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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PO 2012 TOKYO

邀展對象 廢棄物·資源回收·建築物解體再生利用 ／ 蒐集·搬運·輸送 ／ 熱能 ／ 水·土壤·大氣·環境改善 ／ 
生物質燃料·機械·設備·技術·資材 ／ 電腦軟體系統·檢驗·分析·解決方案 ／ 環保研究 ／ 綠色產品

■廢棄物處理 ■資源再生

■ 建築物解體再生利用 ■ 水・土壤・大氣

■作業環境改善 ■生物質

■綠色產品 ■大學・研究機構

亞洲最大環保展!

東京Big Sight 
月　　日(二)至　　日(五)環保展

［邀展對象］可再生能源·節能·環境綠化·減碳系統·環保綠色住宅·防地球溫暖化建材

守護地球!以「實現低碳社會」為目標向全世界傳遞訊息!!同時舉辦

地球溫暖化防止展

展開環保業務



〈展会简介〉

从废弃物和资源的回收再生利用、水、土壤环境到 IT、软件等涵盖所有环境领域的“N-EXPO 

TOKYO”正迎来第 21 届展。本展是于 1992 年 , 作为“废弃物处理展”初次举办 , 从 2000 年起 ,

改名为“NEW 环保展”。尽管前届展正处东日本大震灾发生两个月之后 , 但仍得以顺利举办。在此 ,

对于历年各参展商以及各有关单位 , 由衷表达感谢之意。

回顾初次举办至去年 , 在废弃物领域中已发生了废弃物的适当处理、资源回收再生利用的推进、进而

资源循环型社会的创造等的时代变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逐渐表面化的地球温暖化问题 , 在今天已

成为不仅影响世界环境而且影响世界经济的重大课题 , 从全球视角看环境问题的时代已经到来。更由

于 3 月份的东日本大震灾所引起的甚大地震、海啸的灾害以及原子能发电站的事故 , 我们正面临支援

复兴以及通过节能、新能源等的节电这一环境对策的新局面。在国内外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急剧的情况

下 , 本展作为整个环境领域一大信息发布的平台 , 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作为环保展的姐妹展 , 本届展会还将同时举办“地球温暖化防止展”。为进一步提高环保技术和服务、

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NEW 环保展”将作为探讨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信息、交流以及商务洽谈的

平台 , 从而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

在此 , 诚挚地邀请各位 , 踊跃参展。

2011 年 7 月吉日

株式会社日报 IB

The scene of N-EXPO 2011 TOKYO



〈展会概要〉

名　　称：2012NEW 环保展（N-EXPO 2012 TOKYO）

主　　题：环保商务的展开

目　　的： 这是企业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时代 , 也是企业重视“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时代。不能顺

应时代潮流的企业 , 将难以存续。建立可持续的、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环保社会 , 诸如如何

解决环境污染和全球温暖化的问题 , 都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如何有效利用资源

以及充分利用各种新能源 , 是环境保护的最重要部分。因此 , 本展的目的就在于 , 藉由展

示和提供可以解决各种环保问题的技术、服务和相关的资讯 , 启发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思考 ,

从而达到国民生活的稳定和环保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主办单位：株式会社日报 IB

出版发行刊物：周刊《循环经济新闻》／月刊《废弃物》／隔月刊《E-Contecture》／隔月刊《地球温暖化》

承办单位：日报 EVENT 株式会社

支持单位： 环境省、経済产业省、国土交通省、农林水产省、文部科学省、东京都、日本商工会议所、

东京商工会议所、一般社団法人废弃物资源循环学会、驻日德国商工会议所

赞助单位： 日本铝罐回收协会、一般社団法人 Eco Stage 协会、聚氯乙烯工业·环境协会、财团法人

家电制品协会、玻璃瓶回收促进协议会、社团法人环境生活文化机构、财团法人清洁日本

中心、建设副产物回收宣传推进会议、社团法人国土緑化推进机构、社团法人产业环境管

理协会、财团法人产业废弃物处理事业振兴财団、NPO 法人创造持续社会活力网络、社

团法人住宅生产団体连合会、社团法人食品容器环境美化协会、财团法人新能源财団、独

立行政法人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钢罐回收协会、社团法人全国解体工事业団

体连合会、全国环境整备事业协同组合连合会、公益社团法人全国产业废弃物连合会、全

国食品回收登录再生利用事业者事务连络会、社团法人全国都市清扫会议、NPO 法人全

国木材资源回收协会连合会、NPO 法人全日本自动车回收事业连合、财团法人地球环境

产业技术研究机构、社团法人东京产业废弃物协会、社团法人土壌环境中心、NPO 法人

生垃圾回收全国网络、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煤气协会、社团法人日本环境卫生施设工业会、

财团法人日本环境卫生中心、财团法人日本环境协会、日本环境保全协会、社团法人日本

建材·住宅设备产业协会、社团法人日本建设机械工业会、社团法人日本建设业団体连合

会、日本小形风力発电协会、日本再生资源事业协同组合连合会、社团法人日本产业机械

工业会、财团法人日本产业废弃物处理振兴中心、财团法人日本生态系协会、社团法人日

本铁回收工业会、社团法人日本废弃物咨询协会、一般社団法人日本风力发电协会、社团

法人日本有机资源协会、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容器包装回收协会、废弃物教育中心、财团法

人废弃物研究财団、社团法人塑料处理促进协会、塑料瓶回收推进协议会、有害·医疗废

弃物研究会

会　　期：2012 年 5 月 22 日（周二）〜 25 日（周五）共 4 天

时　　间：10:00 〜 17:00　※25 日为 16:00 为止

会　　场：东京国际展示场（东展示栋及室外会场）

　　　　　东京都江东区有明 3-10-1　TEL：03-5530-1111　FAX：03-5530-1222



规　　模：室内 2000 标摊（1 标摊 3m×3m）、室外 300 标摊（1 标摊 3m×3m）

展 位 费：室内光地：367,500 日元／ 9 ㎡（团体参展 315,000 日元／ 9 ㎡）

注：90 ㎡以上为 311,850 日元／ 9 ㎡

室外光地：26,250 日元／㎡（9 ㎡〜）

同期展会：2012 地球温暖化防止展

观众动员：20 万人（包括地球温暖化防止展）

门　　票：1,000 日元

同期活动：纪念演讲会、研讨会

〈2012NEW 环保展的主要参展对象〉

资源回收再生利用、废弃物处理、建筑物解体再生利用

◆废弃物、资源回收再生利用、建筑物解体再生利用

有机废弃物处理、资源回收设备、前处理·中间处理设备、破碎·粉碎·破袋·造粒相关、裁断·切

断·剥线·搅拌相关、选别·分离相关、减容、压缩·捆包相关、建筑废弃物回收相关、配件、解

体机、电流断路器、刀具、碎纸机、成型机、破碎机、造型机、打包机、破坏机、油压刀具、切削

刀、搅拌机、色·素材·比重筛选设备、磁选机、分离机、剥离机、金属分离设备、滚筒筛、最终

处理场相关、医疗废弃物、有害废弃物、咨询等

◆收集、搬运、输送

收集搬运车辆、升降机、输送带、货盘、输送机、集装箱柜收集容器、物流系统、废弃物运输系统、

移动式回收车辆、垃圾袋、分类回收容器、医疗废弃物处理容器等

◆热能

废弃物焚化热能利用相关技术·焚化、溶融、气化、热分解设备、炭化·干燥·锅炉、火炉、焚化

炉、油化·燃料化、烧成·旋转式烧成炉、废气排放·燃烧器·喷嘴、燃料固态化、冷却·尘雾净

化·凝集固化、废热利用、废气处理等

水、土壌、大気、环境改善

◆水

用水处理·废水处理·污泥处理技术及设备、凝集剂·吸着剂·水处理药品等药剂相关、膜·过滤

技术、超纯水制水设备、净水器、整水器、海水淡化技术及设备等

◆土壌

土壤·地下水污染调查及咨询、净化和处理系统、净化技术及设备、净化剂、软件、检测·分析·检

验仪器、土壤调查相关仪器、安全防护用品、风险管理·评估、信息等

◆大气、环境改善相关

二恶因及石绵相关、粉尘·噪音·振动改善、集尘·废气处理、吸尘器·扫地机、除臭·消臭设备、

作业安全防护用具、保护服·防护衣、冷风机·喷雾器、各种吸着剂、吸收剂、喷雾冷却系统、袋

式过滤器、洗净集尘机·洗净机、滤网、有机溶剂处理技术、工业废弃物·有害物质·作业环境相

关检定分析、噪音管制法规·振动管制法规·臭味防止法有关的检测分析等。



生物质燃料

◆生物燃料

生物质酒精、生物狄塞尔（BDF）、航空用生物质燃料、木质燃料、生物质燃料、碳化燃料、利用

生物质技术、添加剂、发酵促进剂、海外·日本国内生物质能源事业（棕榈树、痲风树等）、各种

大规模种植信息、清洁发展机制咨询、农业商务咨询。

◆机械、设备、技术、资材

生物质酒精制造机械、BDF 制造机械、航空用生物质燃料制造机械、堆肥制造机械、肥料制造机械、

饲料制造机械、生物质焦制造机械、生物质能发电机械、生物质能锅炉、燃木火炉、生物质能干燥

机、生垃圾处理机、微生物资材、使用生物质燃料的泵·槽·管、输送配送技术、其它相关技术和

设备等。

绿色支援

◆软件系统

环境管理系统、废弃物管理系统、信息处理、废弃物申报管理系统、垃圾计量系统、物流管理系统、

环保搜索网站、位置感应系统等。

◆检验、分析、解决方案

卡车秤、叉车秤、车辆重量计系统、取得认证支援相关、环保咨询及解决方案、非法丢弃监视器、

ISO 认证机关·取得 ISO 认证支援、工业废弃物·有害物质·作业环境相关测定分析、噪音管制法·振

动管制法·臭味防止法相关测定分析等。

◆环保研究

大学·研究机关的环保学术研究、县市町政府·行政机关和团体的环保活动、企业的环保措施、社

会环保活动、植树活动、清除垃圾活动、海外大使馆环保活动、海外环境展的推广、提升环保意识

活动、环保教育等。

◆绿色产品

环保商品、环保包材·资材、有机棉、资源回收再制品、环保袋等

◆生物塑料 & 环保包装专区

生物塑料相关产品、生物塑料·生物可分解塑料·环保新素材、无水印刷·环保印刷机械和材料、

各种环保塑膜及涂塑包装袋、塑料容器（瓶、托盘）、纸制容器·包材、各种纸浆模塑容器·各种

缓冲材、木制容器、环保捆带·绳·胶带、环保标签、环保货盘、环保薄膜、瓦楞货盘、各种可回

收容器·集装箱、废纸塑料混合树脂及薄膜容器、无溶剂接着剂·黏着剂、塑料瓦楞板·微瓦楞纸

板、蜂巢瓦楞纸板、环保卫生机械及材料·检验系统、包装相关机械等。



〈2012 地球温暖化防止展的主要参展对象〉

◆可再生能源

太阳光发电系统、太阳能电池板、太阳热能、风力、水力、地热利用系统、地中热利用系统、生物

质燃料（生物质柴油·生物质乙醇）、燃料电池系统、小水力、雨水、中水利用系统等。

◆环保节能

LED 照明、LED 节能机器设备、能源管理系统、热泵式热源设备、节能机器·产品、办公室用节能设备、

省电空调设备·机器、节能型大楼·工厂管理系统、减少耗电系统、改善燃料效率系统、自来水控

管·调整减少耗水系统、省水便器、热水炉、温差调控节能、减低环境负荷系统等。

◆环境绿化

屋顶绿化、墙面绿化、室内绿化、屋顶农场系统、停车场绿化、土壤绿化、防止沙漠化技术、间伐

材产品、铺设工法·资材等。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绿色环保办公室相关系统、碳排放量·碳排减量计算系统、碳排放权交易支援服务系统、运输系统、

间伐材有效利用系统、电力交易支援服务、碳排咨询管理系统、碳补偿、绿色电力照明等。

◆环保绿色住宅、防地球暖化建材

绿色住宅、环保建材相关机器、隔热涂料、断热涂料、隔热薄膜、绿色环保玻璃、环保壁纸、绿色

环保建材、绿色住宅用相关机器、环保模拟系统等。

〈广告宣传〉

展会信息预定由以下方式进行宣传。

海　　报： 支持·赞助单位、展商、各地方政府、废弃物垃圾处理中心、保健所、商工会议所、大

学、研究机构及其它事业机构

报刊广告：日经产业新闻、循环经济新闻、包装时代等

杂志广告：月刊废弃物、E-Contecture、地球温暖化、食品包装、Corton Box 等

交通广告： JR 首都圈全线、京滨东北线、根岸线、埼京线 ( 包括临海线 )、中央快速线、小田原线、

京王线、西武线、东武东上线、海鸥线

网络宣传：雅虎 Yahoo、谷歌 Google

媒体宣传：中央省厅记者会、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专业杂志报纸

招 待 券：由本展事务局及各展商发送（70 万张）



The scene of N-EXPO 2011 TOKYO



N-EXPO 2012 TOKYO
The 21th New Environmental Exposition 2012 Tokyo

"Deployment & Expansion of Environmental Business"

联系方式

新环保展中国担当事务局
New Environment Exposition
日本东京都町田市鹤间182-9   邮编：194-0004
182-9 Tsuruma, Machidashi, Tokyo 194-0004 Japan

主辦單位/企劃/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