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商会职务 姓名 公司名 职务

1 会长 小野  元生 三井物产 专务执行官  东亚总代表

2 副会长 福田  祐士 伊藤忠　
副社长执行董事 东亚区总裁 亚洲·大洋洲地区
总裁

3 副会长 冢本  武 NEC（中国） 中国总代表 总裁

4 副会长 小泽  秀树　 佳能
副总裁执行董事、佳能亚洲 总代表、
佳能（中国）董事长

5 副会长 川下  龙一郎 北京凯迪迪爱通信技术 董事长

6 副会长 高桥  望 日本制铁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北京事务所所长

7 副会长 御子神  大介 住友商事 常务执行官  东亚总代表

8 副会长 伊藤  伸一 凸版印刷 北京事务所  首席代表

9 副会长 前川  智士 丰田（中国）投资 总经理

10 副会长 岩永  正嗣 日中经济协会　 北京事务所 所长

11 副会长 米泽  章 日本航空 执行官 中国地区总代表

12 副会长 堂之上  武夫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北京事务所 所长

13 副会长 平泽  顺 丸红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14 副会长 菅原  正幸 瑞穗银行 常务执行董事

15 副会长 川本  善幸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 北京支店 支店长

16 副会长 平井  康光 三菱商事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17 副会长 小原  正达 三菱日联银行（中国） 副董事长

18 理事 龟仓  隆志 岩谷产业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19 理事 西村  康 双日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20 理事 近藤  隆弘 丰田通商 专务执行官  东亚地区统括兼总代表  

21 理事 藤冢  正彦 阪和兴业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22 理事 陶  履徳 日铁住金物产　 北京事务所 所长

23 理事 村山  龙太郎 IHI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24 理事 上田  敏裕 艾傑旭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25 理事 青山  杰 克斯莫石油 北京事务所 首席代表

26 理事 市川  正人  久保田 北京事务所 首席代表

27 理事 池松  克纪 JFE工程技术（北京） 总经理

28 理事 西村  伸吾 JXTG能源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29 理事 日比  贤二 东京电力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30 理事 今井  正志 阿尔卑斯（中国）　 总经理

31 理事 堂园  宪治 NTT通信系统(中国) 北京分公司 总经理

32 理事 宇平  直史 NTT数据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33 理事 本间  雅之 NTT DoCoMo China通信技术 董事长

34 理事 高桥  洋 索尼 执行役员、索尼（中国）董事长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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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理事 宫崎  洋一 东芝 中国总代表

36 理事 横尾  定显 松下电器（中国） 董事长

37 理事 高泽  信哉 富士通（中国） 董事长 总经理

38 理事 小原  弘嗣 多媒体振兴中心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39 理事 富泽  克行 三菱电机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40 理事 椋野  贵司 旭化成 上席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41 理事 西山  宽 安斯泰来制薬(中国) 高级顾问

42 理事 山田  江树 卫材（中国）药业 药政本部长

43 理事 稻泽  彰 资生堂（中国）投资 技术本部 本部长

44 理事 安藤  洋 住友化学投资（中国） 总经理

45 理事 寺师  启  东丽 北京事务所 所长

46 理事 松崎  宏 三井化学 理事  中国总代表

47 理事 小林  义和 三菱化学控股管理（北京） 董事长 总经理

48 理事 赵  克非 第一生命控股股份 北京事务所  首席代表

49 理事 东  善明 日本银行 北京事务所  首席代表

50 理事 山田  圭介 日本財産保険(中国） 北京分公司  总经理

51 理事 米坂  树纪 農林中央金庫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52 理事 李  京华 三菱日聯証券控股股份 北京事务所  首席代表

53 理事 三宅  英夫 全日本空输　 上席执行官  中国统括室长兼北京·天津支店长

54 理事 杉山  龙雄 日本通运 常务执行官  东亚地区总裁

55 理事 高泉  宏康 日本邮船 中国总代表

56 理事 今井  诚 伊藤洋华堂（中国）投资 董事长

57 理事 中井  大祐 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 董事　总经理

58 理事 小金井  英生 世达志不动产北京 华北地区统括 总经理

59 理事 谷口  利英 全日空国际旅行社 总经理

60 理事 濑川  祥司 长富宫中心 常务副总经理 饭店总支配人

61 理事 石川  惠太 北京电通广告 董事  总经理

62 理事 近田  年史 北京首开野村不动产管理　 董事  总经理

63 理事 浅田  龙司　　 日中经济贸易中心　 代表理事 理事长

64 理事 田中  雅教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北京事务所 所长·首席代表

65 理事 厚谷  禛一 KPMG 合伙人

66 理事 喜多罗  和宏 国誉家具（中国） 北京分公司  总经理

67 理事 小久保  宪一 日立制作所　 执行役专务  中国总代表

68 理事 越智  博通 北京博通行商贸 董事长 总经理

69 理事 筱原  康人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 北京分公司  总经理

70 理事 山本  努 北京丘比食品 总经理

71 监事 三浦  智志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合伙人

72 监事 越智  干文 国际协力银行 首席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