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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郭晶晶赠送礼物

向中国花样游泳队队员赠送礼物

中国花样游泳队队员及郭晶晶向东芝赠送礼物

全体参会人合影

9月24日，东芝集团率全线笔记本电脑新品、全高

清数字一体机及焕彩系列彩色数码复合机，在

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媒体发布会。

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明出席了本次发布会，东

芝品牌形象代言人——跳水运动员郭晶晶及中国花样

游泳队的队员也亮相现场，与参会嘉宾和观众们共同

分享了东芝数码产品带来的新鲜体验。

田中孝明总代表在发布会上表示，“东芝1875年

至今拥有悠久的创业历史，现已成为一家从事从电

视、冰箱、洗衣机、电脑，到电子器件、医疗器械、火

力水力以及核能发电的综合电气制造厂商。现在东芝

在中国已设立了完备的开发、采购、生产及销售系列

网点，并尤其在节能环保相关产品上进行着积极地

研发生产及销售。东芝集团今后也将会以不断创新

的精神，为用户提供更加实用、更具魅力的高品质产

品。”

在活 动现场，东芝向郭晶晶赠送一台52英寸

REGZA ZF500液晶电视，并向两位中国花样游泳队

队员赠送了L310系列笔记本电脑。这两款产品堪称

东芝挑战时尚前沿，追求性能卓越的经典之作。郭晶

晶和花样游泳队的队员们表示，东芝不断凭借强大的

技术优势为用户带来高品质产品，将精致生活体验带

入了全新的境界，希望大家来共同分享这些产品所带

来的非凡使用感受。

而发布会的又一大亮点是郭晶晶及花样游泳队队

员赠送给了东芝一件特别的礼物——树苗。她们了解

到东芝一直将植树活动作为企业在中国环境保护活

动中重要的一环，所以衷心祝愿东芝集团能与这棵小

树苗一同茁壮成长并不断壮大。

在一个多月前的北京奥运会上，跳水运动员郭晶

晶夺取两枚金牌，而中国花样游泳队也完成历史性突

破，获得铜牌。为了庆祝这一荣誉时刻，在产品发布

后东芝特别为她们举行了庆功会。

庆功会上，运动员们感谢东芝一直以来的支持与

鼓励，全场共同举杯庆祝郭晶晶及花样游泳队取得奥

运佳绩的环节把会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东芝祝福她

们在今后的比赛中再接再厉，创造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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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的发布会上东芝影音旗舰笔记本

电脑Qosmio系列尽显奢华，并以与

生俱来的影音渲染力，带来了移动影院般

的极致视听体验。

在发布会现场，东芝 “高清地面数字

电视一体机” REGZA XV500也令

历经 多 年 的 研 发 ，2 0 0 8 年 东

芝 隆 重 推 出 基 于 东 芝 最 新

第 三 代 智 桥 平 台 的 焕 彩 系 列 彩 色

数 码 复 合 机 e - S T U D I O 2 3 3 0 c / 

2830c/3530c/4520c，其彩色输出速度分

别为每分钟23/28/35/45页，8.5英寸彩色

中文液晶触摸面板给用户带来前所未有

的便利，借助新型彩色超精细墨粉及丰富

的色彩管理技术，输出品质焕然一新；独

特的三维物体周边消除功能实现了打开

东芝笔记本电脑演绎眩彩之旅

引领高清时代，东芝睿智 XV500系列新上市

焕彩境界 随心所至，东芝彩色数码复合机上市

人瞩目，大连东芝电视有限公司此次推出

的REGZA睿智XV500系列高清地面数字

电视一体机，涵盖从32英寸、37英寸、42

英寸、46英寸到52英寸的全部主流尺寸。

全系列产品都搭载东芝全新高画质

图像处理芯片，集成了包括“暗夜精灵”

暗场背光自动调校系统、3D色彩管理系

统、自然边缘优化系统、数字动态斜方向

修正系统等先进的影像处理技术。同时配

备了“环境感光控制”功能，通过自动感

应周围环境的亮度来调节屏幕的画面，大

大改善了视觉的舒适性。此外，XV500还

人性化地增加了电影、游戏和PC三种图

像模式，并在正常色调、冷色与暖色调的

基础上加入了RGB调整，使得用户可以调

节出更多精彩的画面细节。

而拥有主流14.1′超宽比例显示屏的

影音笔记本电脑Satellite M300系列，不

仅读写速度迅捷，还继承了Qosmio系列中

“EasyMedia”的撼魅影音，“极光白”和

“野玫红”“银河漆”三款经典面板颜色

也极大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需求。

这 样 的“ 炫 彩 ”外 观 同 样 在

13′Portégé M800系列上采用，便携性

与实用性完美融合使该系列产品堪称13′

系列笔记本电脑中的佼佼者。

盖板也可轻松复印；单支彩色墨粉的寿命

高达24,000印，4款产品集彩色复印、彩

色打印、彩色扫描、互联传真网等多种功

能于一身，为现代化商务办公注入新的活

力。

在节能环保方面，东芝复合机在全球

获得了包括美国能源之星环保认证，欧洲

RoHS标准，德国蓝天使标志认证在内的

广泛环保认证，东芝也是中国复合机行业

中唯一一家全线产品率先获得“中国节能

Qosmio系列

M300系列

奢华体验 点       晶       之笔“ ”

产品”和“中国环境标志产品”双认证的

企业。

——跳水运动员郭晶晶及中国花样游泳队队员助阵东芝新品发布会

此外，12′笔记本产品线上的轻巧精

灵——Portégé R500系列，轻薄的机身

设计、新一代生物指纹识别技术等都赋予

了其系列不凡的适应能力。



东芝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1提供了目前运行在中国内地的最快速

的超高速电梯（根据本公司调查）。数量为分速为600米超高速

电梯3台及带有层间高度调节功能*2的高速双层轿厢电梯8台，共计11

台。

中国内地最快的超高速电梯被命名为"Cabin”，作为服务于世界

最高酒店的专用电梯，从1层到酒店大堂层的87层，进而到其上部91层

的餐厅层的约400米距离，直达运行仅需1分钟。

这种超高速电梯采用了轿厢形状最优化的“整风盒”以及能解决

楼宇大风摇晃的防震绳等技术，是以使用在台北101大厦世界最高速

电梯（东芝电梯株式会社制造，分速1010米、为吉尼斯世界记录）的技

术为基础，加上采用了符合中国GB规格的（中国国家标准）安全装置

等最先进技术的电梯。

此外，由于高层及低层办公楼使用的带有层间高度调节功能双层

轿厢电梯，具有普通电梯约1.9倍的输送能力（双层轿厢运行*3），是一

种考虑到降低电梯设置面积的省空间、省资源的环境友好型产品。

东芝将充分发挥在世界同行中具有领先水准的技术力量，进一步

加强高速电梯这一优势领域产品的销售活动的同时，加强中国研发部

门工作及完善生产体制，以期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1关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是日本森大厦集团公司精

心倾力打造的“垂直的复合型都市”。堪称中国最高建筑物的该大楼由最高

级办公楼、最高级酒店以及世界各国人士云集的商业和会议设施等组成，必

将成为上海商务文化及娱乐休闲的一大顶级场所。

*2根据楼层高度、可使上层轿厢与下层轿厢间距自由调整的功能。

*3所谓双层轿厢运行是指上层轿厢仅停靠双数层、下层轿厢仅停靠单数

层的运行方式。

东芝超高速电梯服务于
中国最高建筑

特别报道 | SPE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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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11日，全东芝技术竞赛在日本召开。此次大赛共有

“焊接” 、“车床” 、“机械检查” 、“电子机器装配” 、“最

终加工”共5个项目，来自22个事业所的46名选手以优秀奖为目

标展开了激烈角逐。东芝大连有限公司、东芝大连电视有限公

司、东芝信息机器（杭州）有限公司、杭芝机电有限公司、广东美

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分别派出了选手参加大赛。

成为更优秀的检查员
在6月获知自己将代表公司参加全
东芝技术竞赛时,真是又高兴又紧
张。最后在“机械检查”比赛中我
获得了努力奖。
通过比赛,我学习到了很多机械检
查的专业技术,同时我也感受到东
芝对专业技术的高度重视,今后我
会继续钻研，成为一名更优秀的检
查员。
广东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李海英

全东芝技术竞赛7月大赛召开
 ——来自世界的46名选手参加5个项目比赛

SAYING
感言

其中，参加了“焊接”项目比赛的共有19名选手，海外方面

的参赛公司有4家来自中国、1家来自菲律宾、1家来自印度尼西

亚。此外，在“机械检查” 项目中也有2家中国公司的选手参

赛。所有项目中，来自海外的选手共有16名，也使这次竞赛成为

一场国际大赛，体现了集团的国际性。在各比赛现场，随着赛前1

分钟响起的铃声，会场瞬间安静，选手们也随之投入紧张的比赛

当中，向人们展示他们平时训练的成果。

在10日的开幕式上，担任竞赛副会长的崛冈先生在讲话中

鼓励了选手们，他表示“制造能力是生产厂商最大的财富。希望

参赛的选手具有主人翁意识，以提高制造能力为己任，努力比

赛。另外，也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能够使公司员工的综合素质得

到提升，并提高集团在全球的制造水平。”东芝信息机器菲律宾

公司的Ma．Dulce C．Revuelta代表参赛选手宣誓，将竞赛拉开

帷幕。

本年度的技术竞赛还将于之后的11月份联合举办 “熔接”、

“机械设计制图”、“机械保养”、“NC工作器械”、“磨床”项目

的比赛，并于明年2月份举办“半导体”项目的比赛。

 “车床”、“电子机器装配”、“最终加工”项目的参赛选手们

团结就是力量！                    

这是东芝大连社首次参加“机械检查”竞赛。接到参赛通
知后真是又喜又忧，听说，在日本，不光工作中可以接触到
高精密的检测仪器，而且参赛培训早已开始了。还好，公司
为我安排了两周培训，在日本三重工厂，亲切的指导老师和
曾经参赛的选手的照顾让我感到非常温暖。跟其他选手切
磋，让我大开眼界。比赛结果是我荣获了本级别组优秀奖的
第一名！11日，大会特别安排了加工现场参观，令人印象深
刻的是设备加工精度达到万分之一的精度，现场的操作人员
全部为高级专业人员。
在获奖祝贺声音中最难忘的一句就是:“大连社，了不起！”
要知道，这是我们全体人员努力的成果！胡民杰领队和选手
一起备战，准备各种资料和器材，孙培强部长一身兼数职，
忙的汗流浃背。他们比参赛选手还投入。比赛归来,我的感
受只有一句话：团结就是力量！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王刚

“机械检查”技术竞赛

专业组
优秀奖
东芝产业机器制造株式会社 稻垣敦史
研究开发中心   平野忍
标准组
优秀奖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王刚

京滨事务所   清水亮太
东芝开利株式会社  伊藤雅巳
优良奖
京滨事务所   山川隼史
努力奖
广东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李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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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芝产品品质尽一份力                                                            
在焊接技术大赛中，我获得了优秀奖。回想
一路走来的3个月太多艰苦，训练时,我们
精心研究每一个步骤，计量时间的单位是
“秒”，需要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理论备
战，一本书我全背下来了，因为每天只睡4
个小时，白天只能靠喝咖啡支撑。11日表彰
式，当念到“TDL殷爱和优秀奖”时，我好高
兴，希望今后我能不断进步，为东芝产品品
质尽一份力。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殷爱和  

把学习到的技术发挥出来
6月29日，我飞赴日本，到了比赛现场练习时
才知道有9个公司的19名选手参加比赛，那
时就知道比赛的竞争会十分的激烈。7月10
日，比赛到来了,有的项目完成的不错，也有
项目没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感觉到很遗憾，
晚上坐车回宾馆心情很低落，现在看看那时
的沮丧表情的照片，感觉很有意思。最激动
的时刻是颁奖，当宣布我获得优秀奖时，脑
海中一片空白。在回国的飞机上我想在以后
的工作中一定把学习到的技术发挥出来，当
别人需要这些技术时尽心去教，为我们东芝
产品的品质尽自己的力量。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徐娜

“焊接”项目比赛共有来自世界的19名选手参赛，成为最
具国际性、竞争异常激烈的赛事。比赛分为“基础课题”、“单
线课题”以及“理论知识考核”三个环节，为期两天。

SAYING
感言

感谢大家
为比赛我参加了两个月的封闭训练，可到达日本后在比赛前的练习中，还是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例如显微镜，与
我们平时使用的不一样，很难适应，这给我了很大的压力。同行的指导和领队不停的给我加油。11日下午，成绩公
布了，当走上领奖台领取优秀奖时，心里别提有多激动。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会把所学到的，运用到今后的工
作中，来回报公司和支持我、帮助我的人。          杭芝机电有限公司 黄惠燕

用心
在全东芝技术大赛中我们取得了公司参加焊
接比赛以来最好的成绩！回想起来，从最初
的单个部品练习、测试时间，到整块基板的
练习及最后的品质确认，整个过程让我终身
难忘。记得有时因为在练习中尝试新方法，
失误会导致扣分多，而很多品质问题又是
靠小小的技术改进就可以解决,就像QFP、
SOP，只是焊接温度稍稍调整，品质就大大
提升。这次比赛是我人生中精彩的一部分，
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只要用心，没有
不能成功的事情！

东芝信息机器（杭州）有限公司  龚鑫

万事平常心
7月6日为参加大赛我们出发到日本进行训
练，记得当时觉得很轻松，总喜欢观察其他
的选手，要知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赛
前的交流会上，气氛异常热烈，我感受到其
他国家的人的热情和礼貌，很多都是我们
平时忽略的。比赛的当天，说不紧张是骗人
的，透过显微镜我都能看到自己的手在抖，
从赛地出来的时候，心跳飞快，当颁发优秀
奖时,听到自己取得比赛第一名时,真难以相
信，万事都要以平常心去对待！这就是焊接
大赛历程中让我感悟最深的地方！

东芝信息机器（杭州）有限公司 祝金慧

“焊接”技术竞赛 

优秀奖　
东芝信息机器（杭州）有限公司 祝金慧 
东芝信息机器（杭州）有限公司 龚鑫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殷爱和 
大连东芝电视有限公司  李爽 
东芝深谷工厂   新井章 
大连东芝电视有限公司  杨臻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徐娜 
东芝设计制造服务株式会社  木原秀真 
杭芝机电有限公司   黄惠燕 
东芝家电制造印度尼西亚公司 Paino T.Purwant
东芝情报机器菲律宾公司  Diana L.Adanos
优良奖 
东芝信息机器菲律宾公司  Ma．Dulce C.Revuelta
东芝设计制造服务株式会社  下田健二 
大连东芝电视有限公司  李丽华 
东芝家电制造印度尼西亚公司 Supriyanto 
大分工厂    内藤弘美
努力奖  
东芝深谷工厂   川宪二

“焊接” 、“机械检查”项目的选手们

特别报道 | SPECIAL REPORT

（DLTV 董彬、TDL 孙经福、GMCC 张晓清、杭芝 陈剑英、TIH 顾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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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中国的CSR重要活动之一，9月3日，东芝和中

国教育部国际司就共同举办面向师范大学学生的“东芝杯 

中国师范大学师范专业理科大学生教学技能创新实践大

赛”（以下简称大赛）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协议书。 

本大赛是面向国内的12所师范大学理科专业（数学、

物理、化学）的四年级学生，由于他们即将走上工作岗位，

该大赛的宗旨就是希望使他们能够成为优秀的理科教师、

从而为中国科学的自主创新发挥作用。

参赛学生要考虑如何在教学中能够使中小学生切身

体会到科学就在自己的身边，通过学习科学带来的乐趣，

以及科学对人类文明进步起到的作用等等，通过参赛学生

制作具有自己独创性的、钻研性的教案、并进行模拟授课

的方式进行比赛。

东芝集团以“推行CSR”为经营方针在全世界各地开

展业务活动。作为通过技术贡献社会的企业，东芝一直关

心孩子们包括数学、理学在内理科教育，致力提高他们对

于科学的关注度，以及提高他们的潜在创新能力，这在东

东芝和中国教育部共同举办
师范大学学生教学技能创新实践大赛

本次大赛是由教育部统一安排运作，由东芝作为赞助

商给予支持。

本大赛从2008年9月份开始，首先在各个参赛学校的

数学、物理、化学三个专业的学生内进行预赛。2008年11

月末各大学按照专业分类来进行决赛。

芝的CSR方面拥有重要的意义。1961年东芝在日本建成了

东芝科学馆来向民众展示科学技术以及产品。1992年开

始每年举办北美地区的科学技术竞赛“探索展望科学大赛

（EVA）”以及在日本开展体验科学教育的普及活动等。

 

竞
赛
概
要

“探索展望科学大赛（Explora Vision Awards）”是由全
美科学教师协会（NSTA）主办的以加深对于科学技术的理
解、提高创造性和表现力为宗旨的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科
学技术竞赛，在至今已经连续举办的16年间，吸引了涵盖幼
儿园到高中生在内共24万6千名孩子们参加。

参加探索展望科学大赛的孩子们 位于日本的东芝科学馆每逢周六和暑假，与NPO法
人机构合作开办实验教室，每年吸引约6,800名中小
学生参加。

1.主办方 中国教育部和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2.参加者 指定师范大学（第一届为12所大学）的正式在籍本科大学生，专业限为数学、物理、化学

3.举办周期 原则上一年一届

4.预赛 各个大学内通过论文、模拟教学以及演讲的方式进行预赛，每个学校各个学科选出一名代表（数学、物理、化学）

5.决赛 所有参赛大学的参赛选手一同进行比赛，按学科（数学、物理、化学）选出优胜大学生

6.表彰 ・数学、物理、化学各个专业决出第一、二、三等奖（各一名）

	 	 ・数学、物理、化学三个专业共计9名大学生获得证书以及东芝产品并且安排赴日本研修

特别报道 | SPECIAL REPORT



9

东芝公司9月12日发布了中文版《东

芝集团CSR报告书2008-社会责任・环

境经营报告》。中文版的报告书除了介绍

东芝集团在全球开展的CSR经营活动之

外，也特别加入了在中国的东芝集团企业

的CSR活动内容。

东芝作为“地球内企业”，在世界各

地都积极推进CSR经营。所谓“地球内企

业”涵盖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在要

在环境改善方面起先锋作用；二是要理解

并尊重世界各国、各地区文化、历史、习

惯等方面的不同。希望成为值得所有人信

赖的企业。因此，在报告书中，也把“地

球内企业”作为题目，把为环境保护而做

的努力和在世界各地同员工开展对话交

流以及对当地供应商的支援活动等作了

8月13日 上午,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工厂内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小

客人,他们是来自5・12地震灾区四川都江堰市的小朋友们。公司特别安排

了轻松有趣的参观和互动活动，带领他们参观了远程监视中心、电梯试验

塔、电气车间，并特别为他们介绍了电梯小知识以及东芝电梯的最新尖端

技术。并准备了双肩背包、东芝闪存、计算器以及运动水壶作为礼物，小客

人们兴致勃勃，在这里渡过了愉快的旅程。

（TCE 华忠明）

东芝发布《东芝集团CSR报告书2008》

迎接四川灾区小客人

介绍。

在今年的《东 芝集团C SR报告书

2008》中，东芝制定了《东芝集团环境展

报告书的其它要点如下：

1、 整体情况

包括CSR报告书的编辑方针，东芝

集团事业概要和经济性报告。

2、 特集

① 《东芝集团环境展望2050》的

目标

（1）、介绍了进一步提高核能发电的

效率的技术、家用燃料电池等新型能源以

及环境友好型产品LED照明的情况。

（2）、以“环保过程”和“环保活

动”为出发点，最大限度的降低经营和生

产环节所带来的环境负荷。

② 推进国际化的CSR经营

（1）、在菲律宾工厂，通过和员工开

展对话创建更好的工作环境。

（2）、通过支持供应商的成长，实现

为地区做贡献。

3、 管理性报告

① 2007年度的CSR活动实绩和获

得评价、2008年的 CSR活动目标等。

② 公司经营管理、风险・遵法管

理、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安全。

4、 社会性报告

介绍了针对顾客、股东、供货商、员

工、地区社会等诸多利益相关者所开展的

CSR活动。此部分还介绍了东芝中国的各

集团企业针对当地社会开展的各种社会贡

献活动。包括支持教育、环境保护、文化

事业的推广以及慈善活动方面的积极投

入等等。

5、 环境报告

为了 实 现“ 东 芝 集 团 环 境 展 望

2050”而制定的“第四个环境志愿计划”

实施达成情况；东芝集团为保护环境防治

地球温室化效应采取的措施，其中包括

了很多产品的节能实例；有害化学物质的

管理等。在环境报告部分，也重点介绍了

2007年度在北京召开的“节约能源・环境

技术论坛”以及在中国的东芝集团企业环

境管理及交流情况。

望2050》，在该展望中明确了具体要达成

的目标，把降低环境负荷以及创造丰富价

值设定为地球内企业所应承担的使命。

企业公民 |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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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著名漫画大师渡濑政造为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龙凤胎“东东”与“芝

芝”量身创作的漫画闪亮问世，从熊猫宝宝的出生，成长到梦想，三幅系列漫画展现了大熊

猫宝宝的彩色世界。在日本，渡濑政造这位作品畅销二十年的漫画大师一直受到众多‘渡濑迷’的

拥护。渡濑先生的漫画，体现了丰富的彩色表现力，营造出“渡濑政造”温暖的漫画世界。如今，这

些唯美的作品已经被广泛使用，从唱片专辑封面，到电视剧的主题背景和商品广告，都可以看到渡

濑先生的大作。

将“渡濑漫画”运用于东芝复合机的广告，这样的创意由何而来呢？作为“渡濑漫画”的忠实拥

趸，TESS中国事业总部董事总经理须毛原 一直希望能够感受到大师笔下所描绘出的彩色中国。于

是，携手渡濑先生共同展现中国特色美

景也成了东芝人的梦想。在两年多的讨

论中，渡濑先生根据复合机产品的工作

环境造就了漫画广告最初的办公室篇，学生篇与生活篇。

而大熊猫是中国与日本建立友谊桥梁的形象代表，东芝一直希望能

为国宝大熊猫的繁育研究做出贡献，并于去年11月正式认养了一对熊猫宝

宝，并将其命名为“东东”与“芝芝”。这次认养活动对于东芝员工来说可

谓意义非凡，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大熊猫，和渡濑先生合作的熊猫系

列广告也就由此应运而生。走进“渡濑漫画”中的七彩世界，“东东”“芝

芝”仿佛也实现了彩色梦想，显得更加憨态可掬，生机勃勃。

“东东”“芝芝”走进七彩漫画世界

为产品注入绿色思维

东芝复合机东芝复合机
凭借持之以恒的卓越品质，东芝复合机自2000年以来成功地在中国市场销量持续稳定增长，到2007年为

止，已经连续第8年获得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同时也成为行业内首批全线产品均获得节能认证及环保认证的

企业。（资料来源：Infotrends公司中国复合机市场规模动向调查，仅针对打印速度为每分钟11页以上的黑白A3复印机）

蝉联中国市场占有率八年第一

善待地球——从节约资源做起”，在全球市场上，以节能、环保为核心的绿色产品和解决方案意味着更高的附加价值。东芝开发

宗旨之一就是生产出高性能、高标准的产品。节能和环保这两个认证，并不是东芝为了提高销售刻意追求的，而是推进环境经

营水到渠成获得的成果。

所谓节能环保型复合机，就是通过选用可重复利用及无污染的材质，保证了复合机在报废

以后，不会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污染。通过采用节电、节粉等节能技术，采用针式电极、电磁

加热等环保技术，使复合机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臭氧等有害气体、粉尘微粒、噪音都降到了极其

低的程度，不再对操作者产生任何身体上的伤害，从而使办公环境更加安宁与清新。

包括东芝在内的一些顶级复合机品牌，就因为其卓越的节能性和环保性能首批列选入中国

政府采购清单。东芝更是行业内首批全线产品均获得节能认证及环保认证的企业。作为一个富

有责任感的企业公民，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下称TESS）将关注节能和高效的

均衡设计，奉献高技术含量的绿色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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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

限公司捐助青海湖沙岛种植固沙林项目”

揭牌仪式在海晏县举行。TESS中国事业总部

董事总经理须毛原 与州委宣传部部长, 海晏

县县委常委等领导出席揭牌仪式，并共同为

该项目揭牌。

位于青海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有着

“青色的海”，“蓝色的海洋”的美称。作为我

国最大的咸水内陆湖，是镶嵌在青藏高原一

颗亮丽的明珠。但近几十年来，由于自然环境

条件变化和人为活动的综合影响，青海湖湖

区水位明显下降，沙漠化趋势加剧，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风沙危害成为严重制约

该区发展的关键所在。

TESS捐助青海湖沙岛建造固沙林总投资20万元，营造防风固沙林275亩，并采用

机械沙障草方格技术营造沙棘纯林。此次捐助活动将促进生态状况显著改善，防沙、

治沙先进适用技术得到推广与创新。保持“蓝色海洋”的特有魅力，此举正体现了东芝

集团口号：“为了人类和地球的明天”，为实现与地球的和谐共生作出贡献。

（TESS 周颖 周君一）

还原青海湖真色彩

捐助青海湖沙岛建造固沙林总投
资20万元，营造防风固沙林275亩

Access Your Dreams这是TESS中国事业总部的口号，TESS希望通过提供最先进及创新的数

码复合机系列产品及解决方案，通过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为每个人开辟通往梦想之路，而最终梦想是

让每一名客户和员工自由享受生活。

在公司里，全力保持主动和创新，以不断改进来迎接挑战是公司最倡导的精神。      

“Access Your Dreams”，每名员工都在实践这个想法，不忘记自己的梦想，把也许不再有新意的工

作变得兴致盎然，在工作中追寻自我价值，不断去挑战和创造。也许这就是东芝连续8年领跑复合机市场

的秘诀之一。

“
每个人都有梦想

公司在线 | COMPANIES ONLINE

有着“青色的海”美称的青海湖

安徽省怀宁县小市镇平坦小学承担着平坦村2000多人口的适龄儿童的入学任务。然

而由于农村经济条件差，平坦小学一直没有摆脱贫困的束缚，学校的一幢土木结构

教室濒于塌落，三个班60多名学生在这样的教室中上课，人身安全时刻受到威胁。TESS

得知此消息后，决定立刻捐资10万元，为平坦小学的孩子们建造起一座安全坚固的教学

楼。今年7月，教学楼正式落成。从此同学们

就可以在这座宽敞明亮，被命名为“东芝教学

楼”的教室里用知识来追求自己的梦想了。

自从2001年以来，TESS的希望爱心已

经撒播到了贵州、安徽、陕西、江西、广西、河

北、吉林、西藏、云南、湖北、四川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的多所希望小学，捐款近200万元。

“实现您的梦想”一直是TESS中国事业总部的经营理念。今天，TESS也将这份心愿带到

安徽，造希望之楼，建快乐学堂，助孩子们能梦想成真。

造希望之楼 助梦想成真

新落成的东芝教学楼

TESS和TESS的代理商合肥宝龙四凯以及安庆金辉
达的总经理一起为同学们带来精美的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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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 Aquilion ONE登陆中国市场

7       月4日和6日，东芝医疗分别在上海

金茂 君 悦 大 酒 店和 北 京 J W 万豪

酒店召开盛大的“东芝Aquilion ONE产

品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倾力推出历时

10年研制的CT顶级产品——Aquilion 

ONE(320排)CT。

Aquilion ONE于2007年10月2日在美

国通过FDA认证，并于今年7月1日取得中

国SFDA认证。这预示着这款全球首台超

宽范围CT不仅在国际市场正式商品化销

售，也已获得中国市场销售准入。目前该

产品在全球已成功安装近20台，其用户包

括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美国哈

佛医学院附属医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

属医院等。

Aquilion ONE(320排CT)突破了以往

CT检查的多种局限。超宽的覆盖范围使

其轻而易举地完成心脏检查，最快只需要

一圈扫描即可完成心脏形态检查，对于儿

童和危重病人是一个福音；其次，320排

CT由于具备全器官覆盖能力，为临床医学

工作者提供了崭新的研究平台；此外，最

多降低80%的辐射剂量的特点在更广阔

的临床领域拓展了CT的应用。

国际心脏病协会将Aquilion ONE的

这一表现称之为“心脏闪电模式”！如果

说1972年CT的发明是医学史上的一场革

命，那么，320排CT会揭开CT功能影像的

革命性新篇章。     （TMC 张华 吴爱霞）

品质东芝 亮相“2008青岛SINOCES”

时值2008年奥运会，地面数字电视

高清频道继北京、上海开通，包括

青岛在内的八个城市在奥运会期间也会

收看到高清晰度电视节目。7月10日，为了

给消费者带来高清品质的享受,满足日趋

升温的地面数字电视需求，东芝旗下的电

视，发射机，笔记本电脑公司携最新产品

亮相“2008青岛SINOCES”。

在数字电视信号传输相关设备上，东

芝研发的小型、高性能数字电视发射机，

已服务于多个主要城市的电视信号发射

台。而东芝推出的地面数字电视一体机，

经权威机构检测已通过“1080高清显示

器”认证。东芝高清地面数字电视一体机

REGZA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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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费者轻松收看高

清数字信号节目提供了可能。除了电视机

产品，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技术也运用到了

笔记本电脑中，东芝Qosmio G50/F50,系

列笔记本电脑，就可以收看地面高清数字

电视节目。具备数字信号发射设备以及视

听接收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的东芝将为

消费者带来不同凡响的视听感受。

在本次展会的东芝精品体验区，到

场观众可以零距离接触东芝家用电器以

及办公方面的高端产品，其中有东芝独有

电动轻触门技术以及DSP变频节能技术

的双制冷冰箱；搭载新一代S-DD+3引擎

的超大口径、大容量、超静音洗衣机；使

用新型环保制冷剂的双重直流变速、高效

节能空调等，体现了东芝产品在节能环保

领域内的综合实力。

东芝中国研发中心获2008国际中文语音合成大赛第一名

Blizzard Challenge 2008”国际语音

合成大赛刚刚发布了本届比赛的结

果，东芝（中国）研究开发中心获得了中文

系统评测的第一名。

Blizzard Challenge国际语音合成比

赛是语音合成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性

评测，今年是第四届比赛，共12家国际著

名语音研究机构提交了中文语音合成系

统参赛。本届比赛首次增加了中文合成系

统的评测，体现了业界对广阔的中国市场

的关注。本届比赛主要评测了合成语音和

原始语音相似度、合成语音自然度和合成

语音可懂度三项指标。东芝获得了自然

度和可懂度两项第一名，及相似度的第二

名。

东芝在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说话人

识别方面的研发和产品化已经有近30年

的经验积累，产品广泛涉及PC听写软件、

语音搜索、汽车语音导航、电子词典、车

载电话、游戏机、移动电话、语音翻译等

等。

东芝（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成立于

2001年，已有应用于汽车导航器的语音识

别系统等多项产品投放市场。对于这次夺

冠，东芝（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所长雷海

涛表示这证明了东芝的中文语音合成技术

已经达到世界领先地位；同时，也会更进

一步促进加强东芝集团在中国的研发力

度，为中国的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

优质产品。

“



13

东芝工业电气和社会基础设施产品叩响华中市场大门

9月26日国家商务部主办，素有“中西

部第一展”之称的 “中国国际机电博

览会”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顺利闭幕。

东芝集团首次在展会中亮相，通过

展板介绍和实物展出的方式向到会的广

大华中地区客户介绍了东芝在工业电气系

统和社会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势技术和业

绩。

特别是在水处理和环保节能,以及大

功率电力机车和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成

果介绍中,吸引了到场观众的眼光。

另外,实物展出的代表东芝最新技术

的60英寸照明显示单元、通用变频器、电

机和真空开关等，成为展会一大亮点。

今年，共有2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参

加本次展会。此次参会的外商有2700余

人，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 (TCH 孙胜军)

新闻中心 | TOSHIBA HOT NEWS

不用机顶盒，普通CRT电视机*1一样看数字电视

7月31日, 东芝电子亚洲有限公司携

手数字广播及无线宽带通信传输领

域的核心技术开发及相关应用产品提供

商凌讯科技(Legend Silicon Corp.)推出

了专门针对传统CRT电视机应用的数字

一体机解决方案。该方案通过在CRT模拟

电视机中加入相应的地面数字电视模块，

可以实现不用机顶盒即可收看清晰流畅

的地面数字电视节目。这一方案的成功推

出，不仅降低了数字电视一体机的实现成

本，也极大延长了传统CRT电视机的产品

生命周期。

该方案可以同时支持高清和标清数

字信号输入，完全符合中国地面数字电视

传输标准(GB20600-2006)，并采用了精

细化的模块设计，可以配合模拟电视机中

相对狭小的空间，实现即插即用，还可以

支持数字电视软件的版本升级。

（TEMA 赵慧）

* 1C R T电视机：显 示 管 简 称 C R T 

(Cathode Ray Tube)，即显示管电视机。

新品滚筒洗衣机XQG-90EHSD

东芝在10月推出功能强大的洗

衣机新品XQG-90EHSD参与

洗衣机市场角逐。XQG-90EHSD采

用混合性烘干技术，混合性烘干技术

在烘干完成前，吸入外部空气，使滚

筒内温度急速下降，有效防止衣物损

伤，让衣物更蓬松，柔软更贴身。而

S-DD 1500转引擎可以实现惊人的

洗涤力和低噪音！具有高精度感知与

控制功能的S-DD引擎，可掌握衣物

的位置，使衣物能够从滚筒的最高点

落下时形成拍打洗涤，与手搓洗交替

互换，把污渍一网打尽。

此款产品具备除菌消臭功能、混

合型洗涤防缠绕设计等，可与图书馆

的静音相媲美的超静音设计让您可

以安心熟睡到天明。而36CM大口径、

52CM内筒大容量，方便衣物的存取。

相信这一产品会因为诸多人性化设计

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THS 左新刚 魏志权）

东芝以高效能大容量的环保硬盘驱动器应对市场对移动电脑的需求

7月17日东芝为配合市场对于硬盘驱

动器需求的不断增长，领先业界推出

市面上第一款可搭载于笔记电脑上，单碟

容量200GB ，最高达到400GB 的5,400

转硬盘驱动器，提供最大的硬盘驱动器

容量。此外，公司还同时新推出一系列可

提供最大至320GB容量以及顶尖的效能

的高端7,200转硬盘驱动器。

容 量 4 0 0 G B  、转 速 5 , 4 0 0 转 的

MK4058GSX在资料搜寻运转时几近无声 

。为了对大量数据资料的处理， 东芝新

一代7,200转MKxx54GSY系列硬盘驱动

器结合了最优化的固件程序、快取演算法

和每秒1,020MB的快速资料处理等特点，

表现出一流的效能。MKxx54GSY系列提

供了从320GB至80GB等不同的硬盘驱动

器容量的选择。 

为 了 响 应 环 保 ，东 芝 在 设 计

MK4058GSX和MKxx54GSY系列产品

时，不仅已经停止使用部分化学物质，还

减少了硬盘驱动器在运转时二氧化碳的

排放量。东芝自2005年4月起即全面停止

使用六项欧盟于「电子电机设备有害物质

限用指令」禁用的化学物质；同时两款2.5

英寸硬盘驱动器在读写时，耗电可比一般

3.5英寸硬盘驱动器正常耗电减少70%。

（TSDS 刁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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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领先业界推出容量达240GB的1.8英寸系列硬盘

东芝推出行业内最大容量*1的嵌入式NAND闪存

9月10日,东芝公司宣布推出全球第一

款双碟240GB(MK2431GAH) 和单

碟120GB (MKxx31GAL系列) 的1.8英寸

硬盘，以满足年底购物季节，消费市场对

可携式媒体播放器、摄录影机以及小型超

级移动电脑(UMPC)的需求。

新一代的MKxx31GAL系列产品也

包括了80GB容量的硬盘，使针对消费电

子产品和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对于高容量

需求的4,200转、1.8英寸硬盘系列产品线

更趋完整。东芝两个全新1.8英寸PATA 

(Parallel ATA)硬盘系列产品采用2005

8月7日，东芝宣布推出多款最大容量

为32GB的嵌入式NAND闪存模块，

并宣布这些产品完全符合e-MMC*2和

eSD*3标准。这些嵌入式产品用于移动数

码消费产品，包括手机和数码相机。

该款32GB嵌入式新产品采用东芝

先进的43nm制程技术，收纳了8枚32Gbit

（= 4GB）的NAND芯片和一个专用控

制器。新产品完全符合JEDEC/MMCA 

Ver 4.3*4和SDA Ver 2.0*5标准以及

MultiMediaCard Association（多媒体卡

协会）和SD Card Association（SD卡协

会）专为记忆卡定义的高速存储器标准，

支持标准接口连接和简化嵌入，从而减小

产品制造商的开发负担。

东 芝 提 供 一 系 列 单 封 装 嵌 入 式

NAND闪存，这些闪存产品都包括一个

控制器，可用于管理NAND应用的基本

控制功能：配备一个NAND接口的LBA-

NAND*6存储器；带有SD接口的eSD大

容量芯片；以及配备一个HS-MMC接口

的e-MMC。这个综合产品系列的容量从

1GB到32GB不等，支持在各种产品中的

应用。（TEMA 赵慧）

*1 截止2008年8月东芝调查数据

*2e-MMC是MultiMediaCard Association

（多媒体卡协会）的注册商标

*3 eSD是SD Association（SD卡协会）的注册

商标

*4 JEDEC/MMCA Ver. 4.3：JEDEC/MMCA

（MultiMediaCard Association）规定的存储
卡标准规格之一

*5 SDA Ver. 2.0：SDA（SD卡协会）规定的存

储卡标准规格之一

*6 LBA-NAND为东芝集团的注册商标。

年导入、目前已 发 展 至 第四代的P M R 

(Perpendicular magnetic recording)技

术，具备每平方英寸可记录344GB的业界

最高磁区密度。东芝在PMR技术上的领

导地位，使其在1.8英寸规格的硬盘储存

容量上可持续地推陈出新，以满足日益普

及对于小型化数码装置用以储存数字影

片、照片与音乐的需求。

为提高耐用性，新的1.8英寸系列硬

盘采用全新机械及固件程序的设计，使

单碟80GB和120GB的硬盘，成功符合小

型轻薄的移动装置以及PC的应用需求。

而新的双碟240GB MK2431GAH产品则

尤其适合轻巧的移动电脑，以及需要大容

量、坚固品质以保护使用者珍贵的数码资

料的高端数码摄录影机。

（TSDS 刁承文）

新闻中心 | TOSHIBA HOT NEWS

便携商务，高端工程，东芝全新系列投影机

TDP-XP1/TDP-XP2

继TDP-SP1后，东芝再推出两款同

系列的DLP投影机，TDP-XP1及

TDP-XP2。

该两款机的外观采用了小巧紧凑的

设计，使整个机器看起来极具个性，而其

黑色的机身又为它增添了几份专业气息。

在性能配置上他们都应用了极致色

彩技术，广阔的色域呈现出真实的色彩、

鲜活的画质。在分辨率方面则同是XGA的

分辨率，对比度方面，都是2000：1，可以

从基本性能的配置上都能够满足中小企

业用户商务办公的需求。此外，XP1/XP2

的灯泡使用寿命在eco模式下更可长达

4000小时，重量仅为2.2公斤，可以说是便

携商务的不二之选！

TDP-T360/T420/TW420

东芝最新的T系列投影机全系列产

品从拥有3500流明亮度的入门级

T360到4000流明的T420及TW420，三

款新品都提供了丰富的接口。性能上来

看，整个系列都是用DLP投影技术，同时

采用了德州仪器的极致色彩技术和东芝

的NCE4的色彩技术，对色彩进行优化处

理，使画面色彩更加艳丽。该系列的东芝

投影机是高端用户的最佳选择。  

   (THL 张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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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凉晚会显示公司特色文化

雨中足球赛精彩不打折

拓展训练，发掘你的潜能

8月29日，常州东芝迎来了第八届纳凉晚会，演出在热烈的

掌声中拉帷幕，公司领导与员工纷纷登台献艺，此次晚会

邀请了常州艺术表演团和公司职工同台演出，一支支曼妙的舞

蹈，一曲曲欢快的歌曲带给了员工们阵阵欢声笑语。十年庆典晚

会持续两个半小时，晚会全场座无虚席，整个演出过程高潮迭

起，感人至深，观众被演员们精彩的表演和员工抗震救灾的事

迹深深吸引。本次晚会不但为东芝员工带来了欢乐,也活跃了社

区的文化生活。    （CTC 唐士洲）

8月30日，在秋天的细雨中，东芝（中国）有限公司和经济杂志社展开了组足球大赛。这次比

赛在北京奥运会沙滩排球赛场朝阳公园的体育公园举行。大家聚集在一起谈起北京奥运

菲尔普斯的8冠，也谈到了中国足球的失利。足球的糟糕表现多少影响到了球迷们的心情，可大

家对足球热爱丝毫未受影响。

本次比赛采用的是5人制比赛，25分钟比三节的自由规则。在第一节的比赛中，东芝（中国）

队在顶住了对方的猛攻后，利用反击打入两球，进球后稍有松懈的东芝队很快付出了代价，被对

方扳平了比分，眼看形势急转直下，但是经济杂志队的乌龙球帮助了一时队形混乱的东芝队的大

忙，在最后时刻，东芝队又抓住失误打入一球，第一节4比2领先。

第二节比赛，经过第一节的了解，双方对对手的打法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进攻方面都放开

了手脚，大比分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5比4，东芝队略有惊险的拿下了第二节。

第三节，不甘落后的经济杂志队，一上来就打出了精妙配合打出了一个3比0的高潮，

大有大逆转的气势，东芝队在稳住阵脚的同时，调兵遣将，最终把比分定格在3比4。

三节过后，东芝队以12比10取得了友谊赛的胜利。对充分享受了运动快感的双方队员来

说，比分显然并不重要。运动的参与已经为大家带来了无限快乐。           （TCH 胡炜）

7月5日，伴着蒙蒙的细雨，东芝照明（北京）有限公司全体员工来到了风景如画的大兴翡翠湖，这次大家的目的地不是早已习惯的

舒适酒店,而是拓展训练基地！拓展的英文是OutwardBound，意为一艘小船驶离平静的港湾，去迎接挑战！大家都期待着在今

天的拓展课程中开发一下自己的潜能，获得新发现.

开始的充电热身让每位队员都很快地融入到团队当中。随后高空项目挑战胆量，课堂上的问题挑战智慧，有人在空中抓杠项目

中克服恐惧跃向目标；也有同事在合力过桥时犹豫了二十多分钟后顺利通过桥板。在工作中,我们有时侯多数时间志得意满，无所畏

惧，却也会在自己设置的障碍前裹足不前。拓展带给了大家庭无限的快乐的同时,也发掘了我们的潜能。拓展一下自己，企业的凝聚

力、团队的协作精神、战胜困难的信心也随之而来。                 （TLB 沈洋）

空中抓杠——心中无限的恐惧 合力过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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