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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大局观，创造未来。 
领先于时代需求，开拓全新事业机遇。
为实现公司的进一步成长，致力孕育创新。

打造强有力的组织
相互尊重，创造自由阔达的氛围。
共享知识、经验、技术及海上技术力，培养接班人。

走正道
坚持注重合规，
行动时遵守社会规范和企业伦理道德。

以 “自律自责” 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
即使直面难题，也秉持当事人意识，
在与相关人员协调的同时，自行推进解决。

回应顾客的信赖
提供世界最高水准的安全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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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运的引领者，
强大而灵活的商船三井集团

商船三井是一家综合运输集团，我们拥有世界屈指可数的大规模船队，

贯彻安全航行理念，满足多种多样的运输需求。

为了对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商船三井集团将以全球为舞台，

强大而灵活地引领世界海运行业前行。

商船三井集团的企业理念
作为综合物流运输集团率
先捕捉顾客和时代需求，
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以社会规范和企业伦理为准则，通
过高度透明的经营方式以及对知识
创新和工作效率的不懈追求，努力
提高企业价值

贯彻安全航行理念，致
力于保护海洋和地球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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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世界最高水平的安全航行为目标

为培养具有即战力的员工，我们正在实施以实际运营船作为训练船

的计划。专属讲师将与实习生（实习员工）一同登上运营船，在可

以亲身体验航运实务的环境中通过少人数培训的方式进行一对一指

导，目的是让实习生理解本公司的安全航行方针并在此基础上掌握

行动准则。

在菲律宾创办自营商船大学

Safety Management

MOL培训中心
为培养保持安全航行所需的船员，我们以菲律宾、印度为主，在世

界各地开设了研修机构，高性能船舶操纵模拟器、装卸货模拟器等

设备一应俱全。

BRM/ERM训练
Bridge/Engine room Resource Management
在最大程度利用所有Resource（人、设备、信息等）的同时，发

挥团队协作，以达成安全航行为目的实施训练。

在岗培训讲师
安排船员与接受过指导培训的船长和轮机长一同航海，通过这些具

有丰富经验老船员在船舶运行现场中发现不安全行为，并及时作出

改善指导。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大大提高船员的培训效果。

在船上训练的情景

为了贯彻安全航行，商船三井在加强安全航行方面从未松懈。我们

为此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例如通过全天24小时、全年365天

全程监控船舶动向的“安全航行支援中心”支援航运，并在分布于

全球各地的船员培训中心开展船员教育等。

菲律宾籍船员是本公司船队船员的骨干力量，我们也对他们寄予厚

望。作为本公司安全航行事业的集大成之作，我们在2018年8月

与Magsaysay Maritime Corporation*共同设立了亚太地区最

大级别的私立自营商船大学，旨在确保和培养优秀船员，实现“世

界最高水平的安全航行”。

大学正门 训练设施"Ship in Campus"的外观

BRM训练（航行） ERM训练（轮机）

安全航行支援中心

船舶航行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如气象、海象等外部因素。

为了能够恰当应对各类状况，“安全航行支援中心”以“不让船长

孤身一人”为宗旨，24小时全程监控运营船的动向。我们不仅会

将气象信息、航行警报及安保信息等直接提供给船队，本公司的现

职船长也会应对各类船舶求援，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障船舶的安全

航行。

使用VR(虚拟现实)开展船员安全教育 
为提高船员安全教育的效果，力求开发和引入能够对现实中难以体

验的训练和经验进行虚拟体验的系统。通过新引入诉诸触觉的装置

刺激五感，让船员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临场体验感。

焚化炉爆炸事故

捕捉背景

安 全 航 行
最优先于其他所有事项的

商船三井以贯彻安全航行、致力于海洋和地球环境保护为企业理念，从未放松过对安全航行的强化工作，

并积极不懈地寻求改善。为构建植根于现场的安全管理体制，公司将相关责任与权限移交给船舶管理部

门，通过此举构建起了拉近经营与现场距离的“安全航行总部体制”。安全航行不仅仅可以实现企业的成

长，通过安全航行得到的社会信任与评价将奠定我们事业发展的基础。商船三井将强化安全航行作为经营

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我们以实现世界最高水平的安全航行为目标，通过保障优秀船员、提高危险预测能

力和IT的灵活运用等途径来推进和实现这个目标。

*本公司在菲律宾的合作伙伴。
 1997年与该公司共同设立了船员劳务公司Magsaysay MOL Marine Inc.。

“CADET” Training（实习生训练计划）
“Cadet Actual Deployment for Education with Tutorial”

使用增设的ECDIS（电子海图信息显示
装置）和海图机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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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Challanger（风之挑战者）是一个产学合作项目，目的是将可

伸缩硬翼帆安装在大型船舶上，大幅削减船舶温室气体（GHG）的

排放量。

商船三井与株式会社大岛造船所一起作为事业主体加快推进相关措

施，在2019年10月取得了一般财团法人日本海事协会有关硬翼帆

式风力推进装置设计的原则性批准函（AIP : Approval in Principle）。

目前正朝着2022年第1艘船竣工的目标开展详细的设计。

为实现Wind Challanger（风之挑战者）项目而推进工作

以“Trouble Free Operation with 

AI”为口号，将本公司积累的海上技

术力和以AI为首的ICT技术结合起来，

推进旨在削减人为失误等事故以及减

轻船员劳动负担的技术开发。

尤其着力于拥挤海域等会对船员带来

精神压力的场景方面的技术开发。

例如，正在着手开发可避免与其他船

舶或障碍物触碰的自动避碰算法，以

及开发自动离靠岸系统。

运用这些技术，进行恰当的“认知、

判断、操作”，从而实现高水平的安全

航行。 

为实现无人智能
航行而采取的举措 最佳航线

对方船只

对方船只

己方船只

本公司订造的世界最大型LNG燃料加注船“GAS AGILITY”于2020年4月在中国

的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竣工。2020年11月13日，开始在鹿特丹港口向

CMA CGM（达飞）公司拥有的全球最大的LNG燃料集装箱船（23,000TEU型）

“CMACGM Jacques Saade”提供LNG燃料加注服务。国际海事组织（IMO）

制定的燃油限硫令（针对燃油中的硫浓度SOx）于2020年开始执行，该LNG燃料

加注船的建造在此机遇下应运而生。通过把LNG用作船用燃料，可以削减发动机

排放废气中的二氧化碳(CO2)、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等，降低环境污

染，特别是有助于大幅改善沿岸地区和港湾城市的大气质量。LNG储罐液舱采用法

国GTT公司的Mark III 薄膜型液舱方式，可以减少蒸发气体（运输期间在液舱内气

化的LNG）。同时船型设计上考虑了即能将LNG用作燃料使用，也可将蒸发气体再

次液化。此外，在北欧以外地区，预定在新加坡及地中海海域分别投入12,000m3

型、18,600m3型LNG燃料加注船于2021年投入运营。其中，地中海海域的LNG

燃料加注船，采用可以向集装箱船、油轮、渡轮、大型邮轮等各种船舶供应LNG燃

料的规格。 

世界最大型LNG燃料加注船“GAS AGILITY” 

螺旋桨毂帽鳍PBCF（Propeller Boss Cap Fins）已经被全世界超

过3,400艘船舶采用，而商船三井、株式会社三井造船昭岛研究

所、商船三井Techno-Trade株式会社联合开发了进一步提高节能

效果的新型PBCF。通过改进消涡鳍的

形状和高度等，增加螺旋桨推进力并降

低扭力，效率与未安装船只相比约提高

了5%，还在各个国家获得了专利。此

外还确认了PBCF通过减少螺旋桨的空

洞效应（气泡在水中产生、消失的现

象），具有将水中噪音在特定频段上降

低3～6分贝的效果。该技术作为减少对

鲸鱼等海洋哺乳动物的生态环境影响的

技术，被温哥华港（加拿大）实施的环保

项目“EcoAction Program”选定为

降低水中噪音技术。

螺旋桨效率改善装置“新型PBCF”
～进一步提高节能效果，应对愈趋高涨的环境保护需求～

Technical Development

“FOCUS”项目
以“Stress Free Operation with Big Data Analysis”为口号，于2018年10

月启动“FOCUS”（Fleet Optimal Control Unified System）计划，正陆续

稳步地发布应用程序。

此外，从事船舶设计和航行支援系统开发事务的软件公司NAPA Ltd.加入了

FOCUS开发体制。 

本公司汇集了含三井E&S造船株式会社、株式会社Weathernews在内四家公司的

实践经验和技术，灵活运用航行大数据，积极推进提供无负担轻松操作型服务。 

●2019年3月：第一阶段　安装可加强船舶管理的应用程序“Fleet Viewer”

●2020年2月：第二阶段　安装可掌握实际海域性能的应用程序“Fleet Performance” 

“Fleet Viewer”以独一无二的高周期（间隔1分钟）收集可了解主船状态的传

感数据，数据多达10,000个，并在船舶和陆地之间共享来自船上、岸上任何场

所的各机器设备运转状态、船舶

位置信息、海洋气象信息等。航

行期间，除了船上的船员，岸上

的船舶管理监督者有时也可以借

助外部力量查看船舶状态。 

“Fleet Performance”全面运用每隔数分钟收集到的船舶传感数据，并发挥

三井E&S造船集团的专业技术诀窍进行分析。 

由此掌握日常在海浪和海风影响下航行的船舶在实际海域的性能，以及船体和

螺旋桨的污损，并据此研讨对环境的影响和合适的清洁时机等维护工作。 

此外，除了航行期间海浪和海风的影响，还能掌握船舶的真实性能，并据此比

较各船的性能或验证节能装置的效果等。 

●可诊断机器故障迹象的应用程序“Fleet Guardian” 

运用航行大数据和人性化人工智能（Explainable AI=XAI），就旨在消除主船中

断时间的新一代机器故障迹象诊断应用程序，推进联合研讨。通过用户与制造

商齐心协力投入应用，本公司、株式会社ClassNK Consulting Service、株式

会社IHI原动机以及株式会社三井E&S Machinery，四家公司将在持续提高系

统自身精度的同时，加深船员对机器状况变化的理解。 

此外，本公司与海上技术安全研究所正致力推进主机数字孪生模型的联合研

究。通过数字孪生，使主机运转状态和逐年老化程度的推定实现高精度，力求

提高故障迹象诊断的精度。 

加强船舶管理的应用程序
“Fleet Viewer”

掌握实际海域性能的应用程序
“Fleet Performance”

与LNG集装箱船以ship to ship方式进行
装卸货的演示情景

假想码头

技 术 开 发
为实现环境保护而追求先进的运输技术

商船三井在2009年公布了“船舶维新计划”，继该计划之后，作为新的技术开发项目，于2016年启动

了“船舶维新NEXT～MOL SMART SHIP PROJECT～”。该计划通过收集多样化的需求和最新技

术，以“高度安全航行支持技术”和“减轻环境负担技术”为中心推进技术开发。并通过具体的效果验

证，完善“安全航行”和“减轻环境负担”技术，从而增强销售实力，提升企业价值。

此外，为了运用在涵盖环境问题的技术、ICT战略相关部门横向展开下集思广益的新构思，推进创新举

措，商船三井于2018年4月1日设置了技术革新总部。 为回避对方船只形成的航行障碍区域（OZT：Obstacle Zone by Target）
而实施避碰驾船操作时的航线推定示意图（图：海上技术安全研究所提供）
※与株式会社MOL Marine/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海上·港湾·航空技术研究所
　海上技术安全研究所/国立大学法人东京海洋大学联合研究

辅助进出港时操纵船舶的技术
（开发自动离靠岸技术）
※合作方：(大)东京海洋大学、三井E&S造船(株)、
　　　      (株)三井造船昭岛研究所

“GAS AGILITY”
照片来源 : 鹿特丹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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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Challanger（风之挑战者）是一个产学合作项目，目的是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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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船只

对方船只

己方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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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Development

“FOCUS”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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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 Bulk Transport

干散货船服务

我们运输铁矿石、煤炭、木片、生物燃料等资源以及肥料、谷物、水泥、盐、钢材等半成品及成品，涉

及多种多样的干散货。公司的服务对象不仅局限于需要大量进口各种资源的日本，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

分工的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干散货运输调配也越来越频繁。

商船三井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船队，旗下的干散货船业务既有可应对各种货物运输的通用型散货船，也

有设计和建造时考虑到特定货物的特性以及装货港 / 卸货港实际情况的各种专用船，以便满足不同客户

的需求，提供稳定优质的运输服务。齐备从小型至大型的丰富多样船型，灵活应对世界各地的各种贸易，

提供优质的运输服务。

随着国际上对船舶废气排放的管制加强，商船三井还积极研发使用比传统柴油更环保的 LNG 作为燃料

的新一代燃料船。

用世界最大规模的船队，运输世界各地的资源

好望角型船“AWOBASAN M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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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esize
100K dwt -

Panamax
65-100K dwt

Handymax
40-65K dwt

Handysize
10-40K dwt

根据要运输的货物量和停靠港口的规模等，干散货船有各种各样的种类和大小。

在运输以铁矿石、煤炭为代表的各种货物的干散货船中，好望角型船的船型最大，由于在 2016 年拓宽巴拿马

运河前无法通过该运河航行，只能经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来往太平洋和大西洋，因而获得此名。其

中还有 VLOC(Very Large Ore Carrier)这种船如其名的“超大型矿石运输船”，为了装载更多沉重的铁矿石而

把船身做大的同时，船舱设计得较为狭窄便于装卸货。

巴拿马型船是巴拿马运河拓宽前能够通过的最大尺寸的船型。长 900ft（约 274m），宽 106ft（约 32m）以内，

与大灵便型散货船同样是适合从墨西哥湾出发经由巴拿马运河向亚洲运输谷物类货物的船型。

大灵便型散货船、灵便型散货船装有装卸设备，在没有设备的港口也可以进行装卸，几乎能够自由出入世界上

所有的港口，由于其极高的便利性而有了“灵便”这样的称呼，用于运输谷物、稀有金属、钢铁制品等与好望

角型船和巴拿马型船相比运输批量较小的各种干散货。除此之外，还有木片船、水泥船、重货船等针对特定货

物的多种专用船。

各种各样的干散货船 船型分类和主要运输货物

铁矿石 煤  炭

※dwt : 载重吨位(Deadweight tonnage) 

主要谷物
(小麦、玉米、大豆)

小宗散货
矿物、金属、农产品、
肥料、钢铁产品、木片等

木片装卸

钢材装卸 好望角型船 卸货 木片船“SOUTHERN STAR” ※在各航海中，还有表中所示以外的船型、货物组合。

煤炭装卸

灵便型散货船“DYNA CRANE”木片船“SOUTHERN TREASURE”

投入到航海中的船型取决于客户想要运输的批量。运输批量根据运输货

物的需求量、装卸地的入港限制等而改变，因此需要配合这些条件选择

最适合的船型，但每种货物一般运输的批量都有大致倾向。右表展示了

货物和船型的标准组合。

干散货船的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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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Transport

能源运输服务
运输实绩丰富，为能源的稳定供应做出贡献。

在世界能源需求多样化的进程中，商船三井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运输船队，发挥自身丰富的运输实绩和技

术诀窍，作为能源运输专家在全球开展业务活动。在需要高度技术实力的原油和LNG（液化天然气）等能

源运输领域，商船三井致力推进船队整备和船员的教育/训练，在硬件及软件两方面构筑起安全航行体

制，为向世界各地稳定供应能源做出贡献。此外，本公司还积极开拓FSRU（浮式LNG储存和再气化设

备）和FPSO（浮式海洋油气生产储卸设备）等海洋事业，充分灵活运用我们在能源运输方面取得的丰富

实绩，积极开展事业。

超大型油轮（VLCC）“KAZ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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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艘大型乙烷专用船“ETHANE CRYSTAL”

LNG船“LNG PIONEER”

成品油轮“GARNET EXPRESS”

超大型油轮（VLCC）“EAGLE TRADER”

油送船 L N G 船

商船三井拥有被称为 VLCC（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20万吨以上）的大型油轮以

及被称为阿芙拉型的中型油轮，为全球原油的稳定供应做出贡献。另外，我们还拥有能满足

货物特性的多种船队，如运输轻油和石脑油、汽油等石油精制品的成品油轮、负责运输液体

化学品的化学品船和甲醇运输船等。甲醇作为一种能够降低氮氧化物 (NOx) 和硫氧化物

(SOx) 排放量的环保燃料而备受关注，我们也正引入能够切换使用甲醇燃料的机器等，领先

其他公司推进应对前沿技术。为了实现专业性较高的原油及石油精制品运输，通过在集团内

建立一家专门运营货船的船舶管理公司，归集货船的船舶管理经验技术，致力提高顾客服务

质量和贯彻安全高效的运输。此外，在自营的培训设施中进行集货船航运和装卸货经验技术

为一体的船员教育及训练，同时还设置有实践性质的培育体系，让船员从实习阶段就实际搭

乘货船受训。

液体货物运输专家
LNG（液化天然气）是一种环保、绿色能源，世界各国对LNG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商船

三井自1983年参与LNG运输以来，积累了许多技术经验和实绩，在LNG船的保有、管

理、航运方面，市场占有量雄踞世界顶级水平。2018年更是作为开拓北冰洋航线的首家日

本船公司，为俄罗斯的亚马尔LNG项目开始运营破冰LNG船，致力开展最前沿的探索。商

船三井设立了LNG船专门的船舶管理公司，在东京、伦敦、香港、雅加达、马斯喀特（阿

曼）和阿尔泽（阿尔及利亚）这6个地点进行船舶管理，通过较高的运输技术水平和业务熟

练的人才来保证船舶安全航行。

商船三井拥有并运营担任LPG（液化石油气）运输的LPG油轮，2016年充分利用在LNG

船、LPG船两个领域获得的丰富经验和技术，与印度瑞恩公司进行战略合作，进军世界首

个以大型液化乙烷专用船进行的运输事业。

为了满足今后预期继续扩大的液化气运输需求，本公司将继续努力提供安全而切实稳妥的

海上运输服务。

以实现稳定运输为目标，满足日益增加的清洁能源需求

全球首艘搭载了甲醇燃料主机的甲醇运输船“TARANAKI SUN” 本公司首艘破冰LNG船“VLADIMIR RUSA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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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三井正在通过大三商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三商”）开展亚洲首例Service Operation 

Vessel（以下简称“SOV”）事业，该公司是我们与台湾多年商业合作伙伴大统海运组建的合资公司。

2020年4月，大三商与世界屈指可数的海上风力发电企业丹麦Ørsted A/S（以下简称“Ørsted公司”）

的100%控股子公司Ørsted Taiwan Limited.签订了SOV的定期租船合同，并与挪威造船所VARDGroup 

A/S的100%控股子公司VARD Singapore Pte. Ltd之间就向该合同投入的新造SOV的建造事宜签订了造

船合同。

在海上风力发电场开发最为盛行的欧洲，SOV是已经普及的、特别用于支援维修保养作业的专用船。而

以海上风力发电事业有望取得进展的台湾等为核心，预计今后SOV在亚洲的需求也会扩大。

该船预定在2022年上半年度竣工，其后，面向Ørsted公司在台湾台中海域推进开发的大彰化海上风力

发电场，实施维修保养支援业务（合同规定最长20年）。 

通过发挥我们迄今为止与大统海运携手培育的台湾地区商务经验和海

上技术诀窍，以及与海上风力发电领域全球最大的企业Ørsted公司

构建起全新关系，寻求进一步加强旨在减轻环境负荷的业务。为此，

我们将会在本公司集团上下总体致力推进和培养的“环境和零排放事

业”当中，迈向全新的事业领域。

开展“亚洲首例SOV事业”
～就面向台湾海上风力发电场的维修保养支援业务签订定期租船合同以及造船合同～

商船三井正在推进建造亚洲最大的12,000m3型LNG燃料供应船，该船将在全球最大燃料供应基地新加

坡投入运营。

2019年2月，本公司与新加坡的政府背景能源公司Pavillion Gas Pte Ltd（以下简称“PGPL公司”)之

间，签订了LNG燃料供应船的长期租船合同。该船预定在2021年交付给PGPL，并将作为新加坡第2艘

LNG燃料供应船开始投入服务。

除了本项业务以外，本公司还分别在2018年2月和2019年12月（各一艘），与Total Marine Fuels 

Global Solutions签订了世界最大的18,600m3型LNG燃料供应船的长期租船合同。第1艘面向北欧，

第2艘则预定在法国提供服务。第2艘将成为法国首例大型LNG燃料供应船事业。

关于作为船舶燃料的LNG，随着2020年1月开始加强船舶硫氧

化物（SOx）排放控制，预计其需求将在世界范围迎来增长。

为了降低环境负荷，今后我们也将推进相关项目，继续完善

LNG燃料供应基础设施，致力普及LNG燃料船。

建造LNG燃料供应船
～与新加坡的政府背景能源公司Pavilion Gas签订LNG燃料供应船的长期租船合同～

2019年3月，亚洲最大的FSRU企业商船三井和世界最大的发电船企业土耳其Ka rpowe r 

International B.V.公司（以下简称“Karpowership公司”），就使用“KARMOL”这一品牌名称构建

LNG发电船事业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合意。

以KARMOL品牌开展的LNG发电船事业的机制是，将FSRU（浮式LNG存储及再气化装置）与发电船

组合起来，利用FSRU对LNG进行再气化并输送给发电船，发电船接收后进行发电。与在陆上完善发电

基础设施相比，该LNG发电船事业可抑制初期投资，并能实现短交付期的LNG发电，从而能够在灵活应

对客户电力需求的同时，提供具有成本竞争力的电力。此外，与以往燃用柴油的发电设备相比，有望降

低环境负荷。

世界首艘LNG发电船 以KARMOL统一品牌进发
～商船三井和Karpowership面向莫桑比克开展LNG发电船事业～

商船三井充分活用在LNG船和油轮的能源运输领域中积累的经验，积极参与到今后有望进

一步成长的事业当中。并非以运输为目的，而是让船只漂浮在特定的地点进行利用的

FPSO（浮式海洋油气生产储卸设备）和FSRU（浮式LNG储存和再气化设备）是商船三井

的代表性海洋事业。

2010年参与到FPSO事业以来，目前我们在巴西沿岸参与了9个项目，在加纳海岸参与了1

个项目，在墨西哥参与了1个项目。此外，我们于2014年参与了由FPSO等海上石油生产

储油卸油设备向陆地上的石油加工厂运输原油的穿梭油轮事业，2016年参与了进行海底石

油、气田的海底设备的安装/维护/修理/拆除作业的海底支援船事业，2017年参与了海上

风力发电设备安装船事业，并于2020年签订了面向海上风力发电场的Service Operation 

Vessel的定期船舶租赁合同。

此外在FSRU方面，亚洲造船公司首个FSRU于2017年竣工，目前在土耳其运营，计划从

2021年开始投入香港的长期合同业务。在印度尼西亚，除了与大型LNG火力发电站整合

的FSRU正在准备投入运营外，印度的项目也预定于2021年启动。最近，我们正与欧洲燃

气、电力巨头Uniper公司联手，推进德国首个LNG海上接收基地的业务落地。

此外，我们凭借迄今为止积累的LNG船及FSRU的经验和实绩，于2019年与土耳其的发电

船运营商Karpowership公司联合启动了FSRU和发电船相结合的LNG发电事业。继最初

在东非莫桑比克的发电船计划之后，我们正积极致力于扩大本公司的海洋事业。

在范围广阔的海洋商务领域挑战新事业

“FPSO CIDADE DE CARAGUATATUBA MV27”
   照片来源：三井海洋开发

海底支援船“SKANDI SANTOS”

作为在KARMOL品牌之下开展的第一波LNG发电船事业，2019年8月KARMOL宣布，将在莫桑比克联

合开展世界首例LNG发电船事业，并联合持有和运营FSRU及发电船。发电输出的电力，计划将通过陆

上的输电设备向莫桑比克的国营电力公司Electricidade de Moçambique（以下简称“EDM”）供

应。该项目的选址场地纳卡拉，目前是以发电船使用柴油发电。按照与EDM的协议，FSRU抵达后将转

换为LNG发电。KARMOL的LNG发电船解决方案，将为在经济急速成长下对廉价稳定电力需求日益增

长的莫桑比克人们带来稳定的电力供应，与此同时，LNG发电船亦会成为使用莫桑比克国内生产的LNG

的重要设备。

本公司和Karpowership公司将把各自培育的知识和见解融汇组合，在KARMOL的品牌之下，今后继续

面向全球提供具有成本竞争优势的强大解决方案——LNG发电船事业方案。

FSRU 发电船

LNG的运输、供应

STS Operation

LNG FSRU

承购商

LNG的接收、储存、再气化、
向发电船输送天然气 天然气发电、向陆上设备送电 送电、供应

Pipeline

向集装箱船供应LNG燃料的示意图

Service Operation Vessel的
外观示意图

变电站发电船

2017年10月竣工的“MOL FSRU CHALLENGER”

海洋事业

商船三井的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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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SO CIDADE DE CARAGUATATUBA MV27”
   照片来源：三井海洋开发

海底支援船“SKANDI SANTOS”

作为在KARMOL品牌之下开展的第一波LNG发电船事业，2019年8月KARMOL宣布，将在莫桑比克联

合开展世界首例LNG发电船事业，并联合持有和运营FSRU及发电船。发电输出的电力，计划将通过陆

上的输电设备向莫桑比克的国营电力公司Electricidade de Moçambique（以下简称“EDM”）供

应。该项目的选址场地纳卡拉，目前是以发电船使用柴油发电。按照与EDM的协议，FSRU抵达后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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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莫桑比克人们带来稳定的电力供应，与此同时，LNG发电船亦会成为使用莫桑比克国内生产的LNG

的重要设备。

本公司和Karpowership公司将把各自培育的知识和见解融汇组合，在KARMOL的品牌之下，今后继续

面向全球提供具有成本竞争优势的强大解决方案——LNG发电船事业方案。

FSRU 发电船

LNG的运输、供应

STS Operation

LNG FSRU

承购商

LNG的接收、储存、再气化、
向发电船输送天然气 天然气发电、向陆上设备送电 送电、供应

Pipeline

向集装箱船供应LNG燃料的示意图

Service Operation Vessel的
外观示意图

变电站发电船

2017年10月竣工的“MOL FSRU CHALLENGER”

海洋事业

商船三井的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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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Transport

产品运输服务
通过高度的网络和高质量的服务来应对多样化的运输需求

以新兴国家经济增长和生产基地海外转移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不断增加的全球物流量。商船三

井以全球性的服务网络提供工业产品、一般消费品及汽车等的产品运输服务。在汽车滚装船运输方面，我

们作为拥有超过半世纪实绩的先锋，以准确应对多样化的汽车厂家运输需求和物流模式的服务为优势，开

展陆运、沿岸运输、港口运营等紧贴地区的高质量综合性服务。在集装箱船服务方面，经日本三大船公司

整合业务后诞生的Ocean Network Express(ONE)于2018年4月开始投入服务。力求以世界屈指可数

的船队规模和宽广的网络加强服务。此外，在提供物流服务时充分发挥我们的海运经验和集团各公司的功

能，应对多样化的物流需求。

新一代汽车滚装船FLEXIE系列1号船“BELUGA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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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从日本向海外出口汽车的旺盛需求，商船三井于1965年开启了日本首艘汽

车滚装船的运营。自此以后，我们作为汽车运输的先驱者，以全集团100艘航船船

队开展安全而稳定的运输服务，准确应对了全球化不断深化环境下汽车厂商的需

求。最初的汽车滚装船只能装载1200辆车，如今已经设计为可以装载从一般的乘

用车到建设机械等所有可以自动行进的货物，如果按小型车换算，一次最多可以运

输6,800辆汽车。此外，以减轻风阻和采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举措为代表，我们积

极致力于降低船舶的环境负荷。众所周知，商船三井运营的汽车滚装船均以

“ACE”命名，因此“ACE”这个名称也被载入了对环境和新技术“先进性”探求

的史册中。“MOL ACE（MOL Auto Carrier Express）”这一统一商标不止是一

种传统，也表明了我们要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更大发展的决心，商船三井在该商标的

旗帜之下，向世界各地扩展业务。

汽车运输的先行者

MOL ACE (MOL Auto Carrier Express)

套房 狗狗活动场地

轮渡“向日葵 富良野” 滚装船“BUZEN”

LNG燃料渡轮（示意图）

汽车滚装船“DUGONG ACE”

汽 车滚装船
轮渡“向日葵 萨摩”

轮渡及内河航运

作为适合长距离、大容量运输的运输模式，轮渡充分发挥了自身特征，

通过停靠日本国内的重要港口城市，在工业原料、工业产品以及食品等

的运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北至苫小牧（北海道），南到志布志（鹿儿

岛），在日本全国范围展开连接日本各地的海上网络。作为有助于减轻

陆上运输压力“Modal shift”的中坚力量，商船三井集团轮渡及内河

航运滚装船事业的重要性将日益提升。

日本国内物流的大动脉

每年有超过 110 万人次的游客选择乘坐商船三井集团的轮渡。轮渡上

设有不同类型的客房以及餐厅、瞭望浴室和瞭望甲板等丰富多彩的公共

活动空间。我们用心提供任何人都可乐在其中的自在放松、精致优质“休

闲轮渡之旅”，致力让游客能够更轻松地体验如同邮轮般的优雅船旅。此

外，我们已决定在日本首家建造 2 艘 LNG 燃料渡轮，并预定于 2022 年

末至 2023 年上半年，在别府～大阪航线依次投入运营。由此，与以往相

比二氧化碳可减排 20%，从而兼顾到客户需求及实现优异的环境性能。

提供悠闲的海上之旅“Casual Cr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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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 Logistics 荷兰办事处及仓库

商船三井的物流事业网络遍布世界26个国家、123个城市、239家机构，通过商船三井物流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宇

德、MOL Consolidation Service等各集团公司富有特色的功能，向顾客提供航空 / 海上 / 陆上运输、报关、仓

储、验货、重货运输、买方集运拼箱等多种物流服务。近年来，本集团在东南亚和非洲等今后经济有望成长的地区开

拓网点，并加强服务。

商船三井物流株式会社积极开拓新兴地区，2019年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开设常驻网点。并于同年在沙特阿拉

伯、2020年在孟加拉国分别签订了新代理商合同。

此外，将无船承运人（NVOCC）事业统括公司“MOL Worldwide Logistics Ltd.”作为商船三井集团的件杂货运

输事业重心，致力扩大无船承运人事业。

今后我们也将作为综合物流服务提供商响应顾客需求，力求成为顾客的最佳物流合作伙伴之选。

汇聚集团网络的综合物流服务

航空货物装载作业

TraPac 洛杉矶港（美国）

商船三井集团为了应对重货和大型货物运输中的广泛需求，在2015年设立

了统一品牌“MOL Project & Heavy Cargo”。除了网罗各种船型的最佳

运输，还提供包含装箱、沿岸 / 陆上运输、报关及安装在内的一站式服

务，并自2019年起进军风力发电物资领域，与集团公司在风力发电展等中

联合参展。此外，作为钢材重货的差异化商品，我们开发出全新加固系

统——MOL COILPOTER®，并于2020年开始扩大营销。

重货运输品牌“MOL Project & Heavy Cargo”

新港盖梅集装箱港（越南）

鹿特丹世界门户港(荷兰) 东京国际集装箱港

风车叶片陆上运输使用了MOL COILPORTER®
的钢材运输

集装箱船 港　口 物　流
集装箱船“ONE COMMITMENT”

Ocean Network Express(ONE)成立于，合并了商船三井、

日本邮船及川崎汽船的定期集装箱船事业、2018年4月，

ONE开始投入服务。通过合并日本三大船公司的事业，船队规

模达到156万TEU，位列世界第6位（截至2020年6月）。包

括以世界最大级别20,000TEU型船为代表的31艘超大型集装

箱船在内，我们运营的船队拥有212艘船舶，构建起超过全球

120个国家的广范围网络。

Ocean Network Express (ONE)

商船三井集团以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及神户这5地的集装箱

港口运营为首，在日本各地为汽车滚装船及其他当地货船提供装

卸货服务，开展综合性的港湾事业。并在海外的7处地方（美国3

处、越南2处、泰国1处、荷兰1处）运营着集装箱港。此外，我

们还以东南亚为中心，积极致力于集装箱货场事业。在各个设施

推进装卸设备的电动化或复合化，致力于既环保又安全的运营。

实现集装箱运输价值链
所需的自营港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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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 Logistics 荷兰办事处及仓库

商船三井的物流事业网络遍布世界26个国家、123个城市、239家机构，通过商船三井物流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宇

德、MOL Consolidation Service等各集团公司富有特色的功能，向顾客提供航空 / 海上 / 陆上运输、报关、仓

储、验货、重货运输、买方集运拼箱等多种物流服务。近年来，本集团在东南亚和非洲等今后经济有望成长的地区开

拓网点，并加强服务。

商船三井物流株式会社积极开拓新兴地区，2019年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开设常驻网点。并于同年在沙特阿拉

伯、2020年在孟加拉国分别签订了新代理商合同。

此外，将无船承运人（NVOCC）事业统括公司“MOL Worldwide Logistics Ltd.”作为商船三井集团的件杂货运

输事业重心，致力扩大无船承运人事业。

今后我们也将作为综合物流服务提供商响应顾客需求，力求成为顾客的最佳物流合作伙伴之选。

汇聚集团网络的综合物流服务

航空货物装载作业

TraPac 洛杉矶港（美国）

商船三井集团为了应对重货和大型货物运输中的广泛需求，在2015年设立

了统一品牌“MOL Project & Heavy Cargo”。除了网罗各种船型的最佳

运输，还提供包含装箱、沿岸 / 陆上运输、报关及安装在内的一站式服

务，并自2019年起进军风力发电物资领域，与集团公司在风力发电展等中

联合参展。此外，作为钢材重货的差异化商品，我们开发出全新加固系

统——MOL COILPOTER®，并于2020年开始扩大营销。

重货运输品牌“MOL Project & Heavy Cargo”

新港盖梅集装箱港（越南）

鹿特丹世界门户港(荷兰) 东京国际集装箱港

风车叶片陆上运输使用了MOL COILPORTER®
的钢材运输

集装箱船 港　口 物　流
集装箱船“ONE COMMITMENT”

Ocean Network Express(ONE)成立于，合并了商船三井、

日本邮船及川崎汽船的定期集装箱船事业、2018年4月，

ONE开始投入服务。通过合并日本三大船公司的事业，船队规

模达到156万TEU，位列世界第6位（截至2020年6月）。包

括以世界最大级别20,000TEU型船为代表的31艘超大型集装

箱船在内，我们运营的船队拥有212艘船舶，构建起超过全球

120个国家的广范围网络。

Ocean Network Express (ONE)

商船三井集团以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及神户这5地的集装箱

港口运营为首，在日本各地为汽车滚装船及其他当地货船提供装

卸货服务，开展综合性的港湾事业。并在海外的7处地方（美国3

处、越南2处、泰国1处、荷兰1处）运营着集装箱港。此外，我

们还以东南亚为中心，积极致力于集装箱货场事业。在各个设施

推进装卸设备的电动化或复合化，致力于既环保又安全的运营。

实现集装箱运输价值链
所需的自营港口业务

22 23Product Transport Product Transport



拖轮事业是指使用拖轮（拖船）支援港口的船舶靠/离岸、大型货

船的进路警戒等。

近年来，随着电力和燃气等能源需求量增长，以LNG为核心的能

源原料的进口量开始增加，这些原料的进口基地也相继增设或新

设，因此针对拖轮作业，在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对相关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

商船三井为了切实响应顾客的这些需求和减轻环境负担的需求，通

过集团公司依次引入以西日本首艘LNG燃料动力拖船“ISHIN”为

代表的新型拖轮，致力完善船队。此外还致力于完善设备、提高拖

船船员技术以及安全教育，构建起能够实现无事故、无灾害完成业

务的态势。 

准确为巨型轮船和危险物装载船
进行拖带护航 

就房地产事业而言，DAIBIRU株式会社在东京，大阪及札幌的副

中心地区拥有30栋办公楼、商业楼及酒店楼并开展租赁事业。基

于多年的信赖和丰富的经验，响应各种各样的租户需求，还积极致

力于陈旧楼房的彻底翻新工程等，一直追求营造更舒适的办公环

境。此外，在越南胡志明市和河内市内拥有办公大楼，在澳大利亚

悉尼于2020年建成了新的大厦。我们在日本积累的商业大楼经营

经验，也正施展于海外。

就商社部门而言，商船三井Techno-Trade株式会社正在销售船舶

使用的燃油和润滑油，并销售各种设备、资材、零部件及通信类机

械和材料。还致力于销售可改善船舶螺旋桨推进效率的螺旋桨毂帽

鳍（PBCF）、压载水处理

装置、废弃物减容机等环保

型商品，以及运用ICT支援

安全航行的商品。

从“海运”派生出的
多样经营领域

Associated Businesses

LNG燃料动力拖船“ISHIN” DAIBIRU主楼　大堂（内景） 新DAIBIRU大楼

PBCF

相 关 服 务 事 业
以海运为中心，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的多样化周边事业 

凭借着130余年的海运服务，商船三井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知识。这种积累不仅带动了拖船业、陆运

业、仓储业、海事咨询服务业等海运相关行业，还促进了旅游、办公楼租赁、不动产管理，乃至到

金融及财务、商事、保险、信息系统、国家石油储备事业配套措施、海图销售等多种服务的发展。

从既有事业中诞生出新的事业，这些周边产业群可以称为商船三井精神的结晶。

在邮轮业务方面，从可轻松出游的一夜邮轮，到环绕日本列岛一周

的邮轮之旅及海外邮轮之旅，商船三井客船株式会社的服务内容丰

富多彩，有多种主题可供顾客选择，比如航海天数，停靠地等。

顾客可以在海上度过一段悠闲时光，并享受利用时令食材和停靠地

特产精心炮制的顶级料理。我们的邮轮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

百年的积累和传统造就了这般“美味和自在”并存的时光。

2020年9月，为迎接日本丸号迎来投入运营30周年，于2020年

春天进行了耗时约50天的翻新工程，经过全新升级的邮轮，既保

留了优良传统，又能让顾客享受更舒适的服务。

用真心诚意的服务，
带给您宾至如归的感受

邮轮“日本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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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MOL
1878
●铁质蒸汽船“秀吉丸”开始了三池炭
的海外运输（口之津-上海）。

1884
●大阪商船成立。

●建造高速货轮“畿内丸”，开
始面向纽约提供快航服务。
横滨-纽约间的航行时间仅为
25天17小时30分钟，与当
时较好货船的平均所需时间
（35天）相比，有了大幅度
的提升。

1930

1939
●建造“阿根廷丸”和“巴西丸”。这两
艘极具代表性的客货滚装船集当时日
本造船技术之大成，服务于南美航线。

●三井物产将船舶部独立出来，
成立三井船舶。

1942

●世界首艘可通过指挥室操
纵主机、由轮机控制室对轮
机部分进行监控的自动化船
舶“金华山丸”竣工。船员
人数由额定的52人减少到
38人。

1961

1964
●通过大型合并，日本的海运公司缩减
为6家。大阪商船与三井船舶合并成
立大阪商船三井船舶，日东商船与大
同海运合并成立Japan Line，山下汽
船与新日本汽船合并成立山下新日本
汽船。

●日本首艘汽车运输专用船“追
滨丸”投入运营。 

1965

●大阪商船三井船舶、Japan Line、山下
新日本汽船在日本-加利福尼亚航线上分
别投入了全集装箱船“美国丸”、
“JAPAN ACE”和“加州丸”。

1968

1984
●LNG船“泉州丸”投入运营。 

1989
●日本首艘真正意义上的远洋邮轮“富士丸”投
入运营，拉开了豪华邮轮时代的大幕。

●Japan Line与山下新日本汽船合并，Navix 
Line成立。

●远洋邮轮“日本丸”投入运营。 
1990

1999
●大阪商船三井船舶与 Navix Line合并。
　商船三井成立。

2 000
●制 定环境宪章。

●在马尼拉设立船员培养学校。
1993

●加入The Global Alliance
（全球联盟，TGA），开始
集装箱船国际战略合作。

●首艘双壳化VLCC
“ATLANTIC LIBERTY”
竣工。

1995

2010
●开设新“技术研究所”。 

2013
●开始“CADET”training（2009实
习生训练计划）。

2009
●发布新时代船舶构想“船
舶维新”计划。 2014

●公司创立130周年。

2012
●混合动力型汽车滚装船
 “EMERALD ACE”竣工。 

2015
●作为外籍船公司首次参与
在中国建造LNG船舶项
目，第一艘船“PAPUA”
竣工。

2017
●世界最大级集装箱船
 “MOL TRIUMPH”投入运营。

●世界最大的FSRU 
 “MOL FSRU CHALLENGER”竣工。

2019
●LNG燃料动力拖船“ISHIN”竣工。
●汽车滚装船“BELUGA ACE”荣获
“年度船舶(Ship of the Year)”2018
大奖，轮渡“向日葵 萨摩” “KIRISHIMA”
荣获大型客船部门奖。

●设立旨在推进零排放EV船开发和促
进普及的共同出资公司。

●Wind Challanger（风之挑战者）
取得设计的原则性批准函。

2016
●除了搭载有可应对甲醇和柴油两种
燃 料 的 发 动 机 的 甲 醇 运 输 船
“TARANAKI SUN”以外，还有
两艘船舶竣工。

●世界首艘大型乙烷专用船
“ETHANE CRYSTAL”竣工。

●“船舶维新NEXT～ MOL SMART 
SHIP PROJECT～”启动。 

2018 Part 1
●新一代汽车滚装船FLEX IE系列
“BELUGA ACE”竣工。该系列
荣获2018年度好设计奖。

●定期集装箱船事业整合新设公司
Ocean Network Express(ONE)
开始营业。

●本公司的破冰型LNG船从俄罗斯亚
马尔半岛东绕北冰洋（经由白令海
峡），向亚洲运输。

2018 Part 2
●在菲律宾开设自营商船大学MOL 
Magsaysay Maritime Acade-
my。

●日本国内首家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
绿色债券——商船三井 B l u e 
Ocean环境债。

2001
●制定集团企业理念。

2003
●公司总部及船队获得
ISO14001认证。

2007
●在公司总部内设立安全航行
支援中心。

●制定商船三井集团标志。

●世界最大级铁矿石船
 “BRASIL MARU”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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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制定集团企业理念。

2003
●公司总部及船队获得
ISO14001认证。

2007
●在公司总部内设立安全航行
支援中心。

●制定商船三井集团标志。

●世界最大级铁矿石船
 “BRASIL MARU”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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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大局观，创造未来。 
领先于时代需求，开拓全新事业机遇。
为实现公司的进一步成长，致力孕育创新。

打造强有力的组织
相互尊重，创造自由阔达的氛围。
共享知识、经验、技术及海上技术力，培养接班人。

走正道
坚持注重合规，
行动时遵守社会规范和企业伦理道德。

以 “自律自责” 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
即使直面难题，也秉持当事人意识，
在与相关人员协调的同时，自行推进解决。

回应顾客的信赖
提供世界最高水准的安全和服务。

CORPORATE  PRO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