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社案内 



OKABE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一家以水产类的精深加工的生产与销

售为主水产类食品生产企业。公司主管珍味食品等等。珍味是含有丰富钙质

的健康食品，最近随着人们健康意识提高，注目度也上升。公司是一家积极

创新充满活力的公司、已经成为同业界的龙头企业。 

公司把日本全国各地作为活动据点，职员们积极地行动，尽力市场调查与开

发商品，凭借公司的营业力和商品力开辟市场。 

 公司的职员们都是精力充沛的，成为积极活动的集团，公司内部充满活力。 

没经历没学历都没关系，公司评价职员们的潜力。『健康，安全，安心，美

味』是公司的神圣使命，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不动摇。 

行业的龙头企业 

OKABE集团的生存与发展是提高顾客满

足。员工的幸福是公司发展的基本，公

司发展让员工幸福。OKABE公司的人们

通过信赖与协力，不断创新提高顾客的

满足。同时为食品文化做贡献。 

OkABE集团的经营精神 

■ OKABE集团的使命感 

把顾客的心声作为自己的心声， 
健康 安全 安心 美味是OKABE集团永远的主题 

■ 行动的原点 
生产商品 

我们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来回应顾客的需求，努力开发
长久受欢迎的商品 
培养人才 
我们通过不断自我创新，成为既有行动力又有协调性的人 
扩大客户 

我们寻求能对我公司的经营方式，生产思维生产呜的，能共存
共荣的客户。 
品质 价格 交货期 

我们生产比任何公司都卫生，均一的产品，减低成本，严守交
货期 
基本动作 

我们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彻底做好九个基本动作，形成良好的
社风 

公司概要 



公司的{开发力}掌握企业发展的关键，加强技术力与开发力。彻底调查顾客

的要求，应用于开发商品，在产品开发过程中速度是最重要的要素。接近全

国各地厂商与批发商收集消费者的情报。 

与批零销售店的{共同开发}不只是价格竞争，是开发深受欢迎的商品操纵市

场的商品。电子交易也是一种方式。 

开发部是开发商品的中心，新产品的规划。设计。命名。开辟销路等等，专

心致志地收集公司内部与外部的情报。开发部的概念，集中目标的产品开发

的口号，日以继夜地挑战开发受欢迎的产品。 

情报作为公司构思的｢基础｣ 

销 售 战 略 部 门 



公司的智囊团部执行开发产品与保证品质的重要任务，以开发部想出的主意

形成试制品。 

反复改良试制品，投入批量生产上线。公司建立一贯的体系重视速度。 

保证品质是管理对于食品公司最重要的，从卫生角度一一地检查产品开发过

程。[进攻]的开发商品与[守卫]的保证品质组成团体，作为公司的智囊。 

以｢构思｣作为｢有形｣ 
智囊团 



公司主要加工厂是于1996年第一个通过了HACCP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HACCP表示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确保食品在消费的生产、加工、制造、

准备和食用等过程中的安全，在危害识别、评价和控制方面是一种科学、合
理和系统的方法。识别食品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环节并采取适当的控制措
施防止危害的发生。通过对加工过程的每一步进行监视和控制，从而降低危
害发生的概率。 
于2002年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表示组织具有提供满

足顾客要求和适用法规要求的产品的能力，目的在于增进顾客满意。随着商
品经济的不断扩大和日益国际化，为提高产品的信誉、减少重复检验、削弱
和消除贸易技术壁垒、维护生产者、经销者、用户和消费者各方权益,这个第

三认证方不受产销双方经济利益支配，公证、科学，是各国对产品和企业进
行质量评价和监督的通行证；作为顾客对供方质量体系审核的依据；企业有
满足其订购产品技术要求的能力。 

加工厂主要从事小鱼加工品，对于温度，时间等等密切注意，保留材料原味
的加工。加工厂拥有水与生的高度处理技术，除了珍味以外还制造蔬菜加工
食品。 
凭借公司的宗旨[安全，美味]建立精诚的生产体系。 

先进卫生管理体系 
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生产部门 

我们遵循食品产业生产者的使命，永远为顾客提供无害，卫
生的食品。发誓要将卫生的问题作为经营的最重要事项来遵
守。 

OKABE集团的卫生宪章 

JAPAN FISHERIES ASSOCIATION 

CERIFICATION SITE 
 ■OKABE CO.,LTD. Head office 
       /GOSHIKIHAMA Plant 
 ■SETO QUEEN CO.,LTD. 1. 绝对不使用任何对人体有害的原材料，资材。 

2.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绝对不能让任何有可能混入有害物质的

行为，及任何不卫生的行为发生。 

3. 绝对不向顾客提供任何有可能有害，不卫生的产品。 

4. OKABE集团的商品为国民的健康做贡献。 



公司开辟销路网罗日本，营业员注视各地的市场动向与开辟新的销路。把最

靠近消费者的营业员拥有的情报，作为开发产品，营业等等的基础资料。 

一个月二十天以上出差的营业员不少，对于担任地区的责任感，以公司的牌

子自负是买卖成功的活力。 

有的营业员说{虽然总公司在爱媛，但是在东京，大阪等等的大城市，高层次

地工作让我幸福。让我成长。} 公司的营业员不只是工作，是通过工作扩大

人际关系，作为个人的财产。 

作为公司的代表 
营业部门 



 1 开发又健康又安心的产品  

 2 开辟新的销售途径 

 3 培养丰富想象力的人才 

在{彻底基本，新的挑战}的口号下以销售额达到100亿日元为目标。 

开发产品是与点心，宠物食物制造商等等共同开发，开拓新领域。 

扩大新的销路途径凭借营业部的提议与开发营业开辟新的销路与充实各地的

据点，开辟网络零售等等的新销路。 

「THAI OKABE PROMOTION CO,.LTD.」于1992年在泰国注册成立，现在发

挥技能扩大泰国国内的占有率而亚洲交易的据点。 

为了扩大外国的销路组织项目小组，公司的产品扩展到全世界。 

扩大路线与世界战略 
经营战略 

THAI OKABE PROMOTION CO.,LTD. 五色浜工場 



会社概要 
 
１．商号 OKABE股份有限公司 
 
 
２．总址 150ICHIBA,IYO,EHIME,JAPAN 799-3195 
    总机 +81-(0)89-983-1230 
    传真 +81-(0)89-983-1239 
    邮箱 0001@okabe-group.com 
    网址http://www.okabe-group.com/ 
  
  厂址 1693-11 SHIMOAGAWA，IYO，EHIME，JAPAN799-3111 
    总机 +81-(0)89-983-5150 
    传真 +81-(0)89-983-1983 
 
  OKABE股份有限公司 东京支店 
    Saitama Urawa Building 4th Floor, 2-3, 2-Chome,  
    Takasago, Urawa-Ward, Saitama-City, Saitama 330-0063 Japan  
    总机 +81-(0)48-835-1230 
    传真 +81-(0)48-835-1239 
 
  
３．现注册资本 5000万日元 
 
  
４． 董事会 董事长兼会长     冈部 悦雄 
     董事长兼总经理          冈部 光伸 
     常务董事                宫野 雄三郎 
     董事                    冈部 俊孝 
 
 
5.营业品目(営業品目) 
  农水产物制造，销售 

●小鱼商品/芝麻晒干的小沙丁鱼，小鱼MIX，五色鱼煮，杏仁小鱼，小虾小吃，小鱼小
吃，青海苔小鱼，芝麻竹荚鱼等 

●卷形商品/星鳗卷形，丝背细鳞鲀卷形等 
●烘烤整条鱼，甜料酒商品/竹荚鱼，丝背细鳞鲀，金线鱼，沙钻鱼，鳐鱼，星鳗，带

鱼，蛸等 
●骨煎饼/竹荚鱼，丝背细鳞鲀，沙丁鱼将煎饼，蜂蜜煎饼等 
●咸烹海味商品/豆沙丁鱼咸烹海味，胡桃咸烹海味，小虾咸烹海味，HAMAKKO，明太子

咸烹海味，芝麻海带，芝麻沙丁鱼咸烹海味，金枪鱼海带等 
●平干商品/平干小鱼，平干干贝，平干小虾，平干乌贼等 
●SNACCHIN商品/雌株SNACCHIN，沙丁鱼SNACCHIN等 
●精致商品/来自蓝色海洋系列，濑户内海妈妈系列，四国产奶油乳酪三明治，奶酪的

花瓣，蜜栗子，小沙丁鱼粥，冒泡食品 
●酱汤商品/渔夫汤的材料，酱汤的材料{萝卜} 
●其他的商品/FISH CHEESE SAND，调味咸烹海味，小鱼紫菜，干露煮小鱼，一夜干，

粉末，礼品，橘子羊羹，香橙羊羹等 



6.公司简历 

1974/2 在爱媛县伊予市森成立 

1974/11 工厂迁移到爱媛县伊予市米凑1502 

1979/8 新建到爱媛县伊予市米凑1502加工厂 

1984/7 新建包装厂 

1985/1 改组为OKABE股份有限公司。 

1985/10 新设品质管理室 

1988/8 注册资本增加到1500万日元。 

1989/2 注册资本增加到2000万日元 
在爱媛县伊予市150新建市场工厂 
开设东京营业所 

1990/6 总部迂移到爱媛县伊予市150 

1990/8 注册资本增加到2500万日元 

1990/12 宇和海股份有限公司创立 

1992/2 THAI OKABE PROMOTION CO LTD创立 

1992/12 采购工业区土地 

1994/1 伊予乃国股份有限公司创立 

1995/4 SETOQUEEN创立 

1996/4 新建五色滨工厂 

1998/2 更名为OKABE股份有限公司 

1998/5 注册资本增加到3000万日元 

1999/5 五色滨工厂通过HACCP认证 

2000/3 五色滨工厂通过JAS认证 

2000/6 SETOQUEEN通过HACCP认证 

2002/4 OKABE股份有限公司通过ISO9001认证 

2002/4 SETOQEEN通过ISO9001认证 

2002/5 注册资本增加到4000万日元 

2004/3 {炸小鱼}获大阪府知事奖 

2005/1 冈部悦雄就任董事长，冈部光伸就任总经理。引进两名代表性。 

2005/7 OKABE PROMOTION CO LTD通过泰国的HACCP认证 

2006/3 {平干系列}获松山商工会议所奖 

2006/12 {沙拉装点}获松山名牌新商品比赛优秀奖 

2008/12 {奶油乳酪三明治}获爱媛知事奖 

2009/4 获老家振兴{公司部门}奖 

2009/11 THAI OKABE PROMOTION CO LTD通过ISO9001认证 

2010/4 东京营业所迂移 

2010/5 {平干小鱼}获2011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银质奖 

2011/1 {锅炸小鱼系列}松山名牌新商品比赛获优秀奖 

2011/5 {平干小鱼}获2011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银质奖 

2011/6 认定农商工事业计划 

2011/6 THAI OKABE PROMORTION CO LTD通过HALAL认证 



7.   REFERENCE BANK 

 The Iyo Bank Ltd. Gunchu Branch 

 Ehime Bank Ltd. Gunchu Branch 

  

8.   MAJOR BUSINESS ASSOCIATES 

 Food wholesalers nationwide, Food manufacturers, Central wholesale markets, Fishery’s associations 

  

9．集团公司 
               宇和海股份有限公司 
                 爱媛县南宇和郡爱南町久良2347 
                 总机 +81-(0)895-73-1230 
                 传真 +81-(0)895-731619 
  
               伊予之国股份有限公司 
                 爱媛县伊予市市场150 
                 总机 +81-(0)89-982-1492 
                 传真 +81-(0)89-983-1239 
 
                SETOQEEN股份有限公司 
                  爱媛县伊予市市场150 
                  总机 +81-(0)89-982-7116 
                  传真 +81-(0)89-983-1239 
  
                THAI OKABE PROMOTION CO LTD 
                  总机 +66-38-657279 
                  传真 +66-38-866748 
 

10.公司组织结构 

Aug.2012 

总经理 

营业部 

营业集团 

东京营业所 

营业第一课 

营业第二课 

Ａ小组 

Ｂ小组` 

Ｃ小组 

商品课 采购课 

营业企划室 

企划开发部 

企划开发部 

企划销售课 

总务部 生产部 

技术第一课 

技术第二课 

技术推进课 

品质保证部 

品质管理课 

商品开发课 

董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