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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西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中心
因此汇集了大量传统的、历史的文化资源。

关西云集了广泛领域的优秀制造业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以及传统工艺品和能工巧
匠的技术等，是一个创造发明蔚然成风的地区。

关西的进出口和入驻关西的外资企业，亚洲都占有很高的比例。

本宣传册从各个方面介绍关西的商务环境。请大
家用作对关西投资的辅助工具。
欢迎光临关西!

-庞大的市场

关西是一个拥有不亚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济规模，聚集了众多产业的地区。

-肥沃的商业土壤

-亚洲的中心

-丰富多彩的文化

关西是日本的代表性传统艺术和文化的发源地，世界文化遗产云集，也是受到全世界关
注的旅游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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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 占全国比例

面积(k㎡) (2018) 31,542 8.3%

人口(千人) (2018) 21,566 16.9%

GDP (10亿美元) (2015) 719.6 15.8%

纽约

孟买

上海

圣保罗

国土地理院《全国都道府县市町村别面积调查》(2018年)
总务省《户籍原簿人口》（截至2018年1月1日）
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年报》《县民经济计算年报》（2015年）
（注）根据关西的GRP根据2015年度地区生产总值（名义）算出

汇率按1美元＝120.13日元换算

１－１．规模庞大的关西经济
１．关西简介

●关西地区位于日本的中心，人口约为2,157万，GDP约为7,196亿美元，拥有巨大的市
场。其经济规模紧追荷兰（全世界第18位）。

●拥有大阪市､京都市､神戸市三大国际化都市，从大阪市中心驾车只需30分钟即可抵达
其他城市，因此紧凑便捷是其一大魅力。

Wanderlust
“Wanderlust Reader Travel 
Awards 2018 :Top city”

Mercer | Quality of Living 
Ranking 2018
“City Sanitation Ranking”

大阪市

京都市

神戸市

859.8

758.0

719.6

679.3 

497.9 

（10亿美元）

（千人）

22,125

21,566

23,645

21,045

20,935

和歌山县

福井县

滋贺县
京都府

奈良县

兵库县

大阪府

100㎞

50㎞

全球高满意度景区排名
最佳城市奖项 第1名

全球最卫生城市
第8名

全球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第3名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 The global liveability index 2018
“The ten most liveable cities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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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与各国的GDP比较

土耳其

荷兰

瑞士

瑞典



２－１．关西拥有多条航线通往亚洲和全世界
２．充实的基础设施

【飞往各大洲的国际客运航线班次】

【关西港口游轮停靠次数】

※2018年1月～12月国土交通省近畿运输局调查

【国际航线网络】

图片提供:关西机场株式会社

亚洲等近海：每周154.5班
北美：每周7班 欧洲：每周1班
其他：每周1班

※2018年5月的数据
※拥有外航集装箱定期航线的关西港口的合计。
国土交通省「通往日本的外贸定期集装箱航线班次（班/周）」

【通往日本的外贸定期集装箱航线】

● 2019年每周开通1,548班航班
※

，创历史最高记录，连接世界各地。
● 作为国际贸易基地，修建了机场和港口，可以吞吐大量货物、停靠大型游轮。
发挥着亚洲中心的作用。

※2019年夏季日程高峰时(8月)的计划｡
(其中包括货运航班｡)

（注）根据关西机场株式会社资料制作
※2019年夏季日程高峰时（8月）的计划。

欧洲 每周35班 北美 每周54班

其他 每周44班

亚洲 每周1,270班

※其中夏威夷28班

航空公司数 72
通航国家（地区）数 25
通航城市数 89
每周通航数 1,548班（其中包括货运航班。） 新宫港

神戸港

京都舞鹤港

和歌山下更港

敦贺港
宮津港

姫路港
关西国际机场

大阪港

伊尼港

堺泉北港

欧洲 每周28→35班 (+7班)
・伦敦(希思罗机场) 每周0→4班
・赫尔辛基 每周7→10班

中国 每周346→453班 (+107班)
东南亚 每周149→198班 (+49班)
北美(不包括夏威夷) 每周20→26班 (+6班)

・西雅图 每周0→7班

【国际航线网络的扩大】※仅限客运航班

※2018年夏季计划与2019年夏季计划的比较

神戸港：141次 大阪港：45次
京都舞鹤港：23次 新宫港：15次
敦贺港：5次 姫路港：1次 宮津港：1次
伊尼港：1次 津居山港：1次
堺泉北港：1次 和歌山下更港：1次

津居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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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神港

大分
（3班）

八代
（1班）

博多
（6班）

北九州
（4班）

三田尻中关
（6班）

大竹
（3班）

细岛
（3班）

高松
（1班）

三岛川之江
（4班）

松山
（4班）

岩国
（3班）

油津
（1班）

志布志
（3班）

伊万里
（1班）

萨摩川内
（1班）

门司（8班）

宇部（2班）

今治
（2班）

福山
（3班）

水岛
（9班）

姫路
（3班）

德山下松
（7班） 广岛

（12班）

新居滨
（2班）

高知
（1班）

德岛小松岛
（1班）

1小时50分钟
1小时10分

🚄🚄 2小时30分钟

🚗🚗 7小时30分钟
1小时10分钟

2小时30分钟

6小时

50分钟

2小时30分钟

4小时15分钟

🚄🚄 1小时30分钟
🚗🚗

２－２．关西的位置
２．充实的基础设施

● 关西在航空、铁路和道路上，交通网络完善，四通八达。
● 交通路线完备，关西各城市以及关西通往国内主要城市的交通均十分便利。
● 阪神港作为与世界的连接纽带，是西日本的物流枢纽，汇集了来自世界各个港口的货物。

【日本国内的主要交通网络】 【阪神港的货物集中网络】

※国土交通省港湾局资料

34

27.8

27

31.2

2.6

1.8

0 20 40 60 80

入港～搬入 搬入～申告 申告～許可

【进口通关手续的所要时间（集装箱货物）】
海运货物中集装箱货物的平均所要时间

财务省《第12次进口通关手续的所要时间调查（2018年）》

60.8小时
（2.5日）
63.6小时
（2.7日）

阪神港

京滨港

（阪神港：大阪港、神户港 京滨港：东京港、横滨港、川崎港）

（小时）
总所要时间

※（ ）的航班数为一周航班数、引用日期2018年6月

和歌山（1班）
四日市（1班）
名古屋（2班）
横 滨（2班）
东 京（2班）

入港航班合计
每周102班

航空：

新干线：

高速公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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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航站楼的特色

《医药品的低温出口库》
◆可在一个货棚内进行医药品的恒温出口包装、保管，从医药品的

大量进口到出口，自由自在！

医药品专用共同恒温库 保冷台车 医药品出口包装设施
(KIX-Medipac）

《日本国内唯一！》
◆拥有多条4000米级跑道的24小时机场

与25个国家、89座城市相连的国际机场。(其中包括货运航班｡)

完全24小时作业。利用深夜航班缩短交货周期！

２－３．关西国际机场
２．充实的基础设施

图片提供：关西机场株式会社 https://www.kansai-airport.or.jp/cn/

《智能安全系统》
◆日本首创！力求利用智能安全系统缩短安检时间

● 关西国际机场位于日本关西的中心，极其便捷，以城市型机场著称。
● 与亚洲的55座城市通航，国际航线廉航共有20家公司，与28座城市通航，居日本之首。
● 作为国际货物枢纽机场24小时作业。连接亚洲和全世界。
● 2018年6月，第2航站楼（国内线）部分公务机专用设施开业。

《公务机专用设施 「Premium Gate 玉响」》
◆完善了专用候机休息室、会议室、出入境设备（CIQ），

提供更加私人化服务。

入口休息室

6

转向系统（区分
被判定有问题的
行李）

复查监视器（确认被判
定有问题的行李）

自动托盘后退
系统 四名乘客可同时使用

X线检查设备

https://www.kansai-airport.or.jp/cn/


● 关西是众多优秀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荟萃之地。
● 形成富有特色的研发基地，聚集众多优秀大学，因此产学合作也不断发展。
● 诺贝尔奖获得者辈出，海外的产学合作机构也不断入驻。

３－１．大学和研究机构云集
３．出色的科技集群

【关西的主要研发基地以及海外的产学合作机构】 【产学公共研究金额】

【彩都（国际文化公园城市）】
＜生命科学园＞

医药基础健康营养研究所 /NIBIOHN
生物孵化器（与大阪大学等合作）
日本红十字会近畿地区血液中心
各公司的研究开发设施

【神戸医疗产业城市】
＜日本最大规模的生物医学聚集＞
汇集了大约350家尖端医疗研究机构、高度专
门医院、企业及大学等

理化学研究所、FOCUS超级计算机

【播磨科学公园城市】
＜大型研究设施＞

SPring-8
SACLA

【关西文化学术研究城市】
＜开拓未来的知识创造城市＞
汇集了超过140家的官方及企业的研究机构

地球环境产业技术研究机构/RITE
国际电气通信基础技术研究所/ATR
信息通信研究机构/NICT
量子科学技术研发机构/QST

（英国）Oxford 
University
Innovation / OUI
日本事务所

全国的产学公共研究
（按金额计算）

关西占全国产学公共研究的25%（按金额计算），
每件的享受金额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诺贝尔奖获得者辈出
27名获奖日本人当中

15人

蓝色
LED

iPS
细胞

文部科学省
《大学等的产学合作等实施情况公共研究业绩（机构别）》（2017年度）

Ⓒ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

SPring-8/SACLA ©RIKEN

关西

25% 3,111

2,447

0 2000 4000

关西

全国

(千日元)

每件的享受金额

【诺贝尔奖获得者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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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绿色创新
４．前景可观的成长产业

装置制造企业
平野TECSEED

西村制作所
元件制造企业
淀川Precision
田中化学研究所 电池制造企业

Panasonic
GS汤浅

【锂离子电池相关的拥有独家技术、
市场份额第一企业云集！】

世界最大规模！恒温型“大型蓄电池系统试验评价设施”
适用于集装箱尺寸的蓄电池系统

Panasonic、京瓷、 日立造船
➢燃料电池制造企业

➢燃料电池相关装置与零件的制造商
Fujikin富士金、SAMTECH、FIS、高石工业、
TECHNO TAKATSUKI、Yamato H2Energy 
Japan、加地科技、东洋纺、日本触媒
➢氢的制造和储藏等制造企业
岩谷产业、川崎重工业、AIR WATER、
神钢环境解决方案
➢检查与评价装置制造企业

【关西主要的燃料电池相关企业】

岛津制作所、堀场制作所、Round Science

长寿命蓄电池“氧化还原液流电池”

家用燃料电池热电联产系统

独立行政法人产品评价技术基础机构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advanced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ies

设施内部

“关西国际机场 岩谷氢气站”全景、活动空间

● 关西是锂离子电池等能源相关产业的一大研发生产基地。
● 不仅电池制造企业，众多的相关零部件制造企业和装置制造企业也集中在此。

©岩谷产业株式会社

汇集创造革新的初创企业
关西汇集了1109家肩负革新重任的初创企业（截止2019年3月，摘自近畿经济产业

局《关西初创企业名单》），正通过“国际革新会议Hack Osaka（大阪市）”及
“500 Kobe Accelerator（神户市）”等活动，开展创业家、初创企业的发掘与培养。

8



关西
30%

其他
70%

(福井县除外)

４－２．生命科学创新
４．前景可观的成长产业

再生医疗、阐明疾病原理、研发药物等

众多制药公司的总部云集
改源制药

阿斯利康

日本勃林格殷格翰有限公司

众多制药公司的总部云集

医疗器械制造企业云集

岛津制作所

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

彩都生命科学园

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PMDA）关西支部

研发基地和核心机构云集

礼来日本

日本医疗研发机构（AMED）西日本统括部

厚生劳动省《药事工业生产动态统计年报统计表》（2017年）
第1表 各都道府县医药品生产、进口、发货、库存金额
第26表 各地区非处方药物生产、进口、发货、库存金额

希森美康
扶桑药品工业

神戸医疗产业城市

【医药品发货量市场份额】【非处方药物产量市场份额】

关西
20%

其他
80%

● 关西自古以来就盛产药品，云集了众多制药公司的总部。
● 同时也聚集了众多外资企业和医疗器械制造企业，应用iPS细胞进行临床研究，世界

首创的治疗药物应运而生。

理化学研究所

参天制药

小野药品工业

尼普洛

欧姆龙

拜耳药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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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产品
（皮革制造业等）
○重工（钢铁业等）

○纤维
（染色整理业等）
○电子・计量
（电子部件等）

○商业（各种批发等）
○电机
（民用电气机械等）

○各种服饰用品
（毛皮制造业、和服、纤维
制服饰用品制造业等）

○商业
（各种批发业等）
○服务
○机械
（运输机械、
器具制造业等）

○纤维（针织面料制造等）
○传统产业（漆器制造等）

○纤维关联（针织面料制造业等）
○石油产品
○加工食品

５－１．多样性地区形成多样性产业的汇集

※根据总务省统计局《2014年经济普查基础调查》数据，
记载了从业人员数量专业化系数较高的业种。（近畿经济产业局编制）

2015年度县民经济核算（内阁府）

５．最具魅力的产业

关西拥有从材料、元件加工至最尖端产品制造的全套产业链集结。

※根据经济产业省《2017年工业统计调查各地区统计表》制定，（）内为关西的全国所占份额

纤维工业
(29.5％)印刷及印刷

相关产业
(21.9％)

化学工业
(21.8％)

通用机械器
具制造业
(28.2％)钢铁业

(24.4％)

电气机械器
具制造业
(23.3％)

其它制造业
(25.3％)

制造产品出货金额
的全国份额

关西地区的产业汇集
农林水产业, 0%

矿业, 0%

制造业, 22%

建设业, 5%

电力、燃气、自来

水、废弃物处理业, 
3%

批发、零售业, 
13%

金融、保险业, 4%房地产业, 12%运输及邮政业, 6%

住宿及餐饮服务业, 3%

信息通讯业, 4%

专门及科学技术、

业务辅助服务业, 
7%

其它服务, 5%

公务、教育、卫生保

健、社会事业, 16%

关西地区生产总值（名义）中各产业构成比（％）

汇集“无所不造”的制造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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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及皮革制品
与毛皮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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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源自关西的新商品和新服务范例
５．最具魅力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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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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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鸡汤拉面（日清食品·大阪）
（开发了世界最初的方便面）

1971年：合味道（日清食品·大阪）
(开发了世界最初的杯装方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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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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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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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养殖的蓝鳍金枪鱼

图片提供：欧姆龙株式会社

图片提供：日清食品控股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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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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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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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东北 6%
6数

九州・冲绳 5%
5数

中国・四国 9%
10数

中间 16%
17数

关西 29%
31数

关东 35%
38数

５－３．关西的知名企业家
５．最具魅力的产业

※不分先后顺序，省略敬称

稲盛 和夫

京瓷株式会社

【综合电子元件制造商】

鬼塚 喜八郎

株式会社亚瑟士（ASICS）

【综合体育用品制造商】

井上 礼之
大金工业株式会社

【空调综合制造商】

島 正博
株式会社岛精机制作所

【电脑横编机】

島津 源蔵

株式会社岛津制作所

【分析/测量仪器制造商】

鳥井 信治郎
三得利株式会社

【酒类及清凉饮料制造商】

株式会社堀场制作所

【分析/测量器具制造商】

堀場 雅夫

汇集全球利基最先锋企业

关西汇集了众多具备
国际高水平技术力量的
中坚、中小企业。在特
定产品及技术领域拥有
优势，并确保全球领先
份额的“全球利基最先
锋企业”，约有30%位
于关西。

根据经济产业省《全球利基最先锋企业百选（GNT企业百选）》（2014年3月）制定

任天堂株式会社

【家用娱乐器具制造商】

山内 溥

立石 一真
欧姆龙株式会社

【电机制造商】

松下 幸之助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综合电子工学产品制造商】安藤 百福
日清食品控股株式会社

【食品制造商】

12



６－１．2025年日本国际博览会（大阪·关西世博）

图片提供：经济产业省

●2019年6月 G20大阪峰会 ・・・日本首次，场馆为大阪INTEX 国际展览中心（大阪市）
●2019年9-11月 2019日本橄榄球世界杯 ・・・亚洲首次，场馆为东大阪市花园橄榄球场、神户市御崎公园球技场等
○2020年7-8月 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2020年东京）
○2020年8-9月 2020年东京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2021年5月 2021关西世界老将运动会 ・・・亚洲首次，举办场馆覆盖全关西地区，为生涯运动的国际综合运动会

●2025年5-11月 2025年日本国际博览会（大阪·关西世博）

国际交流活动

● 关西地区将举办2025年日本国际博览会（大阪·关西世博）等备受世界瞩目的国际
交流活动。

闪耀生命光辉的未来社会设计
“Designing Future Society for Our Lives”

理念
未来社会的试验场 “People’s Living Lab“

・举办地点:大阪市梦洲地区
・会期（暂定）:2025年5月3日（周六）至11月3日（周一）※185天
・来宾规模（预计）:约2800万人
・经济波及效应（预计值）:建设相关费用约4000亿日元

运营相关费用约5000亿日元
消费相关支出约为1万1000亿日元

举办概要

倡议主题

６．完善的商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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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376

279 258

175 163 160 160 119 112

亚洲、大洋洲 国际会议举办数量
（2017年）

日本 中国 印度 泰国韩国 澳大
利亚

新加
坡

台湾 香港 马来
西亚

※前10名国家（地区）

６－２．亚洲著名的国际会议举办地
６．完善的商务环境

大阪府立国际会议会场
（GRAND CUBE大阪）

图片提供：大阪府

国立京都国际会馆

奈良春日野国际论坛
甍梦～I・RA・KA～ 能乐大厅

图片提供：奈良县

日本最大规模的国际展示场
“INTEX大阪”

神戸国际会议会场
图片提供：国立京都国际会馆

图片提供：INTEX大阪网站

● 关西拥有许多日本的代表性国际会议会场，是亚洲屈指可数的国际会议举办地。
● 亚洲、大洋洲地区内各国（地区）的国际会议举办数量，2012年起日本连续6年位居
第一，其中20%在关西地区举办。 JNTO“国际会议举办统计（ICCA）”（2017）

2019年
6月

G20大阪
峰会会场

城市名 数量 日本国内
排名 世界排名

东京 101 1 18

京都 46 2 50

名古屋 25 3 104

札幌 24 4 108

大阪 17 5 156

福冈 17 5 156

神户 10 11 266

奈良 7 14 325

大津 5 18 406
JNTO“国际会议举办统计（ICCA）”（2017）

日本各城市 国际会议举办数量 (2017年）

（数量）

图片提供：神戸市

14



６－３．提供舒适的商务和生活环境
６．完善的商务环境

为外国人提供生活信息

「Living in Japan」（JETRO网站）
→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living.html

59.1

65.7

82.0

东京

大阪

人工费

办公室租金

民间房租

以东京为100的大阪的比例

注）使用关西圏的代表性城市大阪的数值。

CBRE株式会社《办公室市场观察 日本全国空室率及预测签约租赁金额》（2019年第1季度）
总务省统计局”零售物价统计调查（动向篇）”（2019年3月）
厚生劳动省”毎月勤劳统计调查（地方调查）”（2017年平均值）

根据“对日直接投资推進会议”的决定，汇集并提供医院、银行、手机、电力和煤
气等方面的生活信息。

「Regional Information
Living Information for Foreigners」（JETRO网站）

→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living.html也提供各都道府县的生活信息。

东京与大阪的成本对比
2018年适合居住城市排名（综合评估）中，大阪仅次于维也纳及墨
尔本，位列世界第三，大阪的稳定性、医疗、教育获得了高度评价。

与东京相比，大阪的办公室租金约降低40%，住宅租金约降低
30%，人工成本约降低20%，具备优越的成本竞争力。

2018年 适合居住城市排名

※根据 The Economist《The Global Liveability Index 2018》制定。
（注）指数100为最高评价

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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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名

城市名
综合
评估

稳定性 医疗
文化及
环境

教育
基础
设施

1 维也纳 99.1 100.0 100.0 96.3 100.0 100.0

2 墨尔本 98.4 95.0 100.0 98.6 100.0 100.0

3 大阪 97.7 100.0 100.0 93.5 100.0 96.4

4 卡尔加里 97.5 100.0 100.0 90.0 100.0 100.0

5 悉尼 97.4 95.0 100.0 94.4 100.0 100.0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living.html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living.html


７－１．能够满足各种旅游需求的地区—关西

■存在大量世界文化遗产■传统艺术和文化的发祥地—关西

国宝当中
72%的古建筑、51%的工艺美术品

都在关西地区

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统计要览》 (2018年版)

７．魅力无限的观光旅游

图片提供：姫路市

图片提供：一般财团法人奈良县游客中心

能乐

茶道

图片提供：关西观光本部

图片提供：奈良县

图片提供： 有限公司WAK JAPAN

详情请参阅关西观光本部多语种门户网站
“ The KANSAI Guide –The Exciting Journey, KANSAI-”。

https://kansaiguide.jp/rt/eng/index.html

纪伊山地的灵场与参拜道路
是从遥远古代孕育了自然信仰精神

的土地

古都京都的文物
（京都市、宇治市、大津市）
利用起伏有致的自然地形修建的大

寺院及山庄、庭园

姫路城
日本独特风格城郭，分布了
木结构建筑，环绕修建了石

造城墙与白色土墙

古都奈良的文物
奈良时代的宫殿遗迹及寺院、

神社

法隆寺地区的佛教建筑物
世界上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

● 关西是众多传统艺术和文化的发祥地，凝聚了所有魅力无限的旅游景点，包括丰富的世
界文化遗产，以及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四季变化的优美自然环境、各种体验活动等。

百舌鸟、古市古坟群
（堺市、羽曳野市、藤井寺市）

规模及形状体现了多样性的古坟群

图片提供：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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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能够满足各种旅游需求的地区—关西
７．魅力无限的观光旅游

抄经、斋饭料理体验
图片提供：一般社团法人

全国寺社观光协会

■文化等体验活动的充实

武士、忍者体验
图片提供：一般日本论剑道路协会

和太鼓体验
图片提供：有限公司太鼓中心

VR忍者体验
图片提供：NINJA VR KYOTO

■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 ■四季变化的优美自然环境

京都传统菜〔京都府〕 神戸牛肉〔兵库县〕

日式煎饼（御好烧）
〔大阪府〕

拉面〔各地〕

吉野山的樱花〔奈良县〕 东寻坊〔福井县〕

奈良公园的鹿〔奈良县〕 龟冈･雪中的保津川游船
〔京都府〕

图片提供：关西观光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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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西可以参观的
产业设施简介

～刊载了关西地区的产业相关设施（工
厂参观、企业博物馆、制造体验和博物

馆等） 登载了约500家设施! ～

（近畿经济产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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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SAI ONE PASS』
图片提供：关西观光本部

带优惠的IC卡型车票

连接关西各地的免费Wi-Fi的应用
程序

KANSAI Wi-Fi (Official)
图片提供：关西广域联合

空手旅游
将行李临时寄存到机场、车站、商业设施等，
或者送到机场、车站、酒店等

图片提供：关西观光本部

运用了平板电脑等设备的医疗口译服务

图片提供：株式会社Dream Catcher

多语种电话服务中心

配备咨询人员的循环巴士，可自由乘坐、下车

提供清真菜单的温泉旅馆

日元现金提款服务
＜可用海外发行银行卡＞

©Tezuka Productions

图片提供：里湯昔話 雄山荘

『Wonder Loop大阪周游巴士』
图片提供：Kansai Inbound Co.,Ltd

『KANSAI 多语种电话服务中心』
图片提供：关西观光本部

７－２．完善关西地区接待外国人的环境
７．魅力无限的观光旅游

图片提供：SEVEN银行、邮政银行 18



亚洲56.2%
(其中中国31.8%)

亚洲47.4%
(其中中国23.3%)

美国
9.2%

美国
10.9%

欧盟
11.8%

欧盟
11.7%

其他
22.8%

其他
29.9%

亚洲67.0%
(其中中国25.3%)

亚洲54.8%
(其中中国19.5%)

美国
13.7%

美国
18.9%

欧盟
10.6%

欧盟
11.3%

其他
8.7%

其他
15.0%

关西从世界各地进口情况比较（2017年）关西向世界各地出口情况比较（2017年）

出口总额 约81.7万亿日元

８－１．不同地区分、不同品目的贸易额
８．关西的产业结构、独具特色的贸易

出口总额 约17.2亿日元 进口总额 约15.6万亿日元

出口总额 约82.5万亿日元

● 在普通机械领域（家电领域、发动机、建筑用和农用机械等）以及化学制品领域
（医药品、塑料等），均有世界级企业入驻关西，因此关西在电器产品、普通机械
和化学产品的出口比重也相对较高。

电气机器
28.1%

一般機械
23.4%

各原料产

品
13.6%

输送用

机器
4.5%

矿物性燃料
1.9%

化学制品
13.0%

原料品
1.3%

食品
1.1% 其他

13.1%

总额

17.2万亿日元

※全国：81.7万亿日元

关西各类产品的出口额（2017年）

化学制品
14.0%

矿物性燃料
16.4%

电气机器
15.2%

各原料产品
10.8%

一般機械
9.3%

食品
10.3%

输送用机器
1.5%

原料品
4.4%

其他
18.1%

总额

15.6万亿日元

关西各类产品的进口额（2017年）

※全国：82.5万亿日元

● 关西的进出口贸易，亚洲所占比重均高于日本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被视为建立亚洲据点的首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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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海关 贸易统计
近畿圏附表
敦贺海关分所管内（福井县）附表
（2018年数据）

全国

关西



● 入驻关西地区的外资企业，以美国和欧洲企业居多，但是亚洲企业所占比重也约达
26%，高于约18%的全国平均水平。

● 从行业分类来看，外资企业在关西的制造业（机械、化学、医药品、精密设备等）中
所占比重为36%左右，高于约22%的全国平均水平。

９－１．入驻关西的外资企业
９．各种外资企业入驻

各国家和地区的投資比例（2018年） 外资企业的产业分类（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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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27.0%

德国
15.8%

中国
9.5%

韩国
7.7%

英国
5.4%

意大利
5.0%

法国
3.6%

台湾
3.2%

香港
2.7%

瑞士
2.7%

新加坡
1.8%

丹麦
1.8% 其他

13.8%

合计
222

机械批发
12.2%

机械
8.1%

化学
6.8%

信息、系统、软件
5.0%

电气设备批发
4.5%

医药品
3.6%

食品批发
3.6%

纤维、服装批发
3.2%

精密设备批发
3.2%

精密设备
3.2%

化学批发
3.2%

其他批发
11.3%

其他制造
4.5%

其他服务
3.6%

其他
24.0%

合计
222

※外资企业：外资比率20%以上（也包括一部分分公司等）

东洋经济新报社《外资企业CD-ROM》（2018）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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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表示所在地。

９－２．入驻关西的外资企业范例 【企業名（所在地）：国名・地域名】

出处：根据《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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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各种外资企业入驻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interviews.html

对日投资-外资企业的心声 搜 索浏览详细信息

BASF日本株式会社（大阪、兵库）：德国

Recaro株式会社（滋贺）：德国

格兰仕日本株式会社（大阪）：中国

雀巢日本株式会社（兵库）：瑞士

Caterpillar日本合同会社（兵库）：美国

宝洁公司（滋贺、兵库）：美国

研发生产据点

拜耳药品株式会社（滋贺、大阪、兵库）：德国

TORNIER JAPAN株式会社(兵库）：法国

阿斯利康株式会社（滋贺、京都、大阪、兵库）：英国

雅培日本株式会社（京都、大阪、兵库）：美国

礼来日本株式会社（京都、大阪、兵库）：美国

PRA Health Sciences 株式会社（大阪）：美国

生命科学领域

B&M Japan株式会社（大阪）：香港

SHOBIDO株式会社（大阪）：澳门

株式会社知寿商事（大阪）：中国

大兴商事株式会社（大阪）：中国

株式会社Ruten（大阪）：台湾

采购据点 TÜV Rheinland Japan（大阪）：德国

宜家日本株式会社（大阪、兵库）：瑞典

迪卡侬（Novadec Japon株式会社）（大阪） ：法国

海尔日本销售株式会社（大阪）：中国

日本塔塔咨询服务株式会社（大阪）：印度

SIA Engineering Japan株式会社（大阪）：新加坡

AIG日本控股株式会社（大阪）：美国

株式会社Salesforce.com（大阪、和歌山）：美国

流通及服务领域

株式会社PEAK DMC JAPAN （京都）：澳大利亚

株式会社Ctrip International Travel Japan （大阪）：中国

上海吉祥航空大阪分公司 （大阪）：中国

日本途家株式会社 （大阪）：中国

Scenic Japan Tours株式会社 （大阪）：印度

观光领域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_INVEST_support_eng/design_kansai/p5-10.pdf
活跃在关西的外资企业 （《设计未来关西》宣传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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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外资企业访谈
９．各种外资企业入驻

依靠远程办公，实现在于地方的先进工作方式
企业名：株式会社salesforce.com 白滨事务所

所在地：和歌山县白滨町 行业分类：信息通讯业 入住形态：绿地投资（二次投资）

母公司名称： salesforce.com, Inc.（美国） https://www.salesforce.com/cn/

◆事业概要
2015年10月，开展云应用及平台开发、销售业务的株式会社salesforce.com（日本总公司：东京）在和歌山县白滨町开设白滨

事务所。白滨事务所工作人员包括了移居至白滨町的员工，利用远程办公工具，从事内部销售（内勤营销）工作。

◆入驻关西的背景与关西的魅力
株式会社salesforce.com以参与总务省开展的“为促进故乡远程办公的地区实证事业”

形式，在白滨町开设了事务所。经过对若干候补地区的视察，考虑到白滨町与东京间的交通
便捷、稳定的网络环境、办公楼确保及入驻后的各种援助体制等和歌山县及白滨町的热情招
商，决定在此开设事务所。事务所前美丽的白色沙滩一望无际，极具度假区气息，确保了年
轻员工对于工作的高度积极性。这里同时具备地方的优点，也是吸引落户此地的巨大魅力。

◆关西的入驻效果
为了实现高效的工作方式，与东京据点相比，生产效率提升了20%。并且，在东京需要两小时的通勤路程

缩短至10分钟，促进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改善，每月实现了64小时自由时间的创出。此外，可用于地区贡献等
活动的时间出现了增加，促进了工作积极性的提升，促使生产效率飞升。白滨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在返回东京后，
继续开展提升生产效率的活动，并在工作方式改革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当地带来的效果
该公司入驻白滨，与和歌山县白滨町热情招商活动相互呼应，为当地的IT企业招商发挥了贡献。该公司白滨

事务所入驻的“白滨町IT商务楼”现已有10家IT企业入驻，全部商位均已租出。2018年6月建成开业的“白滨町
第2IT商务楼”也已全部租出，于2019年1月在田边市新开设了“秋津野绿色办公楼”。

图片提供：株式会社sales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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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外资企业访谈
９．各种外资企业入驻

依靠投资合作，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及事业的扩大
企业名：共和药品工业株式会社

所在地：大阪府大阪市 行业分类：医药品制造业 入驻形态：投资合作

合作企业名称：Lupin Limited（印度） http://www.kyowayakuhin.co.jp/en/

◆事业概要
开展后发（仿制）医药品的研究开发及制造、销售的共和药品工业与印度大型制药商Lupin在2004年建立关系。两家企业于2005

年缔结合作协议，开展了联合研究与开发活动。2007年10月，两家公司通过资本合作实现了关系的强化，Lupin获得了共和药品工
业的过半数股份。2008年11月，共和药品工业成为Lupin的全资子公司。

◆投资合作的效果
通过投资合作，提升了用于研究开发的设备投资及医药信息传递代表（MR）增员的可行

性。此外，将日本国内销售的部分产品生产切换至Lupin的印度果阿邦工厂，通过全球
供应链的活用，实现了成本的削减。与Lupin的投资合作促进了事业的扩大，同时在日本
政府促进使用后发医药品政策的背景下，共和药品工业的销售额，在完成投资合作的
2007年为77亿日元，至2017年大幅跃升至292亿日元。2017年，共和药品工业在鸟取市
新建工厂，构筑了稳定供应体制。

◆投资合作的成功关键
在实施与外国企业的投资合作时，最重要的事项是建立双方的信赖关系。该公司在实施投资合作前，通过

数年的联合研究开发，建立了与Lupin的信赖关系。重要的是充分共有经营者的价值观与中长期经营方针等
内容，并相互理解。此外，依靠与外国企业的投资合作，实现企业的事业继承及扩大的促进，除了需要构筑信赖
关系外，还需要能够关于企业相互的成长性进行“鉴定”。

◆为当地带来的效果
今后将继续运用与Lupin的合作关系，力争实现全球性业务开展。今后将不局限于后发医药品事业，还将在

精神科、神经内科这一该公司强项领域强化包括新药在内的各种活动。
图片提供：共和药品工业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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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

关西经济联合会

近畿经济产业局关西工商会议所联合会
（大阪工商会议所）

JETRO大阪总部

INVEST
关西会议

设施
・临时办事处（50个营业日免费）
・会议室
・企业库

咨询
・打入市场咨询
・人才/租房
・提供法律、
各种标准和奖励信息

・估算成立据点的成本
～前来关西的对日投资一站式窗口～
JETRO对日投资•商务支援中心大阪（JETROIBSC大阪）

电话∶+81-6-4705-8660    传真∶+81-6-4705-8650
JETRO对日投资•商务支援中心神户（JETROIBSC神户）

电话∶+81-78-231-3081    传真∶+81-78-232-3439 
JETRO福井贸易信息中心

电话∶+81-776-33-1661    传真∶+81-776-33-7110 
JETRO滋賀贸易信息中心

电话∶+81-749-21-2450    传真∶+81-749-27-3750 
JETRO京都贸易信息中心

电话∶+81-75-341-1021    传真∶+81-75-341-1023
JETRO奈良贸易信息中心

电话∶+81-742-23-7550    传真∶+81-742-23-7565
JETRO和歌山贸易信息中心

电话∶+81-73-425-7300    传真∶+81-73-425-7310

１０－１．关西的对日投资支援体系
１０．对日投资支援

IBSC

提供关于投资奖励、工厂位置选择等信息，与各地方政府、
关西经济界、各种专家协作，提供商业合作伙伴等的支援服务。

关西的对日投资推进体制构想图

INVEST KANSAI

● 关西为促进对日投资，由关西经济联合会、JETRO大阪总部，
关西工商会议所联合会（大阪工商会议所）和近畿经济产业局组成INVEST关西会议。

● INVEST关西会议，以JETRO对日投资及商务支援中心（IBSC）为一站式窗口，向希望
在关西投资的外国企业提供信息以及个别咨询等各类支援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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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対日投資支援」（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kansai/en/e_index.html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kansai/en/e_index.html


１０－２．各地方政府等的对日投资支援体系
１０．对日投资支援

■大阪外国企业招商中心
京都府，京都市，京都工商会议所

关西文化学术研究城市推进机构

京都搜索公园（KRP）
JETRO京都贸易信息中心

■京都外国企业招商联络会（KIC）

■兵库及神户投资支援中心（HKIS）

作为外国企业、外国企业家、研究学者等入驻京都的的窗口，发
布有关京都的信息并提供服务。

向希望入驻大阪市内的企业，提供介绍贸易谈判处、投资奖
励信息，以及提供短期办公室等，对于企业的各种需求提供
详尽支援服务。

■IBPC大阪企业招商中心

https://www.kic-kyoto.jp/zh-CN/

https://www.investosaka.jp/cn/

https://o-bic.net/c/

对希望入驻大阪的外国企业、外国领馆、经济团体或再投資的驻
日外资企业提供以下多语种服务。

提供兵库县内的产业区，以及适宜建厂的土地和空闲用地，租赁办
事处等的信息，入驻时所需行政手续以及雇佣、住宅和生活方面等，
提供各种全方位当地信息。

http://www.hyogo-kobe.jp/best/index.php?easiestml_lang=cha

● 关西的各地方政府等也为对日投资提供支援、以及各类一站式窗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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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企业的需求，亲切详尽地提供支援

大阪府

大阪市 大阪商工
会议所

・提供行政伏惠奖励措施信息
・提供地产信息
・介绍有关法人注册及

申办在留资格的专家
・介绍口译、翻译、市场

调查、法律、税务、
会计的专家、企业対接

・协助宣传
公益财团法人兵库产业活化中心

兵库・神户投资援助中心

一站式服务

兵库县

研究机关
地区相关

机关
神户商工
会议所

JETRO
神户

神户市县
内市町

促进企业入驻兵库神户

支援国内外企业入驻县内
支援工厂新建及办公室开设等

https://www.kic-kyoto.jp/zh-CN/
https://www.investosaka.jp/cn/
https://o-bic.net/c/
http://www.hyogo-kobe.jp/best/index.php?easiestml_lang=cha


１０－３．国家对日投资促进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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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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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助资金筹措 将管制行业的对内直接投资等的事先申报审查期限从通常30天缩短为2周

※更多详情→ https://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xternal_economy/investment/act_inform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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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审查居留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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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讯处＞ 经济产业省 贸易经济协力局投资促进科 TEL：03-3501-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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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invest/incentive_progra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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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适用于中小企业

１０．对日投资支援

放宽投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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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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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外国和外资企业的奖励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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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xternal_economy/investment/act_information.html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incentive_programs.html
http://www.invest-japan.go.jp/policy/simplify_regulations_and_procedures/en_index.html


１０－４．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企业入驻促进补助金（事业活动费补助）
对尖端技术、健康长寿等领域的新入驻提供事业活动费补助
（在3年内，每年最高1亿日元）

扶持制度
企业入驻促进补助金（设施修建补助）
对获取与尖端技术、健康长寿、食品等领域相关的设备给予补助（最高30亿日元）
对获取与总部职能（包括试验研究）相关的设备及新雇佣给予补助（最高6亿日元）

减税措施

对象地区内营业税、房产购置税、固定资产税等最长3年减免

福井县

融资制度
企业入驻促进资金融资

对入驻县内并雇佣县民的企业提供低息融资
（利率：年1.2%（固定利息）,限额：5亿日元（特别认定10亿日元），期限：15年以内）

研发型企业入驻促进补助金（研发费补助）
对在规定地区新设或增设研究所的企业提供研发经费补助
补助率：1/2（1亿日元/年以内，总额5亿日元以内）

１０．对日投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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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奖励措施详情见此 ⇒ Fukui Business Location Guide http://www.yuchi.pref.fukui.jp/en/index.html
＜引用日期2019年4月＞

（注）关于各地方政府支援制度的详情，请参考近畿经济产业局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网站。

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各地区投资环境指南”－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html

http://www.yuchi.pref.fukui.jp/en/index.html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html


１０－４．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扶持制度

在对象地区及事业领域，实施营业税3年减免、房产购
置税等的减免或减轻

减税措施

滋贺县

（仅限对象地区及对象事业）
原子能发电设施等周边地区企业入驻支援补助金

在新进增设电力设施时的电力契约，提供电力费用援助

１０．对日投资支援

特征
・与主要城市间的

交通便捷
・土地价格低廉
・汇集了多种业种的

生产工厂

融资制度

产业立地促进资金融资制度
对工厂、研究所等的设备资金提供低息融资
利率：年1.25%，限额：2亿日元（购置土地：1亿日元），
期限：10年以内（其中宽限期在2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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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日期2019年4月＞

（注）关于各地方政府支援制度的详情，请参考近畿经济产业局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网站。

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各地区投资环境指南”－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html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html


１０－４．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京都府 融资制度
属于京都产业入驻战略21特别对策事业费补助金的
补助对象的工厂等，如果需要新建或扩建项目资金，
可提供低息融资。
（利率（最初10年内固定）：年1.7%，特利1.2%，限额：20亿日元
期限：设备资金20年以内，周转资金：7年以内）

扶持制度

在制造业等聚集促进地区内
新建或扩建工厂等时，房产
购置税最多减少二分之一

减税措施

京都产业入驻战略21特别对策事业费补助金
对京都府内新建或增设的工厂、对其府内常用雇佣者及投入固定资产额等给予补助

核电站设施等周边地区企业入驻补助金
对于为了在规定地区新建或扩建而签订的电力合同，给予电费援助

京都型Global Niche Top企业培育补助金：京都市新兴企业鉴定委员会认定的A级企业等相关企业，在新设办
事处时，补助5年的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计划税，并且还补助地下文物发掘调查费用，以及特定工业专用地区的防
治雨水外流设施安装费用

京都市企业布局促进制度补助金：对于在市内新建或扩建总部、工厂、研究所、开发基地等，补助重新购置的
固定资产的固定资产税及城市计划税相应金额（中小企业5年，大企业2年（对于洛南进都等特定地区，可延长
1年）），并且还补助地下文物发掘调查费用，以及特定工业专用地区的防治雨水外流设施安装费用

１０．对日投资支援

京都市企业立地促进土地所有者奖励金：特定工业地区内的土地所有者因企业入驻而出售土地时，发放奖励金

京都市

29

＜引用日期2019年4月＞

（注）关于各地方政府支援制度的详情，请参考近畿经济产业局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网站。

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各地区投资环境指南”－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html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html


１０－４．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大阪府

扶持制度

府内投资促进补助金
对在规定地区新建、改建工厂或研发设施的投资给予补助（最高3千万日元）
对法人营业税给予补助（最高2千万日元。但是仅以得到对上述投资的补助的企业为对象）

外资企业等入驻促进补助金
对在大阪府内设立总部等的外资企业等给予补助
购置房屋时：补助房屋和设备等的5%   上限1亿日元
租赁房屋时：租金等的1/3（24个月内） 上限6千万日元

产业聚集促进税制（减轻房产购置税）
在产业聚集促进地区购置土地、房屋

（工厂、研究所等）的企业，房产购
置税可减半（上限2亿日元）

减税措施

成长特区税制（府税）
入驻府内的成长特区，事业计划得到认可，
开展有关新能源和生命科学事业的企业，
府税最高可全免

金融机构提案型融资
在府内设立（建设）工厂、研究
设施等时所需的资金，给予贷款
（办理办法因金融机构而异）

融资制度

１０．对日投资支援

堺市生产投资促进条例的市税优惠
对于在市内工业适用地新建、改建工厂等
的企业，固定资产税等减免到3/4～1/2
（5年内）

堺市

堺市企业成长促进补助金
对于进行总部职能及研究开发设施的完善、挑战成长促进领域的投资，给予补助（最高1亿5千万日元）。
针对投资额，补助率为5%～15%。针对新进员工，每人补助20万日元（3年）。

堺市

与大阪市等
协调

大阪市创新据点入驻促进补助金
对在市内通过开放式创新进行新产品等的策划、
开发及对创业型企业等的事业形成等活动开展
支援的据点建筑，对部分购置费用或租金等给
予补助

购置据点：建筑及附属设备等的10%  上限3亿日元
租赁据点：租金等的1/2（2年内）上限6千万日元

30

大阪市

＜引用日期2019年4月＞

（注）关于各地方政府支援制度的详情，请参考近畿经济产业局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网站。

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各地区投资环境指南”－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html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html


１０－４．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兵库县

产业入驻促进补助金（雇佣标准）
对新进当地员工（正式雇佣）的补助
（每人30万日元，限额3亿日元）

扶持制度

３对于从三大城市圈等和外国迁入总部职
能或入驻特定地区，在5年内将法人营业
税减轻1/3，将房产购置税减半（上限2亿
日元）

减税措施

若是战略产业，在5年里固定资产税、
企业税等减免9/10（大规模特例
为10年）（无上限）
(战略产业以外为2/3)

启动补助
对启动阶段事务所的开设、运营经费给予部分补助
（对租金、通讯线路使用费、建筑改修费用等给予

1/2的补助）

神户市

从市外（东京23区除外）迁入总部职能补助
对购置建筑物给予4%以内的补助
雇佣补助（每人20万日元）等
※关于东京23区，属于国家优惠制度对象

租用办公室补助
在3年里，对外资企业按办公室租金的1/2给予补助（限额：每年200万日元）
※神户市的补助地区，另加神户市的补助，最大限额为1100万日元

从三大城市圈和外国迁入总部职能
对设备投资给予5%以内的补助等

设立支援补助金
对市场调查和法人设立注册经费的补助
（1/2以内，限额：市场调查100万日元，注册经费20万日元）

与神户市和姬路市等
协调

神户市

与神户市等协调

１０．对日投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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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日期2019年4月＞

（注）关于各地方政府支援制度的详情，请参考近畿经济产业局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网站。

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各地区投资环境指南”－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html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html


１０－４．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减税措施

免征房产购置税、减征营业税的措施
（在3年内征收通常的3/4）

奈良县

扶持制度

企业入驻促进补助金
对在县内兴办工场和研究所的企业给予补助金
（大规模入驻：最高20亿日元；中规模入驻：最高10亿日元）

信息通信业入驻促进补助金
对与信息通信业的入驻有关的设备投资、租金等给予补助金

１０．对日投资支援

地方据点强化促进补助金
企业为了从县外迁入总部职能等、扩充县内的总部职能等而进行投资，
可享受补助金（最高1亿日元）

32

＜引用日期2019年4月＞

（注）关于各地方政府支援制度的详情，请参考近畿经济产业局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网站。

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各地区投资环境指南”－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html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html


１０－４．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奖励金制度（入驻奖励金）
对雇佣当地县民的对象企业，提供投入固定资产额的最高15%的奖励金
（1,000人以上的，最高90亿日元）

扶持制度

奖励金制度（雇佣奖励金）
对在县内建立规定设施雇佣当地县民的企业提供奖励金
（100人以上的，最高10亿日元）

减税措施

在对象地区内，最长3年免
征营业税、房产购置税、
固定资产税等

融资制度

和歌山县企业入驻促进补助金制度
对入驻县内并雇佣当地县民的企业，
实行低息融资

（利率∶长期优惠利率×3/4%，限额∶2亿日元，期限∶10年以内）

和歌山县

１０．对日投资支援

住宿设施奖励金制度
对县内满足一定条件的住宿设施进行建设及设备投资，并雇用员工的企业提供
（最多3亿日元）

33

（注）关于各地方政府支援制度的详情，请参考近畿经济产业局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网站。

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各地区投资环境指南”－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html

＜引用日期2019年4月＞

https://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html


(参考)关西的观光旅游相关网站

关西观光web
https://www.kouiki-kansai.jp/tourist_info/zh_cn/

福 井 公益社团法人福井县观光联盟
https://www.fuku-e.com/lang/chinese_t/

滋 贺 公益社团法人琵琶湖游客中心
https://cn.biwako-visitors.jp/

京 都 公益社团法人京都府观光联盟
http://www.kyototourism.org/cn/
公益社团法人京都市观光协会
https://kyoto.travel/cn

大 阪 公益财团法人大阪观光局
https://osaka-info.jp/zh-CN/page/octb-top
公益社团法人堺观光会展协会
https://www.sakai-tcb.or.jp/zh-cn/

兵 库 公益社团法人兵库观光协会
http://www.travelhyogo.org.c.aas.hpcn.transer-cn.com/
一般财团法人神户观光局
http://plus.feel-kobe.jp/ch/

奈 良 一般财团法人奈良县游客中心
https://www.visitnara.jp/

和歌山 公益社团法人和歌山观光联盟
https://cn.visitwakayama.jp/

The KANSAI Guide
-The Exciting Journey, KANSAI-

是关西广域联合DMO“一般财团法人关西观光本部”运营的
关西观光信息门户网站，使用多语种传播关西2府8县（包括
福井县、三重县、鸟取县及德岛县）的多样化信息。
通过8K震撼魅力影像播放介绍关西各地丰饶、美丽风景及人
们生活的观光视频，并根据用户希望主题，介绍体验关西乐
趣的方法，设置了提供旅游资讯的AI聊天机器人等功能。并
且，还开设了“ For Your Safe Travel”页面，可在灾害等紧
急时刻提供准确信息。本网站可根据您的希望提供关西地区
丰富多彩的娱乐信息。

https://kansaiguide.jp

欢迎标注#truekansai，投稿您喜欢的关西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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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观光本部官方Instagram

通过Instagram介绍广大用户的照片

关西广域
联合

https://www.kouiki-kansai.jp/tourist_info/zh_cn/
https://www.fuku-e.com/lang/chinese_t/
https://cn.biwako-visitors.jp/
http://www.kyototourism.org/cn/
https://kyoto.travel/cn
https://osaka-info.jp/zh-CN/page/octb-top
https://www.sakai-tcb.or.jp/zh-cn/
http://www.travelhyogo.org.c.aas.hpcn.transer-cn.com/
http://plus.feel-kobe.jp/ch/
https://www.visitnara.jp/
https://cn.visitwakayama.jp/
https://kansaiguid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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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通话: 0749-21-2450)

FAX: +81-749-27-3750 
(国内通话: 0749-27-3750)

URL: https://www.jetro.go.jp/shiga

JETRO对日投资・商务支援中心大阪（JETROIBSC大阪）
541-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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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通话: 06-4705-8660) FAX: +81-6-4705-8650 (国内通话: 06-4705-8650)
URL: https://www.jetro.go.jp/osaka

JETRO对日投资及・商务支援中心
神户（JETROIBSC神户）
651-0083 神户市中央区浜边通5-1-14
神戸商工贸易中心4階

TEL: +81-78-231-3081
(国内通话: 078-231-3081)

FAX: +81-78-232-3439 
(国内通话: 078-232-3439)

URL: https://www.jetro.go.jp/kobe

JETRO福井贸易信息中心

918-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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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通话: 0776-33-1661)

FAX: +81-776-33-7110
(国内通话: 0776-33-7110)

URL: https://www.jetro.go.jp/fuk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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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通话: 073-425-7300)

FAX： +81-73-425-7310
(国内通话: 073-425-7310)

URL： https://www.jetro.go.jp/wakayama

【对日投资等相关咨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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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通话: 0742-23-7550)

FAX： +81-742-23-7565 
(国内通话: 0742-23-7565)

URL： https://www.jetro.go.jp/nara

https://www.kansai.meti.go.jp/english/index.html
https://www.jetro.go.jp/kyoto
https://www.jetro.go.jp/shiga
https://www.jetro.go.jp/os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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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etro.go.jp/waka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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