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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值此“关西蓝图 2020”公布之际 

“关西蓝图 2020”，着眼于约 10 年之后的 2020 年，以产业为主要视角设想“关西的

希望前景和应有前景”，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应实施的措施提出了这一方案。 

今年 5 月，我们设立了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部教授吉田和男为主席的

“新关西蓝图研究会”，在活跃于关西的中坚、年轻的有识之士以及会员企业工作人员之

间展开了集中讨论，并制定出方案。在此基础上由关西经济联合会正副会长以及正副委

员长与统括委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最终制作出此关西蓝图。 

这份蓝图中特别要指出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追求“世界中的关西”的发展方向。经历了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发展至今的

关西，最优先的课题是阻止关西经济地位在国内下降的倾向。但是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激烈的全球竞争不仅存在于企业之间，这样的竞争甚至发展到地区之间、

国家之间。所以，这份蓝图试图探讨在与关西有着紧密联系的亚洲乃至全世界，探索“关

西的辉煌之路”。 

第二，重视“技术力量与商务能力”视角。目前地球环境问题、少子高龄化和人口

减少等问题堆积如山。对这些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应对措施是，在发挥行政等公共机关职

能的同时，充分有效利用民间企业所具备的技术力量和商务能力，发挥民众的主体能动

性，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 

现在，以大阪府和大阪市等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各界正在努力探讨研究各自的未来前

景。这份蓝图将对这样的讨论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从而引发社会舆论关注，

使企业、政府以及非营利组织（NPO）等各界融为一体，共同来实现关西的“新发展”。 

此外，在制定这份蓝图计划的最后阶段，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开端，美国的大型证券

公司出现了经营破产等情况。对于这次的金融市场混乱，有人认为属于 1929 年世界经济

恐慌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状况。今后资本主义伦理有可能会受到质疑，全球经济社会结构

将可能出现大的变化。我们今后将一方面关注激烈动荡的世界变化，另一方面对蓝图中

所提到的思考角度和重点课题也将进行不断的探讨研究。 

如果这份蓝图能得到各界朋友的直言批评或建议，我们将深感荣幸。 

 

 

 

2008年 10月 

社团法人  关西经济联合会 

会长 下妻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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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蓝图 2020 

关西 精彩！—活力 关西— 

——以关西的“突破力”为世界作贡献—— 

 

I. “关西蓝图 2020”的目标 

 这份蓝图面向约 10年之后的 2020 年，是为了实现“关西前景(希望前景＋应有前景)”这一

目标而制定的。 

关西经济联合会在泡沫经济崩溃后不景气的情况下，为了复兴处于极其严峻形势中的关西经

济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注1）在此之后，通过各企业的不断努力，再加上亚洲各国经济成长的巨大

拉动力，关西经济终于得到好转。 

但是，在激烈的全球化地区竞争下，不得不指出在关西今后是否能成长发展这一问题上，我

们面临着很多课题。可以预测，关西的少子高龄化和人口减少的速度将高于全国平均速度，另外，

地方自治体财政和实质公债比率等情况与全国相比也处于严峻的局面。（注2）更为严重的是，人才

流失和总公司职能的减少仍在继续，关西尚未形成能够在全球化地区竞争中胜出，荟萃国内外多

样化人才和企业的局面。 

基于这一认识，关西经济联合会在去年公布的活动中期方针中指出了三项重点，即：“强势产

业的实现”、“与亚洲共生”和“地区的自立——关西一体化”，表明要从上述视角出发确立长期战

略。（注3），这一研究讨论的成果就是这份蓝图。 

为实现这份蓝图的目标，关西经济联合会将积极推动与实现此蓝图所不可缺少的各行动主体，

如企业、政府、自治体、大学、研究机关、NPO（非营利组织）等的合作。 

 

Ⅱ. 2020 年之前的世界 

1.“机遇”与“风险”并存的世界 

当今亚洲各国和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多数领域

的无国境化也不断深化，这原本应该使得世界经济整体得以成长和丰富起来。另一方面，这样的

趋势也使得地球变暖、气候变化、资源能源粮食等制约发展的风险因素愈加明显化，在迈向 2020

年的过程中，这一风险将可能进一步深化。（注4） 

另外，此番美国发生了次级信贷问题，由此引发世界规模的金融危机，从中可以看到这样一

种经济结构正在出现，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危机可以在瞬间影响到世界各国。虽然距离东西冷战结

束将近有 20年的时间，但是目前在世界各地，恐怖活动和地区战争仍然频繁发生，国际安全保障

的应有状态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随着国家和地区之间联系的日益加深，2020 年以前的世界将成为“机遇”和“风险”并存的

时代。因此，不仅是对国家和地区，同样对企业和个人来说，怎样成功地抓住机遇，怎样将乍看

似乎是“风险”的课题主动地转化为“机遇”，能否做到这些，将成为发展的关键。 

处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的应有状态将是，面临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我们要展望并把

握未来的大潮流。如果不能提前对此进行判断和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构建出一个充满希望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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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追求主体行动的日本 

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因为少子高龄化、人口减少，经济社会活力不足的状况仍然在继续，税

金等有关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加重的深切忧虑正在日益明显化。更为严重的情况是，不得不看到地

方发展衰退、差距加大这些问题，整个社会的封闭感日益扩大。政治上也是重心转向国内，国际

地位和发言权下降。 

但是，日本对世界应尽的职责和责任绝不会因此变小。例如，对发展起着制约作用的风险不

断深化，从另一角度来说它提高了技术革新的需求，促使现有经济社会体制进行改革，对技术能

力引以为豪的日本来说，它是和“机遇”相联系在一起的。另外，经济活动无国境化的进展也催

生了像动漫、音乐、小说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化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的这类新“机遇”。 

但是，如果我国自身没有要试图去抓住或把握的决心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错失这样的“机

遇”。是否能够放眼全世界，重新认识自身的优势，打开新的思路，这将会极大地改变 2020 年我

国的形象。 

 

III. 关西以“突破力”改变世界、改变日本 

1．关西期望发挥“突破力” 

    当我们处于上述“机遇”和“风险”并存的世界时，在构想本地区的将来图景之际，也有必

要大大转变原有的“各扫门前雪”的地区发展策略。 

也就是说，并非只关心自身的发展，而是应该思考关西如何对世界和日本做出贡献、如何使

之富强起来，并基于这样的远大理想而确定目标。并且，认识到目前现状和宏伟理想之间的距离，

立即着手自身改革，展开行动为世界的持续性发展做贡献。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能够汇集日本乃

至亚洲世界各地的众多人才、企业和知识力量，而且也能促进自身的发展。我们必须为促成这一

良性循环而努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关西拥有多样化的产业技术、富有魅力特色的都市群和丰富的自然条件。

另外，在与亚洲有着历史以及经济联系的背景下，关西居民与海外人士交流的机会也颇多，这些

都是关西所具有的“优势与潜力”。 

进一步来说，关西还是先驱思想——“经商的根本在于为社会为世人”——这一商业道德和

经营哲学的诞生地。（注5）将这样的伦理观、创新的独一无二技术和理念、合理性以及民生的视角

相融合，酝酿出一种“关西精神”，从而不断制造出使人们生活更为丰富的商品和服务。 

今后，关西将充分地发挥其自身的“优势与潜力”，复苏前人所积淀下来的“关西精神”，发

挥关西特有的“突破力”，全力解决具体“重点课题”。由此缓解制约世界经济成长的风险，打破

日本的封闭感，从而改变日本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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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的优势和潜力】 

①关西集聚了多样化的企业产业技术 

在关西，代表日本的大型企业和具备独有技术的中坚企业、中小企业的经营范围都不只局

限于特定的行业，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成品都广泛涉及。另外，关西还有众多在太阳能发电、

蓄电池、新材料、高精密度高性能的零部件上拥有新一代先端技术优势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

构。 

②关西具有从民生视角开发新商品新服务的传统 

    关西有大批具有独特性、充满进取心的人才，在消费者的目光十分挑剔的地方特色背景下，

关西有从民生需要的角度出发开发新商品的传统，比如快餐面、预制板装配式房屋、超市、卡拉

OK、动漫等商品和服务。 

③关西与东亚各国之间有着紧密的历史经济关系 

关西从战前开始就与亚洲各国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即使现在关西与亚洲各地区之间的贸

易额度也高于日本全国的平均水平。另外，多数关西企业在亚洲各地设立了基地，亚洲各国政府

也很重视关西地区，政府官员要人往来关西频繁。 

④“知识”和文化的汇集 

自古以来，关西地区的难波津、飞鸟、奈良和京都等地都曾设立过都城，经过漫长的历史

沉淀，关西创造出了象征日本风格的各种文化。另外，在关西还有众多日本著名的大学和研究

机构，与此同时，关西文化学术研究都市、大阪彩都、神户医疗产业都市、播磨科学公园都市

为代表的学术研究开发基地逐步建立，关西正在日益形成全国屈指可数的知识汇集地。 

⑤富有魅力特色的都市群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在关西，京都、大阪、神户、堺、奈良、和歌山和大津等各具风格的城市彼此地缘接近，如

果以大阪为中心来看的话，乘坐电车大约 1小时内就能在上述城市间往来，现在这样的都市圈已

经形成。另外，关西还拥有日本最大的湖泊琵琶湖、六甲山系、生驹山系等紧邻都市圈的丰富自

然资源。 

 

【“关西精神”的构成要素】 

①“伦理性”：“为社会为世人”的商业道德 

②“革新性”：通过新技术和新思路将危机和风险转化为机遇 

③“独创性”：发挥经商才能，从“生活”视角对新时代提出构想 

④“开放性”和“共生”的风土（注6）：大量吸纳外部人才，同时重视与相邻地区共同繁荣发展 

⑤“合理性”：“小气”是赞美之词，只对有价值的事物做出好评 

⑥“自主独立”的志向：发挥自身独有的聪明才智 

 

2. “关西 精彩！-活力 关西！-”——2020 年的“希望前景和应有前景” 

     关西将发挥“突破力”，为世界和日本继续做贡献。所以，2020 年关西的“希望前景和应有

前景”就是要把“关西建设成这样一个地区—吸引国内外多样化人才和企业，不断提高丰富

多样性（diversity）增强活力，在关于世界持续发展课题的设定和解决上具备相应的能力，

能够继续创造出使世界上所有人们的生活变得趣味化和丰富化的商品和服务。” 

“关西 精彩！-活力 关西！-”关西希望成为世人眼中这样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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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西：亚洲屈指可数的“多元化”和“活力”地区 

    首先，关西对已具有的多样化优势进一步精益求精，努力使当地居民能够轻松愉快地工作和

学习。另外，以当地大学为代表的教育研究机构陆续不断地培养潜心向学的人才，使他们能够在

日本乃至全世界施展才能。 

另一方面，关西从亚洲乃至世界引进和招募各类企业和研究者等，通过关西的企业、大学、

研究机构等组织之间的共同合作，能够不断为地球环境、资源能源、人口等世界范围的新课题的

确立和解决提供建议和方案。吸引众多来自亚洲各国以及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他们与日本人一起

共同探讨钻研，加深交流。此外，关西历史、文化、产业等种种魅力也吸引着国内外众多人士汇

集关西，由此进一步促进关西的多元化，从而推动新价值的产生。 

 

（2）关西：以最尖端的“技术创造力”引领世界 

    关西拥有引领新一代产业的众多世界著名产业，比如信息家电产业、食品和医学等生物产业、

尖端医疗产业、软件与内容产业等。除此之外，在关西还有不断高附加值化的以钢铁化学为代表

的原材料产业，丰富多彩的产品制造基础产业结构更加充实。而且，通过全国著名大学以及富有

特色的研究开发基地与这样密集的产业群联合协作，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技术革新。 

由此，创造出突破世界经济成长制约的技术，始终引起世界的瞩目。另一方面，要做到始终

将目光投向亚洲乃至世界，凭借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和进取精神，开发和打造出能够丰富人们生活

的新技术和新潮流。 

 

（3）关西：通过提升“独立自主的地区力量”引领我国的改革 

关西的“突破力”，不单是为了亚洲以及世界的持续发展，而且对我国的政治社会体制改革也

将有重大的贡献。 

关西领先于其他地区，试图率先进行的广域地区联合进一步得到深化，行政上的广域地区合

作的扩大，使关西的地区独立自主的地区力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另外，广域地区联合使得关西与

中部地区和四国地区等邻接地区的经济协作也进一步加深。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

以进行大手笔的改革。居民和 NPO(非营利组织)等也能从更广域的角度出发做自我考虑判断，创

意进取，从而使其负责地对地区资源进行选择和集中成为可能。 

关西这样的决策行动，使得以道州制导入为首确立地方分权制度的讨论进一步深化。构建一

个真正的分权性社会是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关西的决策行动将成为实现这一构建的先驱。（注7） 

 

IV．面向 2020 年的“重点课题” 

为了发挥和加强“突破力”，实现 2020 年的“希望前景和应有前景”，关西提出了以下“重点

课题”。尤其在思考今后 10年内关西的发展战略问题时，“环境”、“技术力量与商务能力”、“中坚

企业”和“亚洲·全球”是重要的关键词，我们将以此为基础展开活动。 

 

1.“环境能源革命”上的世界大变动 

关西力图在解决世界环境问题、资源能源问题和实现“低碳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先锋作用。 

关西集聚了大量拥有优秀环境技术的企业和研究机关。此外，已被世界重新认识到是解决地

球变暖问题主要力量的原子能发电，在当地居民和政府的理解下，以世界领先技术，在减少温室

效应气体排放量、保障电力稳定供给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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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关西由经济界和政界联合协作，在全国最先导入了“生态方式(凉爽商务)”

（eco-style，cool biz），率先实现了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通过实行这些措施,关西在实现低

碳化社会的进程中已处于领先地位。 

因此，关西的目标是要促使一种环境保护模式的实现和普及，从而向全世界推介“环境先进

区·关西”。这种模式是由新能源和新一代环境技术的开发、环境商务的振兴以及环境友好型的

新生活方式三者相统合而成的。尤其是，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超 10亿的亚洲大

国来说，关西可以提供具体的技术案例，从商务观点来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 

另外，在大阪站以北地区的二期开发和关西文化学术研究都市（京阪奈）的项目建设中，大

量新一代环境技术被采用，通过与各地区的环境保护行动互相合作，我们将把关西打造成一个堪

称世界模范的环境先进地区。 

 

【行动方案】 

（１） 强化新能源的开发和普及、促进环境商务的扩大 

• 在大阪站以北地区的二期开发地带打造一个商务环境。包括将其作为验证新一代环境技

术具有缓减环境负荷效果的场所，以及对尖端技术进行展示、事业化和商品化的支援等

等，将此地区建成以环境为主题促进合作与交流的城市基地。 

• 以住宅为基础，促进太阳能发电、燃料电池等新能源的开发和普及，在关西文化学术  

研究都市中建立起“环境先进模范都市”。 

• 为促进新一代环境技术的普及，向政府献计献策，同时加强面向海外的宣传。 

（2）对亚洲各国提供环境技术建议、支持其环境人才的培养 

• 对中国、印度、越南等亚洲各国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技术和城市建设方法要领 

（例①）：“水的综合解决方案”的提出使关西成为亚洲的水商务中心！） 

（例②：“关西一揽子出口计划”中提出综合建议“拥有完备交通和高文化水平城市的理想  

状态”） 

• 帮助亚洲各国培养解决环境问题的人才 

（例：“亚洲环境人才培养 关西论坛（暂定名）”的设立） 

 

（3）在关西实施通用生态积分（Eco Point），提出现代型生态环保生活（stylish·Eco Life）

的方案 

• 将关西各地实行的节能政策和措施以及由关西经济联合会会员企业提供的节能产品和服

务予以网络化。对于这些企业的生产活动和购买行为，将给予通用的“生态积分”。 

• 通过这些措施，努力提高关西地区居民、行政、企业等对环境政策的认识，由此使人们

在无需忍受不便，无需履行令人繁琐的手续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

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我们的目标是将关西建设成这样一个环保地区。 

 

2. 发展“使生活‘趣味化、丰富化’的商务”、“观光旅游”，引领亚洲和世界！ 

    关西创造出了衣食住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和商务。比如说，关西的家电制造商领先其他

地区和国家，在东盟和中国投资发展，为亚洲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给人们的生活带去了欢乐

和喜悦。随着新兴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国家的人们生活也进入了要求真正富足、安全和安

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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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关西加强培养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技术力量和商务能力”，这涉及到关西在“信息家电”、

“饮食”、“内容”、“观光”、“体育”和“医疗”等方面的优势，我们希望将关西的魅力传达到世

界各地，使世界上人们的生活富有趣味化。 

尤其是在“生命科学”领域，聚集医药品制造商、世界著名的研究者、大学等研究机构，将

彩都以及神户医疗产业都市构想项目的潜能综合起来，使关西成为为全世界人们健康做贡献的一

大高尖端医疗基地。 

另外，关西的“饮食”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吸引力。我们要向亚洲

以及世界推广安全、安心和美味的“食文化”。同时，进一步推行当地生产当地消费的做法和农工

商联合，强化关西的“食文化”魅力，向全世界宣传，以吸引海外游客。 

在“观光”旅游业上，我们要运用“食文化”和“内容”等等，进一步提高关西品牌力度，

同时，加强以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丰富的地区资源信息传播，开发富有吸引力的广域地区观光路线。

另外，要提高整个关西地区的便利性，满足不同游客需要。与此同时，要与包括亚洲各国在内的

其他地区进行合作，形成一个可以应对长期旅居型观光的全球观光圈。 

 

【行动方案】 

（1）着眼于“食与农”，把关西的食文化推广到世界各地 

·通过农工商合作，打造健康、安全、安心和丰富的关西食文化 

·把“美味好吃的饮食”相关产业作为出口产业和观光资源进行扶植和加强 

（2）把关西建成世界第一的高尖端医疗基地 

·关西聚集了世界顶级水准的生物产业群，我们要集中这一优势把关西建成世界第一大高尖

端医疗基地。 

·在 21世纪医疗体系中转变思路，为使疑难病症患者得到康复设立“脏器再生综合医疗中     

心（暂定名）”。 

（3）建设一个具有表现力的关西 

——发掘关西魅力，为世界带去欢乐和感动—— 

·在关西独特的内容的基础上，努力生产出对世界有吸引力的作品（电影、漫画和游戏等） 

·通过电影、音乐和时尚等流行文化和世界遗产等传统文化的融合，大力发展“丰富生活”和 

“魅力观光” 

（例：创立“漫画学术奖”，授予世界优秀的漫画作品以及其创作者，等等） 

 

3.通过强化“KISP”，使关西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产品制造基地”！ 

在关西，①与多家大型汇编程序企业拥有交易关系；②行业种类的细化在全国处于前列；③

中坚企业群为核心产品提供零部件、技术和原材料等，在电机、机械和化学等产业领域中，它们

拥有令人瞩目的独立技术能力。在关西，超薄型显示器和太阳电池的大型投资，也是通过这些企

业的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供给来支持的。（注8） 

确实可以说，这些体现了“关西精神”，我们将这些支撑产品制造的企业群赋予“关西独立供

应商伙伴（KISP，Kansai Independent Supply Partner）这样一个称号，通过促进这些 KISP 与

国内外的企业进行合作交流，把关西建设成为支撑亚洲乃至世界产品制造的地区。 

在人口超 30亿的亚洲地区，制造业的实质附加值要高于欧美地区，确立了“世界工厂”地位，

另一方面，有很多国家需要我国尤其是关西的经济界强化支撑着产品制造的配套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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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要设立像“KISP 特区”之类减轻税收负担，放宽各种限制的地区。在此，要集中

培养 KISP 企业，这类企业能促进不同行业间的交流，尤其是与亚洲各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发挥其

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核心作用。 

古时的“大坂”，设立过“乐市乐座”等自由贸易市场，它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商品物产，使大

阪确立了“商都”这样的地位。（注9）我们现在的目标也是要像那时那样，追求世界最高品质和高度

精密化的“零部件”、“原材料”，汇集国内外人才和企业，广泛开展研究开发、商业洽谈和商业贸

易，把关西建设成为 21世纪的“乐市乐座”。 

此外，为了在物流方面为这些企业活动提供支持，我们参照欧美地区的港务局（port 

authority）（注10）引进新的体制。在港湾问题上，首先谋求进港费用的一元化，统一港湾的使用

手续。并且，首先在阪神港为首的大阪湾一带的各个港湾，进而扩展到包括舞鹤港在内的整个日

本沿海港湾实施一体化运营，通过选择与集中提高港湾的竞争力。 

在实现关西国际机场、大阪国际机场和神户机场一体化运营的基础上，我们将研究建立对 3

个机场、神户港以及各个港湾、阪神高速公路等干线道路进行综合整备、运营、管理的组织体系，

以便打造亚洲第一的低成本高效率物流基础设施。 

 

【行动方案】 

（1）强化和汇聚拥有技术能力的中坚企业群（KISP） 

·创建“KISP 特区”，在特区，创建新的研究开发基地和追加投资研究开发时，对其实行减

免固定资产税等减轻税收负担政策，同时放宽各种限制。 

·举办 KISP 和大型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交流会。 

·对 KISP 的全球化活动进行支持和援助。 

（2）实现“21世纪关西版港务局的构想” 

·一方面参照美国纽约和新泽西州的港务局等实行多个港湾与机场的一体化运营管理的欧美 

组织体系，另一方面研究探讨设立包括相关公路网络在内，横跨海陆空的关西特有交通物 

流基础的一体化运营组织。 

·①实现以关西国际机场为核心的三大机场一体化运营组织(包括路线网络的最佳化和经营 

基础的安定化)；②通过在大阪湾和日本沿海设立港务局，推进与港湾完善运营相关的选择 

与集中，由此实现承担关西机场、港湾和主要高速公路的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重任的 

“21世纪关西版港务局构想”，谋求建立亚洲第一的高效率物流网络。 

 

4. 建设成“知识和智慧”的一大汇集创新基地！ 

通过全世界企业、大学以及研究机关之间的“协作融合”，从关西面向世界设定课题，同时把

关西打造成对任何世界课题都提出解决方法和构想的地区。 

比如，通过最近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人们会对今后全球资本主义将如何变化、应该如何变

化等问题从世界以及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就此来说，关西努力做到汇集关西、日本，乃至全世

界的有识之士，共同对此研究，并向全世界传达其研究成果。 

为此，把以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构想为代表的大阪站以北地区的知识之都（knowledge capital）

作为关西的知识基地，并将其与关西文化学术研究都市等关西各地高知园区（research park）有

机地联合起来。进而，通过世界经济团体、研究机构以及高知园区三者相协作，将关西打造成活

跃在国际舞台的研究者们的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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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力图实现一个与汇聚世界知识力量地区相适应、能够与多样性（diversity）相融合的

社会。尤其是在得到地区社会支持合作的同时，努力开展工作热情接纳外国宾客，使得外国人在

关西各地都能够感受到宾至如归的热情。同时，也要做到使城市更利于目前的居民居住，完善城

市设施，建设令人高度满意的居住环境，努力提升其在各类国际城市排行榜中的排名。（注11） 

另外，我们注目于未来“关西州”的设置，设立类似各国和美国各州那样的专门组织，吸引

海外企业和研究机关入驻，大力推进关西的对外宣传活动。 

 

【行动方案】 

（1）“知识”重新汇集与网络的形成 

·实现建设大阪站以北地区知识之都的核心设施——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构想。 

·关西文化学术研究都市、大阪彩都、神户医疗产业都市等聚集的高度研究机构和拥有世界高 

水平大学的汇聚是关西的优势，有效利用这一优势，在吸引国内外优秀的研究人才和企业进 

入从而创建知识基地，同时设法使它们能有机地联合协作。 

（2）努力建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一宜居地区·关西”，完善城市居住环境 

·在交通标志等公共标识上进一步普及英语、中文和韩语。 

·完善便于外国人使用的学校和医院以及教堂等生活城市基础设施 

·运用技术，使不易产生语言歧义的自由交流成为可能 

（3）“企业招商·关西（暂定名）”的设置 

·在政府民间合作的基础上，设置“企业招商·关西（暂定名）”这一专门组织，其职能就是 

吸引海外企业和研究机构入驻，负责关西的对外宣传活动。 

 

5. 实现道州制的，构筑分权型社会！ 

在若干重要课题中，既包括像“KISP 特区”、“21世纪关西版港务局（port authority）构想”、

“努力建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一宜居地区·关西’，完善城市居住环境”等广域地区基础政策，

同时也包括了众多诸如环境商务的扩大、新能源的普及以及通过“食文化”来振兴旅游业之类的

地区战略。这些课题的完成实现，必须做到超越现有行政区域灵活迅速的应对，但在现行的中央

集权体制以及府县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 

因此，为了能够在世界性的地区竞争中，作为具备魅力和竞争力的地区发展下去，必须提高

超越府县区域的广域圈的地区经营能力，努力扩大关西广域联合职能，使有效的地区战略得以实

行。 

首先增加从府县向关西广域联合转移的事务以及从国家政府移交下来的事务，进而引进国家

的派驻机构。这样，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由关西自主决定并采取行动的体制，由此加速引进可以从

根本上变革中央政府和都道府县的道州制度，使关西在构筑真正的分权型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先锋

引导作用。 

此外，不能坐等国家和地方的根本变革，而是在现行的都道府县以及市町村彻底实行合理化、

高效化，消除与国家政府之间双重三重行政的弊端。比如，将大阪府与大阪市的业务和部门进行

整合，由此推进关西自治体的具体改革。 

 

V. 关西经济联合会应发挥的职责 

这一蓝图必须得到关西国内外的企业、政府、自治体、大学、研究机关、NPO（非营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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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众多行动主体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够实现。关西经济联合会希望在其中发挥以下的职能和作用。 

1.实现“希望前景和应有前景”过程中的“引导作用” 

以这一蓝图为基础，关西经济联合会针对希望实现的经济社会以及地区发展的将来图景和

方向性提出方案，争取多数行动主体的支持和赞同。 

2. 行动实施过程中的“协调作用” 

在蓝图中的每个项目、行动方案上，关西经济联合会将对各种不同的行动主体进行协调，

实现其协调职能。 

3. 督促新课题的设定和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调查研究、督政议政职能” 

对今后的环境变化做出快速反应，在设定新课题和行动，以及必要的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    

（税制、社会保障、金融政策、通商政策等）方面，关西经济连合会将发挥调查研究等督   

政议政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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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Ⅰ.“关西蓝图 2020”的目标 

注 1：关西经济联合会：“关西经济再生纲要”（1999 年 12月） 

注 2：关西社会经济研究所：“2008 年度版 关西经济白皮书《面向全球化的关西的萌芽》” 

     第 5章 关西自治体的财政危机及其课题（2008 年 9月） 

注 3：关西经济联合会：“关西经济联合会今后的活动方针=关于《100 天任务》的研究结果报告=”（2007

年 10月） 

 

Ⅱ.2020 年以前的世界 

注 4：松井孝典著：《松井教授东大驹场演讲录——探索宇宙中的地球、生命和文明的普遍性》 

（2005 年 12月）。松井教授提出了所谓的“2020 问题”。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和经济发展，目前为止

日益扩大的地球“人类圈”与资源能源粮食等具有制约性条件处在了此消彼长的冲突局面。 

 

Ⅲ.关西以“突破力”改变世界、改变日本 

注 5:石田梅岩（ISHIDABAIGAN1685-1744），伦理学家。石门心学的开创者。 

“真正的商人考虑的是己欲立而立人，你先立，我才能立，在考虑他者的需要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这

是非常质朴的语言，它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本

质精神。这一思想与近江商人的“商人、消费者、社会三方受益”的思想是相同的，被认为是“日本

CSR的原点”。这一思想最终并未否定盈利活动，从“商业的持续发展”这一观点来看，它主张的是要

通过本职工作履行社会责任。 

     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对市场竞争的重要性这一认识基础上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1776 年出    

版）也正是反映了上述的经济思想。 

注 6：“展望 21世纪的关西”思考会：“20世纪的关西 学习历史展望未来”（2000 年 10月） 

明治维新之后获得成功的所谓的大阪商人中，多数出身于关西的其他府县，或者关西之外的地区。另

外，战后创办和发展起来的京都企业也是与此相同的状况。 

注 7：关西经济联合会“关于分权改革和道州制的基本思路”（2008年 7月） 

 

Ⅳ.面向 2020 年的重点课题 

注 8：帝国数据库：“先进产品制造企业的优势是‘独立’、‘协作’、‘供应’风格”（2008 年 7月） 

注 9：关西经济联合会：“难波历史”第3章“难波动民间活力”，宫本又次（1987 年 5月） 

注 10：所谓港务局(port authority)是指，对城市的港湾进行管理运营的以市民为中心的公有企业运营组

织。在英美以及受到其影响的港湾城市中，港务局是港湾经营的核心组织。 

注 11：对于各个国家城市之间的居住环境的比较，各种调查机构公布了他们的结果。 

不同的调查比较中，其指标也各有不同。（文化、环境、教育、基础设施、治安、医疗等等）。 

据万事达卡“2008 全球商务中枢报告”（2008 年 6月） 

·作为调查对象的 75个城市中，大阪居22位，东京居第 8位。 

·第 1位为温哥华、第2位为杜塞尔多夫、第 3位为旧金山。 

据美世“2008 年世界生活环境排行榜”（2008 年 6月） 

·作为调查对象的 215个城市中，神户居第 40位，大阪居第44位、名古屋居第54位。 

·第 1位为苏黎世、第2位为维也纳、第3位为热那亚。 

据《经济学家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最佳宜居城市排行榜”（2005 年 10月） 

·在作为调查对象的130 个城市中，大阪、神户位居第22位，东京位居第 16位。 

·第 1位为温哥华、第2位为墨尔本、第3位为维也纳。 

据 ECA国际(ECA International)“海外生活的亚洲人的最佳宜居城市排行榜”（2008 年 3月） 

·在作为调查对象的254 个城市中，神户位于第3位。 

·第 1位为新加坡、第2位为悉尼、第 3位为墨尔本和神户。横滨位于第 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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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关西蓝图研究会”成员 

主席  吉 田 和 男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部 教授 

成员  Paul Dupuis  华尔街 Associates 西日本代表 

      高 桥 智 隆  Robo-Garage 代表 

      松 本 吉 彦  NPO 法人 Zero Emissions Platform 理事 

      广 石 拓 司  株式会社 empublic 代表董事 

      大 西 健太郎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秘书室经理 

      神 户 宏 明  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业务部课长 

      渡 边 秀 尚  株式会社岛津制作所经营战略室课长 

      前 田 祥 吾  住友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大阪总务室担当部长 

      神 原 胜 彦   Panasonic 株式会社秘书组关西财界担当参事 

      柴 田 有 三   NPO（非营利组织）法人 KGC（Knowledge Gathering & Connection）理事长 

 

观察员  前 田 浩 文  近畿经济产业局总务企画部企画课课长辅佐 

        长 尾 正 博  财团法人关西社会经济研究所事务局次长 

 

事务局  社团法人关西经济联合会 事务局 

德田隆裕 野岛学 日高明子 岩本刚 西村和芳 桐畑成宏  

土屋由利子 西村 MOYURU 冈田真纪 田村洋子 丁田展年 石川紘次 

      壶井秀一 杉本知奈美 矢野 HITOMI 

 

2.“新关西蓝图研究会”会议举办的实际情况 

第 1次研究会  5 月 22 日（周四） 

1.“新关西蓝图”研究会的相关情况；2.意见交流；3.今后推进工作的方法 

第 2次研究会  7 月 23 日（周三） 

  1.“关西蓝图 2020（要点案）”的相关情况；2.“候补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 

3.今后推进工作的方法 

第 3次研究会  9 月 18 日（周四） 

  1.“关西蓝图 2020（方案）”的相关情况；2.“候补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 

 

第 1次恳谈会  7 月 17日（周四）罗马俱乐部（Roma Club）  与难波菊次郎恳谈 

第2次恳谈会  8月19日（周二）与株式会社CLIP的代表董事、CEO岛田昭彦以及京都大学venture 

Robo-Garage  机器人创造者（robot-creator） 高桥智隆恳谈 

 

此外，研究会通过事务局与关西 2府 7县的各界有识之士交换了看法，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