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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际化 YAMAMURA
诚信与技术的使者
企业标语

基本理念

企业经营之本
在于人
山村集团尊重人权，

立足之本
在于质量

实现透明的经营。

诚信与技术
以诚待人，诚信经营

山村集团竭诚提供高品

卓越品质，天工匠心

不创新，
无未来

质产品与服务，为
舒适的文化生活
作贡献。

山村集团不断创新，

企业标语向广大社会展现了蓬勃发展的山村
集团的进取精神。

打造成锐意进取的集团。

基本理念是山村集团思想和
行动的根本，也是企业理念的
核心。

公司概要
商号
创业
资本金
股票上市
经营项目

员工人数

日本山村硝子株式会社
Nihon Yamamura Glass Co., Ltd.
1914 年 4 月 5 日
140 亿日元
东京证券交易所 1 部
玻璃瓶及塑料容器的制造销售
玻璃粉末及玻璃浆料等的制造销售
机器及设备类的设计、制作、销售及安
装施工
832 名（单独）2,594
（集团）

销售额

经常利润

（百万日元）
80,000

（百万日元）

71,887

70,456
70,161

70,360
68,772

4,000
3,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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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0

*2018 年 3 月

结算日

0

3 月 31 日

ー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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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本期净利润
（百万日元）
6,000

净资产
（百万日元）

98,273

4,000
2,000

1,139 1,416
130

0
ー 2,000
ー 4,000

总资产
（百万日元）
120,000

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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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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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12
107,476

106,679

80,000

10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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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AMURA GROUP
日本山村硝子的4个分公司

详见 5-6 页

玻璃瓶分公司
日本国内玻璃瓶市场份额首位

塑料分公司
世界通用的高性能塑料瓶盖

新型玻璃分公司
开发最先端的玻璃材料

工程分工公司
提供制瓶相关综合系统

日本国内关联公司
6家

海外关联公司
9家

详见 7-8 页

详见 9-10 页

公司沿革
1897 年 山村商店 从事挖掘和销售六甲山麓硅砂的事业

1987 年 在兵库县西宫市新设新型玻璃研究所

1914 年 山村制瓶所在兵库县西宫市创业

1989 年 与广岛硝子工业株式会社合并

1922 年 研发机械制瓶，采用半自动方式

1991 年 在菲律宾成立 San Miguel Yamamura Asia Corporation

1928 年 采用全自动制瓶系统 (Lynch 式）

1998 年 与日本硝子株式会社合并，成立日本山村硝子株式会社

1946 年 战后重新开业，利用坩埚窑和半手工开始制造酒瓶

2004 年 在中国成立展诚（苏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955 年 改组为株式会社，成立山村硝子株式会社

2008 年 成立山硝（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1960 年 建造塑料容器工厂、开始投产

2009 年 在泰国成立 Yamamura International (Thailand) Co., Ltd.
2010 年 在印度尼西亚成立
PT. San Miguel Yamamura Utama Indoplas

开设机工部（现为工程分公司）
1962 年 在东京都成立日硝株式会社（现为星硝株式会社）

山村光电子株式会社成为全资子公司

1967 年 在兵库县西宫市成立山村仓库株式会社
1970 年 在东京和大阪证券交易所市场第一部上市

2013 年 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成为全资子公司

1973 年 开始循环再生事业

2015 年 成立山村物流株式会社

1983 年 在兵库县西宫市成立株式会社山村制瓶所

2016 年 在美国设立 YGQ Californi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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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经营计划／致辞

实现循环型社会、谋求可持续发展

中期经营计划（2017年4月―2020年3月）

打造国际化
YAMAMURA
诚信与技术的使者
<制定要点>
●

沿袭前2次（2010年4月―2014年3月、2014年4月―2017年3月）
的中期经营计划，加上此次计划总共开展10年的措施活动。

●

为实现持续发展，打造享誉亚洲乃至世界的“YAMAMURA”品牌。

整体战略
深化集团综合实力

强化集团企业间的合作，有效利用集团内部经营资源。
推进研究开发

利用独创思维，创造新产品、新技术。

事业战略
强化包装事业的收益能力

推进向确保稳定收益的企业体制转型，建立进一步拓展增长
市场的经营基础。
扩大新型玻璃事业

发挥新型玻璃公司与山村光电子的优势协同效应，不断扩大
业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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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创业以来，本公司秉持“为实现循环型社会
作贡献”的企业精神，以制造玻璃瓶为核心事业，励精图
治，在容器制造行业中建立起不可撼动的地位。2014年
迎来了创业百周年纪念，为在新的舞台获得更大的丰收，
我们以“打造国际化YAMAMURA、诚信与技术的使者”
为口号，开展战略性事业。
以迄今为止玻璃瓶事业积累的品牌实力为基础，集团
一体同心，扶植塑料容器、新型玻璃及未来的核心事业。
特别是在容器事业方面，以东南亚等地区为首，重视拓展
海外市场。作为飞跃发展的国际化企业，集结集团各公司
的全部力量，强劲推动事业结构和企业文化的改革。
今后，我们在被誉为循环再生优等生的玻璃瓶产品方
面，努力创造需求，同时作为日本容器产业的龙头企业，切
实履行社会责任，不断开发符合循环型社会的产品。
此外，本公司自1972年起，以玻璃瓶循环再生活动为
原点，积极采取环境治理措施。2001年开始发行环境报
告书作为交流工具。其后，为了进一步充实本公司的环境
与CSR活动的内容，延续发展为CSR报告书，随后又将公
司简介和CSR报告书合并一体，以便读者综合了解本公司
的理念、事业及环境和CSR活动。
今后，本公司上下一心，积极开展CSR活动，力争成
为持续赢得社会信赖的企业集团。

2018年6月
President＆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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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
通过玻璃业务进化过程中诞生的4个公司，向市场提供让客户安心选用的高品质产品与服务。

市场占有率雄居同行首位的玻璃瓶分公司，通过 1,000 种以上丰富
的产品线、创业以来积累的技术开发实力、以及富有柔性化的生产系统，
在迅速切实地满足广泛需求的同时，大力重视环保产品的开发。
今后，积极向中国及亚洲的玻璃瓶公司提供技术援助，进一步拓展海
外市场。同时，为了唤起玻璃瓶的需求，开展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

玻璃瓶分公司

自 1960 年创业以来，作为半个世纪不断发掘塑料容器新潜力的塑
料公司，独自开发出各种饮料瓶盖等产品，推进先端产品与技术开发，建
立柔性且精准应对市场需求的连续生产体制。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开发高性能的新产品，夯实瓶盖厂商的根基，积
极扩大在亚洲地区的销售。

塑料分公司

运用玻璃瓶事业积累的高度技术，面向信息通信、环境能源、电子、
汽车、照明等尖端领域，推进满足需求的新成分组合开发、成分改良及新
用途开发。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各部门齐心协力相继研制出未来型玻璃
材料及无机新材料。
今后，我们将继续通过研发新材料，发挥技术实力，为社会作贡献。

新型玻璃分公司

在全球开展业务的工程分公司，从事制瓶工厂相关的制瓶、检查及包
装等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并承接工厂整体施工。此外，最近还研制废热回
收等减轻环境负荷的设备。根据客户未来愿景，提供优化方案。

工程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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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瓶日本国内市场份额
（日本玻璃瓶协会 6 家加盟公司中）

约

38

特点、特色
玻璃瓶分公司播磨工厂
（兵库县）

玻璃瓶分公司东京工厂
（神奈川县）

玻璃瓶分公司埼玉工厂
（埼玉县）

%

●

建立高品质保证体制

●

支援新产品的快速开发

饮料塑料瓶销售数量

约

30

特点、特色
塑料分公司关西工厂
（兵库县）

塑料分公司宇都宫工厂
（栃木县）

亿个

●

连续高速生产线实现
安全品质与稳定供应

●

独自开发的“TEN 瓶盖”

环境相关产品销售占比

约

30

特点、特色
新型玻璃分公司鸣尾浜工厂
（兵库县）

●

新型玻璃分公司尼崎工厂
（兵库县）

%

发掘玻璃的无限潜力，
推进满足市场需求的成分
改良及用途开发。

制瓶机日本国内市场份额

约

36

特点、特色
工程分公司
（兵库县）

%

●

日本国内唯一的玻璃瓶
制造设备供应商

●

提供着重于工厂运营的
设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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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网点

从日本传播多彩的事业
开展新事业项目，大力强化品质及建立客户信赖关系体制，最大限度发挥山村集团的实力。

日本国内关联公司
山村仓库株式会社
经营项目 ：承揽制造业务、运输、仓储、厂区作业
1967 年创业，到去年已有 50 年的历史。2015 年，作为专门从事山村集团内部业务
的公司，独立成为新生 · 山村仓库。
承揽日本山村硝子的玻璃瓶公司、塑料公司、新型玻璃公司、研究开发中心的各种制
造、仓储、出货业务及日本山村硝子关联公司的外包业务，为山村集团提供综合支持服务。

山村物流株式会社
经营项目 ：食品物流服务、仓储、配送、保安、托管、人才派遣
2015 年 11 月由山村仓库外销营业部门分割成立。不断打磨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
为货主提供物流改革方案，开展物流包揽服务 3PL
（第三方物流）。
以本公司经营理念
“开朗、活力、愉悦、有趣”为口号，在3PL业务、
“库内作业”、
“仓储”、
“配送”、
“保安托管”、
“人才派遣”等所有领域，提供令顾客称心满意的真正服务。

星硝株式会社
经营项目 ：玻璃瓶、各种包装材料、密封瓶商品的销售、机械仪器的设计、制造、销售
1962年创业，2018年迎来了成立第57周年。经营项目包括玻璃瓶等容器包装材料、
密封瓶商品以及机械仪器的设计、制作、销售和大开口储水袋经销等。凭借我们积累的客
户诚信、知识和技术等财产，不断为客户创造全新的价值。
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山村集团的优势，挑战多方面的新型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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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光电子株式会社
经营项目 ：电气电子设备用玻璃部件、LTCC 基板材料的制造销售
自 1949 年创业以来，以真空管玻璃产品积累的玻璃材料技术及金属与玻璃封接技术
（Glass to Metal Seal）为基础，不断提供光与电子的复合化产品，目前，在玻璃事业、光
电 子 相 关 事 业 及 微 晶 玻 璃 事 业 3 个 领 域 开 展 业 务。作 为 环 境 措 施，所 有 工 厂 取 得 了
ISO14001 认证。推进废弃物减排、循环再生、节省资源能源活动，通过开发环境友好型
产品及设定严格的自主管理标准等措施，努力减轻环境负荷。
挑战“光与电子”为关键词的特色电子部件的开发与生产，创造激发下一代需求的产
品，发挥先端的开发实力与技术实力，不断锐意进取。

株式会社山村制瓶所
经营项目 ：玻璃瓶的制造销售

Amazing & Emotion～提供令客户惊奇和感动的饮料瓶方案。
自 2983 年创业以来，在沿承日本山村硝子传统的同时，驱使独自的生产技术，不断
创造出丰富的特色产品。玻璃瓶对环境友好，而且可自由设计颜色、形状和大小，其多样化
的展现力提升了独创性。我们构建了同行业唯一的多颜色、多品种、少量生产的体制，不断
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同时，我们发扬 Future Creator 的精神，提供令客户称心满意、
备受喜爱的产品。
今后，我们将继续秉持客户至上，驱使山村制瓶所的独自技术，在重视环境的同时，不
断提供令客户惊奇和感动的产品方案。

日硝精机株式会社
经营项目 ：模具的制造销售
1968 年，作为玻璃瓶模具制造公司在神奈川县大和市成立。目前，除了玻璃瓶模具
制造以外，还主营多样化饮料瓶用模具及附属品的设计制造及修理业务。
主型模具的月产能力为150组以上、口型模具1,500组以上、饮料瓶型模具60组以上，
不断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加快每一位员工的全能化，努力构建跨组织结构的最优整体支
援体系。
此外，近年积极录用年轻员工，大力培养传承资深匠人技术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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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点

拓展全球事业领域
以海外为据点扩充业务领域。积极开展技术援助及共同开发，提高作为国际化企业的综合实力。

海外关联公司
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
（YGQ）< 中国 >
经营项目 ：玻璃瓶的制造销售
1958 年成立的玻璃瓶公司。2013 年 7 月，成为日本山村硝子的合资子公司，2016 年 9 月成为
日本山村硝子的独资公司。引进日本的高度技术，提供高品质的玻璃瓶产品，除了中国国内以外，还积
极拓展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西班牙等海外市场业务。

展诚（苏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 中国 >
经营项目 ：TEN 瓶盖、轻量瓶盖的制造销售
2004年与台湾塑料厂商合资成立，2009年成为日本山村硝子的独资公司。生产饮料用塑料瓶盖，
主要供应中国国内市场，同时销往韩国、东南亚等地区。TEN 瓶盖的销售坚挺，在加大商品开发力度的
影响下，不断推出新产品。

PT. Yamamura Utama Indoplas< 印度尼西亚 >
经营项目 ：饮料用塑料瓶盖的制造销售
2010 年，与 San Miguel 合 资 公 司 的 San Miguel Yamamura Packaging International Ltd.
共同出资成立的公司。2012 年，成为日本山村硝子的独资公司。生产塑料饮料瓶盖，主要供应当地的
日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同时销往东南亚和中国等地区。今后，将致力于开发扎根地区的商品。

山硝（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 中国 >
经营项目 ：玻璃瓶、饮料瓶盖、机器设备、新型玻璃、光通信用玻璃部件、其他常规包装材料的进货销售
2008 年，作为首个海外营业网点在上海市成立。2012 年开设广州事务所，2018 年成立山硝（香
港）商贸有限公司。在不断增长的中国市场中，发挥商贸公司的灵活特性，面向日资、本土企业等各种
内外公司开展营业活动。

YGQ California, Inc.< 美国 >
经营项目 ：YGQ 公司面向美国市场的客服中心
2016 年 3 月成立以来，负责 YGQ 出口美国的玻璃瓶产品的客服业务。在距离客户较近的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纳帕县设立网点，与 YGQ 合作，迅速满足客户的需求。面向成长阶段的美国葡萄酒市场，
积极拓展销售。

Yamamura International (Thailand) Co., Ltd.< 泰国 >
经营项目 ：玻璃瓶、饮料瓶盖、其他常规包装材料的进货销售
2009 年，与泰国大型饮料厂商 Osotspa Co., Ltd. 合资在泰国曼谷成立的商贸公司。面向泰国本
土企业及东南亚市场的日资企业，提供各种包装材料及包括充填、生产技术在内的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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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Miguel Yamamura Packaging Group

San Miguel Yamamura Asia Corporation< 菲律宾 >
经营项目 ：玻璃瓶的制造销售
1991 年，菲律宾综合企业（联合企业）San Miguel Corporation 与日本山村硝子首次共同出资
成立的公司，生产销售啤酒瓶、各类酒瓶、食品调料瓶、饮料瓶等各种玻璃瓶产品。产品除了菲律宾国
内以外，还出口至欧美、澳大利亚、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国家地区，不断拓展全球市场领域。2018 年
10 月新炉预定投产，通过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谋求更大的发展。

San Miguel Yamamura Packaging Corporation< 菲律宾 >
San Miguel Yamamura Packaging International Ltd.<英属维京群岛>
经营项目 ：包装容器的制造销售
（菲律宾国内外）
2008 年，San Miguel Corporation 与日本山村硝子共同出资成立的公司。面向菲律宾国内外经
销玻璃瓶、饮料瓶、铝罐等全类包装容器材料，为客户提供新容器的开发、充填业务、运输等包装相关
的综合服务。

San Miguel Yamamura Packaging Group 旗下主要公司
SMC Yamamura Fuso Molds Corporation< 菲律宾 >

San Miguel Yamamura Woven Products (Melaka) Sdn. Bhd.<马来西亚>

经营项目 ：模具、机械部件的制造销售

经营项目 ：工业复合薄膜包装材料的制造销售

佛山生力山村包装有限公司 < 中国 >

Cospak Pty Ltd.< 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 >

经营项目 ：塑料产品的制造销售

经营项目 ：综合包装商贸公司

肇庆生力山村玻璃有限公司 < 中国 >

Portavin Integrated Wine Service< 澳大利亚 >

经营项目 ：玻璃产品的制造销售

经营项目 ：饮料、葡萄酒灌装

San Miguel Yamamura Haiphong Glass Co., Ltd.< 越南 >

Vinocor< 澳大利亚 >

经营项目 ：玻璃产品的制造销售

经营项目 ：葡萄酒瓶塞的制造

San Miguel Yamamura Phu Tho Packaging Company Ltd.<越南>

Barossa Bottling Services< 澳大利亚 >

经营项目 ：王冠瓶盖的制造销售

经营项目 ：饮料、葡萄酒灌装

San Miguel Yamamura Packaging & Printing Sdn. Bhd.<马来西亚>

Best Bottlers< 澳大利亚 >

经营项目 ：复合包装材料的制造销售

经营项目 ：饮料、葡萄酒灌装

San Miguel Yamamura Plastic Film Sdn. Bhd.< 马来西亚 >

CAN ASIA，INC.< 菲律宾 >

经营项目 ：薄膜包装材料的制造销售

经营项目 ：饮料罐的制造销售

国际合作伙伴

IPGR* 成员

Orora Ltd.< 澳大利亚 >
Fevisa Industrial SA de CV< 墨西哥 >
Wiegand-Glas< 德国 >
Vetropack Holding Ltd.< 瑞士 >

国际技术交流与研发
Vidrala SA< 西班牙 >
Sisecam, Anadolu Cam Sanayii SA<土耳其>
Gallo Glass Company< 美国 >
Bucher Emhart Glass< 瑞士 >

IPGR* 成立时加盟，推进与欧美各国企业及研
究机构的共同开发。

*国际玻璃研究开发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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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
总公司

工程分公司

关西总公司

邮编660-0857 兵庫県尼崎市西向島町111

邮编660-8580 兵庫県尼崎市西向島町15-1
电话. +81-6-4300-6000

电话. +81-6-6411-7071

传真. +81-6-6411-7075

传真. +81-6-4300-6381

东京总公司
邮编160-0023 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6-14-1 新宿グリーンタワービル20階

玻璃工坊山村

电话. +81-3-3349-7200

邮编662-0921 兵庫県西宮市用海町4-28 日本盛 酒蔵通り煉瓦館内

传真. +81-3-3348-2349

电话. +81-798-32-2556

传真. +81-798-32-2557

玻璃瓶分公司
邮编660-8580 兵庫県尼崎市西向島町15-1

日本国内关联公司

电话. +81-6-4300-6000

●山村仓库株式会社

邮编660-0857 兵庫県尼崎市西向島町１５-１
电话. +81-6-4300-6400 传真. +81-6-4300-6410

●山村物流株式会社

邮编660-0857 兵庫県尼崎市西向島町１５-１
电话：+81-6-4300-6430 传真. +81-6-4300-6412

●星硝株式会社

邮编105-0011 東京都港区芝公園1-1-11
興和芝公園ビル6階
电话. +81-3-5401-1741 传真. +81-3-5401-1699

●山村光电子株式会社

邮编224-0053 神奈川県横浜市都筑区池辺町4207
电话. +81-5-930-1811 传真. +81-45-930-1814

●株式会社山村制瓶所

邮编663-8142 兵庫県西宮市鳴尾浜2-1-18
电话. +81-798-43-1301 传真. +81-798-43-1309

●日硝精机株式会社

邮编242-0018 神奈川県大和市深見西4-1-5
电话. +81-46-261-9656 传真. +81-46-263-1036

传真. +81-6-4300-6387

●东部营业部

邮编160-0023 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6-14-1
新宿グリーンタワービル20階
电话. +81-3-3349-7200 传真. +81-3-3348-2349

●西部营业部

邮编660-8580 兵庫県尼崎市西向島町15-1
电话. +81-6-4300-6150 传真. +81-6-4300-6387

●西日本营业所 邮编812-0011 福岡県福岡市博多区博多駅前4-4-21
グリーンビル7階
电话. +81-92-431-6836 传真. +81-92-461-0806
●东京工厂

邮编252-0146 神奈川県相模原市緑区大山町3-45
电话. +81-42-771-5111 传真. +81-42-773-7742

●埼玉工厂

邮编360-8558 埼玉県熊谷市御稜威ヶ原下林611-10
电话. +81-48-533-7081 传真. +81-48-533-7896

●播磨工厂

邮编675-0155 兵庫県加古郡播磨町新島5
电话. +81-79-435-2051 传真. +81-79-435-4061

塑料分公司
邮编660-8580 兵庫県尼崎市西向島町15-1
电话. +81-6-4300-6300
●营业部

海外关联公司
●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中国>
邮编066000中国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杜庄镇
电话. +86-335-6085088（代表） 传真. +86-335-6085612

传真. +81-6-4300-6388

邮编160-0023 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6-14-1
新宿グリーンタワービル20階
电话. +81-3-3349-7206 传真. +81-3-3348-2349
邮编660-8580 兵庫県尼崎市西向島町15-1
电话. +81-6-4300-6315 传真. +81-6-4300-6388

●关西工厂

邮编675-0155 兵庫県加古郡播磨町新島43-2
电话. +81-79-435-5801 传真. +81-79-435-5758

●宇都宫工厂

邮编321-3231 栃木県宇都宮市清原工業団地18-1
电话. +81-28-667-8631 传真. +81-28-667-8641

新型玻璃分公司
邮编660-0857 兵庫県尼崎市西向島町111
电话. +81-6-6411-3431

传真. +81-6-6411-3481

●尼崎工厂

邮编660-0857 兵庫県尼崎市西向島町111
电话. +81-6-6411-3431 传真. +81-6-6411-3481

●鸣尾浜工厂

邮编663-8142 兵庫県西宮市鳴尾浜2-1-18
电话. +81-798-40-4456 传真. +81-798-40-9144

●展诚（苏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中国>
邮编 215400中国江苏省太仓市经济开发区郑和路（东）80号
电话. +86-512-8160-2158（代表） 传真. +86-512-5357-2665
●PT. Yamamura Utama lndoplas<印度尼西亚>
Kawasan Industri Jababeka, JI. Jababeka XVI, Block V 42-43, Cikarang
Utara, Bekasi 17530, Indonesia
电话. + 62-21-893-6578（代表） 传真. +62-21-893-4636
●山硝（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中国>
上海办公室
邮编200051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100号 虹桥南丰城B栋1808室
电话. +86-21-5208-1258（代表） 传真. +86-21-3208-0005
广州办公室
邮编510300 中国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448号 财智大厦1712室
电话. +86-20-3447-6945
●YGQ California, Inc.<美国>
5 Financial Plaza Suite 102, Napa, CA 94558, U.S.A.
电话. +1-707-266-1785（总机）
●Yamamura International (Thailand) Co., Ltd.<泰国>
17th, Floor, Ploenchit Center, 2 Sukhumvit Road, Klongtoey, Bangkok
10110, Thailand
电话. +66-2656-8700（代表） 传真. +66-2656-8776
●San Miguel Yamamura Asia Corp.<菲律宾>
Km. 27, Aguinaldo H’
way, Anabu II, Imus, Cavite 4103, Philippines
电话. +63-2-632-2650（代表） 传真. +63-2-632-3967
●San Miguel Yamamura Packaging Corp.<菲律宾>/
San Miguel Yamamura Packaging International Ltd.<英属维尔京群岛>
#7 St. Francis Street, Ortigas Center,Mandaluyong City 1550,
Philippines
电话. +63-2-702-4200（代表）
传真. +63-2-637-6368 ／ 69, or +63-2-687-7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