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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的形象标志 鲜红的熔融钢液。我们公司的形象标志、是用鲜艳的桔黄色。表现着我们对钢铁工业
倾注的热情和永不消逝的生命力。那仰视着天空、意欲腾飞的鸟儿的姿态、表达着我
们愿同客户一起腾飞的信念。

伊藤忠丸红铁钢的企业理念
在本公司迎来成立20周年之际，我们于2021年5月重新制定了企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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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取缔役社长　塔下 辰彦

Message

致辞

2001年10月，本公司以综合商社钢铁产品部门的“公司分立

型共同新设拆分”的形式诞生。从此，本公司在最大限度地

发挥综合商社总体实力的同时，谋求提高交易及事业运营

中的附加价值和服务质量，以创建一家能够广泛满足客户

要求的企业为目标不懈努力。在大家的支持下，创业以来的

事业阵容顺利扩大。

2021年10月，我们迎来了本公司成立20周年。时代进入了以

往的模式不再适用的大变革时代。本公司今后仍将重新审

视自身的作用，致力于变革，从而进一步为客户做出贡献。

我们重视从成立当时继承的开创精神，并且以作为钢铁流

通领域的领跑者不断进化为宗旨，创造价值，为了客户的未

来做出贡献，以实现更加富足的社会为目标，与各利益攸

关方一同努力。

从2 0 21年度 起，第七次中期经营计 划开始。我们提出了

“MISI as Resilient towards 2023”的口号，致力于“做好准

备～收益基础的重新强化”、“不断提高～竞争优势的构

建”、“千锤百炼～提高人力资源”这3项重点举措。当前，全

球以新冠病毒疫情以及爆发可能严重危害世界和平的纷争

为契机，本公司所处的行业和社会都发生着急剧变化。在

这样的环境下，本公司仍将继续致力于实现无论在任何时

代都能胜出的盈利能力和成本竞争力，并且培养构建这些

能力的人才。

今后，我们仍将重视与社会的关联，推进“保护环境”、“贯

彻落实合规守法”、“开展社会贡献活动”等，通过钢铁产品

的流通，切实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

请大家继续对本公司的工作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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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日，本公司迎来了成立20周年。
在此，我向广大客户、以及自成立以来支持本公司发展的各位表示衷心感谢。
作为本公司新的企业理念，我们提出了“经销钢铁产品。肩负未来重任。”的宣言，本着这种
坚定意志，本公司今后也将继续成为通过钢铁产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

本公司迎来了成立20周年

伊藤忠丸红铁钢的“今天”和“未来”MISI  TOPICS

2021 TOPICS 第7次中期经营计划
伊藤忠丸红铁钢本次制定了从2021年度开始、为期3年的第7次中期经营计划。在“MISI as Resilient 
towards 2023”的口号下，致力于“做好准备～收益基础的重新强化”、“不断提高～竞争优势的构建”、

“千锤百炼～提高人力资源”3项重点举措，以新冠病毒疫情为契机，在围绕本公司的行业和社会发
生各种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致力于实现在新的时代胜出的收益力和成本竞争力的目标。

收购KS SUMMIT STEEL株式会社
2021年6月1日，红忠钢材加工中心关东株式会社从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以及SUMMIT STEEL株式会社
获取KS SUMMIT STEEL株式会社100％的股权。
构建可以可靠满足客户需求的3座工厂体制。在发挥加工设备方面协同作用的同时，力求物流的效率
化、经营资源的优化运用，努力加强服务能力、提高顾客满意度。

MISI as Resilient  =Towards 2023 =
第7次中期经营计划的3项重点举措

 做好准备 不断提高
 （提高资产效率、改善经费效率） （功能的差别化、进军成长领域）

千锤百炼
（提高人力资源水平、将职场从只顾工作变成有工作价值的环境）



我们在日本国内外建立钢材加工中心并从事厚板切割等
的钢材加工业务、加工螺纹及制造附件等钢管加工业务、
以及满足最终用户需求的高精度加工业务等，构建供应
链提供高附加价值服务。

Business Management

事业经营能力

Network

网络

Logistics

物流

针对法律、社会基础设施、税务、通商等世界各国存在的
各种风险，各专家团队进行准确分析，对于在客户开展业
务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和最佳商务模式提出建议和
方案。

IT Solution

IT解决方案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

Financial Support

金融后援能力

▶ 钢铁综合商社独特的全球网络
▶ 高度国际竞争力

▶ 在国内外积极展开高精度加工中心经营
▶ 生产、提供高附加价值产品

▶ 对应客户固有需求构筑细密的供应链

▶ 具有支援客户事业发展的
　 丰富的资金筹措来源
▶ 准确的信息收集、分析、审查能力

▶ 提供数字化时代要求的新功能

国内外的
钢铁生产厂商

▶ 专家团队准确分析各种风险，提出最佳商务模式

汽车

建材

重型机电、家电

能源成套设备

建筑

造船

国内外的
用户

将集团各下属公司拥有的专有技能和经验、基础设施、服
务因地制宜地进行组合，实现全球化要求的最高效运输
体系以及客户要求的“准时化”供给体制。

运用本公司拥有的庞大商务数据和不断发展的IT技术，
附加数字时代要求的新型服务，为加强供应链总体的功
能、提高竞争力和改善业务效率做出贡献。

以极高的信誉度和丰富的资金筹措源为基础，将授信管
理功能与运用国内外网络收集的可靠信息并进行分析相
结合，提出最有效、最可靠的金融规划方案。

利用遍布全球大范围领域的网络和可靠的全球化商务基
础，及时为客户提供所需的功能及信息，作为商务伙伴相
互支持以取得成功。

Business Model

商务模式

我们是钢铁流通的专业集团。
汇集本公司集团网点、企业的资源，
提高供应链的质量和规模，
向客户提供高附加价值的解决方案。

解决钢铁流通的所有课题，
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

伊藤忠丸红铁钢是作为综合商社的伊藤忠商事和丸红各自的钢铁
部 门 分 割、整 合 的 公 司 。关 于 两 家 公 司 的 源 流，以 近 江 商 人 伊 藤 忠
兵 卫 为 创 始 人，对 于 生 意 也 有 共 通 的 理 念，两 家 公 司 的 文 化 融 合，
创造了新的价值。在需求领域广泛的钢铁流通中，我们不断提高对
商 社 要 求 的 高 度 专 业 性，同 时 运 用 综 合 商 社 在 全 球 拥 有 的 信 息 网
络，实现利益攸关者的成长。

钢铁“综合”商社的优势
伊藤忠丸红铁钢发挥用户和供应商之间的桥梁作用。
运用国内外的信息网络，组合提供客户需要的各种功
能，向世界各地供应必要的钢材。

为了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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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功能为轴心的营业本部体制，“钢铁流通领域专家”开创新的商务

本部体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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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加工功能，
在广阔的领域提升钢板产品的
价值

提供钢材，强有力地支援
世界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经销产品经销产品 经销产品经销产品 经销产品
热轧钢板、冷轧钢板、表面处理钢板、电工钢板、不锈钢、
钛、铜合金管、不锈钢复合钢板、其他各种新材料等

中厚钢板、 条钢（棒钢、形钢、钢轨、钢管桩等） 、
半成品（扁坯、钢坯、方坯）、复合钢板

钢材第三本部钢材第一本部

深化钢材加工中心的业务和钢铁流通功能，
满足客户的需求

面向日本国内的家电产品、住宅设备、钢制家具、车
载部件、铁路车辆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广泛领域，提
供薄板、不锈钢板。充分运用本公司下属企业的加工
能力及网络，向日本国内及海外客户提供高附加价
值的钢铁产品。

在造船、重型机电、工程机械以及基础设施行业，
作为全球一流厂商的战略合作伙伴

第一本部经销用于船舶、成套设备、建筑及工业机
械、基础设施设备等的钢材，与国内外广泛的行业
开展业务往来。充分利用加工、销售网点，满足熔断
及成形加工、库存管理、运输等多种需求。

开展全球销售，向各个领域提供高性能产品

我们向国内外客户提供高性能产品，包括不锈钢、
钛、镍合金产品。具备高耐腐蚀性、高耐热性、高强度
等优异特性的高性能产品应用于飞机、船舶、车辆、
半导体、电池、废气处理设备、海水淡化成套设备、大
型水闸等多个领域，在恶劣的环境及条件下使用。

向SDGs相关领域提供钢材

积极致力于向铁路轨道及桥梁、在资源开发领域活跃
的工程机械、海洋结构体、以及世界瞩目的SDGs相关
领域提供钢材。在与SDGs相关的方面，我们还向在日
本国内进行的浮体式海上风力发电实证实验项目进
行钢材供应及产品加工。我们继续发挥在日本以及世
界能源领域承担先进举措的作用。
关于铁路轨道，我们出口在海外矿山使用的耐磨损性
能优异的产品。

Iron & Steel Division-3Iron & Steel Division-1 Automotive Steel Products DivisionIron & Steel Division-2

提供周密的服务，
对全球范围的
汽车生产作出贡献

为了实现脱碳化
社会推进能源商务

通过对钢铁项目投资，
体现在薄板出口、
镀锡铁皮领域的绝对性存在地位

包括汽车用钢板（热轧钢板、冷轧钢板、表面处理钢板）、
以及特殊钢及线材、不锈钢、铝材在内的用于汽车、
工程机械、工业设备等各种用途的材料

扁坯、热轧钢板、冷轧钢板、表面处理钢板、镀锡原板、
镀铬薄钢板（TFS）、镀锡铁皮

油井管、输油气管、复合钢管、结构用钢管、铸铁管、
特殊管、输送管、机械结构用钢管、不锈钢管等

汽车钢材本部钢材第二本部 钢管本部

商社功能的强化
－推进DX，提高客户满意度－

通过推进DX化，进一步提高以国内外现有加工网点
（钢材加工中心）为中心的SCM功能，为所有客户提

供高质量的服务。

构建强有力的薄板销售网

在专门从事薄板出口业务的薄板贸易部，运用遍布全
球的客户网及信息网，以实现销量首位份额为目标。
以在泰国构建的从热轧钢板的制造到薄板加工的整
套供应链为代表，通过在海外的投资对象，在全球构
建了强有力的薄板销售网。

为了能源的稳定提供发挥作用
～从地下到家庭～

钢管本部通过供应各种钢管以及提供有关服务，对能
源开发、土木和建设以及机械制造等行业的稳定、高
效运营做出贡献。本部门对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开发
以外，还致力于可再生能源及CCS等领域，寄予实现以
地球为本的脱碳化社会。

新业务领域 －开创新的功能－

在以CASE为代表的汽车行业大变革时期，以跨公司的
组织——“新一代移动性对策室”为中心，致力于进军
新业务领域。另外，积极谋求铝等新商品的扩销和特殊
钢精密加工领域的扩充等。

在马口铁及非镀锡薄板领域居行业首位

特板部是专门服务国内外容器行业的部门，在国内及
出口方面的经销数量均居行业首位，深受客户和制造
厂商的信赖。在日本国内，我们拥有印刷及制罐事业，
不仅限于材料供给，还提供实现一站式操作等富有特
色的周密服务。

油田、油气田钻井挖掘的综合管理服务

原油和天然气沉睡在地下几千米。本公司在世界上开
展油井管的材料推荐、按照钻井计划采购各种油井
管，包括及其附随的库存、加工、检查、以及维护业务
的综合管理服务，向开发石油气做出贡献。

面向脱碳社会
－实现富裕的社会－

通过积极协助汽车制造厂商推进的电动化和轻量化，
为实现社会整体的碳中和做出贡献。

铺设油气管道开展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事业等，
促进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

油气管道将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地与消费地连接起
来。有的管道铺设在深海底或崇山峻岭中，是距离达
数千公里的巨大基础设施。本公司通过高性能钢管
的采购、融资、以及直达现场的物流等，对实现能源
输送提供支援。

TubularProducts Division

照片提供：福岛海上风电财团

照片提供：日本车辆制造株式会社



合并决算对象公司 106家公司

46家

91家

34家

MISI的海外网点

MISI集团下属公司

海外当地法人
应对世界各地不断变化的需求，“钢铁流通领域的综合生产厂商”

向两家股东进行业务委托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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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美洲・南美洲 Marubeni-Itochu Steel America Inc.(MISA) New York, Los Angeles, Houston, Cincinnati, Nashville, Chicago, Detroit, Portland 
Marubeni-Itochu Steel Canada Inc.(MISC) Vancouver, Toronto
Marubeni-Itochu Steel Mexico, S.A. de C.V. Mexico City, Queretaro
Marubeni-Itochu Steel Brasil Ltda.(MISB) Sao Paulo

欧洲・独联体 Marubeni-Itochu Steel Europe GmbH.(MISEA) Dusseldorf, London, Johannesburg
Marubeni-Itochu Steel Inc. Istanbul, Moscow

中东 Marubeni-Itochu Steel Inc. Abu Dhabi, Dubai (Jebel Ali), Tehran
亚洲・大洋洲 Marubeni-Itochu Steel Pte.Ltd.(MISP) Singapore, Yangon

Marubeni-Itochu Steel Pte Ltd. Bangkok Branch Bangkok
Marubeni-Itochu Steel Pte Ltd. Manila Branch Manila
Marubeni-Itochu Steel Vietnam Co., Ltd.(MISV) Hanoi, Ho Chiminh City
Marubeni-Itochu Steel India Pvt. Ltd.(MIIP) New Delhi, Chennai, Mumbai
Marubeni-Itochu Steel (M) Sdn Bhd.(MISM) Kuala Lumpur
PT Marubeni-Itochu Steel Indonesia Jakarta, Surabaya
Marubeni-Itochu Steel Oceania Pty Ltd.(MISO) Melbourne

中国・台湾 Marubeni-Itochu Steel (Shanghai) Co.,Ltd. Shanghai, Beijing, Guangzhou, Dalian, Wuhan, Hong Kong
Taiwan Marubeni-Itochu Steel Enterprise Co., Ltd. Taipei, Kaohsiung

韩国 Marubeni-Itochu Steel Korea Ltd. Seoul, Busan

Global Network

遍布全球的网络
海外事业公司一览
北美洲 美国 Clarkwestern Dietrich Building Systems LLC 薄板建材、钢构架的制造、销售

GB Premium OCTG Services LLC 油井管维修保养服务
Marubeni-Itochu Tubulars America, Inc. 钢管类的销售
MISA Metal Fabricating, Inc. 厚板的切断、焊接
MISA Metal Processing, Inc. 钢板的加工
Petro Amigos Supply, Inc. 钢管类的销售
Quality Edge, Inc. 住宅用建材的制造、销售
RSDC of Michigan, L.L.C. 汽车用钢板的加工
Sooner Inc. 向石油、天然气产业开展油井钢管的销售和物流、服务业务

加拿大 Marubeni-Itochu Tubulars Canada Ltd. 钢管类的销售
TriMark Tubulars Ltd. 钢管类的销售

墨西哥 MARUICHIMEX S.A. DE C.V. 向汽车部件制造厂家开展钢管的制造销售业务
MI Metal Processing Mexicana S.A. de C.V. 汽车用钢板的加工、销售
MISA-National Metal Processing, S.A. de C.V. 钢板的加工、销售

欧洲、非洲、中东 英国 Marubeni-Itochu Tubulars Europe Plc. 钢管类的销售
西班牙 Tubos Reunidos Premium Threads S.L. 油井管的丝扣板牙、转包加工
UAE AL GHARBIA PIPE COMPANY LLC 输油气管道用大直径钢管的制造、销售

Marubeni Itochu Tubulars Middle East Pipes L.L.C. 钢管类的销售
Egypt Marubeni-Itochu Tubulars Egypt LLC 根据与MITE的服务协议，对营销以及合同履行业务提供支援

亚洲 中国 长春红忠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钢板的加工、销售
中铁伊红钢板桩有限公司 重型临时设置用资材的施工、租赁
大连藤洋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电磁钢板等的加工、销售
欧络伊红铁芯（嘉兴）有限公司 冲片・叠片产品的制造/销售
嘉兴红忠钢板加工有限公司 电磁钢板等的加工、销售
嘉兴JFE精密钢管有限公司 小径电焊钢管生产及冷拉钢管的生产、销售
巨龙钢管有限公司 大径焊接钢管的制造、销售
郑州红忠宝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钢板的加工及销售
广州红忠汽车钢材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用钢板的加工、销售
武汉红忠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汽车用钢板、铝的加工及保管
攀中伊红金属制品(重庆)有限公司 向汽车产业开展的冲压加工及TWB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上海日红钢板加工有限公司 钢板的加工、销售
瑞马丸建（安徽）工程支护科技有限公司 钢材、钢材制品的加工、销售、支护的施工及租赁

印度 Caparo MI Steel Processing Private Limited 汽车用TWB产品的加工、销售
JSW MI Steel Service Center Private Limited 钢板的加工、销售
Magnum MI Steel Private Limited 钢管的制造、销售; 钢板的加工、销售
MI Electrical Steel Processing India Private Limited 无取向性电磁钢板的纵切加工及马达铁芯的制造

印度尼西亚 P.T. KYB Hydraulics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向工程机械行业开展液压缸的制造销售业务
P.T. PK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工程机械的驾驶室以及卡车零部件的制造和销售
P.T. Sermani Steel 镀锌钢板的加工、销售
P.T. Telaga Mas Mulia 向石油公司开展的油井钢管螺纹加工 
P.T. United Steel Center Indonesia 钢板的加工、销售

马来西亚 Anshin Precision Industries Sdn. Bhd. 金属冲压、焊接、模具制造
MITA Oilfield Services (M) Sdn.Bhd. 钢管类的加工、销售
Sobena Offshore Inc. Sdn.Bhd. 钢管类的加工、销售

巴基斯坦 MID Pakistan Coil Center (Private) Ltd. 钢板的加工、销售
菲律宾 MM Steel Service Center Corporation 钢板的加工、销售
新加坡 Marubeni-Itochu Tubulars Asia Pte. Ltd. 钢管类的销售
泰国 Marubeni-Itochu Tubulars (Thailand) Ltd. 钢管类的销售

Premium Steel Processing Co., Ltd. 钢材的加工、销售 ；钢管的制造、销售
Thai Cold Rolled Steel Sheet Public Company Limited 冷轧钢板的制造、销售
Thai Steel Sales Co.,Ltd. 冷轧钢板的销售
United Coil Center Ltd. 薄板的切断加工、销售

越南 Kyoei Steel Vietnam Company Limited 建筑用钢材的制造及销售
Petrovietnam Drilling Tubulars Management Co., Ltd. 油井管的销售、服务（包括丝扣板牙加工）

大洋洲 澳大利亚 Marubeni-Itochu Tubulars Oceania Pty. Ltd. 钢管类的销售
Total Steel of Australia Pty. Ltd. 厚板的切断、销售 ；其他钢铁产品的销售

以成为“钢铁产品综合服务提供商”为目标，
满足钢铁产业持续显著发展的亚洲、
大洋洲各国的需求

在占全球钢铁生产一半的中国，发挥日资企业
的优势以及与企业的合作，抓住新的商机

Marubeni-
Itochu Steel 
Pte.Ltd.
 (MISP)

伊藤忠丸红
钢铁投资
(上海)
有限公司

将经营资源投入今后仍可期待发展的建筑领域，
进一步强化擅长的领域

在处于变革时期的欧洲以及持续成长的非洲两
个市场中继续重新挑战

Marubeni-
Itochu Steel 
America Inc. 
(MISA)

Marubeni-
Itochu Steel 
Europe GmbH. 
(MISEA)

我们在美国设有八个、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各设有两个营业网
点，在企业麾下拥有该行业顶级的Clark Dietrich公司，制造薄
板钢框架，今后仍将致力于在可期待发展的住宅及非住宅建筑
领域进一步扩大业务阵容。

欧洲正处于大型钢铁制造厂商重组以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
重要的变革时期。关于非洲，因人口增加而持续发展，另一方面
又苦于外汇不足。尽管两个市场都有很高的可能性和难度，但
是欧洲公司将以在两个市场多年来取得的业绩为基础，进一步
瞄准变化的前景，以飞跃发展为目标，在商贸及投资两方面继
续开展积极的挑战。

随着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不仅钢材的消费量增加，当地的钢
铁产业也持续显著发展。我们将以从地区外进口为中心的贸易
模式转向地产地销型模式，并且也将目光转向有望进一步扩展
的东盟地区内的物流，开拓更加深入当地的业务，同时向未来
成长的领域投资。

曾是钢铁净进口国的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
国，大幅增长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越国境，正在以亚洲为中心扩
展。在国内，钢铁厂商的重组整合、生产技术的高度化及智能
化、伴随一带一路政策的需求扩大等，在持续动态变化的中国
钢铁行业，我们与遍布全国各地的当地网点及企业合作，开拓
巨大市场的钢铁需求。

包括股东的业务委托网点在内，
伊藤忠丸红铁钢在8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活动。
最大限度运用遍布全球的网络，融汇信息、
物流、金融以及人才资源，满足客户的商务需求。



东京本社

大阪分公司

中国（广岛）支社

北海道支店

新泻支店

四国支店

君津出张所

大分出张所

名古屋支社

九州支社

东北支店

北陆支店

八幡出张所

国内支社
满足当地的钢材需求，促进日本制造业的发展

11 12

Domestic Network

国内网络
事业公司一览

我们以关西地区为中心，向大型家电生产厂家、汽车、钢制家具厂家、钢
材加工中心、拔丝厂家、特约店等进行薄板、不锈钢、棒钢、线材、厚板、钢
管等的销售。另外，本公司还经销用于汽车、工程机械等的轴承的轴承钢
和结构钢材，同时也经销面向中国、四国、九州造船厂的钢材，通过SCM
实现生产厂商与用户采购材料的最佳化。

针对中国地区的汽车及零件制造厂商和建材、制罐等各领域客户的要求,
我们与该地区的最大规模的钢材加工中心—红忠-Summit钢材加工中
心、马自达钢铁公司（MAZDA STEEL）以及集团公司协作构建最佳SCM，
致力于提高客户满意度,扩大日常的营销业务。另外,在客户的海外发展
方面,本公司提供各种信息,提出当地的最佳SCM方案等，实现更大的业
务飞跃。

作为中部地区，以汽车产业为主的制造业曾经对扩大经济规模和钢铁的
需求做出了贡献,由于磁悬浮中央新干线的开工、迅速变化的名古屋站、
附近的再开发项目、以及中部国际机场的进一步扩展等,因此这是一个搭
载了推动人员、物资的往来日益增长引擎的地区，因为可期待相关的钢
材需求的扩大,所以本公司致力于加强作为商社本来的功能。

关于九州、冲绳地区，除了一般的建材需求外，还有汽车及造船、半导体
以及农业等在全国也具备很高市场占有率的产业，客户对薄板及厚板、
钢管、不锈钢、特殊钢等有各种要求。在九州分公司，我们与丰钢材工业
以及红忠钢材加工中心九州、MI万世不锈钢等该地区最大规模的加工网
点以及9家集团下属公司合作，面向客户广泛开展业务活动。另外，我们
开展各公司的销售支援以及与各品种的厂商进行采购谈判，MISI集团在
该地区展示了很高的存在地位。

伊藤忠丸红住商Techno Steel株式会社 东京都 面向建筑、土木领域的钢铁建材产品的销售

茨城钢材加工中心株式会社 茨城县 厚板的切断加工、销售 ；冷锻的冲压加工

Ohtsuka铁钢销售株式会社 东京都 厚中钢板、土木建材产品的销售

丰钢材工业株式会社 福冈县 厚板、中板的加工、销售

北关东钢材加工株式会社 茨城县 厚板的切断／熔断加工、销售

东海钢材工业株式会社 爱知县 钢板的加工、销售 ；桥梁、钢骨产品的制造、销售

太平产业株式会社 东京都 钢管等的临时资机材的加工、销售、租赁

明邦钢业株式会社 埼玉县 镀锡钢板（马口铁）产品的加工、销售

东海制罐株式会社 静冈县 钢罐的制造、销售

富安株式会社 东京都 钢铁、有色金属、建筑土木产品、机械工具的加工、销售

红忠钢材加工中心东北株式会社 宫城县 钢板（薄板）的加工、销售

红忠钢材加工中心关东株式会社 埼玉县 钢板（薄板、电磁钢板等）的加工及销售，电机铁心的冲压加工及组装

红忠钢材加工中心关西株式会社 大阪府 薄中板、带钢的加工、销售

红忠钢材加工中心九州株式会社 福冈县 钢板（薄板）的切断、销售

JFE日建板株式会社 东京都 金属制建筑用资材的制造、销售、施工

日铁电磁株式会社 爱知县 电磁钢板等的剪切加工 ；变压器铁心等的加工

MI万世不锈钢株式会社 福冈县 不锈钢、有色金属的加工、销售

阪和工材株式会社 大阪府 不锈钢、耐热钢、钛、铝等特殊钢的加工、销售

大利根仓库株式会社 群马县 仓库业 ；钢板的剪断、销售 ；TWB焊接、销售

东京钢材加工中心株式会社 神奈川县 钢板（薄板）的加工、销售

红忠钢材加工株式会社 东京都 钢铁产品及建材的加工、销售以及相关业务

红忠-Summit钢材加工中心株式会社 广岛县 钢板（薄板）的加工、销售

Mazda Steel 株式会社 广岛县 汽车用钢板（薄板）的加工、焊接、销售

伊藤忠丸红特殊钢株式会社 东京都 特殊钢、不锈钢、线材产品的销售、加工

日铁钢线株式会社 岐阜县 钢铁线材产品的制造、销售

Amatei株式会社 兵库县 普通钉、特殊钉、螺钉、铁线及其他钢铁产品的制造、销售

大阪磨株式会社 大阪府 磨棒钢的制造、销售

Yamato特殊钢株式会社 东京都 特殊钢批发商产业及精密加工业

株式会社NIKKO 东京都 钢管类、一般用钢材的加工、销售

株式会社协成 大阪府 煤气、水用配管机材的制造、销售

株式会社三阳商会 东京都 钢管、钢材、接头、凸缘、阀门、公路资材等的加工、销售

K&I特殊管销售株式会社 东京都 特殊管的出口销售

MI Primary Service株式会社 东京都 外包相关业务的接受委托

株式会社Open21 Systems 东京都 有关钢铁销售的网络系统开发、管理、咨询

以汽车产业为中心引领日本制造业发展、
满足当地钢材需求的专业集团

名古屋
支社

以关西地区为中心覆盖广阔的营业范围，
向客户提供最佳的钢材采购

大阪
分公司

以汽车制造厂商为中心构建最佳SCM，
实现钢材的稳定供给

中国
（广岛）

支社

在占日本经济一成的九州、冲绳地区，
通过与各家企业的协作提高存在地位

九州
支社

截至2022年4月1日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Sustainability

CSR/可持续性

伊藤忠丸红铁钢在“有利卖方，有利买方，有利社会”的“有利三方”基础上，
加上“有利员工”而成为“有利三方加1”的精神，根据这个基本原则，
作为“钢铁专家”集团不断创造新的价值，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目前，获得ISO 9001认证的部门为

钢管本部 能源钢材第一部、
能源钢材第二部

钢材第三本部 薄板部电磁钢板第二课

汽车钢材本部

汽车钢材第一部、
汽车钢材第二部、
特殊钢・线材部汽车特殊钢课

（仅针对贸易业务）

大阪分公司
大阪薄板部薄板第二课、
大阪不锈钢课、
大阪特殊钢・线材课

合规项目（遵守事项）
9.   禁止对反社会势力进行利益输送
10. 环境保护
11. 信息的妥善管理
12. 信息系统的妥善使用
13. 禁止利益相反行为等
14. 公正妥当地从事会计处理

1. 尊重人权，禁止歧视与骚扰
2. 遵守反垄断法、转包法及相关各项法规
3. 禁止不正当竞争
4. 遵守各种行业法规定
5. 遵守内幕交易规定
6. 实施妥善的进出口手续及安全保障贸易管理
7. 遵守知识产权相关各项法规
8. 禁止赠贿及赠答、接待等

MISI集团将通过提供钢铁产品保护无法替代的地球环境、为了人类社会
的健全、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视为使命。在日常业务中，依照环境管理系
统ISO14001有效推进业务，开展降低环境负荷的活动。另外，我们每年确定

“环境CSR月”,开展意识启蒙活动。
另一方面，我们本着对质量的执着意识，在满足客户的期待和需求的同时，
为了不断提高服务品质而继续努力。右侧的组织机构依照质量管理系统
ISO9001获得了认证。另外，大阪分公司开展飞机业务的飞机组获得了针对
航空宇宙产业特别制定的JIS Q 9100认证。

通过健全的企业活动追求收益，使企业永续发展，是满足股东、交易对象、消费
者以及员工等利益攸关者要求的前提。

作为所有企业活动的基础，我们提出了遵纪守法的基本方针并始终保持严谨认
真的态度努力严格遵守、不容懈怠。其中具体包括以相互勾结和组成卡特尔行
为为代表的防止违反反垄断法，禁止向公务员以及同等立场者提供不正当利
益，更加积极地开展反腐败活动。此外，为了合法、安全、顺利地持续开展作为销
售活动支柱之一的贸易业务，严格进行安全保障贸易管理。我们提出“集团遵纪
守法管理”的口号，对国内外的集团企业也同样开展遵纪守法的启蒙活动以及
半年一次的遵纪守法遵守情况监测，以求遵纪守法的观念在集团全体员工中彻
底得到贯彻。

遵纪守法

ＣＳＲ行动方针

“环境” “质量”

在遵守国内外法令的同时，
还应按照社会规范采取有良知的行动。

全面贯彻遵纪守法的原则 

为了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积极地为地区、社会作出贡献，
发挥作为企业市民的责任。

社会贡献对策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自觉承担责任，尊重人权，
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环境。

保护人权、地球环境

通过提供最高质量的商品、服务，对应顾客的需求与期待，
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对质量的责任

重视与所有的利益攸关方的交流，
建设信赖关系并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与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

为了实现与地区社会的共同发展，我们积极参加东京・山王祭（日枝神社）和清洗日本桥活动以及由居委会组织的清扫及
美化环境活动等。此外，我们支持为了消除全球的饥饿和贫困而提供粮食援助的人道支援机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的活动，每年有许多员工参加在横滨和大阪举办的“行走天地间”慈善义走活动。我们还通过各种赠送和募捐活
动，提供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支援，并且开展公司内部无纸化活动，对国土绿化运动提供支援。除了向自然灾害的灾区派
遣志愿者提供支援外，我们也推进日常性的收集塑料瓶盖和旧邮票等生态环保活动。

■为社会作出贡献

具体的举措

本公司成立了推进多样化的专业团队，为了创建能够让各种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我们促进女性发挥作用，充分利用全球
化人才以及高龄人才，对进行育儿及护理的员工提供支援，支援残障人员发挥作用（包括对残疾人运动员的支援），促进对
LGBT的理解等。

■多样性的推进

本公司认为，员工的健康有助于公司持续发展，公司和员工一同维持和增进健康，使公司的每一位员工都能够体现工作的
价值，我们的目标是发展成为一家这样的公司。在具体方面，除了举办全公司运动会、每月一次在办公室进行健身、开展20
多个运动类联谊会活动外，还采取了利用APP根据步数获得可兑换商品的积分措施等。这些举措得到了肯定，并且被认定
为“健康经营优良法人2022（大规模法人部门）”以及“Sports Yell Company”。

■健康经营

No.0249-ISO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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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2021 FY2020 増減 FY2019 FY2021

销售额 − 19,874 − 24,082 −

收入 ※1 27,840 − − − 22,747

总销售利润 1,872 1,175 + 697 1,350 1,530

营业利润 ※2 940 334 + 606 438 768

税前利润 954 291 + 664 348 780

本期纯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本期利润）

626 174 + 452 223 511

流动资产 12,902 8,971 + 3,931 9,000 10,541

固定资产 2,582 2,327 + 255 2,197 2,110

资产合计 15,484 11,298 + 4,186 11,197 12,651

流动负债 9,591 6,331 + 3,260 6,358 7,836

固定负债 1,644 1,550 + 95 1,681 1,344

负债合计 11,235 7,880 + 3,354 8,038 9,1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部分 3,896 3,158 + 738 2,908 3,183

负债及资本合计 15,484 11,298 + 4,186 11,197 12,651

集团业绩概要

(2021/4/1-2022/3/31)

关于2021年度的世界经济，也是由于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推广等，主
要国家为中心，经济活动活跃，在总体上呈现了经济复苏的动向。另
一方面，车载用半导体和零部件的不足、供给网的混乱和原材料成本
上升等，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经济复苏的速度
因地区而异。在中国，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信用风险，经济活动受到病
毒清零政策的限制造成了增长率放缓。在美国，经济对策使得个人消
费增加，设备投资扩大，经济复苏取得了进展。在欧洲，虽然可以看到
放宽限制带来的经济复苏，但是由于2022年2月下旬爆发的俄乌冲
突，产生了高通胀和能源不足等负面影响。关于日本经济，由于紧急
事态宣言等的解除，个人消费增加，经济处于恢复基调，但是从2021

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奥密克戎毒株的蔓延造成经济的无奈衰退。
在钢铁行业，2021年度的全球粗钢产量同比增加3.7％，达到约19亿
5,050万吨（WSA／世界钢铁协会），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中国作为
最大的生产国，由于减产政策而同比减少3.0％，约为10亿3,280万
吨。然而日本同比增加15.5％，为9,564万吨（日本钢铁联盟），因全球
范围的生产活跃而恢复。关于钢材市场的状况，除了从上一年度的下
半年开始的经济活动恢复外，还反映了起因于钢铁原料价格和物流
费高涨的钢铁产品价格上涨，同时也受到上年度末俄乌冲突的影响，
全年按照上升基调变化。

在这种环境下，以美国建材事业为中心，由于抓住了经济活动和钢材
需求的恢复，并且受到钢材行情上涨的推动，实现了同比大幅增收增
益。作为结果，本公司的本合并会计年度的合并业绩为，销售总利润
实现了1,872亿日元,营业利润实现了940亿日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本期利润实现了626亿日元。

(注)  从2013年3月决算期开始，本公司将2011年4月1日作为过渡日，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制订合并财务报表。
※1　鉴于对“关于收入认识的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29号，2020年3月31日）等的适用，从2021年度开始取消“销售额”的表述，作为“收入”表示。
※2　关于“营业利润”，考虑利害相关者的方便，采用了按照日本会计惯例的自主性表示，并不是IFRS要求的表示。
　　 此外，日本基准经常利润的试算结果为969亿日元。
※3　关于美元金额，为了方便起见，按照2022年3月31日当天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1美元＝122.39日元换算。

非监查，国际会计准则

单位：百万美元 ※3单位：亿日元

Financial Data

集团财务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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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Profile

公司概要

公司名 伊藤忠丸红铁钢株式会社

英文名 Marubeni-Itochu Steel Inc.

成立日期 2001年10月1日

注册资本 300亿日元

代表取缔役社长 塔下 辰彦

代表取缔役副社长 井田 陽彦

决算期 3月

股东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50%
丸红株式会社50%

员工 单独：948名（截至2022年4月1日）
关联：9,960名（截至2022年4月1日）

事业概要 钢铁产品等的进出口及销售、加工、
供应链管理、钢铁相关行业的投资

本社所在地
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一丁目4番1号
日本桥一丁目大厦16-18F
邮政编码103-8247

代表取缔役社长 塔下 辰彦

代表取缔役副社长 井田 阳彦

董事 兼 常务执行役员
营业担当：钢材第二本部、钢材第三本部、汽车钢材本部 高桥 俊彦

董事 兼 常务执行役员
营业担当：钢材第一本部、钢管本部 清水 丰

董事 兼 常务执行役员
职能担当 兼 经营战略・人总本部长 石谷 诚

董事 兼 执行役员
职能担当 兼 经营管理本部长 中村 肇

董事（非专职） 濑戸 宪治

董事（非专职） 堀江 顺

董事（非专职） 田野 治

董事（非专职） 土屋 大介

监查 佐藤 荣祐

监查 山崎 敏行

监查（非专职） 佐藤 一嘉

监查（非专职） 宫崎 庆介

常务执行役员 美洲经理 兼 美国公司CEO 铃木 明

执行役员 钢材第一本部长 波多野 淳一

执行役员 钢材第二本部长 中野 康次

执行役员 钢材第三本部长 田中 聪

执行役员 汽车钢材本部长 井上 刚志

执行役员 钢管本部长 田代 泰久

执行役员 大阪分公司长 高丸 明

执行役员 亚洲、大洋洲经理 石原 和浩

執行役員 中国总代表
兼 伊藤忠丸红钢铁投资（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 总経理
兼 广州分公司总経理 兼 伊藤忠丸红钢铁香港有限公司社长

宫尾 十基雄

执行役员 美洲代经理 兼 美洲组职能担当役员 铃木 秀治

公司概要 役员一览

组织图 截至202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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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忠钢材加工中心关东株式会社收购KS SUMMIT STEEL株式会社
    ▶�      获得SUNCALL株式会社的股份

       ▶�      宣布新的企业理念
           ▶��     伊藤忠丸红铁钢株式会社创立��周年

▶�   YAMATO特殊钢���％子公司化

▶�   收购美国油井管批发商CTAP

▶�   成立红忠钢材加工中心控股株式会社
    ▶�   广岛钢材加工中心株式会社与Summit Steel株式会社的中国地区事业合并，

　　　    设立红忠-Summit钢材加工中心株式会社
　　　　

▶��   获得“Sports Yell公司”及“东京都推进体育活动企业”的认定

▶�   伊藤忠丸红TECHNO STEEL与住商钢铁销售合并，
             伊藤忠丸红住商TECHNO STEEL株式会社正式起步➃

▶  �     会计准则变更为IFRS
                美国公司属下�家钢材加工中心合并，设立MISA Metal Processing Inc.

       ▶  �     收购美国最大油井管批发商Sooner Inc.➂
           ▶��     红忠自动汽车钢铁与伊藤忠丸红钢铁AP合并，设立红忠钢铁株式会社

　　　　　　  

▶�   将日本国内     �家钢材加工中心名称统一为“红忠钢材加工中心”

▶�  MI不锈钢中心与      万世钢机合并，设立MI万世不锈钢株式会社
    ▶�  就美国公司属下 　 事业进行重组、合并，设立Clark Dietrich Building Systems LLC➁

       ▶�  在墨西哥阿瓜斯 　 卡连特斯州设立面向汽车领域的钢材加工中心MI Metal Processing Mexicana S.A. de C.V.

▶�  新基干系统启动

▶�   日本评级研究所（JCR）评级从        “A-”提升到“A”

▶�  东京总公司从大手町迁至日本桥➀

▶��   伊藤忠商事、丸红公司的钢铁部门分离后合并，
               成立伊藤忠丸红铁钢株式会社

                   成立伊藤忠丸红TECHNO STEEL株式会社

▶制定第七次中期经　  营计划

▶制定第六次中期经营计划

▶制定第五次中期经营计划

▶制定第四次中期经营计划

▶制定第三次中期经营计划

▶制定第二次中期经营计划

▶制定第一次中期经营计划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3

2012
2011

2009
2007

2006
2004

2003 
2001 

Next Stage

FIT for innovation

MISI as Resilient  towards   2023

飞跃 2014

挑战 2011

▶中期经营计划

中期经营计划的口号

革新 2017

沿革
Corporate History

④ 成立伊藤忠丸红住商TECHNO STEEL株式会社正式起步

③ 收购Sooner Inc.

② Clarkwestern Dietrich Building Systems LLC

① 伊藤忠丸红铁钢株式会社东京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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