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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的名字Creos是由“Cre=Create/创造”、“Reo=Reorient/朝着新方向”、
“Eos=曙光女神”这三个词语组合而成的。
就像曙光女神会带来黎明的曙光一样，全球的高端专业人才会创造新产品、新商机，将近未来之梦想变成现实。
这就是“GSI Creos”所包含的意思。

1955年，在美国纽约设立现地法人。
因与女式袜子编织机的世界级厂商
签订了代理店合约，以此为契机开
始进军工业产品领域。

我们将继续依靠自成立至今 90多年来积累的
技术及专业技能，走向未来。

沿革

创始人林大作先生※于1931年在
横滨市设立了“株式会社林大作商
店”。作为一家向美国出口生丝、绢
丝捻线的商社开展业务。

成立林大作商店，
开始从事生丝出口业务

1931

书写故事
创造未来
我们作为开创新时代的事业创造者，

通过从全球采购独特的产品，并不时生产自己的产品，从生丝到生物降解塑料、

半导体等广泛领域书写着相关人员的故事。

今后也会随着社会环境及消费者意识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壮大，为创造光明的未来做出贡献。

以成立70周年为契机，公司由“郡是产
业株式会社”更名为现在的“株式会社
GSI科立思”。从这一时期开始进一步扩
充日本国内外的业务网络。

GSI科立思诞生
2001

我们不仅是一家与厂商及工厂等各种伙伴合作、创造新商业模式及附加价

值的“商社”，同时还是在部分事业中兼备“厂商”功能的个性化商社。

在“纤维”与“工业产品”

两个领域开展各种业务。近

年来，我们发挥在各个业务

中的优势，提供切实符合时

代需求的产品及服务。

我们朝着公司成立100周年这一目标，
深耕并拓展环境、生活与健康、能源领
域的业务，为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做
出贡献。

迎接成立
100周年

2031自我定位

纤维与工业产品的“事业创造型”商社

业务介绍

全球 创造

朝着新方向

曙光女神

高端

智慧

GSI
GGlobal
SSophisticated
IIntelligence

Creos
CCrereate
RReoeorient
EEosos

进军工业
产品领域

20世纪世纪

50年代年代

※林大作先生曾在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
被誉为日本大型综合商社销售额第一的 “铃木
商店”的纽约支店担任支店长。 工业产品纤维

公司名称的由来



请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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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了
纤维行业的
上下游业务

从丝线的采购加工到面料及产品

的开发生产，拥有一条龙的“制造

体系”。材料的提案力、出色的企

划力及生产技能均得到高度好评，

OEM（贴牌生产）及ODM（原始
设计制造）事业不断扩大。

１
与世界各地的
合作伙伴一起
应对多样化需求

1961年被中国政府指定为日中友
好商社，率先开启了与中国的业务

往来。如今已在全球拥有约1800
家伙伴企业，与集团网点合作的同

时，针对每位客户的不同需求进行

细致的应对。

2
拥有业内首屈一指的
技术、专业技能和
专业人才

在 90多年的历史中积累的材料加
工等技术及专业技能在业界名列前

茅。另外，在需要敏锐的感知力与

丰富的专业知识的纤维行业中，每

位员工的“人才力”也是我们值得

骄傲的优势。

3

33大优势大优势

通过材料相关的丰富知识与技术力
创造高附加值

除了生丝及纤维原材料的进出口及销售外，利用出色的技术进行加工，提高功能性及附加值，

并向各种厂商进行提案及供应。特别是利用合成纤维材料相关知识信息的转换技术（假捻、

捻线等）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评价，奠定了独自提案的基础。近年来，我们将捻线技术应用于

开发医用压力袜等产品，同时还专注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业务，如开始使用植物成分或可生

物降解的纱线及面料等。我们不断加深与集团成员公司和生丝厂商等的合作，应对各种需求。

纤维

随着人们对环保材料需求的不断攀升，我们正在积极与伙伴企业合作，努力普及对废弃物进行再生利

用的材料及生物降解材料。

玉米 废弃塑料瓶 边角料
新纱线及面料

我们正在拓展注重环保的再生材料
支援客户的可持续制造

纤维 自成立以来，纤维事业始终都是GSI科立思的起点。

在满足功能性及环保性等各种需求的同时，广泛且强有力

地支撑着纤维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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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掌握在材料采购及加工中的绝对优势，充分发挥其材料能力，生产高档内衣等各种内衣

产品，并致力于这些产品的面料研发，主要从事的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的OEM和ODM。

我们在国外拥有众多合作工厂，在日本国内也有自己的缝制工厂（日神工业株式会社／株式会

社 Sofia），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生产。得益于此类生产背景及各种专业技能，我们还为大型

SPA（自有品牌专业零售商）企业提供高性能内衣产品的面料。

我们以服装产品的OEM和ODM为中心，从事面料的采购乃至缝制等广泛业务。在世界各

地拥有300多家合作工厂，搭建了可以准确应对从高端产品到休闲产品等不同需求的生产体

系。我们提供品质可靠的产品，赢得了日本国内大型服装厂商的信任。我们在交易中重视沟通，

进行符合需求的计划提案及材料提供，由此配合服装厂商进行制造，这也是我们的特点。此外，

我们还向欧美大型服装厂商进行日本国内优质面料的提案和供货等，积极开展合成纤维面料

的出口业务。

内衣外套

运用在OEM和ODM中积累的专业技能，推广女
装品牌“Mashu Kashu”及口罩、牙刷等自主品
牌产品。此外，强化网络购物及电视购物等直销方

式，并将相关知识技术运用到对厂商的提案中等，

致力于业务的拓展及进化。

推广自主品牌
积累囊括销售阶段的专业技能

请看这里！

推广丰满女士内衣、已婚女士内衣产品或男士绉纱

等利基领域的自主品牌。正因为拥有纤维领域的全

面知识、一条龙制造体系及与众多业务伙伴的合作，

我们才得以推出符合需求及趋势的考究产品。

通过考究的自有产品
应对利基市场的需求

通过切实的生产体系与提案力
取得了大型品牌商的深切信赖

针对已婚女士的内衣品牌针对丰满女士的内衣品牌

以压倒性材料优势及完备的生产背景
应对高品质及高功能的需求

请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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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基领域
打磨而来的
高度专业性

在率先考虑需求的利基领域尽早采

取措施，积累知识及专业技能，由

此培养出独此仅有的专业性。同时

运用这一优势，开创新事业，开发

解决方案并向厂商提出各种方案。

１ 实现多元化交易的
全球网络

加强与扩展至美洲、欧洲、中国及

东南亚的网点合作，挖掘当地独特

的产品并将其推广至全球，同时向

海外普及日本的优质产品。

2
以丰富的
可持续产品
开展环保型业务

GSI科立思在 20多年前就将环保
作为经营理念之一，并在该领域开

展生物降解塑料事业及减少CO2

排放量的汽车轻量化事业等多种环

保性业务。

3

33大优势大优势

工业产品 我们的工业产品事业起步于纤维机械。

如今已扩展至半导体、趣味品、美容及医疗等

领域，业务遍及全球。

应用于许多电器产品及新型设备的半导体，现已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GSI科立思正在

从事生产半导体必不可少的硅片等各种半导体部件及尖端机械装置的进出口业务及相关服务。

我们利用中国现地法人（科立欧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美国现地法人（GSI美国公司）及

我公司这3个网点所组成的全球化供应链，为急速扩大的世界半导体市场提供后盾。

半导体

通过全球化供应链应对
急速扩增的半导体需求

请看这里！

半导体电子部是为了应对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的半

导体需求而于2021年重新组建的新部门。在汇聚
我公司半导体相关业务的同时，还新构建了以该部

门为中心，囊括全球化战略的日美中事业一体化管

理体制。今后将通过利用世界规模的合作力，为半

导体相关产品的稳定供给做出贡献。

焕新业务管理体制
实现更广泛且稳定的供给

半导体相关业
务的合作体制

美国

中国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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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技术 发挥在恶劣环境下的适用能力，应用于沙漠或

沿海地区等设备（螺栓等）的涂料、复合材料

及汽车部件的添加剂。此外，我们还将其应用

于扬声器振膜的填充材料及面向燃料电池的开

发等，拓宽其应用范围。

碳素纳米管
“Carbere ®”

燃料电池领域复合材料领域涂料领域

作为担负新时代重任的材料
在各个领域推进实用化

作为新一代化学领域的一大支柱，GSI科立思正在致力于独家研
发的碳素纳米管“Carbere®”的应用开发工作。该材料不仅强
度高，还具有出色的防锈性和导电性，作为可在恶劣环境中正常

使用的材料而被应用于各个领域。我们设立了专门的开发中心，

通过产学官（企业、大学、政府）三方合作推进用途开发。

化学品

通过高度的专业性与环保型产品的展开
引领涂料及塑料行业

GSI科立思经营的化成品分为用于涂料／油墨／粘合剂的原材料等的“涂料领域”与薄膜等的

“塑料领域”。在涂料领域，我们通过增加符合各国环境标准的产品等，开展其他商社难以参

与的利基业务，确立了在全球市场中的特殊地位。在塑料领域，我们以高度的专业性为优势，

进行树脂及包装薄膜的加工与销售，近年来还尽力于积极推广环保性生物降解塑料及减少食

品浪费的阻挡膜等可持续性产品。

请看这里！

从国外到日本、从日本到国外
在涂料领域搭建连接世界的桥梁

专注于积极推广对地球环境友好的功能性塑料

不仅将独特的用于涂料、油墨、粘合剂的原材料从世界引进至日本，还积极向全世界出口日本的优质原

材料。以由各国的现地法人及本公司员工组成的涂料领域的全球化团队为主导，积极搭建将高品质原

材料扩展至世界的桥梁。

欧洲

中东
印度

东南亚

大洋洲

亚洲
北美

南美

GSI科立思在从材料采购到废弃后的一系列生活周期中，毫未忽视环保意识。除了再生树脂及含有植物
成分的工业用防锈膜（BioCor），同时还以农业用途为中心，积极推进生物降解塑料（Mater-Bi）的
多用途应用。

Mater-BiBioCor再生树脂



金泽工业大学 ICC / ㈱ ICEM
轻量化目标

日本欧州

塑料加工设备厂商等

复合材料测量及解析工程技术 模具厂商等

汽车
铁路车辆
建筑结构

GSI Europe-Import+Export GmbH GSI科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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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用涂料及工具 化妆品原材料

我们经营世界各国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原材料，向

国内外的化妆品厂商进行销售。不仅提供原材料，

我们还利用自己的全球化网络收集各地的趋势及

市场信息，并将其提供给厂商及合作伙伴企业。

另外还助力于新的化妆品开发等，为客户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

销售高品质模型涂料及刷子等工具的“MR.

HOBBY”是在世界 40多个国家备受喜爱的我公

司原创品牌。兼顾“商社”和“厂商”功能的事业开展，

正是在专业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和知识的 GSI科立思

独有的特点。居家购物的兴起为模型市场注入活力，

日本国内外的销量都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提供对地球环境及身体友好的原材料

以源自于植物及海洋的天然原材料为中心，推广多种

可持续性原材料。

专注于女性的
自主品牌不断登场

经营手工制作用涂料及工

具 的“Classy'n Dressy”
及 开 展 美 甲 产 品 的

“CON’CELECT”全新起
步。运用化妆品原材料领

域的经验知识向新领域发

起挑战。

通过自主品牌
支持享受爱好的人士

提供种类丰富的原材料与
全世界的最新市场信息

通过与欧洲和日本企业以及日本国内大学的产学合作，开始一站式开发可实现轻量化的碳纤维强化塑料

（CFRP）等。不断应用于汽车以及众多社会基础设施等中。

为了实现低碳社会，通过产学合作开发轻量化解决方案

趣味品及生活用品

请看这里！ 请看这里！

机械及设备

以各种设备、机械、材料为中心，进行进口销售、保养、设计与开发。目前尤其着重发展的

是有助于实现低碳社会的汽车轻量化事业。通过构建与国内外大型厂商及研究机构的合作体

制，可提供从使用最先进科技的复合材料成型（组件生产）设备、材料及涂料的采购到工程技

术及保养的一站式服务，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为努力减少CO2排放量的客户，提供最合适

的解决方案。

提供设备、材料、工程技术等
先进技术及一站式服务

请看这里！

GSI Creos & Mr.HOBBY ロゴデータ
保存形式 ： イラストレーター8.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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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技术相关

为延长设备等的
使用寿命做出贡献

我公司开发的碳素纳米管防锈涂

料被应用于中东的石油天然气设

备，有助于延长恶劣环境下的设

备使用寿命。

医用纤维产品

在医疗领域
强化举措

通过与伙伴企业合作，扩大医用

弹性紧身裤、护膝及相关材料的

经销等，在纤维事业中对医疗领

域也强化举措。

人工透析相关

完善南美的
透析治疗

我们在南美推广日本产的高性能

透析设备。此外，我们还通过与

巴西的当地企业共同出资开设透

析诊所等，完善南美的透析治疗。

生物降解塑料

推进减少
塑料垃圾

在欧洲等地拥有丰富的采用实绩，

致力于生物降解塑料（Mater-Bi）
的普及。将通过该举措进一步推

进减少塑料垃圾。

从材料方面支持
可持续制造

我们正在增加可回收材料（对边

角料再利用制成的材料等）和生

物降解材料等。此外，还提供在

染色过程中尽量不使用水的材料，

支持可持续制造。

可持续纺织材料

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材料

有机太阳能电池作为担负新时代

重任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而备受瞩

目。为了推进有机太阳能电池的

普及，我们提供高品质的高分子

材料。

可持续性

我们旨在实现
所有的“人”、“物”、“环境”
和谐共生的未来。

汽车轻量化

为减少 CO2 排放量
做出贡献

我们通过产学合作，向致力于汽车

轻量化的客户提供先进的技术及服

务，为 CO2 排放量的减少做出贡献。

生活与健康

生活与健康

能源

环境

我公司在2001年更名的同时还焕新了企业理念，其中提出要“强化环保措施”，开始率先开展环保型企业

活动。近年来，我们通过在环境、生活与健康及能源领域不断深耕并拓展有助于达成 SDGs的业务，

努力实现所有的“人”、“物”、“环境”和谐共生的未来。

能源

环境

环境

提供高品质材料
为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普及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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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集团网点的地址等信息
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网络

亚洲

郡产香港有限公司

郡产香港有限公司·曼谷办事处

郡产香港有限公司·河内办事处

郡产香港有限公司·越南办事处（海阳省）

GSI Creos (Thailand) Co., Ltd. (Bangkok)
PT. GSI Creos Indonesia (Jakarta)
GSI Creos Korea Co., Ltd. (Seoul)

亚洲（中国大陆地区）

科立思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科立思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科立思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平湖分公司

科立思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科立欧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郡产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平湖科立思紡織有限公司

北京吉思爱针织有限公司

加深与国内外业务网点的合作，
发挥集团的力量，
由此为人们书写新的篇章。

集团标语

欧洲

GSI Europe-Import+Export 
GmbH
(Düsseldorf)

中国大陆地区

北美

GSI Holding Corporation
(New York)
GSI Exim America, Inc.
(New York)
GSI Exim America, Inc.,
Chicago Office
GSI Exim America, Inc.,
Houston Office
GSI Exim America, Inc.,
Los Angeles Office

日本国内关联公司

株式会社 Central科学贸易
株式会社 G-mark
株式会社Office-Mate
株式会社 Izumi
GSI Marulontex 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Creos Apparel
株式会社 GSI ABROS
日神工业株式会社

但马合纤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Sophia
樱物产株式会社

日本国内

总公司

大阪分公司

日本桥营业所

元赤坂事务所

北陆营业所

福冈营业所

纳米碳开发中心（NCDC）

南美

GSI Creos Brasil Ltda. (Sao Paulo)
GSI Creos Brasil Ltda.,
Sao Roque Branch

关东地区

总公司

元赤坂事务所

北陆营业所

大阪分公司

福冈营业所

日本桥营业所

纳米碳开发中心
(NCDC)

（截至 2022年12月20日）

国外网点 国内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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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株式会社GSI科立思
总公司 东京都港区芝3-8-2
成立日期 1931年10月31日
注册资金 71亿 86百万日元
上市市场 东京证券交易所 Prime Market
 （证券代码：8101）

合并销售额 1,118亿29百万日元（2022年 3月期）
合并员工人数 624名（截至 2022 年 3月31日）
网点 日本国内 7家　国外23家
合并报表子公司 日本国内 8家　国外 8家

企业宗旨及企业理念 社长致辞

会社概要（截至2022年12月20日）

为了公司组织

我们明确个人的职责，下放权限，构建自

律性强的组织机构，能够对市场做出有力

的判断和快速的决策，从而适应环境的不

断变化。

与客户一起

我们在寻找最佳伙伴的同时，为了能让客

户也选择自己不断努力完善自身条件，依

据市场合理性保持对等关系，并互相学习，

互相切磋。

与员工一起

我们十分重视对与科立思共同发展的专业

人才的教育投资，希望每一位员工都能在

参与创造企业价值的同时，享受到发挥能

力和积极性所带来的喜悦和自豪。

为了地球的环境

环境保护是我们开展业务中的一环，我们

与更多的人和组织一同参与地球环保活动。

与股东一起

围绕着6大支柱开展业务活动。

我们认为稳步提高企业价值是对股东最好

的回报，所以我们致力于开展提升企业价

值的业务活动，对股东采取开放且双向式

的经营模式。

经营理念

作为提高新一代生活品质的事业创造者，我们宣布实现相关各方的幸福。

我们存在的意义在于，发现新价值，从而创造社会价值。

我们作为追求新一代生活品质的创造者，提供独创的适应公益需求的最高水准的服务，

并让与科立思共创价值的每个人得到幸福。

存在理念

与市场一起

在我们坚信的价值观指引下，从世界各地

挖掘最好的资源，开展具有挑战性的业务，

创造并满足市场的期待。

对科立思来说，
客户是能够一同成长的
合作伙伴。

对于科立思来说，
人的资本才是创造
企业价值的源泉。

对科立思来说，
股东是不断成长和发
展的基石。

对科立思来说，公司组织是个体的
感性与知性的结合，
是能最大限度互相切磋的平台。

对科立思来说，
对地球环境的保护是对
生活环境的责任。

对科立思来说，
市场就是共享价值观的
生活者。

G S I 科立思是一家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为目标，
不断进化与成长的事业创造者。

代表取缔役 社长执行役员

Tadaaki  Yoshinaga

　　自1931年创立以来，为了满足各个时代的需求，我们推出了各种纱线及面料、内
衣及外套产品、机械、化成品、趣味产品、半导体相关产品以及碳素纳米管等产品，

大幅扩大了经营范围。在此期间，我们在日本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网络，并在纤维事业

的原料加工和缝纫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专有技术，在工业产品事业中也拥有高度专业化

的技术、知识和尖端事业开发专有技术等，这些都成了我们的主要优势。

　　全球正朝着“可持续性社会”的实现大步转型。我们将整合我们的这些优势，创

造新优势，进一步深化集团企业间的合作，同时将深耕并拓展“环境”、“生活与健康”

及“能源”领域的业务，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作出贡献。我们将以
此来推进ESG管理，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

　　作为“追求新一代生活品质的事业创造

者”，我们将努力回报所有与我们共创价值的

人的信任和期望，并给大家带来幸福。

　　我们的事业创造是指利用全球性网络从

世界各地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或创造新的价

值，从独特的视角反复加以验证，同时在国

内外构建具有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我们始

终牢记“新一代的富足”、“人们的笑容”和“保

护地球环境”等要素，在不断推动自身 “进化
和成长”的同时，认真开创每一项事业。

提高新一代的生活品质    作为事业创造者
实现人类的幸福

企业宗旨

创造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