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 Lead A New Era
对优势领域的投资
——以与CITIC Limited、Charoen Pokphand Group Company Limited间的
战略性业务与资本合作为核心的中国及亚洲战略

本公司在“商社新时代”的战略重点已有定论。将重点放在被誉为业界最强的生活消费相关

为中心的非资源领域，并与最强的合作者共同开拓长年以来巩固至今且拥有优势的

中国、亚洲市场。

中国、亚洲“衣食住”市场

的巨大前景

　　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虽回落

到百分之六左右，但本公司对包括

该国在内的经济前景并不悲观。 我

们与中国最大的综合企业——CITIC

集团、泰国最大，也是世界首屈一指

的综合企业——CP集团间的战略性

业务与资本合作正是以抓住中国、

亚洲 “衣食住” 市场中长期的巨大

机遇为目的的一大举措。

　　中国正在推进从政府主导、依

赖公共投资、稳步增长型产业中心

向以民间及个人消费引领稳定增长

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虽然中国

正在调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实

施 的 相 当 于GDP13%的4万 亿 元

（按照当时汇率约53万亿日元）景

气刺激政策所带来的投资过剩、生

产过剩、信用过剩等问题，但是，旺

盛的个人消费并未见衰退。 中产阶

级的增加带来生活方式的剧烈变

化，导致消费模式从数量到品质的

转变。 其中，对让人放心且安全的

日本商品的需求显著增加，从访日观

光客大量采购高额商品及日用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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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消费占GDP的比例访日中国游客的人均消费额

情况就可见一斑。 如果人们可以在

中国更方便地采购日本的商品，这

显然就是巨大的商机，未来也必将

是前景广阔的市场。 中国的人均

GDP在2015年 是 约8,000美 元，

2020年预计增长为约11,400美元。

现在，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

不 到40%， 远 远 低 于 日 本 的 约

60%，处于极低状态，但若综合考

虑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我们很容易

可以想象到这个发展潜力正是经济

成长的原动力。

访日外国人平均

约18万日元

访日中国人平均

约28万日元
中国  

不到40%

个人消费支出

存在潜力
日本

约60%

 出处 ： 日本是内阁府。 中国是中国国家统计局 出处 ： 观光厅2015年 “访日外国人消费动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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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有双重优势领域的投资

　　本公司与CP集团共同出资的

CITIC实际上是中国政府通过CITIC

集团持有过半（股权）的政府企业。

中国政府正在不断推进作为国企改

革重要举措之一的“混合所有制”、

就是引进含海外资本在内的民间

资本，加速吸收先进的经营经验并推

进国际化发展。 虽说有这样的政策

背景，但是外资能获得国有资产20%

股份也是极特殊的一个例子。

　　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

1972年，本公司就作为日本的综合

商社，最早获准重开中日贸易。

1979年成立驻北京办事处，其后亦

一直走在日本综合商社的前列，不

断积累商业基础设施、人际网络以

及精通中文与中国文化的 “中文人

才” 等经营资源。 CP集团作为外

资企业，在1979年首次进军中国，

以养鸡、养猪、鸡蛋等为中心，在中

国的本地市场站稳了脚跟。 正是因

为2个 “第1号” 企业集团初心不

改，今后仍将为丰富中国人民的

“衣食住” 做出贡献，所以被称为

“11项目” 的特例资本参与计划才

得以实现。 对本公司而言，长时间

磨练而成的 “中国” “生活消费相

关领域”这2个优势给我们带来了全

新的机会，意味着我们可以进一步

强化自身优势。

可以实时获得原本无法获得的 “鲜

活信息” 。 例如，中国经济政策的

方向性、人际网络及项目的可行性

等相关的深度信息。 配合CP集团的

华侨网络，通过本战略性业务与资

本合作获得的无形竞争优势使本公

司的中国战略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

新台阶。

将竞争优势提升到新台阶的

“鲜活信息”

　　下面介绍本公司作为 “中国最

强商社”，其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

强化的事例。 对综合商社而言，

“信息” 是迅速启动业务及取得成

功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通过与中央

政府关系密切的CITIC集团，本公司

对优势领域的投资

金融

资源、能源

制造

工程承包

房地产

其他

在中国多个行业

排名第一
・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 

・铝轮制造

・采掘、建材制造设备 ・特殊钢制造

■ 中国最大规模的鸡肉出口商

■ 已在31省中的29省构筑了事业基础

■ 300多家公司开展业务

■ 深受政府信任

■ 广为人知的正大品牌

CP集团在中国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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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影响CITIC的企业价值的
“宏伟计划”

　　在此次战略性业务与资本合作

中，本公司与CP集团共同向CITIC均

摊出资了约1.2万亿日元。 CP集团

是持有本公司4.7%股份的大股东。

另一方面，本公司也持有在中国与

越南开展饲料事业、畜产水产相关

事业、食品加工事业的CP集团核心

企业C.P. Pokphand公司25%的股

份。 可以说三者是命运共同体。

　　作为本公司最大规模的投资，

为了获得6,000亿日元投资额相应的

回报，不仅要扩大商务中的贸易规

模，同时还需要努力提升CITIC集团

和CP集团的 “企业价值”，旨在 

扩大利润及时价总额。

　　 在 金 融 领 域 的 收 益 占8成 的

CITIC收益结构变革中，扩大以生活

消费相关领域为中心的非金融部门

的贡献对该集团的企业价值将产生

巨大影响。 例如，可在零售、加工

食品、畜产、谷物等粮油食品领

域、品牌业务等衣料领域、通信领

域、医疗领域等极其广泛的领域

中，创造出协同效果。 另一方面，

要对拥有约110万亿日元资产规模，

即使在2015年度仍创造出8,000亿

日元净利润的大型企业集团——

CITIC的收益结构产生影响，需要有

相应的 “宏伟计划” 。 为此，对于

合作效果，本公司不会操之过急、只

看速度不看质量，而是从长远的角

度出发审慎对待每一个项目。

为了贯彻“对三方有利”， 
持续创造协同效果

　　从长期、短期两个方向不断推

进 人 才 派 遣 及 交 流。 本 公 司、

CITIC ／ CP集团的高层管理者除了

在战略协议委员会上推敲合作的方

向性外，高级管理层还召开经营研

讨会，并针对创造真正的协同效果

进行具体磋商。 在担负着未来的中

坚员工层之间建立信赖关系，是协

同效果可以长期持续实现的关键。

在选拔员工的同时，营造一个可以

相互了解经营方针、价值观、历史

以及主要业务，并能深入探讨如何

创造协同效果的场所。 这样， 3家

企业集团就能共享在未来意向互相

提高企业价值的想法。

　　在对以CITIC ／ CP集团为首的

所有合作伙伴有利的同时，为丰富

中国、亚洲人民的生活做贡献，这就

是本公司的经营方针—— “对三方

有利”的具体化，因此，我们坚信本

公司能够实现持续性的利润增长。

通过创造出协同效果，扩大CITIC集团的非金融部门

“从‘如何提高大型企业集

团CITIC的企业价值’的视
角出发，踏踏实实地为宏伟

计划作准备”
推进合作谈判的福田专务执行董事

亚洲·大洋洲地区总裁 （兼）伊藤忠新加坡会社社长

（兼） CP · CITIC掌管

2015年度实际业绩

合并总资产 约110万亿日元
合并净利润 约6,500亿日元
Moody’s评级 A3

扩大非金融部门

收益力的8成来
自金融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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