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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我公司灵活应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成长模

式和强化收益基础的历程。

内容介绍

用图表和实例说明各公司内公司的事业概要、

2011年3月会计年度概况以及发展战略。

社长说明关于2011年3月会计年度实施的面
向正式“进攻”的准备，以及以新中期经营计划

为中心的今后的发展战略。

介绍伊藤忠商事在中国市场中的优势，以及积

累这些实绩的经过与今后的战略。

介绍伊藤忠商事的纺织业务在国内纺织市场

规模缩小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发展的背景和

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性。

伊藤忠商事的企业理念

伊藤忠商事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伊藤忠商事的存在价

值。立足“对三方有利”的基本精神。

在实现“伊藤忠的使命” 的前提

下，伊藤忠集团的每个员工都必须重

视的价值观。我们传承了前人的基

本价值观，是它促成了伊藤忠商事的

发展，也将促进我们继续发展。

本资料所表示的年度为前一年4 月1 日至该年3 月31 日为止的会计年度。

有关展望的注意事项

本年度报告中所记载的我公司的计划、战略、展望以及其他非历史性事实即为有关将来的展望，这都基于现在可以收集到的期望、预估及预测。这些期望、预估及预

测会受到经济形势的变化、外汇汇率的变动、竞争环境的变化、处于纠纷以及将来的诉讼结果、资金筹措的持续有用性等诸多潜在风险、不确定因素及假设的影响，

所以实际业绩可能会与展望有较大出入。因此，也请浏览者不要将这些有关将来预测的记述全面地作为依据。我公司也并不负有根据新的信息、将来发生的事件来更

新这些将来预测的义务。

致 力 于 全 球 的 富 饶 和 发 展

伊藤忠集团

重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

承担致力于全球富饶和发展的

社会责任。

伊藤忠的使命 伊藤忠的价值观

远见

诚信

多样

热情

挑战



2  ITOCHU Corporation

持续开创业务

SNAPSHOT

商号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创业

1858年

设立

1949年

资本金

202,241百万日元

东京总公司

邮编107-8077
东京都港区北青山2丁目5番1号
电话 : 81（3）3497-2121

大阪总公司（2011年8月〜）

邮编530-8448
大阪市北区梅田3丁目1番3号
电话 : 81（6）7638-2121

网址

http://www.itochu.co.jp
 （投资者信息）
http://www.itochu.co.jp/ja/ir/

营业所数（截止到2011年4月1日）

国内 : 9店
海外 : 117店

职员人数*
合并 : 62,635名
单体 : 4,301名

* 合并结算公司职员人数指就业人员数（不包括临
时工）。单体职员人数包括派往国内外其他公司
的常驻人员（国内632名，海外298名）、海外当
地法人的驻在人员以及实习生等342名。

公司概要
截止到2011年3月31日

在中国开展事业的主要子公司以及关联公司
各公司信息截止到2011年3月31日、管理组织信息截止到4月1日

 公司名称 表决权（％） 业务内容 结算月份

纺织公司

子公司
海 外 ITOCHU Textile Prominent (ASIA) Ltd.（香港特别行政区） 100.0 纤维原料 ·原丝的销售以及纤维产品的生产管理、销售 3

伊藤忠纤维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中国） 100.0 纤维产品的生产管理以及纤维原料 ·面料 ·产品等的销售 12

关联公司
海 外 大连雅文内衣有限公司（中国） 28.0 女性内衣的制造销售 12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28.0 拥有经营纺织事业 ·电子零件等企业的控股公司 12

机械 ·信息通信公司  
子公司 海 外 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伊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国） 100.0 长兴岛项目的F/S公司 12

关联公司

海 外 广州曙光制动器有限公司（中国） 20.0 汽车用制动器制造业 12

曙光制动器（苏州）有限公司（中国） 20.0 汽车用制动器摩擦材料制造业 12

四川港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国） 40.0 汽车、汽车配件的销售以及维修 12

山东华菱电子有限公司（中国） 24.0 打印机用关键部件的生产销售 12

金属 ·能源公司
子公司 海 外 □ 大连新绿再生资源加工有限公司（中国） 75.0 复合型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事业（废旧金属、废旧家电、废旧塑料等）12

生活资财 ·化学品公司

子公司

海 外
日美健药品（中国）有限公司（中国） 70.0 针对中国市场的医药品（处方药、OTC）、健康食品、健康保健商品

的进出口、批发
12

杭州新花海商贸有限公司（中国） 85.0 化妆品 · 日用品批发商、化妆品、护肤品、洗漱用品、其他日用品
的销售

12

关联公司
国 内 宁波PTA投资株式会社 35.0 在中国投资PTA事业 3

海 外 □ 尤妮佳生活用品 (中国 )有限公司（中国） 20.0 婴儿护理相关产品 ·女性护理相关产品等的生产、销售 12

粮油食品公司

子公司 国 内 株式会社日本ACCESS 93.8 酒类 ·食品等的销售 3

关联公司

国 内 株式会社FamilyMart 31.7 以特许加盟体系形态展开便利店事业 2
海 外 P.T. ANEKA TU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 47.0 金枪鱼罐头的制造 ·销售 12

顶新（开曼岛）控股有限公司（英属开曼群岛） 25.2 在中国 ·台湾展开的食品制造销售公司、餐饮、流通等的控股公司 12

总公司营业部
海 外 ITOCHU Finance (Asia) Ltd.（香港特别行政区） 100.0 在以香港为中心的亚洲市场进行投资以及挖掘新的投资对象等 2

子公司 COSMOS SERVICES CO., LTD.（香港特别行政区） 100.0 保险 ·再保险的咨询以及中介业务 3

伊藤忠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中国）※1 100.0 综合物流业务（3PL、仓库、运送、进出口、报关、流通加工） 12

关联公司
海 外 United Asia Finance Limited（香港特別行政区） 25.1 香港、中国地区的私人无担保信贷 12

顶通（开曼岛）控股有限公司（英属开曼群岛） 50.0 中国地区的综合物流业务（3PL、仓库、运送、流通加工） 12

海外当地法人及其子公司
伊藤忠香港会社（香港特别行政区） 100.0 商品的销售 ·采购以及投资 3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100.0 商品的销售 ·采购以及投资 12

北京伊藤忠华糖综合加工有限公司（中国） 90.0 衣食住各类商品的再次加工、分类、包装以及配送 12

台湾伊藤忠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100.0 商品的销售 ·采购以及投资 3

□ 2011年3月会计年度中的新合并结算对象公司
*1 2010年6月1日更改公司名称  原公司名：北京太平洋物流有限公司

1  公司介绍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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