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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商事

概况

三菱商事与遍布全球约 90个国家和地区的本公司分支

机构以及约 1,400 家合并事业公司协同开展业务。

三菱商事通过由天然气、综合原料、石油与化学、金属

资源、产业基础设施、汽车与移动、食品产业、消费产

业、电力解决方案、复合城市开发构成的10个部门体制，

以广泛的产业为事业领域开展业务，除贸易活动外，还

在全球各地与当地合作伙伴一起，在世界各地的生产和

制造等方面发挥自身作用。

今后，三菱商事仍将一如既往坚持光明正大、品格高尚

的信念，全力以赴致力于更进一步的发展，力争为实现

富足的社会做出贡献。

Mitsubishi Corporation 2019

Mitsubishi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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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纲领”是以三菱第 4任总裁岩崎小弥太的教导为基础，

于 1934年被确定为原三菱商事的行动指南。

虽然原三菱商事于 1947 年解散，但是“三纲领”仍然

是现在三菱商事的企业理念，其精髓也已深入到每一位职

员的内心。此外，三纲领也是整个三菱集团的经营根本理

念。现在活跃在各个不同领域的三菱集团各家公司，作为

具有相同传统和理念的同根企业，还在继续不断地相互切

磋琢磨。

通过发展事业努力实现物资和精神

更加丰富的社会，同时为维护宝贵的

地球环境作贡献。
所期奉公

以光明磊落为行动的宗旨，保持经营

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处事光明

立足于全球及宇宙的宏观立场开拓

事业。立业贸易

（2001年1月，由三菱集团相关成员企业各公司组成的三菱周五例会所约定的现代解释）

企业理念 — 三纲领

设立～1970年代 2000年代

2010年代1980～1990年代

沿革

1954年 重组成立综合商社三菱商事，并在东京和大阪的证劵交易所
上市。

1967年 三菱商事发布了第一份经营计划。

1968年 作为首次大型投资决定在文莱开发液化天然气 (LNG) 项目。

1971年 公司英文名定为“Mitsubishi Corporation”。

1986年 发表经营计划“K-PLAN”。在公司内部贯彻重视收益高于营
业额的方针。

1992年 发表以“健全的全球化公司”为目标的经营方针。重视合并
经营和推进优化资产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组织和人才的全球
化。

1998年 发表经营计划“MC2000”。对事业进行选择与集中、加强
战略领域、重视顾客需求，着手巩固基础。

2010年 发表“中期经营计划 2012”。建设具有多样化收益模式的
管理系统和经营基础。

2016年 发表“中期经营战略 2018”。作为企业愿景，提出“通过
努力创建新的商业模式，鼓励员工自主追求实现对社会有用
的事业价值，并成为培养高级经营人才的公司”。

2018年 发表“中期经营战略 2021”。

2001年 发表提出“挑战创造新价值”的经营计划“MC2003”。
在扩展价值链、加强盈利能力的基础上，重视打造新业
务。

2004年 发表“INNOVATION 2007”。提出“新·产业创新者”
的愿景，为应对未来的战略领域而建立了加快R&D活
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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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4月1日）

日本国内
札幌
仙台
名古屋
富山
大阪
高松
广岛
福冈
那霸

北美
纽约
西雅图
硅谷
洛杉矶
休斯敦
华盛顿特区
波士顿
温哥华
多伦多
墨西哥城

中南美
巴拿马
基多
利马
圣克鲁斯
波哥大
圣地亚哥
加拉加斯
亚松森
布宜诺斯艾利斯
圣保罗
里约热内卢

欧洲
伦敦
马德里
巴黎
阿姆斯特丹
杜塞尔多夫
米兰
奥斯陆
布拉格

斯德哥尔摩
华沙
布加勒斯特
贝尔格莱德
雅典
索非亚
莫斯科
符拉迪沃斯托克
基辅
阿拉木图
伊斯坦布尔
安卡拉
阿什哈巴德
塔什干
特拉维夫

非洲
约翰内斯堡
达喀尔
卡萨布兰卡
阿比让
阿尔及尔

拉各斯
突尼斯
马普托
内罗毕
亚的斯亚贝巴
达累斯萨拉姆

中东
迪拜
开罗
安曼
利雅得
阿尔科巴
巴士拉
多哈
阿布扎比
马斯喀特
科威特
德黑兰

东亚
乌兰巴托

北京
广州
深圳
武汉
厦门
青岛
上海
大连
成都
香港
台北
首尔

亚洲
卡拉奇
伊斯兰堡
拉合尔
新德里
孟买
钦奈（马德拉斯）
班加罗尔
科伦坡

达卡
仰光
内比都
曼谷
吉隆坡
新加坡
金边
万象
河内
胡志明市
雅加达
斯里巴加湾市
马尼拉

大洋洲
墨尔本
悉尼
佩斯
奥克兰

近年来，三菱商事集团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由于地

缘政治的风险高涨，国际社会和市场的无国境化进一步

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了应对复杂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加快向事业

经营的转型，本公司将全球分成7个区域，从今年开始

废除各区域的区域统括职位，改为由遍布全球约90个国

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以及约1,400家合并事业公司所构

成的全球网络直接开展互相协作的区域战略推进体制。

在新体制下，灵活运用全球网络，收集并发布与业

务直接相关的最新信息，将其运用到三菱商事集团的发

展和风险管理中，并有助于发掘新的业务机会和发展的

萌芽。同时，通过在纽约、伦敦和新加坡新设的企业事

业支援室，加强对事业公司的自立和进一步的发展提供

支援。

由此，谋求在质的层面上深化全球网络的同时，最

大限度地发挥包括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的良好关系在

内的综合力，致力提升三菱商事集团的事业价值。

全公司分支机构所在城市

三菱商事通过各分支机构、事业公司和总部间有效的责任分担，随时开展协作，

提升应对变化的能力，构建起了能驱动下一阶段发展的网络。

全球网络（国家和地区）

Global Network (Countries and Regions)

北　美

全公司分支机构数 14处
合并对象公司 463家

中 南 美

全公司分支机构数 11处
合并对象公司 10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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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

中　东

全公司分支机构数 14处
合并对象公司 1家

欧　洲

非　洲

全公司分支机构数 23处
合并对象公司 218家

全公司分支机构数 11处
合并对象公司 4家

亚　洲

全公司分支机构数 25处
合并对象公司 155家

大 洋 洲

全公司分支机构数 4处
合并对象公司 36家

东　亚

全公司分支机构数 16处
合并对象公司 76家

日 本 国 内

分支机构数 9处
合并对象公司 328家

总部：东京
日本国内全公司分支机构：9处 
海外全公司分支机构：118处
※对全公司分支机构所在城市进行标注

※全公司分支机构以及分处（日本国内4处、海外15处）、
项目事务所（海外39处）总称“分支机构”

※截至2019年3月31日。子公司包括合并会计处理的关联
企业，以及合并结算的三菱商事现地法人等（42家）

※地图上的各地区合并对象公司数中不包括三菱商事现地法
人等（42家）

合并对象公司数：1,425家
（合并子公司1,022家、权益法适用公司 40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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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截至 2019年 7月 1日）

综合原料部门CEO
办公室

综合原料与石油化
学管理部

碳素本部

钢铁产品本部

机能原料本部

综合原料部门

石油与化学部门
CEO办公室

综合原料与石油化
学管理部

石油本部

石油化学本部

基础化学本部

石油与化学部门

金属资源部门
CEO办公室

天然气与金属资源
管理部

金属资源本部

金属资源贸易本部

金属资源部门

产业基础设施部门
CEO办公室

产业基础设施
管理部

成套设备工程本部

产业机械本部

船舶与宇宙航天器
本部

产业基础设施部门

消费产业部门
CEO办公室

消费产业管理部

零售本部

服装与S.P.A.
本部

健康与食品流通
本部

物流事业本部

消费产业部门

汽车与移动部门
CEO办公室

汽车与移动管理部

汽车事业本部

五十铃事业本部

汽车与移动部门

电力解决方案部门
CEO办公室

电力解决方案
管理部

环境事业本部

新能源与电力本部

电力解决方案部门

食品产业部门
CEO办公室

食品产业管理部

食品化学本部

食粮本部

生鲜品本部

消费材料本部

食品产业部门

复合城市开发部门
CEO办公室

复合城市开发
管理部

城市基础设施本部

城市开发本部

资产融资本部

复合城市开发部门

天然气部门CEO
办公室

天然气与金属资源
管理部

天然气第一本部

天然气第二本部

天然气部门

审计部

经营企划部

监事办公室

事业投资总括部

数字战略部

IT 服务部

广报部

人事部

可持续发展与CSR部

总务部

法务部

地区总括部

地区开发部

全球风险总括部

会计部

财务部

财务开发部

投资者关系部

行政部门公司治理、
提名与薪酬
委员会

总裁

监事

股东大会 执行委员会

监事会

董事会

国际顾问
委员会

事业战略会议

经营战略会议

投融资委员会

人力资源开发委员会

数字战略委员会

守法经营委员会

可持续性与CSR委员会

公开委员会

首席守法经营执行官

※此为总部的组织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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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商事集团的企业愿景 MC Group Corporate Vision

三菱商事集团凭借着俯瞰所有产业的“综合力”、发掘发展萌芽的“构想力”、实现发

展的“实行力”这三种实力，并根据SDGs（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去应对事业环境的变

化，回应社会的需求，努力与社会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营愿景和企业理念

● 三菱商事基于“三纲领”的企业理念，在全集团开展事业活动。

● 通过集结三菱商事集团的合并事业公司的力量，来回应社会需求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期待，通过

同时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这三大价值去挑战可持续发展。

应对变化的能力

● 国际形势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变化、技术革新造成的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等，今

后外部环境的变化还会愈演愈烈，我们将继续在全集团范围加强包括预测变化在内的应对力。

加强合并经营的发展战略

● 三菱商事集团的业务现场已分布于约1,400家合并事业公司，今后整个集团要在同时实现三大价

值的基础上去进一步提升盈利水平，就需要每家公司都能自发去提升自身的事业价值。

● 我们的优势是，运用三菱商事的130多个业务单元和合并事业公司，发挥在全球范围进军所有产

业的实力，即“俯瞰所有产业的综合力”，随时去接触新的事业机会。

● 在坚持综合力的基础上，将经营资源集中在自身能发挥主体职能的区域中，培养几大盈利支柱，

并构筑起最适合公司的业务组合。

● 为此，三菱商事集团需要反复不断地进行自我变革，从而大批量培养出具备“发掘事业发展萌芽

的构想力”、“实现发展的实行力”以及高伦理观的经营人才。

● 对应不随着时代和环境变化的普遍性社会需求，支撑生活基础的物品和服务相关的事业在全球范

围始终蕴藏着巨大的机会，而我们也以此作为发展战略。

通过公司事业同时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

顺应社会需求，与社会共同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三菱商事集团

三纲领

经济
价值

社会
价值

环境
价值

俯瞰所有产业的

综合力

发掘发展萌芽的

构想力
实现发展的

实行力

所期奉公
处事光明
立业贸易

三菱商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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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经营战略 2021要点

旨在实现进一步发展的事业
资产组合战略

为应对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变化和数字化的快

速发展，以及通过事业经营模式在同时实现

三大价值 ※的基础之上获得发展，制定了由

右边 4个项目构成的新的中期经营计划。

通过强化服务领域与下游区域，使当前具有

高稳定性的事业资产组合上升至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

※通过事业，同时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

事业资产组合
· 通过事业资产组合进行决策
· 通过对事业资产组合进行多维分析构建事业战略

发展体系
· 提升事业价值从而实现循环型发展模式及ROE的持续提高
· 强化事业构思力及数字战略

人事制度改革
· 改革人事制度，使拥有高经营能力的人才不断涌现
· 引进评估与薪酬制度，使员工的成长与公司的发展融为一体

定量目标、资本政策
· 2021年度利润目标9,000亿日元
· 在基于财务纪律的资本政策下继续实施累进派息

认识外部环境

· 美国第一主义、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等
引起地缘政治影响力发生变化

· 美中经济坚挺、日欧经济趋稳、新兴国
家经济持续发展，而另一方面，市场行
情始终存在波动性

· 平台及数字化对商业模式的影响力不
断扩大

内部课题

· 有计划地构筑与外部环境变化相对应
的事业资产组合

· 通过事业经营模式在同时实现三大价
值的基础之上获得发展

· 培养拥有高经营能力的人才

1

2

3

4

肉、鱼、蔬菜

谷物、食品原料
金属资源 天然气

生活必需品
加工、制造

健康护理

汽车

机械、设备

钢铁制品

LNG

电力

石油化学品

上
游

中
游

下
游

生活 能源与电力移动与基础设施 服务（IT、物流、金融等）

投融资余额（2017年度末） 部门

通信

数据资源

物流

租赁

零售
移动服务

复合城市开发
分布式电源

电子商务

网络服务

中期经营战略 2021 ～通过事业经营模式实现发展～ Midterm Corporate Strategy 2021 （2018年 11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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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目标、资本政策

循环型发展模式及ROE的
持续提高

挖掘发展的萌芽，将其转变为发展支柱、收

益支柱，提高事业价值。与此同时，对于三

菱商事难以提高事业价值的事业，即使是收

益支柱，也要替换为新的发展支柱候补，以

期实现能够带动ROE提高的循环型发展模

式。

通过事业类的可持续发展和行情类的竞争力

强化，以期使两位数的ROE得到进一步提

高。派息方面继续采用“累进派息”，派息

比例争取从当前的30%提高到未来的35%

左右。

（亿日元）

2016年度

3,395

1,002

2017 年度 2018年度 2021年度

4,403

3,668

1,938

5,602

事业类
6,500

行情类
2,500两位数的

ROE

9,000

3,442

2,325

5,907
合
并
纯
利
润

2016 年度

80日元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21年度

110 日元 125日元

发展投资

股东回馈 财务纪律

现金流出

售出收入

营业收入

现金流入

＋α日元

累进派息
125 日元

派息方针

●资本政策●定量目标

股票回购应基于财务纪律（投融资杠杆效应等）灵活机动地实施，提高总回报率。

纯利润9,000亿日元
的派息，以派息比率
35％为前提，

则为200日元左右

投资计划
· 无论部门的业绩如何，
都要执行必要的投资
 → 从追随者投资中脱离

出来
· 事业类与行情类保持 7:3
的最佳平衡比例

售出计划
·根据所需资金规模进行
资产出售

·向部门分配出售目标

事
业
价
值

时间

提高
事业价值

事业公司的
发展曲线

发展支柱

收益支柱

发展萌芽

提高事业价值的优势
→ 纵观整个产业形势，基于事业资产组合的综合力

→ 包含行业重组及M&A在内的事业构思力

→ 通过经营提升企业价值的执行力

发展支柱
候补

ROE的持续提高
将提高事业价值作为出售时的资产
收益切实获取
→ 在包含带溢价的大型收购在内的所有项
目中提高资本效率

资本成本

以往的事业投资模式
（绿地投资）

资本成本

投资
实施

项目收益率
（权益利润÷投资额）

项目收益率
（权益利润÷投资额）

项目收益率
（权益利润÷投资额）

项目收益率
（权益利润÷投资额）向三菱商事有望提高价值的事

业进行投资，构筑发展萌芽
和发展支柱

三菱商事难以提高事业价值的事
业，即使为收益支柱，也要在事业
公司与三菱商事达成一致后，将其
替换为新的发展支柱候补

在重复“发展萌芽     发展支柱     收益支柱”的同时提高事业价值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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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部门
Natural Gas Group

■ 天然气第一本部 ·文莱天然气部 ·马来西亚天然气部·印度尼西亚天然气部 
·澳大利亚天然气部 

■ 天然气第二本部 ·LNG运营总括部 ·LNG全球市场部·加拿大天然气部 
·美洲天然气部 ·中东非洲天然气部·欧洲俄罗斯天然气部

■ 碳素本部 ·碳原料部 ·石油焦炭部

■ 钢铁产品本部 ·美达王事业部

■ 机能原料本部 ·机能材料部 ·氯乙烯部 ·住宅资材部

金属资源部门
Mineral Resources Group

■ 金属资源本部 ·铁矿石部 ·MDP事业部 ·泛用金属部 ·铝金属部 

■ 金属资源贸易本部

石油与化学部门
Petroleum & Chemicals Group

■ 石油本部 ·海外石油部 ·石油产品部 ·电力燃料部

■ 石油化学本部 ·石化事业统括部 ·基础石化部 ·炼油化学部·合成树脂部 

■ 基础化学本部 ·氯碱部 ·农业解决方案部 ·酒精与C1化学部

产业基础设施部门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Group

■ 成套设备工程本部 ·工程事业部 ·基础设施项目部

■ 产业机械本部 ·建筑解决方案部 ·产业设备部 ·建机与租赁事业部

■ 船舶与宇宙航天器本部 ·船舶与海洋部 ·航空航天事业部

营业部门介绍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Groups

综合原料部门
Industrial Material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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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移动部门
Automotive & Mobility Group

■ 汽车事业本部 ·东盟汽车部 ·北亚汽车部 ·欧洲、俄罗斯与美洲汽车部
·汽车金融与零售部 

■ 五十铃事业本部 ·五十铃东盟部 ·五十铃澳洲与欧美部 ·五十铃中东部

食品产业部门
Food Industry Group

■ 食品化学本部 ·生物与精细化学品部 ·生物化学制品部

■ 食粮本部 ·食品原料部 ·谷物饲料部

■ 生鲜品本部 ·水产品部 ·农产乳制品部 ·畜产品部

■ 消费材料本部 ·全球消费品部 ·面粉糖质品部

电力解决方案部门
Power Solution Group

■ 环境事业本部 ·环境能源部 ·环境R&D部

■ 新能源与电力本部 ·电力服务事业部 ·国内电力部

消费产业部门
Consumer Industry Group

·轮胎部

■ 零售本部 ·食品零售部 ·零售市场部

■ 服装与 S.P.A. 本部 ·服装部 ·S.P.A. 服装衣料部

■ 健康与食品流通本部 ·食品流通部 ·纸品与包装部 ·健康护理部

■ 物流事业本部 ·物流开发部 ·物流事业部

复合城市开发部门
Urban Development Group

■ 城市基础设施本部 ·水事业部 ·交通基础设施部 ·城市基础设施部

■ 城市开发本部 ·城市开发部 ·亚洲不动产开发部 ·不动产事业统括部

■ 资产融资本部 ·企业投资部 ·租赁事业部 ·民间航空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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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拉内瑞拉瑞拉委内瑞内瑞
质油开发（委内瑞拉）奥里诺科重质油油质油质油里诺科诺科重质科重质奥里奥里

CIMA GY, LP.MA ENERGY, IMA ENERGY, C AA 
天然气与原油的市场营销营销销销然气与原油的市场营然气与原油的市场营然然

）国））（美国）国）

加拿大项目
（加拿大）

Garraf 油生产（伊拉拉克）拉原油油

Qalhat LNGLNG LNG（阿曼）

阿曼阿 LNG
（阿曼）

North West Shelf LNG （澳大利亚））亚）

马来西亚 LNG （马来西亚）

Diamond Gas International（DGI）LNG销售（新加坡）加坡）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售售

文莱 LNGNNG
（文莱）

缅甸甸
气生产原油与 产产生产生产与天然油与天油与天然气然气

缅（缅甸缅缅甸）缅甸

Browse LNG （澳大利亚）

Wheatstone LNG （澳大利利亚）利卡梅隆 LNG项目将因页岩气的生产而产生了供给
余量的美国产天然气进行液化和出口。该项目拥有
每年 1,200 万吨的液化天然气（LNG）商业生产能
力，于 2019 年 8月开始投入商业运营，三菱商事
每年负责处理其中的 400万吨。作为新加入的中东
和东南亚以外的 LNG供应点，我们将继续为能源
的稳定供给做出一份贡献。

LNG液化与销售事业（美国）

卡梅隆 LNG项目
美国产天然气的液化与出口

蒙特尼／页岩气开发项目是在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蒙特尼地区与 Encana Corporation 合作共
同推进的页岩气开发与生产业务，因丰富的储藏量和
很高的成本竞争力而备受瞩目。生产出来的页岩气除
了在当地销售以外，还计划通过三菱商事参与的 LNG 
Canada 项目出口到日本等东亚地区。

天然气开发与生产项目（加拿大）

蒙特尼／页岩气开发项目
加拿大页岩气的开发与生产

巴士拉天然气公司是由三菱商事、伊拉克国营南部
天然气公社以及壳牌公司共同出资的天然气精制和
销售公司。从 2013 年开始对伊拉克南部油田中
的伴生气进行回收和精制，并销售发电用天然气、
LPG和凝析油。通过区域内能源稳定供给和将伴生
气由燃烧改为回收，保护地球环境，创造就业机会，
为提振当地经济和协助战后复兴做出贡献。

天然气精制、销售事业（伊拉克）

巴士拉天然气公司
伊拉克首个伴生气有效利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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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林二号项目
（俄罗斯）

Tangguh LNGNNuhuhTanggTanggaan 项目项项
（印度尼西亚）西亚）亚）（印度尼西（印度尼西（（

能源资源事业

天然气部门在向低碳社会转型等背景下，从事需求预计增加的天然气（LNG）事业。

三菱商事从 1969 年日本首次进口 LNG时起就开始涉足该行业，从事 LNG的生

产、运输、贸易和进口代理业务。我们重视与产气国以及客户的信赖关系，在东南亚、

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地拓展 LNG业务价值链，并同时挑战加拿大页岩气开发事业、美

国 LNG出口项目和通过新加坡销售子公司开展营销活动等新举措。持续稳定地供给我

们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能源资源，以期同时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

天然气第一本部 天然气、液化天然气（LNG）（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亚太
地区）

天然气第二本部 天然气、液化天然气（LNG）（美国、加拿大、俄罗斯、阿曼、伊拉克等美洲、
欧洲、中东地区）

天然气部门
Natural Gas Group

Donggi-Senoro LNG 项目是没有资源巨头参与的、
仅由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开发的第一个全亚洲
LNG项目。三菱商事作为最大股东，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2015年起开始制造和销售 LNG及其伴生的凝析油。

LNG液化与销售事业（印度尼西亚）

Donggi-Senoro LNG
第一个全亚洲 LNG项目

©Sakhali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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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Mitsubishi Cement Corporationtio
水泥事业（美国）

MC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预拌混凝土事业（美国）

MC Plastic Trading de Mexico Trading dTrading drrMC PlasticMC Plastic ee 工业树脂和氯乙烯销售（墨西哥）

M Color orrolooDM ColorM Color 树脂复合材料与着色材料事业（墨西哥）材料材料着色材着色材与与与着与着材料材料

江苏苏菱铝用阳极有限公司
炼铝用阳极事业（中国）

Amfine Chemical Corporation
塑料稳定剂、添加剂事业（美国）

bishi International PolymerTrade Corporation MitsubisbisMitsubishi IntMitsubishi Int
化学品、氯乙烯、工业树脂销售（美国）特种化化学品品 氯

Riken Americas Corporation
聚氯乙烯和高弹体事业（美国）

硅砂事业（澳大利亚）

Cape Flattery Silica Mines
世界最大规模的硅砂供应商

由三菱商事 100%出资的子公司，拥有位于澳
大利亚的全球最大规模硅砂矿山。包括日本在内
的亚洲各国平板玻璃和液晶玻璃等需求显著增
长，Cape Flattery Silica Mines 为其供应原料
硅砂已达 50年以上。

针状焦炭事业（韩国）

PMC Tech
致力成为碳业务的全球龙头企业

韩国最大的钢铁公司 POSCO 集团公司
下属的 POSCO Chemical 与三菱化学、
三菱商事的合资公司。从事电炉用人造黑
铅电极原料针状焦炭的生产和销售。

碳纤维循环再利用事业（英国）

ELG Carbon Fibre
德国的金属回收再利用事业公司 ELG Haniel 
GmbH与三菱商事的合资公司，位于英国伯明
翰近郊，世界首次将碳纤维回收事业商业化，
并面向电子和汽车领域开展销售。

14



碳素事业

钢铁产品事业

机能原料事业

UBE-MC Hydrogen Peroxide 过氧化氢事业（日本）
新氧化学 过氧化氢、高品位尿素水事业（日本）
日本RESIBON 磨削和研磨用砂轮以及研磨材料事业（日本）
三菱商事建材 建筑材料和陶瓷材料销售（日本）

Frontier EnergyFF 新潟 电力批发供给事业（日本）
日本电极日本日本 碳产品事业（日本）
石油焦炭工业焦油焦石油石油 石油焦炭事业（日本）
MC Carbon rM 碳相关产品的销售（日本）

综合原料部门在汽车出行、建设、基础设施等的对口行业中，从事广泛涉及碳、钢

铁产品、机能原料等多种原料的销售、事业开发以及事业投资。

为解决对口行业的课题，在能发挥本公司的强项和职能的领域中加强业务的同时，

应对原料需求多样化等新的事业机会与变化，致力于使事业价值最大化。

碳素本部 石炭焦炭、滚针焦炭、人造黑铅电极、煤焦油、燃料用石油焦炭、碳块、电极（阳
极）等

钢铁产品本部 厚板、薄板、建设用钢材、油井管与线管、线材、特殊钢等钢铁制品

机能原料本部 工业树脂、过氧化氢、液晶薄膜、氯乙烯树脂、合成树脂、树脂添加剂、硅砂、
水泥、生混凝土、木材和建材等

综合原料部门
Industrial Materials Group

钢铁产品事业（日本）

Metal One（美达王）
钢铁流通的领军企业

2003 年三菱商事与日商岩井（现 双日）的钢
铁产品事业部门分拆独立，成立Metal One。
拥有日本国内外 140 多处网点的销售网络，
除了销售钢铁产品之外，还在物流、库存、生产、
加工等广泛的环节提供综合性的服务，构建连
接钢铁厂商与需求方的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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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L
甲醇制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甲甲

Petro-Diamond Inc.（PDI） 美国）石油产品销售（美美

IVICT Singaporeporeporegaga
化学品贸易（新加坡加坡）加坡

IVICT Thailand
化学品贸易（泰国）（（泰

IV CT GuGuangzhouGuIVICTIVICT
化学品贸品贸易（中国）品贸易（中国）易贸易易（中国易（中国

IVICT Shanghai
化学品贸易（中国）

SHARQ公司由三菱商事投资的沙特石油化学与沙
特阿拉伯的沙特基础产业国有公司（SABIC）于
1981 年设立。经过三次的增资，发展成世界上屈
指可数的大型石油化学制造商，其产品（聚乙烯、
乙二醇）畅销全球。

三菱商事与墨西哥政府的合资企业 ESSA公司运营
着世界最大的日晒盐田，向日本、美国等国家稳定
地供应高纯度高质量的盐。ESSA采用日晒使海水
蒸发制盐这种环保的制造方法，每年产量 800万吨，
约占日本进口盐量的一半。

制造与销售甲醇的METOR公司，是通过委内瑞
拉石油化学国有企业 Pequiven 公司、三菱天然
气化学等联营而诞生的。2010 年，二期投产，
年生产能力增至 160万吨。目前，已经被广泛地
认可为连接日本和委内瑞拉的象征性业务。

甲醇制造与销售事业（委内瑞拉）

METOR 
连结日本与委内瑞拉两国的业务

石油化工产品制造与销售事业（沙特阿拉伯）

SHARQ 
世界最大型的石油化学项目

制盐事业（墨西哥）

ESSA
世界最大的日晒盐田

Astomos Energy 是三菱商事集团的三菱液化气公
司与出光兴产集团的出光天然气与生活公司通过业
务整合而设立的 LPG 事业公司。LPG 经销量就专
业公司而言为世界最大规模，承担着日本国内大约
25%的需求。还开展家用燃料电池、高效率热水器
等的普及以及电力零售。

LPG进口与销售事业（日本）

Astomos Energy
世界最大规模的 LPG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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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事业

石油化学事业

基础化学事业

Mitsubishi Shoji Chemical
溶剂、涂料、涂层树脂、硅酮销售（日本）

沙特石油化学 石油化工产品销售（日本）
Mitsubishi Corporation Plastics
合成树脂原料与产品销售（日本）

KIBIKASEI 合成树脂原料与产品销售（日本）

MC Ferticom 肥料制造（日本日日 ）

Mitsubishi Shoji Agri-Servicerr 肥料销售（日本）

小名滨石油滨名滨小名小名  石油流通基地（日本）

昭和四日市石油昭昭和 石油精炼（日本）

鹿川集散码头 鹿鹿 石油物流（日本）

波方集散码头 LPG等 物流与储备（日本）
汽车前沿领域 汽车相关电商事业（日本）

石油与化学部门在广泛的领域中，致力于社会和人类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能源和化

学原料的稳定供给，推动开展原油、石油产品、LPG和石油化工产品、盐、甲醇等产

品的贸易事业和生产事业。

以向低碳社会转型过渡和海洋塑料问题等为代表，应对环保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预计今后我们所处的事业环境还将发生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我们将致力构建起可应

对事业的进一步强化以及未来变化的新型商业模式。

石油本部 原油、石油产品、LPG、木质颗粒

石油化学本部 烯烃和聚烯烃类、聚酯原料、塑料、聚氨酯原料、涂料和涂层材料

基础化学本部 工业盐、氢氧化钠、氯乙烯原料、氯制品、肥料原料、肥料制品、甲醇、乙醇、氨

石油与化学部门
Petroleum & Chemicals Group

三菱商事能源公司于 2015年 10月 1日设立，目
的是集约分散在三菱商事、三菱商事石油、MC能
源的日本国内石油产品销售业务经营资源。从汽油、
煤油、柴油到重油、沥青、润滑油的供应，其业务
内容涉及石油产业末端的大部分领域。

石油产品销售事业（日本）

三菱商事能源
致力于石油产品的稳定供应

中央化学因成功开发出塑料制的酱油和调味汁用瓶
而于 1957 年创业，三菱商事从 2011 年起参与其
经营。作为塑料制食品包装容器的先驱者，面向日
本和中国的超市和便利店，从事食品托盘、熟食与
盒饭容器的生产和销售。公司注重技术开发，不断
开发出种类丰富的原料和产品，以应对生活方式的
多样化和女性进入社会。

塑料食品容器制造销售事业（日本）

中央化学 
多种多样的食品包装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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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ozalMo
铝：冶冶炼冶冶炼冶炼炼炼

（莫桑（莫桑比克）（莫桑 ）））

JCU
（ pan Canada UraniumJapp ）

铀：勘查、勘探、开发
（加拿大）

IOC（ e Company Iron Ore Company of Canadae Company o ）
铁矿石

（加拿大）

Antamaminaam
铜（秘鲁））鲁）

Los Pelambres s mbrembre 铜（智利）铜铜

CAP 石（智利）铁矿石石

Gresik
铜：冶炼（印度尼西亚）

Crosslands Resourccesc
铁矿石：勘查、勘探、开发（澳大利亚利亚）利亚

Oakajee Port & Raailai
铁矿石：铁道港口开发（澳大利亚亚）亚

A MongolAREVAREVA MongolAREVA Mongol
勘查、查、勘探、开发查、铀：勘查勘查查查

（（蒙古国）（

CMP 铁矿石（智（智利）（智矿石（智矿石（智
铜事业（智利）

Anglo American Sur
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型铜事业

金属资源贸易事业（新加坡）

Mitsubishi Corporation RtM 
International
各种金属资源的贸易事业

金属期货交易事业（英国）

Triland Metals 
唯一一家成为 LME核心成员的日本企业

铜事业（智利）

Escondida
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型铜事业

铜事业（秘鲁）

Quellaveco
世界首屈一指的新的大型铜事业

2013年4月设立了Mitsubishi Corporation 
RtM International 公司，作为金属资源贸易
事业的统括子公司。将总部设置在市场信息和
人才的聚集地新加坡，提高满足多样化的客户
需求的能力，并谋求抓住以亚洲为中心发展市
场的需求。

唯一一家成为 LME( 伦敦金属交易所 ) 核心成员的
日本企业。自从 1971 年成立后的 40 多年来，为
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针对金属商品价格变动风险的
对冲功能。凭借着此项功能以及稳固的客户基础，
为提升三菱商事的金属资源贸易事业的附加价值做
出贡献。

Anglo American Sur 公司在智利共和国内拥
有大量的优良资产，如 Los Bronces 铜矿山、
El Soldado 铜矿山、Chagres 铜炼厂以及大
型的未开发矿区等，目前年产铜 42万吨。

智利共和国的 Escondida 铜矿于 1990 年开始
生产，并经过多次扩建工程，目前是全球铜产
量最大的铜矿。该矿山每年生产约 120 万吨铜
精矿和铜金属锭，不仅具备生产规模，在储量、
成本竞争力方面也是全球屈指可数的优良项目。

秘鲁共和国Quellaveco 铜矿，预计埋藏量约为 750
万吨，是一座有 30年寿命的全球最大规模的未开发铜
矿，也是成本竞争力很高的极优项目之一。从 2018
年 8月起开始开发建设，预计 2022年内开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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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rmont
普通煤
（澳大利亚）

BoyneB
铝：冶炼（澳大利亚）铝

Mitsubishi Corporation RtM Japan 金属资源贸易事业（日本）

大平洋金属 不锈钢原料：冶炼（日本）

金属资源事业

金属资源贸易事业

金属资源部门在煤炭和铁矿石等钢铁原料、铜铝等非铁金属各领域，通过贸易、开

发和投资等，从事业务经营。

并且，将视野放大到AI/IoT 等数字技术应用及汽车电动化发展等，旨在通过在各

领域中准确把握顾客的需求，开展与全球市场相对应的业务，追求事业价值的最大化。

金属资源部门以炼焦煤和铜为核心，进一步完善兼具全球最高水准的成本竞争力和

品质的优良资源，实现在环保和稳定供给两方面都长期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金属资源本部 炼焦煤、铜、铁矿石、铝等

金属资源贸易本部 煤炭、铁矿石、镍、铬、钼、铜铅锌精矿及金属锭、锡金属锭、铝金属锭、
二次合金、贵金属、稀土、铝制品

金属资源部门
Mineral Resources Group

炼焦煤事业（澳大利亚）

BMA
世界最大规模的炼焦煤事业

从事金属资源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的澳洲
Mitsubishi Development（MDP），与合作
伙伴一起共同推进 BMA炼焦煤事业，年产量
达到约 6,500 万吨，占到全球海上贸易量的约
三成，属全球最大规模。BMA在产出高品质
且具有成本竞争力的煤炭的七处工业煤矿的基
础上，还从事铁路和港口的整体配套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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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制造设备建设
（俄罗斯）

Calik Eneerji e
基础设施事业事业业
（土（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套设备建设肥料成套肥料肥料料成套设备成套设备 （乌兹别克斯坦）

液化 然气液化天然气接收基地事业液化天然气液化天然液化天然气
（孟（ 拉）（孟加拉）（孟加拉）

热轧机建设
（印度） MC LIFT & MMMC LMC LI

UTIONSSSOLUTIOTIONSOLSOLUTOLUT

IST FARM MACHINERYT FT F EERERISTIST
农业机械等的经销（泰国）农农 国）国）泰国）泰国）经经

与行业世界最大规模的 SBM Offshore 公司合作，
一起开展从深海油田到原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储存、
装运的海上设备（FPSO）的租船、操作和维护服务。
为巴西的国有石油公司 Petrobras，承担 3艘为期
20 年、具有日产量约 15 万桶的原油生产能力的
FPSO的运营。

FPSO租船事业（巴西）
超大深海 FPSO租船、操作、维护事业

通过船舶持有、航运事业为承担物流大动脉角
色的海运业做出贡献，致力于实现全球物流更
进一步的发展。

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为中心，专注于放电加工机和
激光加工机等的经销业务，以满足制造业的需求。

船舶保有与航运事业
开展正式的船舶持有与航运事业

MC Machinery Systems（美国）
在美洲开展机床经销业务

与三菱电机合作，于 2012年设立了Mitsubishi 
Elevator India 公司，开展电梯的销售和维护业
务。2016 年新工厂投入运转，开始当地生产，
致力于在电梯的一大市场印度进一步拓展业务。

Mitsubishi Elevator India（印度）
在印度的三菱电机电梯制造、销售、维修公司

与土耳其Calik Holdings 旗下的 Gap Insaat 共
同组成财团，与三菱重工工程株式会社一道，共
同设计建设氨与尿素化肥成套设备。通过 EPC
（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
为客户企业和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肥料成套设备建设（土库曼斯坦）
氨与尿素化肥厂的设计与建设

©SBM  Off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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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商事机械设备 EPC与贸易事业（日本）

成套设备工程事业

产业机械事业

船舶事业

防卫与航天事业防卫与

船舶营业网点

三菱商事Technos 作业机械与产业机械销售（日本）
MSK农业机械 农业机械等的经销（日本）

JAPAN SPACE IMAGING CORPORATION 卫星图像数据服务的销售（日本）
SkymatiX 综合遥控传感服务的销售（日本）

★★

★

产业基础设施部门拥有与广泛行业、产业及合作伙伴的接地面积，在成套设备工程、

产业机械、船舶与宇宙航天器等各领域中开展多种多样的商业模式。

提供技术革新、数字化、产业结构变化以及低环境负荷等各产业所需的服务和解决

方案，在进一步发展现有事业的同时，积极推进在关联行业中的新事业开发，致力于成

为与客户共同实现可持续增长的综合产业基础设部门。

成套设备工程本部 FPSO※（与 SBM Offshore 合作），LNG液化成套设备、LNG接收和气化设
备等能源基础设施、化学、钢铁、有色等大型产业成套设备、产业相关基础设施、
压缩机等成套设备用设备等

产业机械本部 建筑机械、矿山机械、机床、农业机械、电梯等产业机械的经销和租赁业务

船舶与宇宙航天器本部 船舶（散装船、油轮、集装箱船、LNG船、LPG船、涉及海洋资源开发的特
殊船等）、海洋构造物（FPSO※（与三井海洋开发合作）等）、船舶用机械、卫
星图像、飞机及引擎、防卫相关设备等

※Floating Production, Storage & Offloading System：浮体式海洋原油、气体生产储存装卸设备

产业基础设施部门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Group

作为租赁的综合服务企业，该公司运用其在
日本全国的 240 多处分支机构网络和维护系
统推动事业发展，将以建设用设备为首的约
4,800 种、约 105 万件商品放到“平台”上
提供，满足广大客户的需求。

Nikken 租赁公司（日本）
租赁的综合服务企业

2008 年和 2019 年，千代田化工建设
进行了第三方分配增资，以此为契机三
菱商事开始对该公司提供经营支援和营
业支援。该公司在日本国内外从事 LNG、
天然气、石油、化学、各种产业设备、医药、
再生能源设备等的设计和建设，提供符
合时代和地域要求的最佳基础设施，为
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千代田化工建设（日本）
综合工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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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 BABANKBANKMM
汽车销售金融（德国）（德国）融（德国）汽车汽车汽汽

ISUZU SALES DEUTSCHLAISUZISUZ LANDLANNDND
汽车进口销售销售（德国销售 国）国

UTMC AUTOS DEL PERU UTMCMC
进口销车进口销售（秘鲁）进口销汽车进车进

ISUZU MEXICOEXEXMEEISUZU MEXISUZU MEX
汽车组装和进口销售（墨西哥）进装和进装和进进口销售进口销售车组装和车组装和 销售口销售

MMC CHILILEILILIL
利）汽车进口销 （智利）利）售（智销售（智

MMMC CAM CARCAAR AR
P AND

进口销售售

MMC U NEUKRAINEUKRAINE
销售（ 克 ）汽车进口 克兰）兰）口销售（乌克口销售（乌克

MMC RUS 
汽车进口销售（俄罗斯）

MC BANK RUS
汽车销售金融（俄罗斯）

THE COLT CAR COMPANY LT CALT CAR COMR COMOE CE CHH LLT RR
汽车进口销售（英国）销售（英国销售（英国口销口销进

SPITALGATE DEALER SERVICES ATE DEALERATE DEALERAA
汽车销售金融金融（英国）金融

BISHI MOTORS MALAYSIA TSUBISUBIMITTMITSU 汽车进口销售（马来西亚）西亚）西亚）
ISUZU MALAYSIA 汽车进口销售（马来西亚）亚）亚）

MMM CARS M
MYMYANMARMY MANMA

销售（缅甸）汽车车进口销售（缅甸车进口销售（缅甸进口销售销售

MITSUBISHIMITMIT
MOTORS
VIETNAMMMMM
汽车组装与销售与装与销售组装与销售销售销售

作为在印度尼西亚的三菱汽车以及三菱扶桑卡客车产品的进口和销
售总代理店，于 1970 年设立 KRAMA YUDHA TIGA BERLIAN 
MOTORS（KTB）公司，开展汽车事业已历经约半个世纪。2017 年
4月按经营的品牌对KTB公司进行了事业整编，以经营三菱汽车产品
的 MITSUBISHI MOTORS KRAMA YUDHA SALES INDONESIA
（MMKSI）公司与经营三菱扶桑卡客车产品的KTB公司为中心，建立
了生产、销售、销售金融、售后服务、二手车销售等坚固的价值链。

1957 年开始在泰国进口并销售五十铃的汽车产品。
1974 年，作为五十铃汽车的车辆在泰国的总销售
代理点，成立了 TRI PETCH ISUZU SALES（TIS）
公司。2003 年开始出口在泰国生产的五十铃车辆，
目前正在面向全球 100多个国家扩大出口规模。以
经营销售事业的 TIS 公司为中心，广泛开展销售、
销售金融、维修等事业，确立在商用车市场的顶级
品牌地位。

2012年成立了 ISUZU MOTORS INDIA 公司，开始
在印度销售五十铃皮卡车。从 2016 年起，位于印度
南部安德拉·布拉迪什州的自有工厂投产，正式开始
在印度开展业务。近年来，也向尼泊尔和不丹等印度
周边国家出口印度生产的五十铃皮卡货车。

印度尼西亚事业
汽车事业的价值链布局

泰国事业
泰国国内销售及向世界各国的出口事业

印度事业
在印度国内生产销售并向周边国家出口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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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事业（三菱汽车、三菱扶桑卡客车）

汽车事业（五十铃汽车）

ISUZU UTE AUSTRALIA
汽车进口销售（澳大利亚）

ISUZU PHILIPPINES 汽车组装和进口销售（菲律宾）

三菱汽车工业 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制造和销售（日本）

汽车与移动部门以东盟为中心，在全球范围布局轿车、商用车的海外生产与销售、

销售金融和售后服务等汽车相关的一整条价值链。

迄今为止，伴随着汽车厂商进军海外和拓展业务，该部门的业务也在不断扩大，尤

其在销售领域，以紧抓当地顾客需求的方式，并将其反映至商品和服务中，从而努力提

升商品力和品牌忠诚度。

捕捉数字化和CASE 发展带来的行业构造的变化，进一步加强多年来培养的功能

以及紧密结合当地网络的事业根基，致力于在出行服务事业领域解决人与物的移动相关

课题。

同时，在顺应时代变化的背景下，我们真挚地审视各国、各地区客户的需求，以期

实现可持续发展。

汽车事业本部 海外当地生产与销售事业 /海外销售金融、售后服务等的相关事业 /汽车出口
事业（整车、组装件、备件）/移动出行相关事业

五十铃事业本部 海外当地生产与销售事业 /海外销售金融、售后服务等的相关事业 /汽车出口
事业（整车、组装件、备件）/移动出行相关事业

汽车与移动部门
Automotive & Mobility Group

作为在中国的三菱汽车产品生产和销售公司 (广州汽车、
三菱汽车、三菱商事三家公司的合资公司 )，2012 年设
立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并开始营业，致力于三菱汽车
所擅长的 SUV车型领域的推广销售。另外，2018 年，
作为进一步拓展价值链的母体，通过宏菱融资租赁（上海）
有限公司开始从事销售金融业务，致力于开展新的下游
事业的同时，扩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和收益。

中国事业
开展汽车生产、销售和销售金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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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lAgrex do Brasas
材料谷物和农业原材料材料

（巴西）

sTH Foodss
仙贝（美国）

Agrex 谷物（美国）

沈阳华阳华美食品阳华 工品（中国）鸡肉加工工

Nissin Foods oodood
Singaporeoaporeaporreore
方便面（新加坡）面（新加便面便面（新加坡）便面（新加坡）

KewpieKK
VietnamVV
调味料（越南）越南越南

Nitto Fuji
Internationaltete

namnamamVietnana
粉制造（越南）造（越造（越粉制粉制

Oriental Coffee Alliance 咖啡（马来西亚）

Dan Kaffe Malaysia 咖啡（马来西亚）

亚谷瑞贸易（北京）谷物（中国）Indiana Packers 食用肉（美国） UJIFILM Diosynth Biotechnologies USAFUJFUJ
生物医药品（美国）生生

esaco SeeSS
麻（美国）芝麻芝麻

IFFCO-MC CROP SC CE PRIVAIFFCO-MC CRIFFCO-MC CR SSCOP SCIENCOP SCIENC VATEVA
农农药（农药（印度）药（印

CCAN DECCDD 农药（印药（印度）药（印

FUJIFILM Diosynth BiDiosyDiosy h Biotech Bi echecchnologies UKech

FIMIFI FI 食品化学（美国）食食

浙江大菱海洋食品洋海洋 水产品销售（中国）

Yamazaki Indonesia 面包制造（印度尼西亚）
Bright Foods Indonesia 糕点制造（印度尼西亚）

Ichi Tan Indonesia 饮料（印度尼西亚）
Kewpie Indonesia 调味料（印度尼西亚）

Nissin Foods Indonesia 方便面（印度尼西亚）
Atri Distribusindo 食品批发（印度尼西亚）

Emina Cheese Indonesia 奶酪（印度尼西亚）
Kaneka Foods Indonesia 加工油脂（印度尼西亚）

Asia Modified Starch ed Staed Sta 木薯淀粉（泰国）国）国）粉粉
Nissin Foods Thailand s Thas Tha 方便面（泰国）））面面

 Fuji International Thailand d d Nitto to F anlandNitt 调制面粉制造（泰国）调调
Dia Merchandise ee 食品材料批发（泰国）食食 泰（（

Kewpie Malaysia 调味料（马来西亚）））

vluvivvv aLluviaLluvia
制粉、咖啡啡咖啡啡啡制粉制粉、
（缅甸）Foods ssin F FIndo NissssNis Nis 方便面（印印度）印

Asian Best Chicken 鸡肉加工品（泰国）泰国）泰国）泰

Elleair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Trading IndonesiaElleaEllea
纸尿裤（印度尼西亚）

做为世界第三大三文鱼养殖、加工、销售企业，在
挪威、智利、加拿大三个国家，每年养殖三文鱼产
量大约为18万吨。2014年成为三菱商事的子公司，
为全世界供应可持续的安全且安心的养殖三文鱼。

在罐头、饮料、食用油、意大利面等种类繁多的商
品领域，从事本公司品牌或自有品牌的制造和销
售，在英国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拥有 Princes、
Napolina 等英国的顶级品牌，在欧洲全境扩大事业。

Ipanema 农园的年产量约为 9,200 吨，相当于 10
亿杯咖啡。生产获得欧美环境与 CSR 认证机关认
证的最高质量的咖啡。三菱商事自 2012 年起参与
该公司的经营，通过栽培与收割的进一步机械化、
高效化等手段，加强了优质咖啡的稳定供应体制。

三文鱼养殖事业（挪威）

Cermaq
向全球供应安全且安心的养殖三文鱼

食品与饮料制造事业（英国）

Princes
英国顶级食品与饮料制造商

咖啡农园事业（巴西）

Ipanema农园
世界最大规模的咖啡农园

做为在世界 70个国家开展事业的农产品事业
公司，其咖啡、可可、坚果类拥有世界一流的
市场占有率，致力于构建重视可持续性和可追
溯性的农业生产、收购、制造加工的价值链。
三菱商事于 2015 年与其签订了资本业务合
作协议。

食品原料事业（新加坡）

Olam
世界顶级的农产品事业公司

开展食品化学业务的子公司
Mitsubishi Corporation Life 
Sciences 旗 下 的 MC-Towa 
International Sweeteners Co., 
Ltd. (MTIS 公司 ) 于 2003年在
泰国设立的多元醇制造基地。以
国内外糕点厂家为中心扩大业务
规模，其所开展的全球糖酒事业
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麦芽糖醇制造事业（泰国）

MTIS
以世界大型糖果制造商为中心
供应甜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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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ina 饲料和谷物（澳大利亚）

食品化学事业

食粮事业

生鲜品事业

消费品事业

Japan Farm Holdings 食用肉（日本）肉肉食食

日本食品化工 淀粉、糖化产品（日本）

东洋冷藏 水产（日本）

BML生命科学控股 食品检查和临床试验支援（日本）
ZM Crop Protection 农药（日本）

Salad Club 包装沙拉（日本）
MC Produce 蔬菜水果（日本）

伊藤火腿米久控股 食用肉（日本）日日

Foodlink Corporation 食用肉（日本）

日东富士制粉 制粉（日本）
大日本明治制糖 制糖（日本）

JCC 奶酪（日本）
日本日本日本KFC控股控控控控 餐饮连锁（日本）

rCell Inc ccWaterater ncncC lCel 农业支援信息服务（日本）农农农农

日本农产工业日日日本农产工日本农产工工工 饲料（日本）日本日本（日（日日日

MC Agri Alliance MCMC 咖啡、可可、芝麻（日本）

三桥 大米（日本）

食品产业部门在全球范围开展业务，向消费者提供粮食、生鲜品、生活消费品、食

品原料等与“食”相关的商品。

从原料的生产、采购到产品制造的各事业领域，稳定供应迎合消费者需求的商品和

服务，致力实现多元化的精彩生活。

进而，出于从事健康和环境相关业务的责任感，致力于确保消费者的“安全与放心”，

追求提供回馈社会需求的价值。

同时，将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横向拓展到全球市场，创造新的发展机会，并灵活应对

经济环境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提升各项业务的竞争力，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食品化学本部 医药品原料和中间体、农药原料和中间体及其制品、化妆品原料、食品原料和
配合品（食品化学制品）、健康原料和制品（健康化学制品）

食粮本部 玉米、麦芽、小麦、大麦、大豆、油菜籽、混合饲料原料、咖啡、可可、糕点原料、
芝麻、坚果、香料、干燥蔬菜、油脂、油脂制品等

生鲜品本部 水产品（金枪鱼·虾·鲑鱼等）、水产加工品、米类谷类、蔬菜水果、奶酪、乳制品、
鸡肉·猪肉·牛肉、食肉加工品等

消费材料本部 加工食品、点心、饮料、罐头、方便面、调味料、小麦粉、砂糖、淀粉与糖化产品、
其他日用品等有关消费品

食品产业部门
Food Industry Group

支撑“食品”与“健康”的食品原料制造商。发挥
生命科学的技术力量，协助客户开发丰富多彩的食
品和菜单，从而创造快乐健康的食文化，给全世界
的人们带来“美味的笑容”。

食品化学事业（日本）

Mitsubishi Corporation Life Sciences
健康·安心·安全·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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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entury Insurance
再保险（百慕大群岛）

MMMC LM Logistics CISL
综合物流
（俄罗斯）

MC Logistics IndiaIndiaIndia
综合物流（印度）））印度印度

泰国三菱商事物流物物物物物流物流菱菱
综合物流（泰国）泰国泰国

流（上 有限物流（上海）有限公司流（上海）有限菱商事物流物流三菱商事物流（上海）有菱商事物流（上海）有 综合物流（中国）

OGY Medical Asia Pacific Pte. Ltd. HOGOGHH 医疗材料销售（新加坡坡）坡
Diamond Bulk Carriers 散装船航行、船舶租赁业（新加坡）坡）坡）

PT. MCLOGI ARK INDONESIA综合物流（印度尼西亚）

亚惠美食惠美惠美 国美食广场（中国）国

国药控股北京华鸿 医药品销售（中国）
国药控控股北京控 北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北京股北京天股北京天 医药品销售（中国）

国药国药控股菱商国药 管理服务（上海）管理服管理服菱商医院管理服务（上海）菱商医院管理服务（上海）医疗材料与器械销售（中国）医医
菱华商业（上海）有限公司 服装（中国）

IA F SHIOION IOTREDIA FASIA FAS 服装（香港）

CONG TYCC
TNHH UNIQLONNIQLONIQLO
VIET NAMNAMNAMMM

REDIA EDIAEDIAIDIATTRETRE
IETNAM TNTNAVIVVVIEVIE
装（越南）服装服服装（越装（越

PT. MCDELICA FOOD INDONESIA 即食食品制造（印度尼西亚）亚）亚）
IKASI KARYA ANAK BANGSAPPT. APLIKPT. APLIKKASI KAIKASI KAAKIK （GOJEK）网约车APP平台事业（印度尼西亚）

PT. Fast Retailing Indonesia 服装（印度尼西亚）

Muji Europe Holdingssgsii
服装、日用杂货（英国）英国）英国）

Limited Liability 
any UNIQLOCompany UNIQLOany UNIQLO

（ SRUSS）））
俄罗斯）服装（俄（俄

Mitsubishi Imaging（MPM）
印刷、摄影相关器械材料（美国）

A.U.SMuji U.S.A.U.S.A.
杂货服装、日用杂用杂服装、日用杂货服装、日用杂货

（美国）

Astillas Exportaciones
木片制造与销售（智利）））

UNIQLOUUN （Thailaanda ） pany  Compapan 服装（（泰国）（ 国）国）
Thai Kurabo ThThTT 棉、化纤丝、织物的制造与销售（泰国（泰国）（泰国））纤丝、织物的纤丝、织物的

三菱商事物流成立于 1954 年。是一家在日本、
中国、亚洲和欧美各国开展全球化业务的物流企
业。在服装、汽车等领域，在源自与行业代表客
户之间的交易积累的多种多样的功能的基础上，
再加上三菱商事的商社功能和经验诀窍，开展超
越物流范畴的解决方案提案型业务。

综合物流事业（日本）

三菱商事物流
拥有日本国内外网络的综合物流企业

作为支持城镇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存在”，为全面满
足顾客的生活需求不断挑战。应对追求健康和细分
需求的商品、网购店面收货、金融服务等，顺应社
会的变化，不断扩大店面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范
围。

便利店事业（日本）

罗森
抓住地区及顾客需求变化而不断进化的
便利店

泰国的Bridgestone 轮胎销售公司。为在泰国
提升Bridgestone 的品牌价值做出贡献。

轮胎事业（泰国）

Bridgestone Sales (Thailand)

26



轮胎部

零售本部

服装与S.P.A. 本部

健康与食品流通本部

物流事业本部

三菱矿石运输 船主业和船舶管理业（日本）

Car Frontier FFCar Car 轮胎电商事业（日本）

TOYO TIRE TTITOT 轮胎事业和汽车零部件事业（日本）

Life Corporation LL 超市（日本）

MC Data Plus 面向建筑业的云系统服务、大数据运用业务等（日本）

Kanro 糕点制造和销售（日本）本本

Loyalty Marketing 通用积分（日本）

Mitsubishi Shoji Packaging Corporation 包装材料、包装相关机械、纸制品（日本）
MC Healthcare 医院外包事业、医疗材料器械、医药品等销售（日本）
Nippon Care Supply 福利用具租赁（日本）福福

Transaction Media Networks 电子货币支付（日本）
Cookpad TV 烹饪视频事业（日本）
Gourmet Delica 米饭和熟食的制造和销售（日本）

Life Gear Corporation 鞋类（日本）

消费产业部门在零售、服装和S.P.A.、健康护理和食品流通、物流、轮胎等领域中，

持续致力于解决消费社会中的重要课题，并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构建起对于消费者具

有更高利用价值的零售和流通平台。

精准捕捉因智能手机的普及和AI、IoT、区块链等技术革新而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和

细分化的消费者需求，致力于运用与消费者之间广泛的接触点去创造价值。

轮胎部 轮胎制造和销售 (批发、零售、电商 )事业，轮胎出口、三国间和国内交易

零售本部 零售事业、营销事业、积分和结算相关服务、运用客户数据的各种事业、面向
消费者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开发

服装与S.P.A. 本部 服装、服饰、生活杂货、鞋类、营销服务等

健康与食品流通本部 加工食品、低温食品、糕点、酒类、塑料原材料和产品及其包装解决方案、白
板纸和纸板箱、包装系统、纸制品、无纺布、造纸用芯片、医疗器械、医疗器材、
医药品、医疗机构用解决方案、辅助器具

物流事业本部 综合物流事业、再保险事业、物流领域的新事业开发

消费产业部门
Consumer Industry GroupMitsubishi Corporation Fashion 开展从

服装到服饰、生活杂货、家具、鞋类等生活
方式相关全方位商品的OEM业务和服务。

服装、日用和服饰杂货类（日本）

Mitsubishi Corporation 
Fashion
Life Style 领域的“无生产线制造商”

开展以日本国内外的加工食品、冷冻冷藏食品、
酒类、点心等的批发为主的事业，向全国的零
售业、餐饮业等饮食相关的交易对象一站式提
供各种各样的商品。打破食品中间流通业的界
限，通过革新食品的流通，从而为日本丰富多
彩的食文化以及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提供支持。

食品中间流通事业（日本）

三菱食品
日本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的食品中间流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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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Routeee
电力贸易事业（爱尔兰）兰）兰）

Boston Energy Trading and MarketingB on Eneon Ene
电力贸易和营销事业（美国）电力电力 营营力贸力贸电力电力

NexampNeNe
分散型太阳能发电事业（美国）分分分

Diammonnd Transnd TransnnononamoamonDiamDiam n Corporationtiontion DTC）
输电 业（英国）（（输电事业（英输电事业（英

EPC

设火力发电厂建设设
EPC 湾）案例（台湾湾

发电发发发 建设设地热发发发电站建设发电站建设
EPC案例（肯尼亚）案案例（肯尼亚）案例（肯尼亚））

2009 年成立的Diamond Generating Asia
公司，作为三菱商事在东南亚和大洋州的电
力事业分支机构，在电力需求稳步增长的该
地区致力扩展发电事业。截止到 18年度末时
的配额容量为约 125万千瓦。

Diamond Generating Asia
（DGA）（香港）
在亚洲和大洋洲开展电力业务1999 年成立的 Diamond Generating Corporation 公司，负责

统括发电事业、分散型发电事业、以及电力贸易事业等三菱商事在
美洲的电力事业。大型发电事业方面，由 Diamond Generating 
Corporation 公司旗下的Diamond Generating LLC 公司负责，截
止到 18年度末时的持有份额容量约 350万千瓦。

面向乌兹别克能源公司的 Turakurgan 900MW燃气
燃烧复合火力发电厂。2016 年 11 月与三菱日立动
力系统共同签订一揽子承包合同，预定在 2020 年内
交付。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经
济的不断发展，可以预见电力需求的增加，三菱商事
今后也将继续积极致力于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Diamond Generating Corporation（DGC）（美国）

在美国开展电力业务

火力发电厂建设（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燃气燃烧复合火力发电厂EPC案例

2012年成立的Diamond Generating Europe公司，
负责对发电事业、电力贸易事业等三菱商事在欧洲、
中东和非洲的电力业务进行统括。致力于该地区独特
的可再生能源电源的同时，不断扩大事业规模。截止
到 18年度末时的持有份额容量约 90万千瓦。

2018 年开始商业运营的卡塔尔燃气火力发电、造水
项目，未来 25年里将持续向卡塔尔供电、供水。三菱
商事将通过本项目为卡塔尔的电力和水力的稳定供给
做出贡献，同时为应对世界各地电力需求和水需求的
增加，面向包括中东在内的全球开展发电和造水事业。

Diamond Generating Europe（DGE）（英国）
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开展电力业务

Umm Al Houl Power（卡塔尔）
卡塔尔燃气火力发电、造水项目开始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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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零售能源“Machi Ene” 电力零售事业（日本）
三菱商事电力 电力事业（日本）

环境相关事业

电力相关事业

三菱商事Power Systems EPC与贸易事业（日本）
三菱商事机械设备 EPC与贸易事业（日本）

电力解决方案部门由“环境事业本部”和“新能源与电力本部”两个本部构成，以

电力、环境领域中的业务及其相关交易为核心，采取多样化的举措去应对多样化的电力

需求。主要举措有，对以实现低碳社会的全球变暖对策有所贡献的可再生能源事业、在

活用分散型太阳能发电等的电力领域中创造新业务、电动汽车的普及所不可或缺的锂电

池事业等，并对可期待成为新一代清洁能源的氢能源等进行实证研究。

将可再生能源等环境负荷较低的电源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不仅能为电力的稳定供给

做出贡献，还能为客户提供供求调整功能等新的附加价值，在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做

出贡献的同时提升企业价值。

环境事业本部 锂离子电池的开发、制造、销售事业、电池服务事业、氢等新一代能源的开发

新能源与电力本部 发电和输电事业、电力交易事业、电力零售事业、发电输电相关器械和设备的
销售

电力解决方案部门
Power Solution GroupLithium Energy Japan 是大容量高性能的锂离子

电池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事业企业，在世界上首次
实现了电动汽车用大容量锂离子电池的量产。除了
搭载在三菱汽车工业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欧蓝德”
以外，还被多家欧洲汽车制造商采用。

Lithium Energy Japan（日本）
实现大容量锂离子电池量产

接受NEDO※ 的“氢社会构建技术开发事业 / 大规模
氢能源利用技术开发”的补助，与合作伙伴共同设立“新
一代氢能源链技术研究组合”，领先全球着手开展氢的
国际供应链实证事业。
※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

氢供应链实证事业（文莱、日本）
实现文莱 -川崎间的氢供应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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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 Aviation Partntners Americastn
飞机租赁（美国）

Diamond RRealtyR
Management Ameericaer

不动产运用事业（美美国）美

LTY INVESTMENTSDIAMOND REALTYLTY （Dallas）
美国）不动产投资事业（美国美国

MCAP Europepepe
飞机租赁（爱尔兰）兰）兰）

胡志明市零售住宅事业 不动产开发（越南）发（越南发（越南开开

雅加达Orange County 零售住宅宅宅
雅加达BSD零售住宅

INNOPARK零售住宅
不动产开发（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BSD地区复合开发

平阳省
VSIP
零售住宅宅住宅

河内河内市河内

（越南）

坦扎零售住宅事业坦
动产开发不动产开发动产开发不不
（菲律宾）菲菲

马尼拉首都圈马马 OrtigasOrOr 地区零售住宅

PHirst Paark HaPP mes HomeHome 面向新兴中产阶级的住宅开发（菲律宾）

迪拉瓦工业园区业业
不动产开发产产
（缅甸）

零售住宅事业金金奈零售金奈零售 不动产开发（印印度）印
d Infrastructure Cu d Id IInfrastrInfrastrube Highwaysube Highway cucInfrInfrdys and 收费公路运营（印度印度）印度

马 蒂市马卡蒂市马卡蒂市马卡蒂市马卡蒂市 BPO写字楼开发

沈阳市零售住宅沈阳市沈阳市
宅徐州市零售住宅宅
住宅常州市零售住宅住宅
国）不动产开发（中国）国）

国际机场运营事业新乌兰巴新乌兰巴托国际机场运营事业新乌兰巴托国际机场运营事业
（蒙古国）

曼德勒国际机场运营事业勒国际机场运营事勒国际机场运营事业

Metito M tittitotM t 水水事业水水事业（阿联酋）水事业

地铁建设迪拜地地 设设迪 （（阿联酋）（Ummm Al Houl Powm werw 电力 /// 水水事业（卡塔尔）水
地铁建多哈地铁地铁铁建设铁建 （卡塔尔）

TCV Stevedoring CompaorinorinTT VVCC panympa
港口事业（西班牙）））

AguaAguaAgua CAP as/CAPas/CAP
水事业（智水事水事水水 业（智利）业（智

DIAMOND REALTY INVESTMENTS 是 在 世界
最大规模的不动产金融市场——美国，向“租赁住
宅”、“面向学生的租赁住宅”、“物流设施”、“健康
医疗动产”等开发项目进行投资的不动产投资公司。
从 1990 年代初开始与美国开发商共同参与了超过
140个项目（资产规模超过 58亿美元）。

不动产投资事业（美国）

DIAMOND REALTY 
INVESTMENTS
拥有丰富开发业绩的不动产投资公司

由三菱商事和美国的基金经理共同设立的北美并购
基金 (Buyout Fund) 运营公司。灵活运用三菱商事
集团和基金经理的实业见解、行业网络等，以北美
的大企业、骨干企业为对象，支援其长期性地提升
企业价值。

企业投资事业（美国）

One Rock Capital Partners
主要以北美地区的骨干和大型企业为对象的收购基金
运营公司

本事业包括办公、住宅、商业、酒店等总建筑
面积达 20万平方米，在缅甸尚属首次现代化
的大规模复合城市开发。为飞速发展的缅甸提
供高附加价值的城市基础设施，争取做出更大
的贡献。

大规模复合开发事业（缅甸）

缅甸Yoma Central
仰光市地标项目

由三菱商事与新加坡设计工程公司 Surbana 
Jurong 合资，在亚洲各国从事复合城市开发
的公司。在亚洲各国建设与完善生活实用设施
的同时，复合性地开发商业设施等多用途设施，
致力于实现高功能、有魅力的城市建设 ( 在新
加坡 )。

复合城市开发事业（新加坡）

MITBANA Pte. Ltd.
在亚洲各国推动开展复合城市开发事业

三菱商事与东盟地区的大型金融机构CIMB共同设立
的东盟地区私人股权基金运营公司。灵活运用三菱商
事集团的实业见解、行业网络等以及CIMB的客户基
础，以东盟地区的骨干企业和中小企业为对象，支援
其长期性地提升企业价值。

企业投资事业（新加坡）

AIGF Advisors Pte. Ltd.
以新加坡为基点，以东盟地区的骨干和中小企业为
对象的私人股权基金运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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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UFJ租赁 租赁、分期付款销售、融资（日本）
MC Aviation Partners 飞机租赁（日本）

三菱汽车租赁 汽车租赁（日本）

丸之内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基金（日本）

Diamond Realty Management
不动产私募基金运用事业（日本）

三菱商事UBS Realty J-REIT 运用事业（日本）

三菱商事资产管理菱商菱三菱三菱 资产管理（日本）

水 ing 水事业（日本）

堪培拉城市交通系统的建设和运营事业业业的建设的建设
（澳大利亚）

城市基础设施本部

城市开发本部

资产融资本部

复合城市开发部门以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开发、资产融资三大本部的体制推动开展

事业。

城市基础设施本部，负责城市的基础——机场、铁路、公路、自来水事业以及数据

中心的基础设施开发和运营事业。城市开发本部负责以东盟为中心的复合城市开发、物

流设施和商业设施的不动产开发，在日本国内、北美和亚洲从事住宅开发的同时，还推

动开展房地产基金的设立和运用事业。资产融资本部则通过三菱UFJ 租赁提供资产融

资等综合金融服务，并从事汽车、飞机等的租赁业务以及私人股权业务。

为了满足城市化和低环境负荷等社会需求以及环保需求，将城市开发、基础设施、

资产融资等事业进行综合性的搭配组合，以确立具有高附加价值和规模感的城市开发事

业为目标而努力。

城市基础设施本部 数据中心运营事业、基础设施基金运营事业、机场和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开
发和运营事业、民间自来水事业、供水事业

城市开发本部 以东盟为中心的城市开发事业、物流设施、商业设施、写字楼、住宅等房地产
开发事业、通过集团公司成立并运用房地产基金

资产融资本部 企业投资事业和资产融资事业

复合城市开发部门
Urban Development Group

由福冈机场控股公司、西日本铁路、三菱商事、
Changi Airports International Pte. Ltd.、
九州电力以及福冈县共同出资的机场运营公
司。负责包括福冈机场航站楼和跑道等机场相
关设施的扩充和维护管理在内的该机场的运营
业务 (航空管制等一部分业务除外 )。

机场运营事业（日本）

福冈国际机场
福冈机场的运营事业公司

照片由福冈国际空港株式会社提供

三菱商事与全球大型数据中心运营商 Digital 
Realty 合资成立的数据中心规划、开发、运营
公司。除运营现有数据中心之外，还将开发和
运营符合全球标准要求的新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运营事业（日本）

MC Digital Realty
由三菱商事与全球大型数据中心（DC）
运营商Digital Realty 各出资 50%成立的数据
中心事业公司

由三菱商事 100％出资的综合开发商。从事发
挥土地潜力的商业设施、物流设施、宾馆酒店等
优良收益性不动产的开发、运营和价值提升。

收益性不动产开发事业（日本）

三菱商事都市开发
担负起收益性不动产开发事业的
综合开发商

由三菱商事和三菱UFJ 银行（MUFG）共同设立的日本国内的本国
并购基金 (Buyout Fund) 运营公司。灵活运用三菱商事集团的实业
见解、行业网络等以及MUFG的客户基础，以日本本土大企业和骨
干企业为对象，支援其长期性地提升企业价值。

企业投资事业（日本）

丸之内资本
以日本国内骨干、大型企业
为对象的收购基金运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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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商事根据“三纲领”的企业理念，在“企业行动指南”中规定了

事业活动的目的及其应有形态，同时在“环境宪章”、“社会宪章”中提倡

保护地区环境和尊重人权，以此推进业务活动。

　

在“中期经营战略2021”中也重新强调，通过事业同时实现“经济价

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三种价值，是以事业经营模式实现本公司

集团发展的前提。

  

具体而言，我们将通过业务应对和挑战“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追

求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价值，将可持续发展落到实处。同时通过社会贡献活

动为构建更富足的社会做出贡献。

践行可持续发展和CSR的举措
Sustainability & CSR

（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

在地球环境和社会课题的应对方式会给企业的中长期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的背景下，为积极推动三

大价值的同时实现，作为经营具体课题，确定最重要的可持续性课题，并以应对和挑战这些来追

求可持续发展。此外，还致力于通过这些方式去实现SDGs※。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在以行政担当董事（可持续发展与CSR）作为委员长、以常务执行董事作为主要成员的“可持续

发展与CSR委员会”上，讨论可持续发展与CSR整体的基本方针等。另外，针对单个投融资项目，

则在“投融资委员会”从包括经济层面、环境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综合视角进行审议和研讨。

设置了由可代表NGO与国际机构、ESG投资领域、学术单位等各利益相关方广泛视角的 8名外

部有识之士组成的“可持续发展咨询委员会”，积极地从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角度出发，建立可用于

三菱商事可持续发展对策的体制。

※在2015年 9月召开的联合国峰会上，被采纳为全球规模课题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 17个核心国际开发目标。

“可持续发展与CSR委员会”“投融资委员会”

“可持续发展顾问委员会”

推进体制

三菱商事
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课题

向低碳社会过渡

应对地区课题和
提供解决措施

与地区和社会
实现共生

实现可持
续采购和供应

通过新一代业务
解决社会课题

保护自然环境

创造富有魅力的工作环境

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 环境价值

通过业务
开展，同时实现
三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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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设立社会环境室并开始活动。围绕“实现包容性社会”“下一代的培养和自立”“保

护环境”三大核心开展活动，并实施“灾害支援（包括援助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

在世界各地的员工自发参加、挥洒汗水的同时，三菱商事亦重视持续性地开展各项活动。

2014 年，为了进一步充实对残疾人运动的

支持，开始了“DREAM AS ONE”项目。旨在

扩大残疾人运动的范围，提高人们的认知和

理解。除了举办体育运动培训和活动，赞助

竞技比赛以外，还定期举办有关残疾人运动的

志愿者培训讲座，促进了公司员工参加志愿者

活动的热情。

从东日本大地震刚发生之后就开始援助灾后重建活动，2011 年筹措了 100 亿日元，

2015 年又增加了 35亿日元的后续支援。从 2011年 4月到 2019 年 3月期间，累

计共有 4,900 人参加员工志愿者活动。此

外，通过“三菱商事灾后重建援助财团”(公

益财团法人 ) 开展奖学金赞助事业，支援

产业重振和创造就业机会，并同时在福岛

县建设“福岛县逢濑葡萄酒厂”，推动支援

果树农业的 6次产业化项目。

三菱商事灾后重建援助财团网站　https://mitsubishicorp-foundation.org/

社会贡献活动

以单亲家庭的母子为对象、与人和自然亲近接触的体

验营。1974年起持续至今，有许多员工志愿者参加。

“母与子的自然教室”

援助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始于2008 年的为有志于成为专业艺术家的人提供的

职业支持项目。将公开征集、购买的作品通过拍卖的

方式出售，将其所得收入作为奖学金发放。

“三菱商事艺术之门ART GATE 项目”

旨在短期间恢复到接近于自然林的生态系统，于 1990

年在马来西亚开始此项目。此项目亦在巴西、肯尼亚

开展。

“热带雨林再生项目”

三菱商事是日本残疾人运动协会（JPSA）的
官方合作伙伴。

员工、男子田径（视觉障碍）选手高桥勇市（左）

使用福岛县产的水果酿造而成的福岛逢濑葡萄酒厂
系列产品（葡萄酒、苹果酒、利口酒）

～ 奔向同一个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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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商事为确保经营的健全性、透明性和效率性，将持续强化公司治理

作为经营上的重要课题，以监事制度为基础，选聘满足独立董事必要条件的

外部董事（5名）和外部监事（3名），并设置公司外部董事和外部委员过

半数的董事会顾问机构（公司治理、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国际顾问委员会），

通过上述措施强化经营监督功能，同时引进执行董事制度，谋求提高决策

和业务执行的速度和效率，致力于构建具有实效性的公司治理体制。

此外，为了适应法令和章程，谋求通过合理有效执行业务来提升企业价

值，针对“守法经营”、“财务报告”、“监查审计和监控”、“信息管理和保存”、

“风险管理”、“高效的职务执行”、“确保合并结算经营中的业务合理性”“监

事”等内部管控系统进行持续性的改善和强化。

公司治理体制与
内部控制体制

任命 /解职，决定报酬（金额）

执行董事的
任命 /监督

经营方面重要事项的提议
业务执行情况报告

顾问

提议

报告

审计 会计审计

审计 /报告

任命 /解职，决定报酬（金额） 任命 /解职

监事 /监事会

股东大会

业务执行体制

董事会
会计审计人

公司治理、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国际顾问委员会

董事（公司内部）8名
外部董事 5名

监事（公司内部）2名
外部监事 3名

委员构成（截至 2019年 7月 1日）
■公司外部委员（5名） 
西山 昭彦（外部董事）

冈 俊子（外部董事）

斋木 昭隆（外部董事）

立冈 恒良（外部董事）

国广 正（外部监事）

■公司内部委员（3名） 
小林 健 ※（董事长）

垣内 威彦（董事 总裁）

内野 州马（专职监事）

※为委员长

※为委员长

■日本国内委员（5名） 
小林 健 ※（董事长）

垣内 威彦（董事 总裁）

西浦 完司（董事 常务执行董事）

斋木 昭隆（外部董事）

立冈 恒良（外部董事）

■海外委员（6名） 
理查德·李·阿米蒂奇大使（前美国副国务卿（美国））

约瑟夫·S·奈尔（哈佛大学功勋教授（美国））

Ratan Naval Tata（塔塔信托董事长（印度））

杨荣文（嘉里物流会长（新加坡））

Niall FitzGerald KBE
（原联合利华董事长（爱尔兰））

Mr Jaime Augusto Zobel de Ayala Ⅱ　
（阿亚拉集团董事长CEO（菲律宾））

委员构成（截至 2019年 7月 1日）

公司治理、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国际顾问委员会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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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商事以企业理念“三纲领”为基础，制定了“企业行动方针”和“三

菱商事职员行为规范”等各种公司内部规程，作为全体员工的义务，将守

法经营置于最优先的位置，并以此为准则开展经营活动。采用了守法经营

负责人制度，在各部门设置守法经营负责人，在日常业务中履行守法经营。

每年，在参加“三菱商事高管和员工行动规范”相关事例演习的

E-learning 授课后，都会要求全体高管和员工提交遵守规范的誓约书，并

将其范围拓展到子公司和关联公司。此外，还举行守法经营相关研讨会，以

身边可能发生的事例为题材，以职场为单位进行守法经营讨论，并以Q&A

的形式派发手册等，各项举措都实施到合并结算公司的级别。由此，除三

菱商事的全体高管和员工外，谋求在子公司和关联公司层级上也向每位员

工渗透并落实守法经营的知识和意识并彻底执行。此外，从 2019 年度起，

首席守法经营执行官，除守法经营委员会的委员长之外，还担任安全保障

贸易管理委员会和贸易手续管理委员会的委员长，建立起对包括贸易和守

法经营在内的守法经营事宜进行一元化管理的体制。

本公司将全体员工均参与其中的守法经营活动视为一切企业活动的前

提，视为实现在合并经营范围内实现企业价值的最重要措施之一，今后仍

将进一步充实并加强守法经营措施。

守法经营

通
报

审计

监
事

报告指挥和命令

报告和咨询指挥和命令

通报

报告和咨询指挥和命令

三菱商事

子公司及关联公司

任命

通报

通报

报告和咨询指挥和命令

报告和咨询

（对象：已注册的三菱商事国内子公司）

任命

首席守法经营执行官

总裁

部门CEO

内部举报制度

守法经营意见箱

审计部 审计热线

公司外部律师意见箱

部门守法经营负责人

守法经营委员会

委员长：首席守法经营执行官

事务局：法务部守法经营总括室

组织（分支机构、本部、部、BU等）的领导

报告和咨询

守法经营负责人直属上司

职员

三菱商事集团律师意见箱

通报

报告

报
告
和
咨
询

职员

全
球
性
内
部
举
报
制
度
︵
L
U
K
S
︶

︵
对
象
为:

处
理
本
公
司
和
国
内
外
子
公
司
涉
及
违
反
反
垄
断
法
与
违
反
行
受
贿
规
定
的
问
题
︶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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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及其合并子公司 
（亿日元） （亿日元）

（亿日元）

经营结算业绩［IFRS］

销售额 64,258 75,674 161,038

毛利润 13,286 18,866 19,878

本期净利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 4,403 5,602 5,907

稀释后的每股本期净利润（日元） 277.16 352.44 371.55

ROE（％） 9.3 10.9 10.7

ROA（％） 2.9 3.5 3.6

合并结算财务情况［IFRS］

总资产 157,536 160,370 165,328

股东资本 49,172 53,324 56,962

每股股东资本（日元） 3,101.43 3,362.34 3,589.37

现金流量

营业现金流量 5,830 7,425 6,527

投资现金流量 ▲1,796 ▲ 3,176 ▲2,737

自由现金流量 4,034 4,249 3,790股息状况

每股股息（日元 /年） 80 110 125

股息支付率（%） 29 31 34

2018年度 2018年度2017 年度 2017年度2016年度 2016年度

各营业部门本期净利润（净亏损）与资产合计（2018年度业绩）［IFRS］

※ 本期净利润（净亏损）除潜在股东持有额以外，对归属于本公司持有者的本期净利润（净亏损）额作了记载。

天然气部门 综合原料部门 石油与化学部门 金属资源部门 产业基础设施部门

本期净利润（净亏损） 894 353 358 2,525 ▲ 404

总 资 产 15,370 14,515 13,179 28,125 6,858

汽车与移动部门 食品产业部门 消费产业部门 电力解决方案部门 复合城市开发部门

本期净利润（净亏损） 972 99 315 331 324

总 资 产 15,244 17,199 34,236 7,233 8,753

主要财务数据 Financial High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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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 毛利润 本期净利润与ROE 稀释后的每股本期净利润

现金流量每股股息与股息支付率总资产和股东资本

200,000

160,000

120,000

80,000

40,000

0

（亿日元）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18.0

15.0

12.0

9.0

6.0

3.0

0

（亿日元）

180,000

150,000

120,000

90,000

60,000

30,000

0

（亿日元）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

（亿日元）

400.00

350.00

300.00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

（日元）

（亿日元）

（％）

56,962

5,602

10.9

营业现金流量 投资现金流量

64,258

总资产 股东资本

2016 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自由现金流量

-4,000

-2,000

0

2,000

4,000

6,000

8,000

75,674

13,286

4,403

9.3

157,536

49,172

5,830

4,034

▲1,796

2018 年度

161,038

2018 年度

18,866 371.55

160,370

53,324

2016 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80.00

7,425

4,249

▲3,176

110.00

277.16

352.44

19,878 5,907

10.7

165,328

29

125.00

31

34

6,527

3,790

▲2,737

130.00

120.00

110.00

100.00

90.00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分红·日元）

42

40

38

36

34

32

30

28

26

24

22

20

18

（％）

每股股息 股息支付率

本期净利润 ROE

※ 本期净利润除潜在股东持有额以外，对归属于本公司持有者的本期净利润额作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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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浦 完司 ※

常务执行董事

国广 正 ※※※

国广综合法律事务所律师

　※表示代表董事。
※※表示公司法第 2条第 15号所规定的公司外部董事。

※※※表示公司法第 2条第 16号所规定的公司外部监事。

西山 昭彦 ※※

立命馆大学教授

小林 健
董事长

内野 州马
专职监事

平野 肇
专职监事

垣内 威彦 ※

总裁

高山 靖子 ※※※

增 一行 ※

常务执行董事

吉田 真也 ※

常务执行董事

村越 晃
常务执行董事

榊田 雅和 ※

常务执行董事

西川 郁生 ※※※

高岡 英則
常务执行董事

斋木 昭隆 ※※冈 俊子 ※※

株式会社冈&Company

代表董事

立冈 恒良 ※※ 宮永 俊一 ※※

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董事会
董事长

董事

监事

公司董事 （截至2019年 7月 1日）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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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三菱商事官方网站

发现三菱商事

公司名称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证券代码 :8058）

创建日期
1954 年 7月 1日（成立日期 1950年 4月 1日）

注册资本
204,446,667,326 日元
　
已发行股票总数
1,590,076,851 股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东京、名古屋

公司总部
三菱商事大楼
邮编：100-8086 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 2丁目 3番 1号
（公司总部的注册地址）
丸之内公园大楼
邮编：100-8086 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 2丁目 6番 1号

员工人数
合并结算 79,994 名（三菱商事单体及合并子公司的员工总人数）

单体 6,016 名

有关三菱商事的事业活动、环境保护活动与

企业社会责任（CSR）履行状况、投资者关

系以及人才招聘信息，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官网。

该网页包含“公司介绍视频”、社会贡献活

动及公司历史、广告等丰富的内容。

https://www.mitsubishicorp.com/jp/ja/mclibrary

https://www.mitsubishicorp.com/global

※表示兼任董事。

总裁

垣内 威彦 ※

常务执行董事

西浦 完司 ※

行政担当董事（地区战略） 

水原 秀元
北美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兼 美洲地区行政事业支援
办公室长

增 一行 ※ 
行政担当董事（CFO）

萩原 刚
石油与化学部门CEO

吉田 真也 ※

行政担当董事（国内） 
兼 关西分公司总经理

京谷 裕
消费产业部门CEO

户出 岩
汽车与移动部门CEO

村越 晃 ※

行政担当董事（广报、人事）

榊田  雅和 ※

行政担当董事
（可持续性发展与CSR、总务、
法务）
首席守法经营执行官、紧急危机
对策本部长

鸭脚 光真
复合城市开发部门CEO

田中 格知
金属资源部门CEO

高冈 英则 ※

行政担当董事
（事业投资总括、CDO）

塚本 光太郎
综合原料部门CEO

中西 胜也
电力解决方案部门CEO

西泽 淳
天然气部门CEO

三枝 则生
食品产业部门CEO

松永 爱一郎
产业基础设施部门CEO

执行董事

平井 康光
三菱商事（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兼 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柳原 恒彦
北美三菱商事公司 EVP
（在硅谷）

山崎 和
健康与食品流通本部长

中村 达夫
汽车事业本部长

竹内 修身
石油化学本部长 

西尾 一范
零售本部长

岸本 好司
食品化学本部长

盐崎 英辅
碳素本部长

片山 祥德
地区总括部长

蜂谷 由文
事业投资总括部长

石卷 尚
汽车与移动部门
CEO办公室长

久我 卓也
城市基础设施本部长

柏木 康全
生鲜品本部长

羽场 广树
石油本部长

柏木 丰
电力解决方案部门
CEO办公室长

盐原 惠一
派驻Mitsubishi Corporation 
RtM International Pte. Ltd.
（Chairman & CEO） 
兼 金属资源贸易本部长

荒川 健
消费材料本部长

若林 茂
五十铃事业本部长

世利 耕一
金属资源本部长 
兼MDP事业部长 

川上 泰弘
派驻Cermaq Group AS
（Chair of the Board）

太田 健司
天然气部门
CEO办公室长

野内 雄三
会计部长

齐藤 胜
天然气第一本部长

太田 光治
成套设备工程本部长

执行董事

（截至2019年 3月 31日）

Corporat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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