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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西 占全国比例 

面积（k㎡）（2015） 31,542 8.4% 

人口（千人）（2015） 21,711 16.9% 

GRP、GDP（10亿美元）（2012） 971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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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1万，GRP约为9710亿美元，拥有巨大的市场。 
其经济规模紧追韩国（全世界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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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西与各国的GDP比较～ 

オランダ 

インドネシア 

関西 

韓国 

メキシコ 

关西 

770 

1,182 

1,130 

919 

971 
 

World’s Best Awards,2015 

MBC Times  
“The 12 cleanest cities in the world 2015” 

国土地理院《全国都道府县市町村别面积调查》（2015年） 
总务省《户籍原簿人口》（截至2015年1月1日） 
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年报》《县民经济计算年报》（2012年） 
（注）根据关西的GRP根据2012年度地区生产总值（名义）算出 
   汇率按1美元＝83.08日元换算 

和歌山县 

福井县 

滋贺县 
京都府 

奈良县 

兵库县 

大阪府 

100㎞ 

50㎞ 

经济规模位居国内第2 

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 

在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中排名第7位 

大阪市 

京都市 

神戸市 

2 

（10亿美元） 

关西 

广岛 
福冈 

札幌 

名古屋 

东京 

鹿儿岛 

墨西哥 

韩国 

印度尼西亚 

荷兰 

卡拉奇 

人口规模超过纽约 

上海 

纽约 

圣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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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关西拥有多条航线通往亚洲和全世界 
2．完善的基础设施 

● 2016年每周开通1,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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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   每周36.5班 北美   每周60.5班 

中东  每周7班 

亚洲     每周1097班 

神戸港 

舞鹤港 

堺泉北港 

和歌山下津港 

敦贺港 

关西国际机场 

大阪港 

大洋洲等  每周59班 

【国际航线网络】 

  航空公司数      78     

  通航国家（地区）数 24 

  通航城市数      84      

  每周通航数     1,260班 

亚洲等近海：每周143.9班 北美：每周9班  欧洲：每周2班 

其他：每周5班 

※2016年夏季日程高峰时（9月）的计划。 

※拥有外航集装箱定期航线的关西港口的合计。国土交通省港口局调查 

（注）根据新关西国际机场株式会社资料制作。 
※2016年夏季日程高峰时（9月）的计划。 

【通往日本的外贸定期集装箱航线】 

※2015年4月1日的数据 

【关西港口游轮停靠次数】 

神戸港：97次 大阪港：     21次    
舞鹤港： 8次  新宫港：      8次 
姫路港： 3次  和歌山下津港：3次 

敦贺港： 2次  宫津港：      1次 
※2015年1月～12月 国土交通省港口局调查 

姫路港 

新宫港 

宫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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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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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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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 新干线 高速公路 
札幌 

福冈 

1小时 

1小时 

1小时50分钟 

2小时30分钟 
东京 

大阪 

福冈 
大阪 

东京 

2小时30分钟 

福冈 

大阪 
名古屋 名古屋 东京 

广岛 

6小时 

4小时 

7小时30分 

2小时 
50分钟 

2.完善的基础设施 



KIX-
Medi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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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关西国际机场 
2．完善的基础设施 

可在一座仓库内进行医药品的恒温出口打包和保管！从医
药品的大量进口到出口，自由自在！ 

医药品专用公共恒温库 保冷台车 

受到全世界的高度评价！ 

荣获“Best Airport Staff in Asia Award 2014”第1名 
荣获“Best Low-Cost Terminal 2015”第1名（※） 

荣获“Best Baggage Delivery 2016”第1名（连续2年） 
（World Airport Awards 2015及2016） 

※以第2航站楼为对象 
   

（FedEx提供） FedEx（北太平洋地区枢纽） 

拥有多条4000ｍ级跑道的24小时作业机场 

日本国内唯一！ 

●与亚洲的56座城市通航，国际航线廉航共有18家公司，与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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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洲和全世界紧密相连。 

【货运航班的利用时间带】 

连接24个国家、84座城市的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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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获“2015 Air Cargo Excellence Survey”第1名 
                   （连续2年） 
 亚洲地区货物吞吐量40万吨以上100万吨以下部门 
                 （Air Cargo World） 

深夜清晨 

32.4% 

完全24小时作业。利用深夜航班缩短交货期！ 

日本首创！ 

世界最大的机场货运公司货物集散地 被各种机构评为No.1！ 

医药品出口打包设施 

※2016年夏季日程高峰时（9月）的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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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是众多优秀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荟萃之地。   

3-1.大学和研究机构云集 
3．出色的科技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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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口的学校数和学生数】 

学校数：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调查》（2015年度） 
人口：总务省《户籍原簿人口》 
                            （截至2015年1月1日） 
 

【产学公共研究金额】 

【彩都（国际文化公园城市）】 
＜早期探索性临床试验基地构建事业 

MeDICI项目＞ 
大阪大学医学部 

国立心血管系统疾病研究中心 
千里生命科学中心 

【神戸医疗产业城市】 
＜日本最大规模的医学生物聚集＞ 

研发基地、医疗相关企业等 
313家企业和团体云集 
超级计算机“京” 
FOCUS超级计算机 
理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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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集约130家官方和企业的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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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is科技创新 

Fraunhofer（产总研） 

全国的产学公共研究 
（按金额计算） 

关西27% 

关西占全国产学公共研究的27%（按金额计算），每件的享
受金额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蓝色 
LED 

iPS 
细胞 

 诺贝尔奖获得者辈出  
24名获奖日本人当中 

1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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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 

6 

关西 

全国 

（千日元） 

折线：学校数/十万人 

柱形：学生数/千人 

全国 京都 （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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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计算机‘京’” 
世界最尖端水准的超级计算机 

使X射线发出比SPring-8亮10亿倍的激光，研究原子级别的
物质运动和变化的设施 

“大型同步放射设施‘SPring-8’” 

使用世界最高性能的“放射光”，研究物质原子和分子级
别的形状及功能的设施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SACLA’” 

“知识首都（GRAND FRONT）” 
不断实现跨领域技术合作，坚持创造全新价值
的知性创造基地 

3-2.不懈创新的最尖端研究设施等 
3.出色的科技集群 

世界最早研制出iPS细胞的核心研究机构 

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 
Ⓒ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 

7 

图像提供∶理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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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绿色创新 
4．前景可观的成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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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置制造企业 
平野TECSEED 
西村制作所 

元件制造企业 
田中化学研究所 

大和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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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最大53ft集装箱尺寸的蓄电池系统 

Panasonic、京瓷、Aquafairy 

➢燃料电池制造企业 

➢燃料电池零部件制造企业 

SAMTECH、田中化学研究所、细川密克朗、第一稀有元素化学工业、 
东洋纺、日本触媒、千禧年门技术、山里产业、三昌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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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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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MEX、Round Science 

 新一代大型蓄电池“氧化还原液流电池” 

家用燃料电池热电联产系统 

8 

日本首家商用氢气站“岩谷氢气站 尼崎” 

独立行政法人产品评价技术基础机构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advanced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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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 

20% 

其他 

80% 

4-2.生命科学创新 
4．前景可观的成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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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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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野义制药 

小野药品工业 

改源制药 

小林制药 

武田药品工业 拜耳药品 

阿斯利康 

日本勃林格殷格翰有限公司 

众多外资企业也入驻关西 

医疗器械制造企业云集 

欧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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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日本据点 

 
 
 厚生劳动省《药事工业生产动态统计年报统计表》（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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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尼普洛 

田边三菱制药 

扶桑药品工业 希森美康 

神戸医疗产业城市 

关西 

30% 

其他 

70% 

（福井县除外） 

【医药品发货量市场份额】 【非处方药物产量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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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在关西前进中的特区 

     
 

◆聚集世界一流尖端技术企业 

◆聚集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基地 

6个方向的革新创造 

大容量 
锂电池 

蓄电池 智能社区 

关西创新国际战略综合特区 

4.前景可观的成长产业 

国家战略特区 

 
 
 
 
 
 
 
 
 
 

医药品 

尖端医疗技术 
（再生医疗等） 

医疗仪器 

先进尖端医疗 

生命领域 

绿色领域 

关西的潜力      
 

◆推进以再生医疗为首的尖端医药品和医疗器械

等的研究开发和企业化 

◆创造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汇集的商务环境 

目标 

等 

医疗 
·提供再生医疗等高精尖医疗 

·开发革新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 

雇佣 
·完善风险型企业和国际化企业等 
  的雇佣条件 

 

城市 
再生 
和 

城市 
建设 

·建造形成国际商务据点的建筑 
·推进城市繁荣 
·提供外国人居留的住宿设施 

教育 ·培养国际商务型人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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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汇集众多为世界瞩目的拥有高精尖技术的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制造能力，支撑日本制造业。 

11 

5-1.支撑世界的关西中小企业 

HARDLOCK工业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Cross Effect 

音羽电机工业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HOPNIC研究所 

绝不松扣的螺母。主要应用在欧洲及亚洲的高速铁路等
相关行业，巴西等大规模资源行业，以及桥梁和东京天
空树等高层建筑上，产品技术质量值得信赖。 
在NAS（美国宇航规格）振荡试验中获得优异成绩，占
据世界首位份额。 

拥有视力矫正用“高折射率偏振光透镜”的世界市场份额的9
成的透镜制造厂。遮挡刺眼阳光的偏振光太阳镜用透镜，被
海外众多知名品牌太阳镜制造商所采用。另外，还开发了光
（紫外线）发光调光透镜，以及开发了吸收感觉刺眼光的特
定波长（580nm）透镜。 

雷对策的龙头企业。以避雷器为中心，广泛应用于电
力、铁路和广播通讯产业领域，在电力业界拥有日本国
内首位份额。产品核心氧化锌元件，作为高品质设备产
品，受到海外普遍关注。 

http://www.hardlock.co.jp/en/index.php http://www.otowadenki.co.jp/eng/ 

http://www.hopnic.co.jp/english/ 

5.最具魅力的产业 

http://www.xeffect.com/english/index.html 

提供光造型，真空注型“高速试制”技术服务。囊括家电制
造厂、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医疗器械制造厂、工业机器制造
厂，以及大学和研究机构等多方面领域。完美再现心脏内部
以及真实触感，制造出逼真生物心脏模型，为主刀医生的进
修和提高手术技术提供模拟训练机会。 

 

INVEST KANSAI 

以往偏振光透镜 
折射率：1.498 
度数：S-6.00 

高折射率偏振光透镜 
折射率：1.664 
度数：S-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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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畿大学的金枪鱼（ A-Marine近大·和歌山） 

成功实现了世界首例完全养殖的蓝鳍金枪鱼。避免了金枪鱼
资源的减少，可以大量生产人气金枪鱼。 

●1958年∶鸡味面 
 1971年∶杯装方便面（日清食品·大阪） 

现在还仍被世界许多国家的朋友们所钟爱，为提高人们的
饮食生活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7年∶自动检票系统（立石电机（现∶欧姆龙） ·京都） 
  融合电气、电子和机器机构技术，创造出来的日本机器技术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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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带照相功能的手机（夏普·大阪） 
现在通过手机拍摄照片并用邮件传输，是从这里开始的。 

12 
完全养殖蓝鳍金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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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3.bp.blogspot.com/-Vb3CE5i8Jtw/UYUCB1k4RLI/AAAAAAAAIZs/UL7kLdtmiYw/s1600/%E3%82%AB%E3%83%83%E3%83%97%E3%83%A9%E3%83%BC%E3%83%A1%E3%83%B3+%E3%82%A4%E3%83%A9%E3%82%B9%E3%83%88%E7%B4%A0%E6%9D%9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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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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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编织机的最大生产厂家“株式会社岛精密机械 
制作所”的创始人。 

 

岛正博 

将“大金工业株式会社”推进为世界第一的
空调综合制造厂的超有才华的经营者。 

井上礼之 

世界综合电子工学产品制造商“松下电器产业”
（现在的Panasonic株式会社）的创始人。 

松下幸之助 

鸟井信治郎 
 
以竞技用运动鞋为核心的世界级体育用品制造商
“株式会社爱世克斯”的创始人。  

 

鬼冢喜八郎 

 
综合电子元件的世界级制造商“京瓷株式会社”的
创始人。  

稻盛和夫 
 
自动检票机等许多“世界首例” 
革新型电机的制造厂家 
“欧姆龙株式会社”的创始人。 

 

立石一真 

 
世界分析/测量仪表的制造商“株式会社岛津制作所”的创
始人。日本初次载人氢气球成功起飞。 

 

岛津源藏 

 
开发了世界最初的方便面和杯装面。 
“日清食品株式会社”的创始人。 
 

安藤百福 

在英国“威士忌酒·圣经2015年版”荣获历
届最高得分--“山崎”品牌的生产公司的
“三得利”的创始人。 

INVEST KANSAI 



6-1.亚洲著名的国际会议举办地 
6．完善的商务环境 

【商务优势比较】 

   CBRE“全国空房率及平均房费Q1”（2016） 
   总务省统计局“零售物价统计调查（动向篇）”（2016年4月） 
   厚生劳动省“毎月勤劳统计调查（地方调查）（2014年平均） 

注）关西圏以大阪的数值为关西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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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MICE※，还提供舒适的商务和生活环境。 
     ※Meeting, Incentive tour, Convention/Conference, Exhibition

    

稍一离开经济中心
区域，即可享受丰
富的自然和文化。 

摘自近畿经济产业局“Destination KANSAI” 
近江八幡水乡巡游（滋贺） 

大阪府立国际会议会场 
（GRAND CUBE大阪） 

大阪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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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良县提供 

14 

【亚洲与大洋州地区各个国家的召开次数 
  自2012年起连续3年位居日本第一】 

27% 

73% 

 JNTO“国际会议举办统计（ICCA）”（2014） 

日本举办的会议 
27% 

在关西举办 

田边市熊野旅游观光事业局 
熊野本宫温泉乡（和歌山） 

日本最大规模的国际展示场 “INTEX大阪” 

神戸国际会议会场   神戸市提供    

三方五湖（福井） 

办公室租金 

住宅房租 

人工费 

（东京为100） 

INVEST KANSAI 



6-2.提供舒适的商务和生活环境（专栏） 
6.完善的商务环境 

●关西的外国公馆代表，沃尔斯关西领事团长如是说。 

对日本/关西的3点看法 
欧洲对日本有“非常远，物价高，语言不通”3点看法，但对关西却
没有。关西国际机场迎接来自世界各国城市的航班，有价格合理又
舒适的酒店，还可以享受美食。公共交通机关都用2种语言显示。非
常放心。 
  

交通便利的关西 
关西拥有众多的产业，汇聚了活跃于全世界的众多企业。由于地处
日本中心，乘新干线约2.5小时即可到达东京或福冈。如在东京和关
西各设据点，则开展商务将十分便捷。当然仅关西一处足矣！ 
京都、大阪、神户和奈良等，不但各有千秋，而且历史和文化十分
悠久，还有各种传统的国际贸易，看点数不胜数。公共交通机关便
利又充实，自然资源丰富，从住宅区前往市中心即方便又畅通无
阻。   
  

友好亲切的关西人 
关西人友好直率，商务和生活都非常便捷。有敏锐的洞察力，而且
心胸开阔是关西人性格的一大特点。关西人热诚恭候外国友人的到
来。在这里，迷路一定会有人相助。人在关西，仿佛并未离开自己
的祖国一样，安全放心。 
 
 

罗蒂克·沃尔斯 
关西领事团长 

（驻大阪·神户荷兰总领事） 

INVEST KAN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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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汇集了大量的国宝和世界文化遗产。 
●关西是日本代表性传统艺术和文化的发祥地。 

7-1.文化与历史的宝库 
7．魅力无限的观光旅游 

世界文化遗产（5件） 

姫路城 
日本的代表性城郭 

纪伊山区的灵地与参拜道 
山岳信仰的灵地 

古都京都的文物 
日本的代表性建筑和庭园 

法隆寺地区的佛教建造物 
现存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建筑 

古都奈良的文物 
奈良时代的寺院建筑 

艺术与文化的发祥地 

关西的世界文化遗产与祭典活动 

和歌山县提供 

照片提供：一般财团法人 
奈良县观光局 

传统悠久的日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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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观光局 
（公共财团法人大阪观光会议协会） 

日本三大祭典活动之一 
天神祭 

日本三大祭典活动之一 
祇园祭 

国宝中70%以上的古建筑以及 
50%以上的工艺美术品都在关西！ 

 

奈良县提供 

能乐 

文乐 花道 

歌舞伎 

茶道 

摘自文化厅主页 

照片提供：平等院 

照片提供：一般财团法人奈良县
观光局 

文部科学省《文化科学统计要览》（2016年） 

INVEST KANSAI 



城崎温泉 小玉电车（和歌山电铁） 

可爱的猫站长超具人气 

DESIGNED BY EIJI MITOOKA + DON DESIGN ASSOCIATES 

7-2.备受外国人关注的关西旅游景点 
7.魅力无限的观光旅游 

●关西地区许多闻名世界的观光地。   

梅田蓝天大厦（空中庭院） 

世界代表性建筑首选20 

千日前道具屋筋 

提供∶和歌山县 

Best TriPS 2015“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er” 

深受外国人喜爱 
的日本旅游景点2016 

伏见稻荷大神社 

米其林 绿色向导·日本 

《深受外国人喜爱的日本旅游景点2016》首选30中有12处在关西 

关西有43处获得最高三星评价 占全国的37.4% 

可以感受日本风情的温泉 

高野山 

2015年应该到访之处 

世界最佳20 

支撑饮食文化的厨房用具、菜刀、
食品样品琳琅满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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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saka Government Tourism Bureau 

（c） Osaka Government Tourism Bureau 



7-3.产业观光设施汇集于此 

●现场学习产业和企业的文化知识，还可以体验和交流的产业观光备受人们瞩目。 
●关西汇聚了众多此类产业观光设施，每年迎接来自国内外的到访者超过1600万人次。 

7.魅力无限的观光旅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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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500个设施和示范路线～ 

INVEST KAN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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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币兑换店铺 外币自动兑换机 

（照片提供：©田边市熊野旅游观光事业局） 

 国际游客出租车 
（出处：公共财团法人大阪出租车中心） 

IC卡型车票 
“KANSAI ONE PASS” 
（出处：关西国际观光推进本部） 

关西景色    

针对清真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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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对访日外国游客的全心全意服务 
7．魅力无限的观光旅游 

＜可使用5国语言的119报警电话＞   

 京都市/堺市/神戸市/和歌山县田边市、白
浜町、新宫町、上富田町、周参见町 OSAKA NIGHT LIFE（出处：大阪观光局）    

轻松便捷的移动工具 

多种语言问讯 

供外国人阅览的英文免费报纸                   

通信顺畅 日元现金提款服务 

＜海外发行信用卡可用＞ ＜可兑换外币＞ 

SIM卡自动售货机 
（照片提供：新关西国际机场株式会社） 

语音翻译应用软件“VoiceTra” 
（出处：NICT） 

食品图片（出处：INTERNASHOKUNAL） 

QR翻译（出处：PIJIN） 

多种语言数字标牌 
 

祈祷室（出处：新关西国际机场株式会社） 

（出处：阪急电铁株式会社） 
 

INVEST KANSAI 

©Tezuka Productions 



    大阪海关 “大阪海关贸易快报”（2015年） 
      “福井县（敦贺海关分所管内）”贸易概況（2015年） 

关西从世界各地进口情况比较（2015年） 

关西向世界各地出口情况比较（2015年） 

 出口总额 
 约16.2万亿日元 

 
 

  全国 出口总额 
  约75.4万亿日元 

进口总额 
约15.3万亿日元 

 
 

 全国 进口总额 
约78.3万亿日元 

8-1.各地区贸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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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独具特色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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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关西） 
亚洲67.1% 

（其中中国23.3%） 

美国 
20.2% 

欧盟 
9.8% 

其他 
15.8% 

亚洲53.4% 
（其中中国17.5%） 

美国 
13.7% 

欧盟 
10.6% 

其他 
9.4% 

（关西） 

（全国） 

亚洲58.6% 
（其中中国32.7%） 

美国 
8.2% 

欧盟 
10.6% 

其他 
29.7% 

亚洲49.1% 
（其中中国24.7%） 

美国 
10.3% 

欧盟 
11.0% 

其他 
22.6% 

INVEST KANSAI 



矿物性 
燃料 

16.3% 

电气机器 
16.4% 

化学制品 
12.7% 食品 

10.0% 

服装及附

属品 
8.1% 

普通机械 
9.0% 

其他 
27.5% 电气机器 

30.1% 

普通机械 
20.9% 化学制品 

12.0% 

钢铁 
5.4% 

科学光学

机器 
4.9% 

输送用机

器 
4.8% 

非铁金属 
2.0% 

金属制品 
1.8% 

其他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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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75.4万亿日元 ※全国∶78.3万亿日元 

8-2.各类商品贸易额 

关西各类产品的进口额（2015年） 关西各类产品的出口额（2015年） 

8.独具特色的贸易 

总额16.2万亿日元 总额15.3万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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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海关 “大阪海关贸易快报”（2015年） 
      “福井县（敦贺海关分所管内）”贸易概況（2015年） 



美国 

27.0% 

德国 

16.7% 

中国 

9.3% 

韩国 

7.9% 

意大利 

6.0% 

法国 

5.6% 

英国 

4.7% 

荷兰 

3.3% 

瑞士 

2.8% 

台湾 

2.3% 

丹麦 

1.9% 

新加坡 

1.4% 

其他 

11.2% 

      东洋经济新报社《外资企业CD-ROM》（2015） 
     东洋经济新报社《外资経企业总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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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高于约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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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化学产品、医药品、电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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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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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家和地区的投資比例 （2014年） 外资企业的产业分类（2014年） 

※外资企业：外资比率20%以上（也包括一部分分公司等） 

机械批发 

13.5% 

机械设备制造 

7.4% 

化学产品制造 

5.6% 

电气设备批发 

5.1% 

信息、系统、软件 

4.7% 
精密设备批发 

4.2% 
医药品制

造 

4.2% 
电气设备制

造 

3.3% 

纤维、服装批发 

3.3% 

化学批发 

3.3% 

钢铁、金属批发 

2.8% 

精密设备制造 

2.8% 

其他批发 

17.7% 

其他制造 

13.0% 

其他 

9.3% 

合计 
215 

合计 
215 

INVEST KAN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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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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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入驻关西的外资企业范例 

出处：根据《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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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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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rpillar Japan株式会社（兵库县明石市）       

      株式会社三星日本研究所（大阪府箕面市） 

      雀巢日本株式会社（神戸市） 

      P&G株式会社（神戸市）   

      BASF日本株式会社（兵库县尼崎市） 

      Recaro株式会社（滋贺县东近江市）                             

  

研发生产据点 
                     

                阿斯利康株式会社（大阪市） 

         TORNIER JAPAN株式会社（神戸市） 

                礼来日本株式会社（神戸市） 

                拜耳药品株式会社（大阪市） 

                赫思日本株式会社（大阪市） 

                      

生命科学领域 

        

      株式会社IE JAPAN（大阪市） 

      株式会社Aiduo Solar Japan（大阪市）  

      INSTAR ITS Japan株式会社（大阪市） 

      日本盾安国际株式会社（大阪市） 

      Ceres Power公司（京都市）             

环境及能源领域 

       

 

 

       大阪希尔顿株式会社（大阪市） 

       株式会社CTRIP JAPAN（大阪市）         

       上海吉祥航空大阪分公司（大阪市） 

     DIORA Japan Osaka株式会社（大阪市、神戸市）  

               

        

观光领域 

             

                

       

       

       

      宜家日本株式会社（大阪市、神戸市） 

      Equinix日本株式会社（大阪市） 

      斑马日本株式会社【品牌名称：飞虎哥本哈根】（大阪等） 

      TÜV Rheinland Japan株式会社（大阪市） 

      日本塔塔咨询服务株式会社（大阪市） 

      海尔日本销售株式会社（大阪市） 

      株式会社希尔曼餐馆日本（大阪市）  

         

       

        

            

流通及服务领域 

INVEST KAN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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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总部对日投资•商务支援中心（IBSC） 
     电话∶+81-6-4705-8660   传真∶+81-6-4705-8650 
JETRO神户对日投资•商务支援中心（IBSC） 
     电话∶+81-78-252-7505   传真∶+81-78-252-7506  
JETRO京都贸易信息中心 

 电话∶+81-75-325-5703   传真∶+81-75-325-5706 
JETRO福井贸易信息中心 

 电话∶+81-776-33-1661   传真∶+81-776-33-7110 

 

 

 

10-1.关西的对日投资支援体系 
10.对日投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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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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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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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INVEST关西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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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 KAN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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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各地方政府等的对日投资支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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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对日投资支援 

 

・优惠政策 
・不动产信息 
・介绍代理办理法人注册及 
  取得在留资格的信息 
・介绍口译、笔译，市场调 
  研，法律，税务，财会专 
  家和企业等信息 
・公关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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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kic-kyoto.jp/chi/index.html 

http://www.investosaka.jp/ch/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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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希望入驻大阪的外国企业，外国公馆、经济团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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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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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府 

大阪市 
大阪商工 
会议所 

针对企业的需求，亲切详尽地提供支援 



10-3.日本政府促进对日投资的措施 

亚洲据点化推进法（关于促进特定跨国公司开展研发工作等的特别措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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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用英文申请＞ 

降低专利费 

简化投资手续 

○将专利发明的审查请求费和专利费降低50%  ※适用于中小企业 

快速审查专利申请 ○提高审查审理专利申请的速度【通常约22个月→约2个月】（2011年度业绩） 

融资援助 
○由中小企业投资育成株式会社提供融资援助（中小企业中注册资金超过3亿日元的股份公司也
被列为援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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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对日投资支援 

  ※更多详情→ http://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xternal_economy/investment/act_information.html 
加快审查居留资格 

○将外汇及对外贸易法规定的申报后30天内不能投资的期限缩短为2周   

2015年度全球创新据点设立等支援事业  

 支援领域：发展前景可观的“再生医疗领域”、“IoT领域” 
 支援事业：外国企业（※）与日本国内的企业和大学等进行合作和业务合作的下列事业： 
 设立全球创新据点（设备费、设施购买费、租金、工程费等事业费）・・补助1/3 
 在日本的实证研究（研究人员的人工费、外包费、设备费、差旅费等事业费）・・・・・・・・・・・・补助2/3 
 在日本的商业化可行性调查（F/S）（研究人员的人工费、外包费、差旅费等事业费）・全额补助 

 事业实施期限：原则上，从决定交付至2017年2月3日（周五）为止，必须完成事业（项目完成以及补助企业的经费 
                  支付完成）。 
 

  外国企业在日本与日本的企业、大学等合作，设立创新据点，开展实证研究、商业化可行性调查时，将补助
经费。 

（每件限额：1000万日元） 

＜问讯处＞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对日投资部 对日投资科 全球创新据点设立等支援事业主管 
             TEL：+81-3-3582-5234   Email：invest-japan@jetro.go.jp  

（※）通过公开募集被选定的外国法人（包括在日本的分公司），在申请交付之前，必须具备国内法人资格  

  ※更多详情 → https://www.jetro.go.jp/en/invest/incentive_programs/info.html 

26 

INVEST KAN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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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规定地区免征3年营业税、房产购置税、固定资产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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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固定利息）,限额：5亿日元（特别认定10亿日元），期限：15年以内）      

福井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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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日期2016年4月＞ 

10．对日投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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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各地方政府详尽的支援制度，请参考近畿经济产业局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网站。 

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各地区投资环境指南》- http://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 



补助制度 

 “Made in SHIGA”企业入驻补助金 
有发展前景的产业等的总部、研究开发、母工厂等的入驻，给予补助（最高10亿日元） 

减税措施 

 在规定区域减免3年营业税、房产购置税等 

融资制度 

 产业入驻促进资金融资制度 
对工厂和研究所等设备资金，提供低息融资 
（利率：年1.35%，限额：2亿日元，期限：10年以内） 

10-4.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滋贺县 

 原子能发电设施等周边地区企业入驻支援补助金 
在规定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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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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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各地方政府详尽的支援制度，请参考近畿经济产业局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网站。 

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各地区投资环境指南》- http://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 

＜引用日期2016年4月＞ 



京都府 融资制度 

京都产业入驻战略21特别对策事业费补助金的对象
工厂等的相关新建或增建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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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扶持制度 

对在生产制造集散促进地区
内新建的工厂等，最多可减
免一半的房产购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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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能发电设施等周边地区企业入驻补助金 
  在规定地区对新进增设的电力契约，给予电费援助 

京都市 

京都型Global Niche Top企业育成补助金：针对京都市新兴企业鉴定委员会所认定的A级企业等对象
企业，在其新设办事处时给予5年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计划税补助，并给予埋藏文化发掘研究费用补助 

京都市企业布局促进制度补助金∶对在市内所有区域的总部、工厂、研究所和开发据点，有新进增 
建等，对重新购置的固定资产相关的固定资产税及城市计划税的相就部分给予补助（中小企业5年, 
大企业2年（对于轻松进都等特定地区，可延长1年）），另外还有埋葬文物发掘调查费用补助 

10.对日投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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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各地方政府详尽的支援制度，请参考近畿经济产业局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网站。 

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各地区投资环境指南》- http://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 

＜引用日期2016年4月＞ 



大阪府 

10-4.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扶持制度 

府内投资促进补助金 
 对在规定地区新建、改扩建工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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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洲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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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日期2016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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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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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计划得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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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场、研究 
  设施等时所需的资金，给予贷款 
 （办理方法因金融机构而异） 

融资制度 

10．对日投资支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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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工场等 
 的企业，固定资产税等减免3/4～1/2 
 （5年内） 

堺市 

堺市中心地区业务职能聚集促进事业补助金 
 在指定地区新设事业所等时，给予房租补助等。对总部职能、外资企业、外国公务 
 加算补助率（在3年内，最高50%，限额500万日元） 

堺市 

与大阪市等 
协调 

INVEST KANSAI 

（注）关于各地方政府详尽的支援制度，请参考近畿经济产业局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网站。 

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各地区投资环境指南》- http://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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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库县 

10-4.各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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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税措施 

在5年内将固定资产税、事业所税等 
减轻9/10（大规模特例在10年内） 
（无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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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日期2016年4月＞ 

10．对日投资支援 

就业创造型制造业聚集促进补助 
 对设备投资给予3%以内的补助（限额5亿日元） 

从三大城市圏和外国迁入总部职能 
 对设备投资给予5%以内的补助等 

先进制造业大规模投资促进补助 
 对设备投资给予6%以内的补助（无上限） 

从东京23区等迁入总部职能补助 
 对购置建筑物给予7%以内的补助 
 雇佣补助（每人最高50万日元）等 
 （限额：本期税额的30%） 

与神戸市和姫路市等 
协调 

神戸市 

神戸市 

对于从三大城市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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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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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 KANSAI 

（注）关于各地方政府详尽的支援制度，请参考近畿经济产业局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网站。 

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各地区投资环境指南》- http://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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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日期2016年4月＞ 

企业入驻人才保障支援补助金 
 对入驻企业为保障人才而发布招聘广告、要求介绍人才所需的经费给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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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亿日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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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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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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 KANSAI 

（注）关于各地方政府详尽的支援制度，请参考近畿经济产业局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网站。 

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各地区投资环境指南》- http://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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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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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规定地区内免征3年营业税、房产购置税和固定资
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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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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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各地方政府详尽的支援制度，请参考近畿经济产业局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网站。 

近畿经济产业局- http://www.kansai.meti.go.jp/3-1toukou/invest_in_kansai/e_various_incentives.html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各地区投资环境指南》- http://www.jetro.go.jp/en/invest/region/ 

＜引用日期2016年4月＞ 



 关西广域   关西观光web  
  联合   http://www.kouiki-kansai.jp/tourist_info/zh_cn/ 
 
  福 井  公益社团法人福井县观光联盟 
      http://www.fuku-e.com/lang/chinese_s/ 
 

 滋  贺  公益社团法人琵琶湖游客中心   

      http://cn.biwako-visitors.jp/ 
 

 京 都  公益社团法人京都府观光联盟   

      http://www.kyoto-kankou.or.jp/chinese/ 
      公益社团法人京都市观光协会    
      http://www.kyoto-magonote.jp/ck/ 
 

 大 阪  公益财团法人大阪观光交流协会   
      http://www.japan-osaka.cn/ch/ 
      公益社团法人堺观光会展协会     
      http://www.sakai-tcb.or.jp/s_chinese/ 
 

 兵  库  兵库公益社团法人兵库观光协会   
      http://www.hyogo-tourism.jp/simplified/    
      一般财团法人神户国际会展交流协会  
       http://www.feel-kobe.jp/_ch/ 
 

 奈 良  一般财团法人奈良县观光局  
       http://yamatoji.nara-kankou.or.jp/ 
 

 和歌山   公益社团法人和歌山观光联盟   
       http://www.wakayama-kanko.or.jp/world/chinese_s/ 

（参考）关西的观光旅游相关网站 

 
 
 
 
 
 
 
 
 

“Kansai Window（关西之窗）”是关西地区振兴财团运营和
传播关西信息的门户网站。通过日语、英语、简体中文、繁
体中文和韩语，向关西2府8县政令市（包括福井县、三重县、
鸟取县及德岛县）发布多样化信息。 
 
主要内容有：收集的庆典活动等“关西各地动向”，关西备
受关注的“KANSAI Close-up”，通过视频介绍关西的
“Kansai Window TV”、观光信息丰富的“关西欢迎你！”。 
 
此外，还链接了财团的观光Facebook以及艺术文化信息的链
接，府县市和经济团体所推荐的网站图片链接集等，作为关
西信息的门户，不断丰富和更新内容。 

http://www.kansai.gr.jp/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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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sai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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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540-8535 大阪市中央区大手前1丁目5－44 

电话： +81-6-6966-6033  （国内通话:06-6966-6033） 
传真： +81-6-6966-6087  （国内通话:06-6966-6087） 
邮箱： invest-japan-kansai@meti.go.jp 
网站： http://www.kansai.meti.go.jp/english/index.html 

（2016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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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TRO大阪总部 对日投资及商务支援中心（IBSC） 

邮编： 541-0052大阪市中央区安土町2-3-13 
电话：+81-6-4705-8660  （国内通话:06-4705-8660） 
传真：+81-6-4705-8650 （国内通话:06-4705-8650） 
网站： http://www.jetro.go.jp/osaka 

 

  JETRO神户 对日投资及商务支援中心（IBSC） 
邮编： 651-6591   神户市中央区浜边通5-1-14 

电话： +81-78-252-7505  （国内通话:078-252-7505） 
传真： +81-78-232-3439  （国内通话:078-232-3439） 
网站： http://www.jetro.go.jp/kobe 

 

  JETRO福井贸易信息中心 
邮编： 918-8004   福井市西木田2-8-1 

电话： +81-776-33-1661 
传真： +81-776-33-7110 
网站： http://www.jetro.go.jp/fukui 

    

JETRO京都贸易信息中心 
邮编: 600-8813 京都市下京区中堂寺南町134 KRP2号馆 

电话： +81-75-325-5703 
传真： +81-75-325-5706 
网站： http∶//www.jetro.go.jp/ky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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