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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商务环境优良的OSAKA

充满商机的OSAKA

各类企业踊跃落户的OSAKA

为企业落户提供完善支持的OSAKA

商业商业拓展在OSAKA

WHY OSAKA?

Grand Green 大阪

竣工预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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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大阪·关西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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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市的昼夜人口比例
在东京23区和全日本20座政令指定城市中

位居第1

2,752,412人

比例夜间人口

3,645,921人

白天人口

132.5％

在日本主要城市中，

大阪市作为工作和经商之地，有着突出的存在感。

与国内外的交通便捷

从世界各地来大阪

从日本国内来大阪

资料：大阪市《2022年版 大阪的经济》、总务省《2021年经济普查-活动调查 速报统计》、《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

  每周航班数量 429.5班次

  航空公司数量 47家

  目的地国家（地区）、城市数量 
22个国家 55座城市

关西国际机场

航班情况

（2022年夏季）

出口　    8,305千吨

进口 25,420千吨

国际贸易货物吞吐量（2020 年）

to

from

大阪港

那霸　　　2:10

广岛　　　1:30　　 4:00

福冈　　　1:20　　 2:50

　　　　　7:20　　 

名古屋　　　1:00　　 2:20

东京　　　1:10　　2:30

仙台　　　1:20　　4:30

札幌　　　1:50

鹿儿岛　　　1:10　　3:50　

大阪市

大阪港

物流情况

（截至2021年8月）

地区生产总值

全日本

49,548亿美元

关西地区

7,768亿美元
（占全日本15.7%）

大阪市

1,821亿美元

（占关西地区23.4%）

企业数量

全日本

5,862,429家

关西地区

992,318家
（占全日本16.9%）

大阪市

229,305家

（占关西地区23.1%）

关西※的中心城市，经济规模位居全日本第2 ※关西＝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奈良县、
　　　　滋贺县、和歌山县

相较东京，在经营成本方面具有优势

商业用地平均地价 (日元/平方米)※1

新大阪 .......................................4,448日元

梅田 .........................................6,718日元

中之岛 .......................................6,176日元

本町 .........................................4,330日元

工业用地平均地价 (日元/平方米)※1

办公室平均租金 (日元/平方米/月)※2

仓库平均租金 (日元/平方米/月)※3

店铺平均租金 (日元/平方米/月)※4

平均工资 (日元/月)※5

指数（东京=100）

大  阪

1,013,600(大阪府)

111,600(大阪府)

4,297(大阪市)

1,252(近畿圈)

46,061(心斋桥)

326,900(大阪府)

2,139,500

295,700

6,512

1,379
(首都圈)

73,182
(银座)

364,200

47.4

37.7

66.0

90.8

62.9

89.8

东  京

资料来源：※1国土交通省《2022年都道府县地价调查》　※2世邦魏理仕株式会社《Japan Office Market View Q3 2022》　※3世邦魏理仕株式会社《Japan Logistics Market View Q3 2022》
　　  　　 ※4世邦魏理仕株式会社 《Japan Retail Market View Q3 2022》　※5厚生劳动省《2021年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

大阪的经营成本

全日本与关西地区与大阪市

商业区办公室平均租金（月/平方米）

淀川区

北区

中央区

新大阪  4,448日元

梅田  6,718日元

中之島  6,176日元

本町  4,330日元

资料来源：世邦魏理仕株式会社《Japan Office Market View Q3 2022》

基础设施和商务环境优良的OSAKA基础设施和商务环境优良的OSAKA

※航线数存在重复

图像来源：大阪港湾局

250 班次/月to　   from 中国

310 班次/月大阪港定期集装箱航线

  86 班次/月to　   from 韩国

  74 班次/月to　   from 台湾

  88 班次/月to　   from 东南亚

  10 班次/月to　   from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8 班次/月to　   from 北美洲

    4 班次/月to　   from 俄罗斯

大阪市

吉隆坡

阿姆斯特丹
巴黎

迪拜
香港 上海

首尔

台北

胡志明市

新加坡

曼谷

凯恩斯

洛杉矶

檀香山

≒
 

土耳其 

7,78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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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阪府，每年都有超过6万名学生从56所大

学、24所短期大学、1所高等专门学校和114所

医疗相关专门学校毕业并就业。

■再生医疗等基地　大阪中之岛未来医疗国际基地（计划于2024年春开业）

■医疗品、医疗设备商品化咨询服务　PMDA关西支部

■医疗设备事业的一贯支持　下一代医疗系统产业化论坛

■新药研发、医疗设备、再生医疗等方面的基地　北大阪（彩都等）地区

■医疗集群　北大阪健康医疗都市（爱称：健都）

●大阪YMCA国际学校

●梅田国际学校

●大阪中华学校　　

●ABROAD INTERNATIONAL SCHOOL大阪校

大阪市内的主要国际学校

在生命科学与新能源领域的优势 丰富的人才

体现大阪潜力的各项指标排名

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

盐野义制药株式会社

住友制药株式会社

田边三菱制药株式会社

落户市内企业范例

大阪中之岛未来医疗国际基地（概念图）

※截至2021年5月的概念图，未来可能有所变更

图像来源：于中之岛4丁目用地建设、运营未来医疗国际基地的事业开发者

蓄电池评估中心（NLAB）

日本国内顶尖企业的集聚地

关西地区电池关联企业的集聚地

医药品制造业

136家

医疗相关制造业

193家

大阪府

为全日本
第2

大阪府

为全日本
第3

松下能源株式会社（大阪市住之江区，车用锂离子电池的生产基地）

岩谷产业株式会社（大阪市中央区，氢燃料电池的龙头企业）

ESPEC株式会社（大阪市北区，二次电池试验装置制造）

八洲电业株式会社（大阪市东成区，各种锂电池的开发）

落户市内企业范例

生命科学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完善的支持体系

大阪府

为全日本

第1

■世界 大规模的大型蓄电池系统试验评估设施　蓄电池评估中心（NLAB）

■蓄电池、氢燃料电池的业务创新支持　大阪府电池战略推进中心

■电池的实证实验支持　大阪产业技术研究所电池开发评价中心

■电池的国际评价机构　TÜV Rheinland Japan 关西技术中心（KTAC，德国）

完善的支持体系

生命科学领域

电池等新能源领域

所 在 地

大 阪 府

（大阪府内、大阪市）

京 都 府

滋 贺 县

兵 库 县

和 歌 山 县

34
（11）

24
3

29
4

企 业 数 量

高等

专门学校

1所

医疗相关

专门学校

114所

大学

56所

短期大学

24所

每年都有超过6万名学生

毕业、就业
外国留学生

数量为

2万人

【世界 宜居城市排名】
（2022年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调查对象：世界172座城市）

【World Airport Award】(关西国际机场)
（2022年 Skytrax 调查对象：世界550多个机场）

第10名

第10名

大阪府内的外国留学生

数量位居日本

受世界的关注程度

大阪市人均年收入 441万日元（2018年度）

（全日本20个政令指定城市中位居全日本第1）

大阪市内的企业数量 198,329家（2016年）

（东京23区和全日本20个政令指定城市中位居第2）

第1名

第2名

大阪府内新成立法人数量 10,073件（2021年）

（全日本第2）

大阪市净流入人口 16,802人（2020年）

（全日本第1）

第2名

第1名

在全日本名列前茅的

各项经济指标

资料来源：总务省《2016年经济普查-活动调查》

资料来源：总务省《2016年经济普查-活动调查》

第2名

基础设施和商务环境优良的OSAKA基础设施和商务环境优良的OS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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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行业的企业选择了大阪。

请在官网浏览

先行企业的案例。

充满商机的OSAKA

●概　　念　未来社会的试验场

●举办时间　2025年 4 13 ~10 13

2
备受瞩目的大阪·关西世博会被视为促进大阪、关西地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世博会会场将作为未来社会的模拟舞台，

为众多世界 尖端的技术与社会系统的示范和实际运用提供场地。

会

展

简

介

参观人数 举办地 

2025年大阪·关西世博会召开

大阪有着与东京首都圈同时受灾的风险小、交通便捷、商圈庞大、人才资

源丰富等优点，具有作为起到总公司职能的备用据点的潜力。

已有许多企业在大阪设立备用据点，除了强化应急能力之外，对于平时的

业务开展也是 合适的。

在大阪设立具有总公司职能的备用据点

建设创业生态系统，孕育创新力

针对尖端技术持有者的商业化支持

大阪是日本政府选定的“全球化基地都市”。大阪将以创新资源集聚的梅北地区为中心，着眼2025年大阪·关西世博的

召开和智能城市的推进，通过企业、大学、行政部门等的合作，培养出在全球活跃的初创企业并建成与世界为伍的创业

生态基地。

　  为更好地让人们感受到大阪在未来的可能性，    

大阪府、大阪市将与企业合作，共同展出

“OSAKA Health Care Pavilion - Nest for Reborn”。

图像来源：一般社团法人大阪Pavilion

＜问卷调查概要＞　
调查时间：2020年9月17日～9月30日

调查方法：以邮寄形式分发调查表，并通过线上系统、电子邮件或邮寄形式回收
调查对象：总公司位于东京都内的东证一部上市企业（1,192家）有效回答数：185家（15.5％）

碳中和

5G网络等数字技术

下一代交通工具“飞行汽车”

投入示范和实际运用的

技术及系统范例

大阪的目标“国际金融城市OSAKA”

充分发挥大阪的优势与潜力，大阪府、大阪市、经济界、各方团体通过官民一体的共

同努力，以实现建成具有大阪特色和功能的国际金融都市。通过强化金融这一“经济

的血液”，吸引日本国内外投资，从而使大阪关西地区在后疫情时代获得全新的发展

动力，实现更进一步的飞跃。

国际创新论坛
（Global Innovation Forum、GIF）

约　　　   万（预估）2,820

构建未来社会，想象明日生活主　题

PROJE
CT

主题： REBORN（重获新生）

PROJECT 1 PROJECT 3PROJECT 2

对使用尖端技术业务的支持基地

「TEQS」

SUPPORT 2

●提供、介绍示范场地

●介绍示范支持服务

●示范实验实施时的宣传活动

大阪示范事业推进小组
（大阪府、大阪市、大阪商工会议所）

SUPPORT 1

在大阪，自治体与经济团体之间通力合作，

支持从初创公司到大企业使用尖端技术进行

示范实验。

5G网络在XR牙科手术中的有效性验证

国际金融都市

OSAKA

大阪国际金融

一站式支持中心

scheduleschedule
开发区开放日程

2023年3月 

通往关西国际机场的特快列车停靠的大阪站

(梅北地区)开业

2024年夏

先行开放部分设施 

2027年春

全区开放

被考虑用作设立临时备用据点的区域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

日本由于地理和自然特点，是一个各种自

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东京首都圈发生大规

模地震的风险也在增高。

建立能够维持总公司职能的体制，不仅能

够将损失降到 低，还可通过维持和提高

企业价值、获得信任来助力企业实现成

长。

GIF是大阪商工会议所与大

阪外国企业招商中心主办

的国际初创企业展览洽谈

会，致力于为日本企业的

业务创新提供良好的对接

资源。

Hack Osaka

2013年，大阪市于梅北地区设

立大阪创新枢纽，作为创新能

力孕育基地。以“从大阪走向

世界”为主题，OIH举办业务

创新与提高能力的相关活动，

为商务社区的形成与商业化提

供支持。 

大阪创新枢纽
（OIH）

Hack Osaka是大阪市主办的

国际创新会议。通过全球交

流，为大阪关西地区的创新

者们提供与世界网络对接的

机会。

大阪市此花区

梦 洲

●孵化设施

●加速计划

●支持IoT、机器人

　领域的示范实验

●5G开放实验室

为何现在要设立备用据点

从总部位于东京都内的大型企业的动向来说

考虑把备用据点设在“大阪府内”的企业 多

Y U M E

S H I M A（         ）

大阪府以外

2.3％

关西圈

东京都以外

23.6％

关东圏

大阪府内

36.8％
东京都内

15.5％

仅限日语

体验未来医疗 体验未来食物

体验未来娱乐

“Grand Green 大阪”开发项目

正在JR大阪站北侧开发的“梅北2期地区”，旨在打造与“绿色”相融、

充满生命力的都市空间，作为创新活动起点的设施，为市民、企业等各

种各样的人提供能挑战性互动的场所和机制，将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生

活模式“大阪绿色生活”从梅北推向关西乃至国内外。

Osaka  MIDORI  L IFE

仅限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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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行业及业务简介】

专项服务业（废弃食品的升级再利用）

【选择大阪市的理由】

日本法人创立者原本便在大阪展开自身的经营活动，对于大阪的城

市规模、便利性有充分了解。更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大阪·关西世博

会，选择大阪作为新业务的据点可谓顺理成章。大阪是经济中心，国

外游客数量众多，面向大阪·关西世博会的举办，其政治、经济、文化

展现出高度的一体化，不断升级。这样一种具有蓬勃生机的能量应当

能够为本公司这样的初创企业带来莫大的协同效应。

【来自大阪市的支持】

法务 劳务专家介绍

商务伙伴对接

协助线上宣传

3 各类企业踊跃落户的OSAKA

CRUST JAPAN株式会社

【所属行业及业务简介】

房地产业（从咨询到中介、管理、改建，提供“有关房地产的所有服

务”）

【选择大阪市的理由】

弊公司关西地区的客人也很多，仅次于关东地区。开设分公司之际，

我们选择了大阪市，以便更好地为居住在关西的客人提供服务。之所

以在关西地区之中特别选中大阪市，也考虑到了大阪的顾客多，以及

连接神户、京都等大城市的便利交通条件。我想大阪的商业魅力在于

其众多的人口，以及与大城市之间的便利交通。

【来自大阪市的支持】

·促进总公司功能落户大阪市助成金的发放

·提供商务支援办公室（BSO）

Vertex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 梶尾 祐司

【所属行业及业务简介】

娱乐业（职业电竞队“ENTER FORCE.36”的运营，选手管理）

【选择大阪市的理由】

在职业电竞队的运营中， 为重要的是“与城市的密切联系”。一方

面，与城市的各方人士、企业、行政机关实现公私合作，通过体育给人

们带来梦想是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对于在竞技场景中度过人生的

选手而言，快乐和放松的要素是很重要的。大阪市有着理想的经济规

模与流行节奏，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充满活力。不仅如此，大阪还有众

多观光景点，前往近邻城市的交通十分便利。大阪带给我们的印象是

充满商机、放松与快乐的—它的确是电子竞技的不二之选。

【来自大阪市的支持】

·商务伙伴对接

·协助线上宣传

ENTERFORCE Co., Ltd.

【所属行业及业务简介】

专项服务业（促进创新，培育初创企业）

【选择大阪市的理由】

在大阪市，我们可以与我们愿景相同的企业合作，并且可以接触到各

种技术枢纽和其带来的机遇。大阪是多元化的商业和技术中心，是全

日本数一数二的企业集聚地，拥有良好的关系资源，经营成本也很合

适。梅北开发、大阪·关西世博会等大型开发计划更让我们感受到巨

大的可能性。独特而亲切的商业习惯， 完善的员工生活环境，这一

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少有压力的工作环境。

【来自大阪市的支持】

·商务伙伴对接

·协助线上宣传

Rainmaking Innovation

Japan 合同会社

【所属行业及业务简介】

电器机械设备制造业（日本地区AQUA/Haier品牌下的销售、技术研

发、集团管理等）

【选择大阪市的理由】

为了与三洋电机建立合作关系，我们选择了三洋电机总公司当时的

所在地大阪市。大阪也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且这里的生活环境让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感到亲近。IoT时代已经到来，生活中的所有

东西将连接到互联网。在大阪·关西世博会的催化下，相信大阪为

首的关西经济圈也会加速IoT化的进程。

【来自大阪市的支持】

协助线上宣传

海尔 日本地区

CEO 杜镜国

【所属行业及业务简介】

批发、零售业（以“汽车”与“食品”两大领域为中心，开展分销业务）

【选择大阪市的理由】

考虑到对“汽车”拍卖场的具体需求，我们将视线聚焦在关西的中

心—大阪， 终选择了现在的鹤浜地区。这里地处港湾地区，海运条

件优秀，又靠近阪神高速出入口，能够迅速去往大阪中心城区，这样

的选址对于本公司而言可以说是无

可挑剔。关西网点的建成必然会对

本公司未来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来自大阪市的支持】

·提供房地产相关信息

·提供商务支援办公室（BSO）

荒井商事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 荒井 亮三

HP▶ https://www.crust-group.com/sg

HP▶ https://vertex-c.co.jp/HP▶  https://japan.rainmaking.io/en/

HP▶ https://haier.co.jp/en/

HP▶https://www.arai-group.co.jp/en/HP▶ https://enter-force.co.jp/

代表取缔役社长 池田 浩士

仅限日语

仅限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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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在大阪开展业务的有用信息 对落户企业的宣传协助

4 为企业落户提供完善支持的OSAKA

“BSO”简介

BSO 是在规定期限内可供免费使用的租赁办公室，

计划落户大阪市的企业等可以将其作为筹备基地使用。

通过在 INVEST OSAKA 网

站刊登落户企业相关报道，

或是制作、上传采访视频，

免费帮助提升落户企业的

知名度，并为企业的人才

招聘提供宣传协助。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可能与外部

媒体合作，为企业提供进一步的宣传协助。

免费租赁办公室“商务支援办公室（BSO）”

为落户企业的业务开展提供相关信息与宣传协助

与支持企业落户大阪的主要相关机构、团体的合作

落户大阪市时可利用的优惠政策等

入口

Merit 1 便于市场调研、招聘面试等落户时的必要准备。

Merit 2 租金免费，可减轻初期投资成本。

Merit 3

Merit 4

Merit 5

可作为日本法人的设立场所。

通讯设备完善，入驻当天即可开始办公。

周边环境优越，ATC内有包括可供免费使用的办

公兼休息空间“PORT”，ATM，邮局，餐饮店等。

Support

使用“BSO”的优点

自 2004 年设置以来，已有超过 170 家企业、团体使用。

促进总公司功能

落户大阪市助成金

地方税的减免政策

府内投资促进补助金

促进外资企业等

落户大阪补助金

地方据点强化税制

（转移型）

面向将于大阪市内新设具有总公司职能

的企业

面向将总部职能从东京23区迁往大阪市

内的企业

面向在大阪府内新设总公司的外资企业

等

面向生物科学与生命科学、机器人、信息家电、

新能源等领域中，对被认可为先进事业的研究开

发设施而进行新建、增建、改建的中小企业。

面向新能源与生命科学领域的高新企业

和为上述领域提供支持的企业

高补贴房租的50%，每月 高补贴100万日元

补贴对象期  24个月

   办公室减税：特定业务设施的购置成本可享受25%的

                      特别折扣或7%的税收抵免

雇佣促进税制：根据特定业务设施增加的雇佣者人数

                      实施的税收抵免等

购置房屋时：补贴房屋、机械设备等费用的5%（ 高1亿日元）

租赁房屋时：补贴租金等费用的1/3（24个月）（ 高2亿日元）

　　　投资补贴： 高3,000万日元

法人事业税补贴： 高2,000万日元

以下地方税5年间 多减至零+5年间 多减免1/2

【市税】法人市民税、固定资产税、事业所税、都市计画税

【府税】法人府民税、法人事业税、不动产取得税

各项优惠政策的详情、申请方法
           请参考此处▶▶▶

O-BIC外资企业

落户大阪支援事业

面向在大阪府内设立总部或分部的外资

企业
　　　　登记相关经费： 高10万日元

针对落户大阪市企业的服务内容（例）

介绍专家
（法务、税务、劳务、雇佣等）

提供免费租赁办公室 提供写字楼、工厂等

房地产相关信息

帮助商务伙伴对接

地点

大阪市住之江区南港北 2-1-10 ATC 大楼 ITM 栋 4 楼

使用资格

有在大阪市内落户或再投资计划的国内外企业，

外国政府机构

使用期限

长 6个月（每 2个月需要进行更新）

使用费用

房间免费（电话、传真等通讯费用由使用者自行承担）

保证金

独立办公室 : 5 万日元

共享办公室 : 2 万日元

PORT（ATC大楼ITM栋6楼）独立办公室 共享办公室

大阪外国企业招商中心

（O-BIC）

为外国企业落户大阪提供支持

公益财团法人大阪产业局

为大阪的中小企业及

创业者提供支持

独立行政法人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

日本的贸易、投资促进组织

大阪创新枢纽

（OIH）

大阪市的创新孕育基地

INVEST OSAKA 网站

大阪市企业招商的综合网站

电子杂志

各种商务活动、支援新落户及已落户企业业务发展的

各种信息

研讨会与讲习班

提供有关大阪的潜力与前景等招商信息

SNS（Facebook、LinkedIn）

提供新落户企业、大阪经济的 新动向等信息

补贴制度

01 02 03 04

制度对象 补贴率/补贴上限

摄影提供：KYT株式会社

“BSO”使用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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