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度　中国日本商会领导名单

  商会职务    姓　名         公司名                职务

 会长 小川  真二郎 三井物产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副会长 山崎  史雄 朝日啤酒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副会长 桑山　信雄　　　 伊藤忠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副会长 小泽　秀树　　　 佳能 董事　中国总裁

 副会长 林  岳志 新日本制铁 中国总代表　北京事务所所长

 副会长 梶原　谦治 住友商事 专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副会长 佐藤  信之 全日本空输　 执行官  中国统括室室长兼北京支店支店长

 副会长 田中　孝明　    东芝（中国） 东芝  执行官常务  中国总代表兼董事长

 副会长 加藤  雅大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 总经理

 副会长 堂之上  武夫 日中经济协会　 北京事务所所长

 副会长 佐佐木  伸彦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北京代表处所长

 副会长 大野  信行 日立（中国）　 执行官常务  中国总代表兼董事长

 副会长 清水  教博 丸红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副会长 入泽  稔 瑞穗实业银行 北京支店支店长

 副会长 末木  孝幸 三菱电机（中国） 董事长兼总经理

 副会长 木岛  纲雄 三菱商事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理事 里井　庚士 岩谷产业 中国总代表

 理事 川崎  一彦 双日（中国）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理事 横井　昭正　　　 丰田通商 中国总代表

 理事 长冈  秀典 阪和兴业　 中国副总代表  北京事务所所长

 理事 涩谷　龙一    住金物产　 北京事务所所长

 理事 加悦　文雄　   东工物产贸易 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

 理事 小笠　一之  株式会社IHI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所长

 理事 永田  泰 川崎重工业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理事 高桥　千秋　  竹中工务店  首席代表

 理事 笹原  勉 日挥 北京事务所首席代表

 理事 桥本  泰昭　   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总经理

 理事 山浦　重雄　   日立金属 北京驻在员事务所所长

 理事 洪  嘉伟 前田建设工业　 北京驻在员事务所首席代表

 理事 石渡  康夫 捷帕瓦电源开发咨询 总经理

 理事 白井　省三　　 阿尔卑斯（中国）　 总经理

 理事 猪濑　崇   NTT 中国总代表

 理事 石本  孝典 NTT Communications 中国总代表

 理事 佐野　升　  NTT DoCoMo　 北京事务所所长

 理事 增山  宽 多媒体振兴中心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理事 久保田  阳 索尼株式会社 董事长  中国总代表

 理事 山田  正晴 京瓷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理事 金子  肇 日电（中国） 总裁

 理事 高泽  信哉 富士通（中国） 副总经理

 理事 木元  哲 松下电器（中国） 副董事长

截至11月



  商会职务    姓　名         公司名             职务

 理事 森山　博之　  旭化成 北京事务所所长

 理事 中村  总明 伊藤喜商贸（上海) 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理事 千叶  雅哉 凸版印刷 北京驻在员事务所首席代表

 理事 山口  俊和 北京雅可乳特 副总经理

 理事 深谷  弦希 邦博（北京）医药技术开发 法人代表

 理事 小谷  正直 堀场贸易（上海） 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理事 池本　一彦　  三菱化学 理事　北京事务所所长

 理事 田村  宏生 中央三井信托银行 北京事务所所长

 理事 涩谷　慎志    大和证券SMBC 北京代表处代表

 理事 植村  健二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 中国总代表

 理事 新川  陆一 日本银行 北京事务所首席代表

 理事 太田　忠利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 北京支店支店长

 理事 光井　良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 北京支店支店长

 理事 日比  浩二 北京山九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横田  惠三郎 日本航空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兼北京支店支店长

 理事 伊藤  隆夫 日本邮船 中国总代表

 理事 吉村  久夫 JTB CHINA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理事 麦仓  弘 伊藤洋华堂 常务执行官　中国室室长

 理事 松岛  训弘 电通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北京事务所所长

 理事 三木  日出男 日航国际旅行社　 董事长　总经理

 理事 铃木  浩 长富宫中心 总经理

 理事 田渊  真次　　 日中经济贸易中心　 专务理事　北京事务所所长

 理事 田中  雅教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北京事务所所长

 理事 河内  洋辅 国誉商业（上海） 总经理

 理事 石馆　周三　 资生堂（中国）研发中心 董事　总经理

 理事 内藤  规夫 北京啤酒朝日 董事　总经理

 理事 川畑  保 北京发展大厦　 董事　总经理

 理事 片平  猛 电源开发　 中国总代表

 理事 铃木  正孝 奥林巴斯 董事　专务执行官  奥林巴斯(中国) 董事长

 理事 井原  幸治 宝酒造食品 董事  总经理

 监事 三浦　智志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合伙人

 监事 越智  干文 国际协力银行 首席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