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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植物性食品原材料改变世界

有关事业内容、可持续发展举措以及IR信息等，

请浏览本公司网站页面。

关于中长期愿景及今后的经营战略的内容，

请浏览“不二制油集团 综合报告书”。

不二制油集团

仅仅是一粒植物果实。

我们不二制油集团坚信：

在那有限的小生命中，

蕴藏着能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

的巨大可能性。

从创业开始我们就与时俱进，

与源于植物的食品原材料并肩前行，

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

挖掘植物所拥有的潜能。

不二制油集团今后将继续面对世界问题，

为可持续发展社会做出贡献。

综合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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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DHA·EPA稳定化技术，

支撑人们健康地生活。

世界人口将持续增长，然而，地球的资源

却是有限的。据预测，未来的水资源和动

物性食物资源将会严重不足。

推进关爱人权和环境的

可持续性采购。

大豆是一种用远远少于精肉的肥料和水就可栽培，且对

环境负荷很少的植物资源。生产种植时所用的水量，大

约是饲养牛的1/8。另外，因为可以直接用作食物原料，

所以能够高效地生成蛋白质。不二制油集团作为世界上

唯一一家综合性大豆食品制造商，将充分利用大豆所拥

有的力量，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做出贡献。

通过对地球负荷较低的蛋白源，

实现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

原料采购

在随着医疗和科学的发展，人类寿命不断延长

的当今，如何填补与能独立生活的“健康寿命”

之间的差距已备受关注。

平均寿命与健康寿命。

能否填补之间的

差距吗?

岁

岁9
2016 年全世界的

平均寿命与健康寿命之差

健康寿命

健康寿命 岁
平均寿命

万吨

万吨

2016 年 10月～ 2017年 9月

20 0 0 年 10 月～ 20 01年 9 月

亿人
2017 年的总人口

食物资源不足

预测 2050 年的

世界总人口

可可作为巧克力的主要原料，在担心未

来供求紧张的同时，也面临着农户的贫

困、雇用童工以及森林破坏等课题。

在过去16 年期间增加的

世界可可豆总产量

万吨+187

亿人约100

olutionOurs olutionOurs olutionOurs
富含在鱼贝类中的DHA·EPA，是被寄予降低老年

痴呆症发病风险等具有健康效果的不饱和脂肪酸。

可是，存在着严重的氧化变质及其带来的鱼腥味问

题，受此阻碍只能以胶囊状摄取，除此之外很难。不

二制油集团通过在油脂中使难溶性抗氧化成分能稳

定地分散的新技术，成功地开发出可控制氧化和鱼

腥味的“稳定化DHA·EPA”产品。目前正在推进

为客户提供方案，谋求普及到各种各样的食品中。

为履行产品的供给责任，稳定采购高品质的安全原材料

是必不可缺的。不二制油集团以棕榈、可可、大豆的基

本原料为中心，正在推进环境的、社会的、经济的可持

续性采购活动。为了将来也能持续地提供快乐饮食，我

们将与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携手合作，同时实现以可

持续方法生产原材料的采购目标。

出处：WHO,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19 出处：ICCO, Quarterly Bulletin of Cocoa Statistics 出处：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在需求扩大的

背后是否伤害了

人类与环境?

人口在不断增加。

食物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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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着创造有限资源替代品的历

史和技术，不仅开发生产了作为可可脂替代

品的巧克力用油脂，而且还有替代乳制品

的植物性奶酪用原材料和麦淇淋，以及替

代肉类、鱼类的大豆肉等产品。随着世界人

口的不断增加，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

课题，为此，这些替代品作为可持续性产品

发挥更高价值的预期已指日可待。

今后将会有怎样的未来，我们能创造

出什么样的价值呢？从将来的应有姿态出发

思考现在应该怎样去做，描绘出通往未来

的进程图。

“以人为本”。我们今后也不会改变这

个从创业就开始扎根的企业思想。最大

限度活用植物性原材料中蕴藏的未

知数和可能性，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社会做贡献。

我们不二制油集团以棕榈、大豆、可可

豆等植物性原料为主，开展了植物性油脂、

业务用巧克力、乳化和发酵原材料、大豆加

工原材料等四大事业。人以食为天，食物是

人类生存的根源，并与人们最重要的健康

息息相关。而且，为了人类的健康，地球也

必须保持健康。

我们认为，企业的存在价值在于对社

会有所贡献，从1950年创业起至今已历经

半个多世纪，我们一直坚持不懈，努力通过

饮食，即我们的主营业务来为社会创造了

价值。即使如今已进入了全世界向实现

SDGs（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的时代，用

植物原材料的食品力量解决社会面临

的课题仍然是我们的使命。

不二制油集团控股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社长

最高经营责任者（CEO）

清水 洋史

不
断
追
求
植
物
原
材
料
的
可
能
性
，

为
世
界
提
供
解
决
方
案
。

作为食品制造商，

通过主营业务提供解决社会课题方案。

坚持为人类、为社会服务。

返回到企业的原点，

开拓食品的未来。

植物油脂

乳化及
发酵材料

业务用
巧克力

大豆
加工材料

活用油脂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在世界各地扩大市场份额

开创可持续性

食品的未来

运用创业以来所培育的技术

开拓食品的可能性

与客户携手共创

解决食品课题

开创

食品未来的

四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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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糕点用
油脂

油炸·
喷淋用油脂

冷冻糕点用油脂 乳化油脂、粉末油脂、
润滑·脱模油

主要产品

巧克力用油脂

植物油脂事业

强化可持续性棕榈油产品

的生产体制。

将DHA·EPA提供给

全球的人们。

推进充分考虑人权和

环境的棕榈油采购。

TOPICS

在马来西亚成立了可生产高品质且可

持续性棕榈油产品的公司UNIFUJI 

SDN. BHD。此外，为了满足美国对棕

榈油的需求，计划2020年不二制油新

奥尔良的新工厂开始投产。

世界上首次成功实现了DHA·EPA的

稳定化。抑制了由氧化引起的“鱼腥

味”，从而使每天吃饭时可轻松地享用

成为了可能。目前，正在面向国内外市

场加速推进具体措施。

通过可预见全球需求量将大幅扩大的巧克力用油脂、最适合

制作口感柔和甜点的点心用油脂、加重盐味和酸味口味感为

减盐做贡献的味道增强油脂以及健康油脂等的多种功能，

为世界的餐桌提供支持。

2016年制定了“负责任的棕榈油采购

方针”。针对不二制油集团的所有棕榈

油产品，包括供应链在内，努力实现没

有砍伐森林，没有开发泥炭地，没有剥

削的采购目标。

在油脂上增添附加价值，实现多功能。

以美味与健康为根基，走向世界的餐桌。

通过加重口味感的“味道增强效果”，

提高食品的美味。

在无臭无味的原有常识性油脂方面创出了新的功能。通过独特技术加重口味，

产生了浓厚的咸味、辣味、酸味等效果。在保持美味的同时，抑制调味料的使

用，还有助于减少盐分。

olutionOurs

UNIFUJI

如果说，不二制油集团持续挑战半个多世纪来改变

食品未来的技术革新，其原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植物

性油脂事业。因为我们在行业中是后起家的植物油

脂制造商的，“与其他公司相同则无法成长”所以要

不断摸索新原料，在椰子和棕榈方面寻求活路，确立

了独自的“分离”技术。

能否使油脂

增加“美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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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维曲巧克力

涂层
巧克力、

淋面巧克力

甘那许、
生巧克力

成型
巧克力

冰淇
淋涂层用
巧克力

主要产品

从纯巧克力、美味无糖巧克力，到最适合与食

材配合的混合巧克力，正在灵活地应对更广范

围的巧克力产品的开发。

采用先进的加工技术

拓展更广阔的巧克力世界。

业务用巧克力事业

喜欢吃甜食。

还希望健康!

2015年收购巴西HARALD公司股份

后，积极推进M&A(企业并购)。2019

年收购了美国巴洛美公司的股份，从而

使业务用巧克力的市场份额位居世界

第三位。

方针中向社会做出承诺，以改善农户的

生活环境、在本公司供应链中杜绝使用

童工、防止森林破坏与保护森林作为三

大支柱，通过整体事业实现采购已使

用可持续性方法生产的可可豆之目标。

积极开展M&A，

将在全球扩大市场份额。

通过油脂技术

应对今后需求的不断增加。

2018年制定出

《负责任的可可豆采购方针》。

充分发挥不二制油集团所拥有的巧克

力用油脂事业的协同作用，开发可用于

各个地区和各种食品的巧克力产品。以

环太平洋为中心，努力满足日益高涨的

消费需求。

开发出即使不加砂糖也有美味口感的巧克力。

为满足需求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产品阵容。

巧克力里含有健康成分已引人注目，在这种需求中，我们开发出不使用砂糖的无糖巧克

力。通过独特的混合工艺调出可可芳醇的香味，实现了在抑制饭后血糖值上升的同时还

能充分享受香甜浓郁的味道。

TOPICS

olutionOurs

积极开发出最高级的可调温巧克力，以及应用了油脂

事业所培育的技术的面包和冰淇淋用混合巧克力原材

料。由于美国的巴洛美公司加入了不二制油集团，从

而使业务用巧克力事业在世界市场份额上位居第三。

以环太平洋为中心，建立了10个国家16家基地的业务

用巧克力供给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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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推出了充分运用高度乳化和无菌化技术的鲜奶油、以

追求大豆原有美味和功能的植物油脂为基础的麦淇

淋等产品阵容。利用USS制法制成以大豆为主原料的

奶酪风味原材料及奶油，提炼出食材的原汁原味，开

启了崭新的美味大门。

以油脂事业为基础来调整技术，

应对消费者的需求。

奶油

夹心 麦淇淋

植物性奶酪
原材料

USS
豆浆加工品

乳化及发酵材料事业

耐热性强，口感香滑。

能做出这样的鲜奶油吗?

为了应对因饮食生活变化而急速扩大的

亚洲需求，在中国的第二家工厂从

2018年度下半年开始投产。生产面包

和甜品不可或缺的麦淇淋、夹心、可丝

达奶油等产品。

采用USS（分离筛选技术）制法，开发

出“豆浆鲜奶油”和“低脂豆浆”。作为

可充分发挥大豆原有美味和功能的原

材料，正在扩大应用范围。

在享誉高市场份额的中国

开设了第二家工厂。

拉动面包市场迅速扩大。

应对人手不足、

植物性原材料的

需求高涨。

采用世界首例

取得专利的USS制法，

开辟大豆原材料的新天地。

在人手不足问题日益严重的日本，通过

提供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产品，以及不二

制油集团所擅长的植物性产品的开发，

谋求与竞争企业之间形成差异化。

在饮食生活急剧变化的中国和东南亚，

展开符合当地气候和需求的产品。

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以城市为中心，咖啡连锁店和便利店等正在急速增加，面包的需求也

在扩大。由于零食及面包因文化差异，喜好和发展趋势也有所不同，我们根据不同国家

的市场准确地抓住各自的需求，为解决各国固有的课题做出贡献。

TOPICS

olutionOurs

采用高度乳化和无菌化技术，开发出兼备丰富风味和

良好使用性的各种奶油、变化多样的麦淇淋、适合多

种面包和甜点的奶酪风味原材料等。拥有着制作糕点

与面包不可或缺的产品，品种齐全，正在全世界各行

各业的客户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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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增长的植物性

食品市场中打造竞争力。

主要产品

新设PBFS事业部门，

以长期的观点为重点

制定战略方案。

在日本建设大豆肉新工厂。

通过新产品

积极地开拓新市场。

瞄准2050年的未来，对不二制油集团

所拥有的植物性食品技术和产品进行

重组，从与现有事业不同的观点出发，

推进制定战略方案。

我们开发出口感接近于肉类食物的粒状大豆蛋白、能

促进减轻疲劳和燃烧脂肪的大豆肽等可为健康和食

品未来做贡献的原材料，此外，还有富有可保持加工

食品品质功能的水溶性大豆多糖类等产品，种类丰富

多彩。

凭借领先于世界的新技术

追求大豆的可能性。

大豆加工材料事业

即使减少吃肉，

也能尽享

饮食的乐趣!

再现接近于肉类食物的口感。以实现美味和

健康的大豆肉原材料开拓食品的可能性。

通过植物性原材料，来满足近年来呈现增加趋势的“坚持素食，但有时也吃肉”的弹性

素食主义者，以及多样化的饮食需求。并且，以栽培效率高且对环境负荷少的大豆为主

原料，开发大豆原材料和市场，为解决未来将会更加严峻的食物资源问题做出贡献。

TOPICS

olutionOurs

在世界人口持续增加、环保意识不断高

涨的背景下，对植物性食品的关心意识

正在日益提高，我们将不断地开发出以

大豆为主原料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日益增强，大豆肉

销售量在日本市场上不断扩大。为了满

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千叶工厂内建设

了新工厂。以开创新市场为目标。

不二制油集团自创业以来，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不懈

追求，成为了一家致力于大豆研究的综合性大豆食品

制造商。现在，全世界对植物性食品的关心不断高涨，

作为动物资源替代品的大豆也备受关注。为了对人类

和地球的健康做贡献，我们将继续挖掘大豆所具有

的新可能性和美味。

粉末状
大豆分离蛋白

粒状大豆蛋白 水溶性大豆多糖类 大豆肽

大豆
加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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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不二制油集团的技术和广泛的客户群体，通过与客户携手同行共创价值，

实现社会需要的解决方案。

消
费
者

共 创

解决方案

生产、品质管理

不二阳光广场

东京
（日本）

大阪
（日本）

济南
（中国）

上海
（中国）

广州
（中国）

新加坡

曼谷
（泰国）

筑波
（日本）

营
销

基
础
研
究

材料开发

应
用
开
发

生产技术开发

C

不二科技创新中心／

筑波研究开发中心／　亚洲R&D中心B

A研究开发
基地

社
会
课
题

与客户携手共创，面向社会课题 提供解决方案。

食品、饮料制造商

等

快餐、
餐饮产业

零售店、便利店

客户不二制油集团

为了实现安全、品质、环境以及美味

和健康，作为融合不二制油集团内外

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场所而成立。捕

捉全球市场的需求，开发和提供富有

价值的食品原材料。

开创独特技术的

全球化研究开发网络

不二科技创新中心

融合集团内外知识及智慧的核心研究开发基地

作为不二制油集团第一个国

外研究开发基地，于2015年

在新加坡成立。将原材料开

发、应用开发与市场相结合，

努力开发满足亚洲地区市场

需求的产品。

亚洲R&D中心

应对亚洲显著增长的市场需求

在与客户沟通交流的同时，结合最新的

信息、知识、技术，创造出新的价值。在

日本、中国、亚洲等九个地区开设了基地，

通过与客户的共创，创出符合各自地区

顾客嗜好和口味要求的新价值。

不二阳光广场

与客户携手同行共创价值的场所

正在从事与客户需求

相匹配的应用开发；促

进技术深化、展开连

接美味和健康的基础

研究。

筑波研究开发中心

2020年更新不二阳光广场，重新启动A B C D

D

北京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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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不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不二制油（张家港）有限公司

不二制油（肇庆）有限公司

上海旭洋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不二蛋白有限公司

China

东南亚

◎ 不二制油亚洲公司

不二制油（新加坡）有限公司

五德兰阳光食品有限公司

新加坡 Singapore

◎ 不二美洲有限公司

不二植物油有限公司

FUJI OIL NEW ORLEANS, LLC

FUJI PLANT PROTEIN LABS, INC.

巴洛美巧克力公司

美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帕尔麦久棕榈油有限公司

FUJI GLOBAL CHOCOLATE (M) SDN. BHD.

UNIFUJI SDN. BHD.

马来西亚 Malaysia

不二制油（泰国）有限公司

永盛（泰国）有限公司

泰国 Thailand

不二制油菲律宾有限公司

菲律宾 Philippines

永盛巧克力制品有限公司

春金－不二有限公司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3F 不二食品

印度 India

INDUSTRIAL FOOD SERVICES PTY. LTD.

澳大利亚 Australia

哈罗德有限公司

巴西 Brazil

Southeast Asia

美洲 Americas

日本

不二制油集团控股株式会社

◎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

不二新鲜食品株式会社

不二阳光食品株式会社

欧牧乳业株式会社

阪南油库基地株式会社

千叶植物油油库基地株式会社

不二神户食品株式会社

不二筑波食品株式会社

Japan

发挥集团的协同效应

不断在全世界扩展的网络。

欧洲·非洲

不二布兰登堡
德国 Germany

欧洲不二制油
比利时 Belgium

◎ 不二欧洲非洲有限公司
荷兰 Netherlands

Europe and Africa

不二制油加纳
加纳 Ghana

不二制油集团正在以经济显著增长的东南亚各国为首，向植物性食品市场急速扩大的美国、食品动向发源地欧洲等

全世界扩展。通过饮食进一步增强生命力。加深人们之间的联系。满足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产生的需求，为世界饮食

做出贡献。

植物油脂 业务用巧克力 乳化及发酵材料 大豆加工材料 ◎ 地区统括

截至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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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制油集团的历程

自创业起传承下来的不断挑战与革新 的DNA。

使命 我们的使命、我们存在的意义

集团销售额（2019年度）

4,147亿日元 15个国家37家公司

累计获得专利件数（2019年度）

2,967件5,874人

事业基地（截至2020年7月1日）

（日本国内集团公司截至2020年3月31日）

（海外集团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

业务用

巧克力事业

43.42％

合并员工人数

使命

愿景

价值

原则

我们不二制油集团，追求食品原料的可能性，并为快乐饮食与健康做贡献。

愿景 我们的目标

我们以油脂与大豆事业为中心，志在成为创造食品未来的公司，

用美味与健康为社会做贡献。

价值 我们的行为价值观

原则 我们的行为规范

·安全与品质、环境　·以人为本　·挑战与革新　·效率与机遇

各事业
在销售额中

的占比

（2019年度）

植物

油脂事业

27.51％

东南亚

11.14％ 各地区
在销售额中

的占比

（2019年度）

中国

5.50％

欧洲

5.74％

不二制油集团宪章

不二制油集团自创业以来一直坚持追求独自性，不断挑

战与革新。始终挑战开拓新领域，为饮食世界创造了新

的价值。今后还将通过永无止境的创新活动，开拓食品

的未来。

不二制油集团概要

独特技术的黎明期

变革期

1976

1969

1968

1961

美洲

37.79％

乳化及

发酵材料事业

20.54％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成立

1950

创业期

1955

1951

进军国外期

在油脂溶剂分离工厂

开始日本首例硬黄油

生产

日本首次成功使用

压抽方式完成椰仁榨油

1995

1993

1992

1987

1981

1980

在中国成立不二制油（张家港）有限公司

建立水溶性大豆

多糖类生产技术

在比利时成立Vamo-Fuji Specialities 

N.V.（现在，欧洲不二制油有限公司）

在美国成立不二植物油有限公司

在新加坡成立

不二制油（新加坡）有限公司

建立酵素酯交换技术

发售植物性

奶酪用原材料
完成分离技术乙醇己烷法

发售肉状组织蛋白产品

“不二肉”

阪南工厂开始运转

世界首次成功实现了

高油分奶油的直接

加热杀菌

开始利用脱脂大豆蛋白

2019

2016

2015

2012

2007

收购美国大型巧克力制造商

“巴洛美”的股权

成立新研究所“不二科学创新中心”

开发出DHA·EPA的稳定化技术

收购巴西业务用巧克力制造商

“HARALD”的股权

通过重组转为集团控股制度

世界首次开发出大豆分离

筛选技术USS（Ultra Soy 

Separation）制法

开发出酵素酯交换的

低反式脂肪酸化技术

可可脂的替代品

乳制品的替代品

乳制品的替代品

鲜奶油的替代品

以副产品的“豆腐渣”为原料

动物性蛋白质的替代品

日本

39.83％

我们是谁?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应以怎样的价值观去行动。

为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共享价值标准，并作为集团工作

的全体员工的行动指南，在2015年集团控股制度的过渡之

际，制定了《不二制油集团宪章》。我们继续发扬近70年历

程中传承下来的“不断革新”与“开拓者精神”等创业精神，

继承“客户至上”与“自我创新”等DNA，不二制油集团通

过奠定可持续履行社会责任的根基，促进整个集团的全面

发展。

大豆加工

材料事业

8.53％

取得认证状况
·GFSI认可标准（FSSC22000/SQF/BRC）—19家　·ISO22000—13家

·ISO9001—15家　·HACCP—9家　·ISO14001—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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