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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年度第1季度的合并业绩（2018年4⽉1⽇-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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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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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度第1季度 3,875,461 115.7 270,629 62.0 219,814 67.5 204,353 73.5 233,164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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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每股季度利润 稀 后每股季度利释 润 
 ⽇元 钱 ⽇元 钱 

2018年度第1季度 128.85 128.55 
2017年度第1季度 74.31 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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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公司所有者的归  
权益⽐率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 

2018年度第1季度 16,204,729 6,357,583 5,446,663 33.6 
2017年度 16,036,989 6,265,211 5,332,427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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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 - 47.00 - 63.00 110.00 
2018年度 -     

2018年度（ 期预 ）  57.00 - 58.00 115.00 
  
(注) 1.有⽆ 最近公布的派息 期的修改对 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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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378.27 
 
(注) 有⽆ 最近公布的 期的修改对 业绩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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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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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已 ⾏股票数发 （普通股） 

① 期末已 ⾏股票数发 （包括 藏股库 ） 2018年度第1季度 1,590,076,851股 2017年度 1,590,076,851股 

② 期末 藏股数库  2018年度第1季度 3,861,340股 2017年度 4,147,602股 

③ 期内平均股票数（季度累计） 2018年度第1季度 1,585,989,351股 2017年度第1季度 1,585,497,097股 
  
※季度决算 不属于注册会 或 法⼈的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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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及本公司判断为 获 为合理的⼀定的前提条件下作出的预计，本公司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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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期的前提条件等业绩预 ， 参 所附 料第请 阅 资 3页“1.(4)关于 期的修改业绩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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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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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mitsubishicorp.com/jp/ja/ir/index.html进行实况转播。 

 

·2018年8月2日（星期四）17:45-18:45······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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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方面，随着IFRS第15号的适用，财产转移被确认为主体的履约义务，将对价总额确认为收益的交易增加，因此，收

益达到38,755亿日元，高出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20,788亿日元（116%）。 

销售总利润方面，由于澳大利亚煤炭事业销量增加等原因，销售总利润达到5,029亿日元，高出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

算累计期间608亿日元（14%）。 

销售费及一般管理费，与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基本持平，为3,426亿日元。 

有价证券损益方面，因上一年度同期计入的上市股份股价下跌所造成的评估损益的反作用等原因，高出上一年度第1季

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78亿日元，为143亿日元。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因上一年度同期计入的资源相关资产减值损失的反作用等原因，相比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

期间改善了361亿日元，为10亿日元。 

其他损益因上一年度同期计入的临时性利润的反作用等原因，低于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218亿日元，为97

亿日元（损失）。 

金融收益方面，由于来自资源相关投资方的派息收入增加等原因，高出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163亿日元

（40%），为571亿日元。 

根据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损益，因上一年度同期计入的海外电力事业的临时性损失的反作用以及三菱汽车工业开始适用权

益法等原因，高出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154亿日元（32%），为642亿日元。 

最终，税前利润高出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1,036亿日元（62%），为2,706亿日元。 

综上所述，季度纯利润高出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866亿日元（74%），为2,044亿日元。 

  

(2) 资产、 及 本的状况负债 资  
本第1季度合并结算会计期末的总资产，相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增加1,677亿日元，为162,047亿日元。这是随着交

易数量增加和交易价格上涨等，营业债权和其他债权增加的结果。 

负债相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增加753亿日元，为98,471亿日元。这是随着交易数量增加和交易价格上涨等，营业

债务和其他债务增加的结果。 

另外，有息负债总额减去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定期存款后的净有息负债额，比上一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末增加294亿日元，

为37,436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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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亿日元，为54,467亿日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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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亿日元，为10,051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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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亿日元。这是因为虽然存在运营资金负担增加、法人所得税的支

付等因素，但营业收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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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使资金增加349亿日元。这是因为虽然存在对关联公司的投资、设备投资等支出，

但澳大利亚煤炭事业的事业出售和航空租赁事业固定资产的出售等，使得资金增加。 

  
  



综上所述，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合计额即自由现金流的资金增加970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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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亿日元。这是因为股息的支付等使得资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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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8年度5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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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保证达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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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31日）  本第1季度合并会计期末 

（2018年6月30日） 

资产部分    

流动资产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005,461  1,005,149 

定期存款 234,758  241,438 

短期营业资产 9,319  7,891 

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 3,523,341  3,680,254 

其他金融资产 99,804  104,268 

存货资产 1,204,402  1,210,222 

生物资产 68,431  69,823 

预付款 164,909  62,238 

以出售为目的而持有的资产 91,431  44,092 

其他流动资产 376,905  412,239 

流动资产合计 6,778,761  6,837,614 

非流动资产    

根据权益法会计处理的投资 3,050,371  3,005,925 

其他投资 2,203,242  2,276,876 

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 526,986  552,848 

其他金融资产 93,849  105,857 

有形固定资产 2,106,195  2,134,665 

投资房地产 72,192  72,502 

无形资产及商誉 1,003,335  1,011,545 

递延税项资产 35,847  33,24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6,211  173,652 

非流动资产合计 9,258,228  9,367,115 

资产合计 16,036,989  16,204,729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 
（2018年3月31日）  本第1季度合并会计期末 

（2018年6月30日） 

负债及资本部分    

流动负债    

公司债及借款 1,269,535  1,257,501 

经营债务及其他债务 2,765,215  2,962,580 

其他金融负债 81,574  121,551 

预收款 167,143  63,540 

未付法人税等 101,671  75,554 

准备金 48,631  42,575 

与以出售为目的而持有的资产直接相关的负债 22,958  9,211 

其他流动负债 460,211  385,545 

流动负债合计 4,916,938  4,918,057 

非流动负债    

公司债及借款 3,684,860  3,732,720 

经营债务及其他债务 222,474  256,240 

其他金融负债 23,349  24,616 

退职金支付相关负债 80,532  80,309 

准备金 228,483  220,499 

递延税项负债 598,244  599,111 

其他非流动负债 16,898  15,594 

非流动负债合计 4,854,840  4,929,089 

负债合计 9,771,778  9,847,146 

资本    

资本金 204,447  204,447 

资本盈余 229,423  229,287 

库藏股份 △10,970  △10,209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    

指定为FVTOCI的其他投资 509,887  561,328 

现金流对冲 △10,920  △10,049 

海外经营活动体的换算差额 426,644  386,893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小计 925,611  938,172 

留存收益 3,983,916  4,084,966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5,332,427  5,446,663 

非控股股权 932,784  910,920 

资本合计 6,265,211  6,357,583 

负债及资本合计 16,036,989  16,204,729 

 
  



(2) 明季度合并 益 表简 损 报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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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8年4月1日 
 至 2018年6月30日） 

收益 1,796,704  3,875,461 

成本 △1,354,561  △3,372,551 

销售总利润 442,143  502,910 

销售费用及一般管理费用 △338,274  △342,631 

有价证券损益 6,549  14,276 

固定资产清除、售出损益 4,210  1,129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37,129  △981 

其他损益 ― 净额 12,142  △9,723 

金融收益 40,763  57,146 

金融费用 △12,199  △15,721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48,809  64,224 

税前利润 167,014  270,629 

法人所得税 △35,810  △50,815 

本季度纯利润 131,204  219,814 

    

本季度纯利润的归属    

本公司的所有者 117,812  204,353 

非控股股权 13,392  15,461 

 131,204  219,814 

 
  



(3) 明季度合并税后利 表简 润报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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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8年4月1日 
 至 2018年6月30日） 

本季度纯利润 131,204  21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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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52  51,898 

固定收益制度的重新评估 △18  △19 

  权益法适用公司中对于其他税后利润的股权 3,309  5,491 

合计 32,543  57,370 

    

可计入净损益的项目    

现金流对冲 1,369  △2,190 

海外经营活动体的换算差额 7,552  △9,285 

  权益法适用公司中对于其他税后利润的股权 △7,318  △32,545 

合计 1,603  △44,020 

    

其他税后利润合计 34,146  13,350 

本季度税后利润合计 165,350  233,164 

    

本季度税后利润的归属    

本公司的所有者 149,393  217,439 

非控股股权 15,957  15,725 

 165,350  233,164 

 
  



(4) 明季度合并权益 表简 变动报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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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8年4月1日 
 至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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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761  229,423 

股票期权发行的报酬费用 654  550 

股票期权的行使对库藏股份的处理 △156  △474 

与非控股股东之间的资本交易及其他 7,109  △212 

期末余额 228,368  229,287 

库藏股份    

期初余额 △12,154  △10,970 

股票期权的行使对库藏股份的处理 264  763 

获取及处理-净额 △3  △2 

期末余额 △11,893  △10,209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    

期初余额 878,949  925,611 

因会计方针变更而产生的累计影响额 -  53 

反映了会计方针变更的期初余额 878,949  925,664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税后利润 31,581  13,086 

留存收益的划拨金额 △1,009  △578 

期末余额 909,521  938,172 

留存收益    

期初余额 3,625,244  3,983,916 

因会计方针变更而产生的累计影响额 -  △3,677 

反映了会计方针变更的期初余额 3,625,244  3,980,239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本季度纯利润 117,812  204,353 

股息 △79,276  △99,916 

股票期权的行使对库藏股份的处理 △108  △288 

来自其他资本构成要素的划拨金额 1,009  578 

期末余额 3,664,681  4,084,966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4,995,124  5,446,663 

非控股股权    

期初余额 871,764  932,784 

因会计方针变更而产生的累计影响额 -  △521 

反映了会计方针变更的期初余额 871,764  932,263 

对非控股股东的派息支付额 △18,571  △30,898 

与非控股股东之间的资本交易及其他 40,193  △6,170 

归属非控股股权的本季度纯利润 13,392  15,461 

归属非控股股权的其他税后利润 2,565  264 

期末余额 909,343  910,920 

资本合计 5,904,467  6,357,583 



 (5) 明季度合并 ⾦流量 表简 现 报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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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8年4月1日 
 至 2018年6月30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季度纯利润 131,204  219,814 

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调整    

折旧费用等 63,067  60,947 

有价证券损益 △6,549  △14,276 

固定资产损益 32,919  △148 

金融收益、费用合计 △28,564  △41,425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48,809  △64,224 

法人所得税 35,810  50,815 

应收帐款的增减 30,340  △163,749 

存货资产的增减 20,680  △40,485 

应付帐款的增减 △66,561  88,651 

其他－净额 △24,850  △41,066 

派息收入 87,073  95,828 

利息收入 20,121  24,259 

利息支出 △15,411  △17,524 

法人所得税支付额 △64,528  △95,3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65,942  62,095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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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第1季度 
合并结算累计期间 

（自 2018年4月1日 
 至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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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87  △63,520 

售出有形固定资产等的收入 28,376  39,292 

获取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支出 △54,889  △67,261 

获取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收入 23,011  47,410 

获取事业的支出（扣除获取时的现金收入额后） △5,492  △1,722 

出售事业的收入（扣除出售时的现金持有额后） -  81,743 

获取其他投资的支出 △12,774  △11,275 

售出其它投资的收入 39,668  17,967 

实行贷款的支出 △17,055  △20,049 

回收贷款的收入 14,947  16,202 

定期存款的增减－净额 12,722  △3,9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46,073  34,856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短期借款的增减－净额 △92,076  63,997 

长期借入债务的筹措－扣除公司债发行费用后 35,952  152,666 

长期借入债务的偿还 △118,460  △203,566 

本公司支付的股息 △79,276  △99,916 

子公司对非控股股东支付的派息 △18,571  △30,898 

从非控股股东追加获取子公司股权等的支出 △6,671  △1,925 

向非控股股东部分出售子公司股权等的收入 51,690  4,506 

库藏股份的增减－净额 △3  △2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27,415  △115,13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汇率变动影响额 6,967  17,87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减额 △100,579  △31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1,145,514  1,005,46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季度末余额 1,044,935  1,00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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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S第15号“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益” 修订关于收益确认的会计处理和披露 

IFRS第9号“金融商品”（2014年7月修订） 分类和计量的部分修订以及在减值损失中导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IFRS第15号“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益” 

本公司及日本国内外的合并子公司（以下统称“合并公司”）从本第1季度合并结算会计期间开始适用IFRS第15号，在

作为过渡措施而被认可的方法中，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将因适用而产生的累计影响确认为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期初留存收

益等的余额的修改，但该影响额不存在重要性。 

 

① 收益确认的方法（5个步骤） 

合并公司在适用IFRS第15号后，基于以下5个步骤确认收益。 

步骤1：识别与客户的合同 

步骤2：识别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步骤3：确定交易价格 

步骤4：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步骤5：企业在充分履行义务时确认收益 

 

合并公司识别与客户的合同中包含的个别财产和服务，并以此为交易单位，识别履约义务。 

 

在识别履约义务时，探讨企业属于主体还是代理人，做出的承诺性质属于由自己提供指定财产或服务的履约义务时，作

为主体以对价总额的形式将收益表示在合并损益报表中，属于安排由其他当事人提供财产或服务的履约义务时，作为代

理人以手续费、报酬金额或对价净额的形式将收益表示在合并损益报表中。 

 

交易价格是作为向客户转移财产或服务的承诺交换，合并公司预期将获得的权利的对价金额，在确认收益时对价金额不

确定的情况下，基于合同中规定的一定公式等，合理估算对价。不确定性较高或难以做出合理估算时，不包含在交易价

格中。不确定性降低且能够做出合理估算时，调整交易价格。 

 

② 确认主要交易的收益 

（产品和商品的销售） 

合并公司经营金属、机械、化学品、一般消费品等多个领域的产品和商品，关于产品和商品的销售，满足交货条件时，

判断客户获得对该产品和商品的支配权，履约义务被充分履行，并在交货时确认收益。 

 

（劳务提供和其他服务的提供） 

合并公司开展服务相关事业和其他事业。服务相关事业中包括根据特许经营合同的劳务提供，以及物流、信息通信、技

术支援及其他服务等各类服务的提供。服务相关事业的收益，在根据合同识别的服务相关履约义务被充分履行时确认，

关于一定期间履约义务充分履行的交易，根据履约义务的履行进度确认收益。 

 

③ 与旧会计准则适用时的差异 

适用IFRS第15号后，财产或服务的转移被识别为主体的履约义务，对价总额被识别为收益的交易增加，因此，相比适用

旧会计准则时，本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的简明季度合并损益报表的“收益”和“成本”分别增加了约20,000亿日

元。对包括“季度纯利润”的本简明季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其他项目没有重大影响。 



 

IFRS第9号“金融商品”（2014年7月修订） 

合并公司从本第1季度合并结算会计期间开始适用IFRS第9号“金融商品”（2014年度7月修订），适用后的累计影响额

依据准则所规定的过渡措施，确认为本合并结算会计年度期初的留存收益的修改，但该影响额不存在重要性。 

 

① 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 

随着IFRS第9号的修订，新设了通过其他税后利润，用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性金融商品的分类。合并公司对保有本合并结

算会计年度期初时的该金融商品的事业模式和金融商品的合同条件进行评估，当满足以下条件时，通过其他税后利润，

使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出于回收和出售合同上的现金流量这两个目的而保有 

·合同条件规定在指定日期，仅通过本金和利息支付生成现金流量 

最终，适用之前通过纯损益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性金融商品的一部分358.53亿日元，变更到通过其他税后利润用公允

价值计量的分类中。另外，停止确认通过其他税后利润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性金融商品时，将资产账面价格与收取的

对价或可能收取的对价的差额以及过去确认为其他税后利润的收益或损失的累计额，确认为纯损益。 

 

② 金融资产的减值损失 

合并公司对于按折旧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通过其他税后利润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性金融商品，估算预期信用损失，

确认并计量损失评估准备金。 

 

报告日当天，某金融商品相关的信用风险在当初确认以后未显著增大时，基于因报告日后12月内可能发生的债务不履行

事项而产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算该金融商品相关的损失评估准备金。另一方面，报告日当天，某金融商品相关的信用

风险在当初确认以后显著增大时，基于因金融商品预期存续期间所有可能发生的债务不履行事项而产生的预期信用损失

（整个期间的预期信用损失），计算该金融商品相关的损失评估准备金。关于上述金融商品相关的信用风险的变动，利

用外部和内部信用评级的变动和逾期信息等进行判断，关于预期信用损失，以反映货币时间价值、过去债务不履行事项

的发生情况和可合理利用的未来预测信息等的方法进行估算。关于信用减值损失的证据，用发行人或债务人的重大财政

困难或包含逾期在内的合同违反等事项进行判断。另外，关于报告日当天，有信用减值损失证据的金融资产，在对投资

评级、投资合同的内容、担保状况、现金流量相关的权利和优势性以及发行方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估算预期信

用损失，计算该金融商品相关的损失评估准备金。 

 

但关于不包含重大金融要素的营业债权，无论信用风险从当初识别时有无显著增加，始终按整个期间的预期信用损失的

同等金额计算损失评估准备金。 

 

其他新准则书和解释指南的适用，未对本简明季度合并财务报表造成重要影响。 

 

4. 有关持 企 之前提的 明续 业 说  

无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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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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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00
100

244
[CELLREF]

1,178 

2,044 

事业类
常规营业利润的增加

2017年度
第一季度

2018年度
第一季度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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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第一季度决算

<同比的增减>

<2018年度业绩预期的达成率>

◎合并纯利润同比增加866亿日元，实现了增收，
创下季度 高收益。

171Q反作用 +80
181Q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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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Q反作用 +40
181Q +60

包括临时性损益
+40

◎ 全年业绩预期的达成率，澳大利亚煤炭事业
和亚洲汽车事业等的发展偏向第一季度，此外，LNG
相关事业计入派息收入等，因此，达成率为34%。

 事业类由于上一年度同期计入的临时性损失的反作用，
再加上以LNG相关事业和亚洲汽车事业为中心的常规营业
利润的积累，实现了增收。

 行情类，船舶事业计入临时性利润，再加上澳大利亚煤炭
事业常规营业利润增加等原因，实现了增收。

（亿日元）

合并纯利润 1,178亿日元 2,044亿日元 +866亿日元 6,000亿日元 34%

2017年度
第一季度业绩

343亿日元行情类※

事业类 818亿日元

2018年度
业绩预期

增减
2018年度

第一季度业绩
达成率

743亿日元

1,202亿日元

38%1,970亿日元+400亿日元

30%3,960亿日元+384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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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与基础设施事业（同比增收72%）

海外电力事业的临时性利润等

■ 新产业金融事业
-

■ 机械（同比增收118%）

除了船舶事业的临时性利润，还有亚洲汽车事业
权益利润的增加，三菱汽车工业适用权益法后权益利润的增加等

■ 化学品（同比增收15%）

售价上涨等导致的交易利润、权益利润的增加等

■ 生活产业（同比减收▲28%）

CVS事业销售管理费用的增加，美国食用肉类事业交易利润的减少等

■ 能源事业
伴随上一年度同期计入的资源相关资产的替换而发生的损失的反作用，

LNG相关事业权益利润、派息收入的增加等

■ 金属（同比增收49%）

澳大利亚煤炭事业销量增加等带来的权益利润的增加等

各部门的情况

17 99
239 173
108 124
179

391

507

757

▲ 28

298

95

97

61

105

（亿日元）

+8661,178 2,044

2017年度

第一季度业绩

2018年度

第一季度业绩

■ 其他

SIGMAXYZ股份售出收益的计入等

+2

+326

+250

+212

+16

▲66

+8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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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

1,659

▲461

2,582

621
349

2018年度

第一季度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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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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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

（亿日元）【现金流的主要明细】

现金流量的状况

【2018年度第一季度投资现金流量的主要内容】

项目投资 出售及回收 净投资

2016年度 7,035 ▲5,696 3,900 ▲1,796 5,239

2017年度 8,578 ▲7,960 4,784 ▲3,176 5,402

2,582 ▲1,676 2,025 349 2,931

经营收入CF
+

投资CF

项目投资 出售及回收

参考

2018年度

第一季度

页岩气事业(能源事业)

澳洲煤炭事业（金属）
CVS事业（生活产业）

澳洲煤炭事业（金属）
飞机租赁事业（新产业金融事业）

经营收入CF

投资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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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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8年度
第一季度业绩

2018年度
业绩预期

（5月8日公布）
增减 对2018年度业绩预期的损益影响

汇率（日元/US$) 109.10 110.0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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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6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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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2 6,504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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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0.1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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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2.50 ▲0.16

[￠/ｌb ] [ 312 ] [ +17 ][ 29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