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o r p o r a t e   

P ro f i l e  

Making your dreams come true 

公 司 简 介 

TYR_CB21_C_MAIN_2nd.indd   1TYR_CB21_C_MAIN_2nd.indd   1 2021/07/05   23:252021/07/05   23:25

Printed in Japan

2021年7月发行

东京总部 

邮编 108-6216 东京都港区港南2-15-3 

电话 +81-3-5781-6200（总机）

大阪总部 

邮编 540-8603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淡路町1-7-3 

电话 +81-6-6228-5000（总机）

URL: https://www.chori.co.jp/china/

TYR_CB21_C_MAIN_2nd.indd   4TYR_CB21_C_MAIN_2nd.indd   4 2021/07/05   23:282021/07/05   23:28



企业口号

挑戦你的夢想
Making your dreams come true

あなたの夢に挑戦します。

企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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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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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

 拥有超过160年公司历史的专业商社

　　蝶理集团是一家经营纤维、化学品和机械事业的专业

商社。自创业以来已拥有160年历史，不仅停留于贸易，还

在一贯满足客户、社会需求的同时，不断提供高附加值的

商品。此外，在此历史进程中，广泛构建了以中国和东盟地

区为中心的全球网络，并积极开展事业。

　　2020年5月，发表了以2022年度为最终年度的3年中

期经营计划“Chori Innovation Plan2022”。通过切实执

行基本战略以及各项策略、措施，目标实现“立志成为以

高功能与高专业性为基础、不断向全球发展与变革的企业

集团”。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作为公司简介，介绍了蝶理的历史、事业以及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举措等。希望能够通过本手册来了解

本公司优势和独创性的相关内容。

　　事业环境瞬息万变，蝶理虽身处其中但会将这些变化

视为机会，迅速采取因应措施。蝶理今后也将不负客户、关

联企业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不断提升企业价值，以

实现持续性成长与发展。

以解读未来的实力，不断挑战新的商机

 代表董事兼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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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理的事业与优势

立志成为以高功能与高专业性为基础、 

不断向全球发展与变革的企业集团。 纤维事业
在全球范围构建的牢固网络

　　与具有纺线加工、面料制造、染色等世界通用高技术力量的北陆

产地自古以来就有着坚不可摧的联系，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此

外，在构建日本国内外众多供应链的同时，整备在东盟地区和中国

的生产据点，在全球范围构建适地采购、适地生产、适地销售的网

络。以“GLOBAL ONE STOP Operation By CHORI”理念，向日

本国内外进行从车用面料、无纺布等素材到运动产品、时装等各种

缝制品的广泛性提案。

化学品事业
发挥网络优势扩大事业

　　除了基础化学品以外，还经营电子材料、电池材料、5G相关

产品、医药品 /农药中间体等高功能材料和可生物降解塑料等环保

型产品、可提升保湿效果的化妆品原料和食品化工等各种商材。全

球性网络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通过对具有经济成长潜力地区迅速

采取战略性举措，以及与客户间的紧密协作来扩大销路与采购 

能力。

机械事业
在以独自的网络获取信息的同时， 
快速应对全球各市场的变化

　　面向中南美市场、非洲、东盟地区、欧洲进行四轮车、两轮 

车、卡车等运输机器以及农业用机械等的出口与中转贸易。通过周

密的信息网和与客户间建立的稳固交易关系，对市场的变化做出快

速对应，并通过半散件组装方式生产来扩大与中国、墨西哥之间的

三国间贸易等，不断扩大事业发展。为提升事业的机动性，对原机

械部门进行改制，成立蝶理机械株式会社，实现独立经营，为提升

持续性的收益能力和强化事业基础全力以赴。

与日本以及全球各优良供应商构建了牢固的关系。通过在与供应链、客户间长年的密切

交易关系中获得的丰富知识与技术，迅速察觉市场和客户的需求，采取快速敏捷和具有

机动能力的举措加以因应。

蝶理的事业 ＝ 高专业性 × 牢固的网络

（蝶理机械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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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理的发展轨迹

1861年
创立于京都西阵，从事生丝批发

2015年
收购 Miyako 化学株式会社为子公司

1948年
以资本金500万日元设立蝶理株式会社

2021年
收购株式会社SUMITEX INTERNATIONAL
为子公司

2018年
收购株式会社小樱商会为子公司

1926年
随着人造丝工业的勃兴，开始经销人造丝

2017年
设立蝶理机械株式会社
收购株式会社Asada U为子公司

2004年
成为东丽株式会社的合并子公司

1961年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4年
东京总部迁至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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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事业。

“蝶理”的由来

　　将吐丝的蚕蛾誉称为“蝶”。

“理”则取自于公司创始人大桥家族

户主的名字“理一郎”，故称“蝶理”。

第一批中日友好商社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61

年，蝶理成为中国指定的友好商社。

蝶理因此成为中日贸易的先驱，真正

开始中国事业，并不断扩大与中国实

力合作伙伴之间的网络。

参加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 

论坛

　　作为顶级品牌扎根中国的蝶

理，于2018年10月以民间企业的身

份，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论坛期

间，与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关于开展铝电解电容器用电极箔

相关战略合作的备忘录”，力图以日

本、中国市场为基础，进一步开拓电

极箔事业。

制定中期经营计划

　　制定了以2020-2022年度为对象

期间的新3年中期经营计划“ChoriIn

novation Plan2022”。运用蝶理集团

优势，积极且切实地推进基本战略，

目标提升企业价值。

取得中国国内销售权和外贸权

　　作为第一家取得中国国内销售

权和外贸权的日本商社在华本地法

人，成立了蝶理（中国）商业有限公

司。作为顶级品牌扎根中国的蝶

理，不仅将中国作为生产据点，同时

也将其视为一个庞大市场，并将其

视为进行三国间贸易的战略据点。

开始经营化学品

　　蝶理很早就着眼于石化产品的

发展前景，于是在这一年开始经营

以聚氯乙烯、聚酯等合成树脂为首

的化学品。此外，亦开始经销各类

机械、物资，除了纤维这一轴心事业

之外，开始启动化学品、机械这两项

盈利事业。

2010年
在达卡（孟加拉国）设置驻在员事务所

2012年
在首尔设立本地法人蝶理韩国

2014年
在孟买设立本地法人蝶理印度

2016年
在胡志明市设立本地法人蝶理越南

2017年
在墨西哥城设立本地法人蝶理墨西哥
在利马（秘鲁）设置驻在员事务所

2018年
在台北设立本地法人台湾蝶理

1957年
作为进出口据点， 
设立本地法人蝶理纽约（现称 蝶理美国）

1963年
设立本地法人蝶理德国（现称 蝶理欧洲）

1980年
在北京（中国）设置驻在员事务所

1993年
设立中国首家本地法人蝶理（上海）

2001年
在吉达（沙特阿拉伯）设置驻在员事务所
在迪拜设立本地法人蝶理中东

2004年
设立本地法人蝶理（天津）、蝶理（大连）贸易

最后排左起第7位为本公司先滨社长

扩大全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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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理的全球网络

二战后的1949年，民间贸易重新恢复。同年，蝶理正式重新启动海外业务发展，目前已在世界各国设有据点。今后仍将进

一步加速全球化发展，以满足客户需求。

国内事业所  

 本地法人　  事务所

（国内：4个据点 海外：35个据点）

美国

本地法人  蝶理美国（泽西市）

事务所 夏洛特

中南美洲

本地法人 蝶理墨西哥（墨西哥城）

事务所 圣地亚哥、利马

中东

本地法人 蝶理中东（迪拜）

事务所 吉达

欧洲、俄罗斯

本地法人  蝶理欧洲（新伊森堡）

事务所 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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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有限公司（天津） 

蝶理（大连）贸易有限公司（大连） 

蝶理（大连）商贸进出口有限公司（大连） 

蝶理（香港）有限公司（香港） 

台湾蝶理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蝶理韩国（首尔） 

泰国蝶理（曼谷） 

蝶理泰国贸易（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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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 

蝶理印度（孟买）

事务所  北京 /青岛 /南通 /武汉 /瑞安 /贵阳 /深圳、胡志明市、马尼拉、达卡、柬埔寨

主要国内关联企业  

  株式会社Asada U 

内饰资材及包装资材的销售

  蝶理MODA株式会社 

时装的企划

  株式会社SUMITEX INTERNATIONAL 

纤维专业商社（服装、纤维原料等）

  Miyako化学株式会社 

化学品专业商社

  蝶理GLEX株式会社 

化学品专业商社

  株式会社小樱商会 

化学品专业商社

  蝶理机械株式会社 

运输机械贸易

  株式会社Business Anchor 

事务受托业

主要海外关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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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设备以及材料的进出口

  蝶理（苏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化学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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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 MATSUOKA INDUSTRIES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 

纤维产品缝制业务

东京总部

邮编 108-6216

东京都港区港南2-15-3

品川 INTERCITY C栋

电话 +81-3-5781-6200（总机）

大阪总部

邮编 540-8603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淡路町1-7-3

日土地堺筋大厦

电话 +81-6-6228-5000（总机）

北陆分公司

邮编 920-8676

石川县金泽市昭和町16-1

VISAGE办公区15层

电话 +81-76-232-3521（总机）

冈山办事处

邮编 700-0024

冈山县冈山市北区驿元町1-6

冈山富国生命站前大厦10层

电话 +81-86-224-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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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介绍

纤维事业
 蝶理1861年创业以来的核心事业

对以生丝批发起家的蝶理来说，纤维事业一直是创业160年以来的核心业务。蝶理凭借高度的专业性和广泛知识，与历史

同步建立了高度的信赖。纤维事业从经销纤维原料的“上游”到经销纺织品和辅料的“中游”、经销服装等最终产品的“下

游”，综合开展事业。

 纤维业务的业务领域和主营产品 

 
在全球范围开展面向运动服、中东名族服装等的多样化纱线、功能面料的经营

向日本国内外供应纤维原料  
开展再生切片的原料销售业务

　　公司经营主要来自于宝特瓶的再生原料。除日本国内以外，向以 

欧洲、美国、东盟地区为核心的海外市场提供原料、还进行原创纱线的开

发等。通过运用海外网络实现的全球性适地采购，销售用于资材及衣服

的再生原料，广泛开展业务。

纱线 /面料
经营以涤纶丝、尼龙丝等为常规产品的300种以上的POY、DTY、SDY

面料销售  
采用日本的面料缝制的阿拉伯长袍确立了作为高端产品的地位

　　以在印度尼西亚运营的印染和缝制业务为中心，从原料提案到产品

提案，根据市场需求以多样的切入点开展业务。与海外制造商之间的贸

易也在不断扩大，面向欧洲销售高档服装，面向美国销售品牌服装，从事

多种形态的业务活动。

多样化网络 商材协作 可提供高附加
值提案

商业模式

　　运用蝶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多样化客户间建

立起的业务网络，进行多元化商材的提案。在从原材料采

购，到涵盖编织、印染、缝制等各个工序中创造商流协作，

这正是蝶理纤维事业的优势。此外，还以与客户之间的网

络为基础，从事独创商品的开发。

功能性纱线、用于运动服的面料  
面向全球大型运动服厂家销售

　　经营以功能性纱线为主的涤纶丝、尼龙丝等，与日本、中国台湾、越

南的世界主要纺织厂商等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此外，还向中国、欧美的品

牌销售用于运动服的功能面料等。迎合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进行可适

应轻重量、防水、除臭、抗菌等用途的功能性材料提案。

纱线种类
POY/DTY/SDY/ATY/ACY

原液染色丝
黑 /灰 /米色 /褐色

光泽
BR/SD/FD/CD/CDMIX

特殊切片
Recycle/Bio pet/高收缩性 / 高强度 /不易燃

截面
圆形 /三角形 /十字形 /扁平形

蝶理的原创产品  

友善环境及人类的永续材料

　　为有助于解决塑料垃圾问题，公司正在开展以废弃宝特瓶为原材料的再生

涤纶线“ECO BLUETM”业务。建立了高白度切片的稳定供给和溯源（履历管

理）体系。此外，经营在乌兹别克斯坦所种植的稀有长纤维棉“MILLENNIUM 

ORGANICTM”。这是一种原棉白度非常高、婴幼儿亦可放心使用的有机材料。

宅家需求和除臭功能优异的独特材料

　　“TEXBRIDTM”是一种具有优异拉伸性和回缩性的高伸缩功能丝。它藉由

弹簧状分子结构，能够跟随身体运动进行伸缩，是一种可使人愉悦地度过居家

时光的产品，其需求正不断扩大。此外，“Deo-PapiTM”是一种耐用的瞬间除

臭材料，通过在纤维本身加入消臭功能，减缓了因洗涤和摩擦而造成的功能下

降，它通过化学手段将3大类恶臭※进行中和，以达到除臭效果。可广泛用于毛

巾、运动装、内衣等产品。

※ 指氨氣、醋酸和异戊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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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材
从口罩、纸尿裤等使用的无纺布到睡衣、室内装潢等使用的纤维材料等，涉及生活中的各种场景。

清洁用湿巾

窗帘

车用面料 /隔音材料

无纺布口罩纸尿裤

事业介绍

 
经营使用高性能无纺布的卫生资材 /生活资材、建筑资材、车用材料等

以建材、土木工程领域等为核心的原料～产品  
具有透湿、防水、隔热、防霉等功能的无纺布、复合苫布

　　经营用于住宅防雨、防结露的防水透湿苫布。其特征是不断提升反射

率，改善防眩性，冬暖夏凉，保持室温。此外，公司亦经营用于隔热材料

的表层材料、防草苫布等的无纺布。拥有加工技术相关的各类知识经

验，提供具有高附加值材料的提案。

车用面料、用于各部件的高性能无纺布  
向大型汽车制造商供应部件材料

　　在车用面料方面，拥有日本国内原料的市场份额70%以上，面料市场

份额30%以上。2017年，将经营高质量汽车装潢材料的（株）ASADA U 

收购成为子公司，扩大了与拥有海外销售渠道的蝶理之间的协同效应。此

外，为达到车辆轻量化、静音化的目的，在天花板材料、隔热材料、隔音材

料等各种材料方面，使用了无纺布。

女士时装 /男士休闲装  
在日本国内外生产、供应大型服装厂商的知名品牌 

　　开展梭织、编织、针织所有产品从企划、提案到制造、物流的一条龙

全球性SCM事业。子公司蝶理MODA株式会社以月度为单位，收集欧

洲市场资讯，结合最新趋势进行提案和材料研发，以在日本、中国、东盟

各地建立的生产背景为武器，向客户提供高灵敏度、高品质的产品。

男士西装 /高尔夫球服  
在日本国内外生产、供应大型服装厂商的知名品牌

　　经营以男士西服与高尔夫球服、健身服为中心且具有高时尚性、功能

性的运动服与户外服装。运用全球供应链，与客户构建牢固的协作体

制。此外，衣料资材方面则以日本、中国为据点，开展适地采购、适地 

销售。

防水透湿面料

服装产品
利用中国、泰国、越南等地的生产据点，开展从制造到物流的一条龙式OEM业务。

 
经营工作服、男式西装、运动装、男女服装等

白大褂等制服、内衣  
销售医疗 /看护、建筑工地等各领域的制服  

　　公司针对各类工作场景，策划和制造具有高度功能性的制服。此 

外，在使用了环保型材料和功能材料的高附加值产品领域，在日本国内以

及中国、东盟地区建立生产线，开展全球性业务。此外，还面向内衣厂商

销售面料和产品，亦经营瑜伽服和居家服等产品。

企划 /设计 制版

因应小批量 /QR

产品化 物流

GLOBAL ONE STOP Operation By CHORI

试制 /打样
展示会 / 

WEB展示会 检品

睡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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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介绍

化学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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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经营化学品。迄今已在化学品事业积累了60年以上的实绩。蝶理不仅在中

国国内采购和销售，亦面向中东、俄罗斯等地开展出口、中转贸易。 运用全球网络，同时通过满足利基市场的需求，推进与

其他公司的差别化，提升了市场中的影响力。

 化学品业务的成长领域和主营产品

商业模式

　　蝶理以分析客户需求、构建与日本国内外制造商间的

网络、创造利基市场这3个N为轴心开展事业活动。在进

出口贸易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经营环保领域、电子 / 

电池材料领域、5G相关领域、个人护理 /保健领域、农业

综合领域的众多商材，广泛满足客户的需求。

Needs NicheNetwork

分析客户需求 网络构建能力 创造利基市场

医药原料药 /中间体  
面向化工、制药厂商的受托业务、以及协助新药研发

　　以世界各地作为供应源，经营主要用于以仿制药为中心的药物有效

成分原料。在子公司蝶理（苏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由产品的质

保与分析、药剂师等专业人员构成的支持体系。此外，还与中国Wuxi 

App Tec公司合作，开展研发、制造等受托业务，协助新药研发。

基础化学品领域

医疗健康领域

电容器、功能性材料和功能性中间体  
具有蓄电、放电功能，可用于多种电子零件 

　　经营电容器所使用的箔、电解液等原料。它们安装在智能手机、空调

等各种电子设备上，在电动汽车的充电桩和5G基站上亦多有使用。此

外，公司还扩大经营了用于提升电子设备的耐用性和传导率的UV固化剂

和密封材料、用于半导体等产品的高功能树脂原料和精密清洁等功能性

材料。

5G相关领域

用于显示器的玻璃基板原料和功能性材料   
实现从供给到售后的综合服务

　　随着超薄电视、个人电脑所使用的平板显示器（FPD）市场的扩 

大，蝶理和中国本地厂商合资成立工厂，生产供FPD使用之玻璃基板的

原料并销售给全球性玻璃生产商。

锂离子电池材料  
参与智利锂化合物生产项目

　　运用从碱水中仅提取出锂成分的全新生产方法，实现了在不减少盐

湖水量的情况下，进行锂化合物生产。和以往的方法相比，可大幅缩短生

产时间，并可免受天候影响。因此，可根据市场需求控制产量。公司藉此

来因应不断扩大的锂离子电池市场。

电子 /电池材料领域

Maricunga盐湖（智利共和国）

聚氨酯  
用于隔热材料和缓冲材料，在经济快速成长的中国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

　　面向世界各国销售主要由日本聚氨酯厂商生产的原料。聚氨酯可用

于床垫、沙发、汽车座椅、隔热材料、粘合剂等各种产品之中。不仅是聚

氨酯原料，公司亦经营特殊添加剂、环保型再生原料 /植物来源原料，以

应对变化多端的市场需求。

磷酸盐   
除用于金属表面处理剂之外，亦用于食品添加剂等广泛的领域。 

　　作为中国大型厂商的代理商，稳定地进口和销售精制磷酸原料。它

是磷酸二次盐的原料，在日本国内拥有用于储藏精制磷酸的食品级专用

储藏罐。磷酸盐可作为车辆涂装底漆使用之表层处理剂的原料、食品储

存剂、食用油的精炼等，在广泛领域中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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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介绍

机械事业
 运用长年培养的外贸经验和独特的交易渠道拓展事业

2017年4月，将原机械部门进行分立，成立蝶理机械株式会社，实现独立经营，以此提升业务的机动性，从而对以新兴国家

为中心的事业加以拓展。

食品添加剂 /功能性食品材料  
针对多元化需求，从世界各国采购安全的原料

　　进口维生素C等食品添加剂、玻尿酸等功能性食品材料，面向食品厂

商销售。在玻尿酸领域，和大型生厂商Bloomage Biotechnology公司

合作，开展因应功能性标示食品制度的业务。此外，公司还和日本国内的

食品添加剂生产厂商合作，向熟食生产商的海外工厂提供用来提高食品

保藏性的保鲜提升剂等，业务开展广泛。

饲料原料 /添加剂   
从海外采购各种饲料原料

　　进口并面向复合饲料厂商和农户销售丙酸钙、碳酸氢钠等饲料原

料。经营用于维持家畜健康的功能性原料等，业务内容广泛。运用长期积

累的知识经验，建立了贯彻GMP等质量管理的供应链，为客户提供高附

加值的产品。

农药原料药 /中间体及功能性中间体  
运用长期培育的网络，开展受托业务 

　　针对可减轻对农作物伤害的除草剂、杀菌剂等中所使用的原料以及

功能性中间体，从少量试制阶段进行协调，并以中国、印度、韩国、台湾

和东欧为中心，开展受托业务。此外，强化经营用作育苗无纺布原料的可

生物降解树脂，最终藉由微生物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因为无需回收所以

对提升农业效率做出了贡献。

农业领域
运输设备

四轮车、两轮车、卡车、农业用机械、建设资材、 船舶用机器   
　　除四轮车、两轮车、卡车等运输设备之外，还致力于面向中南美、中

东、非洲、东盟、欧洲进行农用机械、建筑机械的出口与中转贸易。

　　2017年2月起，蝶理通过向墨西哥的汽车组装制造商投资，在墨西哥

参与将中国汽车制造商的轿车以半散件组装方式生产、并在当地销售的项

目。今后，也将继续运用长年培养的外贸经验和独特的交易渠道，开展以

新兴国家为中心的车辆事业。

机械业务的重点区域  

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

　　ECOWAS是由15个国家组成，负责推动西非区域经济整合的准区域组织，其 

中，尼日利亚占到其整个GDP的大部分。蝶理与尼日利亚国内确立车辆生产体系之厂

商合作，在该国以半散件或散件组装之方式，生产日本汽车和印度汽车。此外，公司今

后还将在建筑资材、食品、三轮车等领域，强化尼日利亚市场的经营，并推进面向

ECOWAS的多项项目的探讨。

蝶理的永续发展相关业务  

供应植物替代肉（植物性肉类替代品）的原料

　　据预测，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约100亿，牛肉、猪肉等蛋白质的供需平衡恐将瓦

解。蝶理关注来自于大豆、小麦、豌豆的原料，藉由non-GMO（非转基因）因应策略，从

海外采购品质和安全性皆优的原料，并提供给日本国内的食品加工公司等。因为是像肉

一样的纤维组织，所以口感松软，公司亦同时提案符合日本人口味的调味方法。通过这种

替代肉的普及，可减缓家畜生产所导致的森林采伐以及水、谷物的消费，从而有助于环境

课题的解决。

南非

中国

印度 墨西哥
非洲

欧洲

ASEAN 中南美洲

 采购  市场  

 既是采购来源地又是市场的区域

南韩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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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Dye

这是一种环保型服装产品。使用草木、
蔬菜等天然色素进行染色，既能展现天
然的色调，亦兼具一定的牢固度。

赞助“WFP行走世界 
（walk the world）”活动

“WFP行走世界”活动是一项慈善步行
活动，目的是支持联合国WFP学校供餐
项目。蝶理2016年起开始提供赞助。

向“儿童书之林 中之岛”进行捐赠

作为一个通过书籍、艺术文化来培育孩
子们丰富创造力的文化设施，于2020
年开馆。本公司深深赞同其设立之初
衷，对该馆进行了捐赠。

蝶理的可持续发展

基本理念

　　通过迅速满足需求的优质产品和精准的信息提供， 

创造切实可靠的价值，为实现更加丰裕的社会而不懈努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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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确立本公司经营基

础时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取得 ISO14001认证
　　蝶理在自2000年取得环境领域国际标准规格的 ISO14001认证以来，不断地致力于环

保活动的实践。于2017年12月完成向新标准的过渡，并于2019年12月，北陆分公司、冈山

办事处也相续成为实施对象，这样包括蝶理机械株式会社、株式会社Business Anchor等

子公司在内，已作为全公司活动进行开展。

　　蝶理集团的人事愿景是“活用人才，与人共存。培养人

才，与人共育。牵手人才，与人共联。”。基于这一愿景，蝶

理将“人才”定位为最重要的经营资源。为此，推进海外实

习制度和语言学习留学制度，努力确保和培养可在海外施

展才华的人才。此外，蝶理还针对海外据点的当地员工开

展定期培训。

　　除上述人才培养举措之外，蝶理为改革工作方式，还

采取了右侧所列举措。

　　经过这些努力，于2021年1月被体育厅认定为“2020

年度Sports Yell Company”。并于2021年3月被认定为由

经济产业省设计的“健康经营优良法人2020（大规模法人

部门）”。

 对环境、社会的举措蝶理在开展事业活动时，对环境、社会、人才的关注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认为针对这些课题积极采取措施，这不仅是企业

对社会的责任，同时也有助于集团的持续性发展。

 环境关怀

环境管理事务局

纤维部门

环境管理组织图  （截至2021年4月1日）

社长

环境管理责任者

内部环境监事员

化肥生产项目

　　公司自2019年10月起，参与位于尼日利亚的化肥生产项目。
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人口大国（人口1.9亿），农业是主要产业之
一。预计今后随着人口增长，谷物需求也将会增加，因此对有助于
提升农业效率之化肥的需求也会增加。本公司进行部分融资用于
建设化肥加工工厂，这样可在尼日利亚国内生产适于其土壤性质和
作物种类的肥料，并通过销售化肥，为非洲的粮食供应稳定和农业
增效做出贡献。

任命

任命报告内部监察的结果

EMS的重审、改善提案
报告EMS的执行结果

化学品部门

※ EM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 EMS推进员兼任内部环境监事员，执行其他部门的内部监察。

管理部门

部门主管

部门环境责任者

EMS推进员

经营管理部

信息系统部

药事综合管理室

株式会社 
Business Anchor

人事总务部

业务监事部

健康保险组合

蝶理机械株式会社

EMS推进员

纤维 
第一事业部

纤维 
第二事业部

纤维物流部

EMS推进员

化学品 
第一事业部

化学品物流部

化学品 
第二事业部

环境管理体系的 
确立和持续性改善

对地球环境的重视

基本方针

环境相关法律规制的遵守

部门主管

部门环境责任者

部门主管

部门环境责任者

 蝶理的人才 目标成为工作舒心型公司的举措

设置原则上每周一次的不加班日及每天21点前大楼清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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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长时间劳动。

长时间劳动对策

通过全公司活动的“CHOI活
（CHORI Innovation活动）”，
推进事业运营的效率化。

提升业务效率的举措

推动女性员工的培养和录用。

推动活用女性员工

为增进员工健康，实施提供午
休瑜伽教室、对戒烟治疗提供
支持、减少饮酒量等措施。

推进健康经营

建设对于员工来说安全、 
干净、舒适的办公环境。

创造舒心的工作环境

提供部分建设资金融资、供应化肥原料

化肥配制工厂
（建设地点：尼日利亚 拉各斯市郊）

在尼日利亚国内销
售化肥

通过肥料实现农
业效率化

稳定的 
粮食供应

© 伊东俊介© 伊东俊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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