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简介 

RESOL HOLDINGS株式会社



公司名称 
RESOL HOLDINGS 株式会社 

大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自己股份

以外的持

股比例 
成立日期 1931年 2月 27 日 三井不动产株式会社 2,279,200 41.03% 

资本金 3,948,088,000日元 科乐美控股株式会社 1,132,900 20.39  

股份 已发行股份总数 5,564,200 股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 

编号：5261 

日本 Master Trust 信托银行株式会社 
（退休发放信托口·三泽房屋口） 

342,000 6.15  

员工人数 集团员工人数 1,519 名 
（截至2019年3月31日） Resol集团客户持股会 101,000 1.81 

总公司地址 邮编 160-0023 东京都新宿区西新宿 6-24-1 
TEL  +81-3-3344-8811（代表） 

日本 Trustee Services 信托银行株式会社(信托口 4) 56,300 1.01 

日本 Master Trust 信托银行株式会社(信托口) 52,500 0.94 
集团的 
主要事业内容 

●酒店运营事业 
●高尔夫运营事业 
●CCRC事业 
●福利厚生事业 
●再生能源事业 
●不动产相关事业／投资再生事业 

日本 Trustee Services 信托银行株式会社(信托口 5) 39,900 0.71 

日本 Trustee Services 信托银行株式会社(信托口) 35,500 0.63 

日本 Trustee Services 信托银行株式会社(信托口 1) 26,100 0.46 

日本 Trustee Services 信托银行株式会社(信托口 2) 22,100 0.39 
主要集团公司 RESOL酒店株式会社 

RESOL 高尔夫株式会社 
RESOL生命之林株式会社 
RESOL LIFE SUPPORT株式会社

RESOL再生能源株式会社 
RESOL SEED 株式会社 
RESOL R＆S 株式会社 
RESOL宠物＆温泉酒店集团株式会社 
RESOL株式会社 

※其他集团公司，请通过有价证券报告书确

认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 

注册 
建筑业许可 东京都知事许可（般-30）第 149214 号 

宅地建筑交易业执照 东京都知事（1）第 100051号 

旅行业注册 观光厅长官注册 旅行业 第 1177 号 

体制（董事·监事·执行董事）

董事长会长兼 CEO 
会长执行董事 平田 秀明 

[集团经营战略整体] 
集团最高经营负责人 
事业企划部   内部监查室 
RESOL生命之林株式会社    RESOL再生能源株式会社 
RESOL综合研究所株式会社    掌管

董事长社长兼 COO 
社长执行董事 今泉 芳亲 

[运营事业战略整体] 
集团最高执行负责人 
RESOL株式会社     RESOL酒店株式会社    RESOL R＆S 株式会社 
RESOL宠物＆温泉酒店集团株式会社     RESOL 高尔夫株式会社 
RESOL SEED 株式会社    RESOL不动产株式会社    掌管 

董事常务执行董事 星野 正 
[集团广报、系统战略] 
经营系统室    广报室 
RESOL LIFE SUPPORT株式会社     掌管 

董事执行董事 大泽 胜 
[经营管理战略] 
管理部  经营管理室  客户咨询室 
中京高尔夫俱乐部株式会社    掌管 

公司外董事 川村 丰 - 

公司外董事 东尾 公彦 - 

专职监事 小嶋 康司 - 

公司外监事 冈本 正彦 - 

公司外监事 村上 健夫 - 

执行董事 宫野 洋行 事业企划部长 

集团高级执行董事 汤田 幸树 RESOL生命之林株式会社  董事长社长 
RESOL综合研究所株式会社董事长社长 

※无日期记载的内容为“2019 年 10月 1 日”为止的资料



<<Organization Chart>> 

《多年代交流型渡假设施》
RESOL生命之林（千叶县） 

（高尔夫球场）

真名乡村俱乐部

真名球场／真名加里·普莱耶球场

（酒店）

TRINITY 书斋酒店／加拿大产原木小屋 

（其他）

日本医疗培训中心

树上的冒险王国 Tarzania 

RESOL 生命之森株式会社 

RESOL 冒险活动株式会社 

《运营酒店》

RESOLTRINITY 札幌酒店（北海道） 
RESOL 札幌酒店中岛公园（北海道） 
RESOL 函馆酒店（北海道） 
RESOL 秋叶原酒店（东京都） 
RESOL 池袋酒店（东京都） 
RESOL 町田酒店（东京都） 
RESOL 横滨樱木町酒店 (神奈川) 
RESOL 岐阜酒店（岐阜县） 
RESOLTRINITY 金泽酒店（石川县） 
RESOL 名古屋酒店（爱知县） 
RESOL 京都酒店河原町三条（京都府） 
RESOL 京都酒店四条室町（京都府） 
RESOLTRINITY 京都御池麸屋町酒店（京都府） 
RESOLTRINITY 博多酒店（福冈县） 
RESOL 佐世保酒店（长崎县） 

＜管理公司＞

RESOL 酒店株式会社 

＜事业公司＞

RESOL LIFE SUPPORT 株式会社 

＜统括公司＞

RESOL 株式会社 RESOL HOLDINGS 株式会社 

《渡假酒店》 

水疗&高尔夫度假村作州武藏（冈山县） ＜事业公司＞

水疗&高尔夫度假村久慈（茨城县） 
RESOL 综合研究所株式会社

PRICIA与论度假村（鹿儿岛县） 

《R&S 直营酒店》 RESOL R&S 株式会社
R&S 那须高原酒店（枥木县） 

《宠物&水疗酒店》 
宠物&水疗那须汪酒店（枥木县） 

RESOL 宠物&温泉酒店集团株式会社 
宠物＆水疗伊豆高原酒店(静冈县) 
※宠物同行酒店

《运营高尔夫球场》 

北武藏乡村俱乐部（埼玉县） RESOL 高尔夫株式会社 

相生乡村俱乐部（兵库县）

唐津高尔夫俱乐部(佐贺县) RESOL SEED 株式会社

南枥木高尔夫俱乐部（枥木县）

益子乡村俱乐部（枥木县）

大热海国际高尔夫俱乐部（静冈县）

冈崎乡村俱乐部（爱知县）

中京高尔夫俱乐部石野球场（爱知县） 

濑户内高尔夫度假村（广岛县） 

RESOL 再生能源株式会社

【合作运营高尔夫球场】

伊香保高尔夫俱乐部（群马县） RESOL 不动产株式会社

＜事业公司＞



RESOL 网页 https://www.resol.jp 

RESOL 集团 

高尔夫

酒店

生活支援

多世代交流型度假社区

生活的价值、羁绊、健康、舒适

度假生活

RESOL HOLDINGS株式会社

为您的休闲时光，增添灿烂笑容。

以崭新的构想和行动力，

感受“生活的价值、羁绊、健康、舒适”

为创建美好的社会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