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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福福福福田田田田保税保税保税保税仓库仓库仓库仓库

广州广州广州广州市市市市平田貿易平田貿易平田貿易平田貿易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营业营业营业营业所所所所・・・・仓库仓库仓库仓库））））
中山中山中山中山营业营业营业营业所所所所（ZhongShan Office）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兴中道7号颐和山庄颐景苑7栋204
Tel：0760-8663-4895、8661-2895 FaxX：0760-8888-4895

塘厦塘厦塘厦塘厦营业营业营业营业所所所所（Tangxia Office）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塘龙东路63号美华中心704室
Tel：0769-8277-6275 Fax：0769-8277-6276

福福福福田保税田保税田保税田保税仓库仓库仓库仓库（Futian Warehouse）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保税区桃花路1-3号达升物流4楼

Http:www.hiratagroup.com

平田平田平田平田橡塑五金制品橡塑五金制品橡塑五金制品橡塑五金制品（（（（深圳深圳深圳深圳））））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Hirata Precision Products(H.K.)Co.,Ltd. HEAD OFFICE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沥源安丽街11号企业中心21F9-11号室
Tel：(852)2637-9188  Fax：(852)2647-8385

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深深深深圳圳圳圳））））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Hirata Precision Products(Shenzhen)Co.,Ltd.
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深深深深圳圳圳圳工工工工厂厂厂厂
Hirata Precision Products(H.K.)Co.,Ltd. SHENZHEN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蚝四芙蓉工业区12-15栋
Tel：0755-2747-7141～2 Fax：0755-2747-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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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ata Rubber＆Plastic,Metal Products(Shenzhen)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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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755-2747-7141～2 Fax：0755-2747-8330

广广广广州市州市州市州市平田貿易有限公司平田貿易有限公司平田貿易有限公司平田貿易有限公司
Hirata Trading (Guangzhou) Co., Ltd. HEAD OFFICE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清河东路傍江西村段88号

金海岸花园第二期10幢27号铺

生生生生产产产产据点据点据点据点 营业营业营业营业据点据点据点据点 仓库仓库仓库仓库HEAD OFFICE

平田平田平田平田橡塑五金制品橡塑五金制品橡塑五金制品橡塑五金制品（（（（深深深深圳圳圳圳））））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广广广广州市州市州市州市平田平田平田平田貿易貿易貿易貿易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冲切加工

橡胶加工

圆筒研磨

模具制作

贸易品

树脂成形

机械设备

（日本）1952年9月 平田商店开始（工业用的橡胶制品销售店）
（日本）1973年3月 公司名更改为平田株式会社
1992199219921992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 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成立成立成立成立
（上海）1995年7月 在上海设立现地法人（本公司开始加工）
2000200020002000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深深深深圳圳圳圳工工工工埸埸埸埸设设设设立立立立 【【【【来料加工来料加工来料加工来料加工】】】】冲切冲切冲切冲切加工加工加工加工、、、、圆圆圆圆筒筒筒筒研磨研磨研磨研磨加工加工加工加工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 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深深深深圳圳圳圳））））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设设设设立立立立 【【【【外法独資外法独資外法独資外法独資】】】】（（（（进进进进料料料料加工加工加工加工））））橡橡橡橡胶胶胶胶成形成形成形成形・・・・挤挤挤挤塑塑塑塑、、、、精密精密精密精密模具模具模具模具加工加工加工加工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新新新新桥桥桥桥工工工工場場場場 设设设设立立立立 【【【【来料加工工場来料加工工場来料加工工場来料加工工場和和和和独資工場独資工場独資工場独資工場汇汇汇汇集到一个据点集到一个据点集到一个据点集到一个据点】】】】延床面延床面延床面延床面积积积积：：：：12000M212000M212000M212000M2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 注塑成形注塑成形注塑成形注塑成形设备导设备导设备导设备导入入入入・・・・生産生産生産生産开开开开始始始始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广广广广州市州市州市州市平平平平田田田田贸贸贸贸易易易易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设设设设立立立立 【【【【外法外法外法外法贸贸贸贸易商社易商社易商社易商社】】】】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 平田平田平田平田橡塑五金制品橡塑五金制品橡塑五金制品橡塑五金制品（（（（深深深深圳圳圳圳））））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设设设设立立立立 【【【【外法独外法独外法独外法独资资资资】】】】（（（（中国国内中国国内中国国内中国国内销销销销售售售售））））硅硅硅硅胶胶胶胶加工加工加工加工

公司名公司名公司名公司名
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深深深深圳圳圳圳））））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资资资资本金本金本金本金 ＵＳＤ1.367.000 ＵＳＤ1.170.000

经营产经营产经营产经营产品品品品

●●●●冲切冲切冲切冲切加工品加工品加工品加工品
海藻、PET、PC、PP、PPS、

毛毡、橡胶片、等

●●●●橡橡橡橡胶胶胶胶卷卷卷卷加工品加工品加工品加工品
研磨・塗装

●●●●注塑注塑注塑注塑部部部部品品品品
广泛应用的材料 、工程塑胶、人造胶

●●●●组组组组装部品装部品装部品装部品加工加工加工加工
●●●●贸贸贸贸易易易易品品品品
铝压铸部品、冲压
加工品、印刷标签类等

外外外外法独法独法独法独资资资资（（（（进进进进料料料料加工加工加工加工・・・・中国国内中国国内中国国内中国国内销销销销售售售售））））

ALPS/Canon/EPSON/GLORY/HITACHI/HITACHI-OMRON/KOITO/Konicaminolta/

Kyoceramita/Nintendo/OKI/OLYMPUS/Ricoh/SHARP/TOSHIBA/Panasonic/ 敬称略

来料加工来料加工来料加工来料加工・・・・海外海外海外海外贸贸贸贸易易易易

●●●●橡橡橡橡胶胶胶胶成形成形成形成形品品品品
PU、CR、EPDM、NBR、硅胶、

各种发泡成形

●●●●橡橡橡橡胶胶胶胶挤挤挤挤出出出出加工品加工品加工品加工品
EPDM管、硅管、等

●●●●冲切冲切冲切冲切加工品加工品加工品加工品
海绵、PET、PC、PP、PPS、毛毡、橡胶片、软木片等

●●●●精密精密精密精密模具制模具制模具制模具制作作作作
冲切加工模、橡胶成形模、注塑成形模等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客客客客户户户户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供供供供应应应应商商商商

DIC/INOAC/Nihon-Hatsujo/Nitto-denko/Momentive/Mitsubishi RAYON/

Mistui-Chemical/OKAMOTO/Shinetsu-Chemical/SONY-Chemical/Teraoka/

TORAY/TORAY DowCorning/Tsutsunaka/3M 敬称略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沿革沿革沿革沿革沿革沿革沿革沿革

◆◆◆◆◆◆◆◆销销销销售额售额售额售额销销销销售额售额售额售额 （（（（月平均月平均月平均月平均：：：：（（（（月平均月平均月平均月平均：：：：kHKDkHKDkHKDkHKDkHKDkHKDkHKDkHKD））））））））

从从从从业业业业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销销销销售细目售细目售细目售细目销销销销售细目售细目售细目售细目

４３０名 １０８０名

平田平田平田平田橡塑五金制品橡塑五金制品橡塑五金制品橡塑五金制品（（（（深深深深圳圳圳圳））））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ＵＳＤ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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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ata Hirata Hirata Hirata Hirata Hirata Hirata Hirata 口号口号口号口号口号口号口号口号

I（Idea） E（Ecology） Q（Quality） D（Delivery） C（Cost）
在这些成长中、满足广大客户的各种要求。

OA机器关连部品

光学机器关连部品

车载机器关连部品

金融机器关连部品

游戏机器关连部品

家电机器关连部品

通信机器关连部品

家庭用杂货关连部品



◆◆◆◆◆◆◆◆连贯的连贯的连贯的连贯的连贯的连贯的连贯的连贯的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体制体制体制体制体制体制体制体制

◆橡胶部品

◆冲切部品

◆贸易品

配合 混炼 成形 押出

本公司模具

开缝 碾压 裁断

本公司开发设备

出差检验

材
料
接
收

部
品
加
工

最
终
检
査

驻在员
检査

IQC PQC

品质责任者
判定合否

在加工厂商

连贯的「上等质量的制作」和「最终出货检查」

橡胶部品的重要工程的配合工程导入
了根据PC连动的本公司开发配合系统
的3重核查体制

本公司开发设备 本公司开发设备

加工设备・冶工具・模具在本公司内

本公司制作所有的橡胶部品模具、
从讨论用的试作品到量产,一贯对
应。

本公司制的加工设备，加入了加工技术

在本公司内进行材料的配合讨论～试作・评价～量产模具制作～量产



2次加硫 完成品 评价・分析

机械加工 完成品

出货许可

福田保税区仓库的检査

最终出货前
检査

确保品质。

出货

本公司开发设备

本公司制冶工具

本公司模具

本公司分析

一贯对应。

制作、试作～到量産，一贯对应。

冲切加工的模具也是公司
自己制作，以满足紧急要
求。

在公司内实行各种
物性评价・环境关连
的分析。



模具制作设备

◆◆◆◆◆◆◆◆多种多样的加工设备多种多样的加工设备多种多样的加工设备多种多样的加工设备多种多样的加工设备多种多样的加工设备多种多样的加工设备多种多样的加工设备

橡胶成形设备

冲切加工设备

树脂成形设备

名 称 規 格 台数 厂商 产地

高速CNC 75V １台 DMG 德国

高速CNC 60U １台 DMG 德国

高速CNC α-T14iFb １台 FUNUC 日本

CNC VBZ900B １台 帝马 中国

高精度线切割 Fi440SLP １台 Agie 瑞士

线切割 DK7725 ６台 三光 中国

镜面火花机 AM36L １台 Sodich 日本

火花机 DE-430 ５台 台一 台湾

细孔火花机 DB703 １台 苏州宝玛 中国

CNC车床 LC-15 １台 大连机床 中国

车床 C６１３２A1 ２台 广东机床 中国

大型平面研磨机 M7150X12-GM １台 桂林机床 中国

平面研磨机 旺盤 ２台 中国旺盤精密

工具研磨机 KDM-10C １台 中国昆明机械

圆筒研磨机 MW1420B １台 中国上机磨床

铣床 X6325G ３台 中国南通精机

钻床 H5-32 ２台 中国上海第五机械

平板硫化机 VC-250T ２４台 中国佳鑫电子

名 称 規 格 台数 厂商 产地

平板硫化机 VC-200T ３台 中国佳鑫电子

挤塑成形机 XJPφ75 １台 中国百納

挤塑成形机 XJPφ90 １台 中国百納

名 称 規 格 台数 厂商 产地

连续型冲切机 865B １台 日本坂本造机

连续型冲切机 PAL-500 １台 日本坂本造机

Thomson加工机 30T ３台 台湾

冲压机 45T ５台 中国

冲压机 25T ２台 中国

冲压机 16T ４台 中国

冲压机 8T ６台 中国

自作自动运送装置 45T机用 ３台 中国

名 称 規 格 台数 厂商 产地

电动式成形机 SE75DUZ（PL） １台 日本住友

Ton数

75T

油圧式成形机 SA300/1700 １台 中国海天320T

油圧式成形机 SA200/700 １台 中国海天200T

油圧式成形机 SA120/370 １台 中国海天120T



◆◆◆◆◆◆◆◆致力于环境致力于环境致力于环境致力于环境致力于环境致力于环境致力于环境致力于环境

本公司分析装置

荧光X线分析装置（岛津制作所：EDX-700）

岛津制作GC （作所：GC-2010）

荧光X线分析装置（X线技术研究所：ED-05T）

GCMS （岛津制作所：GCMS-2010）

ISO9001ISO9001ISO9001ISO9001：：：：2000200020002000 认证认证认证认证取得取得取得取得（（（（BSiBSiBSiBSi Management Systems:FM533490/FM533581)Management Systems:FM533490/FM533581)Management Systems:FM533490/FM533581)Management Systems:FM533490/FM533581)

ISOISOISOISO14001140011400114001：：：：2002002002004444 认证认证认证认证取得取得取得取得（（（（BSiBSiBSiBSi Management Systems:EMS521878/EMS533576)Management Systems:EMS521878/EMS533576)Management Systems:EMS521878/EMS533576)Management Systems:EMS521878/EMS533576)

TS16949TS16949TS16949TS16949 认证认证认证认证取得取得取得取得（（（（BSiBSiBSiBSi Management Systems:Management Systems:Management Systems:Management Systems:TS512687TS512687TS512687TS512687////TS539590TS539590TS539590TS539590))))

净化室

C栋2楼500M2设置了净化室
（class10000）、尽力满足广大客户的

要求。



◆◆◆◆◆◆◆◆海外海外海外海外海外海外海外海外生产据点展开生产据点展开生产据点展开生产据点展开生产据点展开生产据点展开生产据点展开生产据点展开

上海(SHANGHAI)苏州(SUZHOU)天津(TIANJIN)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深深深深圳圳圳圳工場工場工場工場

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深深深深圳圳圳圳））））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平田平田平田平田橡塑五金制橡塑五金制橡塑五金制橡塑五金制品品品品（（（（深深深深圳圳圳圳））））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上海上海上海上海））））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苏苏苏苏州州州州))))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平田精密器材（（（（天津天津天津天津))))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越南越南越南越南＞＞＞＞

AtarihAtarihAtarihAtarih Precision (Precision (Precision (Precision (Vietnam)Co.,LtdVietnam)Co.,LtdVietnam)Co.,LtdVietnam)Co.,Ltd....

总公司（大阪）

＜日本＞

东京营业所

京都营业所

大阪营业所

奈良营业所

姫路营业所

平田精密深圳新桥工厂
Hirata precision Products(SZ)

Atarih Presicion(VN)CO.,Ltd.
（HANOI）

平田橡塑五金
沙井工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