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3月 8日 

致各公司 

公司名称：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 

（代码：5801 东证第 1部） 

代表姓名：代表取缔役社长 小林 敬一 

咨询窗口：IR·广报部长 增田 真美 

（TEL 03-3286-3050） 

 

董事等人事调动及新委托业务的通知 

 

本公司在 2018年 3月 8日召开的董事会上，决定对执行董事等进行人事调动及实施业务委托，董事及监

事的人事调动已经内定，与 4月 1日起的组织变更内容一并通知如下。 

 

 

1. 2018 年 3月 31日 

卸任执行董事 

姓名 新任职位（4月 1日） 现任职位及委托业务 

天野   望 董事 董事  兼  执行董事常务、 

总务与 CSR 本部长  兼  同本部出口管理室

长 

中 村 俊 一 MIHARU 通信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社长 执行董事常务、 

信息通信解决方案统括部门长 

福地   光 古河 ELECOM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社长 执行董事、 

信息通信解决方案统括部门宽带解决方案事

业部门长 

麦野   明 全球市场销售部门顾问 

兼  古河电工（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  

总经理 

兼  古河电工（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  

总经理 

兼  古河电工（深圳）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执行董事、全球市场销售部门中国区统括 

兼  古河电工（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  

总经理 

兼  古河电工（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  

总经理 

兼  古河电工（深圳）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2. 2018 年 4月 1日 

（1）新任执行董事及委托业务 

姓名 新任职位及委托业务 现任职位 

山 井 智 之  执行董事、 

电装电子统括部门汽车零部件事业部门副事业

部门长 

兼  同部门技术统括部长 

汽车零部件事业部门技术统括部长 

福 田 隆 志 执行董事、战略本部 ICT战略企划部长 战略本部信息系统部长 

伊 藤 启 真 执行董事 

（委托业务同现任职位） 

全球市场销售部门关西分公司长  兼  

北陆分店经理 

福 永 彰 宏 执行董事、全球管理推进本部长 财务与采购本部财务部长 

上 村 高 敏 执行董事、电装电子统括部门铜条与高功能材料

事业部门长 

电装电子材料统括部门铜条与高功能材

料事业部门长 

宫 本   聪 执行董事、 顾问 



总务与 CSR本部长  兼  同本部出口管理室长 

 

（2）晋升 

姓名 新任职位及委托业务 现任职位及委托业务 

川口   宽 执行董事专务、 

电装电子统括部门长 

执行董事常务、 

电装电子材料统括部门长 

兼  同部门铜管事业部门长 

沟 田 义 昭 执行董事常务（委托业务同现在） 执行董事、产品制造改革本部长 

 

（3）委托变更 

姓名 职位及新委托业务 职位及现委托业务 

小 塚 崇 光 

（*） 

董事  兼  执行董事专务、 

能源基础设施统括部门长 

代表取缔役  兼  执行董事专务、 

汽车零部件事业部门长 

木 村 隆 秀 

 

董事  兼  执行董事专务、 

信息通信解决方案统括部门长 

董事  兼  执行董事专务、战略本部长 

兼 同本部 OneF汽车事业推进小组长 

荻 原 弘 之 董事  兼  执行董事专务、 

财务与采购本部长 

董事  兼  执行董事专务、 

财务与采购本部长 

兼  集团与全球经营推进本部长 

牧     谦 执行董事、战略本部长 

兼  同本部 OneF 汽车事业推进小组长 

执行董事、能源基础设施统括部门长 

阿 部 茂 信 执行董事、 

电装电子统括部门汽车零部件事业部门长 

执行董事、 

汽车零部件事业部门副事业部门长 

（*）小塚崇光自 4月 1日起成为没有代表权的董事  兼  执行董事专务。 

 

3. 2018 年 6月 22日 

（1）预计卸任执行董事 

姓名 卸任后的职位 卸任前的职位 

柏 木 隆 宏 监事 执行董事、总务与 CSR本部副本部长 

 

（2）预计卸任董事及监事 

姓名 卸任后的职位 卸任前的职位 

天野  望  监事 董事 

樱  日出雄 顾问 监事 

白 坂 有 生 顾问 监事 

顷 安 健 司 ― 外聘监事 

 

（3）新任董事候选人及监事候选人 

姓名 新任职位及委托业务 选任前的职位及委托业务 

牧   谦 董事  兼  执行董事 

（委托业务同 4月 1日） 
执行董事、战略本部长 

兼  同本部 OneF 汽车事业推进小组长 

天 野   望 监事 董事 

柏 木 隆 宏 监事 执行董事、总务与 CSR本部副本部长 

酒 井 邦 彦 外聘监事 ― 

 



 

4. 关于 2018年 4月 1日的组织变更 

（1）将集团与全球经营推进本部改名为“全球管理推进本部”。 

（2）将由战略本部管辖的经营企划室及信息系统部分别改名为“经营企划部”及“ICT 战略企划部”。

此外，将由同本部管辖的“千叶事业所”、“日光事业所”、“平冢事业所”、“三重事业所”、

“横滨事业所”移交给总务与 CSR 本部。 

（3）在研究开发本部内新设“超导事业推进部”。 

（4）将电装电子材料统括部门改名为“电装电子统括部门”，同时将汽车零部件事业部门列入同统括部

门管辖。 



 

 
新任执行董事简历 

 

山井  智之 （YAMAI  TOMOYUKI） 

1960年 11月 29 日出生    57岁  籍贯：东京都 

 

1984年 3月  埼玉大学工学部机械工学科毕业 

同  年 4月  就职本公司 

2005年 7月  电装电子公司汽车零部件事业部功能产品部制造部长 

2006年 3月  电装电子公司汽车零部件事业部三重电装工厂第二制造部长 

2007年 10月  古河 AS 株式会社生产本部功能产品部生产准备室长 

2008年 10月  同公司生产本部功能产品部生产技术部长 

2011年 6月  同公司执行董事、技术本部长 

2012年 4月  同公司执行董事、技术本部长 

兼  本公司电装电子公司汽车零部件事业部技术部长 

2016年 5月  同公司执行董事、技术本部长 

兼  本公司汽车零部件事业部门技术统括部长 

2017年 6月  同公司董事、 

兼  本公司汽车零部件事业部门技术统括部长（至今） 

 

◆选任理由 

自就职公司以来，一直在汽车零部件事业部门从事设计、开发及制造工作，非常熟悉本公司汽车零部

件事业。此外，在面向美国子公司的当地客户的业务扩大及本公司三重电装工厂实现盈利等方面拥有丰富

的实绩，可灵活运用这些经验与知识，从汽车零部件事业部门副事业部门长的角度出发发挥领导能力，以

开拓及扩大新产品市场。 

 

福田  隆志 （FUKUDA  TAKASHI） 

1960年 3月 7日出生    58 岁  籍贯：东京都 

 

1985年 3月  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工业经营学科毕业 

同  年 4月  就职本公司 

2010年 4月  营业信息基础构建小组长 

兼  经营企划室信息系统部高级经理 

2013年 4月  战略本部经营企划室信息系统部高级经理 

2014年 4月  总务与 CSR本部 CSR推进部长 

兼  日光雪灾恢复对策本部本部运营统括总公司事务局长 

2015年 1月  总务与 CSR本部 CSR推进部长 

2016年 6月  总务与 CSR本部人事总务部长 

2017年 10月  战略本部信息系统部长（至今） 

 

◆选任理由 

多年从事信息系统部门的企划、构建及管理工作，作为 J-SOX 项目及本公司日光事业所的雪灾恢复对

策本部的一员发挥出了高度的项目管理能力。此外，曾历任 CSR 推进部长及人事总务部长，涉及全公司经

营等业务，拥有丰富的经验与知识，可在作为给本集团公司的成长提供支持的重要经营基础之一的 ICT 战

略的制定及执行方面贡献力量。 



 

伊藤  启真 （ITO  HIROMASA） 

1963年 2月 22日出生    55岁  籍贯：爱知县 

 

1986年 3月  青山学院大学法学部毕业 

同  年 4月  就职本公司 

2008年 6月  信息通信公司信息系统营业部长 

2009年 12月  信息通信公司通信营业部长 

2013年 4月  市场销售部门环境与基础设施营业统括部通信与能源营业部长 

兼  市场销售部门集团市场营销解决方案部长 

同  年 10月  市场销售部门集团市场营销解决方案部长 

2014年 6月  市场销售部门环境与基础设施营业统括部社会基础设施营业部长 

2015年 4月  市场销售部门营业企划部长 

2016年 4月  全球市场销售部门企划统括部企划 2部长 

2017年 4月  全球市场销售部门关西分公司长 

兼  北陆分店经理（至今） 

 

◆选任理由 

拥有信息通信事业的生产管理和营业经验，历任本集团公司重要客户的营业担当及负责人，通过深入

分析现状，在扩大面向重要客户的业务方面等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能力卓越、实绩突出，可进一步扩大本

公司的业务。 

 

福永  彰宏 （FUKUNAGA  AKIHIRO） 

1964年 1月 29日出生    54岁  籍贯：冈山县 

 

1986年 3月  神户大学教育学部毕业 

同  年 4月  就职本公司 

2005年 11月  OFS Fitel, LLC  CFO 

2009年 8月  本公司财务部会计第二课长 

2011年 8月  财务部会计第一课长 

2013年 6月  财务与采购本部财务部财务统括课长 

同  年 11月  集团与全球经营推进本部集团与全球经营推进室长 

2016年 4月  财务与采购本部财务部长（至今） 

 

◆选任理由 

历任美国子公司的 CFO 及总公司财务部门的课长等，主要在财务部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之后担任集

团与全球经营推进室长，特别是在海外关联公司业务管理体系的整体改善、构建及人事制度修订的推进等

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与知识，可加强对海外子公司等的经营管理的改善指导及支援工作。 

 



上村  高敏 （KAMIMURA  TAKATOSHI） 

1964年 3月 10日出生    53岁  籍贯：三重县 

 

1988年 3月  丰桥技术科学大学生产系统工学专业结业 

同  年 4月  就职本公司 

2012年 1月  能源･工业机械材料公司能源事业部三重铜线制造部长 

2013年 4月  导电材料事业部门长 

2016年 4月  电装电子材料统括部门导电材料事业部门长 

2017年 4月  电装电子材料统括部门铜条与高功能材料事业部门长 

兼  同部门导电材料事业部门长 

同  年 6月  电装电子材料统括部门铜条与高功能材料事业部门长 

（至今） 

 

◆选任理由 

在海外关联公司推进结构改革，在跨越难关重启经营等的事业运营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与知识，可在

进一步加强作为本公司主要事业之一的铜条与高功能材料事业部门的体质方面发挥领导能力，推进业务改

善工作。 

 

宫本  聪 （MIYAMOTO  SATOSHI） 

1962年 2月 20日出生    56岁  籍贯：东京都 

 

1984年 3月  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 

同  年 4月  就职通商产业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 

1999年 7月  大臣官房政策评估广报课信息公开推进室长 

2001年 6月  JETRO纽约中心次长 

2004年 6月  经济产业省商务信息政策局商务课长 

2005年 10月  同省商务信息政策局商务课长 

兼  同省商务信息政策局监督室长 

2006年 4月  佳能株式会社（基于官民人事交流法的派遣） 

2010年 6月  经济产业省中小企业厅长官官房参事官 

2011年 4月  同省大臣官房政策评估审议官 

2012年 2月  同省大臣官房审议官（制造产业局担当） 

2013年 6月  JETRO副理事长 

2015年 10月  经济产业省中小企业厅次长 

2016年 6月  同省中小企业厅长官 

2017年 7月  辞去同省官职 

同  年 11月  本公司顾问（专职）（至今） 

 

◆选任理由 

在经济产业省任职期间，历任大臣官房审议官（制造产业局担当）及中小企业厅长官等，此外，还拥

有在 JETRO 及官民交流等方面培养起来的丰富的经验、知识和广泛的人脉基础，可进一步推进本集团公司

包括风险管理在内的、攻守平衡的公司治理工作。 



 

新任董事候选人简历 

 

牧  谦 （MAKI  KEN） 

1960年 12月 8日出生    57岁  籍贯：富山县 

 

1984年 3月  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毕业 

同  年 4月  就职本公司 

2003年 10月  经营管理部调查主任 

2007年 6月  经营企划室调查主任 

2010年 4月  集团公司统括部调查主任 

同  年 6月  东京特殊电线株式会社董事 

2014年 6月  本公司财务与采购本部财务部长 

2016年 4月  执行董事、能源基础设施统括部门长（至今） 

 

◆指名理由 

拥有多年的财务部门工作经验，在泰国铜管公司及台湾铜箔产品制造公司的成立、本公司经营企划室

开展的关联公司合并、以及东京特殊电线（株）的经营重建等各领域为本集团公司做出了贡献。并且，作

为能源基础设施统括部门的事业负责人，在推进收益改善措施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与知识，可作为战略

本部长制定及推进着眼于本集团公司未来的经营战略。 

 

新任监事候选人简历 

 

天野  望 （AMANO  NOZOMU） 

1956年 7月 15日出生    61岁  籍贯：山口县 

 

1980年 3月  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 

同  年 4月  就职本公司 

2004年 6月  法务部长 

2008年 6月  人事总务部长 

2009年 3月  人事总务部长  兼  经营研究所长 

2010年 6月  董事兼执行董事、CSO 

2012年 4月  董事兼执行董事、CSRO 

2013年 4月  董事兼执行董事、总务与 CSR本部长 

2014年 4月  董事兼执行董事常务、总务与 CSR本部长（至今） 

 

◆指名理由 

历任会计、税务等课长及法务部长、人事总务部长，作为总务与 CSR 本部长，在加强本公司的公司治

理的同时，为完善合规体制做出了贡献。可灵活运用包括会计、财务在内的各领域的见解，在确保经营判

断的正确性、维护包括风险管理在内的内部管理体制以及加强包括改善在内的监查体制方面做出贡献。 

 



柏木  隆宏 （KASHIWAGI  TAKAHIRO） 

1959年 7月 25日出生    58岁  籍贯：东京都 

 

1983年 3月  一桥大学经济学部毕业 

同  年 4月  就职本公司 

2007年 6月  CSR推进本部管理部长 

2008年 6月  法务部长 

2012年 4月  经营企划室长  兼  集团公司统括部长 

2013年 4月  战略本部经营企划室长 

2014年 4月  执行董事、线圈事业部门长 

2016年 4月  执行董事、电装电子材料统括部门线圈事业部门长 

2017年 4月  执行董事、总务与 CSR本部副本部长（至今） 

 

◆指名理由 

在本部的多个部门拥有工作经验。在人事部门推进大规模结构改革；作为法务部长应对合规问题；作

为经营企划室长引进事业部门制等，不断解决全公司性的重要经营课题。作为线圈事业部门长，指导成立

了海外合资公司，拥有结构改革执行等方面的丰富的经验与知识，可从事业及公司治理两个方面出发开展

妥善的监查工作。 

 

酒井  邦彦 （SAKAI  KUNIHIKO） 

1954年 3月 4日出生    64 岁  籍贯：东京都 

 

1977年 3月  东京大学法学部第一类毕业 

1979年 4月  东京地方检察厅检察官 

1998年 7月  法务大臣官房参事官 

2000年 4月  东京高等检察厅检察官  兼  东京地方检察厅副部长 

2002年 4月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预防犯罪研究所所长 

2005年 7月  东京高等检察厅公审部长 

2006年 7月  最高检察厅检察官 

2007年 6月  奈良地方检察厅检首席检察官 

2008年 7月  最高检察厅总务部长 

2010年 6月  陪审员公审部长 

同  年 10月  名古屋地方检察厅首席检察官 

2012年 6月  法务综合研究所所长 

2014年 7月  高松高等检察厅检察长 

2016年 9月  广岛高等检察厅检察长 

2017年 3月  辞去官职 

同  年 4月  在第一东京律师协会注册 

TMI综合法律事务所顾问律师（至今） 

 

◆指名理由 

作为司法工作者拥有包括海外经验在内的多年工作经验，在公司治理、法律风险管理以及合规等领域

具有相当高的见解，有望为维持健康经营提出适当的意见，因此指名作为外聘监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