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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设施用具·柜台

楼房用门窗

室内装潢建材

住宅用门窗

铁路车辆部件材料

户外公共空间建材

飞机部件材料

楼房改装用建材

汽车部件材料

便利商店用具·看板

医疗仪器部件材料 精密仪器部件材料

物流设备部件材料产业机械部件材料

能源相关设备部件材料

电气设备部件材料

车棚·露台

董事长

三协立山的前身是三协铝工业，是由创始人竹平政

太郎出于“在本地创建工作环境良好的职场”的构

思，于1960年创立的。公司成立时的基本理念之一，

就是名称所代表的“通过当地社会、客户、员工三

者的协作，使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这种精

神被继承到现在，成了公司的经营理念。

三 者 协 作 的 精 神

我们的使命是以商品和服务为首，通过各种各样的企业活动，为创造舒适

的生活空间和令人满意的生活而做贡献。我们认为，这就是企业的存在价值。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愿景2050“～成为实现‘以环保技术创造可持续多彩生

活’的企业集团～”中，蕴含了我们希望通过充分利用我们所拥有的环保技

术，创造出有助于人们生活“新价值”的目标。

今后，为了充分回报客户、市场和社会的期待，我们将通过不断提供有益

于大众和社会的环保商品与服务，为实现多彩生活而奋勇向前。

领导寄语企业理念

我
们的

生活
环境中

三协立山的产品无处不在。

在客户·地区·公司职员的协作下，

通过创造新的价值和为客户提供喜悦·满足，

为实现多彩生活作出贡献。

刻苦钻研

取长补短 和谐社会

创造价值

喜悦和满意信任

交易方

客户

地区社会

员 工

“创造新的价值，为实现多彩生活做贡献”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愿景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愿景2050

～成为实现“以环保技术创造可持续多彩生活”的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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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冈铝业产地化构想、
在日本全国销售铝制日用品

1960
“三协铝锅”问世

1960年 三协铝工业株式会社

2003年 三协立山控股株式会社

2006年 三协立山铝业株式会社

2012年12月
三协立山株式会社

• 三协铝业公司
• 三协材料公司
• Tateyama Advance公司

2015年7月
增设国际事业业务分类

2012年
6月
三协立山
株式会社

2007年 三协材料株式会社

2005年 Tateyama Advance株式会社

1960年 立山铝工业株式会社 ※由立山铸造株式会社（1948年设立）更名

三协

石油危机后节能意识提升，
研发隔热门窗

1978
双层隔热门窗“3K TWIN”发售

三协

“车棚1型”发售

1981
作为综合建材厂家，

开始生产铝制车棚、

玄关等产品

三协

消费重心向百货店、超市转移，
面对面销售时代到来

1964
“面对面销售用铝制展柜”发售

立山

…三协铝工业株式会社 …立山铝工业株式会社三协 立山

面向住宅环境多样化的
新型高性能产品

1985
业界首创“组合门窗”发售

2012 20202008
业界首创、拱形玄关门

“LAFORCE NATURE拱门”发售

立山

东海道新干线新型车辆行李架建材采用我司生

产的再生铝挤压型材（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

日本车辆制造株式会社、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

Harita金属株式会社及三协材料公司共同实证）

全球首个从新干线到新干线的“横向铝回收
再利用”实证成功

源自：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

H i s t o r y 公司沿革

住宅建材
玄关门、窗、防盗商品、室内装饰建材、窗围设备、其它

户外空间建材
门扇、围栏、车棚、露台、花园房、自行车棚、人行通道护棚、

其它

大楼建材
门窗、幕墙、改装、扶手、内外装建材、环境商品、其它

店铺用具
陈列用具、柜台、展柜、收银机保护壳、室内装潢

招牌·看板
室外照明式招牌、立式招牌、正面招牌、突出式招牌、告示板

店面服务
紧急维护维修、定期维护维修、代理客户服务中心业务

铝、镁坯料及挤压型材
采用领域：

汽车、铁路、产业机械、建材、电气设备、其它

铝坯·挤压铝型材及建材

（欧洲·泰国·中国）

采用领域：

汽车、铁路、飞机、产业机械、建材、其它

三协铝业公司〈建材事业〉 三协材料公司〈材料事业〉 Tateyama Advance公司〈商业设施事业〉 国 际 事 业

实现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商品
研发工作

以铝制建材复原东京站丸之内
车站大楼的木制门窗

东京站丸之内车站大楼的共450扇
窗户均采用三协铝业公司门窗

钢坯

空心钢坯

小直径钢坯（TG-barⓇ）

构建新的商业模式

2021
向大型植物工厂交付从植物工厂的建设、栽

培、到运营辅助的一站式服务的植物工厂系

统（agri-cube ID）（和大和房屋工业株式会
社共同开发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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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棚/U.Style Azest 选择线型

人工木连廊／人与木CURES 2

人行通道护棚／FiveFort

从客户的角度来思考

价值创造的根本。

利用环境技术拓展新的商业领域。

住宅事业

为了使家居住宅这份重要的财产能够更长久地传承下去，

我们向您提供融入了“有益于人类”、“有益于地球”和“安

心·安全”理念的商品。

为了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我们以通用化设计的商品以

及在坚韧性·隔热性方面更优质的商品等，来为您演绎舒适

的居住空间。

户外空间事业

“在青空下 享受开心快乐！”

通过向客户提示天空下尽享光与风交织的美妙户外空间，

以及多种风格装饰户外空间的多功能产品等，以兼备各种

风格与功能魅力的商品，为您带来幸福和笑容、开心快乐

的感受。

建 材 事 业 三协铝业公司

铝塑复合门窗／ALGEO

玄关门／FANOVA

室内装饰建材／AMiS

提供采用最新技术来满足多样需求的大楼建材、

满足“节能·无障碍·高耐久性”的住宅建材、

追求最新设计与高质量的户外空间建材等产品，

来为实现人们的多彩生活做贡献。

大楼事业

众人出入频繁的写字楼、集合式住宅等大楼建筑，相较

于以前对安全性、舒适性及便利性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

为此，我们提供从新建到翻新装修的各种优质产品。

定制幕墙

iS100防火型MTG-70R

定制百叶／3AC-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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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材料理想的形状”。

追求材料所蕴藏的无限的可能性，

为创造舒适环境做贡献。

商业设施事业 Tateyama Advance公司

努力成为

打造最舒适商业空间的

缔造者。

面向购物中心、便利商店、药妆店等专卖店、

商业设施以及企业，提供商品陈列用具、

柜台、展柜、装修、看板·招牌等户外广告物

并提供店铺以及相关设备的修缮服务。

为了创造让客户感受价值的舒适空间，

从提供“生意兴隆”店铺的店面构建方案，

到设计、制作、施工及维护

实行一条龙的全套服务。

引擎外壳

FA框架

大型散热片Mg双皮层型材

材 料 事 业 三协材料公司

我们提供“铝”和“镁”材料和挤压型材的设计、试制、

制造和交付服务的一整套解决方案。

我们从产品和项目的规划和设计阶段便开始参与，

给客户提供最贴心、最优质的方案。

室外广告用LED电子显示屏／AD-View L 

采用案例　药妆店

采用案例　家居中心

采用案例　超市

采用实例 服装品类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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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案例　超市

采用实例 服装品类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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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事 业

作为全球供应商，

不断追求高附加价值产品。

在欧洲、中国、泰国等国外基地开展铝铸造、

挤压和加工。

在其它地区推广欧洲、日本的尖端技术，

作为全球供应商，不断提供高附加价值产品。

技术

×
中高强度合金

合金

高精度、高难度

挤压

高精度、高难度

加工

主要领域

铁路汽车

飞机 建材

欧洲

日本

中国

泰国

三协立山株式会社

富山县高冈市早川70番地

15,000百万日元

5月31日

31,554,629股
(每1个交易单元的股份数为100股)

东京证券交易所Prime市场（5932）

集团员工数/10,375名，母公司员工数/ 5,034名
(截至2022年5月31日)

公 司 名 称

总公司地址

注 册 资 金

1960年6月20日成立年月日

决 算 期

发行股份数

事 业 内 容

上 市

员 工 人 数

1. 大楼用建材、住宅用建材、户外空间建材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铝和其它金属的轧制加工品的生产和销售。

2. 铝和镁的铸造、挤压、加工及销售。

3. 店铺用通用陈列用具的销售。标准看板、其它看板的生产和销
售。店铺及相关设备的维护。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愿景2050

～成为实现“以环保技术创造可持续的多彩生活”的企业集团～

比利时 德国

泰国

台湾

上海（中国）

天津（中国）

● Sankyo Tateyama Europe BV
● ST Extruded Products Germany GmbH

●三协立山挤压产品（天津）有限公司
     ST Extruded Products (Tianjin) Co., Ltd.

●立山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Shanghai Tateyama Trading Co., Ltd.

●上海立山商业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Tateyama Commercial Facilities Co., Ltd.

●三协大同铝业有限公司
     Sankyo Ta Tung Aluminium Co., Ltd.

● Sankyo Tateyama Alloy (Thailand) Co., Ltd.

● Thai Metal Aluminium Co., Ltd.

● Thai-Aust Aluminium Co., Ltd.

● Sankyo Engineering (Thailand) Co., Ltd.

● Sankyo Tateyama (Thailand) Co., Ltd.

国外主要关联公司日本国内据点 

处※62

处8
处12

●建材事业

●材料事业

●商业设施事业

个工厂 （富山县）7

个工厂6
个工厂 （神奈川县）1

个地点82 个工厂14

〈分公司、办事处、销售办事处〉〈工厂〉

富山县5个工厂、
石川县1个工厂(           )

※包括5个展厅

合　计

家公司1

家公司2

家公司7

●材料事业

●商业设施事业

●国际事业

家公司11

家公司1●建材事业

合　计

2030年目标

温室效应气体
排出量： 减少50%

（与2013年相比）
对象：日本国内的集团公司

Scope1+2※
女性管理层比率：10%（2021年5月底：0.8%）推广使用再生铝

※Scope1：使用我司燃料产生的直接排放　Scope2：使用我司购买的热量和电力而产生的间接排放

碳中和的挑战 资源的循环 连接人才与未来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平衡减少我们生产活动中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通过使用环保技术产品和服

务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实现碳中和。

为实现循环型社会，我们将推动主要原材料的循

环使用和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我们通过尊重人才的多样性和人权来推动人才培

养，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将实现多彩生活的

原动力“人才”与未来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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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为 实 现 “ 以 环 保 技 术 创 造 可 持 续 多 彩 生 活 ” 的 企 业 集 团 ～

公 司 简 介

カタログNo.

T.22.09—001

STS0173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