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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旭化成集团的使命，就是无论任何时代，都要为全球大众孕育“生命”、为实现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尽最大努力。

秉承自创业以来不曾改变的为人类做贡献的集团精神，为大胆迎接下一个时代，

我们持之以恒，不断畅想明天 构筑未来。

（人工皮革）

（聚甲醛树脂）

（聚苯乙烯树脂）

租赁

07 纸尿布
（纺粘型无纺布、高端弹性纤维）

生活中的旭化成 塑料容器
（聚乙烯树脂）汽车内装材料

（人工皮革）

（锂离子电池隔膜、铅蓄电池隔膜）

（锂离子电池隔膜、

旭化成集团的技术和产品，从独栋住宅“Hebel Haus™”、

食品包装用保鲜膜“旭包鲜™”这类贴近日常生活的产品，

到使生活更加舒适的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电子零部件、用于

汽车零部件和内装材料高功能材料、支撑大众生命的医药

品和 AED，活跃在生活的各个场景中。

车载电池材料

智能手机、便携电脑材料 · 零部件

、

运动鞋
（热塑性弹性体、合成橡胶）



新的挑
战

国际化
进展

推动多
元化

作为综
合化学

企业成
长起来

创业

旭化成集团为满足时代的要求与需求，积极推动业务转型。

同时，针对社会与环境问题，积极通过产品和服务提供解决方案。

满足时代需求，
多元化与挑战的发展史

1931
开始生产铜氨丝“宾霸™”

1960
开始销售“旭包鲜™”，
进军树脂产品领域

1968
山阳石油化学株式会社
成立，进军石油化学领域

1971
旭化成美国公司成立

1974
旭医疗株式会社成立，
开始生产人工肾，
进军医疗器械领域

2013
环保型轮胎合成橡胶（S-SBR）
的新加坡工厂启动

乙烯中心（1972 年建成）

1957
开始生产聚苯乙烯，
进军合成树脂领域

1959
开始生产腈纶纤维
“Cashmilon™”，
进军合成纤维领域

1967
开始生产轻质加气混凝土
“Hebel™”，
进军建材领域

1978
取得口服抗癌药
“Sunfural™”
的生产许可，
进军医药品领域

1983
旭Microsystem株式会社
成立，进军LSI领域

1972
开始销售独栋住宅，
进军住宅领域

第1栋“Hebel Haus™”

2018
收购圣哲（美国）
强化汽车内装材料业务

2015
收购美国博力通集团公司，
加强电池隔膜业务

1922
旭绢织株式会社成立
（旭化成创业）

日本首次 casale
法化学合成氨取
得成功

1923
氨生产设备

2000
收购欧美树脂制造商
Thermofil Inc.，
强化复合塑料业务

2007
旭化成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成立

2016
业务控股公司制启动
旭化成欧洲公司成立

2020
收购 Veloxis 
Pharmaceuticals Inc.
（美国），强化医药业务

2022
创业 100 周年

2012
收购美国卓尔医学产品公司，
进军急救医疗领域

1976 旭化成建材株式会社成立

1972 旭化成住宅株式会社成立

2003 旭化成制药株式会社成立

2003 将清酒·合成酒相关业务转让给OENON控股株式会社

2002 将烧酒·低酒精饮料业务转让给朝日啤酒株式会社
及 NIKKA WHISKY 株式会社

1999 将食品业务转让给日本烟草产业株式会社

1949
1952

股票在东京、大阪及名古屋各证券交易所的市场第一部上市

与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合资成立旭陶氏株式会社延冈氨绢丝株式会社合并日本宾霸绢丝株式会社及
旭绢织株式会社，公司名称变更为“旭宾霸绢丝株式会社”

1931
1933

延冈氨绢丝株式会社成立 〈本公司成立〉

1982
1988

1990
1992

2001

合并旭陶氏株式会社，强化合成树脂业务

北京事务所成立

开始向锂离子二次电池领域销售电池隔膜“Hipore™”

与东洋醸造株式会社合并，强化医药·医疗业务，进军酒类领域

公司名称变更为“旭化成株式会社”

1995 上海事务所成立

1971

1976
19801962 开始生产丙烯腈

开始生产氨纶弹性纤维“络衣丝™”

株式会社旭化成 Textile 成立，强化纺织品业务

开始生产霍尔元件
旭宾霸绢丝株式会社合并日本氮火药株式会社，
公司名称变更为“日氮化学工业株式会社”1943

1946 公司名称变更为“旭化成工业株式会社”

2003
2016

开始实施分公司·控股公司制

旭化成集团 材料 住宅 健康

我们旭化成集团，致力于为全球大众的“生命”
与“生活”做贡献。

「诚实」一视同仁，以诚相待。

「挑战」勇于挑战，自身也不断变化。

「创造」通过凝聚力和融合性，创造新的价值。

集团使命

集团价值

通过实现“健康舒适的生活”和“与环境和谐共存”，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集团愿景

1964 纽约（美国）、汉堡（德国）事务所成立

1964 开始生产合成橡胶



材料领域

气体传感器
CO2 浓度是显示室内空气质量是否
放心的指标。有助于换气、空调系统
的节能运行。

源自棉花，拥有美丽的光泽和高吸湿
性，广泛应用于从高级西服的里布到
功能内衣、民族服装等多个领域。

铜氨纤维 宾霸™

源自聚乙烯的人工皮革，发挥其柔软、
滑爽的触感和高级面料感的优势，应
用于汽车内饰和高级家具等领域。

人工皮革

拉慕思

应用于锂离子电池、汽车和家电等
领域。

各种工程塑料、
发泡珠粒 Sunforce

活用全球顶级的食盐电解系统技术，
作为 NEDO* 业务的一环，在福岛氢
能源研究站（FH2R）开发全球最大
规模的 10MW 级碱水电解系统等，
致力于制氢技术的实用化开发。
* 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新能源产业技术
　综合开发机构

FH2R 碱水电解槽

感光性干膜Sunfort™
用于高功能化和高附加值化不断升
级的印刷配线板等的电路形成。

起到绝缘体的作用，除便携式设备
等民用领域外，及能源存储领域的需
求也在逐渐扩大。

锂离子电池隔膜

Hipore™Celgard™
在音频市场拥有30多年的骄人业
绩，追求所有关于“声音”的技术，
为汽车和智能手机等多个领域提供
产品。

音频·语音LSI

广泛应用于便携式设备的步行导航
系统，在全球拥有较高市场份额。

电子罗盘

环境解决方案业务

移动&产业业务

推进 CO2 回收技术、清洁能源绿氢相关产品和技术的

研发，例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石化业务，着眼于碳中和

社会中理想新能源的储能相关产品和服务等。此外，在

肩负起整个旭化成集团的能源政策的同时，还致力于

CO2 减排等环保技术的升级。

生活革新业务

在以下两个领域发挥产品齐全的竞争优势，开展全球业

务。 通过电子元件和电子材料满足数字社会需求的“数

字解决方案”领域；为实现健康舒适的生活提供产品和

服务的“舒适生活”领域。

以汽车用途为主，集结旭化成集团的产品和技术，提供

革新型材料和解决方案，目的是助力实现安全舒适的新

一代移动社会，解决包括汽车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所面

临的课题。

■烧碱、丙烯腈（AN）、氢化碱、乙腈、甲基丙烯腈（MAN)、
　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丙烯腈树脂“帝尔培特™”、
　苯乙烯单体（SM）、聚乙烯“Suntec™”、“Sunfine™”、 
　聚苯乙烯“PSJ- 聚苯乙烯™”
■合成橡胶、热可塑性弹性体
■食盐电解系统（离子交换膜、电解槽、电极等）、
　中空纤维过滤膜“Microza™”
■锂离子电池隔膜“Hipore™”·“Celgard ™”、
　铅蓄电池隔膜“戴瑞米克™”

■感光性聚酰亚胺前体“Pimel™”、
　感光性抗蚀干膜“Sunfort™”、
　感光性树脂“APR™”·“AFP™”·“AWP™”
■UVC（深紫外） LED“Klaran™”
■LSI（半导体集成电路）：音频 · 语音 LSI、
　产业 / 机械用 LSI、高周波用 LSI、汽车用 LSI、电子罗盘
■传感产品：霍尔元件 ·IC、电流传感器、气体传感器、
　测距传感器、旋转角传感器、红外线传感器、开关传感器
■铜氨纤维“宾霸™”、高端弹性纤维“络衣丝™”、
　防粘型无纺布“安达司™”
■“旭包鲜™”、“Ziploc™”、“Cookper™”、“Frosch™”
■医药·食品添加剂微晶纤维素“Ceolus™”
■爆炸复合板“BA Clad™”、粘结锚栓“AR 化学锚栓™”

■人工皮革“拉慕思™”
■尼龙 66 纤维“雷鸥娜™”
■工程塑料“雷鸥娜™”·“铁耐克™”·“采龙™”、
　发泡珠粒“Sunforce™”、成型机清洁剂“爱塑洁™”
■己二酸、环己醇
■聚氨酯涂料硬化剂“多耐德™”

旭化成电子业务

阻隔性、密封性、耐热性出色。自问世
起历经 60 多年，成为日本家喻户晓
的国民品牌。

家庭用食品包装膜 旭包鲜™



除轻质加气混凝土（ALC）的顶级品牌“Hebel™”

外，还提供最适合节能住宅的酚醛隔热材料“Neoma 

Foam™”、基础桩、结构资材等能够满足高端需求的

解决型产品及相关服务。以追求优质空间为主题，为

创造连接未来的新价值，不断改良和革新。

租赁住宅

在旭化成的膜分离技术的基础上研发
而成，用于人工透析的中空纤维型人工
肾（透析器、血液透析过滤器）。

具有高度防灾性、居住性、可变性的独
栋住宅，持续守护居住人安心、舒适的
生活。

主要产品 ■除颤仪 :面向医务人员的除颤仪、自动体外式除颤仪
　“ZOLL AED 3、ZOLL AED Plus”、穿戴型自动除颤仪“LifeVest™”

■温度管理系统 :体温管理系统“Thermogard™系统”
■IT解决方案 :面向急救机构的基础系统“RescueNet™”
■人工呼吸机 :人工呼吸机“Z Vent™” 

穿戴型自动除颤仪

LifeVest™

业务涉及以“LONGLIFE（长寿出宅）”为核心的与

“生命”与“生活”相关的多种服务和产品。除了提供

能够让几代人持续居住的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以外，还

与建筑翻新、房地产流通、城市开发等外围业务结为

一体，使住宅的价值得以长久维持，提供真正富足的

生活平台。

老人租赁住宅“Hebel Village™”、
中高层楼宇“Hebel Buildings™”

租赁住宅

Veloxis Pharmaceuticals

“Envarsus XR™”

血浆分离器、腹水过滤器·腹水浓缩器

自動体外式除細動器

ZOLL AED 3

具备“实时按压反馈功能”的 AED。 穿戴型自动除颤仪，用于心脏猝死风险
高的患者是否适合植入除颤仪（ICD）
的判断和等待期。

提供以卓越的心脏复苏相关技术为基础开发而

成的急救医疗器械。

着眼于超老龄化社会，面向有自理能
力的老人，以城市为中心推出非护理
设施的租赁住宅。

面向老人的放心租赁住宅

Hebel Village™

通过坚持不懈的创新，为全球的医疗进步做贡

献，包括各种医疗仪器系统：应对慢性和急性

肾衰、神经疾病、疑难病症等亟待解决的医疗需

求；过滤产品：有助于提高输血用血液制剂的

品质；生产工艺产品：实现了位于开发最前端

的生物医药品等新药的安全高效生产。

中空纤维型人工肾 /血液透析过滤器

APS·VPS／ABH·v-era



Asahi Kasei R&D

01

02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一课题，在全球的各种场合被热议。旭化成集团以“Care for People，Care for Earth” （“思考人

类与地球的未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今后仍将为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正如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开发目

标（SDGs）所象征的那样，“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做贡献”、“持续性地提升企业价值”这两个良性循环是旭化成所致力的可持

续发展。

通过引进高度专业职制度，深耕并拓展核心技术，

通过培养专业团队开展数字转换。

1 强化多种核心技术

通过设置市场营销高级专业职位来培养人财和

强化数字营销力，继续创造新的客户价值。

2 强化市场营销功能

通过与学术机构及其他企业的共创活动，力争加

速推进开放革新。

3 推动开放革新活动

旭化成所致力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贡献活动趣闻

Asahi Kasei Sustainability

其他企业 学术机构

旭化成
集团

创建新业务的思路
“多种核心技术”×“市场营销功能”×“开放革新”

了解研究·技术职位的工作”系列活动，培养年
轻一代对理工科的兴趣。

为了保护地区安全免受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
响，通过植树造林等活动，为维护地区的公益
功能做贡献。

旭化成的田径部·柔道部产生了很多奥运选手，
通过体育积极进行社会贡献活动。

创造新价值

研发投资
研发费用的变化 研发费用的明细

提供: 每日新闻

旭化成集团根据被列为研发对象的业务领域的新颖性和成长性，分别设有横跨集团的致力于开拓中长期课题的集团 R&D

和深挖各现有业务发展所需课题的 R&D。此外，通过对创业公司的战略性投资和 CVC（企业风险投资）等方式，积极借助

外部资源，力求创建凸显本集团特有的多样性的新业务。

(亿日元)

857 897

2017

901 910

2018 2019 2020

987

2021

集团

14%

健康

48%
住宅

4%

材料

34%（2021年度）
987



中国

Asahi Kasei Network
● 旭化成株式会社北京代表处

● 旭化成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 旭化成医疗科技（张家港）有限公司

● 森织汽车内饰（武汉）有限公司

● 博力通（上海）隔膜制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 旭化成塑料（常熟）有限公司

● 天津戴瑞米克隔板有限公司

● Asahi Kasei Advance America, Inc.

● Asahi Kasei Homes North America, Inc.

● Austin

● Veloxis Pharmaceuticals, Inc.

● Asahi Kasei Asaclean Americas Inc.

● 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 Inc.

奥地利
● Virusure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GmbH 

● Asahi Kasei Homes Australia Pty. Ltd.

● NXT Building Group Pty. Ltd.

● Asahi Kasei Asia Pacific.,Ltd.

● Daramic -- Germany
● Sage（德国）

● Sage（法国）
捷克
● Sage（捷克）

西班牙
● Sage（西班牙）

扬州
● SageONF（扬州）

罗马尼亚
● Sage（罗马尼亚）

摩洛哥
● Sage（摩洛哥）

非洲
Africa

● Recherche 2000 Inc.

● ZOLL Itamar

● Brewer Companies, LLC

● Bionique Testing Laboratories LLC

● Bionova Scientific, LLC

● ZOLL Respicardia

以色列
● ZOLL Itamar

中东
Middle East



●千叶

琦玉●●
上尾●
群马●

●川崎
●●●厚木

东京（总公司）

小野●

水岛●
岩国●

筑紫野●

大分●●

延冈·日向●●●●

穗积●
滋贺●●

守山●
大阪

●名古屋

●铃鹿

●壬生
●友部
●境

●大仁

●●●●富士

●和歌山

截至2022年3月末 截至2022年8月1日

营业收入

4月1日开始的财务年度
业绩变化

业务概要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本期净利润

※饼状图记载的是除去“其他”、“抵消或全公司”后的业务领域的比例。

商号
创业日期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已发行股票
总资产（集团）
财务年度
员工人数（集团）

集团概要

财务板块

董事及监事

旭化成株式会社

1922年5月25日

1931年5月21日

1,033.89亿日元

1,393,932,032股

33,490.75亿日元

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

46,751人

发源地——延冈、研发一大基地——富士、石化业务核心——水岛等，

位于全国各地的网点力争与当地一起有更大的发展。

日本的主要网点负责创造新的价值

日本的研发·生产基地
旭化成集团 材料 住宅 健康

日本主要子公司·关联公司

● 博力通株式会社

● 森织汽车内饰株式会社 ● 旭化成lifeline株式会社

● 旭化成医疗MT株式会社

● AJEX株式会社

Asahi Kasei Network

01

02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兼 总经理执行官
董事 兼 专务执行官
董事 兼 专务执行官
董事 兼 专务执行官
董事 兼 常务执行官
董事（独立董事）
董事（独立董事）
董事（独立董事）  

专职监事
专职监事
独立监事（兼职）
独立监事（兼职）
独立监事（兼职）

Veloxis Pharmaceuticals, Inc.

环境解决方案业务

移动 & 产业业务

生活革新业务

旭化成集团以事业控股公司　　旭化成株式会社和 7个事业公司为核心，在“材料”、“住宅”、“健康”等3个领域开展业务。

小堀秀毅

工藤幸四郎

坂本修一

川畑文俊

久世和资

堀江俊保

立冈恒良

冈本毅

前田裕子    

中尾正文

柴田丰

伊藤铁男

望月明美

浦田晴之

21,516 21,061

24,613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

1,773 1,718

2,026 2,121
1,840

1,780

1,039

798

1,619

单位：亿日元 单位：亿日元 单位：亿日元 单位：亿日元

健康

住宅

材料

健康

住宅

材料24,613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2,026
（2021年度）

营业利润※

亿日元亿日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