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关西（福井县、滋贺县、京都府、大阪府、兵库县、和歌山县）自古
以来便是是日本的中心，因此汇集了大量传统的、历史的文化资源。

本宣传册从各个方面介绍关西的商务环境。
作为投资关西的参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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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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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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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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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图片：养父神社 红叶（兵库县）知识共享（国际许可协议4.0）
©rikky_photography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deed.z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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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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人口约2,145万人，GDP约为8,059亿美元，拥有巨大的市场。其
经济规模排名世界第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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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Top city”Mercer | Quality of Living Ranking 2018

“City Sanitation Ranking”

大阪市

京都市
神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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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全球最卫生城市

第８位

大阪市 全球最安全的城市

第３位
全球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第４位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 Safe Cities Index 2019
| The global liveability index 2019
“The ten most liveable cities in 2019” 3

670.2

783.5

805.9

863.7

932.1

（10亿美元）

GDP位居全世界第17位
（关西与各国的GDP比较）

22046

21794

21454

20996

20902
（千人）

人口规模位居全世界第8位

圣保罗

首尔・仁川

广州・佛山

墨西哥城

印度尼西亚

荷兰

土耳其

瑞士

总务省《户籍原簿人口》（截至2020年1月1日）
Demographia World Urban Areas 16th Annual Edition 2020.04
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年报》《县民经济计算年报》（2016年）
（注）根据关西的GDP根据2016年度地区生产总值（名义）算出

汇率按1美元＝108.37日元换算



【飞往各大洲的国际客运航线班次】

【关西港口游轮停靠次数】

【国际航线网络】

【通往日本的外贸定期集装箱航线】

神戸港：131次 大阪港：62次
舞鶴港：34次 新宮港：12次
姫路港：7次 和歌山下津港：3次
伊根港：1次 日高港：1次
堺泉北港：1次

北美 每周54班

亚洲 每周1,298班

欧洲 每周35班

其他 每周46班

4
新宫港

神戸港

舞鹤港

和歌山下更港

姫路港 大阪港

伊尼港

堺泉北港

関西国際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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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高港

 2019年每周港口通航次数突破历史记录，达到1,57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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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夏威夷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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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数

通航国家（地区）数

通航城市数

每周通航数

图片提供:关西机场株式会社

亚洲等近海：每周149.6班

北美：每周7班 欧洲：每周1班

其他：每周6.5班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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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2月国土交通省近畿运输局调查

73

26

91

1,570班（包括货运航班。）



札幌

东京

名古屋
大阪广岛

福冈

大

阪

2小时30分钟

50分钟

1小时20分钟

2小时30分钟

大

阪

２－２ 关西的位置

２ 充实的基础设施

【日本国内的主要交通网络】

航空

5

1小时50分钟

1小时10分钟

1小时10分钟

札幌

东京

福冈

新干线东京

名古屋

广岛

福冈

大

阪

6小时

2小时30分钟

4小时20分钟

8小时

高速公路

所需时间

【阪神港的货运网络】

高松
（１班）

阪神港

大分
（3班）

八代
（1班）

博多
（3班）

HIBIKI
（4班）

三田尻中关
（6班）

大竹
（3班）

细岛
（3班）

伊予三岛
（4班）

松山
（3班）

岩国
（4班）

油津
（2班）

志布志
（3班）

伊万里
（1班）

萨摩川内
（1班）

门司（7班）

宇部（3班）

今治
（1班）

福山
（3班）

水岛
（8班）

姫路
（3班）

德山下松
（6班） 广岛

（11班）

新居滨
（2班）

高知
（1班）

德岛
（1班）

入港航班合计
每周102班

※据阪神国际港湾株式会社资料总结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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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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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

名古屋

广岛

福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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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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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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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港口

～进来 进来～报告 报告～允许

※（ ）的航班数为一周航班数、引用日期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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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充实的基础设施

２－３ 关西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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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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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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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大学和研究机构云集
３ 出色的科技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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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电脑“富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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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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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名获奖日本人当中

16人

蓝色
LED

iPS
细胞

SPring-8/SACLA ⓒRIKEN

关西
24％ 2,811

2,184

0 2000 4000

关西

全国

(千日元)

每件的享受金额

7超级电脑“富岳” ⓒRIK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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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西的主要研发基地以及海外的产学合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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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

【诺贝尔奖获得者辈出】

Ⓒ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



４－１ 绿色创新
４ 前景可观的成长产业

设备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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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advanced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ies

汇集创造革新的初创企业

关西汇集了1,218家肩负革新重任的初创企业（截止2020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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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首艘艘液化氢运输船
（上图为液化氢储藏罐及装卸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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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制造企业也集中在此。

【锂离子电池相关的拥有独家技术、
市场份额第一企业云集！】

Panasonic、京瓷、 日立造船

➢燃料电池制造企业

➢燃料电池相关设备与零件的制造商

Fujikin富士金、SAMTECH、NIS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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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与评价设备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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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西国际机场 岩谷氢气站”全景、活动空间 长寿命蓄电池“氧化还原液流电池”

设施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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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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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生命科学创新
４ 前景可观的成长产业

关西

29%

其他

71%

(福井县除外)

关西

20%

其他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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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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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多制药公司的总部云集 众多外资企业入驻关西

医疗器械制造企业云集

研发基地和核心机构云集

再生医疗、阐明疾病原理、研发药物等

盐野义制药 田边三菱制药

小野药品工业

扶桑药品工业

参天制药

改源制药

尼普洛

欧姆龙

岛津制作所

希森美康

日本勃林格殷格翰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

礼来日本

拜耳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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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医疗研发机构（AMED）西日本统括部

神戸医疗产业城市

理化学研究所

【非处方药物生产金額市场份额】 【医药品发货金額市场份额】

厚生劳动省《药事工业生产动态统计年报统计表》（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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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
22%

公务、教育、卫生
保健、社会事业

16%

批发、零售业
13%

房地产业
12%专门及科学技术、

业务辅助服务业
7%

运输及邮政业
6%

建设业
5%

其它服务
5%

其他
14%

５－１ 多样性地区形成多样性产业的汇集
５ 最具魅力的产业

兵库
●生活产品
（皮革制造业等）

●重工
（钢铁业等）

京都
●纤维
（染色整理业等）

●电子・计量
（电子部件等）

滋贺
●商业
（各种批发等）

●电机
（民用电气机械等）

奈良
●各种服饰用品
（毛皮制造业、和服、纤维
制服饰用品制造业等）

大阪
●商业（各种批发业等）

●服务
●机械（运输机械、器具制造业等）

福井
●纤维（针织面料制造等）

●传统产业（漆器制造等）

和歌山
●纤维关联（针织面料制造业等）

●石油产品
●加工食品

纤维工业
(29.4％)

印刷及印刷
相关产业
(21.2％)

化学工业
(20.9％)

通用机械器
具制造业
(27.8％)

钢铁业
(24.3％)

皮革及皮革
制品与毛皮
制造业

(30.2％)

电气机械器
具制造业
(22.8％)

其它制造业
(28.0％)

制造产品出货金额
的全国份额

关西地区的产业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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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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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县民经济核算（内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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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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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 源自关西的新商品和新服务范例
５ 最具魅力的产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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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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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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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提供：大日本除虫菊株式会社

图片提供:吉本兴业株式会社

第二文艺馆 吉本势

图片提供：元禄实业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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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养殖的蓝鳍金枪鱼
图片提供：近畿大学



５－３ 关西的知名企业家 ※不分先后顺序，省略敬称

５ 最具魅力的产业

12

永守 重信
日本电产株式会社

【综合发动机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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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东
40%

关西
27%

中间
18%

中国・四国
9%

北海道・东北
3%

九州・冲绳
3%

（46数）

（31数）

（20数）

（10数）

（3数） （3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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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式会社堀场制作所

【分析/测量仪器制造商】

堀場 雅夫

稲盛 和夫
京瓷株式会社

【综合电子元件制造商】

安藤 百福
日清食品控股株式会社

【食品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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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津 源蔵

株式会社岛津制作所

【分析/测量仪器制造商】

島 正博

株式会社岛精机制作所

【电脑横编机】

鳥井 信治郎
三得利株式会社

【酒类及清凉饮料制造商】

根据经济产业省 2020年度《全球利基最先锋企业百选（GNT企业百选）》（2020年6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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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地点：大阪市梦洲地区
・会期：2025年4月13日（周日）～10月13日（周二）184天
・来宾规模（预计）：约2,800万人
・经济波及效应（预计值）：建设相关费用约4,000亿日元

运营相关费用约5,000亿日元
消费相关支出约为1万1,000亿日元

举办概要

▶倡议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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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

▶Saving Lives 挽救生命
▶Empowering Lives   赋予生命以力量
▶Connecting Lives   连接生命

▶Logo

▶目标

・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实现“超智能社会Society5.0”

未来社会的试验场
“People’s Living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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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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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8月 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2020年东京）

●2021年8-9月 2020年东京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2025年4-11月 2025年日本世界博览会（大阪·关西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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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提供：经济产业省



492
449

273 265
193 173 158 145 134 129

亚洲、大洋洲 国际会议举办数量
（2018年）

日本 中国 泰国 台湾韩国 澳大
利亚

印度 新加
坡

马来
西亚

香港

※前10名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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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召开的国家及地区级别的国际会议数量，日本居亚洲首位，其中又有约25%在关西地区举办。

JNTO“国际会议举办统计（ICCA）”（2018）

城市名 数量
日本国内
排名

世界排名

东京 123 1 13

京都 59 2 41

福冈 26 3 103

横滨 25 4 110

仙台 22 5 129

神户 21 6 134

大阪 15 9 196

奈良 13 10 214

日本各城市 国际会议举办数量 (2018年）

（数量）

14JNTO“国际会议举办统计（ICCA）”（2018）

６－２ 亚洲著名的国际会议举办地
６ 完善的商务环境

国立京都国际会馆

图片提供：国立京都国际会馆

神戸国际会议会场

图片提供：神戸市

日本最大规模的国际展
示场 “INTEX大阪”

图片提供：INTEX大阪网站

大阪府立国际会议会场
（GRAND CUBE大阪）

图片提供：大阪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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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戸
京都

奈良
大阪

2019年6月
G20大阪峰会会场

JNTO“国际会议举办统计（ICC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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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nvest/

62.6

65.8

80.2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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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2季度）
总务省统计局”零售物价统计调查（动向篇）”（2020年6月）
厚生劳动省”毎月勤劳统计调查（地方调查）”（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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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nvest/
也提供各都道府县的生活信息。

东京与大阪的成本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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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适合居住城市排名（综合评估）中，位列世界第四，大
阪的稳定性、医疗、教育获得了高度评价。

2019年 适合居住城市排名

※根据 The Economist《The Global Liveability Index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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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 100 100 96.3 100 100

2 墨尔本 98.4 95 100 98.6 100 100

3 悉尼 98.1 95 100 97.2 100 100

4 大阪 97.7 100 100 93.5 100 96.4

5 卡尔加里 97.5 100 100 90 100 100

东京

大阪



■拥有大量世界文化遗产■传统艺术和文化的发祥地—关西

国宝当中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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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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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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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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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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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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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彩关西 魅力无穷奖” 获奖企业

https://kansaiguid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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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全球、魅力十足的地区品牌

７－１ 能够满足各种旅游需求的地区—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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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前和纸里卯立工艺管
〔福井県越前市〕

京都云乐窑
〔京都府京都市〕

堺传统产业会馆
〔大阪府堺市〕

昔日酒藏 泽之鹤资料馆
〔兵库县神戸市〕

汤浅酱油有限会社九曜藏
〔和歌山县有田郡汤浅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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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提供：香老铺松荣堂

图片提供：TAKENOKO   
横山竹材店

图片提供：株式会社川岛织物晟坤

关西地区有许多促进与制造商进行沟通交流的举措。他们通过
参观工厂以及其他地区一体化的交流活动，令更多的海外人士
体验到日本制造企业的高超技术。

■关西地区的开放工厂

（京都府京都市、宇治市、龟冈市）
京都传统工艺技术等

https://designweek-kyoto.com/

井上佛坛
〔滋贺县彦根市〕

锦光园
〔奈良县奈良市〕

在关西地区，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传统工艺及农产品等
为数众多而又魅力十足的地域资源正逐渐步入推进品牌化
进程。

和歌山针织〔和歌山县和歌山市〕
图片提供：和歌山针织行业工会

淡路岛洋葱〔兵库县淡路岛〕
图片提供：泉佐野市

丹后织物〔京都府丹后地区〕
图片提供：(株)JR东日本企画

泉州毛巾〔大阪府泉州地区〕
图片提供：泉佐野市

丰冈包〔兵库县丰冈市〕
图片提供：特许厅

和束茶田〔京都府和束町〕
图片提供：和束町

奈良袜子〔奈良县〕
图片提供：广陵町

鲭江眼镜〔福井县鲭江市）
图片提供：（一社）福井县眼镜协会

信乐烧〔滋贺县甲贺市〕
图片提供：甲贺市

“华彩关西 魅力无穷奖” 获奖企业

７ 魅力无限的观光旅游

https://designweek-kyo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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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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变化的优美自然环境

吉野山的樱花〔奈良县〕 北山河观光后裔[和歌山县]

奈良公园的鹿〔奈良县〕 雪中高野山〔和歌山县〕

图片提供：关西观光本部

■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

京都传统菜〔京都府〕 神戸牛肉〔兵库县〕

日式煎饼〔大阪府〕 拉面〔各地〕

■充实的文化等体验活动

武士、忍者体验
图片提供：一般日本论剑道路协会

VR忍者体验
图片提供：NINJA VR KYOTO

■可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的观光体验

茅葺屋故里的住宿及观光体验

图片提供：一般社团法人南丹市
美山观光城镇振兴協会

可进行各种体验活动的
环保旅游团

图片提供：农业法人株式会社
秋津野

以体验当地日常生活为
目的的住宿设施

图片提供：SEKAIHOTEL株式会社

和太鼓体验
图片提供：有限公司太鼓中心

金平糖手作体验

图片提供：大阪糖果株式会社
（金平糖王国）

（出处）“华彩关西 魅力无穷奖” 获奖企业拔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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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 完善关西地区接待外国人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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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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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SAI ONE PASS』

图片提供：关西观光本部

带优惠的IC卡型车票

©Tezuka Productions

提供清真菜单的温泉旅馆

图片提供：里湯昔話 雄山荘

日元现金提款服务

＜可用海外发行银行卡＞

图片提供：SEVEN银行、邮政银行

配备咨询人员的循环巴士，可自由乘坐、
下车

『Wonder Loop大阪周游巴士』

图片提供：Kansai Inbound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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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借助语言亦可轻松点单的食材展示
工具“Foodpict”

图片提供：株式会社Foodpict

可对应紧急与灾害情况的IC芯片型急救
标签管理系统

图片提供：株式会社mon caramel

生活硬件 茅葺屋故里的住宿及观光体验 饮食与观光

“华彩关西 魅力无穷奖” 获奖企业

“华彩关西 魅力无穷奖” 获奖企业

“华彩关西 魅力无穷奖” 获奖企业

７ 魅力无限的观光旅游

“华彩关西 魅力无穷奖” 获奖企业

图片提供：公益财团法人大阪府国际交流财团

◆多语种咨询窗口与灾害支援信息

大阪府外国人信息咨询处（免费）

Osaka Safe Travels（灾害信息应用程序）

“华彩关西 魅力无穷奖” 获奖企业



８－１ 按地区、品目统计的贸易额

８ 关西特色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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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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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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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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机器

29%

一般機械

23%
各原料产品

13%

化学制品

13%

输送用机器

5%

矿物性燃料

2%

食品

1%

原料品

1% 其他

13%

总额

16.4万亿日元

关西各类产品的出口额（2019年） 关西各类产品的进口额（2019年）

电气机器
15%

化学制品
15%

矿物性燃料
15%

食品
11%各原料产品

11%

一般機械
9%

原料品
5%

输送用机器
1%

其他
18%

总额

14.8万亿日元

亚洲65.8％

(其中中国24.2％)

亚洲53.7％

(其中中国19.0％)

美国

14.2％

美国

19.8％

欧盟

11.1％

欧盟

11.6％

其他

9.0％

其他

15.0％

関西

全国

关西向世界各地出口情况比较（2019年）

出口总额 约77.1万亿日元

出口总额 约16.4万亿日元

全国

关西
亚洲56.6％

(其中中国30.8％)

亚洲47.5％

(其中中国23.5％)

美国

9.5％

美国

11.0％

欧盟

12.3％

欧盟

12.4％

其他

21.6％

其他

29.1％

関西

全国

关西从世界各地进口情况比较（2019年）

进口总额 约14.8万亿日元

进口总额 约78.7万亿日元

全国

关西



美国

21%

德国

15%

中国

12%英国

6%

韩国

6%

意大利

5%法国

4%

瑞士

4%

台湾

4%

香港

3%

新加坡

2%

丹麦

2%

其他

16%

合计

224

其他批发

12%

机械批发

12%

化学

7%

机械

7%
其他制造

5%

信息、系统、软件

4%精密设备批发

4%

电气设备批发

4%

化学批发

4%

其他服务

4%

电气机器

4%

医药品

3%

食品批发

3%

纤维、服装批发

3%

其他

24%

合计

224

９－１ 入驻关西的外资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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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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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左右，高于约21%的全国平均水平。

各国家和地区的投資比例（2020年） 外资企业的产业分类（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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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各种外资企业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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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９－２ 入驻关西的外资企业范例 【企業名（所在地）：国名・地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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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各种外资企业入驻

BASF日本株式会社（大阪、兵库）：德国

Recaro株式会社（滋贺）：德国

（株）恒大新能源日本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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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库）：美国

研发生产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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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athlon(株)（兵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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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nmaking Innovation Japan 合同会社 （大阪）:英国

Plug and Play Japan（株）（京都、大阪） ： 美国

Rising Startups（株）（大阪）： 美国

Accelerator  Innovation Consulting

公司地址中，下划线部分代表日本据点本社的所在府县

出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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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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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日投资-外资企业的心声 搜 索

浏览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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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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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总公司：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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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社HP https://www.salesforce.com/cn/

事业概要 从事云应用及平台的开发与销售。2015年10月在和歌山县白滨町设立白滨事务所。包括许多移居
白滨町的社员在内，该公司员工利用远程办公工具从事内部销售业务。

Q.入驻关西的背景以及关西的魅力是？
我们是在参加总务省举办的“为促进故乡远程办公的地区实证事业”活动时，将办公室

设在了白滨的。经过对若干候补地区的视察，考虑到白滨町与东京间的便捷交通、稳定的
网络环境，以及和歌山县与白滨町在为我们确保办公场所以及公司入驻后的各项支持体制
上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后，我们选择在这里开设公司。公司前面一望无际的美丽白沙滩极具
度假气息，可有效调动年轻职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这里还保留了地方城市的优点，这些
都是吸引我们落户此地的巨大魅力所在。

Q.入驻效果如何？
追求高效工作方式的结果便是生产效率较东京据点上升了20%。同时，在东京办公时所需

的两小时通勤时间也大幅度缩短到了10分钟，促进了工作与生活的和谐，每月还可以节省
出约64个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此外，可用于对地方做出贡献的时间有所增加，其结果不
仅提高了工作热情，还使得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白滨事务所的员工回到东京后
继续采取开展提高工作效率的活动，并在工作方式改革领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９－３ 外资企业访谈

图片提供：株式会社sales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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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各种外资企业入驻

白滨事务所社内氛围

https://www.salesforce.com/cn/


１０－１ 关西的对日投资支援体系

１０ 对日投资支援

外资企业

关西经济联合会

近畿经济产业局关西商工会议所联合会
（大阪商工会议所）

JETRO大阪总部

INVEST
关西会议
関西会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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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RO IB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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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RO IB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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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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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西商工会议所联合会（大阪商工会议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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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外国企业招商联络会（KIC）

■兵库及神户投资支援中心（H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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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oto-obc.j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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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yogo-kobe.jp/best/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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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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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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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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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库县 神户市县
内市町

研究机关

地区相关
机关

神户商工
会议所

JETRO
神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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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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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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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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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0)3-3501-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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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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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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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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由日本政府制定对日投资促进措施等

１０ 对日投资支援

https://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xternal_economy/investment/act_information.html
http://www.invest-japan.go.jp/policy/simplify_regulations_and_procedures/en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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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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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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４ 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１０ 对日投资支援

＜引用日期2020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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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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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未来投资促进法＞
减免房地产取得税

＜地方据点强化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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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贺县

＜核能发电设施等周边地区企业选址支援补助金＞
针对新增设备电力合同的电费支援【仅限对象地域与对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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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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立地促进补助金＞
伴随企业在县内进行的最新设备投资，对于企业确保人材及改善操作环境的举措，提供部分经费。
【单年度补助额度上限：500万日元（多个事业者共同经营时：7.5百万日元）】

扶持制度

１０－４ 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１０ 对日投资支援

＜引用日期2020年7月＞

减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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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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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府 融资制度

扶持制度

减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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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１０ 对日投资支援

＜引用日期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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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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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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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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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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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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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府

扶持制度

减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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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堺市革新投资促进条例的市税优待
以在对象区域内进行开设工厂及事务所等
新增建筑或推倒重建项目的企业为对象，
提供固定资产税等四分之三～四分之二的减免
（五年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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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企业投资提供5%~15%的补助。 针对企业雇佣的新员工，每人提供20万日元×３年的补助。

业务系办公室选址补助金
外资企业在城市据点内新增事务所等情况，可提供40～60%的房租补助（三年有效 上限500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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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１０ 对日投资支援

＜引用日期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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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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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大阪市等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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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堺市

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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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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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库县

战略产业项目五年期间可以减免三分
之二的固定资产税及事业税
（大规模特例为10年）（五上限）
（战略产业以外项目为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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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户市的对象区域根据最新正规雇佣劳动者人数设定最大额度为2,000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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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１０ 对日投资支援

＜引用日期2020年7月＞

减税措施

扶持制度 神户市

与神户市和姬路市等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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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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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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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日元）等
※关于东京23区，属于国家优惠制度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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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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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将房产购置税减半（上限2亿
日元）

与神户市等协调

神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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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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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税措施奈良县

企业入驻促进补助金
针对在县内选址设立工厂及研究所等的企业提供补助金
（大规模入驻：最高20亿日元； 中规模入驻：最高10亿日元）

情报通信相关企业选址促进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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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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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１０ 对日投资支援

＜引用日期2020年7月＞

扶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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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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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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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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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歌山县

住宿设施的开设奖励金制度
在县内开设满足一定条件的高级住宿设施时，对相关企业提供奖励金

（最多3亿日元）

33

１０－４ 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１０ 对日投资支援

＜引用日期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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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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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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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西广域联合DMO“一般财团法人关西观光本部”运营的观光

入境网站。这里除一站式提供分散在关西2府8县中的各类信

息外，还可以进行住宿预约。同时，在该集团大力推广的住

宿型滞在圈开发事业（Plus one trip）的推动下，独特的周

游旅行商品的网上销售也正式开始运营。另外，您还可以欣

赏到多个由该本部在去年召开的G20大阪峰会的招待会中制作

并上映的8K动画为代表的关西观光动画内容页面。

为构筑深受外国人支持的入境网站，该网站目前已成为可有

效反映外国人调查结果的“外国人旅行者视角”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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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浏览网站

(参考)关西的观光旅游相关网站

关西广域
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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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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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html

公益社团法人京都市观光协会
https://kyoto.travel/cn/index.html

大阪

公益财团法人大阪观光局
https://osaka-info.jp/zh-CN/page/octb-top%E3%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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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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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kansaiguide.jp



(2020年9月发行）本资料如标明出处，允许自由引用。但不得转载和复制相片。详情敬请咨询。

对日投资等相关咨询处

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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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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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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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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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

JETRO京都贸易信息中心
600-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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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通话: 075-341-1021) FAX: +81-75-341-1023(国内通话: 075-341-1023)
URL: https://www.jetro.go.jp/Kyoto

神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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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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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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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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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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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册的相关咨询地址

经济产业省近畿经济产业局通商部 投资交流促进课
540-8535 大阪市中央区大手前1丁目5-44
TEL： 06-6966-6033 FAX： 06-6966-6087
E-mail： invest-japan-kansai@meti.go.jp 
URL： https://www.kansai.meti.go.jp/tainichitoushi.html

投资关西的一站式服务窗口

INVEST KANSAI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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