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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职务 姓名 公司名 职务

1 会长 小关 秀一 伊藤忠　 常务执行官  东亚区总代表

2 副会长 杉浦  康誉 朝日啤酒 执行官  中国代表部  北京代表

3 副会长 木户胁  雅生 NEC（中国）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总裁

4 副会长 小泽  秀树　　 佳能 常务董事  中国总裁

5 副会长 白须  达朗 新日铁住金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北京事务所所长

6 副会长 幸  伸彦 住友商事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7 副会长 稻田  健也 全日本空输　 上席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北京天津支店长

8 副会长 佐佐木  昭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 董事长

9 副会长 田村  晓彦 日中经济协会　 北京事务所  所长

10 副会长 酒匂  崇示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北京代表处  所长

11 副会长 北山  隆一 日立（中国） 执行官常务  中国总代表

12 副会长 鹿间  千寻 丸红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13 副会长 宫口  丈人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 董事长

14 副会长 濑户山  贵则 三井物产 专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15 副会长 矢野  雅英 三菱商事　 副社长执行官  东亚地区总裁

16 副会长 久木田  崇彰 三菱电机 中国总代表

17 副会长 柳冈  广和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 董事长

18 理事 高桥  修 岩谷产业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19 理事 川崎  一彦 双日（中国）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20 理事 近藤  隆弘　　 丰田通商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21 理事 菊池  哲 阪和兴业　
理事  中国副总代表（负责华北地区）兼北
京大连事务所所长

22 理事 荒川  英典 住金物产　 北京大连事务所  所长

23 理事 竹川  善雄 旭硝子汽车玻璃（中国） 董事长

24 理事 神谷  雅行 旭硝子（中国）投资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25 理事 山田  晶一 NTT设施工程设计（北京） 总经理

26 理事 武川  昌俊 吉坤日矿日石能源株式会社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北京事务所所长

27 理事 长濑  裕和 月岛环保机械（北京） 总经理

28 理事 松冈  丰人 东京电力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29 理事 碓田  圣史 三菱重工业 中国总代表

30 理事 勾坂  行男 阿尔卑斯（中国）　 总经理

31 理事 稻叶  雅人 NTT 理事  中国总代表

32 理事 堂园  宪治 NTT通信系统（中国） 北京分公司  总经理

33 理事 二方  步 NTT DoCoMo　 北京事务所  所长

34 理事 山田  正晴 京瓷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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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理事 久保田  阳 索尼（中国） 业务执行役员EVP/中国总代表

36 理事 桐山  辉夫 　   东芝（中国） 执行官常务  中国总代表

37 理事 大泽  英俊 松下电器（中国） 役员  中国东亚区总代表

38 理事 箕田  好文 富士通（中国） 董事长 

39 理事 庄司  周平 多媒体振兴中心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40 理事 森山  博之　 旭化成 北京事务所  所长

41 理事 中村  总明 伊藤喜商贸（上海） 北京分公司  总经理

42 理事 中岛  孝 王子制纸 参与  中国事业本部本部长 北京事务所所长

43 理事 西  广信 住友化学投资（中国） 总经理

44 理事 矢野  公一 大日本印刷 北京代表处  常驻代表

45 理事 陈  伟东 中外制药 北京事务所  首席代表

46 理事 寺师  启  东丽 北京事务所  所长

47 理事 得丸  洋 三井化学 社长助理（专务执行官待遇）中国总代表

48 理事 濑川  拓 三菱化学 理事  中国总代表

49 理事 家森  诚一 日本兴亚损害保险 驻中国总代表处  中国总代表

50 理事 李  永梅 日本生命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51 理事 福本  智之 日本银行 北京事务所  首席代表

52 理事 宋  晓晨 日本瑞穗证券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53 理事 今川  真一郎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 北京支店  支店长

54 理事 陈  志成 日本三菱日联信托银行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55 理事 须藤  信也 日通国际物流（中国） 董事  总经理

56 理事 山口  荣一 日本航空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北京支店长

57 理事 永井  圭造 日本邮船 经营委员  中国总代表

58 理事 三枝  富博 伊藤洋华堂 执行官  中国室长

59 理事 山崎  道德 JTB CHINA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60 理事 饭岛  茂 全日空国际旅行社 总经理

61 理事 宫本  贤治 长富宫中心 总经理

62 理事 小宫  源太郎 电通 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63 理事 川畑  保 北京发展大厦　 董事  总经理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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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理事 中下  裕三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北京事务所  中国总代表

66 理事 石馆  周三　 资生堂（中国）研发中心 董事  总经理

67 理事 胜又  贤一 北京日立华胜信息系统 总经理

68 理事 水谷  彰伸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 北京分公司  总经理

69 理事 大泽  久 三井不动产咨询(北京) 董事  总经理

70 理事 片平  猛 电源开发　 常务执行官  中国总代表

71 理事 熊泽  一 兄弟（中国）商业 副总经理  知识产权部长

72 理事 三谷  达巳 北京丘比食品 总经理

73 监事 原井  武志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合伙人

74 监事 菊池  洋 国际协力银行 首席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