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井化学株式会社  社长辅助以及执行官员业务分担（2014 年 4月 1日） 

 

董事长 

社长执行官员 
淡輪 敏 

综合所有业务执行 

IR・广告部，中国总代表、亚洲总代表、欧洲总代表、 

美国总代表以及安全・环境企画管理部担当 

董事长 

副社长执行官员 
大村   康二 

社长辅助 

生产・技术本部、工厂、最优生产体制构筑、SCM 推进部、 

采购部、物流部以及内部统制室担当 

董事长 

副社长执行官员 
越部 実 

社长辅助 

功能化学品事业本部、尿烷事业本部、 

经营企画部以及 H-项目室担当 

董事 

专务执行官员 
久保   雅晴 

RC・品质保证部、总务部、法务部、业绩管理部、财务部、 

系统部以及业务效率化项目推进室担当 

责任管理委员会以及 

风险・法律风险控制委员会担当 

董事 

常务执行官员 
諫山   滋 

新汽车材料开发室、环境・能源事业推进室、R&D 战略室、三井化

学新加坡 R&D中心、合成化学品研究所、高分子材料研究所、功能

材料研究所、新事业开发研究所、生产技术研究所、先端解析研究

所、R&D 管理部以及知识产权担当 

董事 藤吉 建二 经营辅助 

董事 田中 稔一 经营辅助 

董事 武野氏 悦夫 
 

董事 永井 多惠子 
 

董事 铃木 芳夫 
 

常勤监查官员 岩渊 滋 
 

常勤监查官员 古贺 義德 
 

监查官员 門脇 英晴 
 

监查官员 松田 博 
 

监查官员 関根 攻 
 

 



 

 

三井化学株式会社 社长辅助以及执行官员业务分担（2014 年 4月 1日） 

 

社长辅助 得丸 洋 中国总代表 

常务执行官员 鲇川 彰雄 
功能树脂事业本部、基础化学品事业本部、石化事业本部、 

三井化学 TOHCELLO 以及支店担当 

常务执行官员 植木 健治 

Mitsui Chemicals Asia Pacific、Mitsui Chemicals Shanghai、

Mitsui Chemicals America、Mitsui Chemicals Europe、人事部、

相关会社综合部以及 CSR 部担当 

CSR 委员会担当 

业务效率化项目推进室副担当 

常务执行定员（*） 大多和 保彦 （株）普瑞曼聚合物社长 

常务执行定员 谷 和功 功能化学品事业本部长 

常务执行定员 生坂 敏行 功能树脂事业本部长 

常务执行定员 松尾 英喜 生产・技术本部长 

常务执行定员 石丸 裕康 
尿烷事业本部长 

兼同本部聚氨脂材料事业部长 

执行官员（*） 那和 保志 
亚洲总代表 

兼 Mitsui Chemicals Asia Pacific 社长 

执行官员 池田 俊治 大阪工厂长 

执行官员 田崎 幹雄 大牟田工厂长 

执行官员 小川 伸二 生产技术研究所长 

执行官员 市村 彰浩 人事部长 

执行官员 永松 茂树 岩国大竹工厂长 

执行官员 飯田 司 市原工厂长 

执行官员 福田 伸 环境・能源事业推进室长 

执行官员 志手 啓二 基础化学品事业本部长 

执行官员 西山 泰倫 经营企画部长 

执行官员 三沢 晃 H-项目室长 

执行官员 马丁 哈泽 Heraeus Kulzer 社长 

执行官员 佐藤 幸一郎 功能树脂事业本部合成橡胶事业部长 

执行官员 真野 纯一 石化事业本部长 

执行官员 星野 太 高分子材料研究所长 

执行官员 下郡 孝義 功能树脂事业本部功能性复合材料事业部长 

 

（*）执行官员待遇特约



 

 

三井化学株式会社  理事业务分担（2014 年 4 月 1日） 

 

理事 小合 佳正 三井化学 TOHCELLO（株）执行官员 

理事 平田 文明 鹿岛工厂长 

理事 贝出 健 
美洲总代表 

兼 Mitsui Chemicals America 社长 

理事 池田 隆安 
市原工厂副工厂长 

兼同工厂茂原分工厂长 

理事 湯浅 浩志 Mitsui Chemicals Shanghai 董事长兼总经理 

理事 藤牧 義久 名古屋工厂长 

理事 中嶋 靖 
欧洲部代表 

兼 Mitsui Chemicals Europe 社长 

理事 福山 裕二 基础化学品事业本部苯酚事业部长 

理事 细见 泰弘 R&D 战略室长 

理事 高桥 贤作 功能化学品事业本部不纺布事业部长 

理事 纲岛 宏 安全・环境企画管理部长 

理事 小久江 晴子 CSR 部长 

理事 裾分 啓士 
总务部长 

兼同部秘书室长 

理事 西尾 宽 财务部长 

理事 大岛 聖爾 Advanced Composites 社长 

理事 小泽 敏 IR・广告部长 

理事 芳野 正 基础化学品事业本部长工业药品事业部长 

理事 安藤 嘉规 人事部副部长 

理事 平原 彰男 新汽车材料开发室长 

理事 桥本 修 
功能化学品事业本部企画管理部长 

兼 H-项目室副室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