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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调查目的

实施本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掌握我国企业在国内以及海外的业务活动动向，并有
助于灵活地制定产业政策和通商政策。

２. 实施调查的法律依据及保守秘密

本调查是根据统计法经批准由通商产业省实施的。此外，根据统计法规定，本
调查中申报填写的内容将受到保护，不得泄密。

３. 调查对象

总公司企业：在我国的企业中,截止2017年3月底，符合以下所列条件的属于本调查范
围之内。

①除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之外的全部行业

②资本金至少为1亿日元

③职工至少为50人

④在海外拥有符合下列条件的当地法人

海外当地法人：凡上述的总公司企业拥有海外当地法人中，在各调期间满足下述所
有条件的企业(包括在各调查实施期间中新建立的当地法人)成为调查对象。

①制造业

②职工至少为50人

③总公司企业的直接出资额和间接出资额的合计出资比率至少为50%

(※参照P3的表)

Ⅰ. 调查方法的概要

４. 调查方法

本调查是为了掌握海外当地法人的情况,每季度(3个月)向总公司企业寄送“海
外当地法人季度调查表”,由总公司企业或当地法人填写后再寄回。

５. 调查截止日

本调查为每季度(3个月)的调查，截止日为各季度的最后一天。

(※参照P2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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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的提交期限如下所示。

请在规定的期限之内将材料提交到经济产业省。如在规定的期限之内不能提交时，
请与经济产业省商量。

６. 调查表的提交期限

2017年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10月 11月 12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2018年

●2017年4 ～ 6月期

●2017年7 ～ 9月期

●2017年10 ～ 12月期

●2018年1 ～ 3月期

寄送
调查表

提交截止
8/15

寄送
调查表

提交截止
11/15

寄送
调查表

提交截止
2/15

寄送
调查表

提交截止
5/15

调查表的寄送月份与提交期限

调查期 调查时间 提交期限

2017年4月～6月期 2017年6月底 2017年 8月15日

2017年7月～9月期 2017年9月底 2017年11月15日

2017年10月～12月期 2017年12月底 2018年 2月15日

2018年1月～3月期 2018年3月底 2018年 5月15日

７. 联系处

经济产业省 调查统计组 企业统计室

海外当地法人统计小组

电子信箱 jimukyoku@k-shihanki.go.jp

８. 调查结果的公布

本调查的统计结果将以“海外当地法人的动向”的形式在经济产业省的网页上加
以刊载。

向成为调查对象各总公司企业寄送部分公布资料。

公布时期＝各提交期限的次月下旬

网址:http://www.meti.go.jp/english/statistics/tyo/genntiho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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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总公司出资的比率

日本国内 海 外

公司
A
公司 公司

B
公司 公司

C
公司

80% 60%

由于A公司的出资比率超出50%，因此B公司成为调查的对象。

C公司由于A公司对B公司的出资比率超出50%，A公司的间接出资比率为60%，
即便不是直接出资，但出资比率已经在50%以上，因此成为调查的对象。

▶事例1

参考

日本国内 海 外

公司
A
公司 公司

B
公司 公司

C
公司

80% 20%

30%

由于A公司的出资比率超出50%，因此B公司成为调查的对象。
C公司由于A公司对B公司的出资比率超出50%，A公司的间接出资比率为20%，

加上A公司30%的直接出资比率，合计为20%＋30%＝50%，出资比率在50%以上，
因此成为调查的对象。

☛注意，不是80×20＋30＝46%

３

成为对象

不成为对象

日本国内 海 外

公司
A
公司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C
公司

20% 60%

30%

由于A公司的出资比率不到50%，因此B公司不是调查的对象。
C公司由于A公司对B公司的出资比率不到50%，因此即便B公司的出资比

率在50%以上也不作为出资比率计算的对象，这样加上A公司30%的直接出比
率，合计为0%＋30%＝30%，因此不成为调查的对象。

▶事例3

▶事例2
成为对象

☛注意，不是20×60＋30＝42%

☛注意，不是80×60＝48%



参考(调查表的背面)

４

可以用最容易填写的货币单位来填写，但是请注意，各国的货币单位单位并不完全一样。

如有必要换算成其他货币时，请按照各公司内部的汇率加以换算。

国家、地区 货币代码 国家、地区 货币代码

〔北美洲〕 〔欧　州〕

美国 111 千 美元 欧盟 199 千 欧元

加拿大 156 千 加拿大元 英国 112 千 英镑

〔中南美洲〕 瑞士 146 千 法郎

阿根廷 213 千 比索 瑞典 144 千 克朗

萨尔瓦多 253 千 科朗 捷克 197 千 克朗

危地马拉 258 千 格查尔 丹麦 128 千 克朗

哥斯达黎加 238 百万 科朗 土耳其 186 千 里拉

哥伦比亚 233 百万 比索 挪威 142 千 克朗

智利 228 百万 比索 匈牙利 944 百万 格林

尼加拉瓜 278 千 科多巴 波兰 952 千 兹罗提

巴拿马 283 千 波亚 罗马尼亚 968 千 列伊

巴西 223 千 里亚尔 俄国 951 千 卢布

委内瑞拉 299 千 玻利瓦尔 〔大洋州〕

秘鲁 293 千 新索尔 澳大利亚 193 千 澳元

墨西哥 273 千 新比索 新西兰 196 千 新西兰元

〔亚洲〕 巴布亚新几内亚 853 千 基那

日本 100 百万 日元 〔非洲〕

印度 534 千 卢比 埃及 469 千 镑

印度尼西亚 536 百万 印尼盾 象牙海岸共和国 662 百万 CFAF

新加坡 576 千 新加坡元 斯威士兰 734 千 埃马兰吉尼

斯里兰卡 524 千 卢比 尼日几亚 694 千 奈拉

泰国 578 千 铢 南非共和国 745 千 兰特

巴基斯坦 564 千 卢比 〔中东地区〕

孟加拉国 513 千 塔卡 以色列 436 千 新谢克尔

菲律宾 566 千 比索 伊朗 429 百万 里亚尔

越南 582 百万 越南盾 沙特阿拉伯 456 千 里亚尔

马来西亚 548 千 林吉特

台湾 585 千 新台币

韩国 542 百万 圆

中华人民共和国 924 千 元

香港 532 千 港元

　加以填写。

  国家及地区货币单位表

单位和货币 单位和货币

注：如本表中无该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时，请按通常换算时使用的货币（如日元、美元及宗主国的货币等）



Ⅱ．关于调查表的说明

・这是按每季度(3个月)进行的调查。
・关于实际结果（金额、人数）与预测请填写3个月数值。
・调查的对象期间原则上定为每季度开始月份的第一天至结束月份的最后一天的
3个月期间。

・调查时间请参照“各调查的实际结果・预测对象期间”。
・项目中有填写困难时，请填写可以回答的范围。
・可提交外文版调查表。外文版调查表及填写要领备有英语、汉语、法语、西班牙语4
种版本。需要时可从经济产业省的网页获取。(PDF格式)

(http://www.meti.go.jp/statistics/tyo/genntihou/gaiyo/minkan.html)

请填写除土地以外的固定资产（包括在建项目帐户）的该期间（3个月或
者半年）的购置金额。具体指房屋、建筑物、机械、设备等购置金额。不包括
因折旧、出售、拆除等引起的金额减少，所以不存在负值。

此外，不是指季度末的余额。

有
形
固
定
资
产
的

本
期
购
置
金
额

请填写给薪董事和常任雇员(都包括日本人)的合计人数。常任雇员人数
是指正式职工、准职工、临时职工等不论称呼、雇用合同超出一个月的人员
及该期末前两个月分别雇用了18天以上的人员。并且不论当地法人是否支付
工资。

如无法填写截止本期末的人数时，请填写最接近本期末某一时间的人数。
此外，请在备注栏中注明该时间。

职
工
人
数

关于若为新建立的当地法人，请填写当地法人的地址和理由（1.新建
立、2.出资比例上升到50%以上、3.职工人数增加到50名以上、4.开始制造
业务）、理由发生的时间及主要的业务内容（生产品目等）。

若为对象之外的当地法人，请填写理由（1.因解散、清算、合并等引
起的终止、2.出资比例下降到不足50%、3.职工人数减少到不足50人（暂时
减少的情况除外）、4.制造业务的停止）及理由发生的时间。

备

注

【调查对象的定义】

总公司企业：在我国的企业中，截止2017年3月底，同时符合
以下所列条件的企业都成为本调查的对象。
①除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外的全部行业
②资金至少1亿日元
③职工至少为50人
④在海外拥有符合下下述条件的当地法人

海外当地法人：上述总公司企业拥有的海外当地法人中，凡
在各调查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的海外当地法人，都是本调查的对
象。
① 制造业
② 职工至少50人
③总公司企业的直接出资额和间接出资额的合计出资比率至少为

50%

※调查期间中新建立、增资、人员增加等各调查时满足上述条件
当地法人也同样成为对象。 (请参照左下方“备注”栏及右下方
“海外当地法人概要”栏。)

有关“填写金额”请选择期间(3个月、半年)，有关“实绩金
额”的数值请各栏目统一为所选择的期间(3个月或半年)填写。
·仅限在对象期间难以填写的情况下，请填写离该期间最近的可以
填写的3个月。
·如难以填写3个月的实绩金额时，请填写最近的可以填写的半年
的数值，同时在备注栏填入对象期间。

营业额
请填写本公司的矿产品营业额、本公司制造的产品的营业额、加工费收入额（为

其他公司进行原材料、半成品、部件加工时的加工费）、商品进货营业额、其他业务
收入（建筑业工程完工时的收入，农林水产业、饮食店、服务业的收入等）的合计金
额。
其中销往本国国内（※）

在营业额中，请填写所在国的国内销售额合计金额。
其中销往日本

在营业额中，请填写以自己公司名义直接销售日本的合计金额。
其中销往日本以外的第三国（※）

请填写营业额中以自己公司名义向所在国及日本之外的第三国直接销售的合计金
额。

（※）在中国的当地法人的产品销往香港时，或者在香港的当地法人的产品销往中国时，请填
入“其中销往日本以外的第三国”的栏目中。

营

业

额

有关“实绩金额”请在调查表背面的“各国货币单位表”所记载的货币中选择最
易填写的货币加以填写。

在货币代码栏中，请填写所用货币的货币代码。

请注意因货币不同而单位也不同(千或者百万)。

不足货币单位数时请四舍五入后加以填写。

各调查的实际结果和预测对象期间

2017年4～6月期调查
2017年7～ 9月期调查
2017年10～12月期调查
2018年1～ 3月期调查

2017年4～ 6月
2017年7～9月

2017年10～12月
2018年1～3月

实际结果

2017年7～9月
2017年10～12月
2018年1～3月
2018年4～6月

预测
现状判断

2017年10～12月
2018年1～3月
2018年4～6月
2018年7～9月

预测
前景

2017年6月底
2017年9月底
2017年12月底
2018年3月底

调查时间

在“(201)有形固定资产(土地除外)的本期购置金额”的预
测的设问中，仅限回答“1.增加”时，请在(202)栏内从下列中
选择购置的主要目的(可复选)。

生产能力的增强
指为提高生产能力而实施的工厂、机器等的新建与增设等。

更新与修补
指因老化、陈旧等而对工厂等实施的重建和改建、生产设

备的更新以及对建筑物和机械装置等实施的不更换本体的局部
修补工程等。
合理化与提高效率

指不引起生产（销售）数量急剧增加而为降低成本所实施
的设备引进（工厂自动化、办公自动化等引进电脑等,以生产、
销售、管理各部分的合理化和提高效率为主要目的的投资）。
其他

指不属于其他分类的投资（研究开发、节能技术和新能源
的引进、环境保护等）。

海外当地法人概要

我们根据上一季度的答复资料，事先打印了这份概要。如果内容

中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或有更改之处，请用红字进行订正。另外，总公

司企业名称，部门和负责人必须与经济产业省邮寄调查表等时的一致。

如果调查对象中有新的海外当地法人，麻烦您将信封内的备用调

查表（“海外当地法人概要”为空栏的）拷贝所需要的份数，并填写答

复海外当地法人名称等信息（参照“备注”）。从这次调查起，今后将

给该海外当地法人寄送事先打印有“海外当地法人概要”的调查表。

预测请按填写货币的金额为标准来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