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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Innovation Forum Osaka（GIF）

组织者 大阪商工会议所，大阪外国企业招商中心（O-BIC）

概述
集中拥有智能城市，DX，碳中和，健康技术等最尖端技术·产品的国内外初
创企业等，实现同世界中新伙伴连接的“创造商机的相遇之地·大阪”！
促进招待国内外KOL的座谈会，大阪商工会议所优势的同多种多样企业群的
配对及个别商谈会，日本初次亮相商品的披露展示等合作。

国际创新大会“Hack Osaka”

组织者
国际创新大会Hack Osaka实行委员会
（大阪市，公益财团法人城市活力研究所，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大阪总部，公益财团法人大阪产业局）

概述
关西首屈一指的开放创新盛典“Hack Osaka”。通过谈话会，宣传推广竞赛，
商谈会等，跨组织，跨地区，跨国籍，跨年代，为创业者，投资人，大企业，
学生等各行各业的参与者，提供汇聚在一起的场所和机会，将大阪打造成一
个与世界相连的共创城市（每年举办一次）

KGAP+ （Keihanna Global Acceleration Program Plus）

组织者 株式会社国际电气通信基础技术研究所（ATR）
京阪奈综合性研究推进协议会

概述
为日本国内外的初创企业提供为期三个月的支援计划。国内企业，外加从与
ATR合作的全球创新基地中选出的参加企业将与日本大公司合作进行产品，
服务和概念的验证确认，旨在进入日本市场。

4 前景可观的成长产业

4-3 技术创新

外资创业加速器的加入

近年来，外资创业加速器陆续进入关西地区，正在展开从早期的种子期到中期的各种加
速计划。

■ Plug and Play Kyoto

以京都优势的制造行业及生命科学为基轴的“困
难技术/医疗保健”为主题，在健康大数据，医疗
上的AI活用及医疗机器领域，展开联盟型加速项
目。

■ Startupbootcamp Scale Osaka

总部在英国的Rainmaking group （总部）是项目
主管。以中期以后作为目标，为增进与合作企业
的实证实验及协作的推进成长提供支援。以携手
日本大公司的商务开发及试点计划的实行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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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对接・推介活动（示例）

（示例）

■ 500 Founder Academy in partnership
with Kobe

美国国内的500Global（formally 500 Startups）同神户
市结对合作，以种子期及早期为对象，由创业经验者的导
师提供陪跑支援的项目“500 KOBE ACCELERATOR”在
2016年～2020年实施。2021年支援数大幅扩大到100社/
年，并以“500 Founder Academy”为题开展了网络项目。





5 最具魅力的产业

5-2 出自关西的商品和服务事例

图片提供：大日本除虫菊株式会社

图片提供：元禄实业株式会社

完全养殖的蓝鳍金枪鱼
图片提供：近畿大学

图片提供：吉本兴业株式会社
第二文艺馆 吉本势

图片提供：日清食品控股株式会社

图片提供：欧姆龙株式会社

● 1902年 旋涡型蚊香（大日本除虫菊・大阪）

为预防疟疾等通过蚊子传播的传染病，作出了极大贡献。旋涡型
蚊香是划时代产品。

● 1912年 以“笑”为商机（吉本兴业株式会社・大阪）

作为女性创业家先驱，在日本首创以“笑”为主题的商业模式构
筑。时至今日，已发展为在亚洲广泛开展业务的娱乐企业。

● 1958年 回转寿司（元禄寿司・大阪）

作为日本美食代表的寿司，回转寿司正式营业。
并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

●

1958年

1971年

“鸡汤拉面”（日清食品・大阪）
（开发了世界最初的方便面）

“合味道”（日清食品・大阪）
（开发了世界最初的容器面）

目前已成为全球年消费量高达1000亿份的世界性食品，为丰富饮食
生活做出了贡献。

● 1967年 自动检票系统（立石电机（现∶欧姆龙）・京都）

全世界首个为了解决通勤高峰拥堵这一社会问题而诞生的系统。实
现大量运输，为近代化城市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 2002年 近大金枪鱼（A-marine近大・和歌山）

于世界首次实现蓝鳍金枪鱼的完全养殖。
阻止了金枪鱼资源的减少，使极具人气的金枪鱼得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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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善的商务环境

6-1 2025年日本世界博览会（大阪・关西世博）
 关西将举办2025年日本国际博览会（大阪・关西世博会），来自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将前来参加。

图片提供：公益社团法人2025年日本国际博览会协会

大阪・关西世博

▶ 倡议主题 ▶ 理念

闪耀生命光辉的未来社会设计 未来社会的试验场
“Designing Future Society for Our Lives” “People’s Living Lab”

▶ 副标题 ▶ 目标
▶ Saving Lives
▶ Empowering Lives 
▶ Connecting Lives 

挽救生命
赋予生命以力量
连接生命

▶ 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 实现“超智能社会Society5.0”

▶ 5个特点 ▶ TEAM EXPO 2025 项目

１．可以感受大海和天空的会场
２．汇聚了世界各地“生命闪耀的未来”的世博会
３．可以预见未来技术和社会体系的世博会
４．可以享受真正娱乐的世博会
５． 世博会致力于舒适，安全安心和可持续性发展

▶大阪·关西世博会的主题
·“生命闪耀的未来社会的设计”的实现
·世博合作共创活动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

举办概要 日程

·举办地点：大阪市梦洲
·来宾规模（预计）：约2,820万人
·会期：2025年4月13日（星期日）~10月13日（星期一）

（共184天）

2020年12月
2021年10月～3月
2023年度
2023年度
2025年4月～10月

基本方针，基本规划制定
迪拜世博会举办
展览会馆等建设工程开始
入场券预售开始
大阪·关西世博会举办

＊从公益社团法人2025年日本国际博览会协会“基本计划”摘录

▶ Logo













昔日酒藏泽之鹤资料馆
（兵库县神户市）

锦光园
（奈良县奈良市）

汤浅酱油有限会社九曜藏
（和歌山县有田郡汤浅町）

关西地区可参观的产业设施详导

关西地区的产业关联设施（参观工厂，企业博物馆，制作体验，博物馆等）。
按照行业排序的列表，以日英双语刊登。

越前和纸里卯立工艺馆
（福井県越前市）

井上佛坛
（滋贺县彦根市）

京都云乐窑
（京都府京都市）

堺传统产业会馆
（大阪府堺市）

（“华彩关西 魅力无穷奖” 获奖企业）

https://www.kansai.meti.go.jp/english/tvlist/tvtopeng.html

7 魅力无限的观光旅游

7-1 能够满足各种旅游需求的地区—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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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畿经济产业局

企业名 关西地区的据点所在
（下划线部分：日本总公司所在的府县）

母公司
国家・地域名 企业名 关西地区的据点所在

（下划线部分：日本总公司所在的府县）
母公司

国家・地域名

生命科学领域 Accelerator  Innovation Consulting

拜耳药品株式会社 滋贺，大阪，兵库 德国 Rainmaking Innovation Japan合同会社 大阪 英国

阿斯利康株式会社 滋贺，京都，大阪，兵库 英国 Plug and Play Japan株式会社 京都，大阪 美国

雅培日本株式会社 京都，大阪，兵库 美国 Rising Startups株式会社 大阪 美国

礼来日本株式会社 京都，大阪，兵库 美国 流通及服务领域

PRA Health Sciences 株式会社 大阪 美国 TÜV Rheinland Japan 大阪 德国

采购据点 宜家日本株式会社 大阪，兵库 瑞典

B&M Japan株式会社 大阪 香港 Decathlon株式会社 兵库 法国

SHOBIDO株式会社 大阪 澳门 海尔日本销售株式会社 大阪 中国

株式会社知寿商事 大阪 中国 日本塔塔咨询服务株式会社 大阪 印度

大兴商事株式会社 大阪 中国 SIA Engineering Japan株式会社 大阪 新加坡

株式会社Ruten 大阪 台湾 AIG日本控股株式会社 大阪 美国

研发生产拠点 株式会社Salesforce.com 大阪，和歌山 美国

BASF日本株式会社 大阪，兵库 德国 （来源）根据“2020外资企业总览”（东洋经济新报社）或JETRO·O-BIC支援企业信息制作。
＊登载的企业名称，除总部外，还包括营业和销售据点以及研究所。Recaro株式会社 滋贺 德国

株式会社恒大新能源日本研究院 大阪 中国

雀巢日本株式会社 大阪，兵库 瑞士

Caterpillar日本合同会社 滋贺，京都，大阪，
兵库，奈良，和歌山 美国

宝洁公司 滋贺，大阪，兵库 美国

９ 各种外资企业入驻

9-2 入驻关西的外资企业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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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信息请浏览近畿经济产业局的网站。
“外国企业发展事例”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 kansai/en/e companies.html













10 对日投资支援

10-3 由日本政府制定对日投资促进措施等

 关于对外国和外资企业的奖励措施等
亚洲基地化推进法（关于促进特定跨国公司开展研发工作等的特别措施法）

概要 对于在日本成立公司，以便重新开展研发工作，统管工作的跨国公司，采取降低专利费等特别措施。
＜也可用英文申请＞

具体的内容

援助资金筹措 由中小企业投资育成株式会社提供资金筹措援助（注册资金超过3亿日元的股份公司也属于援助对象）
＊也适用于中小企业

加快审查专利申请 提高审查审理专利申请的速度【通常约22个月→约2个月】（2011年度实际情况）

简化投资手续 对于限制对象行业的对内直接投资等的事前申报，缩短审查期【通常30天→2周】

加快审查居留资格 预定就业的外籍人士申请居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时，加快审查【通常1个月→10天左右】

详情与最新信息 https://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xternal economy/investment/act information.html

问讯处 经济产业省 贸易经济协力局 投资促进科 TEL：+81-3-3501-1662

 放宽投资限制

概要 日本政府在“对日直接投资推进会议”上，举行了“限制与行政手续调整工作小组会议”，研究在外国企业到日本投资时面临的限制与行
政手续简化问题，与相关部委等进行调整。

具体的措施
＊在各部委等采取的具体措施（2017年4月24日汇总）
○法人的成立与注册方面 ○在留资格方面 ○行政手续的一站化
○用外语传播信息，征求外国企业的意见 ○进口方面

详情与最新信息 http://www.invest-japan.go.jp/policy/simplify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en 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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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他奖励措施等，请参考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网站
https://www.jetro.go.jp/sc/invest/support_programs/

JETRO





















对日投资等相关咨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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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
JETRO对日投资·商务支援中心大阪（JETRO IBSC大阪）

541-0052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安土町2-3-13大阪国际大厦29階
TEL： +81-6-4705-8660 FAX： +81-6-4705-8650 

神户
JETRO对日投资及·商务支援中心神户（JETRO IBSC神户）

651-6591 兵库县神户市中央区浜边通5-1-14 神户商工贸易中心4階
TEL： +81-78-252-7505 FAX： +81-78-232-3439

福井
JETRO福井贸易信息中心

918-8004  福井县福井市西木田2-8-1 福井商工会议所大厦6階
TEL： +81-776-33-1661 FAX： +81-776-33-7110

滋贺
JETRO滋贺贸易信息中心
522-0063 滋贺县彦根市中央町3－8 彦根商工会议所1階

TEL： +81-749-21-2450 FAX： +81-749-27-3750

京都
JETRO京都贸易信息中心
600-8009 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区四条通室町 東入函谷鉾町78京都经济中心3階308号室

TEL： +81-75-341-1021 FAX： +81-75-341-1023

奈良
JETRO奈良贸易信息中心
630-8213 奈良县奈良市登大路町38-1 奈良县中小企业会馆2階

TEL： +81-742-23-7550 FAX： +81-742-23-7565 

和歌山
JETRO和歌山贸易信息中心
640-8269 和歌山县和歌山市小松原通1-1 和歌山县庁東別馆2階

TEL： +81-73-425-7300 FAX： +81-73-425-7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