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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日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关于２０１２年度董事人事安排等事宜 

Ⅰ．执行董事 

１．新任执行董事：自４月１日起 

姓 名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中山 真一 执行董事 

通用化学品第二本部长 

通用化学品第二本部长 

 

山东 理二 执行董事 

智利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智利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高田 光进 执行董事 

澳大利亚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兼)新

西兰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钢铁产品本部长(兼) 

钢铁事业开发部长 

小柳 健一 执行董事 

能源事业部门 E&P 担当 

能源事业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下山 阳一 执行董事 

财务部长 

财务部长 

村越  晃 执行董事 

资材本部长 

资材本部长 

 

２．晋升执行董事：自４月１日起 

姓 名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田边 荣一 常务执行董事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 CEO 

执行董事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３．卸任执行董事：自６月２６日股东大会日起 

姓 名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武内 英史 卸任 常务执行董事 

安田 正介 卸任 常务执行董事 

藤村  洁 卸任 常务执行董事 

桑原 彻郎 卸任 执行董事 

山口  力 卸任 执行董事 

安倍 宽信 卸任 执行董事 



 
2

Ⅱ.理 事 

１．新任理事：自 4月 1 日起 

姓 名 现任职务（1/20） 

山田起王威 派驻株式会社美达王(Metal One) 

畑  伸郎 商务服务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增田  宰 环境与水事业本部 副本部长 

岩城宏斗司 东亚地区总裁辅佐（行政） 

桑田  博 金属部门管理部长 

德山 司文 河内事务所所长 

青木 克彦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 CEO 办公室 

岛崎 利浩 基础设施项目本部 智能社区开发部长 

村田 弘一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 CEO 補佐（房地产金融事业担当） 

村山 雅彦 机械部门 CEO 办公室（经营计划担当） 

铃木大一朗 
派 驻 Mitsubishi Corporation Financial & Management 

Services(Japan)Ltd.（董事兼总经理） 

久能木慎穗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能源事业部门担当 SVP 

柳川 胜彦 关西分公司 副总经理 

吉武  丰 监事办公室室长 

石山 博嗣 船舶与航空航天事业本部长 

一木 伸也 马尼拉分公司经理 

中川 英二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生活产业部门担当 SVP 

三好  博 伊斯坦布尔分公司经理 

 

２．卸任理事：自 6 月 30 日起 

姓 名 现任职务（1／20） 

林  良一 碳与液化石油气事业本部长 

滝  道郎 澳大利亚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藤原 宏包 生活产业部门 CEO 補佐（人事担当） 

中岛 道也 派驻 Lithium Energy Japan 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佐々木 伸 物流本部长 

谷村 信哉 机械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泽田 武一 中国分公司总经理 

尾川 胜也 派驻 MC Fashion Co., Ltd.（董事兼总经理） 

大塚 英俊 东北分公司总经理 

五十岚忠彦 功能化学品本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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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相关人事 

（自 4 月 1 日起）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 名 

卸任 审计与内部统制担当董事 董事 
常务执行董事 

藤村  洁

行政担当董事（企划业务、物流

総括） 

行政担当董事（企划与业务） 董事 
副总裁执行董事 

中原 秀人

行政担当董事補佐（广报、法务、
事业投资担当）（兼）总务部长
（兼）环境与 CSR 推进部长 

行政担当董事補佐（广报、环境

与 CSR、法务与守法经营、事业

投资担当）（兼）总务部长 

执行董事 

广田 康人

关西分公司 总务部长 环境与 CSR 推进部长 

秋田  実

欧洲三菱商事公司(兼)欧非中东

CIS 地区总裁助理 

关西分公司 总务部长 

岛田 进司

东亚地区总裁助理(兼)三菱商事

（中国）商业有限公司 

守法经营总括部长 

村桥 俊树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人力资源开发(HRD)中心长 

泉田 龙吾

企划业务部长 业务部长 执行董事 

北川 靖彦

欧洲三菱商事公司(兼)欧非中东

CIS 部门担当（行政部门（企划业

务）） 

国际战略研究所长 

小和濑真司

风险管理部 投融资等审议委员会事务局部长

 芝  友行

物流总括部长 房地产金融事业部 

铃木 一行

行政部门助理 行政部门管理部长 

高石 英明

行政担当董事（广报、总务、法

务、人事）（兼）商务服务部门 CEO、

首席守法经营执行官、环境与 CSR

担当、CIO、汽车事业相关担当 

行政担当董事（广报、总务、法

务、人事）、首席守法经营执行

官、环境与 CSR 担当、CIO、汽

车事业相关担当 

董事 

副总裁执行董事 

锅岛 英幸

商务服务部门 CEO 補佐 

（特命担当） 

IT 服务事业本部长 执行董事 

河村 芳彦

IT服务事业本部长 派驻IT Frontier Corporation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垣原 弘道

商务服务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兼)CIO 補佐 

商务服务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理事 

畑  伸郎

系统总括部长 派驻株式会社美达王(Metal 

One)(兼)金属部门CIO 近藤 信一

基干系统开发部长 

 

集团IT企划本部 

基干系统开发部长 樋口  毅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开发部

门 CEO 

全球环境事业开发部门 CEO 常务执行董事 

小岛 信明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开发部

门 CEO 办公室室长 

环境与水事业本部长 执行董事 

浅井 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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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4 月 1 日起）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 名 

新能源与电力事业本部长 新能源与电力事业本部 

副本部长 

执行董事 

佐久间 浩

新能源与电力事业本部 

副本部长 

重电机本部 重电机部长 

根本 宏儿

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本部长 新能源与电力事业本部长 

 

理事 

小形 明诚

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本部 

副本部长 

环境与水事业本部 副本部长 理事 

増田  宰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开发部

门管理部长 

集团IT企划本部长 

木崎  博

卸任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 CEO 常务执行董事 
武内 英史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 CEO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常务执行董事 
田边 荣一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 CEO 

办公室 

理事 
青木 克彦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助理 物流本部长(兼)物流事业部长 理事 

佐々木 伸

物流本部长 物流总括部长 理事 

中村 浩之

能源事业部门助理 能源事业部门 CEO 

補佐（特命担当） 

执行董事 

桑原 彻郎

能源事业部门 CEO 

補佐（特命担当） 

能源事业部门 E&P 担当 执行董事 

真崎 宇弘

能源事业部门 E&P 担当 能源事业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执行董事 

小柳 健一

能源事业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能源事业部门 CEO 

办公室（人事担当） 长谷川文则

能源事业部门助理 碳与液化石油气事业本部长 理事 

林  良一

碳与液化石油气事业本部长 莫斯科事务所所长（兼）欧非中
东 CIS 地区总裁辅佐 

理事 

中里  诚

钢铁产品本部长 钢铁原料本部长(兼)MDP 部长 执行董事 

户出  严

钢铁原料本部长 钢铁原料本部 铁鉱石事业部长  

坪沼 宣幸

机械部门助理 机械部门 CEO 办公室 
室长 

理事 
谷村 信哉

机械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机械部门 CEO 办公室 
（经营计划担当） 

理事 
村山 雅彦

成套设备与工程事业本部长 基础设施项目本部长 执行董事 
大河 一司

产业机械事业本部长 派驻Tri Petch Isuzu Sales Co., 
Ltd. （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东马 圭一

船舶与航空航天事业本部 
副本部长 

船舶与航空航天事业本部 
船舶部长 

 
宮崎  崇

行政部门助理 机械部门管理部长  
川口 和哉

机械部门管理部长 派驻三菱汽车工业株式会社  
鸭脚 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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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4 月 1 日起）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 名 

化学品部门助理 

 

功能化学品本部长 

 

理事 

五十岚忠彦

功能化学品本部长 

 

化学品部门 CEO 办公室 

室长 萩原  刚

化学品部门 CEO 办公室 

室长 

通用化学品第二本部 

肥料部长 本多  泰

生活产业部门助理 生活产业部门 CEO 補佐（人事担

当） 

理事 

藤原 宏包

生活产业部门 CEO 办公室（人事担

当） 

食品本部 食品第二部长 

古屋 俊树

卸任 中部分公司总经理 常务执行董事 

安田 正介

中部分公司总经理 

 

商务服务部门 CEO 

 

常务执行董事 
安藤 一郎

能源事业部门助理 东北分公司总经理 

 

理事 
大塚 英俊

东北分公司总经理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能源事业部

门担当 SVP 

理事 
久能木慎穂

生活产业部门助理 中国分公司总经理 理事 
泽田 武一

中国分公司总经理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生活产业部

门担当 SVP 

理事 
中川 英二

生活产业部门助理 九州分公司总经理 执行董事 
安倍 宽信

九州分公司总经理 重电机本部长 理事 
金重 州典

食品本部助理 新泻分公司经理 

马场  宗夫

新泻分公司经理 派驻 FOODLINK CORPORATION 

原    雄二

产业金融事业本部助理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西雅图分公司经理 日冈  干也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西雅图分公司经理 

派驻三菱航空机株式会社 

川添真一郎

资材本部 

住宅资材部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洛山矶分公司经理 木下  浩一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洛山矶分公司经理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休斯敦分公司经理 渡边  龙二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休斯敦分公司经理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高杉    祯

派驻株式会社美达王(Metal One)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芝加哥分公司经理 林      哲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EVP 

(兼)芝加哥分公司经理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EVP 执行董事 

杉浦 康之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能源事业部

门担当 SVP 

石油事业本部 
石油供求部长 仓桥 政嗣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机械部门担

当 SVP 

船舶与航空航天事业本部 航空
航天第二部长 高桥 净次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生活产业部

门担当 SVP 

农水产品本部 
糖质品部长 佐藤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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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4 月 1 日起）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 名 

农水产品本部助理 阿根廷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巨岛    诚

阿根廷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巴西三菱商事公司 

河野  浩之

派驻株式会社美达王(Metal 

One) 

 

巴西三菱商事公司 

里约热内卢分公司经理 井上惣太郎

巴西三菱商事公司 

里约热内卢分公司经理 

钢铁原料本部 MDP 部 

 小林  直树

船舶与航空航天事业本部 

船舶部 

希腊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山本  周平

希腊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休斯敦分公司 田中  俊成

产业机械事业本部 

产业机械部 

驻贝尔格莱德代表处代表 

杉野  俊树

驻贝尔格莱德代表处代表 机械部门 CEO 办公室 

小岛  直树

莫斯科事务所所长(兼)欧非中东

CIS 地区总裁辅佐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机械部门担当

SVP 

理事 

齐藤  裕

生活产业部门 CEO 办公室 中东三菱商事贸易公司总经理 

清岛  伸隆

中东三菱商事贸易公司总经理 资材本部 

生活资材部长 须藤  真树

能源事业部门 CEO 办公室 科威特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尾崎  秀人

科威特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能源事业部门 CEO 办公室 

中岛  洋人

新能源与电力事业本部 

重电机出口部 

驻迪拜代表处代表 

吉村  直人

驻迪拜代表处代表 

 

业务部 

星野    守

天然气事业第二本部 

阿曼项目部 

驻马斯喀特代表处代表 

斋藤丰之信

驻马斯喀特代表处代表 天然气事业第二本部 

阿曼项目部 日高  雄介

退休 驻达喀尔代表处代表 

(兼)驻阿比让代表处代表 笠原  昌行

驻达喀尔代表处代表 

(兼)驻阿比让代表处代表 

驻达喀尔代表处 

千叶    聪

金属部门助理 澳大利亚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兼)新西兰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理事 

滝  道郎

澳大利亚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兼)新西兰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钢铁产品本部长(兼)钢铁事业开
发部长 

执行董事 

高田 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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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4 月 1 日起）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 名 

金属部门助理 驻泗水（苏腊巴亚)代表处代表 

益田    一

驻泗水（苏腊巴亚)代表处代表 农水产品本部 农产品部 

吉田  正彦

开发建设项目本部 国外房地产部

长 

马尼拉分公司经理 理事 

一木 伸也

马尼拉分公司经理 新能源与电力事业本部 
亚洲与大洋洲事业部长 天野 善夫

机械部门助理 东亚地区总裁辅佐（中国華東）

(兼)三菱商事(上海)有限公司总

经理(兼)上海事务所所长 

执行董事 

山口  力

东亚地区总裁辅佐（中国华东）

(兼)三菱商事(上海)有限公司总

经理(兼)上海事务所所长 

全球环境事业开发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平井 康光

 

【参考】地区总裁、副总裁的体制（自 4 月 1 日起） 

 姓 名 

北美地区总裁 常务执行董事 小野 诚英 

中南美地区总裁 常务执行董事 白木 清司 

欧非中东 CIS 地区总裁 常务执行董事 寺田 哲郎 

欧非中东 CIS 地区副总裁（非洲） 理事 林  春树 

欧非中东 CIS 地区副总裁（中东） 执行董事 吉川 惠章 

东亚地区总裁 副总裁执行董事 矢野 雅英 

亚洲与大洋洲地区总裁 常务执行董事 水野 正幸 
 

国内总裁 常务执行董事 永井 康雄 

 

 

※ 有关在 6月 26 日股东大会上提议的董事及监事的人事安排，以后再另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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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１. 副总裁的业务分担（自 4 月 1 日起） 

 特定业务担当 执行委员会下属委员会 各部门等担当 

上田副总裁 合并经营基础建设担当 公开委员会委员长    ※ 行政担当董事（CFO） 

矢野副总裁   东亚地区总裁(兼)三菱商事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北京事务所所长 

锅岛副总裁 首席守法经营执行官、

环境与 CSR 担当、CIO、

汽车事业相关担当 

守法经营委员会委员长、环境

与 CSR 委员会委员长、人力资

源开发(HRD)委员会委员长 

行政担当董事（广报、总务、法

务、人事）(兼)商务服务部门

CEO 

中原副总裁  营业规划委员会委员长 行政担当董事 

（企划业务、物流总括） 

※ 除此之外，还担任投融资等审议委员会（CFO 的咨询机构）委员长 

 

２. 执行董事的体制：５６名（截至４月１日） 

＊预定自６月２6 日股东大会日起卸任的常务执行董事、执行董事除外。职位名称有可能因今后的相

关人事安排等而变更。 

执行董事职位 姓 名 新职位等 

总 裁 小林  健  

副总裁执行董事 上田 良一 行政担当董事（CFO）、合并经营基础建设担当 

 矢野 雅英 东亚地区总裁(兼)三菱商事（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北京

事务所所长 

 锅岛 英幸 行政担当董事（广报、总务、法务、人事）(兼)商务服务部门

CEO、首席守法经营执行官、环境与 CSR 担当、CIO、汽车事业相

关担当 

 中原 秀人 行政担当董事（企划业务、物流总括） 

常务执行董事 柳井  准 能源事业部门 CEO 

 衣川  润 金属部门 CEO 

 小宮  修 机械部门 CEO 

 小野 诚英 北美地区总裁(兼)美国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宮内 孝久 化学品部门CEO 

 寺田 哲郎 欧非中东 CIS 地区总裁(兼)欧洲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小岛 信明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开发部门 CEO 

 水野 正幸 亚洲与大洋洲地区总裁(兼)驻雅加达代表处代表 

 白木 清司 中南美地区总裁 

 森山  透 生活产业部门 CEO 

 永井 康雄 国内总裁（兼）关西分公司总经理 

 安藤 一郎 中部分公司总经理 

 田边 荣一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 CEO 

执行董事 藤山 知彦 行政担当董事補佐（特命担当） 

 吉川 惠章 欧非中东 CIS 地区副总裁（中东） 

 成田 恒一 派驻 SIGMAXYZ Inc.（董事兼总经理） 

 中垣 启一 印度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真崎 宇弘 能源事业部门 CEO 補佐（特命担当） 

 坂田 保之 东亚地区总裁辅佐(中国华南)(兼)香港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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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 杉浦 康之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EVP(兼)芝加哥分公司经理 

 内野 州马 会计部长(兼)行政担当董事補佐（合并经营基础体制建设担当）

 占部 利充 行政担当董事補佐（人事担当） 

 一寸木守一 五十铃事业本部长 

 浅井 惠一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开发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宮原 一郎 开发建设项目本部长 

 白地 浩三 汽车事业本部长 

 松井 俊一 德国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兼)欧非中东 CIS 地区总裁辅佐（北、
中及东欧）(兼) 德国三菱商事公司柏林分公司经理(兼) 法兰克
福分公司经理 

 尾畑 守伸 纤维本部长 

 谷  谦二 派驻三菱商事联合金属株式会社（董事兼总经理） 

 垣内 威彦 生活产业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兼)农水产品本部长 

 大河 一司 成套设备与工程事业本部长 

 河村 芳彦 商务服务部门 CEO 補佐（特命担当） 

 广田 康人 行政担当董事補佐（广报、法务、事业投资担当）(兼)总务部长
(兼)环境与 CSR 推进部长 

 平野  肇 石油事业本部长 

 广本 裕一 产业金融事业本部长(兼)基础设施与项目金融部长 

 西浦 完司 有色金属本部长 

 喜代吉龙也 通用化学品第一本部长 

 水野 和也 派驻株式会社兴人（董事兼总经理） 

 北川 靖彦 企划业务部长 

 安野 健二 新加坡分公司经理 

 水原 秀元 经营企划担当 

 伊势田纯一 天然气事业第二本部长 

 佐久间 浩 新能源与电力事业本部长 

 户出  严 钢铁产品本部长 

 三须 和泰 中国生活产业部门总监 

 中山 真一 通用化学品第二本部长 

 山东 理二 智利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高田 光进 澳大利亚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兼)新西兰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小柳 健一 能源事业部门 E & P 担当 

 下山 阳一 财务部长 

 村越  晃 资材本部长 

 

【执行董事人数（截至４月１日）】＊ 预定于 6月 26 日股东大会日卸任者除外。 

总裁 ： １名 

副总裁执行董事 ： ４名 

常务执行董事 ：１３名 

执行董事 ：３８名  

  小计   ：５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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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理事体制：４８名 

＊截至 4 月 1 日。但，预定 4 月以后卸任的理事除外。有关职务名称，因今后各 BU(业务单元)部长

人事变化等，可能会有所变更。 

姓 名 新职务名称 

佐々木 修 墨西哥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粟谷  勉 韩国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田丸 壮一 金属部门 CEO 補佐（集团资产组合管理担当） 

宮垣 裕行 派驻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西村 豪人 派驻三菱商事石油开发株式会社（董事兼副总经理执行董事） 

一村 一彦 派驻三菱商事都市开发株式会社（董事兼总经理） 

森  和之 天然气事业第一本部长 

齐藤  裕 莫斯科事务所所长(兼)欧非中东 CIS 地区总裁辅佐（俄罗斯、乌克兰） 

小形 明诚 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本部长 

吉泽 义仁 审计部长 

近藤 正树 中南米地区总裁辅佐(兼)巴西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中里  诚 碳与液化石油气事业本部长 

大村 哲明 
行政担当董事補佐（企划业务担当）(兼)国内总裁辅佐(兼)亚洲与大洋洲地区总
裁辅佐 

百崎 铁朗 生命科学本部长 

中川 弘志 派驻 T.I.S.（President Director） 

小椋 和平 关西分公司 副总经理 

宮下  修 零售与健康护理本部长 

中村 浩之 物流本部长 

矢作 祥之 派驻株式会社罗森((Lawson)（董事兼专务执行董事） 

水谷 重夫 派驻水 ing 株式会社（董事兼副总经理） 

大隅 一阳 金属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栗原 洋雄 汽车事业本部 副本部长(兼)汽车欧非中东部长 

斋藤 光一 北海道副总经理 

山中  薰 派驻 Mitsubishi Development Pty Lt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菱田 州男 食品本部长 

大友 伸彦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化学品部门担当 SVP 

金重 州典 九州分公司总经理 

林  春树 欧非中东 CIS 地区副总裁（非洲）(兼) 约翰内斯堡分公司经理 

小池 洋介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 CEO 補佐（人事担当） 

安达  让 集团 IT 企划本部 集团信息化推进部长 

山田起王威 派驻株式会社美达王(Metal One) 

畑  伸郎 商务服务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兼)CIO 補佐 

増田  宰 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本部 副本部长 

岩城宏斗司 东亚地区总裁辅佐（行政） 

桑田  博 金属部门管理部长 

德山 司文 河内事务所所长 

青木 克彦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岛崎 利浩 基础设施项目本部 智能社区开发部长 

村田 弘一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 CEO 補佐（房地产金融事业担当）(兼)房地产金融事业部长

村山 雅彦 机械部门 CEO 办公室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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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新役職名 

铃木大一朗 
派驻 Mitsubishi Corporation Financial & Management Services(Japan)Ltd.

（董事兼总经理） 

久能木慎穂 东北分公司总经理 

柳川 胜彦 关西分公司 副总经理(兼)纤维原料资材部长 

吉武  丰 监事办公室室长 

石山 博嗣 船舶·航空航天事业本部长 

一木 伸也 开发建设项目本部 国外房地产部长 

中川 英二 中国分公司总经理 

三好  博 
伊斯坦布尔分公司经理(兼)欧非中东 CIS 地区总裁辅佐（土耳其、中亚、高加索）
(兼)安卡拉分公司经理 

 

 

以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