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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碧欧蓝（北京）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7496 Wellington Road 34, R.R.#3 Guelph, Ontario N1H 6H9 Canada
   北京朝阳区建国路89号1503房
网址：www.biorem.biz

裴心如
总经理
电话：+86 10 6530-5080
   +1 519 767-9100
电邮：npei@biorem.biz

公司简介

BIOREM的多种产品和技术可为用户提供全面的空气污染解决方案。无论是市政污
水处理厂的臭气处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处理，还是农业畜牧业以及固体废
弃物处理系统产生的沼气所需脱硫处理，BIOREM均可满足用户的需要。迄今为
止，我们在全球已拥有超过800个成功案例，涉及的工业包括食品加工、油脂熬
炼、油漆、以及石化等。

BIOREM的产品：
生物过滤系统 – BIOREM可提供系列生物过滤系统，并根据用户具体情况设计施
工。该系统对臭气、硫化氢、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有害气体污染物HAPs均可实现
高效处理。我们的生物过滤系统采用专利无机滤料BIOSORBENS®和XLD™。用户可
享有10年滤料质保。

生物滴滤系统 – 主要针对高浓度硫化氢和其它易溶于水的恶臭污染物进行有效的
处理。

两级处理系统 – 第一级生物滴滤系统去除高浓度硫化氢，第二级生物过滤系统则
去除较难降解的有机硫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

甲烷（沼气）脱硫系统 – 通过去除沼气中的杂质和污染物提高其能源利用率，并
显着降低发电机及沼气锅炉等设备的运行维护成本。生物脱硫系统与通常采用的
化学脱硫系统相比，运行效果稳定，操作简便易行，且避免了使用化学药品及其
他消耗品所产生的运行成本。

合作及业务开发目标

 •  在中国寻找市场开发机遇和污水处理行业潜在的客户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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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BLIXITT INC.
（污水处理，清除有毒气体，清除藻类，化粪池处理）
地址：8 Research Road, Brampton, Ontario, L6W 1P5
网址：www.blixitt.com

马克
总裁
电话：+1 905 451-6552 分机 300
电邮：marcusp@blixitt.com

杨国宝
总经理
手机（香港）：+852 9777-4280
手机（中国）：+86 138-1787-5986
电邮：rolandy@blixitt.com

公司简介

Blixitt是加拿大污水处理产品的研发生产公司。我们的技术和解决方案是商业上的
成熟技术，使用符合环保要求的方式专门处理有机污染的污水，在污染源头处理
后的污水便可以安全地排放到下游的废水处理厂甚或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

最受欢迎的Blixitt解决方案包括清除硫化氢的臭气，降低水中的BOD/COD含量和从
池塘或湖泊中缓解海藻的绽放。

在2013年，Blixitt推出了化粪池和流动厕所产品系列到零售市场，通过与加拿大一
家超过一千家分店的Home Hardware零售商合作，把Blixitt产品推广到更大的消费
市场。

合作及业务开发目标

Blixitt希望能接触到的是服务和解决方案的供货商，目前重点处理有机的水污染和
相关联的问题如臭气。他们针对的市场包括餐饮业的排污如隔油池处理、油污处
理、生活污水处理、化粪池处理等。

我们感兴趣会面的本地公司是一些在寻找解决办法对付硫化氢等有毒气体和/或治
理有机污染的污水内的COD/BOD和油污问题。此外，我们希望寻找可能有兴趣代
理或分销Blxiitt产品的当地公司，产品系列包括化粪池和流动厕所产品或将它们分
销到当地的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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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加拿大洁能科技公司
地址：Suite 207 - 18 Crown Steel Drive Markham, Ontario L3R 9X8 Canada
网址：www.CanadaCTC.ca

汤友志 博士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电话：+1 416 846-9770
电邮：info@CanadaCTC.ca

公司简介

成立于2009年的加拿大洁能科技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的项目开发、融资和管理公
司，专注于清洁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以及它们在绿色建筑、生态社区以及智能
城市的应用。我们的团队由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和科学、工程、建筑和融资方面
的专业人士组成。洁能科技在南京已经完成了两个低碳技术示范项目，并在江门
市开发生态社区。洁能科技在广东和浙江（宁波）设有项目办公室，并在中国其
他城市参与了生态社区和智能城市的规划和设计。CCTC已经与一家中国的投资基
金达成协议，成立合资公司，寻求在中国的项目。

合作及业务开发目标

寻找授权制造合作伙伴
 •  确定生态社区和智能城市在规划、设计和共同发展方面的合资伙伴，以及加拿

大低碳技术的商业化
 •  确定或促成研发合作
 •  确定投资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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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CANDEX 有限公司
地址：4841 Yonge Street SCPO 43130,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2N 2Y7
网址：www.candex.on.ca

John Urban
项目经理 - 亚洲
电话：+1 416 223-2028
   +886 918 913-711
电邮：candexport@hotmail.com

公司简介

CANDEX有限公司是高品质加拿大产品的整合商和出口商。该公司通过与加拿大制
造企业和分销商达成独家协议以及/或者战略联盟关系营销加拿大产品和技术。具
体产品在主要的海外产业交易会、展厅以及通过产业协会和分销网络推展。

CANDEX公司目前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发展分销网络。该公司向世界各地出口以下产
品：建筑产品 （屋顶材料和工程建筑产品）、建筑设备、220V电器、以及加拿大
木产品和台湾制太阳能逆变器产品。

CANDEX公司在台北的代理人是其营销和采购合作伙伴 - Trade Sense有限公司。
Trade Sense公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那些来自加拿大的公司代理在台湾的业
务，并在台北为其设立办事处！该公司还提供内容营销、客户关系管理和采购服
务。

合作及业务开发目标

CANDEX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分销商与供应商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我们希望会见对我们安省及加拿大制造的建材产品和技术有兴趣的潜在分销
商。此外，我们也有兴趣了解物流和海关问题，并寻求与台湾转运商和海关代理
公司联系，协调货运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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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雷普瑞有限公司
地址：10 Alden Road, Markham, Ontario, Canada L3R 2S1
网址：www.napier-reid.com

李国湘
副总裁
电话：+1 905 475-1545 分机 240
电邮：frankli@napier-reid.com  

公司简介

雷普瑞有限公司是加拿大一家专业从事水和废水处理系统工程设计、产品生产与
系统集成的公司，在用户定制设计市场占有领先地位。自1950年成立以来，雷普
瑞在加拿大和全世界各地已经完成了超过3000个的水和废水处理项目。我们活跃
在市政和工业市场。我们的能力包括专业的工程设计，制造，安装和现场支持。
我们拥有敬业而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可提供全面的工艺，机械和控制系统的设
计。作为制造商，我们的设计注重成本效益和可靠的解决方案，安装简便，易于
维护。

雷普瑞有限公司具有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不像大多数我们的竞争对
手，雷普瑞的处理工艺和设备产品涵盖面广，使我们能够为广大客户提供最佳的
水和废水处理解决方案。

合作及业务开发目标

 •  我们希望与那些对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有兴趣的潜在客户会面，也希望与那些
能和我们携手合作，开发创新产品，开拓新市场的潜在商业合作伙伴会面。

 •  我们的另一个目标是在台湾或中国大陆地区发展潜在的，能够为本地项目提
供定制产品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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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OPENAIRE公司
地址：2360B Cornwall Road Oakville, Ontario L6J7T9 Canada
网址：www.openaire.com

Mark Albertine
总裁
电话：+1 416 984-4386
电邮：mark@openaire.com

公司简介

OpenAire是世界一流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可伸缩屋顶和天窗的公司。公司创立于
1989年，其使命是为客户定制可以开启的建筑物。OpenAire项目使用全铝断热结
构（all-aluminum thermally broken frame）提供巨大的悬跨（large free spans）。
标准的电动伸缩屋顶可以开启整个屋顶面积的50%，为客户定制设计的屋顶则可
以100%开启。OpenAire建筑具有许多创新性技术带来的功能，其主体结构免维
修，并能减少除湿能源成本。从最初的设计到安装，OpenAire的设计专家与开发
商、业主、建筑师和工程师合作，使独特的建筑梦想成为现实。公司设在加拿大
安大略省奥克维尔市，目前已完成超过500个项目，遍及美国、加拿大、欧洲、俄
罗斯和中东。

合作及业务开发目标

 •  寻求业务代表、经销商或贸易伙伴
 •  与潜在客户会面
 •  找授权制造合作伙伴或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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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POWERSMITHS国际
地址：10 Devon Road Brampton, Ontario Canada, L6T 5B5
网址：www.Powersmiths.com

Cyril Eldridge
总裁，CEO
电话：+1 416 951-1010
电邮：Cyril@powersmiths.com

公司简介

Powersmiths国际公司设计、制造和销售品质一流的产品和系统，以协助组织更好
地管理其建设资源的利用  ，降低成本。产品平台包括电子仪表、传感器和通信技
术、用于宣传和教育、测量和核查建筑子系统和计算碳足迹的全面基于云技术的
可持续性管理平台；用于信息技术中心等关键任务环境的业界领先的高效低电压
能源变压器和集成配电系统。我们的目标市场机构往往愿意购买最佳整体生命周
期的产品和系统，或者使其建筑获得LEED认证。我们既参与大型建筑的改造，也
参与绿色新建筑的建设。我们的客户包括北美最大的公司企业、卫生保健设施、
教育机构和市政当局。

合作及业务开发目标

 •  有意在华寻求实力雄厚的分销合作伙伴，在中国市场树立强大的市场地位。
 •  希望与本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中国企业可以提供辅助性的产品和技术，以便我

们在北美的客户群进行推广。
 •  寻求在大中国市场加工制造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