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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动人空间的专业公司

●株式会社 丹青社 ●株式会社 JDN

●株式会社 丹青TDC ●株式会社 丹青Humanet

●株式会社 丹青Display ●合同公司 丹青Yamanashi

●株式会社 丹青商务 ●丹青创艺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 丹青研究所   

丹青社集团

丹青社集团，重视包括想象力和具体实现能力的多姿多彩的创意创新能力，不断挑

战营造“动人的社会交流空间”。通过更加完美的空间创造解决社会的问题，力图从

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信息等广泛的视点相互交融，为实现丰盈的社会和生活做贡献。

丹青社网址

空间营造
解决问题
作为综合的展示业界专业公司，

丹青社将灵活运用在广泛领域的空间营造中实践积累的创意、

技术、策划、设计、演出以及各种技术能力，实现各种空间的具象化。

通过空间的营造，为客户乃至社会解决各种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利用具备高专业性且丰富的想象力、应对力的丹青网络体系，

最大化实现体验媒体的空间价值，回馈众多客户的信赖与期待。

繁华、畅销的

空间营造

遵循事业需求

通过策划能力和实现能力，

引领商业事业的成功

Communication
孕育共鸣、提升人气的

空间营造

最大化传递信息和内容，

促成更佳的市场营销和

宣传效果。

Culture

传承、活用文化的

空间营造

细细打磨文化资源、

相互交融，

传承文化的价值

根据客户的需求，丹青社对空间营造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环节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和支持，

从满足事业的成功需求，到集合于此空间内人们的感受、对环境的保护措施、与数字的融合，

以及法律、质量、安全、成本、设计策划等。

将涉及空间营造的各种人文要素相融合，从而孕育崭新的价值。

●咨询

●各种调研

●策划

●行业间合作

●品牌策划

●项目管理

●设计理念

●平面布局

●初步、深化设计

●空间效果设计

●设计监理、管理

●制作、施工

●空间效果实施的技术指导

●设施的管理、运营

●维护、保养

●营销、活动策划

●评估、检验、效果测定

●一站式服务

空间营造过程中的一站式支持

调研、策划 创意、设计 制作、施工 运营

●丹青社致力于六大空间领域的营造

从综合商业设施、国立博物馆等大型设施、

到新业态专业店的多店铺展开、跨越了事业领域的多用途空间等，

丹青社每年参与超过六千个的项目。

广泛领域空间

营造的支持

活动空间

公共空间商务空间

商业空间

文化空間 接待空间

公

司

简

介

Commercial

营造动人空间。

通过信息融合设计和商务 针对空间营造的各种人才派遣和介绍

展示、空间演绎效果的专业公司将想象力具象化的技术者集团

广泛领域的服务提供商务支持 日本唯一的文化空间专业智囊团

※PFI事业中不包含SPC　PFI：私人主动融资 ／ SPC：特殊目的公司



“以港南实验室Markthree（Mk_3）”为基

地，推进ICT、VR、AR、互动技术等的实验

和实证，真正运用于空间的营造。

●利用先端数字技术营造空间

通过指定管理者、运营委托、PFI等，针对设

施运营事业、设施的附属服务进行综合性的

策划，为提升设施的魅力做贡献。

●设施运营的总体策划

“Shizuoka City Children’s Creative Town Maaru”

灵活运用日本的美术、工艺平台“B-OWND”，

通过与艺术家的合作及其作品的引入，提升

空间价值。

●利用工艺、美术提升空间价值

“丹青”一词源于中国，意指通过红色（丹）和青色这

两种基本色来表达“丰富的色彩”，转而泛指画作、

画家以及绘画创作。丹青社专注于丰富舒适的空间

营造，将“丹青之业”（美术创造、艺术创造）的热情

和独创性倾注于丹青社所着手的每一个项目之中。

“丹青”作为展现画作的词汇自古以来广受诗文世界

的爱用。唐代诗人杜甫的七言绝句中既有“丹青不知

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名句。富贵于我如浮云

（在绘画的路途上忘却年龄、完全不追求世上的富

贵），这一展现了专注艺术创作的诗句受到丹青社创

始人—已故的渡边正治先生的无比喜爱。

“丹青”一词，将通过（倾注心血的努力）营造空间的

感情铭刻于每一位丹青社员工的内心。企业标志中

强力且匀称的红青双色之展现，更是象征性地体现

了红和青所代表的“热情和睿智”的双重含义。

营

造

动

人

空

间

。

公司名称由来

营造“社会交流空间”　——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信息交互的空间——

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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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良好的空间营造，为实现丰盈的社会和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经营理念

丹青标志推定图
（创始人 
渡边正治的设计）

（记载人数为丹青社集团全员）

【Photos】Forward Stroke inc., Nacása & Partners Inc.

“专业力”×“综合力”
共同支持空间的营造

约1300多名员工，覆盖了从北海道到九州、冲绳的日本全国的分店为客户提供服务。

其中设计师、策划师约为250人、制作约为400人。

具备国家资格的技术人员数量位于业界领先行列。

“空间创造的专业”从业者们，将丰富的技巧和高度的技术能力与专业能力、

综合能力融合，为促进客户事业的成功，倾注心血创造空间。

从地域课题的调研、事业的构思到运营策划

的参与，作为地域的合作伙伴，孕育事业，

创造可持续的繁华发展。

●地域创收的支援

利用专业团队与全国网络公司的配合，通过

迅速且低成本、安心安全的维护保养的应对，

为设施的一体化维护保养管理做贡献。

●设施的综合维护保养支持

最大化活用客户提供的资源，全方位支持课题的解决方案。

推进先端数字技术的活用以及公司内外、国

内外的协作，开发能够提供更高价值的创新

项目。

〈 策划开发中心 〉

从广泛的视野捕捉社会变化

跨域公司内外创造崭新价值

〈 CMI中心 〉

“创作场所”的技术和技巧上叠加“时代色

彩”的技术和创意，为享用空间的人们提供

“赋予感动的体验”。

空间体验的最大化和最适合化

空间演绎效果的专业化

〈 技术中心 〉

安全管理、法规、结构、设备的各专业人员

提供设计和施工支持的同时，集全公司的生

产体制强化提高生产性。

确保安全、品质的技术和知识

通过体制管理提供支持

丹青社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经营理念及经营蓝图，

针对以下6大重要课题以及SDGs的重点目标，

通过企业整体的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通过“动人空间的营造”，为地域的繁华发展、地方活力的提升、文

化的传承以及解决客户及社会的问题做贡献。

通过空间营造为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解决问题做贡献1

应对社会的变化以及技术的进步，通过各项研究及论证实验等积极

挑战创造崭新的价值。

2 推进革新

营造多种能够让员工大显身手的环境，认可多样性，灵活运用各种

视点、知识、技巧形成组织氛围。

3 丰富多样性

保护自然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空间营造中充分考虑绿色环

保，同时通过企业整体活动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排放负荷。

5 保护自然环境

通过构筑与合作公司、合作伙伴企业的扩充与信赖关系，利用整体

供应链，共同推进创造价值的基础及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4 推进供应链的管理

坚持以做社会所信赖的企业为目标，根据社会的变化，持之以恒追

求并完善最佳的企业管理模式。

6 企业管理的充实

承担的企业

社会责任

CSR

从安全、工程、质量、预

算这四大要素着手，利

用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

以及技术能力最终实现

空间的呈现。

制作

具备丰富的感性、创意、知识等各类事业领域的创作者们共同创造，

并通过设计的力量融入贯穿客户所想、社会所需，进而可视化。

汇集丰富多彩的经验和技巧

成为创意的平台

丹青社的专业从业者们

不断磨炼知识、技能和感性、相互提高

持续挑战实现更好的空间。

为人们提供感动舒适安闲的空间。

为客户提供称手、能够为事业成功和发展做贡献、满足客户情感需求的空间。

为社会提供能够为解决地域和社会问题做贡献的空间。

丹青社作为空间营造的专业公司，

实现这样一个“感动内心的空间营造”

客户以及社会的需求伴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我们时刻磨炼自身在空间营造领域的技术秘诀及创造性，

持之以恒推进自身的成长和变革。

为实现丰盈且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真诚面对所有的股东、一起思考、共同成长。

坚持贯彻这样的企业文化。

自1946年渡边正治创始展示装饰业以来70余年，

丹青社不断自我成长并努力提升服务的价值，

继往开来、致力于丰盈的空间营造。

坚守空间营造工作的专业性，创造动人空间。

与客户、员工、社会共同成长。

经营蓝图

代表取缔役社长

高桥贵志

通过“point0”的协同创作，融入空间创

作的技巧和合作伙伴的技术，创造崭新的

空间价值。

●为创造崭新空间价值的协同合作

“point 0 marunouchi”

〈 设计中心 〉
策划师、设计师

项目经理与客户紧密联

系，率领团队推进空间营

造的全过程。

营业

引导解决课题的设计能力 通过技术创造感动体验的力量将想法具象化的制作技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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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课题的调研、事业的构思到运营策划

的参与，作为地域的合作伙伴，孕育事业，

创造可持续的繁华发展。

●地域创收的支援

利用专业团队与全国网络公司的配合，通过

迅速且低成本、安心安全的维护保养的应对，

为设施的一体化维护保养管理做贡献。

●设施的综合维护保养支持

最大化活用客户提供的资源，全方位支持课题的解决方案。

推进先端数字技术的活用以及公司内外、国

内外的协作，开发能够提供更高价值的创新

项目。

〈 策划开发中心 〉

从广泛的视野捕捉社会变化

跨域公司内外创造崭新价值

〈 CMI中心 〉

“创作场所”的技术和技巧上叠加“时代色

彩”的技术和创意，为享用空间的人们提供

“赋予感动的体验”。

空间体验的最大化和最适合化

空间演绎效果的专业化

〈 技术中心 〉

安全管理、法规、结构、设备的各专业人员

提供设计和施工支持的同时，集全公司的生

产体制强化提高生产性。

确保安全、品质的技术和知识

通过体制管理提供支持

丹青社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经营理念及经营蓝图，

针对以下6大重要课题以及SDGs的重点目标，

通过企业整体的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通过“动人空间的营造”，为地域的繁华发展、地方活力的提升、文

化的传承以及解决客户及社会的问题做贡献。

通过空间营造为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解决问题做贡献1

应对社会的变化以及技术的进步，通过各项研究及论证实验等积极

挑战创造崭新的价值。

2 推进革新

营造多种能够让员工大显身手的环境，认可多样性，灵活运用各种

视点、知识、技巧形成组织氛围。

3 丰富多样性

保护自然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空间营造中充分考虑绿色环

保，同时通过企业整体活动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排放负荷。

5 保护自然环境

通过构筑与合作公司、合作伙伴企业的扩充与信赖关系，利用整体

供应链，共同推进创造价值的基础及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4 推进供应链的管理

坚持以做社会所信赖的企业为目标，根据社会的变化，持之以恒追

求并完善最佳的企业管理模式。

6 企业管理的充实

承担的企业

社会责任

CSR

从安全、工程、质量、预

算这四大要素着手，利

用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

以及技术能力最终实现

空间的呈现。

制作

具备丰富的感性、创意、知识等各类事业领域的创作者们共同创造，

并通过设计的力量融入贯穿客户所想、社会所需，进而可视化。

汇集丰富多彩的经验和技巧

成为创意的平台

丹青社的专业从业者们

不断磨炼知识、技能和感性、相互提高

持续挑战实现更好的空间。

为人们提供感动舒适安闲的空间。

为客户提供称手、能够为事业成功和发展做贡献、满足客户情感需求的空间。

为社会提供能够为解决地域和社会问题做贡献的空间。

丹青社作为空间营造的专业公司，

实现这样一个“感动内心的空间营造”

客户以及社会的需求伴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我们时刻磨炼自身在空间营造领域的技术秘诀及创造性，

持之以恒推进自身的成长和变革。

为实现丰盈且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真诚面对所有的股东、一起思考、共同成长。

坚持贯彻这样的企业文化。

自1946年渡边正治创始展示装饰业以来70余年，

丹青社不断自我成长并努力提升服务的价值，

继往开来、致力于丰盈的空间营造。

坚守空间营造工作的专业性，创造动人空间。

与客户、员工、社会共同成长。

经营蓝图

代表取缔役社长

高桥贵志

通过“point0”的协同创作，融入空间创

作的技巧和合作伙伴的技术，创造崭新的

空间价值。

●为创造崭新空间价值的协同合作

“point 0 marunouchi”

〈 设计中心 〉
策划师、设计师

项目经理与客户紧密联

系，率领团队推进空间营

造的全过程。

营业

引导解决课题的设计能力 通过技术创造感动体验的力量将想法具象化的制作技术的力量



“以港南实验室Markthree（Mk_3）”为基

地，推进ICT、VR、AR、互动技术等的实验

和实证，真正运用于空间的营造。

●利用先端数字技术营造空间

通过指定管理者、运营委托、PFI等，针对设

施运营事业、设施的附属服务进行综合性的

策划，为提升设施的魅力做贡献。

●设施运营的总体策划

“Shizuoka City Children’s Creative Town Maaru”

灵活运用日本的美术、工艺平台“B-OWND”，

通过与艺术家的合作及其作品的引入，提升

空间价值。

●利用工艺、美术提升空间价值

“丹青”一词源于中国，意指通过红色（丹）和青色这

两种基本色来表达“丰富的色彩”，转而泛指画作、

画家以及绘画创作。丹青社专注于丰富舒适的空间

营造，将“丹青之业”（美术创造、艺术创造）的热情

和独创性倾注于丹青社所着手的每一个项目之中。

“丹青”作为展现画作的词汇自古以来广受诗文世界

的爱用。唐代诗人杜甫的七言绝句中既有“丹青不知

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名句。富贵于我如浮云

（在绘画的路途上忘却年龄、完全不追求世上的富

贵），这一展现了专注艺术创作的诗句受到丹青社创

始人—已故的渡边正治先生的无比喜爱。

“丹青”一词，将通过（倾注心血的努力）营造空间的

感情铭刻于每一位丹青社员工的内心。企业标志中

强力且匀称的红青双色之展现，更是象征性地体现

了红和青所代表的“热情和睿智”的双重含义。

营

造

动

人

空

间

。

公司名称由来

营造“社会交流空间”　——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信息交互的空间——

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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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良好的空间营造，为实现丰盈的社会和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经营理念

丹青标志推定图
（创始人 
渡边正治的设计）

（记载人数为丹青社集团全员）

【Photos】Forward Stroke inc., Nacása & Partners Inc.

“专业力”×“综合力”
共同支持空间的营造

约1300多名员工，覆盖了从北海道到九州、冲绳的日本全国的分店为客户提供服务。

其中设计师、策划师约为250人、制作约为400人。

具备国家资格的技术人员数量位于业界领先行列。

“空间创造的专业”从业者们，将丰富的技巧和高度的技术能力与专业能力、

综合能力融合，为促进客户事业的成功，倾注心血创造空间。

从地域课题的调研、事业的构思到运营策划

的参与，作为地域的合作伙伴，孕育事业，

创造可持续的繁华发展。

●地域创收的支援

利用专业团队与全国网络公司的配合，通过

迅速且低成本、安心安全的维护保养的应对，

为设施的一体化维护保养管理做贡献。

●设施的综合维护保养支持

最大化活用客户提供的资源，全方位支持课题的解决方案。

推进先端数字技术的活用以及公司内外、国

内外的协作，开发能够提供更高价值的创新

项目。

〈 策划开发中心 〉

从广泛的视野捕捉社会变化

跨域公司内外创造崭新价值

〈 CMI中心 〉

“创作场所”的技术和技巧上叠加“时代色

彩”的技术和创意，为享用空间的人们提供

“赋予感动的体验”。

空间体验的最大化和最适合化

空间演绎效果的专业化

〈 技术中心 〉

安全管理、法规、结构、设备的各专业人员

提供设计和施工支持的同时，集全公司的生

产体制强化提高生产性。

确保安全、品质的技术和知识

通过体制管理提供支持

丹青社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经营理念及经营蓝图，

针对以下6大重要课题以及SDGs的重点目标，

通过企业整体的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通过“动人空间的营造”，为地域的繁华发展、地方活力的提升、文

化的传承以及解决客户及社会的问题做贡献。

通过空间营造为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解决问题做贡献1

应对社会的变化以及技术的进步，通过各项研究及论证实验等积极

挑战创造崭新的价值。

2 推进革新

营造多种能够让员工大显身手的环境，认可多样性，灵活运用各种

视点、知识、技巧形成组织氛围。

3 丰富多样性

保护自然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空间营造中充分考虑绿色环

保，同时通过企业整体活动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排放负荷。

5 保护自然环境

通过构筑与合作公司、合作伙伴企业的扩充与信赖关系，利用整体

供应链，共同推进创造价值的基础及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4 推进供应链的管理

坚持以做社会所信赖的企业为目标，根据社会的变化，持之以恒追

求并完善最佳的企业管理模式。

6 企业管理的充实

承担的企业

社会责任

CSR

从安全、工程、质量、预

算这四大要素着手，利

用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

以及技术能力最终实现

空间的呈现。

制作

具备丰富的感性、创意、知识等各类事业领域的创作者们共同创造，

并通过设计的力量融入贯穿客户所想、社会所需，进而可视化。

汇集丰富多彩的经验和技巧

成为创意的平台

丹青社的专业从业者们

不断磨炼知识、技能和感性、相互提高

持续挑战实现更好的空间。

为人们提供感动舒适安闲的空间。

为客户提供称手、能够为事业成功和发展做贡献、满足客户情感需求的空间。

为社会提供能够为解决地域和社会问题做贡献的空间。

丹青社作为空间营造的专业公司，

实现这样一个“感动内心的空间营造”

客户以及社会的需求伴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我们时刻磨炼自身在空间营造领域的技术秘诀及创造性，

持之以恒推进自身的成长和变革。

为实现丰盈且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真诚面对所有的股东、一起思考、共同成长。

坚持贯彻这样的企业文化。

自1946年渡边正治创始展示装饰业以来70余年，

丹青社不断自我成长并努力提升服务的价值，

继往开来、致力于丰盈的空间营造。

坚守空间营造工作的专业性，创造动人空间。

与客户、员工、社会共同成长。

经营蓝图

代表取缔役社长

高桥贵志

通过“point0”的协同创作，融入空间创

作的技巧和合作伙伴的技术，创造崭新的

空间价值。

●为创造崭新空间价值的协同合作

“point 0 marunouchi”

〈 设计中心 〉
策划师、设计师

项目经理与客户紧密联

系，率领团队推进空间营

造的全过程。

营业

引导解决课题的设计能力 通过技术创造感动体验的力量将想法具象化的制作技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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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动人空间的专业公司

●株式会社 丹青社 ●株式会社 JDN

●株式会社 丹青TDC ●株式会社 丹青Humanet

●株式会社 丹青Display ●合同公司 丹青Yamanashi

●株式会社 丹青商务 ●丹青创艺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 丹青研究所   

丹青社集团

丹青社集团，重视包括想象力和具体实现能力的多姿多彩的创意创新能力，不断挑

战营造“动人的社会交流空间”。通过更加完美的空间创造解决社会的问题，力图从

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信息等广泛的视点相互交融，为实现丰盈的社会和生活做贡献。

丹青社网址

空间营造
解决问题
作为综合的展示业界专业公司，

丹青社将灵活运用在广泛领域的空间营造中实践积累的创意、

技术、策划、设计、演出以及各种技术能力，实现各种空间的具象化。

通过空间的营造，为客户乃至社会解决各种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利用具备高专业性且丰富的想象力、应对力的丹青网络体系，

最大化实现体验媒体的空间价值，回馈众多客户的信赖与期待。

繁华、畅销的

空间营造

遵循事业需求

通过策划能力和实现能力，

引领商业事业的成功

Communication
孕育共鸣、提升人气的

空间营造

最大化传递信息和内容，

促成更佳的市场营销和

宣传效果。

Culture

传承、活用文化的

空间营造

细细打磨文化资源、

相互交融，

传承文化的价值

根据客户的需求，丹青社对空间营造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环节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和支持，

从满足事业的成功需求，到集合于此空间内人们的感受、对环境的保护措施、与数字的融合，

以及法律、质量、安全、成本、设计策划等。

将涉及空间营造的各种人文要素相融合，从而孕育崭新的价值。

●咨询

●各种调研

●策划

●行业间合作

●品牌策划

●项目管理

●设计理念

●平面布局

●初步、深化设计

●空间效果设计

●设计监理、管理

●制作、施工

●空间效果实施的技术指导

●设施的管理、运营

●维护、保养

●营销、活动策划

●评估、检验、效果测定

●一站式服务

空间营造过程中的一站式支持

调研、策划 创意、设计 制作、施工 运营

●丹青社致力于六大空间领域的营造

从综合商业设施、国立博物馆等大型设施、

到新业态专业店的多店铺展开、跨越了事业领域的多用途空间等，

丹青社每年参与超过六千个的项目。

广泛领域空间

营造的支持

活动空间

公共空间商务空间

商业空间

文化空間 接待空间

公

司

简

介

Commercial

营造动人空间。

通过信息融合设计和商务 针对空间营造的各种人才派遣和介绍

展示、空间演绎效果的专业公司将想象力具象化的技术者集团

广泛领域的服务提供商务支持 日本唯一的文化空间专业智囊团

※PFI事业中不包含SPC　PFI：私人主动融资 ／ SPC：特殊目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