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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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电话：81（3）3497-2121

大阪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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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

https://www.itochu.co.jp/cn/

营业所数　（截止到 2016 年 4 月 1 日）

国内： 9 店

海外： 107 店

职员人数 *
合并： 105,800 名

单体：   4,279 名
* 合并结算公司职员人数指就业人员数（不包括

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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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tochu.co.jp/en/about/network/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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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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 31 日

 公司名称 表决权（％） 业务内容

纺织公司

子公司
中国 伊藤忠纤维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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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ITOCHU Textile Prominent (ASI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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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嵊州盛泰色织科技有限公司 25.0 衬衫面料、成品的制造销售

中国 嵊州盛泰针织有限公司 25.0 针织面料、成品的制造销售

香港 ASF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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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公司

关联公司

中国 广州曙光制动器有限公司 30.0 汽车用制动器制造业

中国 曙光制动器（苏州）有限公司 30.0 汽车用制动器摩擦材料制造业

中国 四川港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9.0 汽车配件的销售以及维修

中国 腾新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100.0 产业机械销售

中国 上海星 机械有限公司 100.0 工作机械、产业机械、食品加工机械的进出口以及中国国内的销售和技术支持

金属公司
关联公司 中国 天津物产天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9.0 铁矿石以及制铁原料的销售

能源·化学品公司

子公司

中国 北京伊藤忠华糖综合加工有限公司 100.0 日用杂货批发

中国 日美健药品（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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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杭州新花海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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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上海朗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0.8 通用树脂以及相关化学品的批发销售

粮油食品公司

子公司

日本 JAPAN NUTRITION Co., Ltd. 100.0 饲料、饲料添加物的制造、销售

日本 都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00.0 都乐相关事业统括

日本 （株）日本ACCESS 93.8 食品等的销售

关联公司

日本 不二制油集团总公司（株） 25.8 食用油脂、植物蛋白的综合生产商

日本 （株）全家 41.4 以特许加盟体系形态展开便利店事业

中国 山东龙大肉食品有限公司 19.6 在中国的猪肉生产、批发

美国 EGT,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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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资材·住居公司
子公司 中国 伊藤忠物流（中国）有限公司 100.0 综合物流业务（3PL、仓库、运送、进出口、报关、流通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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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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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金融公司

子公司
香港 COSMOS SERVICES CO., LTD. 100.0 保险、再保险的咨询以及中介

香港 ITOCHU Finance (Asi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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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东瑞盛世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0 在中国的租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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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CITIC International Assets Management Limited 25.0 中信集团（CITIC Group) 的投资管理公司

海外当地法人及其子公司
中国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100.0 商品的销售、采购以及投资

香港 伊藤忠香港会社 100.0 商品的销售、采购以及投资

台湾 台湾伊藤忠股份有限公司 100.0 商品的销售、采购以及投资

1ITOCHU Corporation 公司介绍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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