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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制造力”
和“互动力”，
拓展纤维的可能性。
帝人富瑞特是纤维专业商社，拥有从纤维原料到最终产品的

“制造力”和将顾客、供应商和市场有机连接的“互动力”。

为了实现“纤维优化生活”这一企业目标，

融合2项力量，不断提供最优解决方案和新价值。

企业理念

我们要创造全新价值，

为创建良好的环境和

美好的未来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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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致辞

带着果敢的拓荒精神，
创造可以为未来社会
做贡献的解决方案。
　　帝人富瑞特是一家融合了“制造商”和“商社”这

2种不同DNA的企业。我们的观点是坚持创造前所

未有的产品和服务、和及时掌握世界趋势并迅速应对

市场需求。由纤维行业中独一无二且同时拥有这2种

观点的混合型组织所创造协同效应就是我们的优势。

　　现在，在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同时，以环境

问题为首的社会课题也堆积如山。我们坚信，纤维里

有着可以为这些社会课题提供大量解决方案的力量。

　　例如，我们的再生材料也被用于服装、室内装

饰、建筑材料等，正在为实现循环型社会做出着贡

献。同时，混凝土和轮胎的加固材料也会为社会提

供安心和安全。另外，我们还提供支持医疗和看护

现场的产品，从而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准备。

　　像这样，“纤维”正在人们生活的各种场景中发

挥着作用，我们认为通过我们研制的“纤维”进一步

优化人类生活就是企业的存在价值，并提出了“纤维

让生活进化。”的企业讯息。此外，我们不仅拥有遍

布国内外的本公司网络，还与拥有最新知识的外部

合作伙伴和机关院校合作，将在发挥应变能力的同

时，致力于“生活的进化”。

　　我们将始终带着拓荒精神，继续为创造出可以

为未来社会做贡献的解决方案而果敢地挑战。

总裁兼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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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人富瑞特融合商社的转换力和纤维材料开发到产品生产的技术力，
在衣料纤维、产业资材等广阔市场中创造新业务。

我们的“优势”

发挥商社+厂商的综合实力，
创造新价值。

提供本公司超细纤维“NANOFRONT™”与动作感应技术及生命体征监测技
术相融合的穿戴式产品解决方案。适用于体育、作业现场、康复和健康管理
等各种领域。

　　帝人富瑞特从原料和材料的采购到产品的加工、
生产和销售，开展整体价值链活动。发挥商社和厂商
2 大功能的优势，从业务上游到下游的每个阶段，均可
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最优解决方案。
　　开发提案性能优异的先端材料、迅速柔性的采
购、加工和产品化能力、及时开发需求商品、在母工厂
生产独自的先端材料、确保稳定的供应体制、通过技
术指导利用合作工厂等，全面自主开发及利用制造功
能。此外，驱使商社对市场需求和趋势的洞察力、包
括自家产品在内的柔性采购供应链、优势地区生产、
全球 OEM 网络、高度的物流功能，提供具有价值的解
决方案。

肩负整体商业价值链的存在感 创造新“产品”和“业务”的研制力

开拓新市场、新业务

大学
政府机关
民营企业

自营工厂
集团工厂
协力工厂

世界三处的
研究开发基地

中国

日本

泰国

技术共享共同开发

帝人富瑞特的功能

采购原材料和材料

商社功能 厂商功能

提案

委托加工、生产

销售

材料的研究开发

原材料和材料的自家生产

开发高性能纤维与传感器技术融合的产品
本公司除了防灾产品以外，还加上其他公司产品，开展综合减轻损失的

“MARUGOTO BOSAI™”。面向住宅、医院和照护设施等，提供预测灾害的
产品套装服务。

开展防灾产品套装的解决方案业务

松山事业所

帝人富瑞特
泰国创新
研究室

帝人〈中国〉
繊維商品開発

有限公司

主要研究开发：
纱线、原棉、聚合物改性、
纤维成形技术等

主要研究开发：
聚合物制线技术、
后加工技术等

主要研究开发：
纱线、产业资材用

纺织品等

　　我们以自有研究所和各工厂的技术开发力为基
础，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材料和商品。在日本、中
国和泰国设置研发基地，应对全球化。以自营生产工
厂和集团生产工厂为后盾，致力于研发独自性、优势

性的新材料和新技术。
　　此外，为了应对近年迅速进化的技术，与大学、政
府机关和民营企业开展技术合作，进一步加快研发速
度，创造新“产品”和“业务”。

长周期地震动对策 避险所措施

确认安危、
灾害时的信息管理

储备物资

防止家具倾倒对策

火灾对策

紧急避险对策

MARUGOTO BOSAITM

▲ 服装表示例 /MATOUSTM GOLF 应用 ▲ 生命体征监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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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人富瑞特的技术特点在于
纤维的基础技术力、原料到产品
评估的连续实施及应对所有阶段
的产品开发。
　　在提供衣料纤维、产业资材
的同时，构建柔性应对客户各种
“诉求”和“欲求”的开发体制。

从原料到产品，应对全阶段开发。

技术力

开发满足市场所需的
独创材料。
帝人富瑞特作为纤维专业集团，应用先端技术开发新材料及在现有产品附加新特点的高性能纤维等，
以世界三处研发基地为核心，提供满足市场所需的独创材料。

开 发

衣料纤维市场

产业资材市场

　　松山事业所作为纱线、原棉等在日
本的基础研发基地，以多年积累的涤纶
纤维制造技术为核心，开发新聚合物及
应用先端技术的纤维成形技术，推进具
有竞争力的独创材料的开发。
　　此外，生产用于过滤器及纤维结构
体等的各种无纺布、橡胶加固材料等各
种部件材料和产品，拥有加工设备及测
量和评估设备，研究开发从纱线原棉乃
至各种领域所需的全新特性商品。

推进独创材料的研究开发

在日本

　　帝人（中国）纤维商品开发有限公
司作为在中国的研发基地，从事衣料纤
维和产业资材用纺织品的开发、产品开
发及评价技术开发。运用衣料纤维研发
积累的技术经验，致力于开发面向产业
资材的独自商品。

从商品开发到试制和评估的综合开发中国

日本

泰国

在中国

中国

日本

泰国

产品原料

纤维部件

面料纱线
原棉

纱线
原棉

　　位于泰国科技园内的泰国创新研
究室，作为东南亚地区的研发基地，开
发以涤纶纤维原料聚合物为主的纺纱
技术、性能加工技术及环境友好型纤维
等，同时还致力于培养研究开发人才。

创造新性能的研发基地中国

日本

泰国

在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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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 FRONTIER TEX
● TEIJIN TEDY
● TFR APPAREL
● Teijin Frontier Knitting Co., Ltd.

● 南通帝人
□ TFR上海
□ TFR香港

□ TFR越南
● TFR SHONAI

● Teijin Polyester 
　 (Thailand) Limited　 
● Teijin (Thailand) Limited
● Thai Namsiri Intertex Co., Ltd.
□ TFR泰国

□ TFR缅甸

中国

印度尼西亚

越南

缅甸
□ Teijin Frontier 
     India Private Ltd.

印度

□ 达卡驻外办事处
孟加拉国 日 本

●�生产公司
□�海外集团公司及
　　TFR据点
※TFR = 帝人富瑞特

衣料用纺织品、缝制品的全球生产网点

□ TFR印度尼西亚

与国内外集团企业合作的同
时，构建全球化纺织品和缝制
加工的生产体制。运用日本、中
国及东南亚的开发、生产网点，
在优势地区生产满足需求的产
品，不断扩大从材料到产品的
一条龙供应衣料业务。

业务＜衣料纤维＞

从材料到产品
开展多彩的业务。

纱线、原棉 面 料 产 品（OEM/ODM）

在各种生活场合所需的广泛多彩的衣料用途方面，
以技术开发力为基础，在全球开展独创的纱线、
原棉及从面料到成衣的产品业务。

日本首款衣料商品型化妆品“Raffinan™”

研制穿戴型化妆品

使用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
（PTT）原料的纤维，弹性螺旋
状结构具有伸缩性，质地柔和，
与天然纤维及化纤容易复合。

高性能复合材料
“SOLOTEX™”

最大限度地去除各种扭曲，实
现致密平滑的面料表面，适用
于性能优异和质地上乘的织物。

高性能纺织品
“DELTAPEAK™”系列

主要独创材料

根据各种需求和用途，提供高性能、多

彩的纱线和原棉产品。其中，还生产使

用再生原料及植物性原料的环境友好

型纱线和原棉产品。

在时装、运动服装和制服衣料领域，以

独创的纤维材料和技术开发力为基础，

生产高性能和高附加值的纺织品。

生产日本国内时装、运动服装品牌产品

及开展从产品设计到生产（ODM）的整

套业务。

应用多年积累的纤维技术，研制出日本首款穿戴型护肤化妆品，
并投放市场销售。

通过材料再生技术及化学再
生技术，将生产工序产生的涤
纶碎屑和回收的废旧涤纶产
品等重新再生制成的涤纶纤
维、原棉及使用这些材料的面
料和产品

环境减负材料
“ECOPET™”

世界首次实现直径700纳米的
纳米纤维。吸水性、吸附性和
防透视性提高，面料手感柔软，
适用于运动服、内衣及生活用
品乃至产业资材的广泛用途。

高性能纳米纤维
“NANOFRONT™”

TM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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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过滤器及袋滤器等产品与材料

业务＜产业资材＞

开发生活及产业所需的最先端的材料与产品，提供给多种领域。
推进在全球优势地区采购和加工各种资材，
在日本、中国、东盟及欧美构建汽车领域的供应链。

环境、基础设施

提供维护生活及产业的
高性能材料与产品。

在环境保护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作用，为安全安心的生活提供保障

为节能作贡献的隔热膜 易于安装的灾难对策产品 即使在地震中也安全的建筑材料

混凝土加固等土木工程用纤维材料 在油泄漏事故及废油处理中
发挥作用的油吸附材料

生活资材
在各种生活场面发挥作用的高性能材料及产品，优化充实生活

舒适的寝具材料与产品 超细纤维制产品

医疗保健
利用高性能材料生产从卫生材料到体育、照护及美容等
各领域产品，为消费者的健康与美丽作贡献

卫生材料用无纺布、原棉

从家庭到产业用途广泛的抹布产品

移动工具
运用生产加工技术、高度的质量管理及
全球网点提供部件材料

安全气囊基布 座椅面料、安全带用纱线

轮胎、配管、传动带等
汽车部件加固材料

填充材料及吸音材料等
汽车用无纺布成形材料

機能性口罩

照护用品

功能性护具

兼备功能性和设计性的
帐篷材料与产品

追求设计性的地毯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装饰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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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企业理念，推动关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事业，
通过提供多种解决方案为地球环境的保护做出贡献。

通过环境教育、启发活动，努力降低整个供应链对地球及地域社会的环境负荷，
防止环境污染。

组织全体员工排除不合理不规则·不节约的行为；努力节约能源、抑制废弃物的产生、
有效利用资源，为构建低碳社会做出贡献。

遵守国内外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本集团认同的协议和其他要求事项。

在构建、运行、维护环境管理体系的同时，通过定期的再评估以追求持续改善。

CSR 活动

推进 CSR 采购
帝人富瑞特为了实现业务稳定和提升企业价

值，作为“参与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开展尽责行动
的企业”，积极推进CSR采购。实施供应链管理的
PDCA循环，发现问题时与供应商一同思考解决方
法，并持续提供帮助。
作为CSR的基本文件，制定了面向供应商的

CSR采购标准书（方针），明确了基本方针和标准。
CSR采购标准书基于要求企业和各国保护人权、改
善劳动环境的联合国发行的《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等国际指南和各国法律与条例制定。
为了掌握供应商的实际情况，对供应商实施自

我检验（SAQ）调查，确认供应商在“劳动”、“安全卫
生”、“环境”和“质量”方面的情况，制定实地调查（审
核）计划。对供应商实施劳务和劳动安全方面的实际
情况调查（审核）。

社会活动环境活动
帝人富瑞特集团环境方针 ESH（环境、安全、防灾、健康）管理

在自营和集团公司工厂中，除了实施作为“厂
商”的质量管理以外，还构建了ESH（环境、防灾、安
全、健康）的管理体系，并且要求协力工厂也实施同
样的管理。
在环境方面，基于《环境方针》开展环境保护和

防止环境污染措施。
在安全、防灾方面，为了杜绝工伤事故，积极持续

实施“5S活动（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有惊
无险活动（共享未酿成事故的“惊险”和“危急”经验）”
及消除不安全作业和状态的“安全巡查”预防活动。
在健康方面，以提供重视员工健康的职场环境

为根本，采取措施消除长时间劳动、提高心理保健及
改善生活习惯病。

１．

２．

３．

４．
５．

开展减少海洋塑料污染的清扫活动，以及通过提供和介绍使用活
动会场回收的饮料瓶制成的产品，启发环境问题意识。

作为赈灾活动的一环，我们提供避险所使用纸管和布制成的隔间
系统用布料，保护灾害避险所中的个人隐私空间。

社会贡献活动

▼ 通过户外活动的回收再生 ▼ 通过提供产品的赈灾活动

帝人富瑞特作为在材料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全价值链中开展业务的企业，推进环境保护以及
在安全、质量、劳工和人权等各方面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活动。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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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人富瑞特集団环境战略

帝人富瑞特集団致力成为一家“推动未来社会发展的企业”，
通过确立环保的制造工艺和体系，让纤维来优化人们的生活。

环境战略和目标环境战略和目标

三大重点目标三大重点目标

为了节约有限的资源，本公司积极使用再循环

利用的原料。同时积极利用天然物质来开发原

材料。

为了节约有限的资源，本公司积极使用再循环

利用的原料。同时积极利用天然物质来开发原

材料。

制造产品时力争不使用有害于自然环境的化学

物质，不排放有害物质，守护干净的空气和美丽

的海洋。

制造产品时力争不使用有害于自然环境的化学

物质，不排放有害物质，守护干净的空气和美丽

的海洋。

制造产品时极力避免能源消耗。而且考虑赋予

产品节能功能等以有助于环保生活。

制造产品时极力避免能源消耗。而且考虑赋予

产品节能功能等以有助于环保生活。

守护干净的
  空气和海洋。

让节能伴随
 每一天。

注重生态
  从原材料做起。

守护美好环境的
商品

制造工艺节能环保的
商品

使用生态原料打造的
商品

循环再利用

%上以
及

上
以
及50

来源于植物

%10
(利用生态原料实现商品化的比率
100%) ［2030年度］

(其中通过使用让环境变好的商品
占10%及以上) ［2030年度］

%100 %100
(其中通过使用来节约能源的商品
占10%及以上) ［2030年度］



TEIJIN FRONTIER (U.S.A.), INC.
纤维产品的进出口、国内销售及三方贸易 

TEIJIN FRONTIER MEXICO, S.A. DE C.V.
纤维产品和皮革产品及产品相关原材料的
进口、制造、销售

帝人商事（上海）有限公司
进出口、保税区内外交易、中介和中转贸易、简易加工、
国内销售 

南通帝人有限公司
涤纶长丝为主的合成纤维织物的制造、销售 

日岩帝人汽車安全用布（南通）有限公司
汽车产业用纤维产品的加工、制造、销售、出口 

帝人汽車用布加工（南通）有限公司
车辆用高附加值面料、高级人造皮革的制造、销售

帝人（中国）繊維商品開発有限公司
纤维相关的研究、开发 

帝人富瑞特（香港）有限公司
进出口、国内销售及三方贸易 

TEIJIN FRONTIER (THAILAND) CO., LTD.
纤维产品的国内销售及进出口 

Teijin Polyester (Thailand) Limited
涤纶长丝、短丝及工业纤维的制造、销售

Teijin (Thailand) Limited
涤纶长丝、短丝的制造、销售

THAI NAMSIRI INTERTEX CO., LTD.
涤纶长丝纺织品的制造、销售 

Teijin FRA Tire Cord (Thailand) Co., Ltd.
轮胎帘线纺织品的制造 

Teijin Cord (Thailand) Co., Ltd.
产业用传动带、配管等材料加固帘线的制造、销售 

PT. TEIJIN FRONTIER INDONESIA
以纤维产品为主的印度尼西亚进出口及中介业务

TEIJIN FRONTIER (VIETNAM) CO., LTD.
衣料商品的生产、销售、出口。产业资材相关产品的
国内销售、进出口 

TEIJIN FRONTIER SHONAI CO., LTD.
衣料商品的生产 

TEIJIN FRONTIER MYANMAR CO., LTD.
生产管理业务、新工厂开拓、缅甸市场全面调查、
信息采集

TEIJIN FRONTIER INDIA PRIVATE LTD.
纺织品，服装，工业材料的销售，进出口贸易

株式会社帝健
健康、舒适、安全、防灾等相关产品的制造、销售 

株式会社FOLKNER
衣料商品的生产、销售及检品、修补、物流

TEIJIN FRONTIER KNITTING CO., LTD.
针织面料的开发、生产、销售以及特殊加工纱的生产 

帝人物流株式会社
货车运输业务、货运业务、仓管业务

帝商产业株式会社
筒管、包装材料的回收及纱线和纺织物的运输保管、
再生毛产品的制造、销售

帝京LACE株式会社
纺织物制造及先染、后染纺织物制造 

FRONTIER TEX 株式会社
合成纤维织物的制造

株式会社TEXET
生活消费品相关商品的企划、开发、销售 

TEIJIN FRONTIER APPAREL INDUSTRY CO., LTD.
衣料商品的生产、加工、销售 

KANSAISHIZAI CO., LTD.
纤维加工 

UNISEL CO., LTD.
无纺布的制造、销售 

TEIJIN CORDLEY LIMITED
人造皮革及合成皮革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销售 

TEIJIN TEDY CO., LTD.
涤纶长丝、短丝的制造及帘线加工

TEIJIN FRONTIER SENSING CO., LTD.
穿戴式产品的开发、销售

TEIJIN FRONTIER DG CO., LTD.
合成纤维织物的企划、制造、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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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集团公司

海外集团公司

海外集团公司网点
驻外办事处

欧州
TEIJIN FRONTIER EUROPE GMBH. 
进出口及国内销售代理业务、
三方贸易  

20

J.H. Ziegler GmbH 
汽车用无纺布材料的开发、制造、销售

21

伦敦 汉堡

巴黎

维切利

20
阿赫恩21

日本 1 15～

洛杉机 纽约
18

墨西哥城
19

全球网点

在全球布局拥有纤维开发、制造、销售等功能多样化的集团公司，
从现地生产到销售、流通，构建满足多种需求的全球网络。

帝人富瑞特集团在世界各地
开展生产和销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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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人富瑞特株式会社　（英文名称）TEIJIN FRONTIER CO., LTD.

2012年10月1日 ／ 1869年创业

20亿日元

3,063亿日元（2019年度 纤维・产品事业集团销售额）

20,002,000股

帝人株式会社 100％

纤维原料、服装成衣、工业资材、产业资材、汽车资材、室内装饰相关产品、生活的用品、树脂、薄膜化工产品、

工业产品、包装材料、建筑资材、人造皮革、无尘洁净产品、其他各种机械等的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876（截至2020年3月31日）

大阪府大阪市北区中之岛3-2-4 中之岛Festival Tower・West  邮编：530-8605

电话：+81-6-6233-2600　传真：+81-6-6233-5144

东京分公司、名古屋分公司、五泉支店（新潟）、北陆营业所（福井）、松山事业所

纽约，洛杉矶，墨西哥城，汉堡，阿赫恩，伦敦，巴黎，韦尔切利，香港，南通，上海，大连，青岛，广州，曼谷，

雅加达，胡志明，边和市，河内，仰光，古爾岡, 马尼拉，台北，达卡

1869年

1902年
1912年
1918年
1918年
1928年
1936年
1943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8年

1960年

1962年
1964年
1968年

1975年
1980年
1982年

1990年

1993年
2000年

2001年

2001年

2002年
2012年

2017年

2021年

竹村藤兵卫商店（京都市）大阪分店开业，从事原棉、
棉纱和棉布交易业务
铃木岩治郎于神户成立铃木商店
岩井文助成立岩井商店
成立帝国人造绢丝株式会社，从事人造丝业务
竹村藤兵卫商店改组为株式会社竹村商店
铃木商店新成立日商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竹村商店成立竹村棉业株式会社
岩井商店改名为岩井产业株式会社
帝国人造绢丝株式会社成立帝人商事株式会社，
开始销售人造丝、人造棉及织物
帝人商事株式会社并购土佐堀产业株式会社，接管大
阪化学纤维交易所经纪人业务；并购山阳兴产株式会
社，接管木材加工、纸盒成型和建材生产业务
帝人商事株式会社接管野崎产业株式会社纤维贸易
部门，开始纤维出口业务
帝国人造绢丝株式会社在松山工厂投产生产

“TETORON®”
帝人商事株式会社与竹村棉业株式会社合并成立
竹村帝商株式会社
帝国人造绢丝株式会社改名为帝人株式会社
竹村帝商株式会社改名为帝人商事株式会社
日商株式会社与岩井产业株式会社合并成立
日商岩井株式会社
日商岩井株式会社成立日商岩井纤维株式会社
日商岩井株式会社成立日商岩井衣料株式会社
帝人商事株式会社成立新帝人商事株式会社，并将原
公司改名为帝商兴产株式会社，接管帝商兴产株式会
社的营业权

帝人商事株式会社吸收并购帝商机械销售株式会社、
冈山帝商株式会社、关西帝商帐篷销售株式会社及关
东帝商帐篷销售株式会社4家子公司
日商岩井衣料株式会社改名为日商岩井服装株式会社
日商岩井服装株式会社接管日商岩井纤维原料株式
会社和日商岩井株式会社纤维部出让的营业权
日商岩井服装株式会社吸收并购日商岩井纤维株式
会社
帝人商事株式会社与日商岩井服装株式会社合并成
立NI帝人商事株式会社
帝人株式会社成立帝人纤维株式会社
NI帝人商事株式会社与帝人纤维株式会社服装SBU合
并成立帝人富瑞特株式会社
4月，帝人富瑞特株式会社合并帝人株式会社原高机
能纤维事业本部的聚酯纤维事业
4月，帝人富瑞特株式会社吸收并购子公司東邦TEXTILE
株式会社

公 司 名 称

设 立

注 册 资 金

销 售 额

股 票 发 行 数

股 东 情 况

经 营 项 目

工 作 人 员 数

总 公 司 地 址

日本境内业务网点

业务网点、所在地

东京都港区东新桥丁目14番1号 NBF Comodio Shiodome Bldg. 7层（邮编105-0021）

电话：+81-3-6402-7001　传真：+81-3-6402-7070

名古屋市中区锦1丁目10番20号 Urban Net伏见Bldg. 10楼（邮编460-0003）

电话：+81-52-220-4868　传真：+81-52-220-4939

新泻县五泉市南本町3丁目4番45号（邮编959-1836）

电话：+81-250-43-3175　传真：+81-250-43-3100

福井县福井市大手3丁目4番1号 Fukui Broadcasting Hall. 5层（邮编910-0005）

电话：+81-776-22-7100　传真：+81-776-22-7099

爱媛县松山市北吉田町77（邮编791-8530） 

电话：+81-89-974-3626　传真：+81-89-972-1333

东 京 分 公 司

名 古 屋 分 公 司

五 泉 支 店

北 陆 营 业 所

松 山 事 业 所

公司概要 （截至2021年4月1日） 公司沿革

日本境内业务网点

公司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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