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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交流支持








公司介绍
三大株式会社通过「中日商务・交流支持」服务，使客户在中日间展开的商务活
动能够顺利进行，并以此为目的而成立。
中日间的商务活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语言问题、风土习惯的差异、制度、
商务惯例、国情等等），从而在致力于企业的核心经营课题方面造成诸多阻碍。
我公司通过「中日商务・交流支持」服务来解决这些各种各样的障碍，集中客户
的经营资源，同客户一起致力于企业的核心经营课题。换言之，我公司起到贵公司
中日合作办事处的作用，保持「快速对应」以及「诚实放心的透明性」，在合理健
全的收费下提供各种解决方案，从而支持客户顺利进行的中日商务活动。

沿革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２００５年 ３月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２００８年 ８月



Job-exchange™（職業交易所™）运营开始
事务所成立 （港区三田）
事务所迁址 （新宿区北新宿）
三大株式会社 （Ｍｉｔｓｕｄａｉ.Ｃｏ．，ＬＴＤ） 成立

主要业务(中日商务・交流支持)




口译・笔译


口译：同声传译、逐次翻译、低语翻译、接待翻译



笔译：各种报告、手册、合同书、主页、网页目录

视察・交流






咨询・支持





2008/08/08

面向地方团体、同业界团体的赴日考察团的策划及运营
日中劳动力转移项目的平台的运营
流通在日本的中国美术品的回流方案
各种调查报告的制作
针对国际劳动转移企业的咨询业务
针对保税・加工贸易企业的保税税务、核销支持业务。
中国现地法人、联络事务所、物流据点的操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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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raｍ
中国商务・交流支持


业务内容
 口译・笔译


口译




翻译




访华考察团的组织・运营（劳动力、流通、土木・建筑、医疗、物流）






与中央・地方政府机关、业界团体、个别企业间的各种交流
深入采访（要人、企业干部、意见決定者）
同行翻译、事后报告书的制作、跟踪企画等

赴日考察团的组织・运营（人才、食品、医疗、物流）


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等项目

咨询・支持


日本商务综合支持（咨询）









关系法令、地方政府规定、业界新闻等的剪切服务
企业信用调查、业界信息、竞争調査、商务环境、各种制度调查
委托調査（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环境問題等）

国际劳动力转移







进展形态、合作伙伴选定、现地路线的开拓、人材确保
现地事务所、各种现地法人、物流据点、仓库等的操作支持

各种调查、报告书的制作


中国技术人才（ＰＧ/ＳＥ/网络管理/ＣＡＤ）等的人材开发支持
日语人材、汉语人材的培养、确保、就业支持
面向收费职业介绍企业的「国外职业介绍」许可取得的支持
外国人研修生・実習生的接收，生活支持

保税加工贸易相关的关税计划制定



2008/08/08

网页/目录翻译、对中网上商店的制作、多种货币结算

视察・交流




服务形式：快速翻译、原文解析、母语确认、技术确认

日文／中文网页




服务形式：同声传译、逐次翻译、低语翻译

与中国当地法人的保税货物相关BOM生成、电子手册化、核销业务支持
面向在华日企的生产工程管理系统，通关系统的构筑
Copyright 2008 Mitsudai. Allright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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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流程
从询问到跟踪服务


垂询过程
商谈・询问

＜交流课题＞

＜围绕贵公司的課題＞

＜核心的经营课题＞

・国情、法律、制度的理解

・采购渠道的扩大

・保税/核销

・语言障碍（口译・笔译）

・销售路线的扩大

・知识产权的保护

・和现场的距离

・找不到合适的人

・各种税制

・因商务习惯的不同而困惑

・和现场有距离

・人事/劳务管理

・想进行有意义的中国出差

・想要当地的合作伙伴

・现地法人设立

・不能取得预约

・现地法人的日语研修

・撤退

・和谁商谈好呢？

・事业合作（发掘投资项目）

・当地的各种安排不方便

口译・笔译服务

应对需求
视察・交流服务

三阶段支持
咨询・支持服务

我们
①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商务环境中实现顺利的交流。
② 与顾客一同越过语言、国情、习惯等文化差异的障碍。
③ 构筑能够专心经营课题的中国商务环境。

2008/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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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概要
～ 解决客户核心经营课题的「咨询・支持」服务～
項

目

費

用

内

容

*１

日中商务综合支持
（基本合同）

200,000日元／月
～

战略組成
20小时/月的商谈・意见征询等业务

２

国际劳动力转移综合支持
（选择合约）

200,000日元／月
～

以中国商务综合支持的合约为前提。
国际劳动力转移计划启动后、
并且访问等业务达到20小时的时候追加

３

与保税加工贸易相关的核销
业务委托（业务委托合约）

RMB150,000元/期
RMB500,000元/年

与在华日企的保税进口货物相关的核销业
务的委托
※毎期、全年合约

※基本咨询合约的期限为一年以上。
※业务报酬和期间的长短无关，请全额支付。

解决客户的各种各样的交流课题
「中日商务交流支持」服务
項

目

費

用

内

容

１

口译
（接待翻译水平）

31,500日元／日
～

一天（包括活动和约束时间在内工作8小时）
※延长的情况、6,825日元/小时（约束時間）
※伴有住宿的情况、需另外支付交通费，住宿费，餐费等。

２

翻译

3,150日元／A4
～

例；商业通信文、A4（400字以内）
汉语→日语：3,150日元（一次翻译→交付）～
日语→汉语：3,150日元（一次翻译→交付）～

３

各种报告书的制作

另外估计

例：出差报告（5天份）・・・・・・・５万日元～
白皮书报告（３００頁）・・・・６００万日元～
企业调查（包含财务报告）・・・５万日元～

４

剪切服务

另外估计

日本业界报纸的剪切
※从业界新闻、杂志、内部资料、网页等剪切
※根据业界、领域、关键词等对应提取信息

５

各种调查

47,500日元/件
～

日本企业调查（标准类型）・・・・４万７５００日元～
人物调查（犯罪史/学历调查） ・・・５万２５００日元～

６

人才服务

该人才的理论年
收的30％

通过日本的合作机构在当地进行的人才介绍・拉拢人才
※人才机构需要签订咨询合约。

７

系统构筑

另外估计

2008/08/08

例：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管理系统
保税货物的关税核销通关系统
保税物流・仓库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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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介绍
代表取缔役
 姓名・出身地


大谷 和正( Kazumasa OTANI：1971年) 出生地：東京都

 学历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开大学(天津市）
历史学院 毕业 （博物馆学专业、取得学士学位）
碑林博物馆（陕西省西安市）实习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育成课程结业

 经历


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日中经济贸易中心（原名：日本国际貿易促进协会关西
本部）、株式会社日立製作所（半导体组）工作、自2000年开始从事以
下和中国相关业务的工作。
2000年5月
笹川和平财团日中友好基金室
WTO关联研究会项目协调人

2002年4月
2003年5月
2004年6月
2004年11月
2004年12月
2008年8月

（社）日本人材介绍事业协会 业况调查委托
开始同人才公司签订咨询合同
（社）日本人材介绍事业协会 访中视察团实施
中国国家外专局 邀请访华団实施
职业交易所 运营开始
三大株式会社 成立

 社会活动


2008/08/08

财团法人

绿色地球防卫基金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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