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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走近日企、感受日本”

访日代表团考察单位出席人员名单

1. 松下环保技术中心株式会社总部（11月26日）

池本义宽 企划及管理部长

土田孝江 参观担当

田坂笃子 〃

涩谷俊彦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公共关系部    部长

2. 人与防灾未来中心（11月27日）

蔡胜昌 讲解员志愿者（中文）

岩田秀梅 〃

3. 同志社大学　今出川校区（11月27日）

八田英二 同志社大学 校长

矢田直人 〃 校长秘书

八木匡 〃 经济学系教授 

横井和彦 〃 经济学系副教授 

西冈彻 〃 国际合作推进机构　 事务部长

中岛政仁 〃　　　　　　　〃　　             国际中心    国际课    国际股    股长 

高木佑一 〃　　　　　　　〃　　             〃　　　    〃　　　  〃

赵理惠 〃　　　　　　　〃　　             〃　　 　   〃　　　  〃

村上由美子 〃　　　　　　　〃　　             〃　　 　   〃　　　  〃

斋藤健一 三井化学（株） 中国总代表助理

张润北 〃　　　　　　　〃

吉田净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财团    专务理事    秘书长

竹本英世 （株）日立制作所    电力系统公司经营战略统括本部    战略企划本部担当本部长

太田升 京都府    副知事

八木寿史 京都府国际课    副主查査

逄军 京都府名誉友好大使

此外还有大约40名同志社大学学生参加了交流会。

4.丰田汽车株式会社堤工厂/丰田会馆（11月28日）

早川茂 专务高管

安里圭介 中国部总括室      经理

福田丽子 中国部总括室

田中均 社会贡献推进部    部长

中山直人 社会贡献推进部    企业PR室    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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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月麻由美 〃　　　　　〃　　　

小松顺子 〃　　　　　〃

石黑千寻 〃　　　　　〃

今井贵之 〃　　　　  海外组　  经理

小川桃子 〃　　　　　〃

矢崎靖子 〃　　　　　〃

5.日挥株式会社总部（11月29日）

伊势谷泰正 董事事业推进项目本部长

荒谷秀明 事业推进项目本部

笹原勉 营业统括本部    中国事业开发室

西山博 经营统括本部

中山讬麻 〃

中岛慧 〃

村田祐人 国际项目统括本部

糟谷圭一 〃

筒井琢也 〃

儿玉晋 〃

垣本勇希 〃

山崎裕美子 〃

柴田信孝 〃

近藤亮太 工程技术本部

坂田武昭 〃

藤崎翔 〃

前岛达也 〃

大胁哲平 〃

浅沼琢也 〃

西田淳一 〃

坂本惇 〃

户田邦彦 〃

高桥良太 〃

USMAN BRIANTO 〃

桥本谕 〃

西之宫贤 〃

渡部一良 〃

垂见光 事业推进项目本部

茂木智仁 〃

居林昌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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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川英司 营业统括本部

加岛良辅 〃

伊藤彰敏 技术创新中心

广濑雄 产业及国内项目本部

片山皓介 〃

井上隆史 〃

岩田祐子 〃

喜多富士雄 经营统括本部

高市芳郎 〃

王烁 〃

李美穂 〃

田中洋佑 国际项目统括本部

太田旭 〃

全贵莲 工程技术本部

宋燕 〃

福冈辉 〃

胡希东 〃

6.丸红株式会社总部（11月29日）

冈田大介 董事常务执行官 

渡边昭彦 市场业务部长

松园大 市场业务部中国团队    领队

成玉麟 市场业务部中国团队

栗间凉 市场业务部中国团队

李雪连 丸红经济研究所    产业调查团队

(联欢会出席人员)

RUI菽 化学品部门无机农业化学品部    农业化学品课

赵文黙 金融物流信息部门    i∑ Capital Corporation外派中

丁倍和 法务4课        中国法律师

崔浩波 法务4课        中国法律师

陈婷微 金属部门       煤炭部        动力煤课

吴婷 食品部门       饮料原料部    饮料原料第一课

韩灵 开发建设事业部    海外房地产开发室

陆艳 营业财务部     粮食财务课    兼    食品总括部

小船井俊之 ICT服务商务部  中国事业开发团队    领队

吉永利幸 总务部         总务课

重山直美 功能服装部     功能服装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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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株式会社三井住友银行总行（11月30日）

伊藤贵夫 全球顾问部    部长

杨永健 〃

川端良彦 国际统括部    部长

油井宏一郎 〃　　　      组长

富田太郎 〃　　　      部长代理

中岛一雄 〃　　　      部长代理助理

鹰取真一 〃

廷廷郁子 〃

柳欣伶 〃

8.东京都中央清扫工厂（12月3日）

久保显一 中央清扫工厂    技术股    主事

广濑圭一 〃　　　　   　 〃　　    〃

9.日比谷松本楼（12月3日）

吉田俊秀 专务董事

小坂文乃 常务董事企划室长 （梅屋庄吉曾孙女）

10.中国大使馆（12月3日）

韩志强 公使

孙永刚 一等秘书

裴贵春 三等秘书      公使秘书

杨建兴 三等秘书      文化担当

吕新锋 友好交流部    三等秘书

11.丘比株式会社五霞工厂（12月4日）

楠本正 执行官        五霞工厂厂长

荒西明 五霞工厂      副厂长

田渊弘 海外本部　    中国事业推进部    部长 

桥本浩 海外本部　    新事业开发部      新事业开发课   中国担当   课长

佐藤滋 技术研究所    蔬菜加工工艺研究部    蔬菜栽培研究中心      主任

12.庆应义塾大学（12月4日）

友冈赞 商学系教授、国际中心    所长

驹形哲哉 经济学系教授

鹤尾宁 国际合作推进室    课长

渡边仁 公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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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桥君惠 公关室

徐一睿 经济学系讲师

驹形研究室的学生及留学生约30名参加了交流会。

13.住友化学株式会社千叶工厂（12月5日）

北浦保彦 理事          千叶工厂厂长

土井史春 千叶工厂      总务部        总务团队     领队

平冈昭彦 CSR推进室    部长

铃木美音　　　　〃            部长助理

郑超　　　　　　〃　　

陈镠霏 住友化学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平野贵誉子 千叶通用服务株式会社

鸟海俊美　　　　〃

14.新大谷酒店（12月6日）

山本正巳 设施管理部    设施管理课    经理

三浦光昌 设施管理部    设施管理课    股长

长岛庆一 住宿营业部    全球营销＆销售课    资深销售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