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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回顾2007年,您有怎样的感受?

答：时光荏苒，自从去年二月就任中国总代表以

来，我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首都北京，深切地感

受到了这个国家在一年当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去年

的三月和八月，全国人代会和中共十七大相继在北

京召开，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11.6%	，增长速度

已从快速变成了过热。人民币汇率也从我就任时的1

美元合7.7745元上涨到了7.3475元。

回顾东芝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审视当前的事业

状况，我们感到不能安于现状，而必须果断地推行

大规模的变革。于是，我们制定了三年计划，并开始

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以确保东芝集团今后在中国

实现持续增长。

在全球跨国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开展业务的

背景下，要想突出东芝集团的存在，首先必须在中国

打响东芝这一品牌，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为此，我

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去年八月开始，为了确立

东芝集团统一的品牌形象，我们启用了中国著名的

女子跳水运动员郭晶晶和中国花样游泳队担任东芝

的形象代言人。此外，我们在中国二十三个主要城市

共举办了29次巡回展示活动。

节能环保是中国制定的重要国策之一，为了在

这一领域作出积极的贡献，东芝从去年三月份开

始，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积极推动与中国

知名大学的共同研究，并向相关的政府部门发出呼

吁，大力宣传东芝在节能环保领域拥有的先进技术

和产品。十一月，我们邀请西田总经理出席了在中国

——目录 contents——

东芝中国集团实现飞跃的一年
					——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明新年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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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的节能环保技术论坛。

纵观2007年，在东京总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我

们为在中国推动事业化和提高销售能力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问：你对2008年的展望是怎样的？

答：我们希望2008年能够成为东芝中国集团

实现飞跃的一年，也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东

芝在中国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

到今年为止，东芝在中国开展业务已经有

三十六年了。目前，东芝在数字产品、电子零部件、

社会基础设施、家电领域的所有业务都已经进驻中

国。集团企业共69家，员工总数约3万1千人，2006

年度事业规模达到664亿元人民币，公司业绩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根据预测，2007年度将实现800亿

元人民币。

企业必须实现持续的增长，所谓增长，就意味

着业绩超过上年度。北京奥运会将在今年举行，预

计以电视机、PC为主的商战也将愈演愈烈，我们希

望东芝中国集团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实现更大的

飞跃。奥林匹克运动提倡的是“更快、更高、更强”

的挑战精神，东芝中国集团也将不断地向着更高

的目标发起挑战。

此外，我们还将努力提高CSR活动的质量。

东芝去年再次获得了“光明公益奖”，自2004年以

来，东芝已连续四年获得这一殊荣。这是东芝中国

集团的每一名员工充分理解CSR的重要性，并为此

东芝中国集团实现飞跃的一年
					——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明新年专访

付出积极努力的结果。今后，我们将不断提高CSR活

动的质量，更好地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东芝的企业活动遍布世界各地，我们相信，只

有赢得当地社会的信赖，才能实现持续的发展。在

众多跨国公司展开激烈角逐的中国市场，只有受到

尊敬和信赖的企业，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

作为一家制造企业，持续发挥技术实力和经营

能力，获得顾客及合作伙伴的信任，不断创造全新

的价值，并在经营过程中努力创新，都是确保成功

的必要条件。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认识东芝品牌，并

了解东芝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问：您对东芝中国集团全体员工的期待是？

答：为了在2008年实现新的飞跃，东芝中国制

定了以下员工行动指针，在新的一年里，公司高层人

员将以身作则，坚决贯彻执行。

“日新月异		东芝中国”

“更高、更快、更强”

“言必行，行必果”

为了在中国成为受人尊敬的企业，希望大家在

日常业务中勇于创新，为推动公司成长迈出坚实的

一步。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恭贺新年！

以		上



品牌之颠

东芝品牌形象代言人发布

2007年8月，东芝正式签约国际级体育明星跳水运动员郭晶晶及中国花样游泳

队，“Feel	Quality	Feel	Toshiba”的广告推广口号同时发布。承载百年发展，东芝首

次在中国推出品牌形象代言人，传递出创新、执着、充满活力的品牌形象。

	8月，“Feel	Quality	Feel	Toshiba”网站开通。

	9月，以“品・质	东芝”为主题的东芝全国巡展活动登陆十五大城市。

	覆盖东芝各领域产品的系列代言广告通过电视、平面及户外媒体连续推出。

新品之眩

东芝新品彰显卓越技术

	1月，推出业界单芯片最大容量的NAND闪存。8月，推出世界最大容量SDHC存

储卡。10月，推出手机游戏用世界最高性能LSI。12月，推出对应多值NAND、行业内最

大容量SSD产品。

	3月，发布环保新冷媒技术商用空调，空调全线产品登陆中国。

	4月，发布冰箱洗衣机共10个系列40余款，高端产品与日本同步发售。

	6月，推出五款笔记本电脑，Portégé	R500系列拥有三项“世界第一”。12月，

推出4款秋冬季新品。

	8月，推出全球最大容量2.5英寸硬盘驱动，9月，推出全球最大容量1.8寸英寸硬

盘驱动及世界最新DTR技术的1.8英寸硬盘。11月，推出全球最大容量单碟80GB硬盘驱

动，12月，推出1.8英寸硬盘驱动五个新机种。

	11月，推出全新宽屏投影机系列。

	11月，发布两款gigashot系列硬盘DV，硬盘DV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DV技术。

	12月，推出超短焦投影系列。

	12月，推出新一代旗舰机型XF300系列液晶电视，带来完美极致体验。

科技之光

研发领域引领未来

2007年度开始的3年间，东芝约增加1,800亿日元,研发投资达1.29兆日元,以

东芝研究开发中心为中心,致力于下一代存储器及燃料电池等电子元器件领域以及

HD影像技术，核能・火力高性能化技术、下一代医用图像诊断技术等技术研发。

在中国开发的创新产品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包括机器翻译产品成功上市、语

音识别产品正式投放中国市场，共提交15件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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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品牌形象代言人发布会

机器翻译产品上市

手机游戏用LSI

新一代XF300系列液晶电视



行业之锋

行业产品创销售里程碑

	2月，东芝三菱电机产业系统有限公司获项目整体投资15亿元的“华丰纸业”

的造纸传动系统定单。

	7月，西屋联合体为中国提供第三代核电技术及核电设备签约。

	6月，河南平高东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签订2.26亿元大渡河瀑布沟GIS设备

销售合同。

	水力设备销售在2007财年的半年度销售额达90亿日元。

	

公益之爱

东芝蝉联第四届“光明公益奖”

“推行CSR”是东芝三大经营方针之一，2007年，

东芝又有两所希望小学落户河南和江西，东芝春季音

乐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奏响，《东芝集团CSR报告书

2007》在8月推出。69家东芝企业共同积极进行社会

贡献活动使东芝公益活动的足迹遍布中国。这些活动

受到了社会肯定，东芝蝉联第四届“光明公益奖”。

绿色之慧

东芝环境技术论坛召开

11月1日，东芝召开了“东芝节约能源・环境技术论坛”。	今后，东芝将提供众

多“绿色”、技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支持。同时，东芝与清华大学签定节能环保

技术共同研究合同。东芝宣布在中国将继续积极推进环境经营，履行环保承诺。

成长之力

2007年度成长喜人

在截止2007年4月的2006财年，东芝集团的发展速度达到12.2%，2007财年上半

年度销售额达36，899亿日元，同期增长17%，东芝中国集团在06年度事业规模达664

亿人民币，07年度预计达800亿人民币。2007年2月，田中孝明出任东芝中国总代表，东

芝中国企业增加到69家，东芝中国事业将翻开新篇章。

	3月，东芝开利空调销售（上海）有限公司成立。

	4月，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成立。

	4月，成立东芝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成立。

	7月，东芝兴仪控制系统（西安）有限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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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环境论坛

东芝春季音乐会

东芝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成立

东芝希望小学落户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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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日，东芝公司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召开了

“东芝节约能源・环境技术论坛”。来自发改委、商

务部、共青团中央等政府部门及研究机构、环保组织的专

家学者约250人出席论坛并就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交换了意

见。东芝在论坛提出“以主人翁姿态推进自身环境经营，

并通过提供先进的节能・环境技术，为中国实现自主创

新、实现能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作出贡献。”

这一观点得到与会政府相关部门和各界专家的热烈反响。

东芝在论坛中介绍了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稳定提供

东芝在华召开“节约能源・环境技术论坛”，助力中国可持续发展

能源，东芝所开展的环境经营以及在节能、环境领域的独

有技术。包括火力、水力、核能发电、产业机器系统、水处

理技术，在社会基础设施领域，东芝拥有众多的“绿色”、

“循环”技术和产品和方案，可以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强大支持。

出于东芝“地球内企业”的理念，东芝在全球企业贯

彻环境经营，在帮助全球客户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同

时，在开发、采购、生产、销售、服务、回收的所有环节中

全面减少自身经营活动产生的环境负荷，并以提供绿色产

1

特别  报道  SPE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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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在华召开“节约能源・环境技术论坛”，助力中国可持续发展

品和方案为增长点。在论坛上，东芝公司对中国做出了同

样承诺，宣布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69家东芝在中国的企

业将强化环境经营，为达成中国国家标准，无论是东芝集

团整体，还是东芝中国企业集团，都将作为中国社会的一

员，履行其企业的社会责任。

为支持中国政府积极推行的“自主创新”精神，2007

年10月,东芝确定与中国代表性的科研机构清华大学共同

开展节能环保技术的研究，并签订共同研究合同。双方将

在节能・环境技术领域开展改善电力设备性能、气体排放

降低系统、电源系统、环保新材料、水处理等中长期共同

研究项目，共同研究的研究成果由双方共享。这一独特的

校企联合研究计划开辟了跨国公司通过先进环保科技，支

持中国“自主创新”的新模式。

作为扎根中国发展的企业，东芝相信，通过先进的能

源和环保科技及对中国自主创新的支持可以架起一座桥

梁，在面临高速发展和环境挑战的中国发挥重要作用。同

时，东芝在中国也将积极推进环境经营，履行环保承诺，

为中国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作出贡献。

① 西田社长介绍东芝节能技术

② 会场聚焦

③ 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明致辞

④ 西田社长访华受到媒体关注

⑤ 清华大学倪维斗教授发言

⑥ 东芝形象代言人花样游泳队发起环保行动

⑦ 株式会社东芝须藤亮介绍先进节能技术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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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株式会社东芝社长西田厚聪

第三次访华的重要一环，2007

年10月30日，西田厚聪社长前往常州

考察，常州市领导范燕青、王伟成、戴

源等会见了西田厚聪社长一行。

范燕青在会谈中充分肯定东芝企

业为常州发展做出的贡献，并指出，

东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投资已12

年，经营业绩一年比一年好。常州能

成为国家级输变电产业基地，常州东

芝变压器有限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

范燕青说，株式会社东芝是一家全球

著名的跨国公司，希望东芝在扩大中

国市场投资时，能将常州作为首选之

自1997年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

司成立以来，经过10年的努力

结下了累累硕果，	11月1日，西田厚聪

社长一行莅临常州东芝公司。

在与常州东芝员工的见面会上，

总经理广濑英夫对公司的业绩进行了

介绍：	2003年起公司以每年100台

的产能递增，目前已达到每10个月生

产100台的能力。而制造的7台110KV

常州市领导会见
株式会社东芝社长西田厚聪一行

株式会社东芝社长西田厚聪
访问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

常州市领导会见西田社长

西田社长访问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

地。

在会谈中，西田厚聪社长表示，

东芝是一家复合型企业，目前有45个

产品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这些产

品涉及电子元器件产业、数控产业、

家用电器产业等。30多年来，东芝的

成长离不开其在中国事业的快速进

步。目前东芝在中国投资有69家企

业，2007年度将实现销售800亿元人

民币。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是东

芝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生产基地，今后

东芝将不断扩大产能、追加投资，为

常州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电压等级的气体变压器是北京启动的

第一批奥运会电力项目之一。公司是

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	22万和50万

伏等级变压器均被列为江苏省高新

技术产品，其中50万伏电力变压器在

国内市场连续三年销量位居第一，为

中国输变电设备制造业和经济发展做

出了积极贡献。

西田社长指出以中国为首的海外

市场将是东芝今后的重点所在，而常

州东芝公司是东芝在世界的一个重要

生产基地，他对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

公司的管理层和一般员工寄予期望，

要不断变革创新，形成国际化的生产

体制，通过每一名员工的努力，使我

们的事业成为世界上值得骄傲的事

业。



9

 新闻  中心  TOSHIBA HOT NEWS

2007年11月2日，东芝集团与河

南平高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合资

公司——河南平高东芝高压开关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PTC）为了进一步

满足中国市场的对于电力需求，在河

南平顶山举行了盛大的二期工程竣工

仪式。

东芝扩大电力设备生产助力中国稳定电力供应

PTC在2000年9月由株式

会社东芝和河南平高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在河南省平

顶山设立。该企业从东芝公司

引进了最新的生产技术、生产

管理方法、质量管理理念，主

要从事制造、销售和维修电力

用大型72.5kV～550kV的全封

闭组合电器等产品（以下简称GIS）的

专门企业。

近年来，随着中国上海、广州等

东南沿海地区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

各地都在不断推进新的电站的建设。

稳定的电力供给和高效率的电力运输

以及电网的整合等都在有序进行。作

为高质量电力运输的关键组件，GIS

的市场需求也在日益扩大，	PTC从

东芝白云真空开关管（锦州）有限公司隆重开业

10月26日，东芝白云真空开关

管（锦州）有限公司开业仪式隆重举

行。出席开业仪式的有株式会社东芝

2006年10月30日开始了二期工程的

建设，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此次，

伴随着刚刚竣工的二期工程的启动，

今后公司会继续充分发挥技术实力，

通过提供高品质的电力流通设备方面

的机器为中国的输变电网络构筑做贡

献，并进一步推进产品在市场上的占

有率。

执行役常务渡边敏治，东芝

中国总代表田中孝明，合资方

广州白云电气集团胡明聪总

裁。

该公司主要从事真空开

关管等的设计、制造和销售，

以及提供产品技术支持和售

后服务。

东芝白云真空开关管（锦

州）有限公司是东芝与广州白云电气

集团在合资方面运作的第4个项目。

此前，双方曾成功合作成立了广州东

芝白云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广州东芝

白云菱机电力电子有限公司，广州东

芝白云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东芝白

云真空开关管（锦州）有限公司也是

东芝集团在辽宁省投资的第9家企

业。作为东芝集团在锦州的第一次投

资，锦州市政府也给与了高度的重视

和大力的协助。在开业仪式上，市政

府佟志武书记和刘志强市长也到会表

示祝贺。

东芝白云真空开关管（锦州）有

限公司将通过引进东芝公司的管理和

工艺，力争在中国的真空开关管市场

上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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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去年第一届集团校园招聘会成

功举办之后，第二届东芝中国集团校

园招聘会于2007年10月18日起，在全

国九大中心城市的10所高校陆续召

开。

此次招聘会覆盖了东北（大连、

哈尔滨）、华北（北京、天津）、西北

（西安）、华中（武汉）、华东（上海、

杭州）、华南（广州）的10所高校，历

第二届东芝中国集团校园招聘会拉开帷幕

时一个半月，汇集了东芝中国集团下

属的多家实力企业。

招聘会贯彻东芝“尊重人、创造

丰富的价值、为社会作贡献的”一贯

企业理念，与各高校的师生展开密切

的交流。既是广纳英才的盛会，也为

大家了解东芝提供了良好的交流空

间。																														（TCH李月）

2007年9月27日，广东美芝制冷

设备有限公司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

动，庆祝第5000万台空调压缩机成功

下线。	“广东美芝空调压缩机研发

中心”的挂牌揭幕仪式也同时举行。

透过文化看世界——世界500强

驻穗企业文化形象展”12月13日上午

在广州艺博院开幕。东芝（中国）有限

广东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第5000万台压缩机下线

东芝参展世界500强驻穗企业文化形象展

自1999年东芝开利株式会社和

广东美的集团合资成立广东美芝制

冷设备有限公司以来，合资公司的员

工人数增长了4倍，产销量增长则超

过了12倍。目前合资公司的年产能已

经达到1,200万台，国内市场占有率

17%，2006年产销量跃居行业第一。

进入2007年，美芝合资公司继续保持

了良好的快速发展势头，进一步巩固

了业界第一的地位。

广东美芝空调压缩机研发中心

公司广州分公司协同GTBS,GTBE出

席了此次展会。广州市政府的市委常

委、副市长、省宣传部副部长等领导

出席了开幕式。

本次展会是世界500强驻穗企业

的一次文化展示和文化交流盛会。东

芝展览以全新的展示理念和独特的

视角，充分展示出世界一流跨国企业

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而此次东芝的参展也是贯彻了东芝集

团一直提倡的“地球内企业”理念，积

极地参与地区社会活动,希望为公司

所在地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的成立，标志着股东双方的合作在深

度上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是对合资

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

碑。

第5000万台空调压缩机成功下

线，既是对股东双方长期以来分工合

作，为实现目标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

优势这一合作模式的充分肯定，又是

对全体美芝人实现做世界最优秀的压

缩机供应商这一目标的极大鼓励。

（TCH广州		张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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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世界大会是各国在交通

科技领域开展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平

台。从1994年开始，由智能交通国际

组织发起的智能交通世界大会每年

举办一届，旨在推动智能交通领域前

沿技术的研究，推广智能交通系统的

应用。主办城市分别从欧洲、亚太地

区和美洲国家中轮流选定。

第十四届智能交通世界大会是首

次在北京举行。会议从10月9日至10

月13日为期5天，设立了200多个专题

会议和学术会议，有170多家国内外

的行业企业参展，来自60个国家和地

区的2000多位专家、学者报名参加各

东芝参展第14届智能交通世界大会

ADAS可视光通信系统等，目前东芝

最先进的一系列智能交通相关的软

件、系统模型也同时展出。

在展会现场，东芝产品不仅吸引

了众多专业人士与工作人员热烈探讨

各类产品技术的应用、研究和发展，

还吸引了大批普通观众。通过工作人

员细致、深入的讲解，普通观众也对

众多尖端科技有了初步的了解，并由

衷得希望这些科技成果能够尽快实

现商品化，早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功

用。

北京电视台、新华网等多家媒体

来到东芝展台进行了采访。

（TCH	吴晓晔）

2007年10月8日，杭城受台风“罗

莎”的影响顷刻间变成了一个水城。

杭芝机电有限公司也同样成了汪洋大

海。全公司积水深达50余厘米，人员

进出要靠叉车摆渡。更为严重的是配

电房、空压机房进水，公司面临停电、

停产，情况十分紧迫。

12月10日，东芝水电设备（杭州）

有限公司中标青海黄河黄丰水电站大

型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合同。这

是继今年中标四川深溪沟水电站和

齐心协力		抗台抢险

东芝水电设备（杭州）有限公司喜获大单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公司召集

有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紧急会议，

部署抗涝抢险工作。各部门抽调100

余人次组成抗涝抢险突击队，进行排

水，确保全公司心脏设备配电房、空

压机房的正常运转。为保证员安全及

便利,总务部门冒着大雨盘在物流门与

四川溪古水电站设备合同后的又一喜

讯。至此该公司2007年已签项目订单

达10多亿元人民币。

东芝水电设备（杭州）有限公司

依托东芝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技术

水平和制造能力一直得到客户的高度

认可。2005年至2006年相继承接了云

南大盈江水电站、广西那吉水电站、

湖北崔家营水电站、贵州董箐水电站

食堂大楼间搭起了长达30余米的栈

桥。

10月9日下午，经过二天一夜的共

同努力，厂内积水清扫完毕并采取各

种应急措施，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

趋于正常。

和湖南清水塘水电站相关设备合同。

此次黄丰项目的顺利中标，刷新了东

芝水电在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领

域制造业绩，是公司发展道路上的重

要里程碑。

黄丰水电站是黄河上游龙羊峡

至刘家峡段的第10个梯级电站，多年

平均发电量8.792亿千瓦时。总投资

16.31亿元。

（THPC		市场部、企划部	供稿）

类学术交流会议。株式会社东芝、东

芝产业系统公司、东芝社会系统公司

参加了此次盛会。

会上主要展出了东芝行驶车辆

检测系统、网络对应型交通流模拟系

统、位置检出型DRSC个别通信技术、

社会基础设施系统、辅助驾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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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笔记本电脑市场可谓

是风起云涌。进入金秋时节，东芝捷

报频传，连获两项大媒体大奖。这次

获奖的是东芝今年六月份推出的新

品。其中，Satellite	M206获得《个人

电脑》编辑选择奖，PortégéM603

获得《新潮电子》编辑选择奖。

Satellite	M206是集靓丽的造型

设计，卓越的多媒体娱乐功能以及全

新的架构平台于一身，所以这次获奖

可谓是意料之中。Satellite	M206采

用具有1280×800的分辨率的超宽

14寸超高亮显示屏，尽显逼真炫彩

2007年12月10日~11日，东芝（中

国）教育学院在温婉的西子湖畔成功

举办了“第6届非财务职位的财务基

础知识研修”。

笔记本电脑评测大奖连续“花落”东芝

寓教于乐，财务研修大会召开

画面，而屏幕双涂层技术能

够有效过滤内光散射和外光

反射问题，确保出色的视觉

效果。在配置方面，Satellite	

M206内置的130万像素的摄

像头，可时刻成就精彩的网

络视频。最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东芝

Satellite	M206配备了第二代生物指

纹传感器，保证了数据安全。

而在《新潮电子》中荣获编辑选

择奖的PortégéM603以恰到好处

的外形设计及功能卓越而一举夺得

头筹。这款笔记本最大的特色是“轻

灵”。作为TOSHIBA首款13.3”宽屏

机型的笔记本，PortégéM603系列

凭借其仅约1.99kg的轻灵机身将便

携与视野平衡完美演绎。Portégé	

M603搭载英特尔®酷睿 ®2双核处

理器，采用大容量DDR2内存，以

该课程是东芝中国教育学院与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财经部一同合

作、开发，由财经部副经理朱平来担

当讲师，面向东芝集团在华的所有非

财务管理人员（中国籍）的培训。自

2005年举开办以来，已有43社的107

名人员参加了该项培训课程。

东芝（中国）教育学院及作为担

当讲师的朱平讲师在每次培训结束之

后根据各个现法的反馈意见及需求，

不断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调整和修改，

随着举办次数的增加，该课程的内容

及ULead	DVD	MovieFactory®	 for	

TOSHIBA高品质编辑软件，使得该系

列产品在图形处理、游戏、视频影音

等高端应用上均具有质的飞跃。

聚焦此次获奖的产品，每一款产

品都集成了东芝一贯的轻薄和精致特

质，在时尚炫目的外观下浓缩着最尖

端的科技结晶——为笔记本电脑潮流

指引新的方向。

也日趋成熟和完善。在本届培训中，

我们在以往内容的基础上又加以创

新，首次导入了“沙盘模拟”的授课方

式。这种方式改变了以往单纯的财务

理论知识灌输和简单的财务案例学习

等方法，深入浅出地将财务相关的专

业知识简单易懂化，这一寓教于乐的

特点深受大家欢迎，使参加的学员能

够很快地对所学到的知识进行体验

和实践，加深了对课堂理论知识的理

解，提高理论知识的运用水平。

“沙盘模拟”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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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东芝家电技术电子有限公司坐落在美丽的杭州，在本期的“公司在线”栏目中，让我们走近杭芝家

电，去了解他们的最新动态。

高速路上看得见的公司

众所周知，消费者对公司品牌的

印象来自于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通过

各种方式接触到的种种品牌信息，

2007年度，东芝大力通过各种媒体展

示东芝的品牌形象，如签约广告代言

人等等，杭州东芝家电技术电子有限

公司也做出相应的措施，努力为东芝

品牌推广做出贡献。

走近杭州东芝家电技术电子有限公司

年度旅游——感恩之旅

2007年11月2日，杭州东芝家电技

术电子有限公司在杭州乐园举行每年

一度旅游活动。

正是淡桂飘香的时节，本次感

恩之旅共有620多名员工参加，是有

获奖员工开开心心地捧回了家。

在活动中，每位员工都尽情挥洒

欢乐，展示精彩的才艺，这此活动也

成为公司奉送给每一位员工的最好的

年度礼物。

																							（HTHT	公红霞）

杭州东芝家电技术电子有限公司

地处杭州出口加工区西面，毗邻杭州

绕城高速公路，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品

牌宣传提供了优良的环境。近日，公司

树立起全新的东芝LOGO标识。在夜

间定时开启灯光，使得夜间也能在高

速公路上清晰地看到东芝LOGO醒目

的标识，展示了公司良好的形象。

																											（HTHT	辛维）

铸造先进的领导力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11月3日到4

日，东芝（中国）有限公司及无锡东芝

半导体公司的资深讲师给杭州东芝

家电技术电子有限公司送来了培训大

餐——管理者教育培训。

				此次教育为杭州东芝家电技术

电子有限公司首次邀请东芝（中国）有

限公司讲师到来，教育的内容主要是

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

次。活动包括自由活动和晚会卡拉ok

大赛两部分。在节目表演中，员工表现

非常踊跃，也因为各自出色的表现获

得了丰厚奖品，抽奖环节更是高潮迭

起，数码相机、电视机、手机等大奖被

工作技巧、管理者教育、异文化沟通

等，现场精彩的讲解和老师带来的互

动游戏环节深深吸引了参加者，课堂

气氛非常热烈。

能够学以致用是这次培训的基本

精神，而公司将继续推出更多教育课

程帮助员工不断提升自我，实现公司

与员工的双赢。

																											（HTHT	王冕）

 公司  在线  COMPANIE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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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上午，由光明日报社主办

的第四届“光明公益奖（跨国公司）”

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

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才财经委副主

任、中国外商投资协会会长石广生、国

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李冰、光明日报总

编辑苟天林等近200位嘉宾和获奖企

业负责人出席了该活动，东芝中国总

代表田中孝明接过了由组委会颁发的

“光明公益奖”奖杯。这是自2004年

该奖项开设以来，东芝连续第四次获

此殊荣。

“光明公益奖（跨国公司）”始创

于2004年，由光明日报社主办，民政

部、商务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有

关单位负责人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

与评选的活动。宗旨是为了使大众理

解跨国公司的在华公益活动，表彰跨

国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做出的贡献，

评选对象定位财富500强的跨国公

司。评奖过程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成为中国公益事业领域最

具权威性的奖项。在当天的颁奖仪式

上，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明在颁奖

典礼中表示：“感谢光明日报及各位评

委对于东芝社会贡献活动方面的成绩

的肯定，东芝能够连续四年获奖，我

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东芝把“推

行CSR”作为集团的三大经营方针之

一，遍布中国的69家东芝企业，也同

样将此作为开展事业的经营方针，并

积极的进行各种社会贡献活动。东芝

中国集团作为扎根中国的企业，今后

也将更进一步的持续开展各种形式的

社会贡献活动。”

东芝集团在世界各地开展业务的

同时，始终积极履行一个企业公民的

义务。今年，东芝又连续第八次入选

投身社会公益活动，
东芝连续四次获得光明公益奖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榜（DJSI）。

DJSI是美国道琼斯指数（Dow	Jones	

Indexes）公司和瑞士SAM调查公司

（可持续资产管理公司）从社会责任

投资（SRI）股票指标出发，从世界

2500家公司中评选出前10%的最佳公

司。东芝在综合企业板块的39家公司

中，被选为4家领军企业之一。

东芝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

资企业之一，始终把可持续发展当成

在华业务发展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

在社会贡献方面，东芝在教育、文化、

环境、慈善等方面开展活动。此次获

奖，无疑是对东芝多年努力的肯定，东

芝今后还将会通过每一次精心策划的

社会贡献活动来回馈社会给予东芝的

支持。

东芝中国总代表在颁奖典礼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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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公民  CSR

“什么时候能去掉我厚重的黑眼

圈？什么时候我能告别永远单调的黑

白外衣，拥有七彩的世界？”也许每一

只大熊猫从出生开始，就在心底藏着

这样的梦想。近日，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一对熊猫宝宝就率先实现了

这个梦想。被东芝集团企业东芝泰格

12月7日，浙江省桐庐县政府召开

“送温暖、献爱心动员大会”。东芝水

电设备(杭州)有限公司总经理猪俣范

一荣获县委、县政府2007年度“送温

暖、献爱心”先进个人荣誉。县委领导

12月11日，东芝集团CSR大会在

日本隆重举行，来自东芝集团各企业

的CSR推进负责人、员工共六百人参

加了大会，大会进行了“第三届社会贡

献社长奖（Toshiba	"Ashita	Award"）

的颁奖仪式，表彰了开展活动最为优

秀的16个团体，本次参加评选的共有

1，115件，达到了历史最多数量，体现

“东东”“芝芝”：我也有彩色的梦！

东芝水电设备(杭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荣获政府“送温暖、献爱心”奖

福州芝光照明有限公司
荣获“东芝集团社会贡献奖”

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认养命名

的“东东”和“芝芝”将在东芝复合机

的帮助下，看到自己焕然一新的彩色

身影。

正如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有限公

司的口号“Access	Your	Dreams”，

东芝泰格致力于通过应需而定的解

决方案帮助每一位用户实现价值。今

天，东芝彩色数码复合机以最逼真的

色彩效果，成就大熊猫们千百年来

的梦想。在东芝认养大熊猫活

动的现场，须毛原勲董事总

经理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

究基地副主任曾志祥为“东

参加了会议并号召社会各界在经济、

助学、医疗、住房、法律等24个方面

提供支持,共同建设和谐社会。会上，

县委、县政府表彰了2007年度“送温

暖、献爱心”先进集体和个人，东芝

东”“芝芝“的彩色造型共同揭牌，去

掉黑眼圈，披上彩色外衣的国宝们正

式登台亮相。

除了成就国宝们的梦想，东芝

复合机的爱心之举也广为传播。自从

2001年以来，东芝复合机公司的爱心

已经撒播到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的十多

所希望小学，捐款近200万元。

水电设备(杭州)有限公司总经理猪俣

范一先生荣获先进个人的荣誉表彰。

（THPC顾爱东	）

出CSR活动在东芝集团逐年深入。

其中，福州芝光照明有限公司获

得第三届社会贡献社长奖（Toshiba	

"Ashita	Award"），从05年起福州芝光

照明有限公司连续在每年的六一儿童

节向横屿小学捐赠体育活动器材，并

援助贫困学生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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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  团队  CREW AREA

2007年9月28日，常州东芝变压器有

限公司足球队对东芝水电设备（杭州）有

限公司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在热烈的

交流和工厂参观之后，两家兄弟公司之间

上演了精彩的足球友谊赛。	

	 	 	 	 	本次友谊赛以“交流球艺、增进

友谊”为主，整个比赛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一开场东芝水电队员以一记凌空射门先拨

头筹以1比0领先，常州东芝不甘落后、奋

11月13日-12月11日，广州东芝白云

菱机电力电子有限公司应邀参加了由共青

团白云电器委员会组织的“2007年和谐白

云杯”篮球赛。本次赛事共有男、女13支

从6月15日开始，杭州市工业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第二届职工运动会历时四个

月的紧张角逐，于10月14日胜利闭幕。杭

芝机电有限公司先后组织了81人次参加了

拔河、中国象棋、围棋、羽毛球、篮球、游

泳、乒乓球、钓鱼、双扣、广播体操、田径

等所有十一个项目的比赛，并组织了17人

撰写主题词46条，参加了运动会主题词征

集活动。充分展示了杭芝员工健康向上的

精神风貌。

10月26日，东芝中国有限公司研究・

开发中心员工在乔波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

第六届东芝（中国）有限公司研究・开发中

心户外研修活动。

研修中，精辟的讲演让大家了解了公

司最新的动向，“创新（INOVATION）”

这个公司发展理念词汇深深地印在了每

一位参加研修的员工脑海之中；教育部门

组织的新鲜有趣的培训让大家增强了凝

聚力与向心力。在讨论环节，大家畅所欲

言，对部门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各种意见与

建议。由新人为主自发主办的晚会生动活

泼，新人们的热情感染着在座的每一位观

众，领导的加入也让场上气氛更加热烈。

虽然欢乐的时刻总是很短暂，但是

大家通过学习・娱乐・运动将整个身心调

整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为全身心投入到

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足球互访，精彩决战

东芝女子联队夺冠“和谐白云杯”

杭州机电折桂第二届职工运动会

东芝中国研究・开
发中心快乐研修行

球队参赛，广州东芝白云菱机电力电子

有限公司此次派出了男、女两支队伍参

赛，其中女队是由广州东芝白云菱机电

力电子有限公司、广州东芝白云电器设

备有限公司、广州东芝白云自动化系统

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共同派员组成东芝

女子联队参赛。最终，东芝女子联队凭

借着熟练的控球、巧妙的配合以及快

速进攻以三战三胜的不败战绩稳居榜

首，成为本届比赛女子组的冠军得主。

起直追马上超越，双方竞争十分激烈，经

过70分钟比赛，比分最后定格在5比4，常

州东芝足球队取得了胜利。

通过这次足球友谊赛，双方队员增进

了友谊，加深了沟通，促进了两个公司间

交流，也展示出两公司员工热爱生活、团

结和谐的一面。

（THPC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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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8日,东芝公司今天扩充了其车载硬盘驱动器系列,	推出业界

最大容量的单碟80GB1的硬盘驱动器，为下一代的尖端车载导航及车内娱乐提

供了解决方案。

新产品采用了可以实现高密度记录的垂直磁记录方式，从而使产品实现了

为以往公司产品两倍2的80G的存储容量。同时，东芝提升了硬盘驱动器系列的

海拔参数，使硬盘驱动器在极端的道路环境下也能保持最佳工作的状态。东

芝全新的第六代车载硬盘驱动器系列包括80GB型号(MK8050GAC)及改进的

40GB型号(MK4050GAC)	,海拔参数都为5,500米。

东芝从生产业界第一台车载硬盘驱动器至今，全球出货量已经突破了700

万台的里程碑，其全球车载硬盘驱动器市场的占有率高达85%。

东芝日前推出TB系列8201/TB-9201电子复印白板,节能、高效、准确，为现

代商务会议及商讨方式开启新开端。书写内容可直接保存于U盘,并可以使用普

通纸打印记录内容，智能调节打印深浅。而通过USB端口与PC连接，可将面板

上的书写内容输入PC轻松操作，标准配置独立式打印机，打印机可用做其他办

公彩色打印。产品另一突出特点是采用节能设计，在无人使用时，自动进入节能

状态，而先进的环境性体现在采用无铅焊接，削减了聚氯乙烯树脂等的使用，减

少对环境的负担。产品全部部件符合欧盟规定的RoHS指令。

2007年12月5日，东芝与商神州数码联合召开了“至清无暇、绝色登场”——东芝高清硬盘摄像机新品发布会。

此次发布的4款新品分别为GigaShot	A和GigaShot	K系列旗下的产品，其中包括旗舰A100F、A40F以及定位于中端

的K80H和40H，这4款新品有效覆盖了中高端产品线产品涵盖从普通用户到发烧友的多元化用户群体。

在全球数字化发展的几天，消费者对电脑、电视和高清DVD等数码产

品的影像输入的高清需求逐渐增大，高清的数码摄像机的出现已是不可

阻挡的趋势。硬盘数码摄像机势必在未来的数码摄像机市场占据主要地

位。而东芝的目标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全球硬盘数码摄像机市场占据销量

头名的位置。”

神州数码以其强大的渠道分销体系和运营能力，无疑会将东芝高清

DV的优势在中国市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备注：11GB=109字节									2与东芝MK4050GAC产品比较

东芝推出业界最大容量80GB车载硬盘驱动器

携精品争天下，东芝电子复印白板新品上市

“至清无暇、绝色登场” 东芝发布新品高清DV

 新品  快报  NEW PRODUCTS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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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动“星蓝・月白”浪漫风潮——东芝笔记本电脑冬季新产品发布会

作为年度首款白色机型，Portégé	M612惊艳亮相。较之以往市场

上的13"机型的可观售价，同样属于高端产品线的Portégé	M600的主

流价格段却极具亲和力。Portégé	M612使其时尚形象更加鲜明，“皓月

白”的机身与此前Portégé	M600系列的“蓝玛瑙星光漆”相映成辉，另

外，1.99kg的轻量机身，展现了Portégé	M612时尚、轻薄的特色。

“皓月白”！TOSHIBA Portégé M612

2007年11月15日，东芝在北京召开了主题为“星蓝・月白”的笔记本电脑冬季新品发布会，借此机会向外界展示出冬季所有产品系

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4款新品。

从本次发布的新品以及发布市场营销策略可以看出，主要的产品系列全都是为中国市场度身量造。此次推出的Portégé	

M612“皓月白”，不仅在便携、美观与操作性方面取得了良好平衡，更为笔记本电脑产品带来了些许不可多得的浪漫和时尚气息。同

时东芝考虑到国内众多游戏迷和AV发烧友对独显机型的青睐，此次推出了性价比极高的Satellite	M200系列独立显卡产品--M211和

M212。活力与激情兼具的Satellite	L200则在张扬年轻个性的同时也使便携性和可移动性得以大大提升。

左：Portégé M612  

右：“蓝玛瑙星光漆”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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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ellite	M200系列是今年东芝销售颇旺的新品，而此次推出的

Satellite	M212/M211更加值得一看：这两款产品都配备了ATI	HD2400

独立显卡。轻松应对高清游戏、多屏显示以及高清视频播放。Satellite	

M212内配64MB独立显存，英特尔奔腾双核处理器、1G内存以及120G

硬盘。内置的DVD	SuperMulti	双层刻录光驱，在同价位机型中也很少

见，DVD	SuperMulti	双层刻录光驱利用立体的刻录方式可以把普通单

面单层DVD盘片4.7GB的容量扩大到8.5GB。Kensington锁槽和硬盘

加密设计全面保障用户的数据安全。Satellite	M212拥有14个丰富的接

口，可连接多个数码产品。

Satellite	L200系列是TOSHIBA专门针对中国年轻人群设计的

时尚新品，其采用全新的外观设计，深海蓝色的磨砂面板更令整体机

身倍显似“蓝鲨”肤质般的坚韧与繁美。作为主流的14.1"宽屏机型，

Satellite	 L200系列的便携度大为更高。凭借东芝特有的TOSHIBA	

CSV超显亮技术，通过屏幕双涂层，提高了图像显示能力。另外，DVD	

SuperMuliti双层刻录光驱和拥有Dolby环绕声技术的大尺寸扬声器，

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

“独显”尊崇Satellite M212 / Satellite M211

“蓝鲨”TOSHIBA Satellite L200系列

拂动“星蓝・月白”浪漫风潮——东芝笔记本电脑冬季新产品发布会

为了在笔记本电脑的基础上向用户提供更加完备贴心的移动计算解决

方案，东芝还在会上公布了即将推广的笔记本电脑配件产品业务，其中，	

EasyMove系列包括可瞬间让电脑具备便捷携带与海量存储；EasyWork系列可

为用户提供绝佳的扩展性能；而EasyLife系列则能带来数字娱乐新体验。东芝

人气偶像“PALA-CHAN”在国内上市后已经迅速成为少男少女们的新宠，这次

PALA-CHAN也将为大家带来包括MP3/U盘/鼠标/玩偶等全系列家族。

会上，东芝电脑网络（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渡敏郎先生表示，作为全球

唯一一个完整经历笔记本电脑发展历程的国际品牌，东芝一直孜孜不断地追求

着笔记本电脑的轻薄化和可移动性。此次，东芝所发布的全系列冬季新品，将

以其轻巧坚固、灵活易用、安全稳定的性能给追求移动性和时尚感的用户完美

极致的体验。与此同时，东芝仍将继续深化“真正的可移动性”理念，为用户带来

“Anytime，Anywhere”真正畅快的移动计算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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