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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With

UBE致力于提升 人民的生活品质。

 为使每个人的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

 让社会更加 富饶多姿。

 我们通过独有的 技术和前沿精神

 努力创建富庶 繁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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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897年成立“匿名合伙 冲之山煤矿

合伙”以来，我公司先后在机械、水泥和化

工领域拓展事业，并于1942年将各事业公

司合并为“宇部兴产株式会社”，开启了至今

长达80年的公司历程。

　　然而，当今的市场环境风云变幻，日新

月异，如果各项事业不根据自身特点主动灵

活地提高企业价值，就很难实现持续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我公司将机械事业和水泥事

业分别进行了拆分，自2022年4月起，我

公司主体变成了一家化工事业公司。今后为

了进一步推进全球化，从高能源负荷的事业

结构转变为解决地球环境问题做出贡献的专

业事业公司，借此契机，公司更名为【UBE

株式会社】。

　　UBE集团将以新名称为旗帜，坚持不

懈地挑战变革，并通过产品制造为各种社会

课题提供解决方案，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

会做出贡献。

　　衷心希望今后依然得到大家的支持与

鞭策。

UBE集团 理念标语和品牌故事

胸怀探求技术与革新之心，

创造致力于未来的核心价值，

为社会的发展竭尽所能。

领
导
致
辞

UBE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社长

UBE集团 经营理念

Our shared future is always moving forward. The things we 
say and do now, even the way we think, will have an impact 
on what lies ahead. One small change could ripple outward to 
revolutionize everything.

With this in mind, we’re changing our business at UBE to be a 
chemical company that leads the fight to ensure a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global environment.

Using a frontier spirit that adapts deftly to new circumstances, 
and our uniqu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we’re develop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respect both people and the 
planet. We’re balancing society’s aspirations and humanity’s 
individual needs for better lifestyles with an awareness of our 
responsibility to value and protect the world.

Transform Tomorrow Today

This is our mission and our strength. To honor the spirit of 
coexistence and mutual prosperity that has always been the 
heart of our organization, and to use it to shape a path boldly 
into brighter times.

2022年4月，我公司将商号由宇部兴产株式会社改为UBE株式会社，开启了作为化工事业企业的历史新篇章。

借此机会，我们制作了一个描述公司所能提供的价值和未来目标的理念标语，以及诠释其背后含义的品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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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对日常生活的所有场合和地球环境提供支撑。
UBE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零部件、数字家电、医药和家庭用品等日常生活中，以及基础设施架构和建筑物

等社会基础设施的整修建设工作中。

氮化硅

UBE的氮化硅是一种采用

独特的酰亚胺热解法生产的

高品质粉末，适用于汽车和

飞机等。

医药

发挥化学公司擅长的有机合

成技术，通过制造创新药物

（公司独自的医药），以及制

造具有医药功效基础的原料

药和中间体，来满足医疗领

域的各种需求。

分离膜

UBE制造的分离膜采用了

独特技术。CO2、H2、N2

和除湿加湿等分离膜应用于

绿色能源、防爆和工业用途

等领域。

Tyranno纤维®

运用UBE独特技术研发出

的Tyranno纤维®，能耐超

过1,000℃的高温。作为飞

机零部件材料的强化纤维加

以利用，有望提高飞机的燃

油效率。

聚酰亚胺

聚酰亚胺是由我公司内部生

产的原材料BPDA制造的，

用于生产具有高耐热性和电

气可靠性的清漆、薄膜和粉

末，用于制造LCD/OLED

显示器、移动设备等。

高功能涂层

主要产品是PCD和PUD，

它们是用于汽车座椅等产品

的人造革和对环境影响较小

的水性涂料等的原料，努力

打造可引领全球市场的、具

有高附加价值的环境贡献型

产品。

精细化工药品

供应高纯度硝酸、高纯度儿

茶酚、高纯度DMC等半导

体工艺流程中使用的药液原

料和锂离子电池的电解液原

料，提供众多数字化产品所

需的化学制品。

己内酰胺是生产尼龙6的原

料，其制造过程中产生的硫

铵可作为氮肥，在世界各地

为农业提供方便。大颗粒硫

酸铵喷洒效率好，有望用于

无人机施肥等智慧农业。

己内酰胺/硫酸铵

充分运用包括尼龙在内的各

种树脂和添加剂，供应可以

满足客户要求的高性能树脂。

并开发FCV（燃料电池车）

的高压氢罐衬里用树脂和有

助于汽车轻量化的产品，在

多种应用中提供独特的附加

价值。

合成材料 尼龙聚合物

采用独特的连续性生产技术，

供应质量稳定、用途广泛的

产品。由于具有优异的阻隔

性和强度，可用做食品包装

膜，减少食物损失。还可用

于锂离子电池包材料中，减

少环境负荷。

环境贡献型产品·技术开发

UBE根据ISO14001 ：2015修订版中记载的“自然环境对组织的影响”项目制定了公司内部指导方针。

（1）提供在使用阶段就有助于CO2减排的产品。

（2）致力为客户供应链的CO2减排做出贡献（提供生物聚合物、进行化学产品的回收再生）。

致力通过开发资源循环型

技术来实现脱碳社会和循

环经济。

CO2和 废塑料的有效利用1
在考虑生物多样性的同时，

致力开发和实际应用生物质

等自然资源原料。

3 自然可持续发展能源管理2
致力通过开发隔热和散热等

节能技术来实现脱碳社会。

融
入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U
B
E
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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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究基地

（千叶地区）

各事业领域

研究基地

（宇部、堺地区）

通过将支撑UBE化工事业的核心技术与外部技

术相结合，进一步创造“优势技术”，开展可以

扩大和加强专长事业，创造新事业的研发活动。

大阪研发中心以“营销和创新”为理念开展活动，是功能性聚合物与化工事业部的研发基地。通过与泰国、西班牙和美国的制造、

开发和销售中心合作，正为拓展全球市场而开发环保型高功能产品。通过不受事业领域限制的研究员之间交流创造产生的新材

料和应用程序开发，为客户进行产品开发、解决技术问题做出了贡献。

堺地区

主要研究基地

致力于创造可持续增长的新事业。我们选择了四

个研发领域：“CO2和废塑料利用”、“能源管理”、

“自然可持续发展”和“生命科学”，锐意开展研发

活动。

千叶地区
研发功能性材料和医药品。

在功能材料领域，运用以聚

酰 亚 胺 和 陶 瓷 为 主 的、

UBE化学的独特制造和设

计技术，与工厂合作进行材

料开发。在医药品领域，既

有UBE单独开展的内部研

究，也有和制药制造商构建

的合作机制下进行的新药联

合研究。为了推出服务社会

的创新型药物而发起持续不

懈的变革和挑战。

宇部地区

UBE通过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措施，

竭力为社会做出贡献。

UBE在各个研究基地

为了开创新事业和解决地球环境问题

致力进行技术开发。 以创业精神“共存共荣”和独特的可持续发展基本方针为基础，为造就一个所有人都能过上丰饶富足生

活的可持续性社会，每个员工都应致力参与SDGs活动并全力为社会做出贡献。

UBE集团于2021年4月26日宣布“UBE集团

2050年碳中和挑战计划”。作为率先推进脱

碳社会的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将挑战从业务

活动中产生的温室气体(GHG)实质性零排放，

并通过推动有助于环保的产品和技术研发工作，

以及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为整体社会的碳中

和做出贡献。

UBE集团2050年碳中和挑战计划

从全球环境问题、UBE的历史和现状的观点出发，对UBE集团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增长、环境(E)、社会(S)

和治理(G)这四个重大课题，采取重点应对措施。

重大课题和SDGs的贡献项目

重大课题 UBE集团的措施 SDGs的贡献项目

成长
以专业为核心的

化工事业增长
构建稳定增长的事业体系

环境 对地球环境问题的挑战
在整个供应链中实行可实现

脱碳社会的措施

社会
招聘并培养可实现增长

和创新的人才

重视具有广阔视野的

多元化人才

公司治理和

经营基础
加强经营基础

刷新经营理念和经营方针，

开展大规模组织改革

研
究
体
制

可
持
续
性

在自身的事业活动中

发起碳中和挑战

为实现整体社会的

碳中和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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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集团针对在各个领域的多样化需求

致力于提供客户满意的服务。

UBE自创立之日起至今，都以前沿精神

为原动力实现了持续不断的成长。

化学机械 建筑材料

UBE集团将运用在化学、机械和建筑材

料各领域所积累的独特技术与丰富的业绩

和经验，全面动员综合能力满足客户的需

求，同时力争在各个领域开创新的业务并

提供价值。

1897年
UBE的起源是为了开采山口县宇部的煤矿，由当地民众出资创办的合伙企业。

2020年代

为促进全球化，并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做出贡献，将转变为一家以化工为中心的公司。

2022年 建筑材料事业分拆到“UBE三菱水泥株式会社”

　　　　 将商号变更为UBE株式会社

1897年 成立匿名合伙冲之山煤矿合伙※

1910年代

1940年代

不断创办社会所需求的新事业，奠定了UBE的基础。

1914年 创办匿名合伙宇部新川铁工所※

1923年 创办宇部水泥制造株式会社※

1933年 创办宇部氮气工业株式会社※

1942年 合并上述四家公司（※）成立宇部兴产株式会社
开采冲之山煤矿新矿

https://www.youtube.com/c/UBEchannel （日语） 

195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地开展了事业重建和规模扩张与升级，为社会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1960年代 为了应对能源革命，我们积极采取了进军石油化学工业，转换原料等措施。

1970年代 在重启煤炭使用、正式开展医药等新事业的同时，还推进了非盈利的设备改善工作。

1980年代 在因日元升值造成不景气的情况下，稳步开展技术开发和事业拓展，为专长事业奠定了基础。

1990年代 在创业100周年之际，为实现今后稳定的收益架构，倾力改善了财务基础，加强了集团经营管理。

伴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全球化竞争加剧，我们积极开展了新的成长战略。2000年代

2010年代 通过与其他公司的合作和业务整合等措施，奠定了可以适应新体系模式的新生UBE基础。

主要集团公司

https://www.ube-ind.co.jp/maxell/ （日语） 

【事业内容】

从事和锂离子电池

隔板相关的生产、

销售、技术开发和

研发工作。

宇部Maxell株式会社
【事业内容】

从事合成橡胶及其

原材料的研发、制

造和销售，并向世

界各地提供产品。

UBE弹性体株式会社

https://www.ube-ind.co.jp/elastomer/ （日语）

https://www.ubemachinery.co.jp/ （日语）

UBE MACHINERY株式会社
【事业内容】

开展水泥及其相关的

事业业务，包括预拌

混凝土事业、石灰石

事业、能源和环境相

关事业等业务。

【事业内容】

提供压铸机、注塑机

和其他工业机械的制

造、销售和售后服务。

UBE三菱水泥株式会社

https://www.mu-cc.com （日语）

https://www.ube-exsymo.co.jp/ （日语）

【事业内容】

运用独特的树脂高度

加工技术，提供树脂

产品、合成纤维和复

合材料等材料的制造、

加工和销售服务。

宇部Exsymo株式会社
【事业内容】

生产和销售家用保

鲜膜和工业用薄膜

等塑料薄膜产品。

宇部薄膜株式会社

https://www.ube-ind.co.jp/UBEfilm/ （日语）

UBE YouTube

官方频道

这是UBE的YouTube官方频道。

可以收看最新的电视广告等。

公
司
历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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