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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年度第3季度的合并业绩(2017年4⽉1⽇～2017年12⽉31⽇) 

(1)合并经营业绩(累计) （％表⽰去年同⽐增减率）
 

 收益 税前利润 季度利润 
属⺟公司所有者的归

季度利润 
季度税后利 合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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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季度 5,683,972 21.2 624,179 17.1 463,820 13.9 416,171 12.0 667,933 209.2

2016年度第3季度 4,689,023 △13.4 533,242 75.3 407,208 53.6 371,535 54.8 216,019 -
 

 基本每股季度利润 稀 后每股季度利释 润 

 ⽇元 钱 ⽇元 钱

2017年度第3季度 262.47 261.85

2016年度第3季度 234.42 233.89
 

(注)“基本每股季度利润”以及“稀 后每股季度利释 润”基于“ 属⺟公司所有者的季度利归 润” 算计 得出。 

 
(2)合并 状况财务  

 合资产 计 本合资 计 属⺟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归  
属⺟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归

⽐率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

2017年度第3季度 16,574,633 6,326,921 5,383,966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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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7.00 -  

2017年度( 期预 )  53.00 100.00
 

(注)有⽆ 最近公布的派息 期的修改对 预 ：有 
 

3. 2017年度合并 期业绩预 （2017年4⽉1⽇-2018年3⽉31⽇） 

 
（％表⽰去年同⽐增减率） 

 属⺟公司所有者的本期利归 润 基本每股本期利润 

 百万⽇元 % ⽇元钱

全年 540,000 22.6 340.55
 

(注) 有⽆ 最近公布的 期的修改对 业绩预  : 有 
 



※ 明事说 项 

(1)本季度合并 算累 期 重要⼦公司的结 计 间 变动（伴随合并范 的 更⼦公司的围 变 变动） : ⽆ 
 

新 -家 (公司名称) 、 除外 -家 (公司名称)  

 
(2)会 ⽅ 的 更计 针 变 、会 上 价的 更计 报 变  

①IFRS所要求的会 ⽅ 更计 针变  : 有 

②上述 ①以外会 ⽅ 的 更计 针 变  : ⽆ 

③会 上 价的 更计 报 变  : ⽆ 
 

(3)已 ⾏股票数发 （普通股） 

①期末已 ⾏股票数发 （包括 藏股库 ） 2017年度第3季度 1,590,076,851股 2016年度 1,590,076,851股
②期末 藏股数库  2017年度第3季度 4,330,464股 2016年度 4,597,223股
③ 期内平均股票数（季度累计） 2017年度第3季度 1,585,615,736股 2016年度第3季度 1,584,900,443股

 

※ 季度决算 不属于会 的季度 象简讯 计审计员 审查对  
 

※有关正确利⽤ 期的 明及其他特别 明事业绩预 说 说 项 
 

•本 料中有关 期等未来情况的 述资 业绩预 记 ，均 本公司根据⽬前所 信息及本公司判断 适当的⼀定的前提条件下作出的为 获 为 预计，本公司并⾮保 达证
成。 等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际业绩 ，有可能与 期有 ⼤的出⼊预 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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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预定面向各机构投资者及经济分析师，以电话会议的形式举办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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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2月5日（星期一）16：30～17：30・ ・ ・ ・ ・ ・ 第3季度决算说明会 



季度合并 表及主要 明财务报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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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业绩  

收益受株式会社罗森（以下简称“罗森”）子公司化带来的增加以及资源价格上涨等影响，高出上一年度第3季度合并

结算累计期间9,950亿日元（21%），为56,840亿日元。 

销售总利润受罗森子公司化带来的增加及资源价格上涨等影响，高出上一年度第3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4,315亿日元

（45%），为13,963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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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负担增加3,385亿日元

（49%），为10,237亿日元。 

有价证券损益受上一年度同期计入的相关公司经营整合和出售等带来的临时性利润的反作用等影响，比上一年度第3季

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减少413亿日元，为225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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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减少285亿日元，为543亿日

元。 

其他损益受上一年度同期计入的临时性利润的反作用和资源相关资产的废矿费用储备追加等影响，比上一年度第3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减少438亿日元，为17亿日元。 

金融收益受资源相关投资对象的派息收入增加等影响，高出上一年度第3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433亿日元（42%），为

1,457亿日元。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受资源价格上涨等影响，高出上一年度第3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651亿日元（68%），为1,615亿日

元。 

结果，税前利润高出上一年度第3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910亿日元（17%），为6,242亿日元。 

法人所得税方面，虽然美国税制改革使得递延税项负债被抵消，但税前利润增加导致负担增加，再加上资源相关资产撤

退而产生的追加税费等，相比上一年度第3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负担增加344亿日元（27%），为1,604亿日元。 

综上所述，本季度的季度纯利润高出上一年度第3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447亿日元（12%），为4,162亿日元。 

(2) 资产、 及 本的状况负债 资  

本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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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8,210亿日元，为165,746亿日元。这是因为期末假

日、交易价格上升及交易数量增加等，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增加。 

负债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增加2,832亿日元，为102,477亿日元。这是因为期末假日、交易数量增加等，营业债务

及其他债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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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亿日元，为38,431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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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8亿日元，为53,840亿日元。这是本季度纯利润的累积等带

来的结果。 

(3) ⾦流量的状况现  

本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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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亿日元，为10,945亿日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第3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经营活动使资金增加了5,363亿日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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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投资活动使资金减少了1,783亿日元。这是因为虽然出售不动产事业的权益和上市有价证



券等带来了收入，但设备投资以及对关联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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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0亿日元。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第3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财务活动使资金减少了4,307亿日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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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的修改业绩预  

关于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业绩预期，本期利润有望超出预期，因此进行了如下修改。 
 

2017年度的合并 期业绩预 (2017年4⽉1⽇-2018年3⽉31⽇) 

 

 
2017年11月6日公布 

预期（A） 
此次修改预期 

(B) 
增减额 
(B-A) 

增减率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本期利润 
5,000亿日元 5,400亿日元 400亿日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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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季度合并 表简 财务报  

(1) 明季度合并 状况 表简 财务 报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 
（2017年3月31日） 

 
本第3季度合并会计期末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部分  

流动资产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145,514  1,094,498

定期存款 246,922  238,472

短期营业资产 22,867  7,408

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 3,125,504  3,656,543

其他金融资产 115,734  91,166

存货资产 1,110,138  1,301,544

生物资产 67,241  73,398

预付款 229,819  179,391

以出售为目的而持有的资产 39,330  76,641

其他流动资产 364,196  385,296

流动资产合计 6,467,265  7,104,357

非流动资产  

根据权益法会计处理的投资 2,651,317  2,827,615

其他投资 2,291,465  2,462,833

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 500,853  528,777

其他金融资产 109,443  103,308

有形固定资产 2,484,714  2,307,430

投资房地产 47,959  27,231

无形资产及商誉 1,010,310  1,011,188

递延税项资产 37,883  35,50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2,348  166,386

非流动资产合计 9,286,292  9,470,276

资产合计 15,753,557  16,574,633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 
（2017年3月31日） 

 
本第3季度合并会计期末 

(2017年12月31日) 

负债及资本部分  

流动负债  

公司债及借款 1,248,231  1,340,210

经营债务及其他债务 2,542,191  2,973,758

其他金融负债 106,456  113,824

预收款 222,373  174,439

未付法人税等 106,612  88,264

准备金 50,689  55,032

与以出售为目的而持有的资产直接相关的负债 6,094  17,145

其他流动负债 395,196  432,157

流动负债合计 4,677,842  5,194,829

非流动负债  

公司债及借款 4,135,680  3,835,811

经营债务及其他债务 204,657  216,442

其他金融负债 18,936  21,984

退职金支付相关负债 79,261  81,782

准备金 239,259  213,292

递延税项负债 576,941  654,302

其他非流动负债 31,970  29,270

非流动负债合计 5,286,704  5,052,883

负债合计 9,964,546  10,247,712

资本  

资本金 204,447  204,447

资本盈余 220,761  228,012

库藏股份 △12,154  △11,456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  

指定为FVTOCI的其他投资 451,086  563,225

现金流对冲 △17,953  △12,291

海外经营活动体的换算差额 445,816  522,641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小计 878,949  1,073,575

留存收益 3,625,244  3,889,388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4,917,247  5,383,966

非控制性股权 871,764  942,955

资本合计 5,789,011  6,326,921

负债及资本合计 15,753,557  16,574,633

 



(2) 明季度合并 益 表简 损 报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3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2016年4月1日 
至2016年12月31日) 

本年度第3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2017年4月1日 
至2017年12月31日) 

收益 4,689,023 5,683,972

成本 △3,724,201 △4,287,639

销售总利润 964,822 1,396,333

销售费用及一般管理费用 △685,179 △1,023,736

有价证券损益 63,789 22,463

固定资产清除、售出损益 9,024 12,186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25,784 △54,316

其他损益 ― 净额 45,535 1,718

金融收益 102,427 145,702

金融费用 △37,804 △37,657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96,412 161,486

税前利润 533,242 624,179

法人所得税 △126,034 △160,359

本季度纯利润 407,208 463,820

 

本季度纯利润的归属 

本公司的所有者 371,535 416,171

非控制性股权 35,673 47,649

 407,208 463,820

 



(3) 明季度合并税后利 表简 润报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3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2016年4月1日 

 至2016年12月31日) 

 

本年度第3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2017年4月1日 

 至2017年12月31日) 

本季度纯利润 407,208  463,820

其他税后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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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29  122,090

固定收益制度的重新评估 △3,052  △756

权益法适用公司中对于其他税后利润的股权 △1,983  △2,597

合计 34,194  118,737

  

可拨入净损益的项目  

现金流对冲 516  3,203

海外经营活动体的换算差额 △79,080  79,386

权益法适用公司中对于其他税后利润的股权 △146,819  2,787

合计 △225,383  85,376

  

其他税后利润合计 △191,189  204,113

本季度税后利润合计 216,019  667,933

  

本季度税后利润的归属  

本公司的所有者 190,547  612,890

非控制性股权 25,472  55,043

 216,019  667,933

 



(4) 明季度合并权益 表简 变动报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3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2016年4月1日  
至2016年12月31日) 

 

本年度第3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2017年4月1日  
至2017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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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38  220,761

伴随股票期权发行的报酬费用 1,397  1,132

伴随股票期权的行使对库藏股份的处理 △1,005  △405

与非控制性股东之间的资本交易及其他 △42,158  6,524

期末余额 220,972  22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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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  719

获取及处理-净额 △7  △21

期末余额 △12,814  △1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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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后利润 △180,988  196,719

留存收益的划拨金额 △11,686  △2,093

期末余额 721,265  1,07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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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535  416,171

股息 △87,170  △153,806

伴随股票期权的行使对库藏股份的处理 △695  △314

来自其他资本构成要素的划拨金额 11,686  2,093

期末余额 3,521,257  3,889,388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4,655,127  5,38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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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78  △37,852

与非控制性股东之间的资本交易及其他 10,162  54,000

归属非控制性股权的本季度纯利润 35,673  47,649

归属非控制性股权的其他税后利润 △10,201  7,394

期末余额 441,862  942,955

资本合计 5,096,989  6,326,921

 



(5) 明季度合并 ⾦流量 表简 现 报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3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2016年4月1日  

至 2016年12月31日) 

本年度第3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2017年4月1日  
至2017年12月31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季度纯利润 407,208 463,820

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调整 

折旧费用等 148,212 189,189

有价证券损益 △63,789 △22,463

固定资产损益 16,760 42,130

金融收益、费用合计 △64,623 △108,045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96,412 △161,486

法人所得税 126,034 160,359

应收账款的增减 △419,869 △399,925

存货资产的增减 △101,119 △107,474

应付账款的增减 420,196 337,290

其他－净额 △122,575 34,717

派息收入 174,927 255,392

利息收入 60,207 62,246

利息支出 △46,478 △47,721

法人所得税支付额 △54,406 △161,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384,273 536,314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3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2016年4月1日  

至 2016年12月31日) 

本年度第3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2017年4月1日  
至2017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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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11 △217,163

售出有形固定资产等的收入 35,198 122,212

获取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支出 △101,379 △176,348

获取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收入 82,890 54,082

获取事业的支出（扣除获取时的现金收入额后） △1,889 △24,493

出售事业的收入（扣除出售时的现金持有额后） 1,663 1,168

获取其他投资的支出 △65,401 △31,676

售出其它投资的收入 96,188 83,949

实行贷款的支出 △31,851 △40,760

回收贷款的收入 79,832 38,823

定期存款的增减－净额 △4,189 11,9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4,449 △178,274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短期借款的增减－净额 △22,804 61,172

长期借入债务的筹措－扣除公司债发行费用后 581,205 212,661

长期借入债务的偿还 △934,353 △568,410

本公司支付的股息 △87,170 △153,806

子公司对非控制性股东支付的派息 △18,778 △37,852

从非控制性股东追加获取子公司股权等的支出 △22,244 △9,946

向非控制性股东部分出售子公司股权等的收入 12,321 65,464

库藏股份的增减－净额 △5 △12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491,828 △430,72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汇率变动影响额 50,389 21,67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减额 △81,615 △5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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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345 1,094,498

 



3. 会 ⽅ 的 更计 针 变 、会 上 价的 更计 报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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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 之前提的 明续 业 说  

无相关内容。 

 



2018年2月5日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2017年度第三季度决算

2018年2月5日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2018年2月5日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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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5日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合并纯利润 3,715亿日元 4,162亿日元 +447亿日元 5,400亿日元 77%

2017年度

业绩预期
＜修改后＞

增减
2017年度

第3季度业绩
达成率

1,206亿日元

2,943亿日元

70%1,730亿日元+186亿日元

81%3,640亿日元+324亿日元

2016年度
第3季度业绩

1,020亿日元行情类
※

事业类 2,619亿日元

其他

事业类

行情类

2

2017年度第三季度决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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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496 
514 

3,715 
4,162 

事业类
常规营业利润的增加

2016年度
第3季度

2017年度
第3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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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310

2017年度第3季度决算概要

 事业类方面，虽然受到去年同期计入的临时性利润的反作用影响，但以LNG相关事业、亚
洲汽车事业为中心，常规营业利润实现切实增长，同比增长514亿日元，由此实现了增
收。

 行情类方面，虽然受到资源相关资产临时性损失的影响，但由于去年同期计入的船舶事业
的临时性损失的反作用，再加上以金属资源事业为中心，常规营业利润增加496亿日元，
由此实现了增收。

 终，常规营业利润合计同比增加1,010亿日元，合并纯利润在第3季度累计期间，创下了
历史 高收益4,162亿日元。

2017年度全年业绩预期

 基于事业类、行情类的常规营业利润都有望超出预期等情况，
将全年业绩预期修改为5,400亿日元。

 将每股派息预期由95日元修改为100日元。

＜全年业绩预期＞ ＜派息预期＞

95日元 100日元

修改后预期
全年预期

(11/6公布)

+1,010

60 30

1,460 1,730 

3,480 
3,640

全年预期
(11/6公布)

修改后预期

5,000
5,400

+160

+270



2018年2月5日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 地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同比增收 68%）

美国税制改革带来的递延税项负债抵消收益以及海外发电事业的临时性利润等

■ 新产业金融事业（同比增收 25%）

基金评估收益的增加及北美不动产事业的房屋出售收益等

■ 机械（同比增收 213%）

船舶事业的临时性损失的反作用及船舶销售利润和亚洲汽车事业的权益利润增加等

■ 化学品（同比增收 12%）

行情良好使得贸易利润、权益利润增加等

■ 生活产业（同比减收 18%）

虽然美洲谷物事业有所改善，但受到去年同期食用肉类事业的临时性利润反作用

和食品原料事业的临时性损失等影响

■ 能源事业（同比减收 86%）

虽然LNG相关事业的权益利润、派息收入增加，但资源相关资产的替换带来损

失，废矿费用储配追加，因撤退而产生了追加税费等临时性损失等

■ 金属（同比增收 37%）

澳洲煤炭事业受飓风影响产量和出货量减少，但凭借营业对策弥补了部分损失，同

时行情上涨使得权益利润和派息收入增加等

各部门的情况

76 13

850
698

235
263

208 650

1,303

1,787

587

82223

278233

391

（亿日元）

+4473,715 4,162

+158

+28

▲152

+442

+55

+484

▲505

2016年度
第3季度业绩

2017年度
第3季度业绩

■ 其他

与营业部门所持有的资产负债相匹配的利率掉期合同和外汇预约中的评估损

益恶化等

▲63

3



2018年2月5日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新增投资与
更新投资

出售及回收 净投资

6,555 ▲4,905 3,122 ▲1,783 4,772
经营收入CF

+
投资CF

合计

新增投资与更新投资 出售及回收

经营收入CF

投资CF

CVS事业（生活产业）

页岩气事业(能源事业)

澳洲煤炭事业（金属）

不动产相关事业（新产业金融事
业）
上市有价证券（能源事业）

5,628

3,843

▲244

6,555

5,363

▲1,783

2017年度
第3季度

2016年度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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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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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0

（亿日元）【现金流的主要明细】

现金流量的状况



2018年2月5日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 地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较11/6公布的预期增收 31%）

美国税制改革带来的递延税项负债抵消收益等

■ 新产业金融事业（较11/6公布的预期增收 5%）

ー

■ 机械（较11/6公布的预期增收 11%）

亚洲汽车事业的权益利润增加等

■ 化学品（较11/6公布的预期增收 3%）

ー

■ 生活产业（较11/6公布的预期减收 3%）

计划在年度末重新评估持有资产，预计将产生临时性损失等

■ 能源事业（较11/6公布的预期减收 51%）

资源相关事业的撤出带来的追加税费等临时性损失等

■ 金属（较11/6公布的预期增收 23%）

行情上涨促使权益利润和派息收入增加等

各部门的2017年度业绩预期

60 30

800 780

310 320

750 830

1,950

2,400

410

200400

420320

420

（亿日元）

+4005,000 5,400

+100

▲20

+80

+20

+450

▲210

全年预期
(11/6公布)

■ 其他

ー
▲30

+10

5
修改后预期



2018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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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7年度
业绩预期

＜11/6公布＞

2017年度
业绩预期
＜修改后＞

增减
2017年度
第3季度
＜业绩＞

对合并纯利润的损益影响

汇率（日元/US$) 110.00 111.00 +1.00 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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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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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9 6,349 +330 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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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 0.07 -0.03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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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1.35 -0.05 1.33

[￠/Ib ] [ 273 ] [ +15 ] [ 285 ][ 28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