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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据点列表
截止到 2015年 7月 1日

商号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创业

1858年

设立

1949年

资本金

253,448百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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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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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营业所数　（截止到 2015年 4月 1日）

国内： 9店
海外： 113店

职员人数 *　（国际会计准则 (IFRS)）

合并： 110,487名
单体：   4,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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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名，海外 342名）、
海外当地法人的驻在人员以及实习生等334名。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ICN）

ICN四川分公司

伊藤忠（大连）有限公司（DCN）

DCN沈阳分公司

DCN哈尔滨分公司

伊新（大连）物流有限公司

伊藤忠（天津）有限公司

伊藤忠（青岛）有限公司

伊藤忠（重庆）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SCN）

SCN南京分公司

SCN张家港保税区分公司

SCN宁波保税区分公司

伊藤忠商事（香港）有限公司

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GCN）

GCN厦门分公司

伊藤忠商事（株）长春事务所

※各据点信息请参照本公司网站 Global Network页面。
http://www.itochu.co.jp/en/about/network/china/

2 致股东·投资者及全体利益相关者
10 2013～ 2014年度　中期经营计划回顾

12 2015～ 2017年度　中期经营计划
Special Feature

14 以“面”盈利 1
与 Charoen Pokphand集团签订战略性的业务与
资本合作协议

16 以“面”盈利 2
CITIC Limited、Charoen Pokphand Group 
Company Limited、伊藤忠商事3家公司签订战略
性业务与资本合作协议

18 伊藤忠商事与中国的渊源

Operating Segment
20 纺织公司

24 机械公司

28 金属公司

32 能源·化学品公司

36 粮油食品公司

40 生活资材·住居 &信息通信公司

44 过往 10年的合并业绩走势（数据）

46 取缔役、监事及执行董事

社长

冈藤 正广

副社长执行董事

高柳 浩二
粮油食品公司 总裁

专务执行董事

中村 一郎
中南美地区总裁

（兼）伊藤忠巴西会社社长

吉田 朋史
生活资材·住居 &信息通信公司 总裁

冈本 均
战略总监（CSO）

盐见 崇夫
机械公司 总裁

福田 祐士
能源·化学品公司 总裁
（兼）CP·CITIC战略室长

常务执行董事

小关 秀一
纺织公司 总裁
（兼）品牌市场营销第二部门长

佐佐木 淳一
东南亚国家联盟·西南亚地区总裁

（兼）伊藤忠新加坡会社社长

（兼）新加坡支店长

米仓 英一
金属公司 总裁

今井 雅启
欧洲地区总裁

（兼）伊藤忠欧洲公司社长

木造 信之
生活资材·住居 &信息通信公司 副总裁
（兼）建设·物流部门长

小林 文彦
行政总监（CAO）（兼）人事·总务部长

吉田 多孝
机械公司 副总裁

中出 邦弘
会计部长

钵村 刚
财务总监（CFO）（兼）财务部长

上田 明裕
东亚地区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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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田 恭行
伊藤忠国际事业会社社长（CEO）

执行董事

久保 勋
监查部长

茅野MITSURU※4

法务部长

都梅 博之
非洲地区总裁

（兼）约翰内斯堡支店长

胜 厚
Dole Asia Holdings Pte. Ltd.
 (Director, EVP)

冈田 明彦
金属·矿物资源部门长

石井 敬太
化学品部门长

诸藤 雅浩
品牌市场营销第一部门长

（兼）品牌市场营销第二部长

深野 弘行
机械公司 总裁助理

川岛 宏昭
中部支社长

※4 执行董事茅野MITSURU的户籍姓名是池MITSURU

※3 日本公司法第 2条第 16号规定的独立监事

监事

执行董事

高杉 豪
粮油食品公司 总裁助理
（兼）食粮部门长

（兼）CP·CITIC战略室长代理

池添 洋一
东亚地区副总裁（华南负责人）

（兼）东南亚国家联盟·西南亚地区副总裁

（兼）伊藤忠香港会社社长

宫崎 勉
伊藤忠富隆达化工（株）代表取缔役社长

林 史郎
时装服装第一部门长

佐藤 浩
成套设备·船舶·飞机部门长

关 镇
伊藤忠国际事业会社 CFO

高田 知幸
广报部长

安田 贵志
能源部门长

贝冢 宽雪
业务部长

常勤监事

赤松 良夫
2010年 取缔役 专务执行董事

2012年 常勤监事

监事 ※3

望月 晴文
1973年  4月 进入通商产业省

1998年  7月 同省大臣官房审议官

（负责经济结构改革）

2001年  1月 核能安全、保安院次长

2002年  7月 经济产业省大臣官房商务流通

审议官

2003年  7月 中小企业厅长官

2006年  7月 资源能源厅长官

2008年  7月 经济产业事务次官

2010年  7月 辞去经济产业省官职

2010年  8月 加入内阁官房

（2011年 9月辞任）
2012年  6月 （株）日立制作所独立董事

（现任）

2013年  6月 东京中小企业投资育成（株）

代表取缔役社长（现任）

2014年  6月 就任现职

监事 ※3

瓜生 健太郎
1995年  4月 律师注册（现任）

进入常松梁濑关根法律事务所

（现长岛大野常松法律事务所）

1996年  1月 进入松尾综合法律事务所

1999年  2月 进入所罗门美邦证券公司

（现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Japan Inc.）

2000年  4月 国际协力事业团（现独立行政法

人国际协力机构）长期专家（由

日本律师连合会派遣至越南司

法省等）

2002年  8月 律师法人加施德（现律师法人瓜

生·糸贺法律事务所）代表律师

执行合伙人（现任）

2008年  8月 SUI咨询服务（株）（现 U&I咨
询服务（株））代表取缔役（现

任）

2014年  6月 （株）FRUTA FRUTA 独立董事
（现任）

2014年  9月 GMO TECH（株）独立董事（现
任）

2015年  3月 协和发酵麒麟（株）独立监事

（现任）

2015年  6月 就任现职

监事 ※3

间岛 进吾
1972年  3月 注册会计师注册

设立注册会计师间岛进吾事务

所

1975年  9月 进入 PEAT MARWICK 
MITCHELL & CO.纽约事务所
（现 KPMG LLP）

1981年  3月 美国注册会计师（纽约）注册

1987年  7月 该公司监事负责人合作伙伴

1997年  7月 该公司日本关联事业部美国东

北部总管合作伙伴（监事／税务

／咨询部门）以及日本关联业务

事业部全美总括合作伙伴（监事

部门）

2005年  1月 该公司顾问

2005年  9月 辞去该公司职务

2006年  4月 中央大学商务部教授（现任）

2007年  5月 株式会社爱德兰丝独立董事

（2008年 8月辞任）

2011年11月 中央大学会计研究所所长

（现任）

2012年  6月 WIN INTERNATIONAL 
CO., LTD.独立董事
（2013年 3月辞任）

2013年  4月 WIN-Partners Co., Ltd. 
独立董事（现任）

2013年  6月 就任现职

常勤监事

大喜多 治年
2011年 常务执行董事

2015年 常勤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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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开展事业的主要子公司以及关联公司
截止到 2015 年 3 月 31 日

 公司名称 表决权（％） 业务内容 

纺织公司

子公司
海 外 ITOCHU Textile Prominent (ASIA) Ltd.（香港特别行政区） 100.0 纤维产品的生产管理以及纤维原料、面料、产品等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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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公司

海 外 嵊州盛泰色织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25.0 衬衫面料、成品的制造销售

嵊州盛泰针织有限公司（中国） 25.0 针织面料、成品的制造销售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31.7 拥有纤维事业等企业的控股公司

ASF LIMITED（香港特别行政区） 30.0
旗下拥有开展ANTEPRIMA企划以及在亚洲地区进行品牌商品销售与
物流子公司的控股公司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30.0 拥有经营纺织事业、电子零件等企业的控股公司

机械公司

关联公司

海 外 广州曙光制动器有限公司（中国） 30.0 汽车用制动器制造业

曙光制动器（苏州）有限公司（中国） 30.0 汽车用制动器摩擦材料制造业

四川港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国） 49.0 汽车、汽车配件的销售以及维修

北京联拓奥通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40.0 汽车、汽车配件的销售以及维修

金属公司
关联公司 海 外 天津物产天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国） 49.0 铁矿石销售事业

能源· 化学品公司

子公司

海 外 北京伊藤忠华糖综合加工有限公司（中国） 100.0 日用杂货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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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新花海商贸有限公司（中国）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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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油食品公司

子公司

国 内 JAPAN NUTRITION Co., Ltd. 100.0 饲料、饲料添加物的制造、销售
都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00.0 都乐相关事业统括
株式会社日本ACCESS 93.8 食品等的销售

关联公司

国 内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 25.7 食用油脂、植物蛋白的综合生产商

株式会社全家 36.9 以特许加盟体系形态展开便利店事业

海 外 EGT, LLC（美国） 36.3 在北美西海岸地区的谷物收购以及出口仓储设施的运营

山东龙大肉食品有限公司（中国） 20.0 在中国的猪肉生产、批发

生活资材·住居＆信息通信公司

子公司

海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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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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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OCHU Finance (Asia) Ltd.（香港特别行政区） 100.0 在以香港、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市场进行投资以及挖掘新的投资对象等

关联公司

海 外 尤妮佳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中国） 25.0 婴儿护理相关产品、女性护理相关产品等的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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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d Asia Finance Limited（香港特别行政区） 25.1 个人贷款业务（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
CITIC International Assets Management Limited 
（香港特别行政区）

25.0 中信集团（CITIC Group)的投资管理公司

東瑞盛世利融資租賃有限公司（中国） 20.0 在中国的租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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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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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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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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