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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将实现

“以高功能、高专业性作为基础，打造一个不断向全球性进化发展的企业集团”的目标。

切实推进中期经营计划“Chori Innovation Plan 2019”的基本战略，

达成“2022年度利润总额130亿日元”的前景目标。

“挑战你的梦想”
Making your dreams come true
あなたの夢に挑戦します。

公司口号

我们作为一名地球人，以公正、诚信为行动准则，

继续提供让客户高度满意的服务，为实现更美好的社会做贡献。

企业理念

N E W S T A G E

纤维事业

作为创业以来的专家角色， 

从行业“上游”到“下游” 

综合开展事业

化学品、机械事业

开拓多样化市场、 

全球化的视野与执行力

纤维事业和化学品、机械事业的专业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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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s Message
社长致辞

立志成为不断
向全球性进化
发展的企业集团

为了实现纤维事业和化学品、机械事业的

进一步扩大

对于纤维事业，在启动“Chori Innovation Plan 2019”的

同时，为了实现“纤维事业应有的姿态”，时隔10年对组织结

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从以往的纤维原料本部、纤维产品

本部的二本部制变成了三本部制的最佳运营体制，纤维第

一本部负责合成纤维原料和产业资材领域的主要商品，纤

维第二本部负责功能资材和功能性衣料领域的主要商品，

纤维第三本部负责时装领域的主要商品。虽然在日本国内

的纤维市场大幅度地扩大比较困难，但是世界的纤维市场

正在不断扩大。在成长的海外市场，推进从素材到缝制的连

贯型商业模式，以实现“蝶理的全球一站式理念”的事业扩

大。

对于化学品、机械事业，将事业内容从单纯贸易模式转

换为转型贸易模式，扩大具有附加价值的交易。此外，将运

输机器业务分离出来成立独立子公司，提高了机动性。而

且，还积极推进大型的M&A及事业投资，以期进一步充实

全球企业集团，实现事业扩大。

通过这些举措，将在2019年度实现销售额达到3,300亿

日元，利润总额达到85亿日元，同时迈向新的舞台。

蝶理集团的持续成长

本集团的事业环境变化显著，我们将快速地应对这些

变化，不断前进。此外，我们还将把握市场的瞬息变化，进

一步锤炼全球化业务和高功能、高专业性，为实现“Chori 

Innovation Plan 2019”这一宏伟目标，全体员工团结一心，

迈步向前。今后，我们仍将在“挑战你的梦想”这一公司口号

的指引下，不辜负利润攸关者的期望，不断成长及发展。

拥有超过150年公司历史的专业商社

本集团是一家纤维事业和化学品、机械事业的专业商

社。自创业以来已经拥有超过150年的历史，并构建了全球

网络。利用该网络和作为专业商社的专业性及高功能性，事

业正在不断地得到扩大。在2017年4月发表的中期经营计划

“Chori Innovation Plan 2019”（以下称为“Chori Innovation 

Plan 2019”）（2017－2019年度）中，提出了致力于实现“以

高功能、高专业性作为基础，打造一个不断向全球性进化发

展的企业集团”的目标。

中期经营计划“Chori Innovation Plan 2019”

～迈向新的舞台

本集团提出2022年度实现利润总额130亿日元的前

景目标，迈向利润总额为3位数的新舞台，制定了“Chori 

Innovation Plan 2019”，并从2017年4月开始实施相关举措。

在延续上一期中期经营计划“跃进2016”（2014－2016年度）

的基本战略的同时，新增加了“公司治理”，进一步强化这三

年来推进的各种举措，以实现前景目标。并且推进纤维事业

和化学品、机械事业等各项事业轴的运营，进一步加快全球

化的进程。此外，还将促进向事业投资型商业模式的转变，

推进事业范围扩大及收入结构的转变。另外，还将致力于新

的M&A的实施、子公司事业的扩充及全球企业集团的扩大。
代表取缔役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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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代～

2001 吉达（沙特阿拉伯）

2010 达卡（孟加拉）

2011 马尼拉（菲律宾）

2013 柬埔寨

2016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1970年代～

1978 圣地亚哥（智利）

1979 北京（中国）

1989 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

 （西方国家的第一个分支机构）

 台北（中国台湾）

 青岛（中国）

1994 胡志明（越南）

1950年代～

1969 莫斯科（俄罗斯）

参照P. 21日本国内外的网络

History
成长的轨迹

纤维综合商谈会（蝶理MODA企划）总部大楼（当时）第一代社长 大桥理一郎

蝶理于江户时代末期1861年在京都创业，最初是一家生丝批发店。

此后，始终与时俱进，因应社会的需求积极努力构建事业。

男士服装缝制工厂

1900

创业～
作为纤维专业商社不断成长

1926

1948

1956 20132004

2008

1950

1950年代～
开始化学品事业　开始进军海外

1970 1980 2000

2000年代～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1980年代～
全球展开事业，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18611860

1861 在京都西阵创业，最初是一家生丝批发店 1926 随着人造丝工业的勃兴，开始经销人造丝

1948 设立蝶理株式会社，资本金500
万日元

1956 开始经销合成树脂和化
学品，各种机械及各类
物资

1961 股票在东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

2013 对新加坡化学品商社“MEGACHEM LIMITED”出资
收购化学品专业商社“PTI Japan株式会社”

2015 收购化学品专业商社“Miyako化学株式会社”

2017 制定中期经营计划“Chori Innovation Plan 2019”

2014 东京总部搬迁到品川
收购生产销售女装的“株式会社东京白百合会”

蝶理美国蝶理欧洲 蝶理（中国）商业 

有限公司

蝶理中东 泰国蝶理

1970年代～

1973 蝶理新加坡（新加坡）

1974 泰国蝶理（曼谷）

1989 蝶理马来西亚（吉隆坡）

1993 蝶理（上海）有限公司（中国首家本地法人）

1995 蝶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1950年代～

1957 蝶理纽约（现为 蝶理美国）

1963 蝶理德国（现为 蝶理欧洲）

2000年代～

2001 蝶理中东（迪拜）

2004 蝶理（天津）有限公司

 蝶理（大连）贸易有限公司

2005 蝶理（中国）商业有限公司（上海）

2012 蝶理韩国（韩国首尔）

2014 蝶理印度（孟买）

2016 蝶理越南（胡志明）

2017 蝶理墨西哥（墨西哥城）

事业的变革与扩大

20141961

2004 成为“东丽株式会社”的合并子公司

全球网络的展开

2008 设立60周年
确定新CI

N E W  STAGE

海外本地法人的设立

海外驻在员事务所和分公司的设置

2015
2017

迈向新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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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ri Innovation Plan 2019”
中期经营计划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2年度

■ 营业额（亿日元）　● 利润总额（亿日元）

实绩 计划 计划 计划 前景目标

强化全球经营基础
▶  推进全球事业轴的运营
▶  进一步加快全球化的进程
▶  强化信息基础、提高业务效率
▶  扩大与东丽集团的相乘作用

公司治理
▶  强化内部管控体系
▶  全球风险管理
▶  CSR、IR的强化
▶  充实分红方针

开发新项目及事业投资、M&A
▶   重点投资增长领域、增长地区
▶  设置事业投资委员会
▶  继续经营企业并购推进委员会
▶  投资、培养创业公司

加强人员基础
▶  培养全球性人才
▶  制定人事方针
▶  集团内人才的流动化
▶  工作方法改革（长时间劳动对策）

各项事业的战略  ～纤维事业～

❶ 加强纤维事业的综合能力
● 推进从素材到缝制的连贯型商业模式
● 重组成最合适的运营体制（从二本部制改为三本部制）

❷ 扩大全球业务的开展（蝶理的全球一站式理念）
● 确立世界六极体制（日本、中国、亚洲、美国、中南美洲、欧洲）
● 扩充全球SCM
● 扩大海外起点（中国、东盟）的业务发展
● 加强生产基础（中国、印度尼西亚）

❸ 加强企划提案能力
● 将时尚业务移交给蝶理MODA株式会社开展
●  将销售功能移交到适当的地方进行推销、推进来自海外的直接贸易

业务（大连、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
● 开发并扩大销售蝶理原创商品和环境商品

各项事业的战略  ～化学品、机械事业～

❶ 从单纯贸易模式转换为事业投资、转型贸易模式
● 进行事业投资 ⇒ 确保采购、加强采购能力（中国、智利、德国）
●  加强与深化转型能力（精细化工、电容器材料、加工食品等）
● 开发新业务（环境产品、二次电池材料、医药农药原料等）

❷ 进一步推进全球化业务发展
● 扩大海外贸易（东盟强化、海外公司的整备）
● 扩大中国业务（扩大与有力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业务）

❸ 扩充子公司群
●  加强与并购分公司之间的合作

 （Miyako化学株式会社、PTI Japan株式会社)
●  将运输设备业务分离出来成立独立子公司，提高机动性

 （2017年4月 设立蝶理机械株式会社）

以高性能、高专业性为基础，

打造一个不断向全球性进化

发展的企业集团

2,709 2,800 3,000 3,300

4,000
72

78
85

分红方针

在注意确保发展战略投资资金的同时，从灵

活地进行利润还原与确保经营及财务稳定性

的观点出发，根据归属于总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水准来充实与业绩相挂钩的分红方式（合

并分红支付率25%以上）。

迈向新的舞台

2022年度前景目标

（利润总额130亿日元）

NEW STAGE

Chori Innovation Plan 2019

充实全球企业集团

事业投资型的商业模式

推进全球事业轴的运营

稳固的财务基础

70

利润总额
以往最高利润

利润总额
再次挑战刷新以往最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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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 维 事 业
Fibers, Textiles and Garments Business

纤维事业的商业模式

从经销原料的“上游”

到经销纺织品和材料的“中游”、

经销最终产品的“下游”，

综合开展事业

这是自1861年创业以来的核心事业。

广泛经营着纤维原料、材料、纺织品、时装。

在从原材料采购，到涵盖织、编、染、缝制等各个工序，

创造出商流的协作配合，此外，亦从事独创商品的开发。

上游领域
经销原料

中游领域
经销材料

下游领域
经销产品

×

综合经营

商业 工业

纤维事业经销的商材和商品

纤维第一本部 战 略  加快与产地的协作，构建半工半商的全球供应链

功能资材部

经销商品样例

・ 具备透湿防水及热反射等复合功能的无纺苫布
・天然 / 合成纤维的原丝、原棉
・布和无纺布防水材料等建筑与土木制品
・各种日用织品类进口产品

合成纤维原料、车用面料部

经销商品样例

・ 使用本公司面料的：AQUA、RAV4、VOXY、凯美
瑞、埃尔法（丰田）、飞度、N系列、Freed、雅阁、
STEPWGN（本田）、力狮、Impreza（斯巴鲁）、MOVE

（大发）等
・ 使用本公司纺线：皇冠、凯美瑞、威姿（丰田）、普

锐斯PHV（丰田）、奇骏（日产）、Wagon R、雨燕（铃
木）等

功能丝、功能面料部

经销商品样例

・ 轻量、透湿防水材料“GRQD®”
（使用的服装制造商：North Face、Patagonia、Nike
等）

・ 用于运动服装的高透湿防水材料“ZAMZA®” 
（使用的服装制造商：Adidas、Marmot等）

原料产品部

经销商品样例

・ 超轻量、极薄材料“AIR CONCEPT®”
・ 具有世界最高级别的黑色材料“VERITANERO®”
・ 中东民族服装

功能性衣料部

经销商品样例

・面向政府机构的工作服
・校服
・劳动服

内衣部

经销商品样例

・ 内衣用原料（经编布料）
・ 内衣产品

纤维第二本部 战 略  通过与海外据点的合作，提升合并净利润对母公司利润的倍数

男装、运动服部

经销商品样例

・ 绅士厚重衣料（西服、夹克、大衣）
・ 高尔夫服、健身服
・ 衣料材料

时装事业管理部

（蝶理MODA株式会社营销部、企划部）

经销商品样例

・ 各种女士时装
・ 男式休闲装

纤维第三本部 战 略  强化商品企划提案能力，提高时装事业的机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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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事业

Fibers, Textiles and Garments Business

纤维第二本部的事业概要

各部的特征及优势

原料产品部

以在印度尼西亚运营的染色业务和缝制业务为中心，从原料提案到产品提案，根据市场的需

求以多样的切入点开展业务。与海外制造商之间的贸易亦在不断扩大，在东盟各国、中国、香

港、中东、美国设置分支机构，开展各种不同形态的业务和销售活动。

功能性衣料部

开展面向所有工作场合、追求高功能工作服的企划和生产业务。另外，在使用了环保材料、功

能材料的高附加值商品领域，在日本国内及中国、东盟地区建立生产线，开展全球化的运营。

内衣部

向日本有实力的内衣制造商销售女士和男士内衣材料和产品。依托在日本国内外从原料到产

品的一条龙提案能力，亦积极致力于高功能原料的开发和销售。另外，亦参与向海外工厂的

原料销售和在海外进行内衣缝制的合资事业，从原料和产品两方面强化业务。

纤维第二本部的事业战略

海外生产基地的扩充和共享

伴随着亚洲经济圈市场规模的扩大，与日本、中国、东盟的合作企业一起，在东盟及周边地区、

中国内陆地区兴建生产基地，加快构建全球最优“因地适宜”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网络。

另外，还在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缅甸等地积极进行投资和人才投入，通过借助于

连结东盟之间的网络，谋求扩大全球化，提高成本竞争力，推进低成本运营。

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与具有高级加工技术的面料加工厂商一起设立合资企业，确保具有价格

竞争力的产于海外的差别化商品供应。另外，利用日本与东盟各地区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推进构建从纺织到加工、缝制的一条龙体制，致力于建立全球供应链。

纤维第一本部的事业概要

各部的特征及优势

合成纤维原料、车用面料部

销售以车用面料等材料用途为中心的涤纶丝产品以及以车用面料为中心的面料。占有日本国

内原料的市场份额70%以上，面料市场份额25%以上。借助这一优势，在海外也积极地扩大

业务。今后仍将继续构建与世界主要大客户之间的牢固网络，供应独特的原料和面料。

功能丝、功能面料部

下辖销售以功能类纺线为主体的聚酯、尼龙纺线的第一科，以及经销用于运动服装的功能面

料的第二科。与日本、中国台湾、越南的纺织品制造商等世界主要大客户之间构建了牢固的

关系，面料经销量达到每月240万米。今后通过配合差异化的功能丝，将在全球拓展功能丝、

功能面料事业。

功能资材部

在日本国内开展以高功能无纺布为主的用于建筑、卫生材料的各种产业材料，以从原棉到制

品经营为强项的日用织品类商品。此外，亦以卫生材料、车辆、土木领域为中心，正在扩大针

对东南亚和中国市场需求的、从原料到半成品的多样化商品的海外贸易规模。

纤维第一本部的事业战略

加快全球布局

在日本、中国、亚洲、美国以及中南美、欧洲建立了世界六极体制，不断加快全球布局。并且还发挥商社的功能，推进扩大

以海外为起点的经营。例如，以蝶理（中国）商业有限公司为核心，扩大正在由“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的中国国内的销

售。此外，中国对日本、东盟、欧美的中转贸易也在不断扩大。在以东盟为起点的经营上，不仅开展面向泰国、印度尼西亚

等经济迅速发展的东盟境内的销售，还向美国、欧洲、日本出口，积极展开全球布局。

具备透湿防水性能的复合功能苫布

北陆产地的纺织品工厂
中东民族服装长袍面料

使用独创商品ZAMZA®的成衣制品

“ZAMZA®”

假捻机 “AIR CONCEPT®”

兼具功能性的工作服

面向女士的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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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中国

欧洲

日本
中东

东盟

纤维事业的各地区战略纤维第三本部的事业概要

各部的特征及优势

男装、运动服部

经销以绅士厚重衣料（西服、夹克、大衣）和高尔夫服、健身服为主的高时尚、高功能性的商品。

利用全球化的供应链，构筑与客户更加牢固的协作体制。此外，衣料材料还以日本、中国、泰

国为据点，开展“因地适宜”的采购、销售。

时装事业管理部（蝶理MODA株式会社营销部、企划部）

从2017年4月开始女装、男装的时装事业由蝶理MODA株式会社负责开展营业活动。毛衣、针

织品、布料等各种女士时装和男式休闲装以更加具有机动能力的体制，从材料提案到日本、中

国、东盟各地的生产及物流，开展一条龙的全球化OEM事业。此外，在蝶理MODA株式会社内

运营常设展厅，通过商品的企划提案，构建能够满足客户新需求的体制。

纤维第三本部的事业战略

强化企划提案能力

强化非常熟悉所有现场情况的蝶理独有的企划、提案型商业模式。

发挥从上游到下游事业布局均涵盖的优势，通过公司上下一心的协作，推进业务的发展。特别是在运动服装等功能性衣料

领域，通过功能面料的采购能力以及与世界纺织品制造商的合作，谋求强化经销能力。

以这种全球布局为基础，从市场调查到企划、立项、原料采购、生产、加工、以及最终产品的缝制、物流，参与所有商业流程，

以包括生产、质量管理在内的一条龙体制，提供最优的商品和服务。

时装事业的机动能力提高

蝶理MODA株式会社负责开展营业活动的女装、男装的时装事业，通过结合蝶理MODA株式会社拥有的信息收集能力、原

料开发能力，进一步发挥营销活动的机动性，以提高客户满意度。此外，从2017年度开始把以往每年举办2次的纤维综合商

谈会改为专门针对时装行业的客户举办的展示会，向客户宣传感应度更高的商品。

纤维事业

Fibers, Textiles and Garments Business

中东民族服装长袍面料

▪ 发挥日本和东盟据点的作用，扩大面料＋

制品的业务

开展东盟活动

▪ 推进印度尼西亚项目

　 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建立从素材到产品的

一条龙体制

▪  CHINA＋Others（东盟～印度）

▪ 开拓面向欧美事业的开发据点

▪ 完善东盟的生产基础

▪ 参与并扩大亚洲消费市场

▪ 成立越南当地法人

强化美国市场

▪ 正以夏洛特事务所为据点强化销售

▪ 强化纺织品的销售

▪ 成立墨西哥本地法人

推进并扩大中国事业

▪ 强化中国国内的销售

▪ 扩大中国起点的全球业务开展

▪ 对染色加工厂的设备支援

开拓欧洲市场

TOPICS

设立新据点

在越南和墨西哥设立当地法人

～扩充纤维事业的据点～

2016年度在越南和墨西哥设立了当地法人作为新的海外据点。设立

于越南（胡志明市）的“蝶理越南”面向国内外市场开展合成纤维原丝

和布料的销售。

设立于墨西哥（墨西哥城）的“蝶理墨西哥”以本公司原本具有优势的

合成纤维和车用面料领域为基础，以期实现事业扩大。中南美地区作

为今后成长可期的潜在市场，进一步加强该地区的举措，以期实现进

一步的事业扩大。

时尚气质的户外服装

女士时装

加速全球化的开展

▪ 强化本地法人事业

▪ 确立车用面料和材料的世界六极体制

▪ 强化中国及东盟事业

▪ 强化企划提案能力

▪ 与北陆产地的协作

▪ 更加充实ODM功能

▪ 扩充蝶理独创商品

▪ 车用面料事业

蝶理墨西哥

纤维综合商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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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品 、机 械 事 业

化学品、机械事业的商业模式

在利基的原料、领域、市场，

创造独特的商业模式

1956年，蝶理着眼于石油化学的发展前景，开始经销化学品。

从此，积累了50多年的业绩，

将化学品、机械事业培养成与纤维事业并重的一大核心事业。

构建全球网络，通过满足利基市场的需求，

推进与其他公司的差别化，不断提高影响力。

3个N

市场、客户企业、消费者现

在需要什么？对此能准确

掌握及分析的能力

Needs

分析客户需求

与国内外制造商合作，供

应商品的能力

Net

构建网络

发掘新的需求、创造新的

市场的能力

Niche

创造利基市场

化学品、机械事业经销的商材和商品

化学品、机械、电子机器材料本部
战略  从单纯贸易模式转换为事业投资、转型贸易模式

Chemical and Machinery Business

功能化学部

经销商品样例

・ 聚氨酯材料
・ 涂料、油墨、粘合剂
・ 树脂、化合物
・ 化妆品、个人护理
・ 食品添加剂
・ 环境商品
・ 水处理（设备）

生命科学部

经销商品样例

・ 食品添加剂
・ 饲料原料
・ 健康食品原料
・ 医药品原料
・ 医疗用具

精细化学品部

经销商品样例

・ 医药原料药及中间体
・ 农药原料药及中间体
・ 功能性中间体

运输机器业务AU（蝶理机械株式会社）

经销商品样例

・ 四轮车、两轮车、卡车
・ 农业机械
・ 建筑机械
・ 产业机器
・ 船舶用机器

无机精密材料部

经销商品样例

・ 锂离子电池用材料
・ 玻璃基板原料

化工原料部

经销商品样例

・ 铝电解电容器、陶瓷电容器用原材料
・ 精制磷酸
・ 树脂添加物（滑石、玻璃纤维）
・ 热交换器用铝箔
・ 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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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机械事业

Chemical and Machinery Business

化学品、机械、电子机器材料本部的事业概要

各部的特征及优势

功能化学部

除了面向中国出口用于缓冲材料及隔热材料的聚氨酯材料之外，还在中国国内进行采购、销

售，以及向中东、俄罗斯等的出口和中转贸易。此外，对欧美、中国、亚洲、近东和中东、中南

美进行各种单体等特殊化工品的进出口，以及将其销往日本国内。还对日本国内大型合成纤

维、石油化工制造商进行石油化学原料的销售，以及面向中国、亚洲出口。除此之外，还面向

中国等地销售发自日本的排水、排气处理设备及船舶的压载水处理装置等环境商品。另外，

还大力开拓用于化妆品、个人护理、食品添加剂的高功能无机化学品、天然矿物产品的新资

源。

无机精密材料部

广泛经销平板显示器用玻璃基板原料及锂离子电池用材料等无机精密材料。不仅面向日本，

还主要面向中国、韩国开展三国之间的原料贸易。

化工原料部

向全世界销售以铝电解电容器、陶瓷电容器用原材料为中心的磷酸、磷酸盐、树脂原料、金属

表面处理原料。除了将中国产品销往日本、东南亚、美国之外，还经销中南美及中东的产品。

通过向制造商出资及与海外企业的合资等，积极挑战新的业务。

精细化学品部

开展以中国、印度、韩国、台湾、东欧为主要供应地的企划提案型业务，向日本进口销售医药

原料药及中间体、农药原料药及中间体，以及功能性中间体。同样，亦开展向欧美、中国、亚洲

各国的销售业务。另外，还与中国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等合作，面向日本大型制药厂、

大型农药制造商开展研究及制造等受委托业务。此外，关于今后的业务发展，将强化蝶理（苏

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功能，即加强分析及技术支持、由药剂师和技术咨询师等专业人员所

构成的支持体制。

生命科学部

从海外进口蛋白类、甜味剂类等食品化工原料，面向食品工业进行销售。面向饲料制造商进

口及销售丙酸等饲料添加剂，还分别进口及销售用于健康食品及特定保健用食品的功能性原

料。而且，还面向欧洲、东南亚销售牛磺酸等各种能量饮料原料。

运输机器业务AU（蝶理机械株式会社）

除了将四轮车、两轮车、卡车等运输机器之外，还以农业机械、建筑机械、产业机器、船舶用机

器等为中心，主要致力于面向中南美市场的出口与中转贸易。此外，在环境业务方面，以水、

空气、土壤为轴心，推进环境商品的开发。另外，还向中国出口基础化学品苛性碱的成套设备

使用的各种元件、钢材等。

化学品、机械、电子机器材料本部的事业战略

1　加快在成长市场的布局

蝶理在有经济成长潜力的地区（东盟、印度、中东、俄罗斯、北美、中南美）进行战略性的据点整顿和扩充，强化经营举措。

2　加强与中国有实力的合作伙伴的合作，强化和扩大在中国市场的销售

除了扩大供应能力之外，还应对作为消费市场成长起来的中国经济的需求，强化在中国本土采购和销售聚氨酯原料、有机

原料、无机原料的实力，并扩大从中国向日本和海外的出口业务。

 强化丙烯酸、聚酯纤维、聚氨酯树脂原料事业

通过供应日本和中国的原料，满足世界上正在扩大的丙烯酸、聚酯树脂的需求。此外，在以新兴国家为中心有发展前景的

聚氨酯材料方面，除了供应日本的原料之外，还向中国制造商出资，进行原料的销售和产品的出口。

 FPD用原料的销售

伴随着用于超薄电视、电脑的平板显示器（FPD）市场的扩大，蝶理与中国本地的制造商合资，设立FPD玻璃线路板的原料

生产企业，向全世界的玻璃制造商供应原料。

石油化学工厂

发酵高丽参提取物

有机中间体受委托事业

显示器玻璃

磷酸储藏基地

农业机械

聚氨酯原料的流通中转基地（stock point）（拉脱维亚） FPD用原料的制造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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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中国

俄罗斯

欧洲

日本
中东

东盟

中南美

化学品、机械事业

化学品、机械、电子机器材料本部的事业战略

3　通过加强差别化、高附加值商品的经销，扩大收益

 电子材料、充电电池材料的开发

锂离子充电电池不仅可用在手机、电脑中，还作为新一代环保汽车、新一代电力网络——智能电网的核心设备而备受关注。

蝶理在全球范围内面向干电池、锂离子电池以及各种新型电池供应各种原材料。另外，还积极推进支持这些系统的各种电

容器等电子部件的原材料开发。

 深耕医药农药中间体受委托事业

借助在医药、农药、功能材料等各种精密化学品的领域多年积累的网络与经验，以中国、印度、韩国、台湾、东欧为中心，推

进有机中间体的受委托事业，在本领域扩大从上游到下游的事业范围。

4　开发面向环境、健康相关领域的商品

 环境业务

在全球性环境意识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以中国和中南美等新兴国家为对象，积极推进排水/排气的净化、回收再利用措施、

土壤改良等环境解决方案业务的开发。

 功能性食品添加原料

食品化工事业不仅只是经销食品添加剂，还向日本国内的食品制造商提供高品质且独具特色的食材。另外，采购极为可靠

的食品添加剂和食材，为进军海外的日本食品企业维持商品的质量作贡献。蝶理还开始经销健康食品及美容原料，作为从

食品化工发展而来的事业。另外，在饲料领域亦致力于发掘更高品质、更高功能的畜产产品原料。

化学品、机械事业的各地区战略

  追求Miyako化学株式会社的协同效果

  新事业开发地区
  依托蝶理中东（迪拜）、蝶理伊朗（德黑兰）、

伊斯坦布尔事务所这三个据点的合作开展

事业

  在东盟地区内，扩大日本、中国与东盟之间

的交易
  健康、食品化工商品的开发

  扩大化学品的经销
  开发俄罗斯和欧洲本地商品

  有机化学品的出口
  开发北美本地商品

  设立利马（秘鲁）事务所

应对汽车市场的扩大

  强化本地采购能力（聚氨酯、有机与无机原料）
  强化面向日本及第三国的出口
  青岛红蝶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灵活运用

（扩大液晶显示器玻璃原料的经营）
  开始涉足环境业务（废水处理关联业务）
  开发高档商品

Chemical and Machinery Business

排水处理设备 使用蝶理所经销食品添加剂的健康饮品和健康食品

TOPICS

[智利锂项目]

在智利参与锂化合物生产项目

～在EV（电动汽车）用电池材料采购方面获得优势～

在智利共和国参与当地企业推动的锂生产项目，并签订亚洲地区销售总代理

合同。

预计锂化合物的需求今后将以EV（电动汽车）用电池为中心不断扩大。在此次

的项目中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方法等，可实现以比之前更低的成本生产锂化合

物，我们判断通过预先获得面向亚洲的销售权，本公司在具有发展前景的市场

上将获得优势。

虽然正式投产预计在2019年末，但计划在2018年就将尽早开始向亚洲的客户

提供样品（数吨左右），以扩大销售。

预计需求扩大的电池材料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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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
曼谷

达卡

孟买

迪拜

伊斯坦布尔

德黑兰

莫斯科

吉达

首尔

大连

青岛
南通
上海

台北
香港深圳

瑞安
武汉

天津

北京

贵阳

夏洛特

墨西哥城

圣地亚哥

胡志明

雅加达

新加坡

吉隆坡

柬埔寨

诺伊－伊森堡

利马

新泽西

东京

大阪
冈山

北陆
新潟

◆ 本地法人　● 事务所
■ 总部　■ 分公司　■ 办事处、联络事务所

（日本国内：5处  海外：36处）

亚洲

▪本地法人
　蝶理（中国）商业有限公司（上海）
　蝶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
　蝶理香港有限公司（香港）
　蝶理（天津）有限公司（天津）
　蝶理（大连）贸易有限公司（大连）
　泰国蝶理（曼谷）
　蝶理泰国贸易
　蝶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蝶理新加坡（新加坡）
　蝶理马来西亚（吉隆坡）
　蝶理越南（胡志明）
　蝶理韩国（首尔）
　蝶理印度（孟买）
▪分公司
　台北
▪事务所
　 北京、青岛、南通、武汉、瑞安、贵阳、深圳、
　胡志明、马尼拉、达卡、柬埔寨

 主要海外关联企业

上海北蝶服饰有限公司（中国）
　女装制造

苏州飞乐电子元件有限公司（中国）
　电子材料的制造销售

青岛红蝶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国）
　无机化学品的制造销售

北京星蝶装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化学设备及材料的进出口

蝶理（苏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化学分析、研究开发

MEGACHEM LIMITED（新加坡）
　化学品专业商社

大连爱克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中国）
　事务受托业

 日本国内主要关联企业

蝶理MODA株式会社
　时装产品的销售

株式会社东京白百合会
　女装制造销售

Miyako化学株式会社
　化学品专业商社

PTI Japan株式会社
　化学品专业商社

澄蝶株式会社
　化学原料的销售

蝶理机械株式会社
　运输机器的销售

株式会社Business Anchor
　事务受托业

 日本国内事业所

东京总部
〒108-6216
东京都港区港南2-15-3

（品川INTERCITY C栋）
TEL 03-5781-6200（总机）

 

大阪总部
〒540-8603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淡路町
1-7-3（日土地堺筋大厦）
TEL 06-6228-5000（总机）

海外事业所

美国

▪本地法人
　蝶理美国（新泽西、夏洛特）

中南美

▪本地法人
　蝶理墨西哥（墨西哥城）
▪事务所 
　圣地亚哥（智利）、利马（秘鲁）

欧洲、俄罗斯

▪本地法人
　蝶理欧洲（德国）
▪事务所
　莫斯科（俄罗斯）

中东

▪本地法人
　蝶理伊朗（德黑兰）
　蝶理中东（迪拜）
▪事务所
　伊斯坦布尔、吉达

北陆分公司
〒920-8676
石川县金泽市昭和町16-1

（VISAGE办公区15层）
TEL 076-232-3521（总机）

冈山办事处
〒700-0024
冈山县冈山市北区驿元町1-6

（冈山富国生命驿前大厦10层）
TEL 086-224-6188

新潟联络事务所
〒959-1836
新潟县五泉市南本町2-1-80
TEL 0250-43-7011　

日本国内外的网络
Glob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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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理在开展事业活动的同时，重视环境及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积极对环境及社会的课题采取措施，不仅是企业

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关系到集团持续发展。

对环境及社会的举措

对环境的举措 Environment

■基本理念

通过迅速满足需求的优质产品和准确的信息提供，创造实在的

价值，致力于实现更加美好的社会。随着在全球范围内对环境的日益

重视，我们认为明确自身角色对环境问题进行应对，为了确立本公司

的经营基础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重视环保的事业活动

更新ISO14001认证

依照环境管理体系相关的国际标准规格“ISO14001”（东京和大阪两处本部均取得认证），致力于持续地改善环境保护

活动。在2016年1月1日更新了ISO14001认证。

环保型染色技术“Natural dye®”

虽然自古以来由植物染色的使用自然染料的衣服受到关注，但是存在：1、不耐汗不耐光；2、洗衣后会变色；3、只能手

工单个制作等课题。所以，本公司与集团公司内从事商品企划的蝶理MODA株式会社、从事染色加工的创业公司株式会社

CIHON TEC协作，改良植物染色，创造了实现牢固度卓越的新自然染色法“Natural dye®”。由此便可以实现工业化生产了。

该染色技术是使用天然成分，将从植物、蔬菜、水果、残渣（咖啡残渣等）提取的天然色素固定在纤维上，进行染色的混合技

术。目前可以表现约3,000种颜色，不仅对天然素材，对化学纤维也可以进行染色。此外，由于废液中的残余色素也非常少，

是一种还有利于防止水质污染、土壤污染的环保型染色技术。

目前，除了面向时装品牌及企业工作服展开销售以外，还面向T恤、毛巾等的活动用促销品、公司纪念品展开销售。此

外，不仅在日本国内销售，还计划销往美国等环境意识较高的各个国家。

＜基本方针＞

1 对地球环境的重视

2 环境相关法律规制的遵守

3 环境管理体系的确立和持续性改善

对 ESG 的举措
Approaches to ESG Issues

对社会的举措 Society

■东日本大地震支援 在宫城县仙台市高砂儿童馆举办“Natural dye®”体验活动

将环保型染色技术“Natural dye®”的体验活动作为CSR活动的一环连续5年在

仙台市实施。2016年度，在宫城县仙台市高砂儿童馆举办了22名儿童一起使用

“Natural dye®”的手染体验工坊。

此次，使用了从向日葵（橙色）、柠檬草（黄色）、栀子花果实（蓝色）提取的染

料。今后，本公司还将作为对社会承担责任的企业，继续为建设和谐沟通的社会、

欢喜与共的社会作出贡献。

■对“日本舞蹈大会”的特别赞助

向体育厅支援事业“日本舞蹈大会”提供特别赞助。“日本舞蹈大会”是由高

中生俱乐部队伍参加的教育性舞蹈比赛。本公司的口号“挑战你的梦想”也成为

了本次大会的副标题。本公司通过此次活动支持青少年的健全成长。

“Natural dye®”体验活动

第4届日本舞蹈大会

对人才的举措 Society

■人事前景目标等的制定

●  蝶理集团制定了“活用人才，与人共存。培养人才，与人共育。牵手人才，与人共联。”的人事前景目标。“人才”是最重要

的经营资源，通过活用及培养人才，人与人的牵手实现成长，以成为能够与人共联的企业。

■全球性人才的培养

●  为了进一步加快全球化进程，正在推进海外培训制度。致力于确保及培养能够在海外发挥作用的人才。

●  推进将本地员工积极录用为干部职位，在2016年2月本地员工担任蝶理（大连）贸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社长）。

■集团内人才的流动化

●  不仅对海外据点，对日本国内事业公司也将促进人才的交流，强化蝶理集团的人员基础。

■工作方式改革

●  创造便于工作的环境：完善让公司员工安全舒适的美好办公室环境。

●  长时间劳动对策：设置原则上每周一次的不加班日。另外，通过公司进修促进对工作方式的意识改革，以期通过公司内

部项目推进业务效率化及杜绝不健康的长时间劳动。

●  推进健康经营：通过禁烟、饮食生活改善、体育活动的举办等，推进公司员工的健康维持及改善。

●  活用女性：作为中期经营计划的基本战略“强化人员基础”的一环，推进女性的培养及录用。

●  对业务效率化的举措：蝶理通过CHOI活（CHORI Innovation活动），推进事业运营的效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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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取缔役法令遵守委员会

监督监视

监查与监督

［决策］

选聘与解聘 合作

合作

监
查

     监查等委员的取缔役

非监查等委员的取缔役

股东大会

取缔役会

監监查等委员会

提交公司

会计监查人
（监查法人）

执行役员会

营业部门与管理部门

集团公司

内部监查
内部监查

［业务执行］

报告
业务监查部

合作与支援

选聘与解聘

选聘与解聘

选聘与解聘

营销部门

化学品、机械、
电子机器材料股东大会 取缔役会

监查等委员会 业务监查部

法令遵守委员会

执行役员会 各种专门委员会

社长

纤维
第一

纤维
第二

时装事业管理部

男装、运动服部

海外本地法人

海外事务所

台北分公司

事务所、营业所、办事处

北陆分公司

中国总代表

经营政策部

运输机器业务AU 

功能化学部

生命科学部

精细化学品部

无机精密材料部

化工原料部

化学品、机械物流部

内衣部

功能性衣料部

原料产品部

功能资材部

功能丝、功能面料部

合成纤维原料、车用面料部

纤维物流部

纤维第一本部 业务管理室

纤维第二本部 业务管理室

纤维第三本部 业务管理室

化学品、机械、电子机器材料本部　
业务管理室

纤维
第三

纤维

管理部门

药事综合管理室

系统部

人事总务部

会计部

经营方针

1  立足于高性能和高度专业性，志在成为不断进化的企业集团。

2  以提升顾客的满意度为第一要义，构建不受市场景气变动影响的强健业务体系，实现“有盈利可持续性的成长”。

3  以主动提案﹑主动创造﹑主动开拓的“自力自立的经营”为宗旨。

4 以“诚心与可靠”为本，不追逐不义之财，不进行投机交易。

5  以具有实现目标的强大意志和执行力﹑具有想象力为标准“培养人才”，通过不断切磋琢磨的“组织集体的活动”，发挥

综合力量。

6  不断调整事业，培养对风险的敏锐感觉，同时迅速地向发展领域投入资源，进行“事业结构的持续变革”。

7  时刻谨记合规守法﹑环境保护等企业的“社会责任”，与顾客﹑员工﹑股东﹑社会等“利润攸关者”保持紧密的关系。

通过实行上述方针，跨越未来打造“充满活力的蝶理集团”。

为了实现健全的经营和持续性成长，致力于完善确保业务适当性的体制。遵守法律法规及社会规范，有效高效地开展

业务，在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的同时，将取缔役会定位于战略决策机构及业务监督机构，努力加强公司治理。

组织图
Organization

役员名单 （截至2017年6月15日）

代表取缔役社长 先滨 一夫＊1

常务取缔役  安藤 敏彦＊1

取缔役  降矢 纯＊1

  薮 茂正＊1

  渡边 裕之＊1

  吉田 裕志＊1

  深泽 彻＊2（非全职）

取缔役 青山 正史＊3  

 下河边 和彦＊3＊4（独立役员）

 奈良 道博＊3＊4（独立役员）

执行役员  圆井 亮
  中山 佐登子
  乡田 范泰
  寺谷 义宏

（截至2017年7月1日）

守法经营

推进守法经营

1 �企业统治的体制

本公司的企业统治体制为监查等委员会设置公司。设置监查等委员会，通过包括2名公司外部取缔役的取缔役担任监查

等委员的监查及监督体制，以期强化经营的监督功能。

2  风险管理体制

设置以社长为委员长的“法令遵守委员会”，审议守法经营上的重要事项，必要时将结果向取缔役会及执行役员会汇报。

另外，按照重视合法性与效率性的观点的公司内部守法经营程序举办进修会等，强化贯彻守法经营。

对ESG的举措

Approaches to ESG Issues

公司治理

＊1 兼任执行役员
＊2 非执行业务的取缔役
＊3 监查等委员会取缔役
＊4 根据公司法第2条第15号规定的公司外部取缔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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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结算业绩聚焦
Financial Highlights

销售额

营业利润

税金等调整前本期净利润
（部门利润）

1,110亿日元
37亿日元
38亿日元

合成纤维原料

建材、卫生材料、工作服

女性时装改 善

纤维事业

顺 利

坚 挺

销售额

营业利润

税金等调整前本期净利润
（部门利润）

32亿日元

1,202亿日元
26亿日元

医药农药中间体、无机精细化学品

有机化学品恢 复

坚 挺

化学品事业

397亿日元
1亿日元
2亿日元

面向中南美车辆恢复

机械及其他事业

销售额

营业利润

税金等调整前本期净利润
（部门利润）

按部门分类的业绩概况

0 

100,000 

5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百万日元）

-7.1%

270,908 280,000

2016/3 2017/3 2018/3
（预测）

291,578291,578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百万日元）

20.1%

UP

5,369

6,448

2016/3 2017/3 2018/3
（预测）

6,8006,8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8,000 

7,000 

6,000 

（百万日元）

26.3%

UP

7,200

2016/3 2017/3 2018/3
（预测）

6,967

5,518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百万日元）

4,297
4,500

11.2%

UP

2016/3 2017/3 2018/3
（预测）

4,7804,780

销　售　额 营　业　利　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本期净利润利　润　总　额

销售额、利润状况

销售额

2,709亿日元

销　售　额

1,202亿日元

（44.4%）

397亿日元

（14.6%）

营　业　利　润 税金等调整前本期净利润
（部门利润）

37亿日元

（57.8%）
38亿日元

（52.8%）
1,110亿日元

（41.0%）

26亿日元

（40.6%）
32亿日元

（44.4%）

1亿日元

（1.6%）
2亿日元

（2.8%）

■ 纤维事业　　■ 化学品事业　　■ 机械及其他事业　　※（  ）内数字为各构成比例

 上年比增加　　  上年比减少

营业利润

64亿日元

税金等调整前
本期净利润
（部门利润）

72亿日元

2013/3 2014/3 2015/3 2016/3 2017/3

事业年度 ：

销售额 （百万日元） 221,847 244,286 248,396 291,578 270,908

纤维 （百万日元） 107,588 113,771 116,105 117,050 110,992

　销售额比率 （％） 48.5 46.6 46.8 40.1 41.0

化学品 （百万日元） 66,629 86,648 92,717 133,742 120,205

　销售额比率 （％） 30.0 35.5 37.3 45.9 44.4

机械 （百万日元） 47,072 43,357 39,243 40,704 39,630

　销售额比率 （％） 21.2 17.7 15.8 14.0 14.6

其他 （百万日元） 557 507 329 80 80

　销售额比率 （％） 0.3 0.2 0.1 0.0 0.0

国内 （百万日元） 50,215 49,247 48,888 93,781 86,174

　销售额比率 （％） 22.6 20.1 19.7 32.2 31.8

进口 （百万日元） 57,131 69,572 68,081 68,973 64,770

　销售额比率 （％） 25.8 28.5 27.4 23.6 23.9

出口 （百万日元） 32,941 34,863 37,791 35,332 32,208

　销售额比率 （％） 14.8 14.3 15.2 12.1 11.9

海外 （百万日元） 81,559 90,603 93,636 93,492 87,756

　销售额比率 （％） 36.8 37.1 37.7 32.1 32.4

营业利润 （百万日元） 5,105 5,492 5,552 5,369 6,448

纤维 （百万日元） 2,999 3,018 3,266 3,136 3,734

化学品 （百万日元） 1,874 2,312 2,142 2,229 2,634

机械 （百万日元） 183 124 97 △ 15 53

其他 （百万日元） 47 36 46 19 18

利润总额 （百万日元） 5,466 5,831 5,966 5,518 6,967

利润总额率 （％） 2.5 2.4 2.4 1.9 2.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本期净利润 （百万日元） 2,944 3,715 4,153 4,297 4,780

年度末 ：

总资产 （百万日元） 71,851 78,221 84,289 98,736 97,983

净资产 （百万日元） 31,385 36,417 41,473 42,882 46,343

净有息债务 （百万日元） △ 7,492 △ 8,820 △ 10,704 △ 8,029 △ 6,824

现金流（年度）：

营业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百万日元） 5,792 1,716 3,320 4,992 6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百万日元） △ 2,980 △ 208 △ 813 △ 4,442 58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百万日元） △ 1,641 △ 506 △ 840 △ 1,510 △ 1,36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 （百万日元） 8,198 9,638 11,584 10,496 9,493

财务指标 ：

总资产本期净利润率（ROA） （％） 4.1 4.7 4.9 4.4 4.9

自有资本本期净利润率（ROE） （％） 9.8 11.0 10.7 10.2 10.7

自有资本比例 （％） 43.5 46.4 49.1 43.4 47.2

每股数据 ：

本期净利润 （日元） 117.57 151.54 169.40 175.31 195.00

净资产 （日元） 1,275.84 1,481.00 1,688.74 1,746.27 1,887.37

员工人数 （人） 1,286 1,292 1,091 924 939

股东分红 ：

每股分红额 （日元） 24.00 33.00 34.00 36.00 40.00

分红支付率 （％） 20.41 21.78 20.07 20.54 20.51

主要合并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3月末的合并结算业绩

利润总额增加26.3%（上年同期相比）刷新了以往最高利润

在2017年3月期的合并结算中，利润总额达到70亿日元，比上一期的55亿日元增加了26.3%，刷新了以往最高利润。这是包

括经费效率化的盈利能力提高，及M&A子公司合并结算的效果等所取得的。此外，税金等调整前本期净利润（部门利润）也

达到了72亿日元，刷新了以往最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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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W  S T A G E

公司信息
Corporate Data

公司概要　（截至2017年6月15日）

商 号  蝶理株式会社  CHORI CO., LTD.

总 部  大阪市中央区淡路町一丁目7番3号

资本金 68亿日元

设 立  1948年（昭和23年）9月2日〔创业1861年（文久元年）〕

决算日 3月31日

主要交易银行

株式会社瑞穗银行

株式会社三菱东京UFJ银行

株式会社三井住友银行

股份与资本

公司发行的股份总数 普通股　55,000,000股

已发行股份总数 普通股　25,303,478股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

主要股东  东丽株式会社

蝶理形象代言人的“CHORI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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