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缔役及执行役员

取缔役、监查役及执行役员
截止到2011年7月1日

代表取缔役

小林 洋一
副社长执行役员 
社长辅佐（主管金属・能源公司／

机械・信息通信公司）

 1973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1年 取缔役 副社长执行役员

代表取缔役

髙柳 浩二
常务执行役员 
CSO（兼）业务部长

 1975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取缔役 常务执行役员

代表取缔役

冈田 贤二
常务执行役员 
特定业务担当役员（建设・房地产部门担当）

（兼）特定业务担当役员（金融・保险事业部／

物流统括部担当）

 1974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取缔役 常务执行役员

代表取缔役

赤松 良夫
专务执行役员 
CAO・CCO

 1974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取缔役 专务执行役员

代表取缔役

青木 芳久
专务执行役员 
粮油食品公司 董事长

 1974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取缔役 专务执行役员

代表取缔役

関 忠行
专务执行役员 
CFO

 1973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取缔役 专务执行役员

代表取缔役社长

冈藤 正广
 1974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取缔役社长

取缔役会长

小林 荣三
 1972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取缔役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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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取缔役

中村 一郎
常务执行役员 
金属・能源公司 董事长

 1979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1年  取缔役 常务执行役员

代表取缔役

松岛 泰
常务执行役员 
机械・信息通信公司 董事长

 1979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取缔役 常务执行役员

代表取缔役

菊地 哲
常务执行役员 
生活资材・化学品公司 董事长

 1976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取缔役 常务执行役员

代表取缔役

冈本 均
常务执行役员 
纺织公司 董事长

 1980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取缔役 常务执行役员

取缔役※

川本 裕子
 1982年 4月 进入株式会社东京银行
 1988年 9月 进入McKinsey &  
   Company东京分公司
 2004年 4月 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 
   金融研究科教授（现任）
 2011年 6月 就任现职

（重要兼职情况）

株式会社大阪证券交易所 公司外部取缔役
Monex Group株式会社 公司外部取缔役
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 公司外部取缔役
东京海上控股株式会社 公司外部监查役

取缔役※

杉本 和行
 1974年 4月 进入大藏省
 1997年 7月 该省主计局法规课长
 1998年 7月 该省大臣官房调查企画课长
 2000年 4月 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事务处理
 2001年 1月 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
 2001年 4月 财务省主计局次长
 2005年 7月 该省大臣官房总括审议官
 2006年 7月 该省大臣官房长
 2007年 7月 该省主计局长
 2008年 7月 财务事务次官
 2009年 7月  辞去财务省官职，担任该省顾问
 2010年 1月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教授
 2010年 5月 瑞穗综合研究所 顾问
 2011年 3月 律师注册（现任）
 2011年 4月 瑞穗综合研究所 理事长（现任）
   TMI综合法律事务所 
   特邀律师（现任）
 2011年 6月 就任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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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查役

常勤监查役

米家 正三
 1974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05年 执行役员
 2008年 常勤监查役

前田 一年
 1974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07年 常务执行役员
 2011年 常勤监查役

监查役

林 良造※

 1970年 4月 进入通商产业省
 1988年 6月 该省机械情报产业局情报处理振兴课长
 1996年 8月 该省资源能源厅石油部长
 1998年 6月 该省机械情报产业局次长
 2000年 6月 该省生活产业局长
 2001年 1月 经济产业省大臣官房长
 2002年 7月 该省经济产业政策局长
 2003年 7月 辞去在该省的官职
 2003年 8月 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顾问研究员（现任）
   财团法人产业研究所顾问
   日本生命保险相互会社特别顾问
 2004年 6月 帝人株式会社公司外部监查役（现任）
 2004年 9月 株式会社NTT DATA经营研究所 
   　顾问（现任）
 2005年 4月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
 2009年 6月 就任现职
 2011年 4月 明治大学研究推进部特任教授（现任）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特任教授 
   　（现任）

1

2

3

4

5

鸟居 敬司※

 1971年 4月 进入株式会社第一银行
 1999年 4月 株式会社第一劝业银行
   美洲经理（兼）纽约分行行长
   （兼）开曼分行行长
 1999年 6月 该行取缔役
 2000年 5月 该行常务取缔役
 2002年 4月 株式会社瑞穗实业银行常务执行役员
   市场 · ALM业务单位总括役员
 2004年 4月 株式会社瑞穗金融集团副社长执行役员
   IT ·系统 ·事务集团长
 2004年 6月 该公司取缔役副社长
 2005年 6月 辞去该公司职务
   瑞穗信息综研株式会社取缔役副社长
 2009年 6月 该公司取缔役
   就任现职

下条 正浩※

 1973年 4月 律师注册（现任）
   进入西村小松法律事务所 
   （现西村朝日法律事务所）（现任）
 1982年 12月 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律师资格
 2000年 6月 日立电线株式会社公司外部监查役
 2003年 6月 日立电线株式会社公司外部取缔役 
   　（现任）
 2011年 6月 就任现职

取缔役、监查役及执行役员

※	日本公司法第2条第16号规定的公司外部监查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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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役员（取缔役兼职者除外）

专务执行役员

桑山 信雄
社长辅佐（担任关西地域）

1971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专务执行役员

常务执行役员

藤野 达夫
大洋洲总负责人 
（兼）伊藤忠豪州会社社长

2006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07年 常务执行役员

久米川 武士
欧洲总负责人 
（兼）伊藤忠欧洲会社社长

1974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09年 常务执行役员

松本 吉晴
名古屋支社长

1975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09年 常务执行役员

石丸 慎太郎
CIO（兼）特定业务担当役员辅佐 
（金融・保险事业部／物流统括部担当）

2006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09年 常务执行役员

福田 祐士
生活资材・化学品公司 常务副董事长
（兼）化学品部门长

1979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09年 常务执行役员

北村 喜美男
会计部长

1975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常务执行役员

小関 秀一
东亚总代表 
（兼）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伊藤忠香港会社会长 
（兼）BIC董事长

1979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常务执行役员

吉田 朋史
生活资材部门长

1979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常务执行役员

佐佐木 淳一
东盟・西南亚总负责人
（兼）伊藤忠新加坡公司社长 
（兼）新加坡支店长

1979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常务执行役员

玉野 邦彦
CFO辅佐（兼）统合风险管理部长

1974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1年 常务执行役员

米仓 英一
伊藤忠国际会社社长（CEO）

1981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1年 常務执行役员

执行役员

今井 雅启
成套设备・船舶部门长

1980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08年 执行役员

笠川 信之
航空宇航・产机系统部门长

1981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08年 执行役员

木造 信之
建设・房地产部门长

1976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09年 执行役员

须﨑 隆宽
信息通信部门长

1979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09年 执行役员

三宅 幸宏
统合风险管理部长代行

1980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09年 执行役员

鹫巢 宽
金属部门长

1980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09年 执行役员

小林 文彦
人事・总务部长

1980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执行役员

中山 勇
粮油食品公司 董事长辅佐（兼）食粮部门长

1981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执行役员

丰岛 正德
能源部门长

1981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执行役员

吉田 多孝
汽车・建机部门长

1981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0年 执行役员

山口 潔
伊藤忠国际会社 常务副董事长 
（兼）伊藤忠国际会社 纺织部门长 
（兼）ITOCHU PROMINENT USA LLC 
(CHAIRMAN & CEO)

1980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1年 执行役员

铃木 英文
法务部长

1980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1年 执行役员

高坂 正彦
开发・调查部长

1980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1年 执行役员

大喜多 治年
新能源・煤炭部门长

1980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1年 执行役员

久保 洋三
时装服装部门长

1981年 加入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2011年 执行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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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缔役、监查役及执行役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