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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介绍

本刊内容为发行时的收录信息，如有更新敬请谅解。



2017年4月，利用独自技术发展壮大的综合塑料加工厂商“他喜龙株式会社”和“希爱化成株式会社”合并经营诞生了他喜龙希爱

株式会社。本公司以“建筑资材”、“环境资材”、“高功能材料”和“功能薄膜”4个事业领域为支柱拓展业务，作为制造企业为客户

提供多种具有存在感的商品与新价值。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经营合并的增效作用提高市场竞争力，我们通过重构销售体制及优化生产网点等，积极整合事业结构。

同时，通过人事制度改革及企业文化创新等，大力强化经营根基，构筑发展的基石。为了实现中期经营计划《Good 

chemistry Good growth 2020》中的“通过不断挑战与执行，作为行业领头羊为社会作贡献”的经营愿景，我们已蓄势待发，

敬请期待今后的发展。

近年，世界迎来了历史的转折期，全球化的加速、IT技术的进化、新能源的兴起等，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海洋塑料垃圾

问题，本公司也视作切身的实际问题。他喜龙希爱的使命在于“用塑料加工技术创造人类和地球的美好未来”，我们将驱使积累

百年的塑料生产加工技术，应对社会的变化，通过追求全新的可能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作贡献。

今后敬请继续指导与支持。

①贯彻地球环保理念，实现企业的永续发展

②顾客至上，提供让顾客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为社会做贡献

③洞察社会动向，激情昂扬迎接未知挑战

④以人为本，尊重员工个性与创意

⑤追求正当利益，努力实现公平配置

经营理念

“用塑料加工技术创造人类和
地球的美好未来”
这就是日本他喜龙希爱集团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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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材
事业

原材料

材料设计 产品开发

加工技术

质量管理

知识产权

生产技术

研究开发

他喜龙希爱的4个事业领域

节能

产业发展

社会基础设施老化对策

自然灾害对策

实现舒适的生活环境

为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作贡献

为富足生活与社会发展作贡献

强化社会基础设施

提高生活便利性

在要求安全性、耐久性及美观和舒适的建筑领

域，通过丰富的商品线，取得了斐然的业绩和诚

信度，为创造舒适的住宅环境与城市环境提供后

盾。

为创造舒适的住宅环境与城市环境提供后盾。

环境资材
事业

提供温室大棚膜及灌溉滴管等高品质农用材

料，为振兴农业作贡献。此外，根据社会基础

设施的用途与目的，提供确保功能性和安全性

的工程材料。

为振兴农业贡献力量，
同时为社会基础设施的安全性提供后盾。

高功能材料
事业

从要求高精技术的半导体和液晶制造产业到要求

高可靠性的相机和智能手机等家电用品，他喜龙

希爱的高功能材料在多种领域中发挥着作用。

提供从工业用途到家用电器等多种领域的
高功能材料。

功能薄膜
事业

本集团拥有的高度成膜技术，可根据用途优化设

计出提高商品价值的精美标签和密封性，在全球

市场享有盛誉。

提供根据用途优化设计的
产品标签与包装材料等产品。

塑料不仅可以进行特殊成型和加工，还可根据

用途自由设定颜色、强度和质地等，其特性可

在社会各种场景中发挥作用。他喜龙希爱通过

生产与加工技术，不断探求塑料的潜力，面向

未来果敢挑战。

他喜龙希爱的塑料技术

我 们 的 优 势

建筑资材
事业

功能薄膜
事业

建筑资材
事业

高功能材料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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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塑料技术为核心，
拓展4个事业领域。
利用高度的塑料加工技术，从要求高成型技术和耐久性的建筑材料到农用材料、土木材料、工业材料乃至日

用商品，在多种领域开展业务。

在发掘塑料无限潜力的同时，不断提供有益于生活及社会的优质产品。



采光材料

装修材料

住宅材料

发光材料

管道设备
材料

水灾措施

地板材料

集团公司
产品

积蓄太阳能及荧光灯等发出的紫外线能
量，在黑暗中长时间发出可识别的高亮
度，适用于夜间避险的安全诱导显示产
品。

超高亮余辉蓄能夜光产品

防洪挡板用于保护财产免受暴雨等洪涝灾
害的侵袭。挡板采用了空心结构的聚碳酸
酯树脂板，实现了大幅度的轻量化。

轻量防洪挡板 立体标牌 超高亮LED背光源

防滑塑料地板 隔音防滑台阶板材料 内外墙装饰材料 树脂饰面材料

虹吸式雨水系统

回收雨水槽中雨水的收集罐。在现有雨水
槽上安装连接件即可使用，实现雨水的有
效利用和节水效果。

聚乙烯雨水收集罐 聚氯乙烯检查井、
聚丙烯检查井

小型雨水收集、
渗透用蓄水系统

大型接缝式聚碳酸酯板材料 聚碳酸酯板 聚碳酸酯波形板、折板 FRP波形板/FRP折板

主 要 产 品

具有採光性、轻量、高
刚度、隔热性等特点，便于设计和施工
的中空蜂窝结构的照明板材料。

具有优异的采光性、强度
和安全性等特点，适用于各种建筑物的采
光材料，在景观、道路材料等方面拥有丰
富的实绩。

商品线种类丰富，包括阻
隔太阳热能、抑制日照升温的隔热等级产
品。

使用不饱和聚酯树脂玻璃
纤维增强塑料制成的采光材料，适用于大
跨度屋顶结构施工。

大幅度提升排水能力的划
时代雨水槽产品。（与本公司以往产品相
比）可减少一半的落水管使用量。

适用于独户式住宅车库下
方设置的便捷紧凑型雨水收集、渗透系
统，具有高耐压强度和空隙率。

节省空间和施工的排水系
统，抑制雨水急剧流入河川，实现有效有
序的雨水渗透与排放。

材料及花纹具有防滑特性
和高度隔音性，确保公寓式住宅环境的舒
适、安全与安心。

兼具吸收冲击、防滑性和
耐候性的台阶板材料，有效防止跌倒和降
噪，创造安全舒适的共享环境。

追求木纹、金属及皮革质
感的设计，利用独自技术展现出多种风格
的装饰膜产品。

通过亮光和亚光两种类
型，展现出稳重的高级感。适用于橱柜
门等家具及建筑材料等多种用途。

融合塑料加工与LED两大核心技术制成
的立体文字及标志的显示牌。
提供：SANWA SIGNWORKS CO.,LTD.

通 过 高 功 率 、 超 高 亮 的
LED与广角透镜的融合，利用极少的LED
灯可明亮照射大型显示屏。
提供：SANWA SIGNWORKS CO.,LTD.

建筑资材事业
在要求安全性、耐久性及美观和舒适的建筑领域，

通过丰富的商品线，取得了斐然的业绩和诚信度，

为创造舒适的住宅环境与城市环境提供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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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飞机库

主 要 产 品

采光材料

在节能、环保领域
为实现低碳社会提供后盾

各 种 采 光 材 料 商 品 线

屋顶采光带
屋顶材料采用高隔热采光板，槽口尺寸设计自由。

采光板材料
具有高刚性的异形截面聚碳酸酯板材料。长度设计自由的单元式屋顶采光带

屋顶采光带 聚碳酸酯波形板/折板
兼备与玻璃相媲美的透明度和优异的抗冲击强度的采
光材料。

聚碳酸酯采光天窗
设施内部自然采光的拱形聚碳酸酯天窗

从高速公路、学校等公共设施到工厂乃至住宅等，塑料产品作为建筑材料，在社会领域中的用途十

分广泛。他喜龙希爱积极开展环保型事业，提供高采光和隔热性的建筑材料，减少设施的CO2排放。

此外，针对住宅资产型社会，推动改建需求，为住宅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再生作贡献。

具有採光性、轻量、高刚度、隔热性等特点，便于设计和施工的中空蜂窝结构的照明板材料。

大型接缝式聚碳酸酯板材料

具有优异的采光性、强度和安全性等特点，适用于各种建筑物的采光材料，在景观、道路材料等方面拥有丰富的实绩。

聚碳酸酯板
示例

佳通设施
示例

公共设施
示例

城市设备／住宅
示例

聚碳酸酯多层折板
表面结露少，隔热性和散光性优异的中空结构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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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检查井
易于施工的住宅区用轻量排水系统。

主 要 产 品

住宅材料

优异的耐久性，实现人类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社会。

其 他 住 宅 材 料 商 品 线

露台地面材料
耐久性、耐候性优异的防静电露台地面材料。

地板隐形储物柜
牢固易维护的人性化设计地板隐形收纳柜 充足的收纳空间，适合站立姿势作业的室外台盆柜。

中高室外台盆柜

各 种 管 道 设 备 等 材 料 商 品 线

分离器
分离污水中的悬浮物和油脂，为保护水质和美化环境作
贡献。

地基管道组件
可在住宅完工后更换配水管的室内地面排水系统。

小型雨水储存罐�渗透设施用塑料建材
可利用有限空间设置的紧凑型雨水收集、渗透系统。

在气候炎热潮湿的日本，塑料产品是创造舒适惬意居住空间的必需品。他喜龙希爱提供从

外饰建材到内饰装修的多彩产品，满足多样化的住宅环境需求。并且积极研制环境友好型

产品，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付出不懈的努力。

重视地球环境和生活
环境的舒适社区建设
大力开发让生活更加舒适安全的优质产品。丰富的商品线不仅满足迅速施工和节省

工时的需求，同时还可确保高质量施工。此外，为了防止洪涝灾害，充实自然水循

环再生及保护环境型产品，为水源的稳定循环作贡献。

管道设备材料

节省空间和施工的排水系统，抑制雨
水急剧流入河川，实现有效有序的雨
水渗透与排放。

聚氯乙烯检查井、聚丙烯检查井

回收雨水槽中雨水的收集罐。在现有雨水槽上安装连接
件即可使用，实现雨水的有效利用和节水效果。

聚乙烯雨水收集罐

仿御影花岗岩的厚重质感，适合各种风格的住宅。可在
护道附近埋设施工。

树脂混凝土水栓柱

雨水利用

室外台盆

大幅度提升排水能力的划时代雨水槽
产品。（与本公司以往产品相比）可
减少一半的落水管使用量。

虹吸式雨水系统

排水设备

示例

示例

应用“虹吸原理”实现了卓越的排水能力。

以往的雨水槽

落水管
处于水满状态，
利用虹吸原理
增加排水量。

落水管
仅是排水

虹吸式雨水系统

“虹吸原理”是利用落水管内部水满状态时产生的液面作用力现象。汇集的水体倾泻而下，大幅度增加了排水量。
浴缸排水等也应用了这一原理。

雨水槽
示例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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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产 品

地板材料

始于足下，为人们创造
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

用 途 广 泛

学校、室内设施 配餐中心、厨房

防滑塑料地板

超久保持美观的防滑塑胶地板。

室内设施用地板材料
光洁防滑，易于清扫的抗菌地板材料。 耐行走磨损性强，保持卫生环境的特殊防滑塑胶地板材

料。

超强耐磨特殊防滑塑胶地板材料超强防污、防滑塑胶地板材料

洗手间

不易脏污、便于清洁的洗手间专用地板材料。

承受动力荷载的抗菌塑胶地板材料

工厂

承受动力荷载的塑胶地板材料，抑制移动重物产生的地
板隆起。

低层公寓专用地面材料

低层公寓

提高低层公寓及住宅台阶的防滑性和设计性的胶粘施工
用台阶板。

儿童设施

儿童设施、平台用地板材料
兼具防滑性、维护性、隔热性和红外线反射性，适合儿
童设施外廊及平台的地板材料。

他喜龙希爱提供从足下为人们创造舒适生活环境的地板材料，除了居住空间的美感以外，还不断追求安全、耐

久性和舒适性。为了研制出最适合人与环境的地板材料，重点推进新产品、产品化技术、加工、施工等技术开

发，通过提供优质的地板产品为创造未来作贡献。

具有优异的防污性和维护性的阳台地板材料。精细的凹
凸花纹加工，确保了防滑性能。

防滑塑料地板
阳台塑胶地板

游泳池台面
示例

阳台
示例

具有斜面防滑效果的无障碍坡道专用地垫。
采用独创配方加工的花纹具有优异的排水
性，确保在湿漉状态下的防滑和行进安全。

防滑塑胶地板
无障碍坡道专用地垫

住宅楼无障碍坡道
示例

兼具吸收冲击、防滑性和耐候性的台阶
板材料，有效防止跌倒和降噪，创造安
全舒适的共享环境。

隔音防滑台阶板材料

住宅楼台阶
示例

材料及花纹具有防滑特性和高度隔音
性，确保公寓式住宅环境的舒适、安
全与安心。

防滑塑料地板

住宅楼外廊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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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产 品

装修材料

提供理想的设计与超高法的品质

用 途 广 泛 用 途 广 泛

办公楼大厅

天花板 墙壁 白板

入口大厅是办公楼的门面，大面积使用有决定其格调的
效果。

商业设施、医疗福利设施
作为众人触目触摸的公共空间材料，具备承受高频使用
的质感与功能。

最大利用空间的白板墙产品，提供多种颜色选择。

教育及保育设施、办公室厨柜门

厨房 卫生间

展现高级感的同时，可进行三维形状加工的亮光型饰面
材料。

壁橱门
木纹及金属等各种材质风格的产品齐全，可进行亮光
和无光加工。

鞋柜门
张贴镜面贴膜可用作出门前的穿衣镜。

玄关

他喜龙希爱应用在各种产品制造中积累的材料设计、成型加工及配方技术，不断开发出室内装潢及建筑物内外

墙装饰材料，提供给日本国内外客户。根据用途赋予产品耐划伤性、耐候性、耐污染性等功能，同时重视施工

性和环保性，汲取世界最新潮流推出新颖的产品设计。

追求木纹、金属及皮革质感的设计，利
用独自技术展现出多种风格的装饰膜产
品。

高性能压敏胶加工，可在各种基材上实现短时间的清洁
施工，提高装修工程效率。
最大限度发挥塑料的柔性，可在高精度细部及三维曲面
等复杂形状上施工。

内外装饰用建装资材

胶粘剂加工，便于施工。

通过亮光和亚光两种类型，展现出稳重的高级感。适用于橱柜门
等家具及建筑材料等多种用途。

树脂饰面材料

橱柜门
示例

电梯间改装
示例

用于厨柜门及各种家具部件的树脂饰面材料。运用高技术实力制

造的亮光型高光泽系列产品，以其平滑性和透明度赢得了世界家

具厂商的高度评价。

满足世界家具厂商的诉求

最适合办公室、酒店、商店和住宅楼大厅等空间的装饰膜产品，实现涂装无法企及的

美观与质感。在外墙装饰材料方面，拥有20年以上实绩，当时的装修依旧华丽美

观。

满足空间格调所需的设计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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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产 品

发光材料

蓄能发光产品在夜晚
及停电时确保避险安全

用 途 广 泛

水尺、潮汐标尺

水尺 防止跌倒、跌落 各种环境中的标志

适用于河流桥墩及护岸上的水位标尺及港湾潮位标尺

安全提示标志
确保夜间人行道及坡道行走安全的蓄能发光板，防止跌
倒、跌落事故。

可自由设计制作的蓄能夜光标志材料，在墙壁和地面安
装便捷。

墙面、路面标志

用 途 广 泛

电梯门前防洪挡板

电梯门前 变电设施出入口

适用于机房在地下的电梯门前防洪挡板。

变电设施 设备室出入口用防洪挡板
易于设置的防洪挡板，瞬间保护建筑物内的基础设备免
受洪涝侵袭。

工厂等大型建筑物出入口

工厂出入口防洪挡板
连接后可用于工厂等宽幅出入口的防洪挡板。

超高亮余辉蓄能发光产品是利用他喜龙希爱独创的镶嵌成型工艺制成的超厚蓄能层与

反光基材层的组合产品，具有在暗处12个小时后仍能识别的发光能力。产品种类丰

富，满足各种用途需求。

水灾措施

保护财产免受暴雨等
洪涝灾害侵袭
在塑料的轻量、耐热、抗冲击、耐摩擦、易成型和易加工的优异特点上，融合了他喜龙希爱多年积累的技术与

经验的轻量防洪挡板，不仅轻量易设，而且具有极高的挡水效果，可在暴雨等突发自然灾害中保护财产免遭洪

水侵袭。

使用特殊工具固定的防洪挡板，挡水性能优异。（水量
5L/h·㎡以下）无需常设立柱和卡槽，在最深水高50cm
的情况下，通过中央立柱，可用于宽幅出入口的挡水。
轻量易于安装，即使女性或老年人也可独自搬运。（产
品宽度2m、重量约11.3kg）

便捷式轻量防洪挡板

实验证明1.7m/s流速下的漏水量不超过1L/h·㎡，具有极
高的挡水效果。在最深水高1m的情况下，通过中央立
柱，可用于宽幅出入口挡水。轻量易于安装，即使女性
或老年人也可独自搬运。（产品高度50cm、宽度2m，
重量约14.3kg）

组合式轻量防洪挡板

白天 夜晚 白天 夜晚

使用超高亮余辉蓄能发光被覆线加工的护栏，产品的蓄
能性和连续性可确保夜晚紧急避险时的安全脱离。
经销代理：DAIPLA CORPORATION

夜光护栏

白天 夜晚

山路及排水沟
示例

踏面和踢面阳角部分的发光线安全引导上下台阶。具
有优异的防滑效果，适用于海啸、暴雨时高处避险的
路标。

超高亮余辉蓄能发光台阶板材料

白天 夜晚

斜坡台阶
示例

在室外暗处及停电时安全引路的超高亮余辉蓄能发光
标志。基材采用他喜龙希爱独自开发的柔性发光板，
适合制作各种避险标志（室外广告牌等）。

超高亮余辉蓄能发光标志

标志
示例

地下街出入口
示例

楼房出入口
示例

夜晚

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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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800mm以上老旧排水管道的翻新工艺。
在现有管道和树脂之间的缝隙中注入填充
材料，形成高强度复合管。
提供：TAKIRON ENGINEERING CO., LTD. 

排水管道翻新工艺
（大口径）

FRP（不饱和聚酯树脂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盖板

大型PE储罐 矩形容器 耐高压PE管

HDPE网状透水管

青贮膜 阻水膜 遇水膨胀材料

PVC止水板

农用聚烯烃薄膜 灌溉滴管 捆扎带

涂覆钢管

主 要 产 品

为作物提供最佳生长环境的多功能温室用
薄膜。运用5层共挤技术优势，实现了超
高的透明度、强度和流滴性。

提供水孔尺寸定制产品，
可在短时间内均匀浇灌作物。

牢固易用，色彩鲜艳的捆
扎带。适用于蔬菜的分类捆扎、藤蔓牵引
等，从农业到手工艺等用途广泛。

有效抑制伤痕处的锈蚀
与扩散，防止劣化，适合长期使用的
涂覆钢管产品。

使用青贮膜可促进牧草饲料的发酵。卓越
的粘贴力有效防止影响发酵的水分和氧气
的入侵。
提供： HOKKAIDO SANPLUS CO., LTD.

水坝等混凝土施工缝用
止水板，具有高效施工的柔韧性及超
高耐久性。

使用遇水膨胀合成橡胶制
成的止水材料，实现“以水制水”。用于地
铁、公路隧道、地下停车场等的工程施
工。

具备优异的耐药性、耐候
性、抗冲击性的工厂用化学液剂储罐，最
大容量50,000L的系列大型储罐深受客户
信赖。
提供：DAILITE CO., LTD.

用途广泛的矩形容器，可用作水产市场的
活鱼池、水产加工厂的原料池和预处理
池，以及建筑材料的混合容器。
提供：DAILITE CO., LTD.

最大直径达3m的大口径管道。从外压管到
内压管，作为下水管、排水管被广泛采
用。
提供：DAIPLA CORPORATION

具有独特的倒滤透水网眼和接头结构的暗
沟用高吸水性透水管。
提供：DAIPLA CORPORATION

在水处理设施的大面积盖板
上设置太阳能电池板，不仅解决了过滤池
的安全卫生和防臭问题，还可创造电力。
提供：TAKIRON ENGINEERING CO., LTD.

种类丰富的阻水膜产品，
满足垃圾填埋场及蓄水池等各种用途的防
水需求。

环境资材事业
提供温室大棚膜及灌溉滴管等高品质农用材料，为振兴农业作贡献。

此外，根据社会基础设施的用途与目的，提供确保功能性和安全性的工程材料。

折叠式防兽围栏

防兽围栏采用与景观协
调色的涂覆铁线，有效保护农作物免
受野兽破坏。
提供：DAIPLA CORPORATION

农用聚乙烯薄膜

“农用PVC膜”自面世以来已有65年的历
史，本集团积极提供满足农户需求的产
品。

农用材料 捆扎材料 基础设施材料 集团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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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产 品

农用材料 捆扎材料

提供高品质农用材料，
优化作物的种植环境

综 合 提 供 农 业 、 畜 牧 业 所 需 的 其 他 各 种 材 料 、 机 械 、 肥 料 等 。

遮光隔热材料

简易仓库、遮光栽培设施 农业省力化

遮阳性备受好评的简易仓库、遮阳种植材料

生物降解地膜
可被微生物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的农用生物降解地膜。
用后无需清理，犁地入土即可，为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作
贡献。

各种种植环境

关联材料
种植省力化及优化种植环境的农用材料
*图片为薄膜温室用固膜卡箍

畜牧材料

畜牧饲料加工

严实包裹牧草制成优质饲料的青贮膜及捆扎网

温室材料
运用覆盖全国的农用生产材料流通网，打造种植环境材料的综合制造商。

集团公司产品

肥料 植物工厂

提供日本市场高占有率的农用薄膜及各种需求材料，全力为农业经营提供后盾。

运用在日本设施园艺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实绩与见识，提供前瞻性材料，为振兴农业作贡献。

具有散射效果，让温室中充满柔和的光照。改善作物的
生长环境，减轻作业人员的工作負担，为收成的稳定化
作贡献。

农用薄膜

牢固易用，色彩鲜艳的捆扎带。适用于
蔬菜的分类捆扎、藤蔓牵引等，从农业
到手工艺等用途广泛。

捆扎带

提供水孔尺寸定制产品，可在短时间内
均匀浇灌作物。

灌溉滴管

ビニールハウス用被覆資材
示例

有效抑制破损与划伤处的锈蚀与扩
散。以“经久耐用”的性价比为环境作
贡献。上端十字轴实现了省力化。

涂覆钢管

植物支架
示例

蔬菜捆扎带
示例

农田灌溉

他喜龙希爱运用多年搭建的销售网和集团公司网

络，向全球农业人员提供“满足需求的农业材料”，

并通过植物工厂等“系统农业”，创造更好的农业环

境。

面向全球市场提供农用材料
Europe

Saudi Arabia

Korea
China

Southeast Asia

Australia

示例

农用PVC膜
农用

聚乙烯薄膜

农用PO膜
农用

聚烯烃薄膜

温室大棚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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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产 品

基础设施材料

作为“阻水膜、止水材料的专家”

用途广泛的阻水膜产品

垃圾填埋场

蓄水池

山洞隧道

遇水膨胀材料可用于各种用途

地下隧道

建筑工地

海底隧道

提供保证社会基础设施功能与安全的阻水膜、遇水膨胀材料和止水板等产品。利用合成树脂、合成橡胶等各种材

料，开发研制满足用途与目的的产品。从土木工程所需的薄膜加工到相关材料的采购及防水施工，作为“阻水膜、

止水材料的专家”备受信赖。

拥有各种长宽厚、表面状态和颜色的
PVC、EVA、PE等树脂材料产品线。

水坝等混凝土施工缝用止水板，具有高效施工
的柔韧性及超高耐久性。

PVC止水板

水坝等
示例

用于混凝土建筑物施工缝的止水板。

超强耐酸碱，卓越的耐久性备受好评。

止水板

提供 “以水制水” 为概念开发出的吸水膨胀树脂

止水材料。

遇水膨胀材料
在阻水防水领域，提供满足各种用途、施工方法

等条件和需求的丰富产品线。

阻水膜

通过独自开发的橡胶环、止水环及垫圈等产
品线，在“窨井接合止水”、“聚氯乙烯管及钢
管外围止水”方面发挥止水性能，解决漏水、
渗水和不详水等问题。可根据客户需求设计
开发产品。

防漏橡胶环、止水环

废弃物处理厂及蓄水池
示例

隧道

防水膜

水

阻水膜

用于混凝土施工缝等土木工程领域的
形状独特的遇水膨胀材料。

土木工程领域
示例

利用合成橡胶与吸水树脂
特殊混合成型方法制成的
遇水膨胀材料，用于地下
隧道分段止水。在跨海大
桥及地铁等常用设施中支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地下隧道
示例

“遇水
膨胀材料”

隧道

混凝土
止水板

本公司的JIS标准规格止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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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智能手机高功能化的超微粉体材料。
开发提供丰富人类生活的材料产品。
提供：CIK NANOTEK CORPORATION

超微粉体材料

具有纤维素塑料特有的柔和质感，以及其
他石油类塑料无法比拟的美感及深邃色
泽。
提供：TAKIRON-ROWLAND LIMITED

板材眼镜架材料

切削材料 钨板 白板墙贴

微电机

生物塑料 高功能聚碳酸酯板 光学板 过滤板、大型切削加工

耐蚀材料
工业用塑料板

防静电板材 激光屏蔽板 PET板（非晶态聚酯）

主 要 产 品

提供耐化学性、机械强度
和 加 工 性 能 优 异 的 硬 氯 乙 烯 及 P P 、
PVDF、PET等产品，广泛用于半导体及
液晶制造设备材料。

具有长期除静电效果的高
功能防电板，为尖端产业创造无尘车间环
境。

屏蔽实验和制造中使用的
各种危险激光束，确保安全的作业环境，
减轻对人体的影响。

广泛用于商铺装饰及工
业设备外壳等用途，同时适用于要求
清洁和安全性的食品与医疗等领域。

与常规PET材料相比，生物性原料制成的
塑料可削减生产过程中25%的排碳量，是
实现低碳社会的环境友好型材料。

拥有日本最大级别过滤板的生产技
术，为使用压滤机的食品、医疗、上
下水处理厂、工矿业等领域提供产
品。
提供：TAKIRON POLYMER CO.,LTD.

用于平板电脑及智能手机前后面的聚碳酸
酯板，具有高透明度和杂质缺陷少的优异
光学特性。
提供：他喜龙塑料（常州）有限公司

具有优异的切削性、着色性和低变形等特
点的优质尼龙树脂切削材料。广泛用于工
业设备的滚筒、螺杆和齿轮等部件。
提供：TAKIRON POLYMER CO., LTD.

作为铅的替代材料，用于
最大比重11.5（与铅同等）的X射线检查装
置的遮帘。

将墙壁当白板的墙贴。不仅具有擦掉白板
笔板书的功能，还可使用磁吸，用作交流
通信板。

用于小型机器人、精密
设备、医疗设备等的高性能电机。精
密小型电机以其高性能实现了细微精
巧的动作。

具有优异的抗冲击性、耐热性和透明度，
广泛用于要求高功能性的工业材料领域。

高功能材料事业
从要求高精技术的半导体和液晶制造产业到要求高可靠性的相机和智能手机等家电用品，

他喜龙希爱的高功能材料在多种领域中发挥着作用。

树脂板 磁性材料相关 精密电机

磁铁固定型阻尼材料

切削材料

用于减少船舶及铁路等噪音源的阻尼材
料。符合“铁路桥梁标准SRS41阻尼材料”
的要求，被JR等民营铁路公司的设备采
用。

作为放射线管理设施中的中子束屏蔽材
料，用于核设施、研究设施及医院等的门
墙结构。
提供：TAKIRON POLYMER CO., LTD.

集团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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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产 品

树脂板

为加速成长的下一代
产业领域提供后盾

各 种 高 性 能 材 料 产 品 线

在电子材料等尖端产业领域，需求更高性能的塑料材料。我们运用独自研发的

高分子技术，不断提供高品质和高附加价值的产品。通过向下一代新能源领域

提供新材料，我们是未来产业社会根基的后盾。

针对尖端产业对无尘车间环境的需求，我们开发出具有
长期除静电效果的高功能防电板，提供给各行业领域。

防静电板材

屏蔽工业激光加工机使用的各种激光，
激光屏蔽板可减轻对人体的影响。

激光屏蔽板

工业用板材

耐蚀材料 安全防火材料

具有优异的耐化学性、机械强度和加工性，适用于半导
体、液晶制造等装置。

“传统材料（FRPP）”
35秒后起火，产生大量烟雾

“FM认证材料”
不起火，碳化
满足半导体工厂无尘间阻燃性能标准，FM4910规格的
安全防火材料。

PET板

用于商铺装饰、
食品设备外壳等各种领域

抗冲击性及透明度
适用各种工业用途

具有优异的加工性、透明度和耐燃性的PET树脂板，适
合商铺装饰及设备外壳等多种用途。

“切削用PP板、圆棒（TS级）

变形小的切削加工部件

切割效率高，极少出现毛刺和弯曲的切削用PP材料。用
于半导体制造装置及食品生产设备等各行业领域。
提供：TAKIRON POLYMER CO., LTD.

工业用聚碳酸酯板
具有超强抗冲击性、耐热性和透明度的聚碳酸酯板材
料，适合机床窗等所有工业用途。

生物质塑料板

为低碳社会作贡献

与常规PET材料相比，生物性原料制成的塑料可削减生
产过程中25%的排碳量，是实现低碳社会的环境友好型
材料。

无尘室间隔板
示例

激光加工机的防护窗
示例

具有优异的耐热性、耐蒸汽性、耐化学性且符合食品用
途标准的透明材料。用于化学实验室仪器、食品容器及
医疗设备部件等。
提供：TAKIRON POLYMER CO., LTD.

聚甲基戊烯板、圆棒

化学仪器、化工槽等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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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产 品

磁性材料相关

将积累的材料加工技术
应用于电子领域

用 途 广 泛 用 途 广 泛

无刷电机
在遥控伺服机、工业设备、医疗设备等要求长寿命泵装
置等领域中广泛应用。

编码电机
用于控制电机旋转要求的编码电机。

减速电机
以建筑设备、工业设备领域为中心，提供圆柱齿轮减速
及行星齿轮减速电机产品。

可吸附磁贴，可吸在平滑的表面，安装便捷。 可用作投影仪幕布的白板墙贴，可吸附磁贴。 可在钢铁制表面自由脱卸的白板墙贴，不占空间。

研制出氧化铁混炼橡胶技术，在日本首次量产“橡胶磁铁”产品。以此基础，开发在橡胶和塑料等材料中配

制无机材料的各种磁性材料产品。

精密电机

为高性能电子产品的
进化提供后盾
应用磁性材料的技术经验，打入精密电机领域。开发用于高档

玩具、机器人、医疗设备、光学仪器、测量仪器、工业设备等

的高性能精密电机。

使墙壁成为白板的墙纸膜。除了具有可使用白板笔进行
书写及擦除功能之外，还可吸附使用磁石性贴来作为通
信板使用。

白板墙贴

作为铅的替代材料，最大比重11.5（与铅同等）适用于X射线检查装置的遮帘。

钨板

高性能精密微电机可实现精巧的动作，适用于小型机器
人、精密设备及医疗设备等。

微电机

办公室
示例

用于X射线检测设备
示例

相机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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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薄膜事业
本集团拥有的高度成膜技术，

可根据用途优化设计出提高商品价值的精美标签和密封性，

在全球市场享有盛誉。

热收缩膜

主 要 产 品

成品制作

树脂颗粒

切割

原料厂商

与各品牌企业的合作

他喜龙希爱 与各分工厂商的合作

成膜

装标签

印刷

热收缩 完成

分切 密封

购入原料制成透明膜卷
后，交给各加工企业。
使用树脂原料制成透明
薄膜后交给客户。

开封自由的塑料封条，常用于食品、药
品、衣物等的包装袋。

在世界各国被广泛用于包装
标签，可按照客户需求，从
各生产网点提供产品。
面向全球市场，从各个生产网点提供热收
缩膜产品。

封口

拉链

可从30种标准袋中选择上色、印刷和打孔
等定制加工，提供满足各种产业需求的产
品。

拉链袋
（拉链封口袋）

热收缩膜

里难外易的开封结构，可提供尼龙及铝箔等多层包装材料，以及适合内容物的
胶带材料和封口结构。

发声封口

发出闭合声音，感触闭合状态的
封口带。
易于闭合及新增触觉功能，适合
各种用途。

特点

透明度和光泽度极佳，通过印刷可提高产品的设计性和外观价值
卓越的透明度和光泽度提升客户产品价值。

包装具有保护商品的作用和识别开封的状态。
利用热收缩膜加工的容器和瓶盖可防止开封。

适合多种印刷（凹版、柔版、胶印）及小批量产品。
剥离标签，便于容器回收。带切线的热收缩膜易于剥离，便于容器回收。

保护

环境

设计

除PET饮料瓶以外，广泛用于食
品、调味品、化妆品、日用品、药
品、干电池等各种产品。
热收缩膜用于食品、调味品、化妆
品、日用品及药品等多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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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产 品

热收缩膜

封口

凭借精湛的技术实力与经验，
赢得全球品牌企业的赞誉

用 于 各 种 用 途

食品标签

加工食品 药品 化妆品、日用品

盒饭用热收缩膜，防止内容物置换。

药品标签
眼药水包装用热收缩膜。 日用化妆品用热收缩膜。

化妆品、日用品标签

用 于 各 种 用 途

百货类、宠物食品食品用途 制药用途

服装、宠物食品、百货类包装袋封口带各种食品包装袋用封口带 药贴袋、滴眼液等用封口带、拉链袋

乳制品

化妆品

药品

日用品

调味品

饮料

用于各种包装和保存用途

服装

药品

保健食品

咖啡
茶

洗涤剂 宠物食品

糖果

利用“PS（聚苯乙烯）”、“PET（聚酯）”及“PVC（聚氯乙烯）”3种材料，生产

各种用途与内容物的标签、瓶盖密封及成型品等用热收缩薄膜。

根据使用需求优化薄膜品质的先进技术实力与经验，受到全球品牌企业的高度赞

誉。

提供各种高精度封口产品
利用先进的“PE（聚乙烯）”、“PP（聚丙烯）”等材料的组合成型加工技术，为各

行业客户提供各种“开闭需求”的高精度塑料封口产品。

特点

本公司独自的树脂配方，
实现了低温密封。通过各
种形状的封口设计，提高
局部密封性能及袋装品的
美观。

从日本、北美、南美的三个生产基地，销往世界各地。

提高产品形象
示例

饮料标签
热收缩膜的可塑性极高，适用于各种饮料标签。

瓶盖收缩膜
带开封切线的热收缩膜，有效防止内容物置换。

拥有稳定的嵌入强度，可
防止内容物飞溅。

他喜龙希爱冈山工厂（Japan）
PS薄膜

BONSET 
AMERICA CORPORATION(U.S.A.)
PET薄膜、PVC薄膜

BONSET LATIN 
AMERICA S.A.(Uruguay)
PET薄膜、PVC薄膜

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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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开发

积极开展研发活动，提高作为生产企业的制造实力。

为了发掘社会与顾客的潜在需求，研制出更多的新产品，我们积极推进技术与研究开发。

研发方针

技术开发体制

强化塑料的功能，积极开发新领域通用技术。

技术开发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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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示 例

充分利用自然采光确保室内光线的低碳型
建筑材料。

建筑资材事业 环境资材事业

大型接缝式聚碳酸酯板材料
随着光线和视线变化的图案设计，易于维
护，长久保持美观。

防滑塑料地板
通过在薄膜两面实施特殊处理液加工，具
有防尘和防流滴效果的长期拉伸用5层农
用PO膜。

农用PO膜
通过导电+非导电的多层结构，可电子检
查有无损伤的阻水膜产品。

导电性阻水膜
使用生物性原料的环境友好型塑料，为实
现低碳社会作贡献。

高功能材料事业 功能薄膜事业

生物塑料
材料表面采用符合FM4910标准的阻燃材
料，有效抑制火灾延烧。

FM认证规格板
设计用于束带标签的具有厚度和收缩特性
的热收缩膜。

面食包装标签用PET薄膜
关闭封口时，可以听到闭合声音，获得闭
合感觉的划时代封口带。

发声封口

研究开发体制

不断发掘材料的潜力，推进具有独特功能和特性的各种薄

膜、片材和板材产品的研发。通过材料探索、配方研究、成

型加工及外围技术的组合，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此外，积极推进成型加工、材料和原材料的研发与分析评

估，不断强化集团整体的技术实力，为新产品开发和提高产

品质量作贡献。

今后，我们将在常规研发的基础上，开展具有前瞻性的创新

技术与产品的研发活动。

致力于贴近顾客、迅速回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策划与开发。

此外，为了实现商品化，推进各工厂和集团各公司的互动，

开展商品化技术、加工和施工技术的开发合作。
技术开发体制

研究开发体制

向顾客提供实用功能的技术方有价值。作为强化功能，集中研发了阻燃、不燃、热控、音控、高耐久等性能，除了现有领域之

外，还通过新技术开发和技术改良，积极推出在新领域和新产品方面发挥作用的实用技术。

本集团以塑料成型加工为核心技术，面向各领域提供多种产品。同时，在全集团内共享各领域积累的技术与经验，根据需要设置

企划和市场营销部门，瞄准时代潮流和顾客潜力需求，不断推出新产品。

环境资材
事业领域

高功能材料
事业领域

功能薄膜
事业领域

建筑资材
事业领域



在所有的业务活动中构建并深化与客户的信赖关系，不断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质量方针

质量举措

顾客满意

回应对产品的诉求

我们积极与国内外的供应商合作，寻求满足市场需求
的材料与技术。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社会，优先选用开展环
保活动的企业为供应商，采购减轻环境负担的材料，
推进绿色采购。

不分派系、企业规模和有无交易等，基于自由竞争原
则，建立互敬互信的诚信交易关系。

打破传统的商业习惯，积极建立全新的交易关系。在
采购方面，遵守相关法规，构建公平公正的交易关
系。

为了向社会提供环境友好型产品，
我们制定了基本采购方针。

材料采购

公平公正的交易

自由竞争与相互信赖关系

全球采购

绿色采购※

*绿色采购指南详见本公司网站。（Japanese）

https://www.takiron-ci.co.jp/lib/pdf/corporate/takiron_greenProductment.pdf 

质量管理 全球网络
采取严格的质量管理措施，确保产品质量零客户满意。 他喜龙希爱设有7个海外生产基地，应对全球需求。此外，

还在海外工厂积极应用日本国内积累的质量管理方法、量产技术及减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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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BONLEX EUROPE S.R.L. ❹ PT. TAKIRON INDONESIA

上海希爱化成电子有限公司❺他喜龙塑料（常州）有限公司

❶

❻

BONSET AMERICA 
CORPORATION

❷ BONSET LATIN AMERICA S.A.

❼上海桑普拉斯塑料有限公司

PT. TAKIRON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上海桑普拉斯塑料有限公司 [中国]

BONSET AMERICA CORPORATION
[美国]

BONSET LATIN AMERICA S.A.
[乌拉圭]

他喜龙塑料（常州）有限公司
[中国]

BONLEX EUROPE S.R.L.
[意大利]

上海希爱化成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

（意大利威尼托州）

（中国上海市）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乌拉圭卡内洛内斯省）

（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

（中国常州市）

❹❹

❷❷

❺
❼

❸

❻
❶

基本
采购方针

GLOBAL FAIR

FREE & FAITH
GREEN

PROCUREMENT

海外生产基地

为了将客户的“声音”反馈到产品、服务及改善活动中，我们设置了网站“垂询”窗口和“客户咨询中心”热线电话等机制，推进从客

户视角出发的质量举措。

针对客户对产品诉求，我们抓住本质需求，在设计阶段实施产品审核，在检验安全性和质量的同时，构建质量可视化的新产品与

改良产品的供应体制。此外，各生产基地通过取得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等，在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同时，开展日常标

准作业管理，确保产品的质量。

与此同时，本集团交叉开展各网点的改善活动，通过质量审核及质量会议等共享信息，推进PDCA循环，不断提升质量标准



<主要登载的项目>
·产品与社会的关系
·CSR管理
·企业管治
·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环境报告

CSR报告除了强化公司治理和合规以外，我们进一步推进环保、质量保证、安全保障、

尊重人权、培养人才、社区和社会贡献等CSR活动。

《CSR报告》详细介绍了日本他喜龙希爱集团的CSR基本理念和具体举措。

面向CSR活动的措施

他喜龙希爱为了让广大股东进一步了解集团业务内容，积极开展IR活动。除了每年发行年报以外，还在公司网站发布业绩和新产

品等各种信息。

此外，为了确保公正的股价形成，积极开展年报说明会及信息公开。

IR

CSR
日本他喜龙希爱集团通过提供环境友好型产品与服务，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为解决社会课题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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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本公司网站上的《CSR报告》。

他喜龙希爱的生产基地

滋贺工厂 栃木工厂

冈山工厂 平塚工厂

网干工厂 揖保川事业所

安富工厂 东京工厂

佐野工厂

“我们重视保护地球环境，开展有益于人类、地球和未来的产品制造。”

环境理念

环境基本方针

1. 遵守环境相关法规，与社会保持协调。

2. 构建环保体制与规则，作为持续性管理循环，推进环境保护措施。

3. 在企业整体活动中，开展节能、节约资源、削减废弃物、减少有害物质排放等措施，大力减轻环境负荷。

4. 开发重视环境与安全的技术及提供产品与服务。

5. 提升员工的环保意识，积极披露环境信息，推进与社会的交流。



横滨橡胶制造株式会社

柴田商会橡胶工业所

建立了泷川
赛璐珞工业所

1919
网干工厂竣工
1935

成立泷川
赛璐珞株式会社
※1944年改为
泷川工业株式会社，
1951年复原

1935
更名为
日本他喜龙化学株式会社

1959

成立Hama
化成株式会社

1963 1964
滋贺工厂竣工

成立
神户树脂株式会社

1965
成立
希爱化成
株式会社

1971

更名为
日本他喜龙
株式会社

1973

日本他喜龙希爱
株式会社

创立100周年

2017 2019

400×287mm

本文书所述内容为截止至编写制作时的信息，有可能未经预告而进行变更。

 （截至2021年4月1日）取缔役・执行官 （截至2020年9月30日）主要股东

取缔役

取缔役会长 南 谷  阳 介

代表取缔役社长 斋 藤  一 也

取缔役 高级执行官 三 宅  贵 久

取缔役 高级执行官 上 田  明 裕

取缔役 管理执行官 岩 崎  秀 治

取缔役 岩 本  　 宗

取缔役 羽多野 宪一

取缔役 高坂 佳诗子

审计监事

专职审计监事 冈 岛  俊 郎

审计监事 高 井  研 治

审计监事 大 砂  雅 子

审计监事 荒 木  隆 志

执行官

管理执行官 玉 木  敏 夫

管理执行官 岩 田  幸 弘

管理执行官 菊 地  浩 德

管理执行官 岛 　  秀 宏

管理执行官 木 村  啓 二

执行官 三 木  努 志

执行官 松 井  健 司

执行官 渡 边  健 治

执行官 平 岩  行 雄

执行官 小川 良二郎

执行官 白 石  明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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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财产保险公司※

※日本财产保险公司是本公司于2021年1月
实施的股票出售的出售人

日本他喜龙希爱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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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的经营范围C.I. TAKIRON Corporation

邮编530-0001 大阪市北区梅田三丁目

1番3号North Gate Building

大正8（1919）年10月10日

昭和10（1935）年12月20日

15,189百万日元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第一部

约3,400人（集团）

约1,200人（单独）

（1）合成树脂产品的制造、加工和销售

（2）无机化学工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3）电气材料，金属材料，磁性材料，超细颗粒材料
　　  及其应用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4）电机和电子零部件的制造和销售

（5）橡胶制品的生产和销售

（6）纸制品的制造和销售

（7）制造和销售苗木、肥料、饲料和土壤调节剂

（8）药品、准药品、医疗器械、兽药，动物准药品、
　　  化妆品、农药、工业化学品的制造和销售

（9）设计、制造、销售和租赁各种机械设备和模具

（10）建设工程的承包以及设计・管理

（11）一般货物汽车运输、货运代理和仓储业

（12）房地产租赁

（13）与上述项目有关的事业和附带的一切业务

公司名称

总部

创业

成立

资本金

股票上市

员工

公司简介另册

2021.4（0.23） ISI
2021年4月现在 第9版

公司信息

Supporting today, changing tomorrow

集团企业理念

使命

立志构建的企业文化

创造 对人类和地球 友好的未来

不断蕴蓄的自豪与坚持变革的勇气

※ 2021年4月1 日、他喜龙希爱集团制定了「使命」以及「企业文化的抱负」作为集团的企业理念。
因此，对事业介绍第２页刊载的“经营理念”进行了修订。



400×287mm

事 务 所 名 单 关 联 公 司 名 单

事业基地事业基地

研究所
邮编520-3185 滋贺县湖南市丸山3-3-1
电话+81-748-77-3176　传真+81-748-77-6803

总部・大阪支店
邮编530-0001 大阪市北区梅田3-1-3

（North Gate Building）
电话+81-6-6453-3700　传真+81-6-6453-3884

东京总部・东京支店
邮编108-6031 东京都港区港南2-15-1

（Shinagawa Intercity Tower A）
电话+81-3-6711-3700　传真+81-3-6711-3826

札幌营业所
邮编060-0001 札幌市中央区北一条西1-6
（Sapporo Sosei Square）
电话+81-11-242-2433　传真+81-11-242-2455

东北支店
邮编980-0811 仙台市青叶区一番町3-1-1

（Sendai First Tower）
电话+81-22-266-2171　传真+81-22-266-2176

中部支店
邮编461-0004 名古屋市东区葵1-19-30

（Mazak Art Plaza）
电话+81-52-979-2960　传真+81-52-937-3866

九州支店
邮编812-0012 福冈市博多区博多站中央街7-21

（Kamiyo Hakata-chuo Building）
电话+81-92-413-5581　传真+81-92-413-5582

制造基地・研究所

揖保川事业所
邮编271-1665 兵库县龙野市揖保川町马場1228-1
电话+81-791-76-5555　传真+81-791-76-5558

安富工厂
邮编671-2421 兵库县姬路市安富町長野405
电话+81-790-66-2281　传真+81-790-66-3497

东京工厂
邮编300-0198 茨城県霞浦市加茂5289-1
电话+81-29-828-1611　传真+81-29-828-2277

滋贺工厂
邮编520-3185 滋贺县湖南市丸山3-3-1 
电话+81-748-77-3170　传真+81-748-77-2424

平冢工厂
邮编254-0013 神奈川县平冢市田村3-2-1
电话+81-463-55-3050　传真+81-463-54-0209

佐野工厂
邮编327-0824 栃木県佐野市马门町1744
电话+81-283-22-6251　传真+81-283-24-0205

冈山工厂
邮编718-0005 冈山县新見市上市20-10
电话+81-867-71-0221　传真+81-867-71-0233

栃木工厂
邮编321-3426 栃木县芳贺郡市貝町赤羽2606 

（赤羽工业园区）
电话+81-285-68-2111　传真+81-285-68-2116

网干工厂
邮编671-1393 兵库县龙野市御津町苅屋1455
电话+81-79-322-1031　传真+81-79-322-3672

中国四国支店
邮编730-0032 广岛市中区立町2-27
（NBF Hiroshima Tatemachi Building）
电话+81-82-248-1581　传真+81-82-249-0778

 （截至2021年4月1日）  （截至2021年4月1日）

建筑资材事业

SANWA SIGNWORKS CO., LTD.
邮编530-0001 大阪市北区梅田3-1-3（North Gate Building）
电话+81-6-6453-3002

C.I. TAKIRONPLUS Corporation
邮编108-6015 东京都港区港南2-15-1
（Shinagawa Intercity Tower A）
电话+81-3-5715-7700

TAKIRON MATEX CO., LTD.
邮编 108-6015东京都港区港南2-15-1
（Shinagawa Intercity Tower A）
电话+81-3-5781-8100

BONLEX EUROPE S. R. L.
Via Friuli 35-31045 Motta di Livenza (TV) Italy
电话+39-0422-2806

PT. TAKIRON INDONESIA
Jalan Kabupaten Desa CangkringmalangKecamatan
Beji Kabupaten Pasuruan 67154, Indonesia
电话+62-343-659060YOKOBI CO., LTD.

邮编060-0032 札幌市中央区北2条东20-6
电话+81-11-231-0111

C.I. MATEX CORPORATION
邮编108-6013 东京都港区港南2-15-1
（Shinagawa Intercity Tower A）
电话+81-3-6711-4539

C.I. AGRO CO., LTD.
邮编880-0211 宫崎县宫崎市佐土原町下田岛10135 
电话+81-985-73-0361

DAILITE CO., LTD.
邮编301-0852 茨城县龙崎市向阳台4-4
电话+81-297-64-1001

C.I. TAKIRONCIVIL Corporation 
邮编530-0001 大阪市北区梅田3-1-3（North Gate Building）
电话+81-6-6453-9270

HOKKAIDO SANPLUS CO., LTD.
邮编061-3241 北海道石狩市新港西1-706-9
电话+81-133-72-2911

环境资材事业

TAKIRON TECH CO., LTD.
邮编671-1393 兵库县龙野市御津町苅屋1455

（C.I. TAKIRON Corporation 网干工厂内）
电话+81-79-322-3542

上海世爱化成贸易有限公司（上海CI化成贸易）
邮编 200020上海市黄浦区茂名南路205号 瑞金大厦2503B
电话+86-21-6467-1010

DAIPLA WINTES CO., LTD.
邮编330-0854 埼玉市大宫区樱木町4-247（OS Building 5F）
电话+81-48-645-4171

C.I. TAKIRON LOGISTICS CO., LTD.
邮编108-6029 东京都港区港南2-15-1
（Shinagawa Intercity Tower A）
电话+81-3-6711-4553

（其他关联公司）

CIK NANOTEK CORPORATION
邮编108-6031 东京都港区港南2-15-1
（Shinagawa Intercity Tower A）
电话+81-3-6711-4512

TAKIRON-ROWLAND LIMITED
邮编671-1393 兵库县龙野市御津町苅屋1455

（C.I. TAKIRON Corporation 网干工厂内）
电话+81-79-322-2556

他喜龙塑料（常州）有限公司
邮编213133 常州市新北区
黄河西路388号粤海工业园常州空港园6号厂房
电话+86-519-85269669

功能薄膜事业

BONPACK CO., LTD.
邮编111-0052 东京都台东区柳桥2-2-3
（Yanagibashi-suzuwa Building 4F）
电话+81-3-5687-5431

BONSET AMERICA CORPORATION
6107 Corporate Park Drive Browns
Summit, NC 27214
电话+336-375-0234

BONSET LATIN AMERICA S.A.
Camino el Gallo Y Ruta 101, Km29.100,
Barros Blancos Canelones 91001, Uruguay
电话+598-2288-9033

上海桑普拉斯塑胶有限公司
邮编201508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嘴工业区板桥东路585号
电话+86-21-5724-1808

TAKIRON POLYMER CO., LTD.
邮编834-0061 福冈县八女市今福437-1
电话+81-943-24-9151

高功能材料事业

上海希爱化成电子有限公司
邮编201617 上海市松江区闵塔路1438号
电话+86-21-5784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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