才实现了如此迅速而有效的

对应.

通过完整的生产体系 实现高品质的安定供给



Communication Network
All our bases of operations have both sales and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in an effort to better 
meet customer requests.

Head Office & Osaka Factory Onomichi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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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所在地的大阪工厂,

负责从包装材料的企划,提案,到生产,配送的全部流程.

是E-PACK的枢纽.

引进最先进的设备系统,

设立了能够对应以塗布机为首的复合加工素材及纸管等包

装材料等制造,加工,缝制,印刷的体制.

在产品的品质管理方面,

对每一个工程都实施反复而细致的检查.

致力于高技术与品质管理相结合的生产.

创造,积累了丰富的技术成果,
是E-PACK的枢纽所在.

尾道工厂

尾道工厂负责包括西日本市场在内的生产中枢.

以4000mm宽的淋膜机为首,备有业内屈指可数的高新设备.

在E-PACK日本的六家工厂中,生产力位居首位.

并且,设置了彻底执行防尘对策的无尘室,

进一步推进了与时代同步的品质管理.

西日本地区生产据点.
拥有最先进的设备体系,以超群的生产力著称.

总公司 大阪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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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ba Factory Other Factories

歧阜工厂

小山工厂

北陆工厂

位于东日本地区.
运输以彻底完善的品质管理为基础的放心包装材料. E-PACK在歧阜,小山,北陆也设置了生产据点.

公司的完整体制,使得从加工,缝制到印刷都可在公司内完成.

为了配合全国主要生产地而设立的这些地方生产据点,以深入与地区客户的交流,

提出研究课题,更为细致的对应客户需求为目标.

同时,负责减少配送成本及时间的生产,处理加急订制的产品等.

在「让客户满意」的体制下,致力于为全国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用真诚交流,与当地客户携手前行.

千叶工厂 歧阜工厂,小山工厂,北陆工厂

Gifu Factory
Oyama Factory

Hokuriku Factory

千叶工厂是负责东日本市场的中心生产地.

备有3000mm宽的淋膜机,塗布机,印刷机等最先进等设备体系.

能够完成从加工,缝制,到印刷等全过程.

具备对应包装资材的各种需求的体制.

在进行设有独创检查基准的品质管理的同时,

负责从资材提案到配送的综合策划.

正是因为这种完善的体制才实现了我们高品质,高效率的产品供给.



「イーパック」

清凉商务 
温暖商务的实施

将室内温度设定为节能形式
＜夏季 6～9月:28℃＞
＜冬季 12～3月:20℃＞

夏季:办公室内可不佩戴领带

节电的执行

白天关灯
不使用场所的关灯

勤关灯
夜间停止供茶机的使用

春,秋,冬季多开窗,不使用空调

节水的执行

勤节水
安装节水转头 ,节水器具

在女卫生间安装模拟流水声装置

复印

公司内使用的基本为一面已使用过的用纸的背面

环保驾驶的实践

发动机转动数控制在2000RPM以下
消除空转

保持车胎中的适量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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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占地面积7725平方米,

使用面积5245平方米的办公楼和两座面积为1800平方米的工厂.

厂址位于上海运输港宝山区,

这里也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的所在地.

来往机场及上海市中心的交通极为方便.

上海分公司着眼于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

不断推进商品的企划,开发和销售.

开发先进技术,通过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积极推进企业活动.

E-Pack Shanghai Co.,Ltd

放眼于国际市场作为企业战略的一环,

本公司在印度尼西亚设立了生产工厂,

在获取国际化提案及信息交流的同时,推进生产资本的合理化.

此外,通过深入当地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经营方式,

促进了印度尼西亚的产业振兴与雇佣活力化.

为了能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包装业从而提出更有意义的提案,

今后,我们将放眼世界,不断开发新产品.

着眼于国际市场,通过海外生产战略,
实现产业扩大.

PT.E-Pack Indonesia

PT.E-Pack     
Indonesia

E-Pack 
Shanghai Co.,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