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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  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 
 

2017年当地法人调查表 

提交期限 2017年8月31日 

提交部门 经济产业大臣 

（此栏由经济产业省填写。） 

     －     －   
 

 本调查表内所填写的内容，根据统计法保守秘密。 
 本调查的调查时间原则上截至2017年3月31日当天，请填写2016年度的实际成绩。 
 所有金额均以日元来表示，不满1百万日元时则四舍五入。没有实际成绩时，请填写“—”。另

外，对于10万日元的位数采取四舍五入，对于不满1百万日元的项目请填写“0”。 
 填写时请参照“调查表填写指南”。 
 去年所填写的调查内容，对1当地法人概况、2出资情况备有预印本。此后如有变更，请在相应

处用=线划掉，并作修正。 
 本调查表提交期限：最迟2017年8月31日必到。 

 

1 当地法人概况 

101 当地法人名 

（请用罗马字母填写）  

 

102 国家·地区分类 
国家•地区代码 国家·地区名 

* 国家·地区代码、国家地区名请参照“调查表填写指南”
中的附表1国家分类、地区分类表进。     

103 州·省分类 
州•省代码 州·省名 * 州·省代码、州·省名在国家分类为“美国”或“中国”

时，请参照“调查表填写指南”中的附表2、3州·省分类
表进行填写。 

   

104 行业分类 
行业代码 行业名 * 行业代码、行业名，请参照“调查表填写指南” 

中的附表行业分类表进行填写。 
倘若行业名不明时,请写上贵公司的具体的业务内容。      

105 设立·资本参加时期 
年 月 

* 设立时期与资本参加时期不一致时，请填写资本参加的时期。 
      

106 结算月 
月  

   

107 
按子公司 
孙公司 

请在相应的
代号圈选○
记号。 

若是孙公司请直接填写母公司名称（请用罗马字母填写） 
 

1.子公司  

2.孙公司 

108 
按持股公司、非持
股公司 

请在相应的代号圈选○记号。 

1.不是持股公司 
2.业务持股公司 
3.纯粹持股公司 

 

 

2 出资状况                        (年度末、百万日元) 

201 资本金或出资金 
兆 千亿 百亿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请继续使用出资时的汇率，不应受外汇汇率变动的影响。 

增资时，应使用增资当时的汇率。 
       

202 日方出资比例    
. 

％ 
＊请以小数点以下1位数填写资本金或出资金中所占的日方出资合计额的
比例。若是孙公司，则为“日方向子公司出资的比例”×“子公司向孙公
司出资的比例”。 

 

*有关纯粹持股公司、业务持股公司的定义,请参照

“调查表填写指南”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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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产状况 

对于2017年3月31日当天的投产状况，请在相应的代号上圈选○记号。 

301 投产状况 

1.投产中 
投产中、营业中(2.初次决算前的除外)的情
况。 

 5请填写“雇用状况”以后的全部
项目。 

2.初次决算前 设立后或出资后，未迎来最初的决算期时。 
 

5在可能的范围内，请填写“雇用
状况”以后的项目。 

3.未设立·未投产 申报后，尚未设立时或尚未投产时。 

4.休眠中 休眠中、休业中 

5.解散、撤退 

通过解散(包括清算、倒产等) 、撤退·移
转(变卖、吸收·合并、转移·合并到其他
地区等)，结果使日方合计出资比例变为0%
时。 

 

请仅就4“解散、撤退、出资比例
下降的状况”填写。 

6.出资比例下降 日方出资比例为0%以上、未满10%时。 

 

请仅就44-1.“解散、撤退、出资
比例下降的时期”填写。 

 

4 解散、撤退、出资比例下降的状况 
 

（3对于“投产状况”，请仅就选择“5.解散、撤退、6.出资比例下降”的企业填写。） 

 4-1. 解散、撤退、出资比例下降的时期 

   对于解散、撤退、出资比例下降的时期，请在相应的代号上圈选○记号。 

411 
解散、撤退、出资比
例下降的时期 

1.2015年度以前 

2.2016年度 

 

 4-2. 解散、撤退的理由 

    对于解散、撤退的主要理由，请从下列中选择1项，并在相应的代号上圈选○记号。 

421 
解散、撤退的主要
理由 

1. 产品需求的判断错误导致销售不良·收益恶化 

2. 与当地企业竞争激化导致销售不良·收益恶化 

3. 与日商企业竞争激化导致销售不良·收益恶化 

4. 与第三国外资企业竞争激化导致销售不良·收益恶化 

5. 汇率波动导致销售不良·收益恶化 

6. 与当地合作伙伴对立 

7. 机构重组、经营资源的重新评估等而导致合并或取消 

8. 为适应地区内关税自由化等动向而合并或取消 

9. 税制的优惠措施的重新评估等而导致合并或取消 

10. 短期性事业目的（饭店、公寓、高尔夫球场建设等）的完成 

11. 其他 

 

（3针对“投产状况”填写“5.解散、撤退、以及6.出资比例下降”的企业，到此结束。 

   以下项目不必填写。谢谢协助。） 

5 雇用状况 

（年度末） 

 

总数 

* 请填写给薪董事、常任雇员的合计人数（包括日

方派遣人员）。常任雇员是指无论正式职工、准职

工、临时工等称呼，凡是1个月以上的雇用合同人

员及年度末或之前的结算期前2个月分别雇用了18

天以上的人员。 

万 千 百 十 一  

501 常 任 职 工 人 数       人 

502  其中日方派遣人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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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事业活动状况 
 

 6-1. 销售额            (百万日元) 

 2016年度实际成绩额 2017年度估计额 

十兆 兆 千亿 百亿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十兆 兆 千亿 百亿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商品出口额”栏内，请填写以
自己公司名义办理了通关手续的
直接出口金额。 611 销  售  额                 

612 

  

出口日本销售额          

*当地企业：拥有所在地国籍的企业。不包

括外资企业。 

 

*请填写该当地法人在所在国内的销售额。 

但是，中国本土与香港之间的销售，请在

619.对第三国出口额及621.亚洲栏内填写。 

*例：在美国境内的当地法人，如果在美国

境内销售，请填写615.当地销售额，如果在

加拿大销售，请填写619.对第三国出口额与

620.北美。 

*关于除商品之外的服务等贸
易，出口额请在612～614、619～
623的相应各栏填写。 

 

*如果签订合同的对象与收货方
不统一，请填写收货方名称。 

 

613  其中供应母公司的         

614  对其他企业出口         

615 当地销售额         

616 

 

其中销售给日资企业的         

617 其中销售给当地企业的         

618 对出其他企业出口         

619 出口第三国销售额         

620 

 
细
目 

北 美         

621 亚 洲         

622 欧 洲         

623 其他地区         

 

 

6-2.采购额                 (百万日元) 

 2016年度实际成绩额  

*“商品进口额”栏，请填写以自己公司名

义办理了通关手续的直接进口金额。 

 

*当地企业：拥有所在地国籍的企业。不包

括外资企业。 

 

*请填写该当地法人在所在国内的采购额。 

但是，中国本土与香港之间的采购，请在

632.自第三国进口额及634.亚洲栏内填

写。 

*例：在美国境内的当地法人，如果自美国

境内采购，请填写628.当地采购额，如果

自加拿大采购，请填写632.自第三国进口

额与633.北美。 

 

*关于除商品之外的服务等贸

易，进口额请在625～627、

632～636的相应各栏填写。 

 

*如果签订合同的对象与出口

的实际发货方不统一，请填写

实际发货方名称。 

十兆 兆 千亿 百亿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624 采  购  额         

625 

  

进口日本采购额         

626  其中从母公司进口的         

627  自其他企业采购额         

628 当地采购额         

629 

 

其中从日资企业进口的         

630 其中从当地企业进口的         

631 自其他企业采购额         

632 进口第三国采购额         

633 

 
细
目 

北 美         

634 亚 洲         

635 欧 洲         

636 其他地区         

 

 

7 费用、收益•利润分配、研究开发状况 

 7-1. 费用                             (百万日元) 

 十兆 兆 千亿 百亿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711 
营业费用 

销售成本          

712 经销费•一般管理费          

713 
营业费用细目 

工资总额         *营业费用细目中，请填写销售成
本所属的经费和经销费•一般管理
费所属的经费的合计额。 714 租金         

 

  

* 销售额＝对日本出口额+当地销售额+对第三国出口额 

* 对日本出口额＝对总公司出口客客额+对其他企业出口额 

* 当地销售额＝对日资企业销售额+对当地企业销售额+对其他企业销售额 

* 对第三国出口额＝+对北美出口额+对亚洲出口额+对欧洲出口额+对其他

地区出口额 

* 采购额＝自日本进口额+当地采购额+自第三国进口额 

* 自日本进口额＝自总公司进口额+自其他企业进口额 

* 当地采购额＝自日资企业采购额+自当地企业采购额+自其他企业采购额 

* 自第三国进口额＝自北美进口额+自亚洲进口额+自欧洲进口额+自其他

地区进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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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收益•收益分配 (百万日元) 

 
十兆 兆 千亿 百亿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按该国会计原则，如无“经常利
益”概念时，则请填写税前损益。 

721 经常利益（△损失） 
        *在经常利益为损失、税后本期损

益为损失时或本期内部保留额为
回收时以及年度末内部保留余额
为亏损时，请分别在数值前面注
上“△”。 
*请填写应从税前本期利益中扣
除的税金费用（法人税、居民税
等）的合计额。在金额前面请不
要注“△”。 

722 法人税等 
        

723 税后本期利益（△损失） 

        

724 本期内部保留额（△回收） 
        *本期内部保留额＝本期纯损益

－分红 

725 2016年度末内部保留余额（△亏损） 
        *年度末内部保留余额＝固有资

产－资本金－资本储备金 

 

 7-3. 支付费用 (百万日元) 

 十兆 兆 千亿 百亿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当地法人向日方出资者的支付额 

请在结算基础数据表中填写总金额

（包括红利、专利权使用费、借款利

息、技术指导费等）。 

但是，所填写数据请不要包括自日方

出资者的采购额。 

 

*当地法人向非日方出资者的支付额 

请在结算基础数据表中填写总金额

（包括红利、专利权使用费、借款利

息、技术指导费等）。 

731 向日方出资者支付的费用 
        

732  其中红利 
        

733  其中专利权使用费 
        

734 向非日方出资者支付的费用 

        

 

 7-4. 研究开发费 (百万日元) 

 十兆 兆 千亿 百亿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请填写上包括作为实验研究的
人工费、物件费,与研究相关的固
定资产的折旧费、共同研究分担
金、研究委托费。 

741 研究开发费 
        

 

 

8 设备投资状况 (百万日元) 

 2016年度实际成绩额 2017年度估计额 
十兆 兆 千亿 百亿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十兆 兆 千亿 百亿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801 设备投资额（土地除外） 
                

 * 设备投资额请填写上本年度有形固定资产的（包括建设设备投资估计额、土地除外）折旧前的取得额。 

 

行业分类为制造业（行业代码0401～1906）的话，请在相应代码、部位画上○。 

 

9 主要产品 

行业分类为制造业（行业代码0401～1906）的话，对主要产品在某个相应的代码上画○。 

901 

1. 最终财产 *以家用为目的购入的产品或用作企业生产设备的机械等，以及用于建筑工程的原材

料与用于建筑物内装修的物品、用于土木工程的原材料。 

* 生产最终财所必需的零配件或加工品。 2. 中间财产 

 

如果无法确定选项，请填写销售额最高的产品的名称、选择该产品的一位主要购货商并在其名称上画圈。 

 

产品名称                        
*请参考《调查表填写指南》的《附表4.行业分类表》的内容示例，选择与自家公司产品最接近的项目并填写。 

 

购货商 请从以下项目中选择一项、在项目编号上画圈。 

1. 制造业  2. 批发业  3. 零售业（含消费者） 4. 服务业  5. 建筑业  6. 其他 

本调查到此结束，谢谢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