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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经营计划2012（中经2012）的回顾

 对事业环境的认识及需要应对的课题

 Our Vision – 面向2020年三菱商事的企业愿景

 今后3年的经营方针

 股东回馈方针

 事业战略及市场战略

 战略推进机制

 面向2020年进一步优化资产组合

 经营战略2015内容总结

 （补充资料）2013年度业绩预估



2010年度 2011年度 2012年度

中期经营计划2012（中经2012）的回顾

虽然未能达成最终的年度利润目标，但3年累计的利润积累及投资计划落实情况等与预期基本相符

中期经营计划2012的设定目标 3年间的成果

收益目标

投资计划

回馈股东

的措施

定性目标

 2012年度合并纯利润目标 5,000亿日元

 在“新增长业务的培育”，
“进一步加强收益支柱”，
“充实稳定性收益基础”方面，
3年实施2～2.5万亿日元的投资

 收益模式的转换及多样化
 重新构建管理系统和经营基础
 创造持续性企业价值

 合并派息比率20～25%

 推行完善合并经营基础等措施
 设立“三菱商事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

援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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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总计1.28万亿日元

4,645亿日元 4,523亿日元 3,600亿日元*

2010年度 2011年度 2012年度

3年总计2.6万亿日元

0.4万亿日元 1.3万亿日元 0.9万亿日元

2010年度

3年平均 24%

2011年度 2012年度

23% 24% 25%

* 因澳大利亚炼焦煤业务长期罢工
等特殊原因，造成收益减少



对事业环境的认识及需要应对的课题

虽然世界经济仍然前景不明，但亚洲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没有改变 － 带来新的事业机会

 发达国家目前仍处于经济恢复阶段，主要新兴国家的增长也在放缓，世界经济依然前景不明

 应继续关注金融市场和资源行市的波动性

 在引领全球经济成长的亚洲，今后吸引投资和人才的趋势也不会改变

 行政限制放宽和技术革新等创造了新的市场，以页岩气革命为契机的美国制造复权等，给部分行业

带来了世界规模的产业结构变化

对外部环境的认识

需要应对的课题

 对本公司而言，不透明的外部环境既是风险因素也是带来新事业机会的机遇

 基于长期战略思考的经营方针，对包括股东在内的全体利益相关者来说越来越重要

 考虑到收益变动风险及投资的大型化和长期化，中规中矩的资产负债表管理十分重要

 需要在遵守财务规章制度的同时促进业务增长，实现有助于提高收益性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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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实现业务规模倍增

Our Vision ―面向2020年三菱商事的企业愿景

规模增长蓝图

x 2

2012年度 2020年

LNG 7百万t
炼焦煤 20百万t
铜 250千t

x 2

2012年度 2020年

约1,800亿日元

资源领域: 
集团生产量倍増

非资源领域: 
合并纯利润倍增

三菱商事的价值

 保持立足于多种收益模式和适当分布于不同产业、地区、领域的资产组合

之上的稳定性收益基础，同时拥有具有上升空间的收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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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应收益模式和外部环

境的变化，以更长远的

视角重新审视企业经营

 从以往的中期经营计划

转变到面向2020年的

“有远见”目标的战略

结构

 事业规模的倍增

“有远见”的目标 资产组合蓝图

事业领域数 47

2012年度 2020年

35–40 

其中，创收合并
纯利润200亿日

元以上的事业领
域数

5 ≧10

其中，创收合并
纯利润100～200
亿日元的事业领
域数

1 10–15

 扩大“优势业务”



今后3年的经营方针

以包含布局适当的多项优势业务的资产组合为基础，使“三菱商事的价值”最大化

财务方针

 当前应重视财务健全性，将投资积累设定在利润范围内（投资计划按照安
全良好的利润水平3,500亿日元策定）

 从中长期看，应力求将ROE恢复到12～15%的水平

投资方针

 进一步加速资产置换

 为提升稳定性收益基础的整体水平，年均新项目投资规模继续保持与中期
经营计划2012相同的水平

股东回馈方针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为保证股东回馈的稳定性，引进稳定部分和变动部分
两段式的股东回馈方针

 基于安全良好的利润水平3,500亿日元，估算稳定的派息额

基本方针

 继续以创造持续性企业价值为目标
通过加强合并及全球经营范围内的业务拓展，力求进一步提高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

 作为拥有布局适当的多项优势业务的综合商社，为实现价值最大化，将继
续为优化资产组合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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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回馈方针

为避免因环境变化影响股东回馈的稳定性，引进两段式派息方针

中期经营计划2012 经营战略2015

基本方针

 不受收益水平影响，针对合并纯利
润，在20～25%的幅度内回馈股东

 实行派息与业绩挂钩的可变机制

 在每股50日元稳定派息的基础上，
对于合并纯利润超出3,500亿日元的部
分，实行合并派息比率至少为30%的股
东回馈

 指在控制派息下方风险的同时与收益挂
钩增加派息的机制

合并派息比率

业绩和预测
示意图

EPS* x (20‐25%)

2010年度 2012年度2011年度

合并派息比率

每股派息金额

支付派息金额

变动部分
（收益挂钩）

稳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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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日元

XX 日元

*EPS =每股合并纯利润

50日元 + EPS（合并纯利润超出3,500亿日元的部分）x min 30% 

23% 24% 25%

65日元 65日元 55日元

1,070亿日元 1,070亿日元 905亿日元



事业战略及市场战略

着眼于亚洲市场，持续优化资产组合，力争更高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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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入更新与扩张投资和有潜力业务收益化的准备阶段
（炼焦煤、铜、LNG、页岩气等）

 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开发和作业成本，进一步加大
事业推进力度

 为实现创造多项具有一定规模的优势业务的成长蓝图，不
断优化资产组合，扩大新项目投资

 对于有前景的业务，选择性地投入经营资源

 寻找在汽车相关、粮食和食品、消费者相关、电力相关、
生命科学、页岩气下游产业相关、资产管理事业等领域的
事业机会

事业战略 ― 经营资源的有效运用 市场战略 ―以亚洲为轴心在全球范围拓展业务

 食品流通
与具有实力的合作伙伴联手，以亚洲地区
的零售业为起点开展业务

 汽车
进一步推动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本土化
进程，并向亚洲其他国家横向发展

确保全球
范围的
供给能力

亚洲市场
的本土化

— 以亚洲市场为主寻找更多样化的区域化
市场 —

资源领域

非资源领域

 粮食
扩大来自美洲的粮食资源供给能力

 金属资源、能源资源
面向成长显著的亚洲市场，同时确保和
开发澳大利亚、亚洲、美洲、俄罗斯、
西非等区域的供给能力，将销售战略机
能转向亚洲

 肥料
以亚洲市场为目标开发肥料资源

— 应对以亚洲为中心而增长的原材料需求 —



战略推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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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以事业战略会议和市场战略会议为轴心的实现目标的机制

不断优化资产组合 Intelligence化机能和事业机会开创力的高度化

第1步 全公司经营层在设定的规定前提条件下，由营业小
组和部门对各事业领域每期策定3年的业务计划

第2步 在事业战略会议上，包括与公司整体资产战略的协
调性，对各事业领域进行讨论和评价

第3步 依照评价确定年度经营资源和收益目标

第4步 在前期结束时，对收益目标实现情况和资产组合状
况进行评测

推进的机制

事业战略会议 市场战略会议

意图

 通过分析和共享经营环境，加强预测能力

 对从长远看有增长潜力的地区和领域进行发掘

 设定1,000亿日元战略投资额度

 汇总举公司整体之力所获取的跨行业之事业见解

 关注与把握
‐ 全球及跨行业市场动向
‐ 宏观经济及地政学动向

 分析、评价、选定
‐ 来自地区总裁的事业机会提案
‐ 新事业开发（R&D 机会）

机能



面向2020年进一步优化资产组合

作为持续优化资产组合的环节之一，引进能够加强优势业务的机制

收益率（ROE）

收益规模

潜在成长性

事业领域评价矩阵（概念图）

低 高 低 高

资产组合优化流程

中回报 高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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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峰退出，

置换候补”

“需拓展的
优势事业”

“待甄选”

15％资本成本

潜在成长性

 除放弃亏损业务外，思考方式也向拣选和拓展能够满

足收益率、收益规模、潜在成长性三要素的“优势事

业” 方向转移

 基于上述观点，在加速非核心业务、小规模业务置换

的同时，随时运用事业顶峰退出机制

 精简事业领域数目，将经营资源集中投入到“优势业

务及其事业领域”

提升资产组合的分类

 全公司统一概念，引进和完善事业领域

 简化事业领域间的业务评估，推进事业战略的可视化

 以事业领域为单位分配经营资源

资产组合构建方针



经营战略2015内容总结

积极实施资产置换，推进更优

势业务的甄选

通过组合适当分散的多项优势

事业，力求实现2020年业务规

模倍增的目标

重视现金流、遵守财务规章制

度，同时，力求实现持续性利

润增长

以不断增长的亚洲市场为轴

心，加速开展事业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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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料）2013年度业绩预估

尽管资源行情疲软，但仍保持着利润增长的基本态势

合并纯利润预估（亿日元） 资产负债表预估（2014年3月底）

主要经营指标预估（2014年3月底）

ROE（股东资本当期纯利润率） 9%

净有息负债倍率 1.0

每股派息金额** 60日元
** 依照经营战略2015的派息方针，业绩挂钩部分的派息比率为30%时的金额

能源事业

新产业金融事业

金属

机械

化学品

生活产业

2012年度
（业绩）

2013年度
（预测）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
开发*

冲销或全公司

* 显示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开发部门中与基础设施相关业务的损益数据



（注） 本资料中所公布的各类数据和对未来的预测是基于本公司在本资料公布之日的判断及可获得之信息而编制的，根据各种具体的原因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目标、预
期及未来的业绩。此外，这些信息可能会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更改。故，在利用本信息和资料时，还望对照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由使用者自己作出判断。对于因使用本资料所产生的
任何损失，本公司概不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