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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百万日元四舍五入） 

1．2015年度合并业绩(2015年4月1日-2016年3月31日) 

(1) 合并经营业绩 (%表示去年同比增减率) 
 

 収益 税前利润 本期利润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本期利润 
本期累计净资产增减

变动额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2015年度 6,925,582 9.7 △92,823 - 132,664 -  149,395 -  810,395 - 

2014年度 7,669,489 0.4 574,722 8.0 406,391 5.2 400,574 10.9 714,825 4.6 

 

 基本每股本期利润 稀释后每股本期利润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本期利润率 
资产合计税前利润率 

 日元钱 日元钱 ％ ％ 

2015年度 △93.68 △93.68  △2.9 △0.6 

2014年度 246.39 245.83 7.5 3.5 
 
(参考)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2015年度 △175,389 百万日元 2014年度 203,818 百万日元 
  

(注) “基本每股本期利润”以及“稀释后每股本期利润”基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本期利润”计算得出。 

 

(2) 合并财务状况 

 资产合计 资本合计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

权益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权益比率 
每股归属母公司所

有者的权益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 日元钱 

2015年度 14,916,256 5,017,522 4,592,516 30.8 2,898.23 

2014年度 16,774,366 6,055,555 5,570,477 33.2 3,437.75 

 

(3) 合并现金流量的状况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

额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2015年度 700,105 △503,854 △364,528 1,500,960 

2014年度 798,264 △154,852 △305,334 1,725,189 

 

2．派息情况 

 
年派息金额 派息总额 (合

计) 

派息比率 

(合并) 

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的权益派息比

率 (合并) 第1季度末 第2季度末 第3季度末 期末 合计 

 日元钱 日元钱 日元钱 日元钱 日元钱 百万日元 ％ ％ 

2014年度 - 40.00 - 30.00 70.00 113,404 28.4 2.1 

2015年度 - 25.00 - 25.00 50.00 79,226 - 1.6 

2016年度(预期) - 30.00 - 30.00 60.00  38.0  
  

(注)  1. 有关上述2015年度的派息情况请参阅所附资料第5页“有关经营业绩及财务情况3.关于利润分配的基本方针(2)资本政策及分红派息方针”。 

2. 2015年度第2季度末派息金额的明细 普通派息  30日元00钱   纪念派息 10日元00钱 

 

3．2016年度合并业绩预期（2016年4月1日-2017年3月31日） 
 

 

(如为全年决算，％表示去年同比增减率，如为季度决算，％表示与去年同一季度相比的增减率)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本期利润 基本每股本期利润 

 百万日元 ％ 日元钱 

第2季度(累计) - - - 

全年 250,000 - 157.77 
 
(注) 有关第2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的合并业绩预期，因为仅以年为单位对业绩目标进行管理，故在此省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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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事项 
(1) 期内重要子公司的变动 (伴随合并范围的变更,特定子公司的变动) : 有 
 

 新 - 家 (公司名称)  、 除外 1 家 (公司名称) ALPAC FOREST PRODUCTS INC. 
 

(注) 详情请参阅所附资料第22页“合并财务报表7.有关合并财务报表的说明事项(3)主要子公司变动概要[IFRS]”。 

  

(2)会计方针的变更、会计上报价的变更 
① IFRS所要求的会计方针变更 : 无 
② 上述 ①以外会计方针的变更 : 无 
③ 会计上报价的变更 : 有 

  

(注) 详情请参阅所附资料第21页“合并财务报表7.有关合并财务报表的说明事项(1)会计方针的变更、会计估计变更[IFRS]”。 

  

(3) 已发行股票数(普通股) 

① 期末已发行股票数（包括库藏股) 2015年度 1,590,076,851 股 2014年度 1,624,036,751 股 

②期末库藏股数 2015年度 5,482,335 股 2014年度 3,653,124 股 

③ 期内平均股票数 2015年度 1,594,779,417 股 2014年度 1,625,754,309 股 
  

(注) 有关作为计算每股本期利润（合并）之基础的股票数，请参阅所附资料第24页“合并财务报表7.有关合并财务报表的说明事项（5）每股信息

[IFRS]”。  

 

 

※ 有关审查手续实施情况的表述 
 
・在该决算简讯公开时，正在依据金融商品交易法对合并财务报表及个别财务报表实施审计手续。 

 

 

※ 有关正确利用业绩预期的说明及其他特别说明事项 
 
・本资料中有关业绩预期等未来情况的记述，均为本公司根据目前所获信息及本公司判断为适当的一定的前提条件下作出的预计，本公司并非保证达
成。实际业绩等，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与预期有较大的出入。有关业绩预期的前提条件等，请参阅所附资料第4页的“有关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2.

合并业绩(3)2016年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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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 

 

1. 环境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经济环境为，美国受个人消费拉动，继续保持强劲的经济复苏；欧洲整体经济也呈现持续恢复

的态势；另一方面，部分新兴国家呈现经济发展趋缓；此外，受中国经济前景不明的态势增强及美国升息等因素的影

响，国际金融市场混乱，国际商品行情也持续恶化；日本国内经济方面，虽然内需逐渐恢复，但外需疲弱，经济形势

恢复缓慢。 

 

2. 合并业绩 

（以下，“合并纯利润”是指“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本期纯利润”。） 

(1) 概况 

收益受油价下跌等因素的影响，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减少7,439亿日元(10%)，为69,256亿日元。销售总利润受资源

相关市场行情恶化导致贸易利润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减少1,110亿日元(9%)，为10,989亿日元。 

销售费及一般管理费与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持平，为10,160亿日元。金融收益受资源相关投资对象的派息收入减少

等因素的影响，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减少818亿日元，为1,231亿日元。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受资源相关市场环境恶化导致权益利润减少，以及资源相关资产的减值损失等因素的影响，比上

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减少3,792亿日元，为1,754亿日元（损失）。 

综上所述，合并纯利润为低于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5,500亿日元，为1,494亿日元（损失）。 

 

(2) 各部门的情况 

①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部门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部门，在电力、水、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积极开展各项事业及相关贸易。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纯利润为325亿日元，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增加121亿日元。 

因北海油田项目的债务担保损失准备金转回等，从而增收。 

 

②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在资产管理、基础设施投资、企业收购投资、租赁、不动产开发、物流等领域，积极开展商社

型产业金融业务。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纯利润为403亿日元，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增加2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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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能源事业部门 

能源事业部门，除了从事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及生产、液化天然气项目投资事业以外，还从事原油、石油产品、

碳产品、液化天然气（LNG）及液化石油气（LPG）等产品的贸易事业，并积极开展新能源项目的企划开发等事业。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纯利润为98亿日元（损失），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减少921亿日元。因随着资源相关资

产的减值损失以及市场环境恶化，来自资源相关投资对象的派息收入减少等，从而减收。 

 

④ 金属部门 

金属部门在厚、薄钢板等钢铁产品、煤炭及铁矿石等钢铁原料、铜及铝等有色金属原料和产品领域，开展销售贸易、

项目开发及投资等事业。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纯利润为3,607亿日元（损失），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减少

3,746亿日元。 

因资源相关资产的减值损失等，从而减收。 

 

⑤ 机械部门 

机械部门，在加工机械、农业机械、建筑机械、矿山机械、升降机、自动扶梯、船舶、航空航天相关设备、汽车等广

泛领域开展销售、金融、物流及项目投资等事业。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纯利润为622亿日元，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减少291亿日元。 

因亚洲汽车相关业务发展减速及船舶事业的临时性损失等，从而减收。 

 

⑥ 化学品部门 

化学品部门，从生产自石油、天然气、矿产、植物、海洋资源等的乙烯、甲醇、盐等基础原料，到塑料、电子材料、

食品材料、肥料和医药农药等中下游产品，在广泛的化学品领域，开展销售贸易、项目开发及投资等事业。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纯利润为305亿日元，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减少9亿日元。 

 

⑦ 生活产业部门 

生活产业部门在食材与食品、纤维、生活物资、健康护理、流通与零售等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从原料和原

材料采购直至消费市场的广泛领域，提供商品和服务，并进行事业开发和投资等。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纯利润为735亿日元，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减少470亿日元。因上一年度计入的减值损

失转回收益的反弹等，从而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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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年度的预期 

2016年度预计合并纯利润为2,500 亿日元。此外，制定预期时所使用的前提条件如下。 

 

（参考）前提条件的变化 

 2015年度（业绩） 2016年度（预期） 增减 

汇率 120.1日元/美元 110.0日元/美元 10.1日元/美元 

石油价格 45.5美元/BBL 37.0美元/BBL 8.5美元/BBL 

利率（TIBOR） 0.16% 0.20% +0.04% 

 

(4) 资产、负债及资本的状况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的总资产，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增加18,581亿日元，为149,163亿日元。因随着交易价格

下降及销量减少，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存货资产减少，以及根据权益法计入投资损失，使得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

理的投资减少等原因，总资产减少。 

负债，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减少8,201亿日元，为98,987亿日元。因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减少、交易价格下降及

销量减少，使得经营债务及其他债务减少，以及偿还公司债及借款、汇率影响等原因，债务减少。 

另外，有息负债总额减去现金及存款的净有息负债额，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减少1,522亿日元，为43,155亿日元，

净有息负债除以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所得净有息负债倍率为0.9倍。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减少9,780亿日元，为45,925亿日元。因计入本期纯损失、资源

价格下降使保有股份的浮盈减少，以及日元升值导致海外经营活动体换算差额减少，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减少。 

 

(5) 现金流量的状况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余额，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减少2,242 亿日元，为15,010亿日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中，因经营活动资金增加了7,001 亿日元。尽管支付了法人所得税等，但除派息收入及经营收入

之外，流动资金的回收等使得资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中，因投资活动资金减少了5,039亿日元。虽然通过回收贷款，以及出售上市股份、子公司销售飞

机等获得了一定的收入，但因对能源资源项目的投资以及获取农产品业务公司Olam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股份，从而

资金减少。 

 

综上所述，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合计额即自由现金流量的资金增加1,962亿日元。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中，因财务活动，导致资金减少了3,645亿日元。虽然通过发行混合公司债及混合贷款进行了资金

筹措，但因返还借款、偿还公司债、获得库藏股份及母公司支付派息，从而资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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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利润分配的基本方针 

 

(1) 投资计划 

请参考今天另行公布的新经营计划。 

 

(2) 资本政策及分红派息方针 

本公司在强化收益基础的同时，充分考虑效率性和健全性，谋求公司利润的持续增长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为此，在

维持财务健全性的基础上，继续将利润有效应用于促进公司发展的各项投资活动。 

此外，在“经营战略2015”中，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为保证派息的稳定性，引进“两段式”股东回馈方式。 不受每年利润

标准的影响，实施每股50日元的“稳定型派息”； 考虑到确保未来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所需的投资资金，决定了采用“业

绩挂钩型派息”方针，在每年的合并纯利润中将超过3,500亿日元的利润作为本金，实行派息比率至少为 30%的股东回

馈。 

基于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纯利润为1,494亿日元（损失），故在今天召开的董事会上已经决定2015年度的每股派

息金额为稳定型的普通派息50日元（因为已经实施了期中派息25日元，故期末派息金额为25日元）。 

另一方面，2016年度的每股派息金额预计为60日元，做出这一预测的背景思路，请参考今天将另行公布的新经营计划。 

 

【参考：年派息金额的变化】 

2008年度＝52日元、2009年度＝38日元、2010年度＝65日元、2011年度＝65日元、 

2012年度＝55日元、2013年度＝68日元、2014年度＝70日元、2015年度＝50日元 

 

4. 事业等方面的风险 

 

(1) 世界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 

因为本公司在全球开展多种多样的业务，本公司的业绩在受到国内经济趋势影响的同时，还受到海外各国经济趋势的

影响。 

例如，在能源及金属资源的价格下跌时，本公司资源相关进口贸易和事业投资的收益，将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并且，

世界经济的不断降温，还将对成套设备、建设机械用零部件、汽车、钢铁产品、钢铁原材料、化工品等本公司出口相

关业务整体产生影响。 

此外，在泰国、印度尼西亚，本公司与日本的汽车生产厂家合作设立了汽车组装工厂、销售公司和销售金融公司，开

展广泛的汽车相关事业。 因为汽车的销售数量与这些国家的内需相关，所以，泰国、印度尼西亚两国的经济形势会较

大地影响本公司在汽车事业方面的收益。 

就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世界经济环境，由于美国利率上涨，以及中国经济和希腊债务问题前景堪忧，乌克兰和中东

局势等地缘政治风险的高涨等，加大了金融市场以及商品市场等的“波动性”。新兴国家受投资和商品出口增长趋缓以

及国内结构问题的影响，中国、巴西等主要新兴国家也明显地呈现经济发展减速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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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风险 

以下对合并纯利润影响额的估算，若无其他记述，则以本公司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业绩为准。 

 

① 商品行情风险 

本公司在商业贸易、持有资源能源权益销售产品以及对事业投资对象的工业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等活动中，伴随各种商

品价格变动的风险。对本公司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商品领域有以下几个方面。 

 

(能源资源) 

本公司在澳洲、马来西亚、文莱、萨哈林、印度尼西亚、美国墨西哥湾、加蓬、安哥拉等地，拥有液化天然气（LNG）

和石油的上游权益，或拥有液化天然气的液化设备，液化天然气和石油的价格变动会对这些事业的业绩带来较大影响。 

关于2015年度的石油价格，曾一度出现反弹的情况，但基本保持了低油价环境。虽然石油需求呈现增长，但是由于沙

特阿拉伯、俄罗斯等主要产油国持续开展了高水平的生产活动，以及尽管油价较低，美国的页岩油生产也未明显放缓，

原油及石油产品库存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在此种供需环境下，2016年1月原油价格一度创下了（WTI）2008年以来的

最低值。受低油价导致投资减少的影响，预计今后非OPEC生产商的生产将会减少，2016年后半年以后供需平衡也将逐

步恢复，但要去除高水平库存尚需时日，因此今后需要关注未来前景仍不明朗的石油价格的走势。 

液化天然气的价格基本上是与石油价格连动的，每1桶石油的价格若变动1美元，估计本公司的合并纯利润，主要是通

过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的变动，液化天然气（LNG）和石油相关每年将会有共计20亿日元左右的变动。但是，因液化

天然气（LNG）和石油的价格变动对本公司业绩产生影响存在滞后性，所以，价格变动不一定能立刻反应到业绩中。 

 

(金属资源)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三菱开发公司（Mitsubishi Development Pty Ltd；总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以下简称“MDP公

司”），销售作为炼钢原料的原料煤及用于发电的普通煤，这样，煤炭价格的变动会通过MDP公司的收益变动对本公司

的合并业绩带来影响。另外，MDP公司的业绩除煤炭价格以外，还较大地受到澳元、美元、日元汇率变动、恶劣天气

及劳动纠纷等因素的影响。 

关于铜材，本公司作为生产者承担着价格变动的风险。每吨价格若变化100美元，估计每年将对本公司的合并纯利润带

来9亿日元的变化（每镑价格若变化0.1美元，每年将对合并纯利润带来19亿日元的变化），然而，因为会受到原矿石

品位、生产开工状况、追加投资计划（设备投资）等价格变动之外要素的影响，因此，不是仅由铜的价格而简单地决

定的。 

 

(石油化工产品) 

本公司广泛开展以石脑油和天然气等为原料生产的石油化工产品的贸易事业。石油化工产品因其原料行情及供需平衡

等因素，各种产品形成各自特有的行情，其变动将对该方面贸易所获收益产生影响。 

此外，在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委内瑞拉，本公司对生产和销售乙二醇（ethylene-glycol）、二甲苯（paraxylene）、

甲醇（methanol）等石油化工产品的公司进行了投资，这些公司的业绩也会受到行情影响，将对本公司的投资损益产

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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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汇率风险 

本公司在进出口及转口贸易等活动中，伴随外汇结算，产生各外国货币对日元汇率变动的风险。虽然，我们通过外汇

预约等方式进行套期保值，但这并不能保证完全规避汇率风险。 

此外，因为来自国外企业的股息收益和国外合并子公司及权益法适用关联公司的权益损益在合并纯利润中所占比例较

大，这些收益多为外汇结算，又因本公司的报表币种为日元，如果出现日元对外国货币升值的情况，就会对本公司的

合并纯利润带来负面影响。根据本公司的估算，美元对日元的汇率若变动1日元，每年将会为本公司的合并纯利润带来

15亿日元的变动。 

另外，有关本公司对国外企业的投资，如果日元升值，那么，通过海外经营活动体换算差额，自有资本将会面临减少

的风险。为此，对于大型投资，会根据需要采取对冲汇率风险等措施。 但是，这种方法仍不能完全规避汇率风险。 

 

③ 股价风险 

本公司，截至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以交易对方和关联公司为主，大约持有14,300亿日元（现值）市场性的股票。 

因此，存在股价变动的风险。上述价格虽然包含大约3,500亿日元的评估收益，但随着股份的变动趋势，会面临潜在收

益减少的风险。此外，关于本公司的企业养老金，其中一部分资产是通过市场性的股票来运作的。因此，股价下跌，

会造成养老金资产缩水，从而产生使养老金费用增加的风险。 

 

④ 利率风险 

本公司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统计的有息负债总额为60,426亿日元，除了一部分之外，其他均为变动利率，因此，存

在利率上升导致利息负担增加的风险。 

但是，有息负债中大部分与受利率变动影响的经营债券和贷款等项相对应，利率上升时，由这些资产获得的收益也将

增加，因此，尽管具有滞后性，但利率变动风险将被抵消。另外，有关纯粹受利率变动风险左右的部分，由投资有价

证券和固定资产等其对应资产所带来的交易利润、股息等的收益，因为与经济走势相关性较高，在经济复苏的阶段即

使利率上升支付利息增加，但对应资产所获收益也会增加，这样，可以认为其带来的影响被抵消的可能性较大。但是，

在利率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利息负担先行增加，其影响不能通过对应资产的收益增加来完全抵消时，本公司的业绩有

可能会受到暂时性的负面影响。 

面对这种利率等的市场动向，为了进一步完善面对市场风险能够随机应变的管理体制，本公司设置了ALM（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委员会，负责制定资金筹措策略以及对利率变动风险进行管理。 

 

(3) 信用风险 

本公司在各种各样的经营和交易中，以应收帐款及预付款等信用交易、融资、担保及出资等形式向交易对方授信，因

此，我公司存在因交易对方的信用恶化和经营破产等而蒙受损失的信用风险。另外，本公司主要以规避风险为目的，

还在从事互换（swap）、期权（option）、期货等衍生商品交易，这样，便存在衍生商品交易协约方的信用风险。 

本公司为了对该种风险进行管理，对每一交易对方分别规定信用限额和交易限额，此外，还引进了公司内部评级制度，

根据基于公司内部评级和信用额而制定的公司内部规定，结合交易对方的信用状态取得必要的抵押和担保等，以便进

行风险对冲。 但是，尽管采取上述风险对冲措施，仍不能保证完全规避信用风险。交易对方信用状态恶化时，我们将

采取缩小交易规模和保护债权的对策，交易对方出现破产情况时，我们将及时制定处理方针，努力收回债权，但如果

本公司债权等不能收回，那么，本公司的业绩将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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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风险 

本公司在对国外公司进行交易或投资时，存在因该公司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形势导致延误或不能回收货款及开

展事业的国家风险。 

对于国家风险，则以加入保险等通过第三方对冲为原则，根据不同的项目内容，进行恰当的风险规避。另外，为了切

实管理该种风险，特设置国家风险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指导下，制定国家风险对策制度。在国家风险对策制度中，

根据每个国家的信用特性（国家风险评级）以及国家风险管理中存在的或有风险金额，将本公司的贸易对象国家分为6

个管理类别，然后，按照每一类别，制定相应的或有风险限制，以便有效控制风险堆积。 

然而，尽管采取了上述风险规避措施，因本公司的交易对方、投资企业或本公司正在推进的项目所在国及地区的政治、

经济、社会形势恶化而产生的风险，是难以完全回避的。该类事态发生时，本公司的业绩有可能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5) 事业投资风险 

本公司通过获取股份及权益参与各企业的经营，虽说我们总是以促成事业扩大和资产利润增加等为目标开展事业投资

活动，但是在这些事业投资活动中，存在着不能回收所投资金、撤资时产生额外损失以及不能获得预期投资收益等风

险。有关对事业投资风险的管理，首先，在进行新的事业投资时，在明确投资意义和目的的基础上，对投资风险进行

定量分析，评估相对于根据事业特性所决定的投资金额的项目收益率是否在公司内部规定的最低期望收益率之上，然

后再做选择。投资以后，则针对每一投资对象，每年定期制定“经营计划”，进行管理，以便切实保证实现投资目标。 

同时，通过采用督促撤出的“退出机制（Exit Rule）”，尽早卖出权益与清算等，有效地进行资产转换。 

如上所述，我公司在投资评估阶段严格对项目进行筛选，投资实施后，严格地进行管理，但是，仍然不能完全规避得

不到预期投资收益的风险，仍然有可能会在事业环境变化或撤出有关项目时产生相应的损失。 

 

(6) 有关重要投资项目的风险 

（对三菱汽车工业公司的投资） 

本公司，应三菱汽车工业公司的请求，自2004年6月至2006年1月，总计已认购其1,400亿日元的普通股份及优先股份。

有关本公司所持有的该公司优先股份，在该公司于2013年11月6日所公布的资本重组计划的基础上，于2014年3月5日将

部分优先股份对匿名合伙人进行实物投资，其余优先股份全部转换为普通股份。此外，本公司还与该公司主要在国外

的销售公司及相关价值链领域联合开展事业。本公司对该公司主体的或有风险，截至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约为 

1,250 亿日元，对该公司相关事业的投资、融资及经营债权等或有风险，截至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约为2,100亿日元

（其中，销售金融事业相关的或有风险约为1,100亿日元）。上述对该公司主体的或有风险与相关事业的或有风险，截

至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总计约为3,350亿日元。 

关于该公司2016年4月公布的油耗测试造假行为，本公司认为应该优先查明事实关系。该公司股价变动除会对本公司股

东资本产生影响外，根据今后的调查结果，也可能影响相关事业的业绩。 

该公司的2015年度的合并业绩为，销售额22,678亿日元，营业利润1,384亿日元，本期纯利润为891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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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澳洲原料煤及其他金属资源权益的投资） 

本公司于1968年11月成立了全资子公司三菱开发公司（Mitsubishi Development Pty Ltd，总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以

下简称“MDP公司”），一直以来致力于从事煤炭开发业务。2001年通过MDP公司，以1,000亿日元左右的价格获得了澳

大利亚昆士兰州BMA原料谈事业（以下简称“BMA”）50%的权益，并同合作伙伴必和必拓公司(BHP Billiton Limited，

总部：澳大利亚墨尔本）联合开展事业运营工作。现在，BMA已发展为年产量达6,600万吨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原料碳企

业。另外，MDP公司还开展原料碳以外的金属资源（普通碳、铁矿石、铀）相关勘探、开发、生产、销售等工作。本

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的MDP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约为10,700亿日元。 

此外，商品行情风险可能会对MDP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详情请参考“（2）①商品行情风险（金属资源）”。 

 

（针对智利国家铜矿资产权益及其他资源权益的投资) 

本公司与Anglo American 公司（Anglo American plc，总部：英国伦敦，下称“Anglo公司”）、智利国营铜矿生产公司

“Corporación Nacional del Cobre de Chile”（总部：智利圣地亚哥）、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合资公司（下称“合资公司”）

共同拥有持有智利国家铜矿资产权益的“Anglo American Sur”公司（AngloAmerican Sur S.A.，总部：智利圣地亚哥，下

称“Anglo Sur公司”）的股份。 Anglo Sur公司股份的出资比例为：Anglo公司集团50.1%、合资公司29.5%、本公司集团

20.4%，本公司的获取金额为45.1亿美元。 

Anglo Sur公司，在智利国内拥有Los Bronces铜矿、El Soldado铜矿、Chagres铜冶炼厂、以及大规模的未开发矿区等资

产（Anglo Sur公司2015年铜的年生产总量业绩约为44万吨）。 

本公司针对Anglo Sur公司的投资适用权益法。针对Anglo Sur公司的投资，本公司将其作为“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

的投资”进行了减值测试，由于Anglo Sur公司的生产、开发计划涉及时间长，所以包括铜价预期在内，均从中长期的角

度出发进行评估及判断。关于铜价，本公司在考虑到未来的供需环境等的基本指标、公司外部金融机构等提供的数据

等因素的基础上，做出了市场预期。由于Anglo Sur公司的生产、开发计划涉及时间长，因此相较于短期价格走势，对

中长期价格的预期更能对面向Anglo Sur公司的投资评估产生重要影响。除铜材市场行情低迷之外，在综合考虑新矿山

项目的开发周期变长等因素的基础上，本公司在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计入了2,712亿日元的减值损失，本合并结算会

计年度末的账面价值约为1,900亿日元。 

 

另外，针对铜资产权益的投资以及石油、天然气、液化天然气（LNG）、原料碳相关的投资，也从中长期的角度出发

进行评估。 

 

(7) 有关合规的风险 

本公司，在国内外拥有众多分支机构，以所有产业为事业领域广泛开展各种业务，因此，本公司的事业涉及多方面相

关法律和法规。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严格遵守日本的公司法、税法、金融商品交易法、反垄断法、贸易相关法规、

环保相关法律及各种产业法规。 另一方面，基于我公司在国外开展事业，还需要严格遵守各国各地区的法律和法规。 

本公司特设合规委员会，并指定首席合规执行官，统管该委员会，在联合经营范围内，负责监督、指挥本公司集团所

有成员严格遵守各项法律和法规，致力于提高守法经营意识。 

然而，尽管采取了上述各项措施，仍有可能无法完全规避合规方面的风险，在不能履行有关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义务

时，本公司的事业及业绩将会受到影响。 

 

(8) 起因于自然灾害的风险 

地震、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及异常天气，流行性感冒等传染病、大规模事故、恐怖活动、社会动乱及其他无法预料

的事态发生时，有可能导致本公司的员工、营业场所、设备及系统等受灾，从而影响本公司的营业和生产活动。 

对此，本公司采用了员工安否确认系统，并制定了防灾指南及BCP（事业持续计划），采取了建筑物、设备及系统等

的防震措施（包括资料等的备份），积极开展防灾训练，储备了必要的防灾物资，并与本公司的国内外分支机构和关

系公司共享资源，采取各种措施，以备各种灾害和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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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规避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和影响，在上述情况发生时，本公司的业绩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注意事项） 

本资料中有关业绩预期等未来情况的记述，均为本公司根据目前所获信息及本公司判断为适当的一定的前提条件下作

出的预计，本公司并非保证达成。实际业绩等，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与预期有较大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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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团的状况 

 

本公司集团，通过在国内外建立的业务网络，除了从事能源、金属、机械、化工品、生活产业相关多种商品的贸易及生产、

资源开发、基础设施相关事业及金融事业以外，还在新能源及环保等领域开展新业务模式和新技术的事业化，充分发挥综

合商社所特有的功能，为顾客提供各种服务等，在广泛的领域开展多方面的业务。 

本公司将上述这些事业，根据经营商品或服务内容分为多个营业部门，各种事业分别由本公司的各事业部门及其直属关联

公司（子公司815家，关联公司427家）进行管辖。 

各业务部门所经营的商品或服务内容以及各主要关联公司的名称如下表所示。 

 

 经营商品或 服务内容 主要子公司 主要关联公司等 

    

全球环境与基础

设施事业 

新能源、电力、水、交通、成套

设备、工程及其他 

MITSUBISHI CORPORATION 

MACHINERY 

DIAMOND GENERATING ASIA 

DIAMOND GENERATING 

CORPORATION 
DIAMOND GENERATING EUROPE 

DIAMOND TRANSMISSION 

CORPORATION 

千代田化工建设 

GUARA NORTE 

新产业金融事业 资产管理、企业的资产投资、租

赁、房地产（开发及金融）、物

流及其他 

MC Aviation Partners 

Mitsubishi Corporation Urban Development, 

Inc. 

Mitsubishi Corp. - UBS Realty Inc. 

Mitsubishi Corporation LT, Inc. 

DIAMOND REALTY INVESTMENTS 

Mitsubishi Auto Leasing Holdings Corporation 

Mitsubishi UFJ Lease & Finance Company 

Limited 

能源事业 石油产品、碳、原油、LPG、

LNG 及其他 

Mitsubishi Corporation Energy Co., Ltd.  
CUTBANK DAWSON GAS RESOURCES 

DIAMOND GAS NETHERLANDS 

DIAMOND GAS SAKHALIN 

PETRO-DIAMOND SINGAPORE (PTE) 

BRUNEI LNG 
JAPAN AUSTRALIA LNG (MIMI) 

MI BERAU 

金属 钢铁产品、煤炭、铁矿石、有色

金属材料及原料、 有色金属制

品及其他 

JECO 

Mitsubishi Corporation RtM Japan Ltd. 

美达王 

MITSUBISHI DEVELOPMENT PTY 

ANGLO AMERICAN SUR. 

COMPANIA MINERA DEL PACIFICO 

IRON ORE COMPANY OF CANADA 

MOZAL 

机械 产业机械、船舶、宇航、汽车及

其他 

NIKKEN CORPORATION 

DIAMOND STAR SHIPPING 

DIPO STAR FINANCE 

ISUZU UTE AUSTRALIA 
THE COLT CAR COMPANY 

TRI PETCH ISUZU SALES 

FF SHEFFE 

GUARA MV23 

KRAMA YUDHA TIGA BERLIAN MOTORS 

化学品 石油化工产品、合成纤维原料、

肥料、功能化工品、合成树脂原

料及产品、食品及饲料添加剂、

医药及农药、电子材料及其他 

MC FERTICOM 

中央化学 

Mitsubishi Shoji Chemical Corporation 

MITSUBISHI SHOJI PLASTICS CORP. 

Mitsubishi Corporation Life Sciences 

Limited. 

 

沙特石油化学 

EXPORTADORA DE SAL 

METANOL DE ORIENTE,METOR 

 

生活产业 食品、纤维、生活物资、健康护

理、流通与零售及其他 

MC Healthcare 

三菱食品 

CERMAQ 

INDIANA PACKERS 
PRINCES 

Life Corporation 

罗森（LAWSON） 

MCC DEVELOPMENT 

OLAM INTERNATIONAL 

其他 财务、会计、人事、总务相关、

IT、保险及其他 

Mitsubishi Corporation Financial & 

Management Services(Japan)Ltd. 

MC FINANCE AUSTRALIA PTY 

MC FINANCE & CONSULTING ASIA 

MITSUBISHI CORPORATION FINANCE 

SIGMAXYZ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当地法人 经营多种商品的综合商社，在主

要的国外分支机构，与本公司相

同，从事多种多样的事业活动。 

欧洲三菱商事公司 

美国三菱商事公司 

三菱商事（上海）有限公司 

 

  
（注）1. 以往的合并对象公司数为本公司直接实施合并结算会计处理的公司，但从2015年度开始包含由本公司的子公司

实施合并结算会计处理的相关公司。 

2. 关联公司包括合资企业（共同控制企业）和联合经营（共同控制事业）。 

3.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仅包含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部门中与其他经营部门进行同样的经营管理的基础设

施相关事业。 

4. 三菱商事石油公司于2015年10月1日吸收合并了MC能源公司，将公司名称变更为三菱商事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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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经营方针 

 

请参考今天将另行公布的新经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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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会计准则选择的基本思路 

 

为提高财务信息的国际可比性及便利性，本公司适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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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财务报表 

1． 合并财务状况报表[IFRS]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 

（2015年3月31日） 
 

本合并会计年度末 

（2016年3月31日) 

资产部分    

流动资产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725,189  1,500,960 

定期存款 156,090  226,186 

短期营业资产 31,913  28,763 

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 3,473,352  2,923,060 

其他金融资产 203,348  148,718 

存货资产 1,301,547  1,033,752 

生物资产 69,600  65,261 

预付款 243,939  222,299 

以出售为目的而持有的资产 77,045  91,864 

其他流动资产 326,667  316,328 

流动资产合计 7,608,690  6,557,191 

非流动资产    

根据权益法会计处理的投资 3,220,455  2,869,873 

其他投资 2,243,344  1,990,215 

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 603,908  488,817 

其他金融资产 112,434  139,593 

有形固定资产 2,395,261  2,297,384 

投资房地产 80,524  70,578 

无形资产及商誉 329,081  291,116 

递延税项资产 38,728  91,34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1,941  120,140 

非流动资产合计 9,165,676  8,359,065 

资产合计 16,774,366  14,91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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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 

（2015年3月31日） 
  

本合并会计年度末 

（2016年3月31日) 

负债及资本部分    

流动负债    

公司债及借款 1,513,876  1,482,348 

经营债务及其他债务 2,511,142  2,153,748 

其他金融负债 161,916  84,252 

预收款 232,165  213,058 

未付法人税等 41,204  38,104 

准备金 39,434  55,121 

与以出售为目的而持有的资产直接相关的负债 9,071  26,235 

其他流动负债 470,177  380,371 

流动负债合计 4,978,985  4,433,237 

非流动负债    

公司债及借款 4,835,117  4,560,258 

经营债务及其他债务 74,123  84,078 

其他金融负债 25,851  18,647 

退职金支付相关负债 69,482  64,914 

准备金 153,596  233,779 

递延税项负债 544,483  469,589 

其他非流动负债 37,174  34,232 

非流动负债合计 5,739,826  5,465,497 

负债合计 10,718,811  9,898,734 

资本    

资本金 204,447  204,447 

资本盈余 266,688  262,738 

库藏股份 △7,796  △14,509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    

指定为FVTOCI的其他投资 677,672  364,386 

现金流对冲 △18,609  △18,664 

海外经营活动体的换算差额 856,628  568,217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小计 1,515,691  913,939 

留存收益 3,591,447  3,225,901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5,570,477  4,592,516 

非控制性股权 485,078  425,006 

资本合计 6,055,555  5,017,522 

负债及资本合计 16,774,366  14,91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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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并损益报表[IFRS]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4年4月1日 至 

2015年3月31日)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5年4月1日 至 2016

年3月31日) 

収益 7,669,489  6,925,582 

成本 △6,459,595  △5,826,705 

销售总利润 1,209,894  1,098,877 

销售费用及一般管理费用 △998,751  △1,015,968 

有价证券损益 45,351  46,334 

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减值损失转回收益 94,247  - 

固定资产清除、售出损益 21,937  21,392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115,208  △102,544 

其他损益 ― 净额 △45,411  △37,787 

金融収益 204,920  123,124 

金融费用 △46,075  △50,862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203,818  △175,389 

税前利润（损失） 574,722  △92,823 

法人所得税 △168,331  △39,841 

本期纯利润（纯损失） 406,391  △132,664 

    

本期纯利润（纯损失）的归属    

本公司的所有者 400,574  △149,395 

非控制性股权 5,817  16,731 

 406,391  △13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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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并净资产增减变动报表[IFRS]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4年4月1日 至 

2015年3月31日)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5年4月1日 至 

2016年3月31日) 

本期纯利润（纯损失） 406,391  △132,664 

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额（税后）    

不拨入净损益的项目    

指定为FVTOCI的其他投资所产生的损益 62,063  △294,716 

固定收益制度的重新评估 28,447  △49,636 

权益法适用公司中对于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股权 △2,498  △25,493 

合计 88,012  △369,845 

    

可拨入净损益的项目    

现金流对冲 △6,588  2,259 

海外经营活动体的换算差额 180,211  △274,809 

权益法适用公司中对于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股权 46,799  △35,336 

合计 220,422  △307,886 

    

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合计 308,434  △677,731 

本期净资产增减变动合计 714,825  △810,395 

    

本期净资产增减变动的归属    

本公司的所有者 686,900  △788,323 

非控制性股权 27,925  △22,072 

 714,825  △81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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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并权益变动报表[IFRS]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4年4月1日 至 

2015年3月31日)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5年4月1日 至 

2016年3月31日) 

资本金    

期初余额 204,447  204,447 

期末余额 204,447  204,447 

资本盈余    

期初余额 265,356  266,688 

伴随股票期权发行的报酬费用 1,346  1,175 

伴随股票期权的行使对库藏股份的处理 △1,379  △1,268 

与非控制性股东之间的资本交易及其他 1,365  △3,857 

期末余额 266,688  262,738 

库藏股份    

期初余额 △14,081  △7,796 

伴随股票期权的行使对库藏股份的处理 2,989  2,937 

获取及处理-净额 △60,013  △99,969 

注销 63,309  90,319 

期末余额 △7,796  △14,509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    

期初余额 1,259,252  1,515,691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额 286,326  △638,928 

留存收益的划拨金额 △29,887  37,176 

期末余额 1,515,691  913,939 

留存收益    

期初余额 3,352,692  3,591,447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本期纯利润（纯损失） 400,574  △149,395 

股息 △127,437  △88,223 

伴随股票期权的行使对库藏股份的处理 △960  △433 

库藏股份的注销 △63,309  △90,319 

来自其他资本构成要素的划拨金额 29,887  △37,176 

期末余额 3,591,447  3,225,901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5,570,477  4,592,516 

非控制性股权    

期初余额 471,704  485,078 

对非控制性股东的派息支付额 △24,212  △25,199 

与非控制性股东之间的资本交易及其他 9,661  △12,801 

归属非控制性股权的本期纯利润 5,817  16,731 

归属非控制性股权的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额 22,108  △38,803 

期末余额 485,078  425,006 

资本合计 6,055,555  5,017,522 

 

  



 

―21― 

5． 合并现金流量报表[IFRS]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4年4月1日 至 

2015年3月31日)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5年4月1日 至 

2016年3月31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期纯利润（纯损失） 406,391  △132,664 

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调整    

折旧费用等 206,559  219,699 

有价证券损益 △45,351  △46,334 

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减值损失转回收益 △94,247  - 

固定资产损益 93,271  81,152 

金融收益、费用合计 △158,845  △72,262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203,818  175,389 

法人所得税 168,331  39,841 

应收帐款的增减 249,283  300,823 

存货资产的增减 71,875  211,722 

应付帐款的增减 △156,622  △293,040 

其他－净额 57,860  85,751 

派息收入 383,007  216,206 

利息收入 79,706  87,112 

利息支出 △67,683  △70,594 

法人所得税支付额 △191,453  △102,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798,264  7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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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4年4月1日 至 

2015年3月31日)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5年4月1日 至 

2016年3月31日)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获取有形固定资产等的支出 △307,539  △249,062 

售出有形固定资产等的收入 147,181  45,582 

获取投资性不动产的支出 △17,586  △23,317 

售出投资性不动产的收入 38,135  28,233 

获取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的支出 △167,203  △336,495 

获取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的收入 164,642  68,749 

获取事业的支出（扣除获取时的现金收入额后） △154,449  △12,873 

出售事业的收入（扣除出售时的现金持有额后） 8,889  12,208 

获取其他投资的支出 △76,359  △314,697 

售出其它投资的收入 79,448  139,489 

实行贷款的支出 △72,913  △77,302 

回收贷款的收入 213,007  290,513 

定期存款的增减－净额 △10,105  △74,88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54,852  △503,854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短期借款的增减－净额 △73,876  △19,719 

长期借入债务的筹措－扣除公司债发行费用后 1,080,358  979,730 

长期借入债务的偿还 △1,097,693  △1,109,316 

本公司支付的股息 △127,437  △88,223 

子公司对非控制性股东支付的派息 △24,212  △25,199 

从非控制性股东追加获取子公司股权等的支出 △12,873  △6,001 

向非控制性股东部分出售子公司股权等的收入 9,762  2,976 

库藏股份的增减－净额 △59,363  △98,776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305,334  △364,5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汇率变动影响额 55,075  △55,95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减额 393,153  △224,22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1,332,036  1,725,18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1,725,189  1,50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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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持续企业之前提的说明 

无相关内容。 

 

7． 有关合并财务报表的说明事项[IFRS] 

(1) 会计方针的变更、会计估计变更[IFRS]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所适用的重要会计方针，与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所适用的会计方

针相同。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的主要会计估计的变更如下。 

（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的减值损失） 

针对本公司通过合并结算子公司出资20.4%的持有智利国家铜矿资产权益的Anglo Sur公司（Anglo American Sur S.A.，总

部：智利圣地亚哥，以下简称“Anglo Sur公司”）的投资，本公司将其作为“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进行了

减值测试。关于减值损失中使用的铜价，合并结算公司（本公司及合并结算子公司）在考虑到未来的供求环境等的基本

指标、公司外部金融机构等提供的数据等因素的基础上，做出了市场预期。由于Anglo Sur公司的生产、开发计划涉及时

间长，因此本公司从中长期角度出发进行评估，相较于短期价格走势，对中长期价格的预期更能对面向Anglo Sur公司的

投资评估产生重要影响。由于铜材市场行情持续低迷，预计事业环境改善尚需时日，因此本公司下调了中长期价格预期，

另外，新矿山项目的开发周期变得越来越长，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本公司通过“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计入

了2,711.94亿日元的减值损失。 

此外，针对本公司通过出资比例为50%的Japan Australia LNG（MIMI Browse）公司获得了7.2%的股份的西澳布劳斯

(Browse)LNG项目权益，本公司将其作为“根据权益法会计处理的投资”进行了减值测试，但由于石油、天然气价格骤

降，因此本公司决定暂缓执行以往曾推进的浮式液化装置的开发工作。受这些因素影响，通过“根据权益法核算的投资

损益”计入了减值损失403.62亿日元。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受事业环境变化的影响，合并结算公司计入“固定资产减值损失”1,025.44亿日元。关于减值损失的确认和计量，可回收

价额主要运用使用价值进行计量，将对反映了资金产出单位固有风险的市场平均收益率进行合理反映的比率作为折价率

使用。另外，减值损失包含因资源价格低迷等而产生的MITSUBISHI DEVELOPMENT PTY LTD所持铁矿石事业相关资产

的减值损失416.08亿日元、DIAMOND GAS NIUGINI B.V.等所持巴布亚新几内亚勘探开发资产的减值损失108.94亿日元。 

 

(准备金) 

船舶相关事业方面，由于船价下跌使得担保价值减少，因此在“销售费用及一般管理费用”中计入了坏账准备金转入款

107.07亿日元。 

关于为合作伙伴的债务提供担保的北海油田项目，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计入了债务担保损失准备金，但通过与当地政

府等各相关人士就废矿进行协商，最终返还给了被担保方，因此在“其他损益 ― 净额”中计入了准备金转回收益

153.33亿日元。 

另外，由于该项目的废矿费用预估额增加，因此在“准备金（流动及非流动）”中计入了资产去除债务转入款406.90亿

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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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并结算范围及权益法适用的情况[IFRS] 

① 合并结算对象公司 

 2015年3月末 2016年3月末 增减 

合并结算子公司 823 815 △8 

适用权益法核算关联公司 408 427 19 

合并结算对象公司合计 1,231 1,242 11 

（注）以往的合并对象公司数为本公司直接实施合并结算会计处理的公司，但从2015年度开始包含由本公司的子公司实施合

并结算会计处理的相关公司。 

 

② 合并结算对象公司的变动情况 

合并结算子公司 : [新]  MC JIIP HOLDINGS 

 DIAMOND LNG MALAYSIA 

[除外] MC AVIATION FINANCIAL SERVICES (EUROPE) 

 ALPAC FOREST PRODUCTS 

适用权益法核算关联公司 : [新] OLAM INTERNATIONAL 

[除外] NIKKEI MC ALUMINIUM CO.,LTD. 

 三菱汽车销售（中国） 

 六甲黄油 

 

(3) 重要子公司变动概要（伴随合并范围的变更,特定子公司的变动）[IFRS] 

因本公司将持有的ALPAC FOREST PRODUCTS INC.的股份出售给第三方，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将ALPAC FOREST 

PRODUCTS INC.排除在了合并结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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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部门信息[IFRS] 

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2014年4月1日-2015年3月31日） 

(单位：百万日元) 

 
全球环境与基

础设施事业 

新产业金融事

业 
能源事业 金属 机械 化学品 生活产业 合计 其他 调整/冲销 合并金额 

销售总利润 31,608 75,692 59,155 199,347 197,280 110,870 525,354 1,199,306 13,710 △3,122 1,209,894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28,910 33,096 71,598 2,704 32,244 18,756 20,566 207,874 △3,729 △327 203,818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本期

纯利润 
20,448 40,126 82,262 13,856 91,301 31,360 120,514 399,867 △14,931 15,638 400,574 

资产合计 996,202 895,759 2,253,567 4,796,811 1,999,106 975,467 3,144,562 15,061,474 3,555,574 △1,842,682 16,774,366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2015年4月1日-2016年3月31日） 

(单位：百万日元) 

 
全球环境与基

础设施事业 

新产业金融事

业 
能源事业 金属 机械 化学品 生活产业 合计 其他 调整/冲销 合并金额 

销售总利润 36,093 61,774 35,405 139,109 198,021 112,564 505,041 1,088,007 11,855 △985 1,098,877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29,480 17,536 △3,985 △278,896 25,133 15,424 20,190 △175,118 430 △701 △175,389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本期

纯利润 

（纯损失） 

32,519 40,307 △9,763 △360,732 62,224 30,513 73,474 △131,458 780 △18,717 △149,395 

资产合计 1,006,849 870,322 2,036,199 3,557,899 1,726,900 870,506 3,169,251 13,237,926 3,324,195 △1,645,865 14,916,256 

（注）1. “其他”栏目，主要表示为本公司及各关联公司提供服务和业务支持等的公司行政部门等。另外，该栏目中，

还包含了不能分配到各营业部门的、财务及人事相关营业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和费用。资产合计中，“其他”栏

目中包含的全公司资产，主要由财务和投资活动相关的现金、存款及有价证券组成。 

2. “调整/冲销”栏目中，包括不能分配到各事业部门的收益和费用及各部门间的内部交易冲销部分。 

3.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仅包含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部门中与其他经营部门进行同样的经营管理的基础

设施相关事业。另外，该部门中环境相关事业包含在“其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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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信息[IFRS] 

每股本期纯利润（纯损失）（归属本公司所有者）及稀释后的每股本期纯利润（纯损失）（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调整

计算如下所示。 

 

 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每股本期纯利润（纯损失）（归属本公司所有者）（日元）   

基本 246.39 △93.68 

稀释后 245.83 △93.68 

   

分子（百万日元）   

本期纯利润（纯损失）（归属本公司所有者） 400,574 △149,395 

   

分母（千股）   

加权平均普通股数 1,625,754 1,594,779 

潜在稀释性证券的影响   

股票期权 3,720 - 

计入潜在稀释性证券影响后的加权平均股份数 1,629,474 1,594,779 

（注）在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股票期权的转换使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每股本期纯损失减少，因此潜在股份没有稀释性。 

 

(6) 重要的后发事项 

无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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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决算以及2016年度业绩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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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未来事项说明等的注意事项） 

• 本资料中所披露的有关数据及未来预期，均依据本资料公布时本公司的判断及所获信息，受各种
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出现变化，并非本公司保证达成这些目标、预期及未来业绩之意。 

• 另外，此处所刊载的信息，今后有可能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进行变更。因此，在使用本信息
及资料时，还请与通过其他方法获得的信息进行对照、确认后，由使用者本人自行做出判断。 

• 对于因利用本资料所产生的任何损失，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敬请谅解。 

（有关本资料的注意事项） 

• 本资料中“合并纯利润”表示除非控制性权益以外属于本公司所有者的本期纯利润金额。此外，
“资本”在资本合计中表示除非控制性股份以外属于本公司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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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79 

3,234  
2,487  

765  

▲3,802 

2014年度 2015年度 

4,006 

▲1,494 

2 

2015年度的业绩  

 计入了总额达▲4,260亿日元的大额损失。 

 受行情下降导致权益利润减少，以及计入了▲3,850亿日元
的大额损失等因素的影响，资源领域为减收。 

 受上一年度计入的减值转回收益反弹等因素的影响，非资源
领域为减收。 

 

 

 

（亿日元） 
 

 

 

（亿日元） 

4,312 

7,001 

▲5,039 

经营现金
流量 * 

投资现金
流量 * 

自由现金流量  1,962亿日元 

2015年度 

经营收入
现金流量 

▲1,500亿日元

2015年度

 业绩预期

6亿日元

增减
2015年度

业绩

▲5,500亿日元

增减
2014年度

业绩

3,234亿日元非资源

资源 765亿日元

2,487亿日元

▲3,802亿日元

合并纯利润 4,006亿日元 ▲1,494亿日元

57亿日元2,430亿日元▲747亿日元

261亿日元▲4,063亿日元▲4,567亿日元

*2 ： 2016年3月24日公布 

2015年度决算 

2015年度的现金流量  

 向Olam公司注资的投资CF超过经营CF，自由现金流量为
盈余，达到1,962亿日元。 

*1 

*2 

*1 ： 请参考第4页的注释  

其他 

资源 

非资源 

*3 

*3 ： 请参考第6页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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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20 

▲3,802 

100 

2,487  2,420  

2016年度业绩
预期 

每股派息

非资源

60日元 10日元50日元

增减
2016年度
业绩预期

2,500亿日元

2015年度业绩

100亿日元▲3,802亿日元

合并纯利润 ▲1,494亿日元

▲67亿日元2,420亿日元

3,902亿日元

3,994亿日元

2,487亿日元

资源

2016年度业绩预期 

3 

2016年度业绩预期 

 预计资源领域的事业环境仍将很严峻。 

 非资源领域预计可获得稳定的利润。 

其他 

（亿日元） 

2015年度业绩 

▲1,494 2,500 

 

 

 

 

 

 

 

 

 

现金流量的管理方针  

 重视现金流量，控制有息负债规模。 

 未来3年在新创造的现金流量金额范围内，
进行投资及回馈股东。 

股东回馈  

 考虑到当前的事业环境，2016年度设定为60

日元。 

 以根据利润的可持续发展情况增派股息的累
进派息为基本方针。 

  

经营现金流量 * 

(流动资金除外) 

投资现金流量・流出量 > 

投资现金流量・流入量 

(售出收入) 
50日元 

    60日元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α日元 
＋β日元 

  
2015

年度 

60日元 60日元 

3年
合计 

3年
合计 

资源 

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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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8 

152 
▲19 

45 116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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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305 

913 

622 

401 

403 

20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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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非资源领域部门的状况 

【资源领域】 

【非资源领域】 

■  能源事业（资源领域） 

随着市场环境恶化，来自资源相关投资对象的派息收入减少和资源相关

资产出现减值损失等 

 

■ 金属（资源领域） 

资源相关资产的减值损失等 

■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与上一年度相比 增收＋59％） 

北海油田项目的债务保证损失准备金的转回等 

 

■  新产业金融事业 

ー 

 
■  机械（与上一年度相比减收 ▲32％） 

亚洲汽车相关事业减速及船舶事业的临时性损失等 

 
■  化学品 

  

 
■  生活产业（与上一年度相比 减收▲39％） 

上一年度计入的减值损失转回收益的反弹等 

 
■ 能源事业（非资源领域）（与上一年度相比 增收＋158％） 

上一年度LPG相关事业核算恶化的反弹等 

 
■  金属 （非资源领域） 

钢铁产品事业及金属资源贸易事业贸易利润减少等 

▲992 

+121 

 ※ “资源领域”中，“能源事业”包含天然气及E&P，“金属”包含金属资源 

▲747 

▲3,802 765 

3,234 2,487 

+71 

▲9 

▲470 

▲171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4,567 

▲291 

+2 

（亿日元） 

（亿日元） 

▲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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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日元）

资源（金属）

智利・铜（AAS) ▲2,710 铜价预期下调

澳洲・铁矿石 ▲290 铁矿石价格下降

南非・铬铁 ▲170 铬铁价格下降

合计 ▲3,170

资源（能源事业）

西澳洲 铜LNG ▲400 调整开发规划

E&P事业

亚洲 ▲80 石油、天然气价格预期下调

巴布亚新几内亚 ▲80 开发规划延误

北海（废矿费） ▲40 调整废矿费

北美 ▲40 石油、天然气价格预期下调

页岩气 ▲40 闲置资产重估

合计 ▲680

非资源 ▲410 船舶相关、海外发电事业 等

合计 ▲4,260

导致损失的原因等
大额损失

全年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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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1 

7,983 

▲1,549 

4,312 

7,001 

▲5,039 

现金流量的变化 

2015年度 2014年度 

6 

 *1营业收入现金流量 ： 扣除资产负债增减影响的经营现金流量  

（合并纯利润（包含非控制性权益）＋折旧费用－投资活动相关损益－未
分配的权益法核算损益－坏账费用等－递延税项） 

6,434 

＜自由现金流量＞ 

经营收
入现金
流量 *1 

经营现金
流量 * 

投资现金
流量 * 

1,962 

资源 ▲2,200 ▲2,800
液化天然气（LNG）项

目

澳洲煤炭项目

非资源 ▲5,400 ▲6,100
农产品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

基金相关项目

合计 ▲7,600 ▲8,900

5,800 3,700
回收贷款

飞机租赁项目

船舶项目

251 161

▲1,549 ▲5,039

2015年度

的主要项目

项目投资

投资现金流量 *

2014年度

累计

2015年度

累计

出售及回收

其他*2

（亿日元） 【投资现金流的主要明细】 

 *2 其他包括公司行政部门的投资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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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有息负债的变化 

44,201  
46,011  

44,677  43,155 
45,171  

50,677  

55,705  

45,925 

1.0 
0.9 

0.8 

0.9 

0.0

1.0

2.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2013年3月末 2014年3月末 2015年3月末 2016年3月末 

净有息负债（NET） 资本 有息负债倍率(NET) 

（亿日元） 

 ○ 合并纯利润 

  

  

 ○ 海外经营活动体的换算差额 

 

 

 ○指定为FVTOCI的其他投资 等 

 

  

 ○ 库藏股的取得及处理 

     

 

 ○ 支付股息 

【资本增减的主要原因】（2015年3月末比▲9,780 亿日元） 

7 

▲1,494亿日元 

 

▲2,884亿日元 

 

▲3,520亿日元 

 

▲1,000亿日元 

 

▲882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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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200 

▲3,588 

▲100 

▲19 100 
116 100 

735 740 

305 250 

622 650 

403 330 

325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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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非资源领域部门的业绩预期 

【资源领域】 

【非资源领域】 

■  能源事业（资源领域） 

资源相关资产减值损失的反弹等 

 
■ 金属（资源领域） 

资源相关资产减值损失的反弹等 

■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与上一年度相比减收▲23％） 

北海油田项目的债务担保损失准备金的转回的反弹等 

 

■  新产业金融事业（与上一年度相比 减收▲18％） 

飞机和不动产的售出收益减少等 

 
■  机械（与上一年度相比增收 +5％） 

虽然亚洲汽车事业销售减少等，但上一年度临时性损失出现反弹等 

 
■  化学品（与上一年度相比 减收▲18％） 

石化相关事业的权益利润减少等 

 
■  生活产业（与上一年度相比 增收+1％） 

上一年度临时性利润出现反弹，但鲑鳟养殖项目等的收益有望改善等 

 
■ 能源事业（非资源领域） 

ー 

 
■  金属 （非资源领域） 

金属资源贸易事业增收等 

+414 

（亿日元） 

（亿日元） 

▲75 

▲67 

100 ▲3,802 

2,487 2,420 

+28 

▲55 

2015年度 

2016年度业绩预期 

2015年度 2016年度
业绩预期 

+3,902 

▲73 

+5 

+119 
▲16 

+3,488 

 ※ “资源领域”中，“能源事业”包含天然气及E&P，“金属”包含金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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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汇率、商品及利率市场行情的状况】 

【参考】  市场行情的状况 

2015年度业绩 
2016年度 

业绩预期 
增减 对合并纯利润的损益影响 

汇率（日元/US$) 120.1 110.0 ▲10.1 
日元每贬值（升值）1日元全年将有15亿日元的增收（减收）
影响。 

油价 

（DOBAI） 

(US$/BBL) 

45.5 37 ▲8.5 

每上升（下降）1美元将产生年20亿日元的增收（减收）影
响。 

但是，受石油价格变动的影响以外，还会受到与合并公司之
间决算期不同、销售价格对油价反映的时机、派息比例、汇
率因素、生产销售数量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并非单纯由油价
决定。 

铜材（US$/MT） 5,215 4,630 ▲585 

每上升（下降）100美元将产生年9亿日元的增收（减收）影
响（每上升（下降）US￠10/lb将产生年19亿日元的增收
（减收）影响）。 

但是，除了受到铜材价格变动的影响以外，还受到原矿石品
位、生产开工状况、追加投资计划（设备投资）等要素的影
响，因此，并非单纯由铜的价格决定。 

日元利率（％）
TIBOR 

0.16 0.20 +0.04 

通过贸易收益和投资收益,相当一部分利率上升的影响将被抵
消，但如果利率急剧上升，将会受到暂时性的影响。 

美元利率（％） 

LIBOR 
0.41 1.00 +0.59 

[￠/ｌb ] [ 237 ] [ 210 ]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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