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3月 12日 
 

即将于京阪神的车站内提供随身行李寄存“ecbo cloak”！  

～提前预约，推进空手观光～ 
 

西日本旅客铁道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JR 西日本 Marunix 

株 式 会 社 日 本 旅 行 

e c b o 株 式 会 社 

 

西日本旅客铁道株式会社（大阪市北区、总经理 来岛达夫）与负责运营随身行李临时寄存共享服务 

“ecbo cloak”的 ecbo 株式会社（东京都涩谷区、总经理 工藤慎一）根据 2018 年 1 月签订的业务合作协

议，将于 2018年 3 月 19日起，开始在株式会社 JR西日本 Marunix（大阪市淀川区、总经理 石本 修）所运

营的行李寄存处“Crosta”（京都站、新大阪站、关西机场站）、及株式会社日本旅行（东京都中央区、总

经理 堀坂 明弘）的 7 家店铺（金泽、京都、大阪、冈山、广岛地区）提供服务，特此通知。今后，将以西

日本地区为中心逐渐扩大引进店铺，以期推动空手观光。 

 

 实施概要 

1. 服务开始日 

 2018年 3月 19日（星期一） 

2. 服务开始地点 

 随身行李寄存处 3处 ― 株式会社 JR西日本 Marunix 

Crosta京都、Crosta新大阪、Crosta关西机场 

 

 日本旅行店铺 7 家店铺 ― 株式会社日本旅行 ※不断扩大至日本全国范围。 

TiS金泽分店、TiS京都分店、京都四条分店旅行柜台、TiS新大阪分店 

TiS大阪分店、TiS冈山分店、TiS广岛分店 

 

3. 预约 

 预约开始日： 2018 年 3月 14日（星期三）12点～ 

 通过 ecbo cloak 网站（https://cloak.ecbo.io）接受预约。 
※营业时间以各店铺营业时间为准。费用等信息请参考附件。 

※部分流程与 ecbo cloak 的一般寄存/领取存在差异。 
  

 

 

 什么是 ecbo cloak 

“ecbo cloak”于 2017 年 1 月在东京都内启动，是一项负责为“需要寄存行李的人” 提供“设有行李寄

存空间的店铺”配对的共享服务。将咖啡厅、美容院、自行车租赁店、和服租赁店、共享办公空间、神社等

各类空间作为行李寄存处，为游客提供温馨服务。目前，主要在东京、京都、大阪、福冈、冲绳、北海道、

爱媛开展服务。不仅限于日本国内外游客使用，更满足了人们参加活动及购物等时的不同需求。接受无法放

入投币式寄存柜的大件行李（婴儿车、体育用品、乐器等）寄存。

https://cloak.ecbo.io/


 

 

【附件 1】参与店铺概要 

※营业时间、休息日、寄存个数等详细信息请浏览主页（https://cloak.ecbo.io）进行确认。 

随身行李寄存处 

■“Crosta 京都”（运营：（株）JR 西日本 Marunix） 

 地址 ： JR 京都站 地下中央口 

 营业时间 ： 8:00～20:00 

 费用 ： 800 日元/天（※高峰期可能对费用作出调整。） 

■“Crosta 新大阪”（运营：（株）JR 西日本 Marunix） 

  地址 ： JR 新大阪站 中央口 1 楼 

 营业时间 ： 9:00～20:00 

 费用 ： 800 日元/天（※高峰期可能对费用作出调整。） 

■“Crosta 关西机场”（运营：（株）JR 西日本 Marunix） 

 地址 ： JR 关西机场站 检票口内 

 营业时间 ： 8:00～20:00 

 费用 ： 800 日元/天（※高峰期可能对费用作出调整。） 

 

日本旅行店铺 

■“TiS 金泽分店”（运营：（株）日本旅行） 

 地址 ： JR 金泽站站内 商业设施“Rinto”内 

营业时间 ： 11:00～19:00（星期天及节假日 10:30～18:30） 

 费用 ： 800 日元/天  

■“TiS 京都分店”（运营：（株）日本旅行） 

 地址 ： JR 京都站站内 中央检票口前 

 营业时间 ： 11:00～19:00 

 费用 ： 800 日元/天 

■“京都四条分店旅行柜台”（运营：（株）日本旅行） 

 地址 ： 从阪急京都线乌丸站出发步行 5 分钟即到 

 营业时间 ： 11:00～19:00（星期天及节假日 11:00～18:30） 

 费用 ： 600 日元/天 

■“TiS 新大阪分店”（运营：（株）日本旅行） 

 地址 ： JR 新大阪站站内 2 楼 

 营业时间 ： 11:00～19:00（周末及节假日 11:00～18:30） 

 费用 ： 800 日元/天 

■“TiS 大阪分店”（运营：（株）日本旅行） 

 地址 ： JR 大阪站中央检票口前 

 营业时间 ： 10:30～19:30（星期天及节假日 10:30～18:30） 

 费用 ： 800 日元/天 

■“TiS 冈山分店”（运营：（株）日本旅行） 

 地址 ： JR 冈山站站内 2 楼 SUN STATION TERRACE 南馆内 

 营业时间 ： 10:30～20:00（周末及节假日 10:30～19:00） 

 费用 ： 800 日元/天 

■“TiS 广岛分店”（运营：（株）日本旅行） 

 地址 ： JR 广岛站站内 1 楼南口 

 营业时间 ： 10:30～19:00（周末及节假日 10:00～18:00） 

 费用 ： 800 日元/天 
※部分店铺套餐与一般 ecbo cloak 套餐存在差异。 

 

 

 

 

 

 

 

 

 

 

 

https://cloak.ecbo.io/


 

 

【附件 2】公司概要 

 

【西日本旅客铁道株式会社】 

 地址 大阪府大阪市北区芝田二丁目 4番 24号 

 代表人 总经理 来岛达夫 

 事业内容 运输业、流通业、房地产业等 

 注册资金 1,000亿日元 

 URL http://www.westjr.co.jp/ 

 

【株式会社 JR西日本 Marunix】 

 地址 大阪市淀川区宫原 3丁目 5番 24号 新大阪第一生命大厦 13楼 

 代表人 总经理 石本 修 

 事业内容 货物汽车运输业务、仓储业、货物处理及揽件、配送业务等 

 注册资金 8千万日元 

 URL hmarunixwww.marunix.com/ 

 

【株式会社日本旅行】 

 地址 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 1丁目 19番 1号 日本桥钻石大厦 12楼 

 代表人 总经理 堀坂 明弘 

 事业内容 旅游业 

 注册资金 40亿日元 

 URL http://www.nta.co.jp/ 

  

【ecbo 株式会社】 

 地址 东京都涩谷区惠比寿南 3丁目 4番 13号 青柳大厦 2楼 

 代表人 总经理 工藤 慎一 

 事业内容 随身行李寄存业务 

 注册资金 2千万日元 

 URL https://ecbo.io 

 

http://www.westjr.co.jp/
hmarunixwww.marunix.com/
http://www.nta.co.jp/
https://ecbo.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