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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在瞬间无情的吞没了学校、工厂、

农田.数千万人失去了家园。在巨大的灾害面前，中国全民

团结一致，以最大的热忱投入到救助工作中。无数的救援

力量迅速从全国聚集起来，东芝也汇聚到这份力量当中，

希望为灾区贡献绵薄之力，到目前为止，东芝集团为捐助

四川灾区的金额及物资，累计达到一亿日元（约670万人民

币）。

在震后第一时间，东芝发布了捐款声明，为了力求将

捐助款项落在实处，东芝一直在随时关注灾区最新情况，

得知震区的孩子因为校舍被毁无法重返课堂之后，我们联

络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愿意将部分捐助款用于灾区学

校的重建。

6月11日，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明亲往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将凝聚着东芝集团和集团员工爱心的捐款交到

了基金会负责人手中。该款项将会用于在四川重灾区建设

50间“东芝抗震希望教室”。据悉，这些教室将会在3个月

内完成搭建，希望教室能够为灾区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

良好的学习场所。

在地震之后，东芝中国集团的各个公司迅速响应，为

灾区伸出了援助的双手，东芝的每一名员工，也通过不同的

方式为灾区人民重建家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5月16日，由政府特批，在绵阳开播地面数字电视，东

芝响应这一举措为灾区捐赠了地面数字电视一体机,希望

将全国对灾区的支援传达给灾区人民，在有线电视电缆破

坏严重的绵阳地区，为百姓搭建了信息的平台。同时将在

灾区为广大群众无偿提供家电产品的检查及维修服务。而

由东芝集团日本公司提供的手电筒、照明设备等通过日本

红十字会转交到了四川当地。

我们深知，重建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有爱就

有希望，有爱就有家园，每一份爱的力量都将为抗震救灾

筑起强大的后盾。东芝希望与灾区及全国人民携手同心，

将支援坚持到底。

为了明天，用爱重建
    ──东芝向汶川地震灾区提供支援

为了明天，用爱重建
    ──东芝向汶川地震灾区提供支援

为灾区捐赠地面数字电视一体机 河南平高东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募集捐款东芝水电设备（杭州）有限公司募集捐款

 聚焦  HIGHT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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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中期经营计划特集

 2010年度目标  销售额达到10兆日元，营业利润达到5000亿日元

5月8日，东芝集团举办了面向媒体、投资机构的经营方针说明会。在

这里我们向大家介绍由株式会社东芝西田厚聪社长公布的东芝集团经

营方针以及截止到2010年度的3年中期经营计划概要。

2007年度决算、销售额达到了历

史最高记录。但由于NADA的价格降

低、HD DVD产业的终止导致了利润下

降。从2008年度开始，东芝将以顽强

的意志不断战胜预想的逆境，再次实

现持续增长。通过面向增长的进一步

转变和战略性的资源分配，加速“进

攻性经营”。

 经营方针

实现“可赢利的持续性增长”

在重视提高营业利润、营业利润

率的同时，提高销售额(提高CAGR)。

“发挥创新的乘数效应”

 继续开展过程创新（process 

i n n ova t i o n）及价 值创新（va l u e 

innovation），发挥2倍乃至3倍的乘数

效应从而强化全球竞争力。

  2010年度   2007年度
销售额  10兆日元   7兆6,681亿日元
  (2007-2010年度 ＣAGR9.3%) 

营业利润 5,000亿日元   2,381亿日元
  (营业利润率：5％)

ROE　　 15％　　　　　　　　　　　 12.0％

自有资金比率 20％    17.2％

D/E比率　 100％以下　　　　　　　　 123％

设备投资 2.2兆日元   1.7兆日元
  (2008-2010年度的3年间)  (2005-2007年度的3年间)

研究开发费 1.4兆日元   1.2兆日元　
  (2008-2010年度的3年间)  (2005-2007年度的3年间)

2010年度目标  在全部业务领域都实现“可赢利的持续性增长”

“贯彻执行CSR经营”

企业的存续与增长需要与社会实

现良好的关系。把生命与安全及遵法

放在所有事业活动的首位，作为 “地

球内企业”，以成为值得信赖的企业

集团为目标。

“培养国际化人才”

这是本年度新增的项目。世界上

有大量的飞跃发展的市场。为了在全

球竞争中获胜，必须获得具有不同文

化、习惯的各地区消费者的信赖，满

足他们的期待。尊重多样性并培养发

挥自身，不断创新的东芝人才，从而加

速东芝国际化事业的发展。

 2010年度目标

在所有事业领域实现高增长、高收益

至今为止数码产品和电子设备的

定位都为“成长事业领域”。在数码产

品中，PC业务领先实现了大幅改善，

08年开始，其他业务也陆续增强了竞

争力。我们曾把社会基础设施定位为

“稳定事业领域”，但是2007年该领

域实现了大幅的增收增利。另外由于

预计到世界范围内将呈现核能发电站

的建设热潮，因此我们计划谋求向增

长的进一步转变。在这三个业务领域

都要实现高增长、高收益，销售额达

到10兆日元的目标。

2006年度 

2008年度 

2010年度 

  成长事业领域    稳定事业领域

更多提供环境友好型产品

（核能、新型照明产品、新型二次电池）

         数码产品                   电子设备   社会基础设施

所有的业务领域实现高增长、高收益

 销售额：10兆日元，营业利润5，000亿日元（营业利润率5%）

强化竞争力           持续高增长高收益           向增长转换

更多提供带给顾客惊喜与感动的产品

（NAND、Cell、影像产品） 

CAGR(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年平均增长率,是将数年的增长率平均之后的增长率,是衡量公司
增长情况的指标。 

D/E比率(Debt/Equity Ratio)债务股本比,负债÷股东资本,是用于衡量公司的长期支付能力和安全性的指标。

ROE(Return on Equity)股东资本利润率,当期纯利润÷股东资本,是衡量股东的投资利润率的指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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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额、营业利润计划  数码产品业务  社会基础设施业务

 家用电器业务

 电子设备业务

加速“进攻性经营”达成目标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度过

一段艰难的时期。东芝集团的CAGR

也在1995年度到2004年度之间下降

到1.3%。这段时期以亚洲厂商为代

表,海外厂商都增强了竞争力，全球市

场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存亡之争。在这

种情况下，以1-2%的增长水平是难以

生存的。今后东芝要通过向增长的进

一步转换和战略性资源分配加速“进

攻性经营”，在2004-2010年度之间

实现CAGR9.4%的高增长值，达到销

售额为10兆日元，营业利润率为5%的

目标。

关于同时增加销售额和利润，西

田社长表示，“我们的业务大部分是

大众化产品。如果不扩大销售规模只

追求利润是有限度的。为了将来，我

们要在扩大销售规模的同时追求利

润”。

对于竞争异常激烈的数字产品领

域，西田社长满怀信心，“我们掌握了

趋于大众化业务的行业领先的商业经

验并将加以横向推广应用。而东芝电

视的优质画面被大众认可也使我们的

市场份额扩大到20%”。

积极推进核能、火力、水力等海

外业务，通过实现新型二次电池等产

品的早期事业化，开拓未来事业的主

力产品。

核能方面,预计到2015年度为止

将获得33套成套设备的订单。为了充

实并强化工程、制造能力，将扩充矶

子工程中心、加强京滨事业所的制造

能力及其他合作等。

提倡“环保方式”，提供环境性能

卓越的产品，为实现更加美好的地球

环境作贡献。扩大中国・亚洲及俄罗

斯等国家的海外业务规模。

作 为 日 本 首 家 销 售 白 炽 灯

“MAZDA Lamp”的公司，针对全球

气候变暖问题，到2010年为止东芝将

停止生产普通白炽灯泡，转向生产荧

光灯、LED。

   新增设全公司协作组织推进

“新型照明业务”，灵活运用集团的

综合实力来提供多种照明系统。

主力产品NAND的价格每年以

40%-50%的比例下跌，要构建出能

够适应激烈变化的市场环境的强健的

企业体制。

对于应用较多NAND闪存,为扩

大NAND市场做出贡献的SSD产品

(Solid State Drive)，西田社长表示，

“东芝整合公司整体资源来推进项目, 

集合半导体公司、PC公司、数字媒体

公司、研发中心等部门的力量，通过解

决高难度问题而完成了开发。现在能

够达到同等程度的竞争企业应该为数

不多。我们要走在其它企业前面，尽

量在确保市场份额的同时扩大市场规

模”。

2007-2010年度CAGR:12% 2010年度营业利润率：8.2％ 

07年度 10年度 

CAGR12
％

 

（兆日元） 

1.74

2.43

储存业务：再次构建高收益体制
 LSI系统业务：加速“集中和选择”
分离式器件业务：
        保持世界第一的市场份额

半导体业务

显示器业务 

扩大海外业务

加速火力、水力发电业务、推进医疗
设备业务的全球化发展 
强化输变电、配电业务的全球化发展

新型业务的早期事业化

　 
　 

07年度 10年度 

CAGR5％ 

（兆日元） 

2.42

2.81

2007-2010年度CAGR:5%   2010年度营业利润率：6.0％  
2010年度销售额10兆日元，营业利润5，000亿元 

58,361

04年度 

1,548

2.7％ 
3.8％ 3.6％ 3.1％ 3.6％ 

5.0％ 

2,406 2,584 2,381
2,900

5,000

05年度 06年度 07年度 08年度 09年度 10年度 

63,435
71,164

76,681
80,000

100,000

CAGR9.5％ （04-07）  
CAGR9.3 ％ （07-10）  

销售额（亿日元） 

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率（%） 

2007-2010年度CAGR:12% 2010年度营业利润率：2.4％

PC业务 
进一步全球展开（BRICs）并推进高品
质技术、与环境协调协调技术
 电视业务
强化高清晰的图像质量功能和成本管
理，全球展开。

手机业务
手机和PC相融合的产品投放

扩大海外业务、保持POS业务的国内领
先市场份额。

HDD业务 
推进高速度、大容量化，继续投入行
业最尖端的小型HDD。

2.95

4.10

（兆日元）

PC/TV业务的
加速发展促
使销售额增长

07年度 10年度 

CAGR12
％

 

推进“环保方式”大幅度降低 CO2排放

在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扩大销售

白色家电市场深耕
扩大空调、照明业务领域企业产品市场

推进并开展新概念“环保方式”
强化新型照明业务
通过改组强化销售和服务的整合

开拓增长引擎

扩大海外业务 

扩大国内业务

2007-2010年度CAGR:7% 2010年度营业利润率：2.1％ 

07年度  10年度 

CAGR7％ 0.77

0.94

（兆日元） 

2010年度度中期
经营计划

　　 

　　 

　　 

营业利润的构成

05-07年度 

36％ 

37％ 

19％ 

08-10年度 

36％ 

38％ 

22％ 

07年度 10年度 

销售额的构成

29％ 

21％ 

36％ 

40％ 

24％ 

27％ 

数码产品

电子设备

社会基础设施 

家用电器及其他

数码产品

电子设备

社会基础设施 

家用电器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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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度路线图

 全球体制的强化

 设备投资・研究开发/财务体制
的强化

到2007年为止，公司推进了集团

内公司协作项目、45个业务的总检查

和与业务特性相符合的强化策略的

制定，侧重对NAND、核能业务进行

资源分配。

面向2010年度，企业竞争力的根

源是技术创新。因此要构建具有创新

力的组织风气，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

发展。2008年后，将继续对NAND、

核能侧重进行资源分配。同时遵循各

业务的强化策略推进业务的发展,特

别要致力于强化全球化体制。进一步

强化公司之间的业务协作以及i-cube

活 动，致力于创造出新的价 值。在

2010年度的目标是“各项业务都要在

世界取得成功”。

堪称世界上为数不多市场规模的

日本正面临着人口减少的时期。众多

的电机厂商的相互竞争使今后市场

情况会更加严峻。为了实现可赢利的

持续性增长，海外业务的扩大成为关

键。

设备投资方面，推进加强NAND

的四日市工厂第4厂和建设、加强四日

市和岩手的第5厂及第6厂的计划。

研究开发方面，为维持技术的先

行性，要积极致力于生产战略性商品

的核心（core）技术研发。

为以上战略投资能够持续，也要

强化财务体制。为改善资金周转周期

(Cash conversion cycle*)，在包括各

公司及分公司中展开“CCC计划”。

全球体制的强化
以业务总检查为立足点的强化对策

*Cash conversion cycle销售额的周转时间

+库存周转时间-未付款周转时间。用于表

示如何快速回收资金，自有资金如何长时间

滞留的指数。

这次的中期经营计划中，计划

2010年度海外销售额比例增长到

60%，营业利润率达到50%。也就意

味着东芝集团的客户将有60%以上

都是海外顾客。因此东芝集团的员

工、营业体制、生产体制当然也要与

海外业务的展开相适应。作为集团体

制的强化策略，要致力于人才强化、

销售强化及强化成本竞争力。

设备投资计划 研究开发计划

12％ 

71％ 

16,825

67％ 

22,000

14％ 

数码产品

电子设备

社会
基础设施

数码产品

电子设备

社会
基础设施

5,000
亿日元 

（亿日元） （亿日元）

21％ 

30％ 

44％ 

11,597

44％ 

26％ 

14,000

25％ 

约
约 2,400

亿日元 

05-07年度 08-10年度 05-07年度 08-10年度 

家用电器及其他 家用电器及其他

2007年度 2008年度 2009年度 2010年度 

公司整体协作
项目推进

业务总检查推进

公司协作项目、推进i-cube项目、
创造新价值

推进基于业务总检查的强化对策
强化全球化体制

继续侧重对NAND、核能进行资源分配

不断创新的组织风气

 
 
 
 
 
 
 
 

 
 
 
 
 
 
 

全
体
业
务
在
世
界
取
得
成
功

海外增员：2010年度＋16，000人（针对2007年度增加的人数）  

（2008-2010年度累计）  
　 

销售点的扩充与扩大 （印度、东欧、巴西等）  

品牌、商品广告的扩充

人才强化

销售强化

成本竞争力强化 （印度、东南亚、中国等）  

（ ） 人员开支除外，2008-2010年度累计

海外销售额比率

2007年度 ：５２％ 
↓ 

2010年度 ：６０％ 

海外营业利润比率

2007年度 ：３７％ 
↓ 

2010年度 ：５０％ 

通过扩大海外业务来实现“可盈利的持续性增长”

以北美、欧洲、亚洲为中心扩大海外业务 

2007年度 海外销售额：4兆日元 2010年度 海外销售额：6兆日元

CAGR
海 外： 15％ 

4％ 2％ 
中国 
7％ 

中国 
10％ 

亚洲
12％ 

亚洲
13％ 

欧州 
14％ 欧州 

16％ 北米 
15％ 北米 

19％ 

国内 
48％ 

国内 
40％ 

其他 其他 

国内人员国际化人才培养：2000人以上

新兴市场促销投入300亿日元

生产基地的扩充

集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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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内公司协作项目、i－cube项目的推进

 集合每一名员工的力量，让东芝成为全球10兆日元的企业

东芝集团在内部公司制下，各业务领域都拥有卓越的技术、人才及经验。通过集团内公司协作项目等充分联合运用

以上资源，不断创造出新的价值。

西田社长用2小时的时间说明了 

“进攻性经营”。

面向2010年度，虽然有时可能会

面临逆境，但我们也能够开拓具有前

景的海外市场。西田社长多次强调为

了适应各种情况应做好万全的准备，

当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时,应洞察变

化迅速应对,以坚定的意志去达成目

2010年度度中期
经营计划

标。

并且，他还表示公司的技术、经

验是由每个员工积蓄起来的，因此人

才非常重要。

东芝集团的客户中海外客户占一

半以上，同时东芝也是正在加速发展

海外业务的国际化企业。为充分了解

世界各个地域文化、风俗及思考方式

的不同,做到“尊重人”；为在世界上各

个地域发挥创新的乘数效应,“创造

丰富的价值”、 “为社会做贡献”,每

位员工都应成为“国际化人才”,在日

本及海外充分发挥才能，为使东芝集

团在2010年度成为“全球10兆日元的

企业”而努力。

 

价值创新

新型充电电池（ＳＣｉＢTM） HEV 驾驶系统（drive system）灯泡型荧光灯

节能变压器 环境协调型发电机小型燃料电池 有机EL显示器

搭载多值NAND的SSD
核能发电 高效清洁厂房

配备SpursEngineTM 的AV笔记本PC

Aquilion ONETM
 搭载Cell的 TV

滚筒式洗衣烘干机

提供能源

生态产品

生态流程

生态产品

提供安全与放心提供惊喜与感动

 提供环境友好型商品

320列CT

节省资源、无汞
低耗电PC

 高效LED吸顶灯
“E-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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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一年一度的“东芝春季音乐会”如约而至。

株式会社东芝西田厚聪社长、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

明连同各界嘉宾一起，在北京中山音乐堂欣赏了由中国广

播电影交响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少年及女子合唱团、

京剧艺术大师梅葆玖和世界著名小提琴艺术家吕思清等

的精彩表演。这场中西合璧的音乐饕餮盛宴，为东芝“地

球内企业”理念的传播在初醒的早春掀起了一个高潮。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中，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少年及女子

合唱团用那样清纯的歌声，如甘露般瞬时唤醒了我们几

乎昏睡的心灵。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用其精湛的技艺为

大家演奏了维瓦尔第的“四季”等3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乐

章，一连串飞扬的旋律，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而梅葆

玖先生的高亢一曲，更是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其甜美

圆润的嗓音让人回味无穷。

西田社长表示，“作为‘地球内企业’，东芝一直都在

为实现更好的地球环境而努力，同时，了解并尊重各国、

各地区不同的文化以及历史、习惯，为世界的繁荣发展做

贡献。所以，我们在中国也是要扎根中国，不断致力于中

国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9年来的东芝春季音乐会，希望

能借助音乐作为沟通的桥梁，加强与地区社会的沟通交

流。”

一名现场观众则认为，“东芝春季音乐会”给他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悠扬的曲目，完善的组织，让所有到场者

都感叹于音乐所体现出的艺术之美。而东芝数年如一日

的精心筹备，更体现了东芝对文化的独特主张和对在中国

长期发展的信心。东芝也特别邀请了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

班的200多名师生来观赏此次春季音乐会，充分体现了东

芝对下一代教育的关爱。

1

东 芝 2 0 0 8 春 季 音 乐 会 在 京 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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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演出

②  西田社长致词

③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少年及女子合唱团演出

④  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

⑤  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梅葆玖演出

⑥  邀请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师生欣赏音乐会演出

3

2

4

65

特别  报道  SPECIAL REPORT

东 芝 2 0 0 8 春 季 音 乐 会 在 京 召 开

地社会和谐共生的心愿。同时在这次音乐会上，东芝也向

到场嘉宾们赠送了时尚环保手提袋，这每个环保手提袋中

都寄托了东芝倡导公众关爱环境之心。凭着这样的热情，

也使东芝也连续四年荣获了光明日报社主办的“光明公益

奖”，展现了“地球内企业”的卓然风采。 

东芝坚信，企业要维持持续性增长，就必须要做一家

受社会尊敬的企业。东芝中国一直贯彻CSR经营方针，在

扎根于中国本土的基础上积极地开展着多角度多形式的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今年，在北京即将举办奥运会，中国

定会取得经济上的腾飞。东芝希望借此契机能够与中国社

会一起，取得更大的进步。

近年来，东芝在世界各地一直遵循着西田社长提出的

“地球内企业”理念，即从全球的角度认识并尊重世界各

国及地区的文化、历史和习惯，在与本地文化及社会融合

的基础上开展着经营活动。另外，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环境

问题，东芝也坚持以创新的科技为改善地球环境而努力

着。通过音乐会这种形式，以及对各国传统民谣的传唱和

赞美大自然的乐曲的演奏，倡导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

每家企业对文化的尊重及自然环境的保护，为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责任。 

诚然，音乐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与此同时东芝也在用

实际行动为地球环境改善及下一代教育持之以恒地贡献

着力量，如种植东芝助学林、认养成都大熊猫、颁发“东

芝之友”奖学金及连续数年捐赠十五所希望小学等。这一

系列举动，都表现出了东芝厚重的企业责任感以及与当



东芝在清华大学设立 
            “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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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东芝在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成立的“能

源与环境研究中心” (Tsinghua(DTE)-Toshiba Energy &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 正式揭牌。同日，株式会

社东芝西田厚聪社长与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进行了友好

会谈，双方就加大在能源，环境方面的科研合作达成了一

致。双方希望通过加速合作，尽早的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建

设中国节能环保型社会。

东芝与清华大学的能源环保领域的科研合作是在

2007年10月开始的。内容涉及到发电机的高性能化，废气

排放中的去污，环境友好型电源系统，节能新材料以及水

质监测系统。“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的科研合作在上述

基础上，还包括了电机的长寿命化，地球温室效应对策等

内容。研究成果归属于合作双方，在为中国节能环保型社

会的实现做出努力的同时，也希望为实现中国的“自主创

新”贡献力量。

作为东芝集团在2050年的企业定位，东芝制定了“环

东芝在清华大学设立 
            “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

境展望2050”。内容是为了实现“安定的能源供给”和“实

现更加美好的地球环境”，东芝集团将通过自有的能源，

环保尖端技术为世界的节能环保发展做贡献。

2007年11月，东芝在北京召开了“东芝 节能 环保论

坛”，西田社长在论坛的发言中承诺，通过东芝集团自身彻

底的环境经营，利用环保节能技术和产品，在中国更大地

发挥“地球内企业”的作用，为实现中国节能环保型社会

的建设贡献力量。

特别  报道  SPECIAL REPORT

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与西田社长（右）出席揭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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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中国国际电梯展览会“MagSus”隆重登场

东芝在中国建立电梯业务新体制

4月22日,东芝电梯株式会社（下

称东芝电梯）参展 “2008中国国际

电梯展览会”。此次展览会上展出世

界首台电梯磁悬浮“MagSus”和“世

界最高速电梯（时速60.6km）”、“双

轿厢电梯”等尖端技术和环境协调型

标准电梯“ELCOSMO系列（空间节

约型机房）”“SPACEL-UNI系列（无

机房型）”的新产品等。除了主力产品

及高新技术，本次展会还将安全防范

3 月31 日，东芝电梯株式会社为

了在中国进一步强化业务，在中国成

立了覆盖全国业务的统括公司——东

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自今年4月1

日起新的公司开始运营，力争扩大在

中国的业务。 

至今为止,东芝电梯集团在中国

系统全面应用于整个展位，通过外墙

设置的专用监视屏幕及安全防范监视

系统展区的迷你终端，观众可以亲身

体验东芝安全防范系统的运转情况及

使用东芝技术的便捷与安心。

此次展会上，东芝展区结合诸多

引领行业尖端科技潮流的实物展品，

让到场的中外来宾大饱眼福。自开展

当日起，东芝电梯展区便成为全场最

为闪亮的明星，在向世人展示东芝集

的业务,由东芝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下称东芝电梯（上海））和东芝电梯

（沈阳）有限公司（下称东芝电梯（沈

阳））这两家公司运营。今后,将以东

芝电梯（中国）作为其在中国的总部

集中销售及服务等机能，建立高效的

体制，更好地服务客户。同时，公司确

立了上海、沈阳两制造基地的最佳生

产体制，从而向市场提供更优质的产

品。另外，原东芝电梯（上海）将与东

芝电梯（中国）融为一体，而东芝电梯

（沈阳）将作为包括供应海外市场的

面向全球的生产基地。

 新闻  中心  TOSHIBA HOT NEWS

团领先创新的企业理念的同时也为

行业科技发展引领全新方向。               

                       (TCE 武宇萍)

东芝执行董事专务东实做客清华大学海外名师讲堂

5月23日，执行董事专务东实做

客清华大学海外名师讲堂，为学生进

行了题为“东芝的研发经验与创新人

才培养”的演讲并与在座清华学子精

彩对话。

一直以来，东芝以完善的创新促

进体系、鼓励创新的公司文化和优良

的创新人才培育环境在技术开发中不

断获得成果，创造出多项世界第一。

东实选取东芝森健一前常务发明创造

日语文字处理机的科学实验过程及世

界上蒸汽机和铁道的技术革新发展为

例，启发学生们对技术创新的认识，

分析了成功的技术者应该努力具备的

素质，东实专务与学生分享了自己的学

习工作经历，并且在研究实验及论文

方面向学生们提供了切实的建议。

 “清华海外名师讲堂”演讲嘉

宾为重要国际组织领导人、世界知名

大学校长、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

奖等世界级著名学术大奖获得者，以

及不同学科领域的世界著名学者等。

东实先生在演讲后和在座学子精彩对

话，鼓励每一名同学成为优秀的创新

人才。               (TCH 郑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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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生活，强先体验——“品 • 质 东芝”巡展活动启动

北京国际照明展  东芝引领绿色科技风尚

6月14日，一场以“品•质 东芝”为

主题的东芝巡展活动，在北京东方新

天地成功举行。巡展展出了东芝最新

的液晶电视系列产品，多款笔记本电

脑，硬盘摄像机，投影机，SD存储卡，

U盘等的数码产品，以及冰洗，空调，

电饭煲，电磁炉，吸尘器等家用电器产

品。巡展当天即有超过万余消费者前

来观展。

此次“品•质 东芝”巡展是东芝

继今年1月陆续在全国10个城市进行

产品展示后，再次携其最新最全的数

码、家电系列产品，零距离接触广大

消费者。

北京站巡展成功落幕后，“品•质 

东芝”还会陆续将由领先的数码、家

2008北京国际照明展4月3日在

北京召开，东芝照明携节能环保型照

明产品参展，成为展示会中绿色产品

应用的一大亮点。

本次重点展出的可调光型Hf高

效荧光系列的灯具与传统荧光灯相比

较，亮度相同时，可实现节能41%。所

采用的新型氧化铝薄膜技术将大幅度

提高光源的使用寿命，使寿命延长到

电产品带来的品质生活体验，带到上

海徐家汇美罗城,南京中央商场以及

深圳赛博数码广场。

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明先生出

席了“品•质 东芝”北京站巡展，并表

示：此次巡回展是继今年1月在全国10

个城市连续举办之后，再次以最新产

品阵容，集中展示了数字家电的全线

产品。

在当天的巡展现场，著名影视明

星胡可到场助阵，与消费者进行了有

趣的互动交流活动。互动活动为消费

者准备了东芝电饭煲、USB储存器、创

意环保袋及精美T恤等特别奖品。

在北京站的巡展中，东芝“高清

数字电视一体机” REGZA和东芝新

17,000小时。与目前被市场广泛应用

的三基色荧光灯的寿命12,000小时相

比，寿命大大延长。

而东芝方形高效荧光灯Neogrid

等节能照明产品也同时吸引了众多参

观者，作为光环境制造的专家团体，

东芝将以为社会提供美好的“光环

境”为目标,奉献更多绿色科技照明产

品。           (TLB 徐永芳)

款笔记本Portégé R502两款展品最

受观展者的关注。

东芝REGZA“高清地面数字电视

一体机”可同时接收地面数字电视信

号和模拟电视信号，蕴涵地面数字电

视技术的东芝REGZA“高清地面数字

电视一体机”势必将改变中国消费者

选购液晶电视机的标准，并逐渐取代

市场中传统的模拟电视机。

而东芝笔记本Portégé R502把

影像科技、信息通信科技和半导体开

发等技术结合在一起，大幅优化了笔

记本电脑的多媒体使用性能，令人耳

目一新。 



第 十 届 中 国 国 际 核 工 业 展 览

会于3月25 -28日在北京全国农 业

展览馆召开，来自14个国家的核领

域的知名企业全部参展，东芝/西屋

（Westinghouse）首次联合参展并取

中国国际核工业展东芝/西屋核工业备受关注

得圆满成功。

2007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核

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年~2020

年）》，明确了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

到4000万千瓦的目标，这意味着中国

的核电建设将大规模开展。2007年7

月24日,中国AP1000核电自主化依托

项合同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国的也是世界最初的2个AP1000项

目浙江三门和山东海阳项目将陆续于

2009年3月和2009年9月开工。在此

5月1日，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正式

登录北京。包括东芝在内的地面数字

电视一体机制造企业产品抢先上市，

并将以北京为第一站的七个奥运相关

城市陆续开展 “地面数字电视交流

会巡讲” 活动。据中国电子商会相关

报告显示：预期购买地面数字电视一

体机消费者已占到15%，制造企业方

面，东芝等终端产品制造企业推出的

地面数字电视一体机经过权威机构的

认证已可达到“1080高清显示器”标

准。数字电视一体机作为“收视一体

东芝全面发力地面数字电视市场

化”视频接收产品将引领未来几年内

平板电视主流需求。

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地面

数字电视消费需求日趋升温，产品也

陆续上市。但消费者的热切关注并不

能遮盖对其数字电视一体机产品认知

度低的现状。根据广电总局相关部门

的消息，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在内的

八个奥运城市在内，全国所有省会城

市和计划单列市共37个城市已经投入

了技术准备工作中， 计划在近期开展

地面数字电视的广播业务，为地面数

字电视一体机在国内的快速发展和渗

透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土壤。地面数字

电视一体机将成为未来彩电市场发展

新的消费趋势。

东芝高层表示：东芝的地面数字

电视一体机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电

视，可实现对地面数字电视一体机对

数字电视信号的一体化接收与播放。

具有操作简便、信号接收简单、抗干

扰能力强等特点。区别于有线数字电

视，具有通过一根外接天线便可免费

接收高清数字电视节目的特点，为消

费者轻松收看数字高清信号节目提

供了可能，不仅如此，东芝还将数字

电视接收技术运用到了旗下新型的

F50、Z50笔记本电脑产品中。另外，

在数字电视一体机相关设备上，东芝

同时研发了小型、高效能数字全固态

电视发射机。全方位的产品研发旨在

为高清奥运环境下的观看者带来操作

简便、品质上乘、性价比极高的视听

生活享受。

13

背景下东芝/西屋的参展倍受关注。

东芝轻水堆技师长饭仓先生，西屋公

司副总裁亲临展览会为参观者讲解，

并通过展板，模型及技术交流会的形

式生动地介绍AP1000技术和项目建

造情况。展位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国务

院副总理张德江，发改委副主任张国

宝，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国家核安全

局局长等及核电相关企业的高层领导

干部均荏临展位。

             （TCH 邢京 丁金玉）

 新闻  中心  TOSHIBA HOT NEWS

大连东芝电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下恒夫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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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东芝推出业界最高容

量、SATA接口的1.8英寸硬盘系列产

品。针对以空间效率为主要要求的移

动电脑产品，新推出的5400转硬盘，

提供了单碟80 GB和双碟160GB的机

种，同时具备领先市场的高容量、高

效能以及耐用性等特性。

市场上对高端移动电脑的强大

需求，以及消费者对移动运算储存容

量上等同大型移动电脑的期许，使1.8

英寸硬盘成为小规格运算产品中的首

选。由于东芝致力于最优化1.8英寸硬

盘的技术，使东芝在市场上占有独特

的地位，得以因移动产品需求而爆发

性成长。在较大容量规格下，东芝1.8

英寸硬盘具备了较佳的耗电效率及耐

用度，有助于移动电脑的小型化。从

2000年东芝进入1.8英寸硬盘市场开

始，全球出货量已达到6千万个，更坚

定了东芝在1.8英寸硬盘市场中的领

导地位。目前东芝量产的是第17代1.8

英寸硬盘，共有25个机种在市场上销

售。东芝新的80GB和160GB硬盘将

于8月开始出货给PC制造商和经销商

伙伴。

          (TSDS  刁承文)

更艳丽逼真，加上DLP的高层次感及

高对比度投影技术，使画面更完美，

特长灯泡寿命高达3,500至4,000小

时，而DLP芯片寿命长达100,000小

时， TDP-SP1堪称“便携商务、家用

电影、视频游戏”的入门必选，极具冲

击力的价格在目前的商务娱乐机型中

极具竞争力。

            (THL  张文俊)

4月14日，东 芝公 司 开 始 推 出

SpursEngineTM SE1000（以下简称

“SpursEngine”）高性能媒体数据流

式传输处理器的样机。东芝从4月8日

起开始推出SpursEngine样机，并希

望在SpursEngine上市的头三年创下

600万台的销售成绩。

SpursEngine是一种协同处理

器，它结合了用于全高清的MPEG-2

和H.264流编解码的硬件编解码器与

Cell/B.E.的SPE四核搭载技术。这些

先进的处理单元具有很高的媒体流播

放性能，时钟频率为1.5GHz，耗电量

很低，在10W到20W之间。

东 芝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设 计 这

款强大的协同处理器是为了将Cell /

B.E.TM的先进技术运用到消费电子产

品，特别是数字产品的影像处理中。

SpursEngine将推动全高清产品市场

的发展。很多终端用户便能够享受到

SpursEngine软硬件带来的舒适的数

字生活。                      (TEMA  赵慧)

东芝发布了一款应用极致色彩技

术的视频投影机TDP-SP1。可以应用

于众多场合，定位于便携商务和家庭

电影以及视频游戏。采用极致色彩技

术能更加真实的还原影像色彩，让演

示和娱乐都倍增乐趣。

细小的机身，却有2200流明的亮

度、SVGA分辨率、2,000:1的对比度，

应付一般商务用途绰绰有余，加上其

丰富的端子接口，作为家用投影机也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一投影产品采用TI最新Brilliant 

Color技术，令色彩度大幅提升，颜色

极致色彩东芝TDP-SP1，商务娱乐机入门必选

东芝推出SpursEngine高性能媒体数据流式传输处理器

东芝推出业界最高容量1.8英寸硬盘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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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在北京世贸天阶由东芝主办的笔记本新品发布会上演了一场炫目华丽的感官盛宴，此次发布的新品分属三个系列，分

别为东芝影音旗舰产品Qosmio系列中的Qosmio G50/F50，炫彩机型Satellite M300系列和Portégé M800系列，从产品线划分上

充分满足了不同用户的使用需求。

Portégé M800系列：我的盛夏光年

Portégé M800系列流线型外观结合

圆角弧型设计，令这一系列更显轻薄而贴合风

尚，同样配备了“EasyMedia撼魅影音”，使得

其视听表现效果更加出众。更难的是Portégé 

M800系列还拥有超强配置和超高安全性，让

Portégé M800系列处处闪现生动的灵感，商

务品质与便携性能的完美结合让笔记本用户轻

松享受他们的移动梦想。此次东芝为中国市场

带来的笔记本电脑为所有想拥有与众不同的交

互体验、别具型格的移动体验、超越绝伦之影

音体验的人们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移动计算体

验。其炫人耳目的视听冲击力和不可思议的创

新能力带来全新笔记本电脑的实用价值理念，

将不断引领笔记本电脑领域新潮流。

Qosmio系列：凝傲天成

东芝2008年最新推出的“EasyMedia

撼魅影音”为Qosmio带来超炫画质与震撼音

响。特别配备的超容量内置高转速SATA双硬

盘，总容量劲达0.5T；采用东芝独有的、且首

次应用于笔记本产品中的四核强力影音处理器

引擎,“人脸搜索”功能通过预先加载视频，实

现对脸部的快速检索及场景定位；“手势控制

“功能无需鼠标，只需要捻捻手，即可轻松实

现远程控制；而Qosmio全新超大丽声影院音

箱极致营造华丽音质； Qosmio G50是目前国

内唯一自带FM调频功能的笔记本电脑，除了最

爱的CD、最爱的影片，还能听到广播电台的热

辣节目、看到最新鲜电视节目。用户也可以通

过笔记本收看到高清电视画面。

Satellite M300系列：不羁的风华

今季Satellite M300系列拥有了更多炫目

的色彩，处处流动新鲜感的时尚新主张。该系

列机型继承了东芝的影音灵魂“EasyMedia撼

魅影音”，同时高亮超显炫彩屏、HDMI高清输

出（部分机型）和高配全新图形控制器，无一

不是拥有高精度画质的利器；炫白冷光轻触式

柔感多媒体键令用户轻触间即可轻松操控快

速上网、影音播放；而网络摄像头和TOSHIBA

网络拍摄助手则让用户轻松实现视频网络对

话、享受自拍的乐趣。预装东芝ConfigFree 自

由网络助手，让网络连接、连接故障诊断变得

更为简单——创造身临其境的视听天地，这正

是Satellite M300系列为用户带来的高附加值

的最佳体现。

东芝笔记本新品全球首映 演绎炫彩视界

 新品  快报 NEW PRODUCTS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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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东芝迎来里程碑时刻

6月6日，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

司开业11周年庆典暨扩建工程投产仪

式隆重举行，在开业十一周年之际，常

州东芝以一张出色的成绩单来庆祝生

日，投资1500万美元的系列技改项目

也竣工投产。

回顾常州东芝不平凡的11年成长

之路，有很多里程碑时刻可以见证她

的成长，1999年，常州东芝生产出当

时 我 国 最 大

容量750MVA

／5 0 0 K V 特

大 型 电 力 变

压 器；2 0 0 0

年 起 三 次 向

澳大利亚出口

大型电力变压

器，开启了我

国 向 发 达 国

家出口大型电

力变压器先河；根据“2008北京奥运

行动规划”，成功开发出110KV级气体

绝缘变压器并交付奥运工程建设，填

补了国内变压器制造行业在该领域的

空白。而在2008年，常州东芝将开发

生产各类大型变压器160台以上，销

售收入将超过23亿元人民币。

常州东芝是东芝在中国设立的第

一个超高压、大容量大型变压器生产

基地。自投产以来，生产和效益每年

以20%的幅度增长，到2008年5月，

已有750余台各类大型变压器交付用

户，年产量达到国内同类企业第2位，

500kv电压等级超大型电力变压器市

场占有率为同行业首位。到今年7月，

常州东芝将具备年产180台65GVA变

压器生产制造能力和“双百万”变压

器开发制造和试验能力。

常州东芝成立之初制订的目标是

年产25台变压器，但常州东芝的发展

远远超出预想，去年产量达到134台，

是当初目标的5倍之多，取得这样的成

绩离不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

景，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需要稳定的

电力支持，今后，常州东芝将继续开拓

创新，用高质量、高性能产品回报用

户，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

司是由日本国株式会社东芝、

常州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东

芝（中国）有限公司共同投

资。于1995年8月成立，1997

年 5月开业，主要开发 生 产

500kv电压等级大型电力变

压器以及输变电设备，是我国

首家开发生产500kv电压等

级大型电力变压器的外资企

业。

 公司  在线  COMPANIES ONLINE

常州东芝迎来里程碑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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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队再创佳绩
一年一度的常州市外商投资企业

乒乓球比赛是乒乓球爱好者的盛会，

本届比赛的参赛队多达46家，运动员

共计325人，参赛人数再创历届之最。

常州东芝乒乓球队第五次参加了这一

赛事。公司头号男单选手苏轩获得本

届杯赛亚军。由李丹、李红和辛春华

3人组成的公司女队荣获了团体第四

名。（承枝南） 

第五个世界献血日
6月14日，在第五个“世界献 血

日”到来之际，常州东芝义务献血的

员工也迎来了第五个企业“献血日”

今年的世界献血日的主题为“定期献

血”，在常州东芝公司， 6月14日被定

为企业的“献血日”，每年的6月份，都

有很多员工报名参加义务献血，今年

报名的人数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共有140多名员工踊跃报名，设立在公

司内的临时献血点被围得水泄不通，

大家以真挚的爱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争先恐后地参加活动，希望为社会

健康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能为和

谐社会的实现贡献一份力量。常州东

芝是在常州市唯一一家自2004年6月

14日第一个“世界献血日”起，每年均

组织员工无偿献血的企业。（孙丽） 

常州东芝CSR活动

常州信息职业学院日语专业师生到访

4月2日，来自常州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36名日语系同学们到访常州东

芝，兴致勃勃的进行了参观学习。同学

们分批参观了公司生产现场，面对从

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庞大的变

压器，以及壮观的生产场景，同学们

不时发出感慨并提出问题，公司热情

解答同学门提问并向大家耐心讲解公

司的发展以及企业文化。（杨协芳） 

篮球队喜获亚军

常州市第二届“龙城福地”杯企

业篮球邀请赛于2008年4月20日至5

月25日在常州举行。本届比赛共十支

参赛队伍，其中五支来自常州市的外

商投资企业，五支常州本土企业，分

为两个小组进行。常州东芝篮球队作

为刚刚成立的新军首次亮相就荣获亚

军。（梅方勇） 

常州东芝员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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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芝水电之夜文艺晚会

4月28日晚，为了更好地体现对地区的社

会责任，推进企业所在地区文化建设，加强与

地区居民文化交流，东芝水电与富春江镇人民

政府联合举办的“东芝水电之夜文艺晚会”隆

重举行。晚会节目精彩纷呈。东芝水电为晚会

献上大合唱，以及独唱、舞蹈等节目受到观众

的热烈欢迎。 

  庆六一 • 迎奥运 • 看工厂

为了使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度

过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平高东芝公司组织了

“庆六一•迎奥运•看工厂•树理想”为主题的活

动。

6月19日，东芝中国集团赞助的希

望小学在贵州省举行了落成典礼。这

是东芝中国集团在华赞助的第十四所

希望小学。当天，天无三日晴的贵州，

也出乎意料的艳阳高照。当天，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贵州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铜仁市市政府的领导以及

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明都出席了落

成典礼，并共同为漾头东芝希望小学

揭牌。

该所希望小学坐落于贵州省铜

仁市漾头镇漾头村，由于地理交通不

便的缘故，当地经济发展略有滞后，

    播撒希望 心系未来——贵州铜仁东芝希望小学落成

  大雨中栽种绿色未来

5月17日,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东芝

电脑网络（上海）有限公司、东芝电梯（沈阳）

有限公司、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

司、东芝照明（北京）有限公司、大连东芝电视

有限公司约100名员工,前往房山种植了250棵

柏树.在大雨中,员工们一起栽种下一棵棵代表

希望的树苗。

该小学目前共有10个班级，校舍自

1982年修建之后，历经岁月，墙体出

现了多处裂缝，已属于危房。而且伴

随着村镇的发展，前来就学的学生人

数也逐渐增多，办学条件已经难以适

应新形势得发展要求。新的校舍将

在今年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近500名

师生将在崭新明亮的环境中迎接新

的学期。并由于场地扩大，前来学校

就读的学生将会达到600人左右。为

此，铜仁市田仁华副市长对于东芝公

司的热心资助表示了衷心的感谢，表

示该举动势必进一步带动社会各界

对于教育事业得关注和支持。

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明在致辞

中表示，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的进步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一位同学都是

社会未来的希望，祝愿同学们能够在

老师的指导下，心怀各种梦想，努力

学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东芝

中国集团今后也会继续秉承扎根中国

的理念，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贡

献中国社会，同中国共同进步共同发

展。

参观工厂、在多媒体培训室观看奥运主

题动画片有奖问答游戏等让孩子们度过了快

乐的一天。

企业  公民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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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电梯（沈阳）有限公司“08年员工羽毛球比赛”于

4月火爆开锣，经过 26天的激烈比赛，在6月4日落下了帷

幕。 

本届羽毛球比赛设立了男子单打、女子单打自由组合

双打比赛， 运动员们的精彩表现每天都会吸引来大量观

众，他们的胜败与否也牵动着支持他们的球迷的心。赛场

上，运动员们发球精准、脚步移动灵活、正手、反手、高远

球、吊球、放网前球、搓球、大力扣杀等多种打球手段都

被运动员一一展现出来。扎实的技术与多变的战术相结

合，让比赛看点颇多。当场上出现精彩的场面时，观众们都

会报以热烈的掌声，赛场上运动员认真拼搏的场景与场下

观众热烈加油，绘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

上届女单比赛前两名田素艳、陈萍作为女单比赛种子

    平高东芝运动会精彩纷呈

    羽毛球赛火爆开锣

炎炎夏日抵不过运动带来的热情，5月17日,平高东芝员工运动会

在全体员工的期盼中拉开了帷幕。这次运动会设有拔河、男女4×100

米接力赛、跳绳、跳高、100米、200米、500米等项目。在运动会的策

划中特别体现了团结、进取的企业精神和趣味性。参加活动的对象不

仅仅局限于平高东芝的员工，更邀请员工的家属共同参与。

参赛的运动员们大显身手,经过激烈紧张的角逐，各项赛事圆满

完成。可喜的是100米、200米、跳高等项目都创造了公司运运动会的

新记录。 “挑战无限，超越自己”，运动会增加了员工们的团队合作

和进取精神，更督促大家在紧张工作之余更要关注健康，平衡工作与

生活。              （PTC 林森 高毅龙）

选手；男单种子选手则由姚

广胜和张勃领衔；双打比赛采用抽

签分组循环形式进行较量。经过93场激烈的

争夺，来自制造部的田淑艳、陈萍、李晓红包揽了女子组前

三名；管理部姚广胜、王忠国和情报系统部的宋耘州分别

获得男子组前三名；自由组合双打比赛的冠军被管理部摘

取，亚军和季军均被来自制造部的选手获得。

选手们在互相切磋交流的同时，也向热爱羽毛球运动

的观众展现了他们高超的球技。精彩的比赛获得了全体员

工的热情参与和喜爱。

（ STE 杨立波 尹秀石）

缤纷  团队  CREW A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