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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集团
为客户创造价值  为股东创造红利  为员工创造未来  为社会创造效益

Over the years, the Group has been practicing the business tenet of “Creating Value for Customers, 
Creating Dividends for Shareholders, Creating  Future for staff, Creating Benefits for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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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简介

        
       大都集团（日本株式会社大都商会）是日本一家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公
司，成立于1992年，从再生塑料环保业务起步，先后涉及地产旅游、母婴
用品、服装贸易、健康美容、资本运作等领域。至今在日本拥有2家上市公
司，在中国、美国、新加坡、越南、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多家分公司
和制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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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集团循环型塑料再生产业专业
致力于高品质树脂和塑料高端产品
的生产

塑料环保事业

为更多的国内外投资客户提供值得
信赖的服务，我们会用行动证明大
都不动产是您可以信赖的日本投资
管家

地产旅游事业

为客户提供高端医疗咨询、体检、
100%日本制活性人体干细胞培养液
美容面膜和生物技术健康保健品

大健康事业

大都集团拥有日本成人服装上市
公司CRYMSON Co., Ltd.以及东
证一部上市的百年历史母婴用品
企业Kimuratan Corporation

服装及贸易事业

大都集团事业版图



PART TWO

塑料环保事业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塑料资源的再生利用工厂和营业所遍布日本各地，在
武汉、深圳、上海、北京、青岛、东莞、天津等地也设立了子公司，集团
年营业额达到300多亿日元 1



        大都集团循环型塑料再生产业专业致力于高品

质树脂和塑料高端产品的生产。在日本国内和中国

的广东、上海和青岛等多处塑胶行业主要工贸集散

地，分别拥有青岛大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茨城

工厂，关西工厂，千叶工厂，富山工厂等多家生产

企业，是同行业中颇有规模的改性塑料生产集团企

业之一，我们的目标是作为行业的领头军继续引领

全行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循环型塑料再生产业



      大都集团拥有配套完整的研发中心与经验丰富

的研发团队，并与行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致力

于产品的应用研究和前瞻性的探索。通过不断的自

主创新而拥有多项高新技术成果，百多个牌号的产

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气、家电、汽车、通讯、玩

具、灯饰照明、卫浴、文体用品等行业。赢得了稳

固的客户资源，与国内外多家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

的战略伙伴关系。



随着汽车轻量化的趋势，汽车塑料零部件的使用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将汽车用塑料量作为衡量汽车设计
和制造水平高低 的一个重要标志。汽车行业年用改性塑料数量巨大，其中工程塑料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
应用于汽车各种零部件。大都集团和宁波华翔等公司就此展开深度商业合作。

2011年3月大都开始与中国的超薄电视生产商巨头海信开始商业合作。

海信作为超薄电视巨头比过去的产品更薄,采用LED背光技术生产更鲜艳的电
视画面。同时比同款的中国国内的电视产 品便宜百分之30左右,就算是万一有
一些小毛病也可以放心使用。理解这种压倒性的优势，把握时势才是明智的
选择。





電気化学工業株式会社 
東レ株式会社
東洋スチレン株式会社
出光ユニテック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エフピコ 
リスパック株式会社 
東洋紡績株式会社 
ＴＯＴＯ
バスクリエイト株式会社 
静岡日本ハム株式会社 
双日マシナリー株式会社 

ＪＦＥスチール株式会社 
東リ株式会社 
宇部フィルム株式会社
丸紅プラックス株式会社  
明治ケンコーハム株式会
社 
小松精練株式会社 
ＫＯＤＡＫ株式会社 
日新製鋼株式会社 
パナホーム株式会社 
伊藤忠プラスチックス株
式会社
デュポン株式会社 

カシオ計算機株式会社
常陸化工株式会社
日新工業株式会社 ＭＲ
Ｃ．
ホームプロダクツ株式会
社
恵和株式会社 
光グラビア印刷株式会社
不二サッシ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有沢製作所
京昶パッケージ株式会社
積水化成品工業株式会社
パナソニックモバイル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ズ株式
会社 
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 
東洋染工株式会社
凸版印刷株式会社
三菱商事（上海）有限公司 
三井複合（上海）有限公司 
丸紅（中国）有限公司 
DENKA SINGAPORE PTE LTD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株）キムラタン 他　
1,000社



Qingdao Factory
青島大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大都是一家致力于新材料和高性能工程塑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
一体化的民营高新科技集团企业，成立于2010年8月，位于青岛即墨省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占地面积达50000平方米，作为中国的高端工厂，拥有多种先进仪器
设备，年生产能力达到4万吨。



Qingdao
 Factory



通过与日本国内各地的原料供应商强强合作，我们将废塑料回收再利用，最后生产
成塑料产品

日本国内原料生产工厂



公司严格按照ISO9001：2008标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在获得多项质量管理认证中
建立强大的技术业务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专业、稳定、系统的技术服务体系。

日本国内原料生产工厂



日本国内原料生产工厂



日本国内原料生产工厂

通过与日本国内各地的原料供应商强强合
作，我们将废塑料回收再利用，最后生产
成塑料产品



PART THREE

大健康事业
为客户提供高端医疗咨询、100%日本制活性人体干细胞培养液美
容面膜和生物技术健康保健品 2



精密体检预约

癌症体检预约及咨询

高端医疗预约

整形美容咨询

医疗服务



日本精密体检项目

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东医院

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医院

群马大学附属医院

顺天堂医院癌研有明医院

日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合作医疗机构（各界权威）

日本红十字医院

圣路加国际医院



日本癌症精密体检 东都体检中心

东都体检中心成立于1963年，至今已有54年，位于东京繁华地
段，院内装修 豪华，医师技术经验丰富。在日本癌症体检筛查界
里位列前茅，是被日本国 人公认的咼端体检机构。

癌症体检预约及咨询



癌症预约及咨询

东京MIDTOWN医疗中心〜高级综合性健康体检

让您轻松无负担地在一日内能够完成全身精密综合性体检。

一贯致力追求高品质医疗以及尽善尽 美服务的东京MIDTOWN医疗中心， 

为尊贵的您提供高级综合性健康体检 方案。让您在能够充分保护隐私的特 

别诊察室内，接受世界先进水平的健 康诊断服务。



日本癌症精密体检 癌症专科有明医院

有明医院成立1908年，于1934年设立医院，至今已有70多
年拥有700多张床位, 拥有最先进的治疗技术，在癌症治疗
领域全日本排名第一位，是日本规模最 大的治疗癌症专门
医院。于2017年3月与我POPO株式会社合作开展癌症专项
筛 查体检业务。

医院优势：

1、医师团队雄厚
2、 治疗癌症全日本排名第一
3、 确诊疾病或癌症后可直接在医院住院治疗

狀/u研有明病院
CANCER INSTITUTE HOSPITAL



干细胞疗法

日本将干细胞疗法定义为再生医疗中的

一部分，并推行了法案， 通过政策全面

性的支持国家性新兴再生医疗产业的发

展。日本在干细胞的抽取技术领域属世

界顶尖地位，是全球唯一对再生医疗立

法的国家，每年约有2000例临床应用案

例，无一例产生任何不良反应。

高端医疗预约



血液净化疗法

日本血液净化四大优势

第一：最先进的疗法和最顶级的设备

日本血液净化——采用全球最先进的医疗加温式二重过
滤血液净化疗法，使用全球最顶级的日本军工航天材料
制作的专利纳米循环管，该设备拥有全球最高等级的精
密度和安全度。全日本现仅有五台！

第二：为每一位客户的量身定制

第三：全员预约制

第四：绝对的地缘优势

日本与我们隔海相望，只要两三 个小时的飞行，就可以
在大洋彼岸体验一次世界顶级的血液净化。

预防性血液净化疗法是一种使用特殊的过滤膜从血液
中分离并去除致病因素（坏胆固醇，中性脂肪，炎症
物质，病毒等）的方法， 它是一种通过将干净的血液
返回体内来改善健康状况的治疗方法。



整形美容咨询

TI美容专科医院 

表参道银座

■ TI CLINIC表参道•銀座美容专科医院

TI CLINIC表参道•銀座美容专科医院是美容医疗界的标榜专科医院，向各位贵
宾提供最安全，效果极高的最尖端的美容医疗手术。

■银座SOLARIA高级抗衰老医院---日本美容抗衰老医院



2019年4月7日至10日，以“科技引领、健康未来”
为主题的首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隆重举行。新都控股集团充分发挥自身日本上市企业
优势，在展会上展出了多款来自日本的优势产品。通
过展示日本的先进技术，进一步扩大了新都控股在健
康领域的影响力。

美容健康产品



抗痛风保健品

l 抗痛风/排尿酸/易吸收/生物技术
l 采用口服舌下黏膜吸收，将多馀的黄嘌呤氧化酶阻

断，降低尿酸形成，帮助体内尿酸浓度维持在正常
范围，避免因尿酸浓度过高引发痛风或其他病变

降血糖保健品

l 100% 日本制健康食品,有效降低血糖
l 可促进胰脏释放胰岛素，进而降低肝脏升糖素分

泌，达到降低血糖的效果，最终得以增加身体制
造胰岛素的能力，进而达到指标又治本的目的

ST health pure X ST health pure IV

美容护肤产品

l 100%日本制活性人体干细胞培养液JMSC-
CM

l 富含39种精选美容成分和多种成长因子的奢华
美容液

l 8种无添加配方

ST美容面膜



PART FOUR

地产旅游事业
大都不动产利用自身的领域优势和中国既有的业务基础及人脉资源，为
更多的国内外投资客户提供值得信赖的服务，我们会用行动证明大都不
动产是您可以信赖的日本投资管家 3



仙心亭温泉酒店
SENSINTEI HOTSPRING HOTEL

仙心亭是位于栃木县的一个被静谧环抱的山间川俣温泉酒店

从仙心亭到川俣的各个名胜景点都尽收眼底

面向鬼怒川細聽潺潺流水聲, 讓您身心舒暢放鬆

大都富士假日酒店
DADU FUJI RESORT HOUSE HOTEL

大都富士花园酒店
D A D U  F U J I  G A R D E N  H O T E L

大都富士花园酒店位于富士山脚下，位置得天独厚， 能工巧匠，精心

呵护，绿野青葱， 全欧式庄园布景，满满都是自然感。瞻看富士山美

景的同时，还可领略河口湖的风采。

大都富士假日酒店位于日本的旅游圣 地富士山风景区，会所设施完备，

内部设计装饰考究，融合日本富士山自 然文化特色，典雅含蓄而不失

尊贵。

大都酒店业务



30

⽇本长江⾼尔夫俱乐部地处千叶市，交通便利，距离东京 市区仅50

分钟车程，距离羽田空港40分钟车程，距离成田国际机场50分钟车

程。会所融合着浓浓的日式风情,简约风格中又带着尊荣感，这⾥是

兼具享受休闲放松又极具挑战性的高尔夫球场。

ENJOY / RELAX / COMFORTABAL /

所有俱乐部会员都可以享受8大权益服务：

l 击球免费

l 同行嘉宾击球免费

l 联盟球场优惠

l 酒店服务

高尔夫球场

l 全程中文管家接待服务

l 医疗服务

l 旅游服务

l 商务对接服务



大都不动产利用自身的领域优势和中国既有的业务基础及人脉资源，为更多的国内外投资客户提供值得信赖的
服务，我们会用行动证明大都不动产是您可以信赖的日本投资管家

丰富的楼房资源

大都在日本拥有多动楼宇

专业资质

从土地开发到物业管理有着专业资质
及丰富的经验积累

推荐的楼房类型多样化：

投资性小户型公寓/高端公寓/别墅/新房/整栋
公寓/土地开发/酒店/民宿/高尔夫球场等

不动产开发、销售和管理



大都日本文旅地产开发项目



PART FIVE

服装及贸易事业
大都集团拥有日本成人服装上市公司CRYMSONCo., Ltd.，以及东
证一部上市的百年历史母婴用品企业Kimuratan Corporation 4



夏威夷冲浪品牌，在日本拥有超
过80%的极高知名度，客户群涵
盖三代人

PIKO

RUSS K品牌主風格是以黑色为
基调的革新的酷的美式休闲风格，
深受追求酷、帅、街头文化的年
轻人喜爱

RUSS K

服装品牌由英国移民在北卡罗来纳
注册，主旨是美式传统休闲，公司
经营该品牌已有20年

FLYING SCOTSMAN

OLD GLORY 工作服主张具有实用
功能性与时尚感的设计，创造出业
界好口碑的职业装精品

OLD GLORY

CRYMSON Co., Ltd.









Kimuratan Corporation



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日本防过敏协会推荐产品

零过敏源棉、有机棉、爱情棉

日本280家店铺 承载百年品质







冲正宗“十九代五左衞门”清酒

十九代清酒被指定为中国驻日本大使

馆国庆七十周年晚会专用酒



由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联合日本华人华侨总会、在日中国企业协会等共同筹备

的“礼敬共和国”70周年国庆晚会9月22日在东京举行。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致祝

酒词并带领大家举行了十九代清酒开酒干杯仪式，人们纷纷举杯祝酒，共同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致祝酒词

日本大使孔铉佑、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日本前首相鸠
山由纪夫等举杯恭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十九代清酒被选为国庆晚宴专用酒





2019年10月24日至26日的第101届全

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即“秋糖”）在天

津隆重举行。新都控股集团充分发挥自

身日本上市企业优势，在展会上展出了

多款来自日本的知名酒品。其中主打产

品十九代五左衙门清酒备受关注，获得

了大家一致的好评。





Dadu Group
感谢聆听 THANKS
为客户创造价值  为股东创造红利  为员工创造未来  为社会创造效益

Over the years, the Group has been practicing the business tenet of “Creating Value for Customers, 
Creating Dividends for Shareholders, Creating  Future for staff, Creating Benefits for the Society”

大 都 ホ ー ル デ ィ ン グ ス 株 式 会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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