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2月7日

2020年度 旭化成株式会社　董事・执行官・高级理事・监事一览表

（2020年4月1日）

担 任 职 务 业务体系的任命事项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小堀秀毅 ○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会议的召集并担任议长 专职监事 　小林友二

兼　总经理执行官 ○统管集团经营

○推动可持续发展

法定代表人 高山茂树 ○统管技术功能部门 专职监事 　中尾正文

兼　副总经理执行官

○负责健康经营 兼职监事 　真壁昭夫

董事 柴田丰 ○统管经营管理功能部门 （独立监事）

兼　副总经理执行官

兼职监事 　伊藤铁男

○旭化成欧洲辅佐 （独立监事）

○旭化成美国

○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兼职监事 　小西彦卫

（独立监事）

董事 吉田浩 ○负责材料领域

兼　副总经理执行官 ○旭化成欧洲

董事 坂本修一 ○负责健康领域（联管）

兼　专务执行官 （注）

董事 川畑文俊 ○负责住宅领域

兼　专务执行官 （注）

（注）

旭化成制药株式会社　董事会会长

旭化成医疗株式会社　董事会会长

（注）

旭化成住宅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　兼　总经理执行官

董事（独立董事） 白石真澄

董事（独立董事） 立冈恒良

董事（独立董事） 冈本毅

姓 名 姓 名

（环境安全、品质保证、分公司、生产技术、
　　生产、研究・开发、能源政策）

（经营企划、财务、IT、总务・法务、人事、
　　风险・合规）

1



专务执行官 Richard Packer ○负责健康领域（联管） （注）

（注） ZOLL Medical Corp. Chairman

专务执行官 浜井研史 ○延冈分公司长

常务执行官 田村敏 ○市场营销＆革新本部本部长

○UVC项目主任

常务执行官 桥爪宗一郎 ○负责人事 ○旭化成Amidas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健康经营辅佐

常务执行官 工藤幸四郎 ○负责高性能产品业务 ○高性能产品业务本部本部长

○旭化成Advance

常务执行官 山岸秀之 ○负责特殊解决方案业务 ○特殊解决方案业务本部本部长

常务执行官 小野善广 ○负责基础材料业务 ○基础材料业务本部本部长

常务执行官 John Moyer ○材料领域专职辅佐(负责北美地区) ○Polypore International CEO

常务执行官 Jonathan Rennert （注）

（注） ZOLL Medical Corp. CEO

高级执行官 姫野毅 ○负责品质保证

高级执行官 堤秀树 ○旭化成欧洲　董事总经理

高级执行官 白井博史 ○负责研究・开发 ○研究・开发本部本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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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执行官 椋野贵司 ○中国总代表　（注） （注）

○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将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称为中国总代表

(2017年4月1日开始)

高级执行官 末次稔 ○负责生产 ○生产统括本部本部长

○负责环境安全

○负责支社

高级执行官 出口博基 ○经营企划部部长

高级执行官 河野龙次 ○负责生产技术 ○生产技术本部本部长

○旭化成工程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高级执行官 堀江俊保 ○负责总务・法务・广报

○负责风险・合规

执行官 田中孝之 （注）ZOLL Medical Corp.

（注）  VP Asia-Pacific Commercial Operation

执行官 久世直洋 ○执行研究员 ○研究・开发本部 先进终端设备技术开发中心主任

（化合物半导体领域）

执行官 西村佳史 ○特殊解决方案业务专职辅佐

（隔膜技术）

执行官 坂元诚 ○负责采购・物流

执行官 杉山广明 ○特殊解决方案业务专职辅佐 ○特殊解决方案业务本部

企划管理部部长

执行官 冈村一 ○高性能产品业务专职辅佐 ○大阪分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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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官 室园康博 ○基础材料业务专职辅佐

执行官 河本上总 ○市场营销＆革新本部辅佐

执行官 桑叶幸文 ○高性能产品业务专职補佐 ○高性能产品业务本部

企划管理部部长

执行官 西泽明 ○旭化成Advance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执行官 井谷圭仁 ○水岛制造所所长

执行官 竹中克 ○研究・开发本部　技术政策室室长

执行官 西川知 ○人事部部长

执行官 松山博圭 ○特殊解决方案业务专职辅佐

（隔膜业务）

执行官 Dirk Pieper ○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 CEO

高级理事 加藤仁一郎 ○富士分公司总经理

高级理事 福田明 ○特殊解决方案业务专职補佐

（隔膜业务企划）

高级理事 野崎贵司 ○研究・开发本部　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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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理事 出村公明 ○高性能产品业务专职補佐

高级理事 八神正典 ○功能性涂料业务部部长

高级理事 泽江洁 ○旭化成Pax专职辅佐 ○旭化成家庭用品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高级理事 大野真治 ○旭化成美国　董事总经理

高级理事 冈田慎一 ○生产技术本部　副本部长

○生产技术本部　工程中心主任

高级理事 木住野元通 ○财务部部长

高级理事 川濑正嗣 ○生产企划部部长

高级理事 小池达也 ○合成橡胶业务部部长

＜业务本部审计负责人＞

负责部门 姓名 备注

基础材料业务本部 柳田修司 除左侧部门以外，还负责原消耗材料业务本部相关部门

高性能产品业务本部 堀本成宏 但原消耗材料业务本部相关部门除外

特殊解决方案业务本部 吉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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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 旭化成微电子株式会社　董事・执行官・监事一览表
(2020年4月1日) (6月定期股东大会以后)

担 任 职 务 业务体系的任命事项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本多英司 ○董事会及经营会议议长 专职监事 涩川直树
兼　总经理执行官

董事 　寺田正人 ○负责气体传感器业务 兼职监事 石川智之
兼　常务执行官

董事 　篠宮秀行 ○M&S中心 ○生产中心主任
兼　常务执行官

董事 　田村敏 ○旭化成　市场营销＆革新本部 (注1)旭化成株式会社　常务执行官
(注1) 本部长

○旭化成　UVC项目主任
常务执行官 　久世直洋 ○负责研究开发 (注2)旭化成株式会社　执行官

(注2) 旭化成株式会社 执行研究员

执行官 　川田泉 ○企划管理部部长

姓 名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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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 旭化成住宅株式会社　董事・执行官・监事一览表
(2020年4月1日) (6月定期股东大会以后)

担 任 职 务 业务体系的任命事项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川畑文俊 ○董事会及经营会议议长 专职监事 冈慎一郎

兼　总经理执行官 (注1)

董事 　真柄琢哉 ○负责研究开发・技术 专职监事 富冈达

兼　副总经理执行官 ○负责环境・安全・品质・采购

董事 　池田隆 ○关西・西日本销售本部 ○关西・西日本销售本部本部长 兼职监事 峰濑佑规

兼　专务执行官

董事 　藤泽秀树 ○负责销售部门、业务改革 ○市场营销本部本部长 (注1)旭化成株式会社

兼　常务执行官 ○市场营销本部 董事　兼　专务执行官

○业务改革・IT战略本部

董事 　高木良幸 ○负责经营管理、业务战略 ○海外业务本部本部长

兼　常务执行官 ○负责海外业务

董事 　鹤川和丰 ○负责持有人服务・库存业务 ○持有人服务推进本部本部长

兼　常务执行官 ○负责翻新业务 ○旭化成Reform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持有人服务推进本部

董事  儿玉芳树 ○负责不动产业务 ○旭化成不动产Residence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兼　常务执行官 ○旭化成不动产Residence　开发销售本部本部长

董事 　秦考一 ○负责人事、总务、合规 ○人事部部长

兼　常务执行官 ○负责金融、保险业务

董事 　山越保正 (注2)旭化成建材株式会社

(注2)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兼　总经理执行官

执行官 　铃木诚 ○施工本部 ○施工本部本部长

执行官 　大和久裕二 ○东京销售本部 ○东京销售本部本部长

姓 名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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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官 　港真则 ○中部销售本部 ○中部销售本部本部长

执行官 　田边弘之 ○负责老年人・中高层业务 ○老年人・中高层业务推进本部本部长

执行官 　胜间让二 ○技术本部本部长

执行官 　高桥谦治 ○团体住宅销售本部本部长

执行官 　后藤荣治 ○埼玉・北关东销售本部 ○埼玉・北关东销售本部本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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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 旭化成建材株式会社　董事・执行官・监事一览表
(2020年4月1日) (6月定期股东大会以后)

担 任 职 务 业务体系的任命事项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山越保正 ○董事会及经营会议议长 专职监事 森谷浩生
兼　总经理执行官

董事 　穴泽升 ○基础业务 ○基础业务部部长 兼职监事 峰濑佑规
兼　常务执行官

董事 　大森邦弘 ○企划管理部 ○企划管理部部长
兼　常务执行官 ○负责合规

董事 　川畑文俊 (注1)旭化成住宅株式会社
(注1)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兼　总经理执行官

姓 名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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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化成制药株式会社　董事・执行官・监事一览表2020年度
(2020年4月1日) (6月定期股东大会以后)

担 任 职 务 业务体系的任命事项

董事会会长 　坂本修一 专职监事 宮田和成
(注1)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青木喜和 ○董事会及经营会议议长 兼职监事 东知宏
兼　总经理执行官

董事 　松崎修 ○负责医药市场营销 ○医药市场营销本部本部长 (注1) 旭化成株式会社
兼　常务执行官 ○负责医药研究开发 董事　兼　专务执行官

姓 名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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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 旭化成医疗株式会社　董事・执行官・监事一览表
(2020年4月1日) (6月定期股东大会以后)

担 任 职 务 业务体系的任命事项
董事会会长 　坂本修一 专职监事 山崎喻

(注1)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住吉修吾 ○董事会及经营会议议长 兼职监事 东知宏
兼　总经理执行官

董事 　太田晋辅 (注1) 旭化成株式会社
董事　兼　专务执行官

执行官 　近藤修司 ○血液净化业务部部长

姓 名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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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职务 Responsibility

Chairman, Board Director Richard A. Packer1 Convener and chair of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s

Board Director Shuichi Sakamoto2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Board Director Jonathan A. Rennert3 Convener and chair of Executive Staff meetings

Executive Officer Elijah A. White President, ZOLL Resuscitation

Executive Officer Jason T. Whiting President, ZOLL Cardiac Management Solutions

Executive Officer Neil W. Johnston President, ZOLL Circulation

Executive Officer Alex N. Moghadam President, ZOLL Data Management Products

Executive Officer Steven K. Flora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North American Sales

Executive Officer Aaron M. Grossman Vice President, General Counsel and Secretary

Executive Officer Craig M. Stowell Vice President, Corporate Controller

Executive Officer Eric L. Knudsen Vice Presid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1 Primary Executive Officer, Asahi Kasei Corp.

2 Director, Primary Executive Officer, Asahi Kasei Corp.

3 Senior Executive Officer, Asahi Kasei Corp.

Directors, Executive Officers of ZOLL Medical Corp.

姓名 Name, 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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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7日

2020年度 旭化成株式会社　董事・执行官・高级理事・监事一览表

（6月股东大会以后）

担 任 职 务 业务体系的任命事项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小堀秀毅 ○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会议的召集并担任议长 专职监事 　小林友二

兼　总经理执行官 ○统管集团经营

○推动可持续发展

法定代表人 高山茂树 ○统管技术功能部门 专职监事 　中尾正文

兼　副总经理执行官

○负责健康经营 兼职监事 　真壁昭夫

董事 柴田丰 ○统管经营管理功能部门 （独立监事）

兼　副总经理执行官

兼职监事 　伊藤铁男

○旭化成欧洲辅佐 （独立监事）

○旭化成美国

○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兼职监事 　小西彦卫

（独立监事）

董事 吉田浩 ○负责材料领域

兼　副总经理执行官 ○旭化成欧洲

董事 坂本修一 ○负责健康领域（联管） （注）

兼　专务执行官 （注） 旭化成制药株式会社　董事会会长

旭化成医疗株式会社　董事会会长

董事 川畑文俊 ○负责住宅领域 （注）

兼　专务执行官 （注） 旭化成住宅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　兼　总经理执行官

董事（独立董事） 白石真澄

董事（独立董事） 立冈恒良

董事（独立董事） 冈本毅

姓 名 姓 名

（环境安全、品质保证、分公司、生产技术、
　　生产、研究・开发、能源政策）

（经营企划、财务、IT、总务・法务、人事、
　　风险・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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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务执行官 Richard Packer ○负责健康领域（联管） （注）

（注） ZOLL Medical Corp. Chairman

专务执行官 浜井研史 ○延冈分公司长

常务执行官 田村敏 ○市场营销＆革新本部本部长

○UVC项目长

常务执行官 桥爪宗一郎 ○负责人事 ○旭化成Amidas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健康经营辅佐

常务执行官 工藤幸四郎 ○负责高性能产品业务 ○高性能产品业务本部本部长

○旭化成Advance

常务执行官 山岸秀之 ○负责特殊解决方案业务 ○特殊解决方案业务本部本部长

常务执行官 小野善广 ○负责基础材料业务 ○基础材料业务本部本部长

常务执行官 John Moyer ○材料领域专职辅佐(负责北美地区) ○Polypore International CEO

常务执行官 Jonathan Rennert （注）

（注） ZOLL Medical Corp. CEO

高级执行官 姫野毅 ○负责品质保证

高级执行官 堤秀树 ○旭化成欧洲　董事总经理

高级执行官 白井博史 ○负责研究・开发 ○研究・开发本部本部长

14



高级执行官 椋野贵司 ○中国总代表　（注） （注）

○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将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称为中国总代表

(2017年4月1日开始)

高级执行官 末次稔 ○负责生产 ○生产统括本部本部长

○负责环境安全

○负责支社

高级执行官 出口博基 ○经营企划部部长

高级执行官 河野龙次 ○负责生产技术 ○生产技术本部本部长

○旭化成工程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高级执行官 堀江俊保 ○负责总务・法务・广报

○负责风险・合规

执行官 田中孝之 （注）ZOLL Medical Corp.

（注）  VP Asia-Pacific Commercial Operation

执行官 久世直洋 ○执行研究员 ○研究・开发本部 先进终端设备技术开发中心主任

（化合物半导体领域）

执行官 西村佳史 ○特殊解决方案业务专职辅佐

（隔膜技术）

执行官 坂元诚 ○负责采购・物流

执行官 杉山广明 ○特殊解决方案业务专职辅佐 ○特殊解决方案业务本部

企划管理部部长

执行官 冈村一 ○高性能产品业务专职辅佐 ○大阪分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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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官 室园康博 ○PS日本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执行官 河本上总 ○市场营销＆革新本部辅佐

执行官 桑叶幸文 ○高性能产品业务专职補佐 ○高性能产品业务本部

企划管理部部长

执行官 西泽明 ○旭化成Advance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执行官 井谷圭仁 ○水岛制造所所长

执行官 竹中克 ○研究・开发本部　技术政策室室长

执行官 西川知 ○人事部部长

执行官 松山博圭 ○特殊解决方案业务专职辅佐

（隔膜业务）

执行官 Dirk Pieper ○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 CEO

高级理事 加藤仁一郎 ○富士分公司总经理

高级理事 福田明 ○特殊解决方案业务专职補佐

（隔膜业务企划）

高级理事 野崎贵司 ○研究・开发本部　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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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理事 出村公明 ○高性能产品业务专职補佐

高级理事 八神正典 ○功能性涂料业务部部长

高级理事 泽江洁 ○旭化成Pax专职辅佐 ○旭化成家庭用品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高级理事 大野真治 ○旭化成美国　董事总经理

高级理事 冈田慎一 ○生产技术本部　副本部长

○生产技术本部　工程中心主任

高级理事 木住野元通 ○财务部部长

高级理事 川濑正嗣 ○生产企划部部长

高级理事 小池达也 ○合成橡胶业务部部长

＜业务本部审计负责人＞

负责部门 姓名 备注

基础材料业务本部 柳田修司 除左侧部门以外，还负责原消耗材料业务本部相关部门

高性能产品业务本部 堀本成宏 但原消耗材料业务本部相关部门除外

特殊解决方案业务本部 吉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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