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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17 日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2020 年度董事人事安排等相关事宜 

 

Ⅰ. 执行董事 

1. 新任执行董事： 自 4 月 1 日起 

姓名 现任职务 

大河原  诚 财务部长 

菊地  清贵 消费产业部门 CEO 办公室长 

荻久保  直志 城市开发本部长 

野岛  嘉之 法务部长 

高田  明彦 天然气第二本部长（兼）LNG 全球市场部长 

河手  哲雄 人事部长 

 

近藤  恭哉 

汽车与移动部门 CEO 办公室 

（事业投资、事业构想、数字战略担当） 

朝仓  康之 新能源与电力本部长 

今村  功 机能原料本部长 

 

羽地  贞彦 

派驻 Mitsubishi Development Pty Ltd 

（Managing Director & CEO） 

 

2. 晋升执行董事： 自 4 月 1 日起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常务执行董事 执行董事 平井 康光 

 

3. 卸任执行董事： 自 3 月最后一天起 

职位 姓名 现任职务 

常务 

执行董事 

西浦 完司 行政担当董事（地区战略） 

水原 秀元 北美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兼）美洲行政事业支援办公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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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相关人事 （自 4 月 1 日起） 

1. 行政部门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北美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兼）美洲行政事业支援办公室长 

行政担当董事 

（事业投资总括、CDO） 

常务执行董事  

高冈  英则 

行政担当董事 

（CDO、人事、地区战略） 

行政担当董事 

（广报、人事） 

常务执行董事 

村越  晃 

行政担当董事（CFO） 

（注 1） 

行政担当董事（CFO） 常务执行董事 

增  一行 

行政担当董事 

（广报、可持续性发展与 CSR、总务、

法务）、 

首席守法经营执行官、紧急危机对

策本部长 

行政担当董事 

（可持续性发展与 CSR、总务、法务）、 

首席守法经营执行官、紧急危机对策

本部长 

常务执行董事 

榊田  雅和 

行政担当董事（国内开发）（注 2）

（兼）关西分公司总经理 

行政担当董事（国内）（兼）关西分公

司总经理 

常务执行董事 

吉田  真也 

行政部门助理 监事办公室长 山田  容三 

监事办公室长 派驻 Mitsubishi Corporation 

Finance PLC （Managing Director 

& CEO） 

丹羽  宏子 

行政部门助理 广报部长 判治  孝之 

广报部长 天然气第二本部 

欧洲俄罗斯天然气部 

吉田  达矢 

欧洲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地区总括部长 执行董事 

片山  祥德 

地区总括部长 行政部门助理 筱原  徹也 

驻仰光代表处首席代表 地区开发部长 渡边  泰明 

地区开发部长 驻雅加达代表处 竹本  吉广 

行政部门助理 全球风险总括部长 桧山  充 

全球风险总括部长 派驻三菱商事保险株式会社（法人代

表董事兼总经理） 

川合  史彦 

（注 1）行政担当董事（CFO）掌管会计部、财务部、财务开发部、IR 部及事业投资总括部。 

（注 2）日本国内分支机构功能的核心是“立足于本地网络的日本国内市场开发”，为了探讨并重新构建实

现这一功能的日本国内分支机构的理想形态，公司设置了“行政担当董事（国内开发）”一职。随着

上述职务的设置，将行政担当董事（地区战略）权限中的日本国内部分列入行政担当董事（国内开

发）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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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派驻 Bergé Automocion, S.L.U. 财务开发部长 内田  大三郎 

财务开发部长 派驻 Mitsubishi Development Pty 

Ltd （Director & CFO） 

冈田  晴信 

派驻 Mitsubishi Development Pty 

Ltd（Director & CFO） 

IR 部长 武久  裕 

IR 部长 派驻 MC Finance & Consulting Asia 

Pte. Ltd. 

（Managing Director） 

寺田  达彦 

 

2. 营业部门 

(1) 天然气部门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驻迪拜代表处首席代表 

（兼）伊朗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天然气部门 

CEO 办公室长 

执行董事 

太田  健司 

天然气部门 

CEO 办公室长 

北美三菱商事公司休斯顿分公司总经

理（兼）美国三菱商事公司休斯顿分

公司总经理 

 

近藤  祥太 

亚太本部长（注） 天然气第二本部长 

（兼）LNG 全球市场部长 

执行董事 

高田  明彦 

北美本部长（注） 天然气第一本部长 执行董事 

齐藤  胜 

LNG 开发与销售本部长（注） 派驻 Diamond Gas International 

Pte. Ltd. 

（Director, Chief Executive） 

津轻  亮介 

（注）整合现有的收益基础事业，设立“亚太本部”。 

将部门收益中的第二大支柱美国加拿大事业独立出来，设立“北美本部”。 

整合“Equity LNG 销售”、“新 LNG 事业开发”及“新兴 LNG 市场开拓”的功能，设立“LNG 开发与

销售本部”。 

 (2) 石油与化学部门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石油与化学部门 

CEO 办公室长 

石油化学本部长 执行董事 

竹内  修身 

石油与化学本部长 石油与化学部门 

CEO 办公室长 

铃木  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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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属资源部门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金属资源贸易本部长 

（注） 

派驻 Mitsubishi Corporation RtM 

International Pte. Ltd. 

（Chairman & CEO）（兼）金属资源

贸易本部长 

执行董事 

盐原  惠一 

（注）截至 2019 年度，“金属资源贸易本部”采取本部长常驻新加坡，兼任 Mitsubishi Corporation RtM 

International Pte. Ltd.的经营执行负责人的体制，鉴于该公司的收益基础已经稳定，自 2020 年度

起专任本部长一职（常驻东京）。 

 (4) 汽车与移动部门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移动事业本部长（注） 汽车与移动部门 

CEO 办公室 

执行董事 

近藤 恭哉 

（注）目前，为将汽车事业本部、五十铃事业本部及部门 CEO 办公室中各自推进的移动出行相关事业进行整

合，实现经营资源、知识见解、经验技巧的统一管理，新设“移动事业本部”。 

(5) 食品产业部门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食品产业部门助理 食品产业部门 

CEO 办公室长 

中山  裕章 

食品产业部门 

CEO 办公室长 

派驻伊藤火腿米久控股株式会社（董

事执行董事） 

（再派驻伊藤火腿株式会社（常务董

事）） 

山口  研 

 (6) 消费产业部门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健康本部长（注） 健康与食品流通本部长 执行董事  

山﨑  和 

食品流通与物流本部长（注） 物流事业本部长 田村  幸士 

（注）将处于成长阶段的健康事业独立出来，设立“健康本部”。 

为加强食品流通事业中以物流为核心的功能，加快行业形态变革，将其与物流事业整合，设立“食品

流通与物流本部”。 

 (7) 电力解决方案部门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约翰内斯堡分公司总经理 环境事业本部长 真壁  恒裕 

海外电力本部长（注） 新能源与电力本部长 执行董事 

朝仓  康之 

能源服务本部长 

（注） 

电力解决方案部门 

CEO 办公室 

冈藤  裕治 

（注）为了能够更加高效灵活地开展电力需求端的服务事业，将原组织改组为负责需求端服务事业的“能源

服务本部”和负责供给端事业这一收益基础的“海外电力本部”2 个本部。 

  



5 
 

 (8) 复合城市开发部门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复合城市开发部门 CEO 复合城市开发部门 CEO 

（兼）城市基础设施本部长 

常务执行董事  

鸭脚  光真 

城市基础设施本部长 城市基础设施本部助理 成濑  拓司 

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 资产融资本部长 中西  博 

资产融资本部长 复合城市开发部门 

CEO 办公室 

小林  健司 

 

3. 分支机构负责人 

(1) 日本国内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钢铁产品本部助理 北海道分公司总经理 藤原  义久 

北海道分公司总经理 三菱商事（上海）有限公司 内村  雄介 

电力解决方案部门助理 九州分公司总经理 中岛  拓 

消费产业部门助理 那霸分公司总经理 日比  靖浩 

九州分公司总经理 

（兼）那霸分公司总经理 

加拿大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兼）多伦多分公司总经理 

池田  尚 

 

(2) 海外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北美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兼）美洲行政事业支援室长 

行政担当董事 

（事业投资总括、CDO） 

常务执行董事  

高冈  英则 

天然气部门 

CEO 办公室长 

北美三菱商事公司休斯顿分公司总经

理（兼）美国三菱商事公司休斯顿分

公司总经理 

 

近藤  祥太 

北美三菱商事公司休斯顿分公司总

经理（兼）美国三菱商事公司休斯顿

分公司总经理 

天然气部门 CEO 办公室 相泽  稔 

九州分公司总经理 

（兼）那霸分公司总经理 

加拿大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兼）多伦多分公司总经理 

池田  尚 

加拿大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兼）多伦多分公司总经理 

印度尼西亚三菱商事公司 并木  香织 

派驻 

三菱商事 POWER SYSTEM 株式会社 

巴拿马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永目  哲 

巴拿马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派驻 

三菱商事 POWER SYSTEM 株式会社 

山﨑  纯一郎 

基础化学本部助理 委内瑞拉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笹川  洋平 

委内瑞拉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委内瑞拉三菱商事公司 上村  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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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成套设备工程本部助理 巴西三菱商事公司 

里约热内卢分公司总经理 

浜野  浩司 

巴西三菱商事公司 

里约热内卢分公司总经理 

派驻千代田化工建设株式会社 河合  良英 

汽车与移动部门助理 基辅事务所所长 田川  考平 

基辅事务所所长 汽车事业本部助理 山田  克哉 

行政部门助理 欧洲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狩野  功 

欧洲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地区总括部长 执行董事 

片山  祥德 

食品产业部门助理 意大利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细田  牧 

意大利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派驻三菱商事 FASHION 株式会社 

（常务执行董事） 

古贺  英考 

船舶与宇宙航天器本部助理 希腊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西田  广太郎 

希腊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派驻 MC SHIPPING 株式会社 小川  真吾 

行政部门助理 俄罗斯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铃木  贤司 

俄罗斯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天然气第一本部 

澳大利亚天然气部长 

冈部  道彦 

行政部门助理 驻阿尔及尔事务所所长 斋藤  启太 

驻阿尔及尔事务所所长 地区开发部 福岛  崇彦 

派驻三菱商事 RtM 日本株式会社 

（法人代表董事 

副总裁执行董事） 

约翰内斯堡分公司总经理  

土井田  安广 

约翰内斯堡分公司总经理 环境事业本部长 真壁  恒裕 

天然气部门助理 驻达累斯萨拉姆事务所所长 细田  雄介 

驻达累斯萨拉姆事务所所长 五十铃事业本部助理 西﨑  健治 

城市基础设施本部 

城市基础设施部 

尼日利亚三菱商事公司 

总经理 

增永  宽文 

尼日利亚三菱商事公司 

总经理 

新能源与电力本部 

电力服务事业部 

斋藤  诚 

天然气部门助理 驻巴士拉事务所所长 真贝  昌和 

驻巴士拉事务所所长 派驻 Diamond Gas Holdings 

Sendirian Berhad 

（Managing Director） 

前田  光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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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新任职务 现任职务 姓名 

天然气部门助理 多哈事务所所长 户嶋  雄二 

多哈事务所所长 天然气第一本部 

马来西亚天然气部长 

盐月  晋弥 

产业基础设施部门助理 驻迪拜事务所所长 铃木  秀彦 

城市基础设施本部助理 伊朗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相泽  博干 

驻迪拜事务所所长 

（兼）伊朗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天然气部门 

CEO 办公室长 

执行董事 

太田  健司 

石油本部 

石油产品部 

驻马斯喀特事务所所长 小山  圭一 

驻马斯喀特事务所所长 天然气部门 CEO 办公室 伊藤  刚 

派驻 

三菱商事 POWER SYSTEM 株式会社 

科伦坡事务所所长 菅  荣二 

科伦坡事务所所长 派驻三菱商事 MACHINERY 株式会社 梅原  贤一 

消费产业部门助理 达卡事务所所长 西川  嘉一 

达卡事务所所长 约翰内斯堡分公司 李  明浩 

城市开发本部助理 驻仰光事务所所长 真野  英俊 

驻仰光事务所所长 地区开发部长 渡边  泰明 

泰国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兼）泰 MC 商事公司总经理 

（注） 

泰国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兼）泰 MC 商事公司总经理 

（兼）驻万象事务所所长 

荻原  胜一 

行政部门助理 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 山野  正树 

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 资产融资本部长 中西  博 

印度三菱商事公司 印度三菱商事公司 

加尔各答分公司总经理 

Rohit Chopra 

印度三菱商社公司 

加尔各答分公司总经理 

印度三菱商事公司 

孟买分公司 

Girish Naik 

食品产业部门助理 三菱商事（青岛）有限公司 

总经理 

藤井  伸明 

三菱商事（青岛）有限公司 

总经理 

派驻 Kewpie Vietnam Co., Ltd. 

（Deputy General Director） 

本多  亮 

（注）自 3月最后一天起废止驻万象事务所。 

 

※ 提交 6 月 19 日股东大会讨论的董事及监事人事安排相关事宜，将随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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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执行董事的体制 50 名 （自 4 月 1 日起） 

＊职位名称有可能随今后的相关人事安排等而变更。 

执行董事职位 姓名 新职位等 

总  裁 垣内  威彦  

常务执行董事 增 一行 行政担当董事（CFO） 

荻原   刚 石油与化学部门 CEO 

吉田  真也 行政担当董事（国内开发）（兼）关西分公司总经理 

京谷 裕 消费产业部门 CEO 

户出 严 汽车与移动部门 CEO 

村越 晃 行政担当董事（CDO、人事、地区战略） 

 

榊田  雅和 

行政担当董事（广报、可持续发展与 CSR、总务、法务）、 

首席守法经营执行官、紧急危机对策本部长 

鸭脚  光真 复合城市开发部门 CEO 

田中  格知 金属资源部门 CEO 

高冈  英则 北美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兼）美洲行政事业支援室长 

塚本 光太郎 综合原料部门 CEO 

中西  胜也 电力解决方案部门 CEO 

西泽 淳 天然气部门 CEO 

三枝  则生 食品产业部门 CEO 

松永 爱一郎 产业基础设施部门 CEO 

平井  康光 三菱商事（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执行董事 柳原  恒彦 北美三菱商事公司 EVP（在硅谷） 

山﨑 和 健康本部长 

中村  达夫 汽车事业本部长 

竹内  修身 石油与化学部门 CEO 办公室长 

西尾  一笵 零售本部长 

岸本  好司 食品化学本部长 

盐﨑  英辅 碳素本部长 

片山  祥德 欧洲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蜂谷  由文 事业投资总括部长 

石卷 尚 汽车与移动部门 CEO 办公室长 

久我  卓也 复合城市开发部门 CEO 办公室长 

柏木  康全 生鲜品本部长 

羽场  广树 石油本部长 

柏木 丰 电力解决方案部门 CEO 办公室长 

盐原  惠一 金属资源贸易本部长 

荒川 健 消费材料本部长 

若林 茂 五十铃事业本部长 

世利  耕一 金属资源本部长（兼）MDP 事业部长 

川上  泰弘 派驻 Cermaq Group AS（Chair of the Board） 

太田  健司 驻迪拜事务所所长（兼）伊朗三菱商事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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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执行董事职位 姓名 新职位等 

执行董事 野内  雄三 会计部长 

齐藤 胜 北美本部长 

太田  光治 成套设备工程本部长 

大河原  诚 财务部长 

菊地  清贵 消费产业部门 CEO 办公室长 

荻久保 直志 城市开发本部长 

野岛  嘉之 法务部长 

高田  明彦 亚太本部长 

河手  哲雄 人事部长 

近藤  恭哉 移动事业本部长 

朝仓  康之 海外电力本部长 

今村 功 机能原料本部长 

羽地  贞彦 派驻 Mitsubishi Development Pty Ltd 

（Managing Director & CEO） 

（注）总裁直管审计及经营企划。 

 

 

【执行董事人数（截至 4 月 1 日）】 

总裁           ： 1 名 

常务执行董事   ： 16 名 

执行董事       ： 33 名 

小计           ： 5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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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2】改组概要 （自 4 月 1 日起） 

 

1. 天然气部门 

・ ● 整合现有的收益基础事业，设立“亚太本部”。 

・ ● 将部门收益中的第二大支柱美国加拿大事业独立出来，设立“北美本部”。 

・ ● 整合“Equity LNG 销售”、“新 LNG 事业开发”及“新兴 LNG 市场开拓”的功能，设立“LNG 开

发与销售本部”。 

 

《现名称》                                      《新名称》 

 

本部长：齐藤 胜                                   本部长：高田 明彦 

 

本部长：高田 明彦                                    本部长：齐藤 胜 

 

本部长：津轻 亮介 

 

2. 汽车与移动部门 

・ ● 目前，为将汽车事业本部、五十铃事业本部及部门 CEO 办公室中各自推进的移动出行相关事业进行

整合，实现经营资源、知识见解、经验技巧的统一管理，新设“移动事业本部”。 

 

《现名称》                                       《新名称》 

 

本部长：中村 达夫                                 本部长：中村 达夫 

 

本部长：若林 茂                                      本部长：若林 茂 

 

本部长：近藤 恭哉 

 

  

天然气第一本部 

天然气第二本部 

亚太本部 

北美本部 

LNG 开发与销售本部 

汽车事业本部 

五十铃事业本部 

汽车事业本部 

五十铃事业本部 

移动事业本部 （部门 CEO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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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费产业部门 

・ ● 将处于成长阶段的健康事业独立出来，设立“健康本部”。 

・ ● 为加强食品流通事业中以物流为核心的功能，加快行业形态变革，将其与物流事业相整合，设立“食

品流通与物流本部”。 

 

《现名称》                                       《新名称》 

 

本部长：西尾 一笵                                 本部长：西尾 一笵 

 

本部长：松永 茂生                                    本部长：松永 茂生 

 

本部长：山﨑 和                                       本部长：山﨑 和 

 

本部长：田村 幸士                                     本部长：田村 幸士 

 

 

 

 

4. 电力解决方案部门 

・ ● 为了能够更加高效灵活地开展电力需求端的服务事业，改组为负责需求端服务事业的“能源服

务本部”和负责供给端事业这一收益基础的“海外电力本部”。 

 

《现名称》                                       《新名称》 

 

本部长：真壁 恒裕                                 本部长：朝仓 康之 

 

本部长：朝仓 康之                                    本部长：冈藤 裕治 

 

 

  

环境事业本部 

新能源与电力本部 

海外电力本部 

能源服务本部 

Eneco 相关业务由 GCEO 直接管理 

零售本部  

服装与 S.P.A.本部 

零售本部 

服装与 S.P.A.本部 

健康本部 健康与食品流通本部 

食品流通与物流本部 物流事业本部 

轮胎事业、纸与包装事业、消费市场

营销事业由 GCEO 直接管理 

轮胎事业由 GCEO 直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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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3】 公司整体 DX 战略推进体制相关事宜 

 

 

・ 2019 年度任命了行政担当董事（CDO），并设立其下属的数字战略部，构建起公司整体数字战略推进

体制。后与 NTT 公司开展业务合作，公布了将向 HERE 公司投资等数字战略相关举措，2020 年度起

将进一步升级该构想，进入实施阶段。 

 

・ 三菱商事业务涉及各个领域，拥有丰富的产业知识见解，NTT 公司则拥有数字方面的知识见解及技

术。今后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双方优势，持续推进各个产业中的数字转型（产业 DX）工作。 

 

・ 关于工作推进体制，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将组成公司整体行动组，力争在“食品流通”等领域

中具体实现产业 DX。 

由于开展此项工作需涉及多个部门，因此会将相关的集团 CEO 任命为行动组负责人，从全公司召集

人才，构建实施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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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17 日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简    历 

 

姓名 ： 平 井 康 光 （Hirai  Yasuteru） 

 

出生日期  ： 1961 年 9 月 28 日（58 岁） 

学   历  ： 1984 年 3 月  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系 

职    历  ： 1984 年 4 月  就职于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厚板部） 

1986 年 5 月  中文研修生（台北、1987 年 9 月起北京） 

1988 年 6 月  业务部 

1990 年 12 月 天津事务所 

1992 年 6 月  北京事务所 

1995 年 7 月  中国总代表助理（兼）北京事务所 

1997 年 6 月  业务部 

2000 年 4 月  能源部门助理 

2002 年 10 月  地区总括部 

2004 年 3 月  经营企划部（董事长业务秘书） 

2009 年 8 月  总务部 

2010 年 4 月  全球环境事业开发部门 CEO 办公室长 

2012 年 4 月  东亚总裁辅佐 

（兼）三菱商事（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兼）上海事务所所长 

2014 年 4 月  就任执行董事 

（2015 年 3 月-5 月  派遣至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AMP） 

2015 年 4 月  东亚总裁辅佐 

（兼）三菱商事（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兼）上海事务所所长 

（兼）三菱商事（上海）有限公司 武汉分公司总经理 

2017 年 4 月  东亚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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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三菱商事（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2018 年 10 月  东亚总裁 

（兼）三菱商事（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兼）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9 年 4 月  三菱商事（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