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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与SB C&S携手开拓日本电子电气市场？
启迈QIMA助您实现合规

开始时间：15:00

主办：启迈QIMA
特邀：SB C&S

直播看点：
ü SB C&S新平台开发与项目介绍
ü 日本电子电气市场现状与机会
ü 参与此项目将会获得的流程及入驻要求
ü 启迈QIMA供应商合规项目介绍，以支

持您赢取客户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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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SB C&S商务对接平台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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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u Greetings by speakers

u SB C&S公司介绍
 
u 中日制造业面临的课题＆商务配对的需求
 
u SB C&S企划的商务配对平台的特色，优势以及中国工厂加入的好处

u 此次PoC合作的内容以及今后的发展进程与计划

u 启迈QIMA部分

u Q&A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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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取締役社長 兼 CEO

取締役

取締役 専務執行役員 兼 ICT事業本部長

取締役 専務執行役員 兼 CX事業本部長

取締役 専務執行役員 兼 Consumer事業本部長

取締役 常務執行役員 兼 IoT・Service事業本部長

監査役

常務執行役員 兼 ICT副事業本部長

常務執行役員 兼 情報系统本部長（CISO・CIO）

執行役員（業務改革担当）

執行役員（CCO・財務経理・Corporate管理）

執行役員 兼 Consumer副事業本部長

執行役員 兼 ICT副事業本部長

董事成员

溝口 泰雄

藤原 和彦

草川 和哉

小菅 良宏

永谷 博規

瀧 進太郎

嶋田 俊彦

公司名：SB C&S株式会社（ SB C&S Corp.）

法人：代表取締役社長 兼 CEO　溝口 泰雄

所在地：東京都港区海岸1-7-1 東京Port City竹芝 Office Tower

注册资本：5億円

股东：软银株式会社　100%

成立：2014年3月

事业内容：IT类产品的制造・贸易・销售

IT类服务

藤原 勝

稲垣 優

松田 広史

荒井 孝之

鈴木 淳

守谷 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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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C&S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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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C&S事业构成

个人消费者 公共机构・民间企业・教育机构个人消费者

手机配饰供应商
IT供应商

(硬件・软件)
服务・内容开发者

（开发商）
手机软件开发者

（开发商）

个人消费者事业 法人客户事业
SoftBank 

SELECTION

GLIDiC

ICT商品
云服务

相关商品

通信
IoT服务

前沿科技

软银网点门店
家电卖场
电商平台

　

销售代理店
系统集成商

PC・手机

配套设备

软件

内容

IoT

产品

服务

采购支持
业务支持

与各厂商和销售代理等伙伴们一起全面开展各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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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软银集团内外的商业桥梁
SB C&S在各领域创建出各种复合型商业模式

伙伴企业

制造商/销售商

法人客户

客户

 

 

 

 

 

 

 

软银集团企业 非集团企业

SB C&S在集团中的地位

Confidential



6

个人消费者

法人

商务流通

※员工数更新于2021年4月

※引用于SB C&S株式会社 2021年3月決算（日本基
准　不含其子公司）

销售额 5,559億円

日本Yahoo

员工数 1,859人

其他

软银集团株式会社

战略控股公司

软银株式会社

SB C&S是软银事业中不可或缺的支柱企业之一

投资事业

基金事业 SoftBank Vision Fund

软银事業

SB C&S在集团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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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市场规模与前景

日本电子电器制造业规模庞大且发展平稳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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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造业中委托海外生产的公司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

委托海外生产的公司数目的比例增长趋势 委托海外生产的商品总额的比例增长趋势

日本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市场规模与前景

Confidential

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査概要（出所：経済産業省企業統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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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与课题考察

面向日本制造业量身打造的『全新商务配对平台』

背景与课题

对海外工厂依赖度
越来越高

（ODM、OEM）

有开拓日本客户意愿
但是没有有效途径

如通过商社或代理店
利润往往大打折扣

没有自主品牌
(ODM/OEM)

即使有很强的生产能力
也不易找到合适的平台

定期会有持续开拓
新工厂的需求

利用网络搜索调查
实在是太多困难与限制

企业数目、信息量、真实性、
语言难题、等等

因为疫情无法参加展会
偶尔有展会也没法出差
咨询介绍服务费用过高

就算有来自海外的潜在
客户 因为疫情关系无法

验厂验货 难成订单

现有大型EC平台上客户
端信息太少 鱼龙混杂
很难接到高质量商务

日

本

客

户

中

方

工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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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M / OEM Vendor
（China）

Customer
（Japan）

QIMA
3rd Party
Company

平台系统概览

Matching System

Vendor Information

Search

View

Download

Regular Member
Profiles

Qima Audited Member
Profiles

Regular Members

Qima Audited 
Members

Registration

Audit Report

Customer
Information

Registration

Audit

Inquiry (e-mail, chat) 

Registration

Reply

Basic Plan

Premium
Plan

Free PlanSearch

View

(limited)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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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平台对于国内工厂方的益处

1. 将日本软银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和『法人客户网络』极致发挥，
使贵司与众多日本企业直接进行商务接洽变得可能。

2. 面向日本企业做出的特制化设计，将使其今后成为日本制造业界
的新标准商务神器。

3. 作为工厂方将告别无指向型地全方位客户对接，从此进化为通过
获客户端的有效信息（公司规模，咨询者职位等）进行高效可筛
选式地对应。

4. 通过系统内的强大功能（智慧型对话框，及时翻译功能，文件管
理等）可帮助贵司大幅缩减与海外客户在沟通上耗费的成本。

5. 搭载功能强大且高精度的搜索引擎，在工厂匹配方面可大幅提高
其精准度。
(换言之，可削减与匹配率较低的客户之间的沟通成本损失)

扩展日本市场业务

大幅削减获取日本客户时
所需成本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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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平台会员的经济效果

Product Family
Home electrical appliances
Small electronic & communications
Lighting
Audio & Video
Personal care (shaver, hairdryer etc.)
Computers & Accessories
Battery

逐步扩充平台的行业种类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

平台上的日本客户预计将在三年内达到1500家以上，并始终保持1/3的活跃用户。
通过双方在平台上自由顺畅地商务交流，力争给国内厂商带来更多的商业订单。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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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Q3  1st PoC 　　　　　

2021年 Q4  2nd PoC

2022年 Q2  Trial Service

2022年 Q4  Service In        
　
※如贵司愿意在前期参与配合我们的筹备活动，那么即使在平台正式上线前，贵司回答
的问卷中的企业信息也有机会被日本客户看到并得到商务联络！

内容:  8/19 (Th)  参加在线Webinar（如无法实时参加，也可通过archive视频观看了解）
　　  8/27(Fri)  回答Questionnaire（作为今后会员注册的重要前期准备，建议在截至日前提交）

此次PoC内容以及直至平台上线的主要流程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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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PoC厂商可获得的特别优惠

① 注册后的免费试用期限：普通会员一个月→特别延长至6个月

② 会员年费特别折扣：原价＄1,000→早鸟价＄700
※ 越早加入优惠力度越大。POC1st、2nd、3rd: ＄700、＄800、＄900

③ 平台认证验厂费用折扣：
    Onsite Audit ＄1,000→＄700
※  Desktop Assessment ＄350没有折扣

④ 友商介绍折扣：介绍一家公司成为注册会员，次年会员费减免＄200。
※ 减免标准：被介绍的厂商完成会员注册后即可视作折扣对象
※ 累计减免总额不超过会员年费的定价之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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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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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联络方式

组织构成

工厂信息

主要合作客户

设计研发等技能

认证相关

集团企业信息

设备信息

基本交易信息

上传图像资料

企业信息登录内容 ①

适时更新企业信息可以保持信息的即时有效性与准确度，且每年都会进行资料审核



17Confidential

企业信息登录内容 ②

公司Logo

上传照片
・办公室
・实验室
・产线
・产品
・etc

通过追加公司Logo可以加强视觉记忆，也可以让客户在检索时留下更深刻印象

不仅只有文字，还可以通过照片等图像信息来丰富公司的资料，
从视觉印象上吸引客户眼球，并将更准确生动的企业信息传达给
潜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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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公司产品的类别细分化，
提高被准确检索到的机率

因此建议将公司的所有主要产品
的所属分类都登录进去

企业信息登录内容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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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厂报告的模板样本

通过展示专业第三方验厂机构（启迈QIMA）
出具的验厂报告可以显著增强日本客户在
考察时的信赖及安心程度

根据验厂结果，启迈QIMA可以提供针对性
的建议和辅助工作

原则上验厂需要每年都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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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依附电子电气供应商合规项目
赢得日本客户信赖
Jack Liu，启迈QIMA工厂审核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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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收购中不断增强业务实力

产品实验室测试
德国 | 中国

2005 20132012 2015 2016 2016 2016 2019 2020

中国香港 | 深圳

产品检验与审核

产品实验室测试
中国

中国
技术性检验

实验室测试
美国 |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实验室测试

生鲜产品检验
智利 | 美国 | 秘鲁

墨西哥
清关前装船检验

食品安全认证
美国 | 拉丁美洲

墨西哥 | 深圳
拉丁美洲认证

2020

21SBCS@qima.com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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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网络助于您在全球各区域开展质量及合规计划

3,800名员工

超过35个办事处和实验室

服务覆盖85个国家和地区

14,000家企业客户，涉及各类消费品和食
品

服务覆盖：产品检验与检测、供应商审核、
出口认证、SaaS供应链管理平台

22SBCS@qima.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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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电子电气行业专业技术知识

专门的一线和后勤团队

200 多名专业产品检验员每年开展 30,000 多项
电子及电气产品检验与检测

定制程序和支持

电子及电气大客户部门：由产品专家量身定制
的质量控制协议，满足客户的生产需求

启迈QIMA 全球技术中心的支持与配合

覆盖所有电子电气类别

计算设备和配件、手机、平板电脑、小配件、无线和电信技术、音响设备、照明、家用
电器、电动和机动玩具、电缆、影音、电池

23SBCS@qima.com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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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审核： 启迈QIMA执行国际顶尖协议，采用革新解
决方案和广受认可的国际社会责任合规标准。

工厂审核：确保供应商具备所承诺的生产能力与条件。

结构审核：由持有相应证照的土木工程师全面评估工厂的
建筑结构、消防设施和电力供应，确保员工生产安全。

环境审核：依照已广泛执行的审核协议 （ISO 14001）评估
供应商的污染风险，包括化学品控制、水体检测和废物处
理评估。

C-TPAT 审核：严格依照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署的协议进行
审核。

食品审核：依照良好卫生规范（GHP）和优质生产规范
（GMP）对食品加工厂进行审核。

我们的供应商审核项目可提升与培养工厂责任意识

24SBCS@qima.com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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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基本工厂概况

质量管理体系：工厂的质量手册、计划和管理层审核

来料检验

生产流程：车间组织管理，以及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装运前的包装和质量控制流程：包装线组织管理，以及装运前的质
量控制

测量、分析和改进：工厂内部审核，以及数据管理

技术审核：助您实现合规，赢得客户信赖

审核结果可在72小时内出具，我们将整理成一份全面的
报告以及纠正行动计划，帮助工厂着重改进最重要的项
目。

启迈QIMA技术审核是一项独立、可靠的评估，由在该领域获得五年以上经验的高级审核员
或审核组长执行，用于检验现有或潜在供应商的能力。

25SBCS@qima.com 25



26
SBCS@qima.com 26

SBCS@qima.com

林小姐: 156 2523 9245

www.qima.cn

启迈QIMA
微信公众号

启迈QIMA
中文网站

加微信

随时联系我们，以获得更多帮助与支持

26SBCS@qima.com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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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SBCS@qima.com

官网：www.qima.cn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