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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年度合并业绩（2017年4⽉1⽇－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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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公司所归  
有者的本期利润 

本期税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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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7,394 17.8 812,722 35.1 610,416 27.2 560,173 27.2 604,346 21.5
2016年度 6,425,761 △7.2 601,440 - 480,074 - 440,293 - 497,323 -
  

 基本每股本期利润 稀 后每股本期利释 润 属⺟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归
本期利 率润  合 税前利 率资产 计 润  

 ⽇元钱 ⽇元钱 % %

2017年度 353.27 352.44 10.9 5.1
2016年度 277.79 277.16 9.3 3.9

 
(参考) 权益法核算投 益资损  2017年度 211,432百万⽇元  2016年度 117,450百万⽇元 
  

(注) “基本每股本期利润”以及“稀 后每股本期利释 润”基于“ 属⺟公司所有者的本期利归 润” 算得出计 。 

  
(2) 合并 状况财务  

 合资产 计 本合资 计 属⺟公司归  
所有者 的权益 

属⺟公司归  
所有者的权益⽐率 

每股 属⺟公司归
所有者的权益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 ⽇元钱
2017年度 16,036,989 6,265,211 5,332,427 33.3 3,362.34
2016年度 15,753,557 5,789,011 4,917,247 31.2 3,101.43

  
(3) 合并 ⾦流量的状况现  

 活 ⽣的经营 动产  
⾦流量现  

投 活 ⽣的资 动产  
⾦流量现  

活 ⽣的财务 动产  
⾦流量现  

⾦及 ⾦等价物现 现  
期末余额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2017年度 742,482 △317,583 △554,328 1,005,461
2016年度 583,004 △179,585 △752,162 1,145,514

  
2．派息情况 

 
年派息⾦额 

派息总额 
(合计) 

派息⽐率 
(合并) 

属⺟公司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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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末 合计 

 ⽇元钱 ⽇元钱 ⽇元钱 ⽇元钱 ⽇元钱 百万⽇元 % %

2016年度 - 30.00 - 50.00 80.00 126,831 28.8 2.7
2017年度 - 47.00 - 63.00 110.00 174,446 31.1 3.4
2018年度（ 期预 ） - 57.00 - 58.00 115.00 30.4 

  

 

  
3.2018年度合并 期业绩预 （2018年4⽉1⽇－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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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7.1 378.33

 
 
  



※ 明事说 项 

(1) 期内重要⼦公司的变动 (伴随合并范 的 更围 变 ⽽ ⽣的产 特定⼦公司的变动) : ⽆ 
 

 

  
(2)会 ⽅ 的 更计 针 变 、会 上 价的 更计 报 变  

① IF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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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情 参 所附 料第详 请 阅 资 17页“合并 表及主要 明财务报 说  2.有关合并 表的 明财务报 说 (1)会 ⽅ 的 更计 针 变 、会 上 价的 更计 报 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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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076,851股 2016年度 1,590,076,851股
② 期末 藏股数库  2017年度 4,147,602股 2016年度 4,597,223股
③ 期内平均股票数 2017年度 1,585,658,390股 2016年度 1,584,995,082股

  

(注) 有关作 算基本每股本期利为计 润（合并）之基 的股票数础 ， 参 所附 料第请 阅 资 19页“合并 表及主要 明财务报 说  2.有关合并 表的 明财务报 说
（3）每股信息”。 

  
※ 决算 不属于注册会 或 法⼈的 象简讯 计师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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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能保 达成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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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附 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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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预定面向各机构投资者及经济分析师，如下举办2017年度决算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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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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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0日（星期四）15:30-17:00 …………… 2017年度决算说明会 

(于东京皇宫酒店“山吹”) 

 
  



等的概况经营业绩   
 

1. 本期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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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高出11,416亿日元（18%），为75,674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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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高出5,580亿日元（42%），

为18,866亿日元。 

销售费及一般管理费受罗森子公司化带来的增加等影响，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负担增加4,547亿日元（49%），为

13,873亿日元。 

有价证券损益受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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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减少789亿日元，为44亿日元。 

由于固定资产的清除和售出以及资源相关资产的售出及持有资产的交换收益计入等因素的影响，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

年度高出265亿日元（184%），为409亿日元。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受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计入的资源相关资产及船舶事业相关的减值损失的反作用等影响，比上一

合并结算会计年度负担减少230亿日元，为802亿日元。 

金融收益受资源相关投资对象的派息收入增加等影响，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高出468亿日元（35%），为1,792亿日

元。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受资源价格上涨等影响，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高出939亿日元（80%），为2,114亿日元。 

结果，税前利润高出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2,113亿日元（35%），为8,127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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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负担增加809亿日元（67%），为2,023亿日元。 

综上所述，合并纯利润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高出1,199亿日元（27%），为5,602亿日元。 

 

(2) 各部 的情况门  

① 全球 境与基 施事 部环 础设 业 门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部门，在电力、水、交通等环境与基础设施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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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亿日元，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增加212亿日元。 

因千代田化工建设株式会社的权益利润改善及美国税制改革带来的递延税项负债抵消收益等，从而增收。 

 

② 新 ⾦融事 部产业 业 门 
新产业金融事业部门，在企业投资、租赁、房地产与城市开发、物流等领域，积极开展投资及运营事业。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纯利润为442亿日元，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增加87亿日元。 

因计入持有房地产的交换收益及基金评估收益的增加等，从而增收。 

 

③ 能源事 部业 门 
能源事业部门从事天然气和石油的生产、开发事业，液化天然气（LNG）事业，原油和石油产品及碳产品、LPG等产

品的贸易事业，以及新能源事业的企划开发等事业。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纯利润为203亿日元，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减少352亿日元。 

虽然液化天然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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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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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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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及铝等有色金属领域，通过贸易、开发、投资等，

开展事业经营活动。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纯利润为2,610亿日元，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增加1,131亿日元。 

因上一年度计入的临时性损失的反作用，再加上澳洲煤炭事业受龙卷风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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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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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亿日元，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增加558亿日元。 

因船舶事业的临时性损失的反作用、船舶销售利润以及亚洲汽车事业的权益利润增加等，从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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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亿日元，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增加39亿日元。 

虽然计入基础化学品事业的递延税项负债等的临时性损失，但销售价格上涨使得贸易利润、权益利润增加等，从而增

收。 

 

⑦ ⽣活 部产业 门 
生活产业部门在食材、服装原料、日用品、健康护理等与消费者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从原料采购到流通、零售等

的广泛领域，提供商品和服务，并进行事业开发等。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纯利润为747亿日元，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减少466亿日元。 

虽然鲑鳟养殖事业的权益利润增加，但受上一年度计入的罗森子公司化及食用肉类事业临时性利润的反作用及食品原

料事业的临时性损失等影响，从而减收。 

 

(3) 资产、 及 本的状况负债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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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4亿日元，为160,370亿日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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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1,927亿日元，为97,718亿日元。这是因为虽然受到期末假日、交易价格上涨及交

易数量增加等影响，营业债务以及其他债务增加，但公司债及借款的返还使得负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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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3亿日元，为37,142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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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亿日元，为53,324亿日元。这是合并纯利润的累积等带

来的结果。 

 

(4) ⾦流量的状况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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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亿日元，为10,055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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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5亿日元。尽管支付了法人所得税等，但因经营收入及派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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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6亿日元。这是因为虽然出售固定资产及上市有价证券等带来了

收入，但由于取得三菱汽车工业公司的股份等对关联公司的投资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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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9亿日元。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中，财务活动使资金减少了5,543亿日元。这是由于返还借款、偿还公司债、母公司支付股息等使

得资金减少。 

 

2. 2018年度的 期预  
2018年度预计合并纯利润为6,000亿日元。有关业绩预期的前提条件，即各部门的预期和市场行情，请参阅2017年度决

算公布参考资料（2017年度决算以及2018年度业绩预期）。关于可能影响业绩的主要风险，请参照下文“3.事业等方

面的风险”。 

 

3. 事 等⽅⾯的业 风险 

(1) 世界宏 境 化 来的观经济环 变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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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内的世界经济环境，虽然朝鲜及中东等地的地缘政治风险高涨，但发达国家的消费和投资有

所增长，经济发展势头坚挺，且新兴国家中，中国等主要国家也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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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在北美、东南亚、澳洲等地区开展了天然气和石油的生产、开发事业及液化天然气（LNG）事业，因而石油和

天然气价格会给本公司业绩带来不小的影响。 

石油价格（Brent）方面，虽然美国的页岩油不断增产，但是亚洲等地区的需求仍呈稳定增长态势，而且主要产油国将

延长减产协议，因而交易价格维持在60美元左右。预计今后石油价格仍将受到地缘政治风险、主要产油国及美国的页

岩油生产状况、主要国家库存动向等影响，持续上下波动、行情不稳。 

液化天然气（L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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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亿日元左右的增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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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煤炭价格的变动会通过MDP公司的收益变动

对本公司的业绩带来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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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亿日元的变化（每磅价格若变化0.1美元，每年将对合并纯利润带来32亿日元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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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 



 

(石油化工产品) 

本公司在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委内瑞拉等国家，开展以石脑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的聚乙烯、乙二醇、二甲苯、甲醇

等石油化工产品的制造和销售事业，并以亚洲为中心，在全球开展贸易活动。石油化工产品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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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变动将对本公司从该事业和贸易中所获的收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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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亿日元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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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0亿日元（现值）的市场性股票。

因此，存在股价变动的风险。上述价格虽然包含大约5,800亿日元的评估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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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产生养老金资产缩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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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44亿日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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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相对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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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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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公司的贸易对象国家分为8个类别，然后，通过对各类别设定相应限制等方法，有效控

制风险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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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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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期望收益率之上，然

后再做选择。投资以后，则针对每一事业投资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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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能按计划增加收益的投资对象，包括通过权益出售和清算实施退出在内，通过明确持有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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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项 风险 
（针对澳洲炼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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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炼钢原料的炼焦煤及用于发电的普通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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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煤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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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展为世界 大规模的炼焦煤企业，年产量达6,000万吨。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的MDP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

值约为8,100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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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铜的年生产总量业绩约为3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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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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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亿日元。 

 

上述以外针对铜资产权益的投资以及石油、天然气、LNG相关的投资，也被本公司视为重要风险。另外，由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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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估产生重要影响。 

 

(7) 有关合 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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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贿赂相关

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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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定首席守法经营执行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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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监督和指挥下，各经营部门及公司行政部门也设有各部门的守法经营执行

官，制定并实施各自特有的守法经营措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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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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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本公司根据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所获信息及本公司判断为适当的一

定的前提条件下做出的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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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会 准 的基本思路计 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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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 表及主要 明财务报 说  
 

1. 合并财务报表 

(1) 合并 状况 表财务 报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 
（2017年3月31日） 

本合并会计年度末 
（2018年3月31日） 

资产部分 

流动资产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145,514 1,005,461

定期存款 246,922 234,758

短期营业资产 22,867 9,319

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 3,125,504 3,523,341

其他金融资产 115,734 99,804

存货资产 1,110,138 1,204,402

生物资产 67,241 68,431

预付款 229,819 164,909

以出售为目的而持有的资产 39,330 91,431

其他流动资产 364,196 376,905

流动资产合计 6,467,265 6,778,761

非流动资产 

根据权益法会计处理的投资 2,651,317 3,050,371

其他投资 2,291,465 2,203,242

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 500,853 526,986

其他金融资产 109,443 93,849

有形固定资产 2,484,714 2,106,195

投资房地产 47,959 72,192

无形资产及商誉 1,010,310 1,003,335

递延税项资产 37,883 35,84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2,348 166,211

非流动资产合计 9,286,292 9,258,228

资产合计 15,753,557 16,036,989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 
（2017年3月31日） 

本合并会计年度末 
（2018年3月31日） 

负债及资本部分 

流动负债 

公司债及借款 1,248,231 1,269,535

经营债务及其他债务 2,542,191 2,765,215

其他金融负债 106,456 81,574

预收款 222,373 167,143

未付法人税等 106,612 101,671

准备金 50,689 48,631

与以出售为目的而持有的资产直接相关的负债 6,094 22,958

其他流动负债 395,196 460,211

流动负债合计 4,677,842 4,916,938

非流动负债 

公司债及借款 4,135,680 3,684,860

经营债务及其他债务 204,657 222,474

其他金融负债 18,936 23,349

退职金支付相关负债 79,261 80,532

准备金 239,259 228,483

递延税项负债 576,941 598,244

其他非流动负债 31,970 16,898

非流动负债合计 5,286,704 4,854,840

负债合计 9,964,546 9,771,778

资本 

资本金 204,447 204,447

资本盈余 220,761 229,423

库藏股份 △12,154 △10,970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 

指定为FVTOCI的其他投资 451,086 509,887

现金流对冲 △17,953 △10,920

海外经营活动体的换算差额 445,816 426,644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小计 878,949 925,611

留存收益 3,625,244 3,983,916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4,917,247 5,332,427

非控制性股权 871,764 932,784

资本合计 5,789,011 6,265,211

负债及资本合计 15,753,557 16,036,989

 
  



(2) 合并 益表损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6年4月1日 

   至 2017年3月31日)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2017年4月1日 

   至2018年3月31日） 

收益 6,425,761 7,567,394

成本 △5,097,123 △5,680,754

销售总利润 1,328,638 1,886,640

销售费用及一般管理费用 △932,607 △1,387,266

有价证券损益 83,288 4,365

固定资产清除、售出损益 14,419 40,929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103,181 △80,173

其他损益 ― 净额 10,581 9,894

金融收益 132,389 179,160

金融费用 △49,537 △52,259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117,450 211,432

税前利润 601,440 812,722

法人所得税 △121,366 △202,306

本期纯利润 480,074 610,416

 

本期纯利润的归属 

本公司的所有者 440,293 560,173

非控制性股权 39,781 50,243

 480,074 610,416

 

 
  



(3) 合并税后利 表润报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6年4月1日 

   至 2017年3月31日)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2017年4月1日 

   至2018年3月31日）

本期纯利润 480,074  610,416

其他税后利润（税后）  

不计入净损益的项目  

指定为FVTOCI的其他投资所产生的损益 111,869  10,086

固定收益制度的重新评估 26,832  1,928

权益法适用公司中对于其他税后利润的股权 5,471  △3,736

合计 144,172  8,278

  

可计入净损益的项目  

现金流对冲 1,359  △2,011

海外经营活动体的换算差额 △62,975  △16,825

权益法适用公司中对于其他税后利润的股权 △65,307  4,488

合计 △126,923  △14,348

  

其他税后利润合计 17,249  △6,070

本期税后利润合计 497,323  604,346

  

本期税后利润的归属  

本公司的所有者 452,465  559,636

非控制性股权 44,858  44,710

 497,323  604,346

 
  



(4) 合并权益 表变动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6年4月1日 

   至 2017年3月31日)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2017年4月1日 

   至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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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38 220,761

股票期权发行的报酬费用 1,621 1,368

股票期权的行使对库藏股份的处理 △1,420 △712

与非控制性股东之间的资本交易及其他 △42,178 8,006

期末余额 220,761 22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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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4 1,208

获取及处理-净额 △9 △24

期末余额 △12,154 △1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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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2 △537

留存收益的划拨金额 △47,162 47,199

期末余额 878,949 925,611

留存收益 

期初余额 3,225,901 3,625,244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本期纯利润 440,293 560,173

股息 △87,170 △153,806

伴随股票期权的行使对库藏股份的处理 △942 △496

来自其他资本构成要素的划拨金额 47,162 △47,199

期末余额 3,625,244 3,983,916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4,917,247 5,33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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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2 △39,834

与非控制性股东之间的资本交易及其他 421,622 56,144

归属非控制性股权的本期纯利润 39,781 50,243

归属非控制性股权的其他税后利润 5,077 △5,533

期末余额 871,764 932,784

资本合计 5,789,011 6,265,211

 
  



(5) 合并 ⾦流量表现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6年4月1日 

   至 2017年3月31日)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2017年4月1日 

   至2018年3月31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期纯利润 480,074 610,416

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调整 

折旧费用等 201,117 254,038

有价证券损益 △83,288 △4,365

固定资产损益 88,762 39,244

金融收益、费用合计 △82,852 △126,901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117,450 △211,432

法人所得税 121,366 202,306

应收帐款的增减 △226,319 △366,807

存货资产的增减 △115,595 △60,265

应付帐款的增减 194,692 224,839

其他－净额 △55,342 49,121

派息收入 218,960 305,010

利息收入 85,010 89,258

利息支出 △64,797 △65,212

法人所得税支付额 △61,334 △196,7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583,004 742,482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 2016年4月1日 

   至 2017年3月31日)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 
（自2017年4月1日 

   至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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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55 △277,456

售出有形固定资产等的收入 26,924 178,882

获取投资性不动产的支出 △8,696 △7,624

售出投资性不动产的收入 26,893 9,252

获取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支出 △139,747 △359,511

获取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收入 98,475 77,627

获取事业的支出（扣除获取时的现金收入额后） △74,694 △32,264

出售事业的收入（扣除出售时的现金持有额后） 1,365 25,201

获取其他投资的支出 △117,283 △46,090

售出其它投资的收入 135,994 127,883

实行贷款的支出 △43,331 △73,017

回收贷款的收入 100,307 49,137

定期存款的增减－净额 △25,737 10,3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79,585 △317,583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短期借款的增减－净额 △111,480 53,562

长期借入债务的筹措－扣除公司债发行费用后 671,204 300,556

长期借入债务的偿还 △1,190,052 △77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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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2 △39,834

从非控制性股东追加获取子公司股权等的支出 △31,469 △13,545

向非控制性股东部分出售子公司股权等的收入 16,535 69,021

库藏股份的增减－净额 △8 △15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752,162 △554,3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汇率变动影响额 △6,703 △10,62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减额 △355,446 △14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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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余额 1,145,514 1,005,461

 
  



2. 有关合并财务报表的说明 

(1) 会 ⽅ 的 更计 针 变 、会 上 价的 更计 报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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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下内容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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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会计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造成重大影响。 
  



(2) 各部 信息门  

 
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自  2016年4月1日  至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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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13 60,195 37,663 414,766 182,061 112,976 473,224 1,318,898 7,850 1,890 1,328,638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23,229 13,733 25,278 2,690 5,252 12,059 34,851 117,092 1,191 △833 117,450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本期
纯利润 
（纯损失） 

23,420 35,531 55,477 147,901 29,437 26,732 121,344 439,842 △1,233 1,684 440,293

资产合计 1,005,671 841,567 2,118,028 3,704,234 1,739,554 943,884 4,343,006 14,695,944 2,631,382 △1,573,769 15,753,557

 

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自  2017年4月1日  至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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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扣 合并金额 

销售总利润 38,140 49,949 55,711 452,804 195,593 116,154 971,796 1,880,147 7,081 △588 1,886,640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37,345 28,250 44,076 33,521 28,768 16,170 23,644 211,774 1,166 △1,508 211,432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本期
纯利润 
（纯损失） 

44,594 44,185 20,273 261,028 85,176 30,585 74,742 560,583 △1,100 690 560,173

资产合计 1,045,645 814,767 2,074,072 3,777,340 1,921,082 993,650 4,599,842 15,226,398 2,460,406 △1,649,815 16,036,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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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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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扣部分。 
  



(3) 每股信息 
每股本期纯利润（归属本公司所有者）以及稀释后的每股本期纯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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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本公司所有者）（日元）  

基本 277.79 353.27

稀释后 277.16 352.44

  

分子（百万日元）  

本期纯利润（归属本公司所有者） 440,293 560,173

  

分母（千股）  

加权平均普通股数 1,584,995 1,585,658

潜在稀释性证券的影响  

股票期权 3,575 3,736

计入潜在稀释性证券影响后的加权平均股份数 1,588,570 1,589,394

 

(4) 重要的后 事发 项 
无相应事项。 

 

3. 有关持续企业之前提的说明 
无相应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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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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保证能达成这些目标、预期及未来业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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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因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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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除非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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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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决算以及2018年度业绩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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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360

2017年度决算概要

 事业类方面，虽然受到临时性利润的反作用等影响，但以液化天然气（LNG）相关事业、亚洲
汽车事业为中心，常规营业利润同比切实稳步增加了693亿日元，实现了增收。

 行情类方面，虽有上一年度计入的临时性损失的反作用，但以金属资源事业为中心，

常规营业利润增加了576亿日元，实现了增收。

 终，事业类及行情类方面的常规营业利润合计较上一年度增加1,269亿日元，

合并纯利润创下了历史 高收益5,602亿日元。

 每股派息比2月5日公布的预期价格提高10日元，为110日元。

2018年度业绩预期

 事业类和行情类均受2017年度计入的临时性损失的反作用影响，再加上预计常规营业利润将
持续稳步增长等，2018年度业绩预期将实现两年连续增长，刷新历史 高收益记录，达6,000
亿日元。

 每股派息预期将比2017年度的110日元提高5日元，达115日元。

＜业绩预期＞ ＜派息预期＞

110日元 115日元

2018年度
预期

2017年度
业绩

+1,269

+292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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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2

合并纯利润 4,403亿日元 5,602亿日元 +1,199亿日元 5,400亿日元 +202亿日元 6,000亿日元

每股派息 80日元 110日元 +30日元 100日元 +10日元 115日元

3,960亿日元

1,970亿日元

2018年度
 业绩预期

2017年度
 业绩预期
（2/5公布）

增减
2017年度
业绩

增减

1,938亿日元

3,668亿日元

+208亿日元1,730亿日元+936亿日元

+28亿日元3,640亿日元+273亿日元

2016年度
业绩

1,002亿日元行情类※

事业类 3,395亿日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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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与上一年度相比 增收91%）

千代田化工建设株式会社的权益利润改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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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年度相比 增收25%）

计入持有房地产的交换收益及基金评估收益的增加等

■ 机械（与上一年度相比 增收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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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年度相比 增收15%）

虽然计入基础化学品事业的递延税项负债等的临时性损失，但销售价格上涨使得贸易

利润、权益利润增加等

■ 生活产业（与上一年度相比 减收38%）

虽然鲑鳟养殖事业的权益利润增加，但受上一年度计入的罗森子公司化及食用肉类事

业临时性利润的反作用及食品原料事业的临时性损失等影响

■ 能源事业（与上一年度相比 减收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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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失，

废矿费用储配追加，以及因撤退而产生了追加税费等临时性损失等

■ 金属（与上一年度相比 增收76%）

上一年度计入的临时性损失的反作用，再加上澳洲煤炭事业受龙卷风影响产量和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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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4

1,213
747

267

306

294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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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投资与
更新投资

出售及
回收

净投资

8,578 ▲7,960 4,784 ▲3,176 5,402 10,641

中期经营计划2年
（2016—2017年度）

累计

经营收入CF

+

投资CF

2017年度
合计

新增投资与更新投资 出售及回收

经营收入CF

投资CF

汽车相关事业（机械）
页岩气事业(能源事业)
CVS事业（生活产业）

飞机租赁事业（新产业金融事业）

船舶事业（机械）
不动产相关事业（新产业金融事业）
上市有价证券（能源事业及其他）

7,035

5,830

▲1,796

8,578

7,425

▲3,176

2017年度201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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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非控股性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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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4

＜自由现金流量＞

营业收入
现金流量※

营业
现金流量

投资
现金流量

+4,249

（亿日元）【现金流的主要明细】

现金流量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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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与上一年度相比 减收22%）

虽然预计海外发电事业会产生临时性利润，但受上一年度计入的美国税制改革带来的

递延税项负债抵消的反作用影响等

■ 新产业金融事业（与上一年度相比 减收19%）

上一年度计入的持有房地产的交换收益的反作用等

■ 机械（与上一年度相比 增收12%）

三菱汽车工业公司开始适用权益法促使权益利润增加等

■ 化学品（与上一年度相比 增收24%）

上一年度计入的基础化学品事业的递延税项负债等临时性损失的反作用等

■ 生活产业（与上一年度相比 增收20%）

上一年度计入的食品原料事业的临时性损失的反作用等

■ 能源事业（与上一年度相比 增收314%）

上一年度计入的资源相关资产替换带来的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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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作用，以及市场行情上涨使得权益利润和派息收入增加等

■ 金属（与上一年度相比 减收18%）

市场行情回落导致权益利润和派息收入减少等

各部门的2018年度业绩预期

▲ 4 70

747
900

306
380

852

950

2,610
2,150

203
840442

360446

350

（亿日元）

+3985,602 6,000

▲96

+153

+98

▲82

▲460

+637

2017年度
业绩

■ 其他

预计出售持有资产会带来临时性利润等+74

+74

5
2018年度
业绩预期



2018年5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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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
业绩预期

增减 对2018年度业绩预期的损益影响

汇率（日元/US$) 110.85 110.00 ▲0.85
日元每贬值（升值）1日元全年将有30亿日元的增收（减收）

影响。

油价
（DOBAI）
(US$/BBL)

56 60 +4

每上升（下降）1美元将产生年25亿日元的增收（减收）影

响。
但是，受石油价格变动的影响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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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4 6,504 +60

每上升（下降）100美元将产生年14亿日元的增收（减收）
影响（每上升（下降）US￠10/lb将产生年32亿日元的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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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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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M

1.48 2.50 +1.02

[￠/ｌb ] [ 292 ] [ +3 ][ 29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