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的经营理念是
“为社会、为客户、为自己”

NCT 公司活动

NCT海外公司

　公司整体积极参加为当地社区做贡献的社会活动。通过组织举办各类慈善公益等活动，以及开展志愿者活动，

我们回馈社区，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履行我们对社会的责任。

新化学商事株式会社

新化学商事株式会社新化学商事株式会社

新化学商事株式会社商业分支机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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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鼓达人梶谷秀樹
与代表取缔役会长上田哲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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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合作协议

代表取缔役会长上田哲则
与北九州市市长北桥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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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州举办公司成立15周年纪念音
乐会

2018年4月，公司在北九州市设立了
新的总部，并与北九州市签署了环境
合作协议。

音乐会

新化实(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该公司不仅广泛经营化学类产品，还从事树脂、塑料制
品、建筑材料、电子材料、各种机械设备及零部件采购与
销售的国际贸易。
同时 , 配合日本总
公司以及集团公司
各个海外机构的三
国贸易活动。其丰
富的业务范围可以
灵活地满足各类国
内外客户的需求。

新凯美塑料香港有限公司
　NCP 香港继承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新日铁 C
＆M 进行的阻燃树脂的生产和销售业务，于 2014 年
在香港成立。
众所周知，香港是亚洲国际城市的中心之一。主要业
务是运用全球性金融服务及经营中国进出口物流服务。
我们的业务还包括工程树脂、电子材料，以及新日铁

C＆M 阻燃树
脂的制造和销
售。同时向大
中华区和东南
亚地区销售化
肥材料和其他
产品。

新化美台湾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以合成树脂、肥料、化学品、
电子材料及台湾制回收设备的进出口业
务为主。主要是将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台
湾原料、高精密加工等级的树脂制品、
提升生产效率的装置设备及回收设备等产品，向日本或东
南亚地区市场推广销售。同时也将各国的高机能塑料原料、
添加剂、化学品等原料及装置设备提供给台湾的各相关产
业。我们期许成为与日本、中国、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桥梁，
进而建立及拓展各类新业务。

NCT Malaysia Sdn. Bhd.
　马来西亚分公司作为一条新的纽带来带动和推
进日本、海外各个网点和东南亚地区商业投资活
动。以有特色的经营方式创造农副产业、食品产
业和健康美容产业、特殊电子材料等产业的附加
价值。



NCT 公司核心业务

NCT 公司衍生业务

　2018年 4月，本公

司在北九州设立了新总

部。与东京总部双管齐

下，提供根植当地的精

准的业务。此外，本公

司还与北九州市签署了

环境合作协议，并立志

于与亚洲低碳化中心一

齐积极推动国际环保项

目。作为已在开展的在

东盟各国的商务基石，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巨大

的地理优势，以实现更

进一步发展。

社长寄语

　本公司由1947年创建的横尾化学产业株式会社与1973年创建的新日化兴产

株式会社的商事部门合并后于2004年成立了新化学商事株式会社。成立之初

我们是一家化工产品的专业商社。之后我们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同时，不断提出

能够创造附加价值的商务提案。经过并购与重组，本公司每年增速显著，

2018年3月底年销售额达到717亿日元，2019年3月底再创900亿日元销售

新高（同比增长25%）。本公司所经营的产品也逐渐扩大到无机化工产品、肥

料、焦炭、煤炭、炭黑和沥青焦炭等炭素材料、合成树脂、电子材料、工业气

体、建材、资材、器材等有助于各类产业发展的领域。

　此外，为了进一步加速拓展海外市场，本公司于2019年还在原有的上海、

香港之外，在台湾、马来西亚新设了子公司。

　本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为了社会、为了客户、也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的目标是以商务为载体，为顾客提供一如既往的令人满意的服务，从而成

为为世人所尊重的公司。每一位员工也应以工作为荣，彼此切磋勉励，以使公

司得到进一步的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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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运用与日本主要石化企业之间的长期业务关系以及与钢铁相关企业之间的资本纽带，经营石化化工和

焦油化工相关的各种有机和无机化工产品，涉及基础化工产品及其他衍生产品，也包括一般溶剂和电子相

关的化工产品。公司业务不局限于日本国内，还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并通过增加海外分公司来满足海

外客户的需求。为了帮助海外的制造商在日本国内扩大销售，公司同时从事进口产品（润滑油、特种

化学产品）的库存销售，确保严格管理与快速调配。

　公司经营各种树脂原材料，例如一般塑料原料苯乙烯塑胶原料（PS、MS、ABS、

SBS）和聚烯烃（PP、PE）及工程塑料如聚碳酸酯（PC）、聚酰胺（PA）和超高

分子量聚乙烯。在日本国内还从事废塑料的再生事业，（同时提供再生的技术指导），

并向海外出口再生塑料原料。我们通过特殊的加工方法去除废塑料中的异物，

来提高再生材料的品质。公司拥有完善的回收再生网络体系，已达到德国“蓝

天使”环保认证标准。除此之外，公司着手注重海洋保护环保事业，针对

塑料碎片对海洋造成污染问题，公司开始了生物降解材料业务，阻止“ 微

塑料片”对海洋产生污染。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即将召开，日本精湛的施工技术，在世界的建筑业里首屈一指。

公司经销城市建设中所需要的基础建材，包括预拌混凝土、水泥、骨料、二次混凝

土产品和各种隔热材料等，还承接包括打桩、土木工程和建筑施工工程。我们致力

于支持城市发展，为创建大众安全和高度宜居城市提供坚实的基础，并将继续与合

作伙伴携手推动建筑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201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和食”（WASHOKU，即日本传统饮食文化）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日本人民引以为豪。公司致力于为日本农业

及粮食生产做出贡献 , 经营各类肥料等农业相关产品，如占日本国内市场份额

首位的硫酸铵等肥料。最近公司还为其他亚洲国家提供技术指导以及出口肥料

产品，以满足他们对优质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主要经营焦炭材料产品。包括用于电炉及铸件制造的焦炭、用于增强轮胎强度及树

脂和油墨着色的炭黑、用于保持橡胶和粘合剂及涂料添加剂的粘性及耐久性等的古马

隆树脂、用于防止高速公路路面水损及用于建筑和土木工程防水的聚氨酯基等防水材

料。我们努力在钢铁制造、汽车制造、高速公路建设、建筑等各种领域贡献绵薄之力。

化工类产品化工类产品

树脂原材料树脂原材料肥料类产品肥料类产品

焦炭类产品焦炭类产品 建材类产品建材类产品

公司核心业务

公司通过整合集团网络体系，
不断开拓并衍生以下各个领域的业务。

动力辅助服（动力外骨骼）

　公司正在推动动力辅助服的应

用，因为我们已进入高龄化时代，

社会的各方面都对其十分期待。例

如，动力辅助服可减轻腿部和腰部的

疲劳，降低在医院、老年护理院护工的体力负担，以及

辅助农业工人从事需要体力的工作。

三维激光扫描测绘服务

　我们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提供

测绘服务。这些测绘服务涵盖各

类需求，例如绘制古建筑的二维图

形、为工厂扩建识别现有管道位置、

立体的掌握地上地下地形关系以及测量体积的大小等。

我们提供建模与仿真的数据和图形。

环氧树脂

　公司的环氧树脂部主要面向电

子线路板、电子原器件产业、半

导体包装产业。另外可用于航空航

天、汽车，以及运动器材等相关复合

材料领域。

Tera-Barrier Films
　公司出资新加坡的高性能薄膜

开发公司 Tera-Barrier Films。承

接该公司在食品和医疗包装领域产

品的经销。该公司拥有高透明性隔氧

薄膜技术、器件封装以及气体渗透测量法等相关74项产

业技术专利。其优异的技术特性（隔离性、厚薄度、柔韧性）

有望在医疗、食品产业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企业结算年度 3月 31日

和久田 茂彦
代表取缔役社长

NCT历年业绩 北九州＆东京“双总部”体制

http://www.nctcl.co.jp/englis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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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碎片对海洋造成污染问题，公司开始了生物降解材料业务，阻止“ 微

塑料片”对海洋产生污染。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即将召开，日本精湛的施工技术，在世界的建筑业里首屈一指。

公司经销城市建设中所需要的基础建材，包括预拌混凝土、水泥、骨料、二次混凝

土产品和各种隔热材料等，还承接包括打桩、土木工程和建筑施工工程。我们致力

于支持城市发展，为创建大众安全和高度宜居城市提供坚实的基础，并将继续与合

作伙伴携手推动建筑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201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和食”（WASHOKU，即日本传统饮食文化）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日本人民引以为豪。公司致力于为日本农业

及粮食生产做出贡献 , 经营各类肥料等农业相关产品，如占日本国内市场份额

首位的硫酸铵等肥料。最近公司还为其他亚洲国家提供技术指导以及出口肥料

产品，以满足他们对优质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主要经营焦炭材料产品。包括用于电炉及铸件制造的焦炭、用于增强轮胎强度及树

脂和油墨着色的炭黑、用于保持橡胶和粘合剂及涂料添加剂的粘性及耐久性等的古马

隆树脂、用于防止高速公路路面水损及用于建筑和土木工程防水的聚氨酯基等防水材

料。我们努力在钢铁制造、汽车制造、高速公路建设、建筑等各种领域贡献绵薄之力。

化工类产品化工类产品

树脂原材料树脂原材料肥料类产品肥料类产品

焦炭类产品焦炭类产品 建材类产品建材类产品

公司核心业务

公司通过整合集团网络体系，
不断开拓并衍生以下各个领域的业务。

动力辅助服（动力外骨骼）

　公司正在推动动力辅助服的应

用，因为我们已进入高龄化时代，

社会的各方面都对其十分期待。例

如，动力辅助服可减轻腿部和腰部的

疲劳，降低在医院、老年护理院护工的体力负担，以及

辅助农业工人从事需要体力的工作。

三维激光扫描测绘服务

　我们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提供

测绘服务。这些测绘服务涵盖各

类需求，例如绘制古建筑的二维图

形、为工厂扩建识别现有管道位置、

立体的掌握地上地下地形关系以及测量体积的大小等。

我们提供建模与仿真的数据和图形。

环氧树脂

　公司的环氧树脂部主要面向电

子线路板、电子原器件产业、半

导体包装产业。另外可用于航空航

天、汽车，以及运动器材等相关复合

材料领域。

Tera-Barrier Films
　公司出资新加坡的高性能薄膜

开发公司 Tera-Barrier Films。承

接该公司在食品和医疗包装领域产

品的经销。该公司拥有高透明性隔氧

薄膜技术、器件封装以及气体渗透测量法等相关74项产

业技术专利。其优异的技术特性（隔离性、厚薄度、柔韧性）

有望在医疗、食品产业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企业结算年度 3月 31日

和久田 茂彦
代表取缔役社长

NCT历年业绩 北九州＆东京“双总部”体制

http://www.nctcl.co.jp/english/index.html

东京本社

北九州本社



公司的经营理念是
“为社会、为客户、为自己”

NCT 公司活动

NCT海外公司

　公司整体积极参加为当地社区做贡献的社会活动。通过组织举办各类慈善公益等活动，以及开展志愿者活动，

我们回馈社区，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履行我们对社会的责任。

新化学商事株式会社

新化学商事株式会社新化学商事株式会社

新化学商事株式会社商业分支机构一览表

欣赏日本传统文化大鼓演奏
和能乐会

集体欣赏传统表演艺术

16

17

18

19

20

23

24

25

26

27

21

22

15

合作公司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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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九州总部 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北区浅野 2-14-1 KMM大楼 5F 电话号码 : +81-93-288-5300
东京总部 东京都千代田区外神田 1-18-13 秋叶原大厦 8F/11F 电话号码 : +81-3-5297-7871
http://www.nctcl.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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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鼓达人梶谷秀樹
与代表取缔役会长上田哲则

图片介绍：

环境合作协议

代表取缔役会长上田哲则
与北九州市市长北桥健治

图片介绍：

在九州举办公司成立15周年纪念音
乐会

2018年4月，公司在北九州市设立了
新的总部，并与北九州市签署了环境
合作协议。

音乐会

新化实(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该公司不仅广泛经营化学类产品，还从事树脂、塑料制
品、建筑材料、电子材料、各种机械设备及零部件采购与
销售的国际贸易。
同时 , 配合日本总
公司以及集团公司
各个海外机构的三
国贸易活动。其丰
富的业务范围可以
灵活地满足各类国
内外客户的需求。

新凯美塑料香港有限公司
　NCP 香港继承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新日铁 C
＆M 进行的阻燃树脂的生产和销售业务，于 2014 年
在香港成立。
众所周知，香港是亚洲国际城市的中心之一。主要业
务是运用全球性金融服务及经营中国进出口物流服务。
我们的业务还包括工程树脂、电子材料，以及新日铁

C＆M 阻燃树
脂的制造和销
售。同时向大
中华区和东南
亚地区销售化
肥材料和其他
产品。

新化美台湾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以合成树脂、肥料、化学品、
电子材料及台湾制回收设备的进出口业
务为主。主要是将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台
湾原料、高精密加工等级的树脂制品、
提升生产效率的装置设备及回收设备等产品，向日本或东
南亚地区市场推广销售。同时也将各国的高机能塑料原料、
添加剂、化学品等原料及装置设备提供给台湾的各相关产
业。我们期许成为与日本、中国、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桥梁，
进而建立及拓展各类新业务。

NCT Malaysia Sdn. Bhd.
　马来西亚分公司作为一条新的纽带来带动和推
进日本、海外各个网点和东南亚地区商业投资活
动。以有特色的经营方式创造农副产业、食品产
业和健康美容产业、特殊电子材料等产业的附加
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