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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运营
日本横滨，2015 年 3 月 2 日---索喜科技有限公司 (Socionext Inc.)今天发布公告：富士通株式会
社与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对两家公司的系统 LSI 业务进行合并，并接受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的注资，
从即日起正式运营。今天下午召开的股东大会将会批准管理层的人事任命，包括董事长兼 CEO 西口泰
夫、总裁兼 COO 井上周及另外 7 名董事（含外部董事 3 名）和 2 名监事（含外部监事 1 名）。

索喜科技将富士通半导体和松下在影像成像及光网络领域所拥有的技术、知识产权和客户关系等
经营资源整合到一起，形成了日本领先的系统 LSI 公司。新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日本横滨市的全球化
企业，在日本国内共设有包括京都等地的 7 个分支机构，并在亚洲、北美和欧洲共设有 15 个分支机构
及办事处。此外，公司的 8 个事业部在各自最适合其业务开展的地区（日本国内 6 个事业部、美国和
欧洲各 1 个事业部）设立基地来开展设计、开发及销售业务。新公司作为开放与创新的领先企业，致
力于通过与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广泛协作，提供最佳的产品与服务。

董事长兼 CEO 西口泰夫感言
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宣布索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开始营业。新公司以“创造新价值,服务社会”为宗旨，
汇集了一大批具有丰富产品研发经验的技术精英。公司将以多年积累的技术和客户资源为基础，在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灵活运用新型商业模式，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变革，获得高收益和持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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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天起，我们将在这里与新汇聚的朋友们一起朝着共同目标前进，同心协力，不断挑战新课题。我
坚信新公司一定会获得全球合作伙伴的信任，成为让员工引以为豪的企业。

公司概要
公司名称

:

索喜科技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ocionext Inc.)

总部所在地

:

神奈川县横滨市港北区新横滨 2-10-23 野村不动产新横滨大厦

注册资本

:

302 亿日元

业务内容

:

系统 LSI 及其相关产品与服务的设计、开发和销售

员工人数

:

约 2,600 名 (至 2015 年 3 月止)

股东构成

：

议决权拥有比例
株式会社日本政策投资银行

40%

富士通株式会社

40%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20%

(公司概要续)

董事

：

新公司名称“Socionext”

董事长兼 CEO

西口泰夫

董事局主席兼 COO

井上周

常务执行董事兼 CFO

丑田健滋

常务执行董事兼 CTO

冈本𠮷史

常务执行董事

野崎勉

常务执行董事

三宅富

董事 (非常任)

大石英生

董事 (非常任)

肥塚雅博

董事 (非常任)

宫部义幸

常任监事

小林稔

监事(非常任)

大谷达生

新公司名称及品牌“Socionext”意在表现新公司的发展方向，即通过提供以 SoC (System-on-Chip)
为中心的半导体产品和服务，更广泛地贡献社会，开拓美好及繁荣的未来。新品牌体现了公司的核心
业务在于“SoC”以及具有竞争优势的 Imaging（视频和成像领域）和 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光纤
通信网络领域）(io)技术领域，还包含对客户、供应商、员工等所有利益相关方来说成为第一流企业(one)，
占据时代先机(next)，不断拓展 (extension)等意义。

品牌承诺“for better quality of experience”
索喜科技有限公司的品牌承诺“for better quality of experience”中表达了我们致力于进一步使产品
走向高性能及高功能化，并向我们服务的客户以及未来世界的人们提供新的价值，为实现富裕社会贡
献微薄之力。

文中提及的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是其所有者的商标或者注册商标。该新闻稿中的信息在发布时准确无误，可
能随时发生变化，恕不先行通知。

索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成员简历
董事长兼 CEO 西口泰夫

1943 年出生
1975 年 京都陶瓷株式会社（现京瓷株式会社） 入社
1999 年 京瓷株式会社总经理
2005 年 京瓷株式会社董事长兼 CEO
2009 年 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政策科学研究科博士毕业，
获博士学位（技术经营）

总经理兼 COO 井上周

1961 年出生
1983 年 富士通株式会社 入社
2010 年 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执行董事
2012 年 同社常务执行董事兼微处理器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
2013 年 同社常务执行董事兼事业部总经理
2014 年 同社常务执行董事兼系统 LSI 分公司总经理

常务执行董事兼 CFO 丑田健滋 1960 年出生
1984 年

日本开发银行（现株式会社日本政策投资银行） 入行

2010 年

株式会社日本政策投资银行 审查部部长

2012 年

同行 企业金融第４部 部长

2014 年

同行 企业金融第 2 部 审议长

常务执行董事兼 CTO 冈本𠮷史 1957 年出生
1982 年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入社

2010 年

总部战略研究部门半导体行业主管
兼半导体公司系统 LSI 事业部总经理

2012 年

同社 系统 LSI 事业部总经理

2014 年

同社 新公司设立筹备处处长

常务执行董事 野崎勉

1953 年出生

1976 年

东京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入社

2003 年

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执行董事

2014 年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系统 LSI 事业部顾问

同年

同社 系统 LSI 事业部总经理

常务执行董事 三宅富

1959 年出生

1982 年

富士通株式会社 入社

2007 年

同社 电子元器件事业部 成像处理器“Milbeaut”业务部总经理

2010 年

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 先进产品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2012 年

同社 执行董事

注释：以上内容由原版日本新闻稿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