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房屋和设备落户类（投资鼓励类）　【若购入土地或房屋的产权等进行设备投资，则符合此类型】

《产业落地条例》企业落户鼓励制度简介

一般类区域 鼓励类区域

促进现有未充分利用土地再利用地区 促进现有未充分利用土地再利用地区
工厂落户重点区
(工业园区内等 ) 重点区以外 工厂落户重点区

(工业园区内等 ) 其他鼓励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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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设备投资补助

补助比例：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的３％
补助条件：设备投资额 ( 除土地 )不小于10亿日元的
　　　　　 所有业务设施 (不限于落户鼓励类项目 )
＊若开设办公室，大企业的设备投资额须不少于 
10 亿日元，中小企业须不少于 5 亿日元

补助比例：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的３％
补助条件：大企业的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 须不小于 20亿日元，
　　　　  中小企业须不小于 10亿日元 ; 且项目必须满足尖端
　　　　  性要求 ( 但不限于制造业 )
               ＊若对已有企业在已有土地进行的投资提出补助申请，
　　　　　相关投资必须为新增项目※1
               ＊若开设办公室，大企业的设备投资额须不小于
               10亿日元，中小企业须不小于5亿日元

补助比例：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的5％
补助条件：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不小于1亿日元
　　　　　的所有业务设施 (不限于落户鼓励类项目)

补助比例：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的5％
补助条件：设备投资额(除土地)不小于1亿日元，且项目必须满足尖端性要
　　　　　求 (但不限于制造业)
　　　　　＊若对已有企业在已有土地进行的投资提出补助申请，相关投资
　　　　　行为必须与新增项目有关※1

②雇用补助
补助比例： 新增正式员工30万日元／人（总额３亿日元以内 )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 11人，且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不小于５千万日元

＊若对已有企业在已有土地进行的投资提出补助申请，相关投资行为必须与新增项目有关※1
＊若开设办公室，则无设备投资额要求

补助比例：新增正式员工 60万日元／人（总额3亿日元以内)、
　　　　　新增非正式员工 30万日元／人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6人，无设备投资额要求
　　　　　＊若对已有企业在已有土地进行的投资提出补助申请，相关投资行为必须与新增项目有关※1

③法人事业税减轻
减轻比例：１／２　  时间：５年　(无总额上限 )
减轻条件：大企业的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 须不小于 2亿日元，中小企业须不小于
               1 亿日元 ; 且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 11人
               ＊若开设办公室，则无设备投资额要求

减轻比例：１／３ 时间：５年
　　　　　(无总额上限 )
减轻条件：同左

减轻比例：１／２　  时间：５年　(无总额上限 )
减轻条件：大企业的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 须不小于 1亿日元，中小企业须不小于 0.5 亿日元
               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 6人
               ＊若开设办公室，则无设备投资额要求

④房地产购置税减轻
(土地或房屋 )

减轻比例：１／２（总额2亿日元以内)
减轻条件：[土地]新购入土地产权后，１年内动工建设房屋
　　　　　[房屋]新建房屋※2

减轻比例：１／２（总额2亿日元以内)
减轻条件：[土地]新购入土地产权后，１年内动工建设房屋
　　　　　[房屋]新建房屋※2

减轻比例：１／２(总额2亿日元以内)
减轻条件：新建房屋等，且新增正式
　　　　　员工不少于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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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设备投资补助

补助比例：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的5％
补助条件：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不小于5亿日元
【研究设施要求】(甲)研究开发人员比例占所有正式员工人数的20%以上，并且
　　　　　　　　(乙)用于研究开发的设施面积不小于设施总面积的20%，或者研究开发投资不小于总投资额的20% 
　　　　　＊若对已有企业在已有土地进行的投资提出补助申请，相关投资行为必须与新增项目有关。

补助比例：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的7％
补助条件：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不小于1亿日元
【研究设施要求】(甲)研究开发人员比例占所有正式员工人数的20%以上，并且
　　　　　　　　(乙)用于研究开发的设施面积不小于设施总面积的20%，或者研究开发投资不小于总投资额的20% 
　　　　　＊若对已有企业在已有土地进行的投资提出补助申请，相关投资行为必须与新增项目有关。

②雇用补助
补助比例： 新增正式员工30万日元／人（总额3亿日元以内 )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 11人，且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不小于５千万日元

＊若对已有企业在已有土地进行的投资提出补助申请，相关投资行为必须与新增项目有关。

补助比例：新增正式员工60万日元／人（总额３亿日元以内)
　　　　　新增非正式员工30万日元／人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6人，无设备投资额要求
　　　　　＊若对已有企业在已有土地进行的投资提出补助申请，相关投资行为必须与新增项目有关

③法人事业税减轻
减轻比例：１／２　  时间：５年　(无总额上限 )
减轻条件：大企业的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 须不小于 2亿日元，中小企业须不小于
               1 亿日元 ; 且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 11人

减轻比例：１／３ 时间：５年
　　　　　(无总额上限 )
减轻条件：同左

减轻比例：１／２　  时间：５年　(无总额上限 )
减轻条件：大企业的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 须不小于 1亿日元，中小企业须不小于 0.5 亿日元 ; 且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 6人

④房地产购置税减轻
(土地或房屋 )

减轻比例：１／２（总额2亿日元以内)
减轻条件：[土地]新购入土地产权后，１年内动工建设房屋
　　　　　[房屋]新建房屋※2

减轻比例：１／２（总额2亿日元以内 )
减轻条件：[土地 ]新购入土地产权后，１年内动工建设房屋
　　　　　[房屋 ]新建房屋※2

减轻比例：１／２（总额2亿日元以内)
减轻条件：新建房屋等，且新增正式
　　　　　员工不少于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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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设备投资补助

补助比例：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的5％
补助条件：①自三大城市圈等 (只限于县外 )或国外迁至县内，建立公司总部功能，或②以新建或扩建的方式在县内 (除县
　　　　　内“既成城区”)新建或扩建总公司功能；且大企业的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须不小于10亿日元，中小企业须
                不小于5亿日元

补助比例：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的7％
补助条件：①自三大城市圈等 (只限于县外 )或国外迁至县内，建立公司总部功能，或②以新建或扩建的方式在县内 (除县内
　　　　“既成城区”)新建或扩建总公司功能；且设备投资额 (除土地 )不小于１亿日元

②雇用补助
补助比例： 新增正式员工30万日元／人（总额3亿日元以内）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 11人

＊没有设备投资额要求

补助比例：新增正式员工60万日元／人（总额3亿日元以内)
　　　　　新增非正式员工30万日元／人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6人，无设备投资额要求

③法人事业税减轻 减轻比例：１／２　  时间：５年　(无总额上限 )
减轻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 11人　(无须居住于兵库县 )

减轻比例：１／２　  时间：５年(无总额上限 )
减轻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 6人(无须居住于兵库县 )

④房地产购置税减轻
(土地或房屋 )

减轻比例：１／２　(总额 2亿日元以内 )

※1 若开设办公室，则无须开展新项目的硬性要求。
※2 若在“促进现有未充分利用土地等再利用地区”购置房屋，则无须新建房屋的硬性要求。

减轻条件：[土地 ] 新购入土地产权后，１年内动工建设房屋
　　　　　[房屋 ] 新建房屋※2

减轻比例：1／2　
(总额2亿日元以内)
减轻条件：新建房屋
(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11人 ,
无须居住于兵库县 )

减轻比例：１／２　(总额 2亿日元以内 )
减轻条件：[土地 ] 新购入土地产权后，１年内动工建设房屋
　　　　　[房屋 ] 新建房屋

减轻比例：１／２（总额2亿日元以内 )
减轻条件 :新建房屋 ,新增正式员工不
　　　      少于6人
               ( 无须居住于兵库县 )

截至 2021年 4月 1日

＊总部功能：①办公室（调查策划、信息处理、研究开发、国际业务、行政业务、营销等）、②研究所、③进修中心

*三大城市圏等
、）外之象对策政助补述上为者”区城成既“入迁外”区城成既“内县库兵自（：库兵、阪大、都京、川奈神、玉埼、京东

爱知县、“政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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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活动场地落户类（运营支持类）　【若入住现有办公楼等，则符合此类型】

《产业落地条例》企业落户鼓励制度简介

一般类区域
鼓励类区域※１

【参考】
IT战略推进项目

*对象是县内对象地区的 IT事业所开设单位城市改造产业升级区 国际经济地区 重点区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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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租金补助

补助比例：1/2 {县1/4、市町1/4}
补助限额：200万日元/年×3年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11人
               (无须居住于兵库县)

补助比例：１／２ {县1/4、市町1/4}
补助限额：200万日元/年×３年
补助条件：外国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

补助比例：１／２ {县1/4、市町1/4}
补助限额：200万日元/年×３年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11人
               (无须居住于兵库县)

补助比例：１／２ {县1/4、市町1/4}
补助限额：200万日元/年×３年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6人

①IT事业所 ※2
②高度IT起業家 ※3
③招揽超级IT人 ※3

*(1)至(3):3年、(4)和(5):仅开设时支付1次

补助限额：2,000万日元/年×3年
补助条件：落户后三年以内的新增正式员工

不少于11人

②雇用补助
补助比例：新增正式员工30万日元/人
             （总额3亿日元以内）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11人

补助比例：新增正式员工30万日元／人
             （总额3亿日元以内）
补助条件：(1)外国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

(2)落户后三年以内的新增正式员工
不少于11人

补助比例：新增正式员工30万日元／人
             （总额3亿日元以内）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11人

补助比例：新增正式员工60万日元／人
             （总额3亿日元以内）
　　　　　新增非正式员工30万日元／人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6人

③法人事业税减轻

减轻比例：１／２　  时间：５年(无总额上限)
减轻条件：入住新建于空闲地的楼房（有容积率
要求），且专用建筑面积不小于3,000㎡

＊不限于落户鼓励类项目

减轻比例：１／２　  时间：５年(无总额上限)
减轻条件：属于外国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
               且专用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

减轻比例：１／３　时间：５年
               (无总额上限)
减轻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11人
               (无须居住于兵库县)

减轻比例：１／２ 时间：５年(无总额上限)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6人

④落户支援补助 －

补助比例：１／２
补助限额：(1)市场调研等费用　100万日元 
　　　　　(2)法人注册等费用　  20万日元
补助条件：外国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
　　　　 （只限于与日本总部相关的费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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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研究设施租金补助
补助比例：１／２ {县1/4、市町1/4}
补助限额：200万日元/年×３年
补助条件：在具有“地区核心”认定的研究开发支持设施内设立研究机构的中小企业

补助比例：１／２ {县1/4、市町1/4}
补助限额：200万日元/年×３年
补助条件：在具有“地区核心”认定的研究开发支持设施内设立研究机构的

②雇用补助

补助比例：新增正式员工30万日元／人（总额3亿日元以内）
补助条件：在具有“地区核心”认定的研究开发支持设施内设立研究机构的中小企业
　　　　　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11人
　　　　　设备投资额不小于5千万日元

补助比例：新增正式员工60万日元／人（总额3亿日元以内）
　　　　　新增非正式员工30万日元／人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6人

③法人事业税减轻 －
减轻比例：１／３ 时间：５年
               (无总额上限)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11人

减轻比例：１／２　  时间：５年(无总额上限)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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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租金补助
补助比例：１／２ {县1/4、市町1/4}
补助限额：200万日元/年×３年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11人(无须居住于兵库县)

补助比例：１／２ {县1/4、市町1/4}
补助限额：200万日元/年×３年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6人

*(1)至(3):3年、(4)和(5):仅开设时支付1次

②雇用补助 补助比例：新增正式员工30万日元／人（总额3亿日元以内）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11人

补助比例：新增正式员工60万日元／人
             （总额3亿日元以内）
　　　　　新增非正式员工30万日元／人
补助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6人

③法人事业税减轻 减轻比例：１／２　  时间：５年 (无总额上限)
减轻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11人(无须居住于兵库县)

减轻比例：１／２
时间：５年 (无总额上限)
减轻条件：新增正式员工不少于６人
               (无须居住于兵库县)

截至 2021年 4月 1日

对象经费
限额

① ②

(1)租金 60万日元/年 60万日元至90万日元/年
＊因地域不同而不同

(2)通讯费 60万日元/年 60万日元/年

(3)雇用补助 100万日元/人年
200万日元/人年

或者1,000万日元/人年
＊依据经历和实绩等而不同

(4)改装费 100万日元 100万日元
＊空房子的情况下：+100万日元

(5)办公设备
　 购置费

50万日元 50万日元

对象经费
限额

① ②

(1)租金 60万日元/年 60万日元至90万日元/年
＊因地域不同而不同

(2)通讯费 60万日元/年 60万日元/年

(3)雇用补助 100万日元/人年
200万日元/人年

或者1,000万日元/人年
＊依据经历和实绩等而不同

(4)改装费 100万日元 100万日元
＊空房子的情况下：+100万日元

(5)办公设备
　 购置费

50万日元 50万日元

※1 鼓励类区域:但马地区、丹波地区、淡路地区、西胁市、多可町、神河町、赤穗市、龙野市(只限于前新宫町区域)、宍粟市、上郡町、佐用町
※2 IT事业所对象区域: 阪神北地区、東播磨地区(不含明石市)、北播磨地区、中播磨地区(不含姬路市)、西播磨地区、但马地区、丹波地区、淡路地区
※3 高度 IT 起業家、招揽超级 IT 人对象区域 : 兵库县全域(IT 集聚基地建设预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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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

A B C D E F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IBSC神户
神户国际商务中心

神户KIMEC
中心大楼

神户时装商场
神户商工贸易
中心大楼

神户孵化中心

所在地 三宫 神户港岛第2期 神户港岛第2期 六甲岛 三宫 神户港岛第2期

房间数
(面积)

3间
(4.0米起)

141间
办公室:71.26平米起
实验室:57.37平米起
WAM :70.77平米起
(仓库、组装区、制造区)

办公室81.80平米起

实验室86.24平米起
19平米以上 25至1062平米

9.77至131.02平米
60间
(其中2间是简易办公室)

租金
（月）

免费
(原则50工作日内)

办公室:3200日元／平米
实验室:2300日元／平米
起
WAM:2400日元／平米
起
＊另收消费税

办公室:2800日元／平米
实验室:2500日元／平米

758至1212日元/平米
   ＊另收消费税

1楼:4545日元／平米
2至11楼:3636日元
／平米
地下1楼、14至24
楼:3939日元／平米

1-3层:2200日元／平米
4层:3300日元／平米
＊另收消费税

管理费
（月）

免费
(原则50工作日内)

800日元／平米
＊另收消费税

办公室:1110日元／平米
＊另收消费税
实验室:930日元／平米
＊另收消费税

1212日元／平米
       ＊另收消费税 1242日元／平米 600日元／平米

＊另收消费税

押金数额 签约办公室月租金的2倍

有担保人：
月租金的3倍
无担保人：
月租金的9倍
* 不计管理费部分

办公室：月租金的12倍
实验室:月租金的6倍
* 不计管理费部分

月租金与管理费总和的
６倍

月租金的12倍
* 不计管理费部分

有担保人：月租金的3倍
无担保人：月租金的6倍
* 不计管理费部分

租赁时间 原则50工作日内 ― ― ― ―
定期租赁合同期限为3年

*可续约

资格 通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认定的扶持对象企业

― ― ―
外国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国内企业
创业10年以内的企业

设备
桌椅
（使用租赁会议室需另
行付费）

地板载重（吨／平米）
550公斤至2吨
配备特高压受电设备
和供排水设备（只限于
WAM和实验室）有。大
型电梯、淋浴室、快餐
厅、停车场。

入住者专用会议室和研
修室

可用光缆上网
设有落户企业专用会议
厅(价位低廉)

可用光缆上网
有租赁会议室

所有房间都配备上网设
备。
有休息角、会议室、淋浴
室、快餐厅等。
停车场（6000日元/月）
※另收消费税

可使用时间 依据所签约的办公室 全日 全日 全日 全日 全日

优惠政策

·就设立办事处或法人、
办理居留资格手续等提
供咨询
·向有意设办公室、工厂
的投资者提出建议
·介绍市场、营销信息和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等
·提供政府奖励政策信
息
·估算各种成本
·介绍行政书士、司法书
士、税理士等人才

・风险企业(创业后约10
年以内)可享受办公室
租费优惠政策 (优惠条
件最长可适用3年)。
 (租金:1212 日元/平米，
押金:3个月的月租)

・外国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可享受管理费、押金
优惠政策。
・若将公司总部迁至此

地可享管理费优惠政
策 (优惠条件最长可适
用3年) 

・若获准适用神户市“外
国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办公室租费补助制
度”，起初三年的管理
费可降至606日元/平米
·月。押金为月度房租
（含管理费）的6倍。

·运营咨询
·商务配对支援

外国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可申请“外国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办公室租金补助金”
可减轻1／2租金（限额2250日元／平米·月、1100 万日元／年）
期限：3年
需向兵库县政府、神户市政府提出申请。
＊若该年度补助预算额度已用完，将不再受理相关申请。
＊常驻员工 11 名以上的企业还可享受额外补贴。限额:3000/平米・月、 2000 万日元/年

其他

由入住者负担实际发生
的电费、水费、空调费、
停车费。
关于煤气、电话、传真、
上网接入等应由入住者与
服务商自行签约合同。

由入住者负担实际发生
的电费、空调费（办公
室:8点至19点除外。实验
室：所有时间）
由企业负担实际发生的
水费。
电话、传真、煤气(只面向
设有硬件设施的位置)、
上网接入等应由入住者与
服务商自行签约合同。
＊另收消费税

由入住者负担实际发生
的电费、空调费、停车场
费。
关于电话、传真、上网接
入等应由费入住者与服务
商自行签约合同。
＊另收消费税。

由入住者负担实际发生
的电费、空调费、停车场
费。
关于电话、传真、上网接
入等应由入住者与服务商
自行签约合同。
＊另收消费税。

由入住者负担实际发生
的电费、空调费。
电话、传真、上网接入等
应由入住者自行签约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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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mesaki
smart I.C.

Kitakinki Toyooka Expressw
ay

482

区位

南阪神

地图编号 工业区

1

2

3

4

5

神户港岛II期地区

神户机场岛

神户技术物流园区(神户综合产业区)

北阪神

6

7

8

新三田工业区

北摄三田第二科技园区

猪名川町产业据点地区

北播磨
9

10

兵库小野产业园区

加西立交桥产业园区

神户科学园区

非妮克斯项目用地

区位

西播磨

但马丹波

地图编号 工业区

11

12

13

14

15

赤穗矶产业园区

播磨科学公园都市

但马机场周边产业用地(暂称)(分售计划)

淡路 16

17

淡路津名地区产业用地(佐野地区)

南淡路市企业园区

山南工业园区

淡路津名地区产业用地(生穂地区)

神户

Harima
Shingu
I.C.

Hikami I.C.

Kobe Kita I.C.

Seidanmihara
I.C.

Shin-Meishin
Expressway

Wadayama I.C.

San-in Kinki Expressway

Takarazukakita
S.I.C.

Kawanishi I.C.

Amagasaki I.C.

Nishinomiya I.C.

Awajishimachuo S.I.C

Hidaka-kannabe
Kogen I.C.

Yoka-hyonosen I.C.

Yabu I.C.

Santo I.C. Tosaka R.

Aogaki I.C.

Sinonsen
hamasaka
I.C.Igumi I.C.

Kuto I.C.

Amarube I.C.

Kasumi
I.C.

Satsu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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