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s: / /www.eps-holdings.co. jp

E P S  H O L D I N G S  P R O F I L E



在新体制下致力于更大的发展

EPS控股株式会社　董事长 CEO    严 浩

企业理念

行为准则

组织理念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Ever Progressing System

For Further Progress

向顾客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为健康产业的发展作贡献

我们贯彻“以商为轴”的原则，通过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为社会的和谐发展作贡献

以商为轴

我们秉承“以客为先”的思想，为实现顾客的价值提升作贡献以客为先

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信念，让员工在业务工作中成长，

为提升相关群体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作贡献

以人为本

EPS集团自1991年创立以来，以医药品研发服务外包为核心业务，一直致力于健康产业的专业服

务事业。在事业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企业规模逐年发展壮大。为了强化经营管理，追求更高

的发展目标，EPS集团于2015年1月1日改制成以EPS控股株式会社为龙头的集团体制。在新的体制

下，集团全体员工将继续信守“向客户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为健康产业的发展作贡献”的企业

理念，正如我们的名称EPS（Ever Progressing System）一样，不断创新，积极进取，为满足客户需求

和社会进步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司概要

董事会成员

公司名称 EPS控股株式会社

英文名称 EPS Holdings, Inc.

公司地址 东京都新宿区津久户町1番8号

成立日期 1991年5月

资本金 38.88亿日元

法人代表 代表董事  严 浩

 代表董事  田代 伸郎

 代表董事  田中 尚

员工总数 集团合计5,695名(2018年9月30日)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主板）  （证券代码 4282）

代表董事 严　 　浩

代表董事 田代 伸郎

代表董事 田中 　尚

董事  折桥 秀三

董事 关谷 和树

独立董事 安藤 佳则

监事 富永 俱弘

外部监事 船桥 晴雄

外部监事 辻 纯一郎

董事·监事

代表执行董事长 严　 　浩

代表执行副董事长 田代 伸郎

代表执行董事总经理 田中 　尚

常务执行董事  折桥 秀三

常务执行董事 关谷 和树

高级执行董事 山田 刚久

高级执行董事 大社 　聪

高级执行董事 长冈 达磨

高级执行董事 玉井 康治

高级执行董事 小山 哲弥

高级执行董事 地家 俊博

高级执行董事 安藤 秀高

高级执行董事 西塚 淳一

执行董事 佐々 　明

执行董事 阿部 裕明

执行董事 夏 　向明

执行董事

LOGO的寓意

LOGO蕴含了EPS集团的企业理念。

三个相依相容的圆环代表了我们的三个行为准则：以客为先，以商为轴，以人为本，

体现了我们面向未来，不断创新，不断进取的企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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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

● 制药公司

● 医疗器械厂家

● 新药研发公司

● 医疗机构

● 大学／研究机构

市场环境的变化

全球市场的竞争激烈化

新兴国家市场的扩大

所谓的未满足医疗需求

(Unmet Medical Needs)的明显增长

再生医疗技术的飞速进步

日本国内医疗费降价需求的压力

仿制药市场的增长

生物制药市场的增长

以高度专业化及多元化体制
为客户提供各种有价值的服务

我们是专注于健康产业领域的
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 随时可向客户提供源于丰富经验的

  高度专业化服务

● 帮助客户降低培养专业人才的成本，

  将经营资源集中在核心竞争力的事业领域

● 帮助客户降低以人工费为主的固定费用，

  提高客户企业的资本运作效率

为支援医药公司及医疗器械厂家的产品开发，从临床

试验的企划到实施，注册申请，以及上市后的临床普

查，我 们 提 供 高 速 高 效 的 一 站 式 服 务(One Stop 

Service)。

● EPS 株式会社 （统筹CRO事业板块）

● 株式会社EPS Associates
● AC MEDICAL株式会社

CRO事业

充分利用我们高度的专业知识，以及在全国医疗机构

培植起来的丰富的业务经验，对所有疾患领域的临床

试验、临床研究的完美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支援服务。

● 株式会社EP综合 （统筹SMO事业板块）

SMO事业

以CSO，BPO，医药信息(DI)，医疗器械相关服务为4块

业务领域，向医药公司及其他健康行业相关企业提供

多种多样的解决方案。特色服务有医药代表的派遣

(Medical Representatives)，客户服务呼叫中心等。

● 株式会社EP PharmaLine （统筹CSO事业板块）

● ES-Link Co., Ltd.
● AC MEDICAL株式会社

CSO事业

主要从事在中国的医药品、医疗器械研发，制造以及

销售的产品型事业，以CRO为中心的专业服务型事

业，以及贸易和投资等事业。益新力求成为连接日本

与中国以及东南亚健康产业市场的专业商社。

● EPS益新株式会社 （统筹益新事业板块-日本）

● 益新(中国)有限公司 （统筹益新事业板块-中国）

● 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
● 益通（苏州）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 益新国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 EP Trading 株式会社　其它

益新事业

提供临床试验业务的规划·设计及管理，对医药·医

疗·健康管理相关数据的收集·高质量的处理加工，

以及论文写作等一站式服务。

● EP CRSU Co., Ltd. （统筹CPO事业板块）

● EP-Techno 株式会社
● EP山梨株式会社
● 苏州益新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 益新泰格（南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 嘉兴益新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NRO事业

Ever
Progressing
System

提升效率

积累经验

提高质量

※ 未满足医疗需求(Unmet Medical Needs) ：

泛指尚无有效治疗方法或无法提供充分医

疗服务的领域里所产生的医患需求。

Global Research

GR

China Business

益新

有效利用设立在亚太地区数十个国家的业务点，并与

欧美合作单位充分协作，对国际临床试验以及各国的

注册申请可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 EPS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 (统筹GR事业板块)

● EPS Global Research, Pte. Ltd. （统筹亚太地区业务）

● EVER PROGRESSING SYSTEM PTE. LTD. （新加坡）

● EPS International Korea Limited (韩国)

● 益欣国際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

● 上海日新医药发展有限公司　其它

海外研发（GR）事业（Global Research）

EPS集团

EPS集团的商务环境与业务优势

为大健康领域的事业发展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随着医疗行业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以及全球市场

的竞争激烈化，医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厂家正在转换经

营模式，以求通过集中使用经营资源，强化自身的核

心技术与核心业务。

EPS集团以CRO为核心业务，同时延伸了相关的SMO、

CSO等外包业务，大力支援海内外医药公司和医疗器

械厂家等客户。我们利用丰富的业务经验和创新的技

术，不断提高业务效率和质量。 我们力争在所有的事

业板块中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机制，以此不断为客户

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名称EPS 

(Ever Progressing System)的真正寓意，象征着我们的

商业发展模式。



Next-stage (New) 
Research 

Organization

NRO

Contract Sales 
Organization

CSO

Si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SMO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

我们的客户

● 制药公司

● 医疗器械厂家

● 新药研发公司

● 医疗机构

● 大学／研究机构

市场环境的变化

全球市场的竞争激烈化

新兴国家市场的扩大

所谓的未满足医疗需求

(Unmet Medical Needs)的明显增长

再生医疗技术的飞速进步

日本国内医疗费降价需求的压力

仿制药市场的增长

生物制药市场的增长

以高度专业化及多元化体制
为客户提供各种有价值的服务

我们是专注于健康产业领域的
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 随时可向客户提供源于丰富经验的

  高度专业化服务

● 帮助客户降低培养专业人才的成本，

  将经营资源集中在核心竞争力的事业领域

● 帮助客户降低以人工费为主的固定费用，

  提高客户企业的资本运作效率

为支援医药公司及医疗器械厂家的产品开发，从临床

试验的企划到实施，注册申请，以及上市后的临床普

查，我 们 提 供 高 速 高 效 的 一 站 式 服 务(One Stop 

Service)。

● EPS 株式会社 （统筹CRO事业板块）

● 株式会社EPS Associates
● AC MEDICAL株式会社

CRO事业

充分利用我们高度的专业知识，以及在全国医疗机构

培植起来的丰富的业务经验，对所有疾患领域的临床

试验、临床研究的完美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支援服务。

● 株式会社EP综合 （统筹SMO事业板块）

SMO事业

以CSO，BPO，医药信息(DI)，医疗器械相关服务为4块

业务领域，向医药公司及其他健康行业相关企业提供

多种多样的解决方案。特色服务有医药代表的派遣

(Medical Representatives)，客户服务呼叫中心等。

● 株式会社EP PharmaLine （统筹CSO事业板块）

● ES-Link Co., Ltd.
● AC MEDICAL株式会社

CSO事业

主要从事在中国的医药品、医疗器械研发，制造以及

销售的产品型事业，以CRO为中心的专业服务型事

业，以及贸易和投资等事业。益新力求成为连接日本

与中国以及东南亚健康产业市场的专业商社。

● EPS益新株式会社 （统筹益新事业板块-日本）

● 益新(中国)有限公司 （统筹益新事业板块-中国）

● 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
● 益通（苏州）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 益新国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 EP Trading 株式会社　其它

益新事业

提供临床试验业务的规划·设计及管理，对医药·医

疗·健康管理相关数据的收集·高质量的处理加工，

以及论文写作等一站式服务。

● EP CRSU Co., Ltd. （统筹CPO事业板块）

● EP-Techno 株式会社
● EP山梨株式会社
● 苏州益新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 益新泰格（南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 嘉兴益新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NRO事业

Ever
Progressing
System

提升效率

积累经验

提高质量

※ 未满足医疗需求(Unmet Medical Needs) ：

泛指尚无有效治疗方法或无法提供充分医

疗服务的领域里所产生的医患需求。

Global Research

GR

China Business

益新

有效利用设立在亚太地区数十个国家的业务点，并与

欧美合作单位充分协作，对国际临床试验以及各国的

注册申请可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 EPS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 (统筹GR事业板块)

● EPS Global Research, Pte. Ltd. （统筹亚太地区业务）

● EVER PROGRESSING SYSTEM PTE. LTD. （新加坡）

● EPS International Korea Limited (韩国)

● 益欣国際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

● 上海日新医药发展有限公司　其它

海外研发（GR）事业（Global Research）

EPS集团

EPS集团的商务环境与业务优势

为大健康领域的事业发展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随着医疗行业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以及全球市场

的竞争激烈化，医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厂家正在转换经

营模式，以求通过集中使用经营资源，强化自身的核

心技术与核心业务。

EPS集团以CRO为核心业务，同时延伸了相关的SMO、

CSO等外包业务，大力支援海内外医药公司和医疗器

械厂家等客户。我们利用丰富的业务经验和创新的技

术，不断提高业务效率和质量。 我们力争在所有的事

业板块中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机制，以此不断为客户

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名称EPS 

(Ever Progressing System)的真正寓意，象征着我们的

商业发展模式。



益新(中国)有限公司

ASIA / PACIFIC

USA
JAPAN

CHINA

Since 1991

全球发展战略

CRO—从日本走向亚洲，对应全球

益新—连接日本与中国、延伸至东南亚区域市场的健康产业专业商社

EPS集团自2001年在中国，2003年在新加坡启动

CRO业务以来，在亚太地区的CRO、SMO据点迅猛增

加，现已建成了覆盖亚太地区十几个国家的国际临

床试验的完整体制。

此外，2008年在中国苏州成立了益新(中国)有限公

司， 有效利用我们分布在全中国的网络，在中国的

健康行业领域开展各项专业服务。例如医疗器械的

销售代理，医药品的研发，非临床研究用各类产品

的进出口等等，逐步成长为连接日本与中国、并延

伸至东南亚区域的专业商社。今后，我们还将扩充

海外业务点，强化业务体制，为客户的海外市场拓

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援。

1991年，由三位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小企业EPS，在二十

多年后的今天，已迅速成长为拥有5000名员工以上的

跨国集团公司。

在企业经营当中，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永恒进步的机

制，以使每位员工在公司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能够不断

成长进步。

对从事专业服务的企业而言，人才是最宝贵的资产，是

企业发展的源泉。

EPS集团积极吸收有进取精神的人才，并努力营造人尽

其才的工作环境。

我们认为，拥有专业技术的大多数员工只有从工作实践

当中体会获得成就感和充实感，才能高质量地完成业

务；只有站在客户的立场上为客户考虑，尽力提供有价

值的解决方案，才能加深巩固与客户的信赖关系。

持续不断地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并高效高质量地满

足客户需求，这就是EPS集团持续发展的基础。

我们今后将坚持“以客为先  以商为轴  以人为本”的理

念，不断进取创新，为广大的客户和社会做出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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