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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度第1季度的合并业绩（2019年4⽉1⽇-2019年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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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公司归  
所有者的季度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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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度第1季度 3,941,312 1.7 222,618 △17.7 174,152 △20.8 161,239 △21.1 17,896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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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每股季度利润 稀 后每股季度利释 润 
 ⽇元 钱 ⽇元 钱 

2019年度第1季度 101.89 101.69 
2018年度第1季度 128.85 1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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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公司归  
所有者的权益⽐率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 

2019年度第1季度 17,641,488 6,440,292 5,519,274 31.3 
2018年度 16,532,800 6,636,920 5,696,246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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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 - 62.00 - 63.00 125.00 
2019年度 -     

2019年度（ 期预 ）  62.00 - 63.00 125.00 
  
（注）有⽆ 最近公布的派息 期的修改对 预  ： ⽆ 
  
 

3. 2019度合并 期业绩预 （2019年4⽉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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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3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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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的特定⼦公司的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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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情 参 所附 料详 请 阅 资 11页“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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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度第1季度 1,590,076,851股 2018年度 1,590,076,851股 

② 期末 藏股数库  2019年度第1季度 31,404,697股 2018年度 3,099,600股 

③ 期内平均股票数（季度累计） 2019年度第1季度 1,582,512,416股 2018年度第1季度 1,585,989,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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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的⼀定的前提条件下做出的为 获 为 预计，本公司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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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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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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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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直播。 

 

・ 2019年8月1日（星期四）17:00-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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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外石油事业交易数量增加等原因，高出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决算累计期间658亿日元（2%），为

39,413亿日元。 

销售总利润方面，受澳大利亚炼焦煤事业生产成本上涨、澳大利亚动力煤炭权益出售导致交易利润减少等因素影响，低

于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决算累计期间190亿日元（4%），为4,839亿日元。 

销售费及一般管理费，与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决算累计期间基本持平，为3,547亿日元。 

有价证券损益方面，虽然受到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计入的临时性利润的反作用影响，但由于资产更换、

事业重组带来的出售收益等，最终与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结算累计期间基本持平，为147亿日元（利润）。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与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决算累计期间基本持平，为6亿日元。 

其他损益因计划出售的矿区相关的价格调整等，低于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决算累计期间49亿日元，为146亿日元（损

失）。 

金融收益方面，由于来自资源相关投资方的派息收入减少等原因，低于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决算累计期间62亿日元

（11%），为509亿日元。 

根据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损益，受汽车相关事业、石油化学事业权益利润减少等影响，低于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决算累

计期间30亿日元（5%），为612亿日元（利润）。 

最终，税前利润低于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决算累计期间480亿日元（18%），为2,226亿日元。 

综上所述，季度纯利润低于上一年度第1季度合并决算累计期间432亿日元（21%），为1,612亿日元。 

  

(2) 资产、 及 本的状况负债 资  
本第1季度合并决算会计期末的总资产，相比上一合并决算会计年度末增加11,087亿日元，为176,415亿日元。这是适用

IFRS第16号“租赁”后，使用权资产增加等带来的结果。 

负债相比上一合并决算会计年度末增加13,053亿日元，为112,012亿日元。这是适用IFRS第16号“租赁”准则后，租赁负

债增加等带来的结果。 

另外，有息负债总额减去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定期存款、租赁负债后的净有息负债额（租赁负债除外），比上一合并决

算会计年度末增加1,200亿日元，为38,436亿日元。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比上一合并决算会计年度末减少1,769亿日元，为55,193亿日元。这是因为虽然有季度纯利润

的累积，但受股息支付、库藏股份购买、澳元和美元贬值导致的海外营业活动体换算差额减少等因素影响，最终导致了

这一结果。 

  

(3) ⾦流量的状况现  
本第1季度合并决算会计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余额，比上一合并决算会计年度末增加476亿日元，为12,082亿日元。 

 

（营业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第1季度合并决算累计期间，营业活动使资金增加1,586亿日元。这是因为虽然存在法人所得税支付、运转资金负担增

加等因素，但营业收入、股息收入等使得资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第1季度合并决算累计期间，投资活动使资金减少448亿日元。这是因为虽然有对关联公司投资和上市有价证券出售等

带来的收入，但设备投资和对关联公司的融资等支出使得资金减少。 

 

综上所述，营业活动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合计额即自由现金流量的资金增加1,138亿日元。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第1季度合并决算累计期间，财务活动使资金减少549亿日元。这是因为虽然有短期资金筹集，但股息支付、库藏股份

购买等导致资金减少。 

 

另外，IFRS第16号“租赁”适用后确认的租赁负债的支付额包含在全额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中。 

 

(4) 关于 期业绩预 的修改 
本合并决算会计年度的合并业绩预期与2019年5月9日公布的合并业绩预期相比没有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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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一定的前提条件下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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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31日）  本第1季度合并会计期末 

（2019年6月30日） 

资产部分    

流动资产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160,582  1,208,239 

定期存款 207,949  210,196 

短期营业资产 7,798  6,152 

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 3,722,719  3,698,003 

其他金融资产 93,139  117,974 

存货资产 1,213,742  1,239,647 

生物资产 70,687  69,898 

预付款 43,797  49,545 

以出售为目的持有的资产 105,586  43,870 

其他流动资产 412,925  421,693 

流动资产合计 7,038,924  7,065,217 

非流动资产    

根据权益法会计处理的投资 3,191,145  3,172,995 

其他投资 2,108,983  2,006,756 

营业债权及其他债权 599,619  600,357 

其他金融资产 100,326  102,504 

有形固定资产 2,168,962  1,914,056 

投资房地产 69,293  82,766 

无形资产及商誉 1,035,898  1,028,823 

使用权资产 -  1,460,420 

递延税项资产 31,431  30,60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8,219  176,987 

非流动资产合计 9,493,876  10,576,271 

资产合计 16,532,800  17,641,488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  
（2019年3月31日）   本第1季度合并会计期末  

（2019年6月30日）  

负债及资本部分    

流动负债    

公司债及借款 1,522,878  1,739,216 

营业债务及其他债务 2,862,954  2,872,604 

租赁负债 54,276  224,257 

其他金融负债 83,589  94,835 

预收款 43,481  47,477 

未付法人税等 63,497  45,738 

准备金 33,023  39,870 

与以出售为目的而持有的资产直接相关的负债 29,062  5,755 

其他流动负债 460,922  400,637 

流动负债合计 5,153,682  5,470,389 

非流动负债    

公司债及借款 3,569,221  3,522,791 

营业债务及其他债务 60,304  65,073 

租赁负债 231,001  1,300,186 

其他金融负债 15,198  21,712 

退职金支付相关负债 86,401  84,822 

准备金 178,928  168,368 

递延税项负债 585,952  554,025 

其他非流动负债 15,193  13,830 

非流动负债合计 4,742,198  5,730,807 

负债合计 9,895,880  11,201,196 

资本    

资本金 204,447  204,447 

资本盈余 228,340  226,856 

库藏股份 △8,279  △89,526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    

指定为FVTOCI的其他投资 541,970  489,638 

现金流对冲 △6,291  △19,252 

海外营业活动体的换算差额 379,128  284,732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小计 914,807  755,118 

留存收益 4,356,931  4,422,379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5,696,246  5,519,274 

非控股股权 940,674  921,018 

资本合计 6,636,920  6,440,292 

负债及资本合计 16,532,800  17,64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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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决算累计期间 
（自2018年4月1日 

   至2018年6月30日） 

 

本年度第1季度 
合并决算累计期间 
（自2019年4月1日 

   至2019年6月30日） 

收益 3,875,461  3,941,312 

成本 △3,372,551  △3,457,459 

销售总利润 502,910  483,853 

销售费用及一般管理费用 △342,631  △354,749 

有价证券损益 14,276  14,659 

固定资产清除、出售损益 1,129  719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981  △560 

其他损益 - 净额 △9,723  △14,629 

金融收益 57,146  50,856 

金融费用 △15,721  △18,740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64,224  61,209 

税前利润 270,629  222,618 

法人所得税 △50,815  △48,466 

本季度纯利润 219,814  174,152 

    

本季度纯利润的归属    

本公司的所有者 204,353  161,239 

非控股股权 15,461  12,913 

 219,814  174,152 
 

每股季度纯利润（归属本公司所有者）    

基本 128.85日元  101.89日元 

稀释后 128.55日元  101.69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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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决算累计期间 
（自2018年4月1日 

   至2018年6月30日） 

 

本年度第1季度 
合并决算累计期间 
（自2019年4月1日 

   至2019年6月30日） 

本季度纯利润 219,814  174,152 

其他综合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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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98  △42,783 

固定收益制度的重新评估 △19  957 

权益法适用公司中对于其他综合收益的股权 5,491  2,787 

合计 57,370  △39,039 

    

可计入净损益的项目    

现金流对冲 △2,190  △3,018 

海外营业活动体的换算差额 △9,285  △98,892 

权益法适用公司中对于其他综合收益的股权 △32,545  △15,307 

合计 △44,020  △117,217 

    

其他综合收益合计 13,350  △156,256 

本季度综合收益合计 233,164  17,896 

    

本季度综合收益的归属    

本公司的所有者 217,439  15,099 

非控股股权 15,725  2,797 

 233,164  17,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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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决算累计期间 
（自2018年4月1日 

   至2018年6月30日） 

 

本年度第1季度 
合并决算累计期间 
（自2019年4月1日 

   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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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423  228,340 

股份支付涉及的支付费用 550  494 

股份支付涉及的库藏股的处理 △474  △513 

与非控股股东之间的资本交易及其他 △212  △1,465 

期末余额 229,287  226,856 

库藏股份    

期初余额 △10,970  △8,279 

股份支付涉及的库藏股的处理 763  793 

获取及处理-净额 △2  △82,040 

期末余额 △10,209  △89,526 

其他资本构成要素    

期初余额 925,611  91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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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664  914,807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13,086  △146,140 

留存收益的划拨金额 △578  △13,549 

期末余额 938,172  755,118 

留存收益    

期初余额 3,983,916  4,356,931 

因会计方针变更而产生的累计影响额 △3,677  △9,079 

反映了会计方针变更的期初余额 3,980,239  4,347,852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本季度纯利润 204,353  161,239 

股息 △99,916  △99,982 

股份支付涉及的库藏股的处理 △288  △279 

来自其他资本构成要素的划拨金额 578  13,549 

期末余额 4,084,966  4,422,379 

归属本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5,446,663  5,519,274 

非控股股权    

期初余额 932,784  940,674 

因会计方针变更而产生的累计影响额 △521  △2,677 

反映了会计方针变更的期初余额 932,263  937,997 

对非控股股东的派息支付额 △30,898  △21,122 

与非控股股东之间的资本交易及其他 △6,170  1,346 

归属非控股股权的本季度纯利润 15,461  12,913 

归属非控股股权的其他综合收益 264  △10,116 

期末余额 910,920  921,018 

资本合计 6,357,583  6,440,292 

    

本季度综合收益的归属    

本公司的所有者 217,439  15,099 

非控股股权 15,725  2,797 

本季度综合收益合计 233,164  17,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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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合并决算累计期间 

（自2018年4月1日 
   至2018年6月30日） 

 
本年度第1季度合并决算累计期间 

（自2019年4月1日 
   至2019年6月30日） 

营业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季度纯利润 219,814  174,152 

对营业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调整    

折旧费用等 60,947  109,332 

有价证券损益 △14,276  △14,659 

固定资产损益 △148  △159 

金融收益、费用合计 △41,425  △32,116 

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 △64,224  △61,209 

法人所得税 50,815  48,466 

应收帐款的增减 △163,749  18,191 

存货资产的增减 △40,485  △45,994 

应付帐款的增减 88,651  △18,392 

其他-净额 △41,066  △37,658 

派息收入 95,828  97,631 

利息收入 24,259  24,426 

利息支出 △17,524  △24,880 

法人所得税支付额 △95,322  △78,562 

营业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62,095  158,569 
  



   （单位：百万日元） 

 

上一年度第1季度 
合并决算累计期间 

（自2018年4月1日 
   至2018年6月30日） 

 

本年度第1季度 
合并决算累计期间 

（自2019年4月1日 
   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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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20  △73,723 

出售有形固定资产等的收入 39,292  10,603 

获取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的支出 △67,261  △38,953 

出售按照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投资的收入 47,410  47,701 

获取事业的支出（扣除获取时的现金收入额后） △1,722  △3,365 

出售事业的收入（扣除出售时的现金持有额后） 81,743  6,172 

获取其他投资的支出 △11,275  △8,859 

出售其它投资的收入 17,967  55,608 

实行贷款的支出 △20,049  △44,414 

回收贷款的收入 16,202  11,978 

定期存款的增减-净额 △3,931  △7,5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34,856  △44,761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短期借款的增减-净额 63,997  268,424 

长期借入债务的筹措 152,666  47,277 

长期借入债务的偿还 △190,767  △102,141 

租赁负债的偿还 △12,799  △64,941 

本公司支付的股息 △99,916  △99,982 

子公司对非控股股东支付的股息 △30,898  △21,122 

从非控股股东追加获取子公司股权等的支出 △1,925  △4,029 

向非控股股东部分出售子公司股权等的收入 4,506  3,417 

库藏股份的增减-净额 △2  △81,766 

财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15,138  △54,86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汇率变动影响额 17,875  △11,28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减额 △312  47,65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1,005,461  1,160,58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季度末余额 1,005,149  1,20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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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号“租赁” 修订承租人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和披露等的准则 

 

IFRS第16号“租赁” 

IFRS第16号适用后，承租人的租赁采用单一会计模式，原则上要求对所有租赁，在合并财务状况报表中确认为表现原资

产使用权利的使用权资产和表现租赁费支付债务的租赁负债。 

并且，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资产后，还将在合并损益报表中确认使用权资产的折旧费用以及租赁负债相关的利息

费用。 

 

本公司及日本国内外的合并子公司（以下统称“合并公司”），从本年度第1季度合并决算会计期间开始适用IFRS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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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会计年度期初

留存收益等的余额的修改，但由于这一修改，留存收益减少了9,079百万日元。 

 

在适用IFRS第16号时，关于合同中是否包含租赁，我们选择IFRS第16号C3款中提及的实务中的权宜之计，沿用IAS第17

号“租赁”（以下称“IAS第17号”）以及IFRIC第4号“关于合同中是否包含租赁的判断”做出判断。适用开始日以后，

根据IFRS第16号的规定进行判断。 

 

关于过去适用IAS第17号而被分类到经营租赁中的承租人的租赁，自适用开始日起确认为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租赁

负债按照用适用开始日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贴现剩余租赁费用后的当前价值测定。该增量借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为

0.8%。 

另外，剩余租赁费用由根据无法解约的租赁合同将发生的未来最低应付租赁费用，以及可解约的租赁合同中，合理且明

确可不行使解约权的期间对应的应付租赁费用等构成。另外，使用权资产按照租赁负债初始计量额中调整预付租赁费等

后的金额进行初始计量。 

 

关于过去适用IAS第17号而被分类到融资租赁中的承租人的租赁，分别按照适用开始日前一天依据IAS第17号处理的租

赁资产和租赁负债的账面价值，计算适用开始日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的账面价值。 

 

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适用IAS第17号披露的无法解约的经营租赁合同，与适用开始日在简明季度合并财务状况报表中确

认的租赁负债的调整表如下所示。 

 

 （单位：百万日元） 

无法解约的经营租赁合同（截至2019年3月31日） 351,557 

融资租赁债务（截至2019年3月31日） 285,277 

可解约的经营租赁合同等（注） 867,414 

截至2019年4月1日的租赁负债 1,504,248 

（注）包括无法解约的经营租赁合同（截至2019年3月31日）按适用开始日的增量借款利率贴现的影响。 

 

 

  



并且，在适用开始日，简明季度合并财务状况报表中确认的使用权资产为1,434,275百万日元。 

另外，合并公司在适用IFRS第16号时，使用了如下所示的简便实务操作方法。 

 

・ 适用开始日起12个月内租赁期间结束的租赁，按照与短期租赁相同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 初始直接费用从适用开始日的使用权资产的计量中扣除 

・ 不按照原资产的等级将非租赁构成部分与租赁构成部分区分，而是作为单一的租赁构成部分进行会计处理 

・ 为取代使用权资产减值测试，租赁在适用开始日前，适用IAS第37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以是否存在不

利的评价为依据 

・ 合同中含有延长租赁或解除租赁的选项时，在计算租赁期间时等，使用事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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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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1季度决算

2019年8月1日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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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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营业利润
的减少

上一年同期的
临时性损益的

反作用

本期的临时性
损益

2018年度
第1季度

2019年度
第1季度

 事业类 ▲269
 市场行情类▲85
 其他 ▲5

（亿日元）

※ “市场行情类”方面，天然气部门包含北美页岩气及E&P；金属资源部门包含贸易孵化相关以外的事业；产业基础设施部门包含船舶（普通商船）。

2019年度第1季度决算

<同比的增减>

<2019年度业绩预期的达成率>

◎ 合并纯利润同比减少432亿日元，收入减少。

◎ 全年业绩预期的达成率为27%。

 事业类以汽车相关事业、石油化学事业、鲑鳟养殖事业等为
中心，权益利润减少，导致收入减少。

 市场行情类，受上一年度同期计入的临时性利润的反作用影
响，再加上澳大利亚炼焦煤事业常规营业利润减少，澳大利
亚动力煤炭权益出售导致的交易利润减少等，最终收入减少。

1

 事业类，由于汽车相关事业、鲑鳟养殖事业业绩低迷等原因，
达成率止步于24%。

 市场行情类，受澳大利亚炼焦煤事业价格上涨、销量增加的
影响，再加上该事业与北美页岩气事业的发展偏向第1季度
等因素，达成率达到了30%。

合并纯利润 2,044亿日元 1,612亿日元 ▲432亿日元 6,000亿日元 27%

2018年度
第1季度业绩

743亿日元市场行情类※

事业类 1,202亿日元

2019年度
业绩预期

增减
2019年度

第1季度业绩
达成率

601亿日元

958亿日元

30%1,980亿日元▲142亿日元

24%3,930亿日元▲244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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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64)

(▲135)

(+18)

(▲91)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4)

(▲82)

(▲53)

(▲4)

(+15)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各部门的情况

■ 综合原料（同比增收+19%）

计入了美达王事业重组的收益等

■ 天然气（同比增收+14%）

LNG相关事业、页岩气事业权益利润的增加等

■ 石油化学（同比减收▲58%）

海外石油事业交易利润的减少和石油化学事业权益利
润的减少等

■ 金属资源（同比减收▲19%）

澳大利亚炼焦煤事业生产成本上涨，澳大利亚动力煤
炭权益出售导致交易利润的减少，以及铜事业派息收
入的减少等

■ 产业基础设施（同比减收▲63%）

上一年度同期计入的船舶事业的纳税影响的反作用等

（亿日元）2018年度第1季度 2,044

2019年度第1季度 1,612

■ 汽车与移动（同比减收▲32%）

三菱汽车工业和亚洲汽车事业权益利润的
减少等

■ 食品产业（同比减收▲46%）

鲑鳟养殖事业权益利润的减少等

■ 消费产业（同比减收▲6%）

-

■ 电力解决方案（同比减收▲25%）

海外电力事业权益利润的减少等

■..复合城市开发（同比增收+19%）

上一年度同期计入的欧洲金属事业的减值损失的反
作用等

合并纯利润：

(▲432：同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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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FRS第16号“租赁”适用后，2019年第1季度的租赁负债支付额（649亿日元）

不包含在其中。

: 扣除周转资金增减影响的营业现金流量

（合并纯利润（含非控股性权益）-折旧费-投资活动相关损益
-未分配的权益法核算损益-坏账费用等-递延税费）
反映了租赁负债支付额后的结果

※2 营业收入现金流量

（租赁负债支付后）

2019年度
第1季度

2018年度
第1季度

+2,803

＜调整后的自由现金流量＞

营业收入

现金流量
（租赁负债
支付后）※2

营业现金
流量

投资现金
流量

+1,691 

（亿日元）
【现金流量的主要明细】

现金流量的状况

【2019年度第1季度投资现金流量的主要内容】

3

※1

为正确表现未来的新投资和股东回报等的本金，扣除了运转资金的增减，同时使用反映了作为事
业活动必要资金的租赁负债支付额的“调整后的自由现金流量”。

新、更新投资 出售及回收 净投资

2,139 ▲1,769 1,321 ▲448 1,691

设备工程事业（产业基础设施）
澳大利亚原料煤事业（金属资源）
CVS事业（消费产业）

海外电力事业（电力解决方案）
上市有价证券
（食品产业、消费产业及其他）

2019年度
第1季度

营业收入CF
（租赁负债支付

后）

投资CF

调整后FCF

新、更新投资 出售及回收

澳⼤利亚炼焦煤碳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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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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
第1季度业绩

2019年度
业绩预期

（5月9日公布）
增减 对2019年度业绩预期的损益影响

汇率（日元/US$) 109.90 110.0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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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65 +2

每桶原油上涨（下跌）1美元，将产生年25亿日元的增收（减
收）影响。
鉴于与合并公司决算期不同以及油价反映到LNG售价中的滞
后性等对本公司业绩的影响，记载了6个月前的油价（全年：
10-9月的平均）。
但是，除受油价变动的影响以外，还受到派息比例、汇率因
素、生产销售数量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因此,并非单纯由油价
决定。

铜材
（US$/MT）

6,113 6,504 ▲391

每吨上涨（下跌）100美元，将产生年14亿日元的增收（减
收）影响（每磅上涨（下跌）10美分，将产生年32亿日元的
增收（减收）影响）。
但是，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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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2.60 ▲0.09

[￠/ｌb ] [ 277 ]
[ ▲18 ]

[ 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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