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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年度第1季度的合并业绩（2017年4月1日-2017年6月30日） 
(1)合并经营业绩(累计) （％表示去年同比增减率）
 

 収益 税前利润 季度利润 
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的季度利润 
季度税后利润合计额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2017年度第1季度 1,796,704 17.6 167,014 18.6 131,204 14.0 117,812 16.8 165,350 -
2016年度第1季度 1,527,779 △16.1 140,775 39.1 115,129 33.3 100,844 34.5 △273,842 -

 

 基本每股季度利润 稀释后每股季度利润 
 日元 钱 日元 钱

2017年度第1季度 74.31 74.14
2016年度第1季度 63.64 63.50

 

(注)“基本每股季度利润”以及“稀释后每股季度利润”基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季度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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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

2017年度第1季度 15,507,849 5,904,467 4,995,124 32.2
2016年度 15,753,557 5,789,011 4,917,247 31.2
 
2．派息情况 

 
年派息金额 

第1季度末 第2季度末 第3季度末 年度末 合计 
 日元 钱 日元 钱 日元 钱 日元 钱 日元 钱

2016年度 - 30.00 - 50.00 80.00
2017年度 -  

2017年度(预期)  40.00 - 40.00 80.00
（注）1.有无对最近公布的派息预期的修改 ： 无 
 
3. 2017年度合并业绩预期（2017年4月1日-2018年3月31日） 
 

（％表示去年同比增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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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450,000 2.2 283.81
 

(注) 有无对最近公布的业绩预期的修改 : 无 
 

  



※ 说明事项 
(1)本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重要子公司的变动（伴随合并范围的变更子公司的变动） : 无 
 

新 -家 (公司名称)  、 除外 -家 (公司名称) 
 
(2)会计方针的变更、会计上报价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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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已发行股票数（普通股） 

①期末已发行股票数（包括库藏股） 2017年度第1季度 1,590,076,851股 2016年度 1,590,076,851股

②期末库藏股数 2017年度第1季度 4,499,257股 2016年度 4,597,223股

③期内平均股票数（季度累计） 2017年度第1季度 1,585,497,097股 2016年度第1季度 1,584,631,128股

 
※ 季度决算简讯不属于会计审计员的季度审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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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页“1.(4)关于业绩预期的修改”。

 



 

所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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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预定面向各机构投资者及经济分析师，以电话会议的形式，如下举办第1季度决算说明会。 

另外，有关该说明会的内容（日语），将通过本公司网站（IR（投资者信息）） 
http://www.mitsubishicorp.com/jp/ja/ir/index.html 进行实况转播。 

 
・2017年8月2日（星期三）16:45-17:45······第1季度决算说明会 

 
  



季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主要说明 

1. 整体概况 

（以下“季度纯利润”，是指“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季度纯利润”。） 

 

(1) 业绩概况 

收益受株式会社罗森（以下简称“罗森”）子公司化带来的增加等影响，比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增加2,689

亿日元（18%），为17,967亿日元。 

销售总利润受罗森子公司化带来的增加及澳洲煤炭事业行情上涨等影响，比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增加

1,789亿日元（68%），为4,421亿日元。 

销售费及一般管理费，受罗森子公司化带来的增加等影响，比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负担增加1,141亿日元

（51%），为3,383亿日元。 

有价证券损益，受上一年度计入相关公司经营整合带来的临时性利润的反作用等影响，比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

计期间减少228亿日元，为65亿日元。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受资源相关资产减值损失等影响，比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减少349亿日元，为371亿日

元。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受资源价格上涨等影响，比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增加115亿日元（31%），为488亿

日元。 

结果，税前利润高出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262亿日元（19%），为1,670亿日元。 

综上所述，本季度的季度纯利润比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增加170亿日元（17%），为1,178亿日元。 

 

(2) 资产、负债及资本的状况 

本第1季度合并结算会计期末的总资产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减少2,458亿日元，为155,078亿日元。因公司债及返还

借款导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减少，以及交易量减少等导致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减少，从而使得总资产减少。 

负债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减少3,611亿日元，为96,034亿日元。由于交易量减少等导致经营债务及其他债务减少，

以及公司债及借款的返还等原因，使得负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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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亿日元，为39,458亿日元。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增加779亿日元，为49,951亿日元。这是本季度纯利润的累积等带

来的结果。 

 

(3) 现金流量的状况 

本第1季度合并结算会计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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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亿日元，为10,449亿日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经营活动使资金增加了1,659亿日元。尽管支付了法人所得税等，但经营收入、派息收入

等使得资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投资活动使资金减少了461亿日元。虽然出售上市有价证券及不动产事业的权益等带来了

收入，但设备投资等使得资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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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198亿日元。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财务活动使资金减少了2,274亿日元。这是由于返还借款、偿还公司债以及母公司支付股



息等使得资金减少。 

 

 

(4) 关于业绩预期的修改 

 

关于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业绩预期，基于2017年5月9日公布的合并业绩预期，没有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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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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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简明季度合并财务报表 
(1) 简明季度合并财务状况报表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 
（2017年3月31日） 

 
本第1季度合并会计期末 
（2017年6月30日） 

资产部分  

流动资产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145,514  1,044,935

定期存款 246,922  246,280

短期营业资产 22,867  9,657

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 3,125,504  3,053,227

其他金融资产 115,734  98,923

存货资产 1,110,138  1,082,444

生物资产 67,241  69,346

预付款 229,819  203,037

以出售为目的而持有的资产 39,330  142,124

其他流动资产 364,196  397,454

流动资产合计 6,467,265  6,347,427

非流动资产  

根据权益法会计处理的投资 2,651,317  2,656,485

其他投资 2,291,465  2,314,553

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 500,853  512,948

其他金融资产 109,443  104,841

有形固定资产 2,484,714  2,313,142

投资房地产 47,959  54,089

无形资产及商誉 1,010,310  1,014,842

递延税项资产 37,883  39,28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2,348  150,241

非流动资产合计 9,286,292  9,160,422

资产合计 15,753,557  15,507,849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 
（2017年3月31日） 

 
本第1季度合并会计期末 
（2017年6月30日） 

负债及资本部分  

流动负债  

公司债及借款 1,248,231  1,224,116

经营债务及其他债务 2,542,191  2,496,857

其他金融负债 106,456  85,215

预收款 222,373  191,417

未付法人税等 106,612  102,216

准备金 50,689  51,704

与以出售为目的而持有的资产直接相关的负债 6,094  11,350

其他流动负债 395,196  313,271

流动负债合计 4,677,842  4,476,146

非流动负债  

公司债及借款 4,135,680  4,012,907

经营债务及其他债务 204,657  198,418

其他金融负债 18,936  19,115

退职金支付相关负债 79,261  80,034

准备金 239,259  194,089

递延税项负债 576,941  586,617

其他非流动负债 31,970  36,056

非流动负债合计 5,286,704  5,127,236

负债合计 9,964,546  9,603,382

资本  

资本金 204,447  204,447

资本盈余 220,761  228,368

库藏股份 12,154  11,893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  

指定为FVTOCI的其他投资 451,086  481,051

现金流对冲 17,953  13,480

海外经营活动体的换算差额 445,816  441,950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小计 878,949  909,521

留存收益 3,625,244  3,664,681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4,917,247  4,995,124

非控制性股权 871,764  909,343

资本合计 5,789,011  5,904,467

负债及资本合计 15,753,557  15,507,849

 
  



(2) 简明季度合并损益报表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6年4月1日 

至 2016年6月30日） 

本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7年4月1日 

至 2017年6月30日） 

收益 1,527,779 1,796,704

成本 1,264,560 1,354,561

销售总利润 263,219 442,143

销售费用及一般管理费用 224,224 338,274

有价证券损益 29,310 6,549

固定资产清除、售出损益 4,793 4,210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2,247 37,129

其他损益 ― 净额 15,387 12,142

金融收益 28,814 40,763

金融费用 11,594 12,199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37,317 48,809

税前利润 140,775 167,014

法人所得税 25,646 35,810

本季度纯利润 115,129 131,204

 

本季度纯利润的归属 

本公司的所有者 100,844 117,812

非控制性股权 14,285 13,392

 115,129 131,204

 
  



(3) 简明季度合并综合收益表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6年4月1日 
至 2016年6月30日）

 

本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7年4月1日 

至 2017年6月30日）

本季度纯利润 115,129  131,204

其他综合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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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2  29,252

固定收益制度的重新评估 3,065  18

  权益法适用公司中对于其他综合收益的股权 713  3,309

合计 68,350  32,543

  

可拨入净损益的项目  

现金流对冲 64  1,369

海外经营活动体的换算差额 267,737  7,552

权益法适用公司中对于其他综合收益的股权 52,948  7,318

合计 320,621  1,603

  

其他综合收益合计 388,971  34,146

本季度税后利润合计 273,842  165,350

  

本季度税后利润的归属  

本公司的所有者 271,833  149,393

非控制性股权 2,009  15,957

 273,842  165,350

 
  



(4) 简明季度合并权益变动报表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6年4月1日 

至 2016年6月30日） 

 

本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7年4月1日 

至 2017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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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38  220,761

伴随股票期权发行的报酬费用 941  654

伴随股票期权的行使对库藏股份的处理 285  156

与非控制性股东之间的资本交易及其他 39,660  7,109

期末余额 223,734  228,368

库藏股份  

期初余额 14,509  12,154

伴随股票期权的行使对库藏股份的处理 471  264

获取及处理-净额 1  3

期末余额 14,039  11,893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  

期初余额 913,939  878,949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372,677  31,581

留存收益的划拨金额 1,209  1,009

期末余额 542,471  909,521

留存收益  

期初余额 3,225,901  3,625,244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本季度纯利润 100,844  117,812

股息 39,615  79,276

伴随股票期权的行使对库藏股份的处理 185  108

来自其他资本构成要素的划拨金额 1,209  1,009

期末余额 3,285,736  3,664,681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4,242,349  4,995,124

非控制性股权  

期初余额 425,006  871,764

对非控制性股东的派息支付额 9,992  18,571

与非控制性股东之间的资本交易及其他 9,731  40,193

归属非控制性股权的本季度纯利润 14,285  13,392

归属非控制性股权的其他综合收益 16,294  2,565

期末余额 403,274  909,343

资本合计 4,645,623  5,904,467

 
  



(5) 简明季度合并现金流量报表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6年4月1日 
至 2016年6月30日） 

本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7年4月1日 
至 2017年6月30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季度纯利润 115,129 131,204

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调整 

折旧费用等 51,022 63,067

有价证券损益 29,310 6,549

固定资产损益 2,546 32,919

金融收益、费用合计 17,220 28,564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37,317 48,809

法人所得税 25,646 35,810

应收账款的增减 80,683 30,340

存货资产的增减 44,749 20,680

应付账款的增减 12,889 66,561

其他－净额 87,837 24,850

派息收入 70,233 87,073

利息收入 21,119 20,121

利息支出 14,485 15,411

法人所得税支付额 40,836 64,5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58,945 165,942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6年4月1日 
至 2016年6月30日） 

本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7年4月1日 
至 2017年6月30日）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获取有形固定资产等的支出 35,049 74,587

售出有形固定资产等的收入 17,209 28,376

获取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支出 31,255 54,889

获取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收入 38,738 23,011

获取事业的支出（扣除获取时的现金收入额后） - 5,492

获取其他投资的支出 26,418 12,774

售出其它投资的收入 40,181 39,668

实行贷款的支出 10,411 17,055

回收贷款的收入 53,380 14,947

定期存款的增减－净额 14,207 12,72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32,168 46,073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短期借款的增减－净额 74,227 92,076

长期借入债务的筹措－扣除公司债发行费用后 94,868 35,952

长期借入债务的偿还 218,966 118,460

本公司支付的股息 39,615 79,276

子公司对非控制性股东支付的派息 9,992 18,571

从非控制性股东追加获取子公司股权等的支出 16,264 6,671

向非控制性股东部分出售子公司股权等的收入 1,905 51,690

库藏股份的增减－净额 1 3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13,838 227,41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汇率变动影响额 50,093 6,96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减额 190,708 100,57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1,500,960 1,145,51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季度末余额 1,310,252 1,044,935

 
  



3. 会计方针的变更、会计上报价的变更 

本简明季度合并财务报表中所适用的重要会计方针，除以下部分外，均与上一合并会计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中所适用的

会计方针相同。 

 

新适用的主要准则书和解释指南 

准则书和解释指南 概要 

IAS第7号“现金流量报表”（修订） 新设财务活动产生的负债变动相关披露 

 

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新准则书和解释指南的适用不会对本合并财务报表造成重大影响。 

 

 

4. 有关持续企业之前提的说明 

无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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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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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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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7
192 

343 

822 

818

2016年度
第一季度

2017年度
第一季度

1,008

1,178

其他

事业类

行情类

2

2017年度第一季度决算

◎ 受行情上涨使澳洲煤炭事业权益利润增加等因素的影响，
合并纯利润同比增长+170亿日元。

◎ 年度业绩预期的达成率为26%，呈稳步前进态势。

▲4

※ “行情类”方面，能源事业部门包含北美页岩气及E&P，金属部门包含金属资源，机械部门包含船舶（普通商船）。

+151

• 事业类方面，虽然存在去年同期计入食用肉类相关事业重组产生的临时性
利润的反作用等因素，但是由于常规营业利润顺利增长，因此与去年同期
大致持平。

• 行情类方面，虽然存在去年同期计入页岩气事业重组产生的临时性利润的
反作用，并且资产替换带来了临时性损失，但是受澳洲煤炭事业常规营业
利润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同比收益因而有所增长。

23 
381 

206 

1,008 

1,178 
事业类

常规营业利润的增加

2016年度
第一季度

2017年度
第一季度

161Q反弹 ▲130
171Q   ▲80

事业类
临时性损益的变动

行情类
常规营业利润的增加

其他

行情类
临时性损益的变动

▲210 ▲230

161Q反弹 ▲190
171Q   ▲40

合并纯利润 1,008亿日元 1,178亿日元 +170亿日元 4,500亿日元 26%

2017年度
业绩预期

增减
2017年度

第一季度业绩
达成率

343亿日元

818亿日元

35%970亿日元+151亿日元

25%3,270亿日元▲4亿日元

2016年度
第一季度业绩

192亿日元行情类※

事业类 822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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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同比减收▲39%）

海外发电事业及FPSO事业中的临时性利润的反作用等

■ 新产业金融事业（同比增收+20%）

基金评估收益的增加及不动产的出售等

■ 机械

-

■ 化学品（同比增收+32%）

石化相关事业行情改善促使权益利润增加等

■ 生活产业（同比增收+10%）

虽然存在去年同期食用肉类事业的临时性利润的反作用，但鲑鳟养殖事

业以及粮食事业的权益利润增加

■ 能源事业

页岩气事业重组带来的临时性利润的反作用以及资产替换带来的资源相关

资产的损失等

■ 金属（同比增收+245%）

澳洲煤炭事业行情上涨促使权益利润增加等

各部门的情况

▲ 6 17

218 239

82
108

180
179

147

507
208

▲ 28

79

95

100

61

（亿日元）

+1701,008 1,178

▲39

+26

+21

▲1

+16

+360

▲236
2016年度

第一季度业绩

2017年度

第一季度业绩

■ 其他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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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 出售及回收 净投资

2,161 ▲1,648 1,187 ▲461 1,700
经营收入CF

＋

投资CF

合计

项目投资 出售及回收

经营收入CF
投资CF

CVS事业（生活产业）

澳洲煤炭事业（金属）

上市有价证券（能源事业）
不动产相关事业（新产业金融事
业）

1,294

▲589

322

2,161

1,659

▲461

2017年度

第一季度

2016年度

第一季度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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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派息的
权益法核算损益-坏账费用等-递延税项）

▲267

＜自由现金流量＞

营业收入
现金流量※

经营现金
流量

投资现金
流量

+1,198

（亿日元）【现金流的主要明细】

现金流量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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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商品及利率市场行情的状况】

【参考】 市场行情的状况

2017年度
第一季度业绩

2017年度
业绩预期

（5月9日公布）
增减 对合并纯利润的损益影响

汇率（日元/US$) 111.09 110.00 +1.09 日元每贬值（升值）1日元全年将有25亿日元的增收（减收）
影响。

油价
（DOBAI）
(US$/BBL)

50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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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2 5,512 +150

每上升（下降）100美元将产生年13亿日元的增收（减收）
影响（每上升（下降）US￠10/lb将产生年29亿日元的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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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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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1.40 ▲0.1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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