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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新年好！新年之际，我衷心祝愿东芝

中国集团和集团的每位员工在新的一年里都能

取得丰硕的成果。

2008年是我就任中国总代表以来的第二

个年头，也是在回顾过去时无法忘怀的一年。

在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值得纪念的过

去一年中，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为

2008年增添了一笔非常亮丽的色彩。我认为，

以这次的成功为契机，中国不仅会获得进一步

的发展，在全球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将日益显

现出来。

东芝中国集团在北京奥运会开播地面数

字电视之际，推出东芝地面数字电视一体机、

地面数字信号发射机、数字信号处理半导体以

及可收看地面数字电视的笔记本电脑，向世人

展示了东芝的综合实力。

2008年，中国遭遇了南方雪灾、四川大

地震等让人悲痛的事件。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份

子，东芝中国集团开展了多种援助活动，在四

川大地震发生之际，东芝集团在地震发生的

第二天决定立刻进行捐助，为灾区提供了总额

670万元人民币的援助。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

尽管金融危机波及了世界各国，有人认为中国

的经济发展也会在此过程中受到影响，但中国

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尤其是社会基础设施建

设市场，依然表现出了旺盛的需求。而中国政

府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等政策的出台，也让我

们更加期待中国今后的发展。

东芝越来越重视不断成长的中国市场，

今后在发展数码产品、白色家电、电子元器件

事业的基础上，还将进一步拓展环保节能事

业，努力扩大基础设施设备的业务规模，力争

实现每年增长20%的发展目标。

为此，今年我们仍将继续开展业务支援

和提高品牌影响力的工作。东芝今年启用了李

冰冰和黄晓明联合担任全新的品牌形象代言

人。两位代言人均为中国国内时下炙手可热的

演艺全能明星，他们实力与潜力兼备，其高贵

知性、成功卓越的形象必然会为东芝品牌注入

活力。    

虽然东芝品牌早已在中国家喻户晓，但随

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也

发生了转变。东芝的先进技术和综合实力正是

东芝公司在当今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优势

之一。通过启用统一的形象代言人，在发挥多

种商品联动效应的方针下，我们将从广告媒体

到店面促销策略，努力整合提升统一的东芝集

团品牌形象。

中国的华中地区是今后有望获得进一步

发展的重要地区，2009年1月，东芝(中国)有限

公司武汉分公司成立，我们将继续战略性地开

拓中国市场。

节能环保问题是当今中国的重要国策之

一，东芝今后将继续采取措施，致力于深入开

展节能环保工作。2008年12月我们在上海举

办了“东芝环保展厅”，该展厅除了展示东芝为

推进环境保护所做出的努力，还全面介绍了环

保节能型东芝产品，包括电冰箱、洗衣机、空

调、电饭锅、吸尘器等家电产品，以及最新款液

晶电视系列、多种笔记本电脑、投影仪、SD存

储记忆卡等数码产品。而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各种机会，将东芝

优秀的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介绍给中国。

企业必须要实现持续性的成长，而成长

本身就蕴含着一年胜似一年的涵义。为此，今

后我们仍要以继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前提，

进一步提高开展CSR活动的质量。

从去年开始，东芝公司与中国教育部共同

启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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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宗旨是希望通过大赛，培养未来优

秀的理科教师，从而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自主

创新贡献力量。该项大赛将作为东芝中国集团

CSR活动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为全国规模

的比赛。

最后，虽然今年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但

依然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未来，团结一致，共同

跨越困难！

“日新月异 东芝中国”

“更高、更快、更强”

“言必行，行必果”

让我们通过每一天的变革为公司的成长

迈出坚实的一步。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努力，共

同迎接更美好的2009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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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HIGHLIGHT

物资，累计达到一亿日元（约670万人民币）,

并将部分捐助款用于灾区学校的重建。

 6月19日，东芝中国集团援建的希望

小学在贵州省举行了落成典礼。这是东芝中

国集团在中国援建的第十四所希望小学。 

 7月，东芝（中国）研究开发中心在

国际权威的Blizzard Challenge语音合成评测

中,获得中文语音合成总成绩第一。

 8月，东芝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提

供目前在中国内地的运行最快速的超高速电

梯。其中有分速为600米的超高速电梯3台及

带有层间高度调节功能的高速双层轿厢电梯8

台，共计11台。

 由东芝（中国）研究开发中心参与

设计和开发的东芝健康诊断系统产品在9月正

式投入日本市场。该产品是包含了特定体检需

求的高性能新型综合体检系统，是东芝医疗

领域的划时代产品。

 9月24日，东芝率全线笔记本电脑

新品及全高清数字一体机举行了盛大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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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会嘉宾共同分享了东芝数码产品带来

的新鲜视听体验。

 10月, 东芝（中国）研究开发中心在

国际权威IWSLT国际口语机器翻译评测中,获

得多语言翻译总成绩第一。

 东芝和中国教育部国际司共同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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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所师范大学学生

制作具有自己独创性的教案、并进行模拟授

课进行比赛。11月30日, 华南师范大学，华中

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分获数学，物理，

化学学科的一等奖。

 12月2日, 东芝发布偶像兼实力派女

星李冰冰及超人气偶像黄晓明为东芝品牌形

象代言人，东芝首次同时启用男女双星组合作

为品牌代言人。

 12月19日，凝聚东芝节能环保成就

和科技领先成果的“东芝环保展厅”在上海

龙之梦广场盛装开幕。展厅内一系列体现东

芝理念的环保技术展示力求超越传统的品牌

展厅模式，着重向消费者传达“eco life”的 

环境友好型生活态度。

2008年，东芝中国事业实现了新的成长,东芝集团在中国设立的合资、独资公司已经增加到69家,员工总

数达到32,000人,事业规模达到791亿元人民币(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让我们来共同回顾这一年中的精

彩瞬间。

 新年伊始，国电泰州发电厂首台100

万千瓦超超临界成套机组正式投产发电。发

电机各项性能指标进入世界最先进水平行

列。本次东芝公司联合国内合作伙伴为国电

集团泰州发电厂提供的百万千瓦等级超超临

界技术设备将为助力中国电力事业实现崭新

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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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界嘉宾一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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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精彩表演。

 4月14日，东芝在清华大学成立的

“能源・环境研究中心” (Tsinghua (DTE)-

Toshiba Energy &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 正式揭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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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加速合作尽早把研究成

果应用于建设中国节能环保型社会。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无情的吞没了

数千万人的 美丽家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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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也汇聚到这份力量当中，希望为

灾区贡献绵薄之力,为捐助四川灾区的金额及

东芝2008精彩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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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东芝在汇聚时尚与文化气质的三里屯Village

举办了一场题为“TOSHIBA Feel Quality Premium”的东

芝数码新品暨代言人发布会。会上，东芝发布偶像兼实力

派女星李冰冰及超人气偶像黄晓明为东芝品牌形象代言

人，东芝首次同时启用男女双星组合作为品牌代言人。 

东芝将继续延用“Feel Quality Feel Toshiba 品・质 

东芝”为统一的广告宣传语，扩大在中国的品牌知名度及销

售额。同时亮相的全高清地面数字电视一体机、笔记本电

脑、数码复合机及冰箱、洗衣机、空调等新品，诠释了东芝

“领先・创新”的品牌内涵和“品质生活”的品牌宗旨。东

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明于会上表明，东芝将在中国市场投

入更大的力度，努力扩大数码产品、白色家电、电子元器件

领域的事业发展以及大力发展包括环境技术在内的社会基

础设施领域业务。

东芝新代言人李冰冰及黄晓明均为国内时下炙手可热

的演艺全能明星，凭借靓丽的外形和出众的演艺实力赢得

了各年龄层人士的喜爱。李冰冰不仅演技出众，近来又涉足

唱片业，推出首张个人情感大碟，获得业界的高度赞许。而

黄晓明不仅在多部影视剧中塑造了令人难忘的角色，更以其

出色的唱功风靡大众，成为极具潜力的国际化明星。

田中孝明总代表表示，此次决定启用李冰冰及黄晓

明联合担任品牌代言，正是由于他们自身所共同体现出来

的国际化形象、追求卓越的挑战精神与东芝“领先・创新”

的品牌内涵相吻合。另外李冰冰和黄晓明热心于社会公益

事业，在各种社会慈善活动中都能看到他们热心参与的身

影，这也与东芝致力中国社会贡献的行动相契合。全新的

东芝代言人充满创造力、热情、执着、成功的形象必然会为

东芝品牌注入崭新的活力并促进东芝在中国的业务发展。

特别报道 | SPE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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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 SPECIAL REPORT

12月2日，东芝携手最新代言人共襄盛典，拉开了东芝笔记本 “星”时代的序幕。本次发布会，东芝将旗下的笔记本电脑产品进

行了全面升级，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Portégé A600系列，Satellite M300系列以及Portégé M800系列。百年科技实力成就了东芝

笔记本电脑“星”的内涵，一气呵成，无可挑剔。

Portege A600系列：可人，新赏

美学当道的今天，东芝Portege A600以曼妙机身诠释了触手

可及的“星”式生活。Portégé A600系列配备了画质明锐的

12"LED显示屏，确保丰富而生动的色彩呈现眼前。搭载超低

电压英特尔 酷睿 2双核处理器，最长续航时间为10小时，

并支持快速充电功能。搭载无线蓝牙模块V2.1+EDR与支持

蓝牙功能的移动设备进行高速连接。丰富多样的扩展端口提供

了多重扩展方案。有Portege A600的盛装陪伴，优雅切换各个

场景，工作、休闲、……闪亮您“星”每一面！

Portege M800系列：炫彩，星尚奇遇

帅气，酷感，……这些都不足以形容它：TOSHIBA Portégé 

M800系列。自上市以来，这一系列瞬间变身为业界追捧的

主流机型。此次豪华升级的Portégé M800系列，采用英

特尔 奔腾 双核处理器，配以800MHz 1GB DDR2高速内

存，5400rpm 160GB高速硬盘以及最大284MB共享显存，

13.3寸高亮超显炫彩屏搭载Intel  High Definition Audio

声音系统，同时配备立体声扬声器，独具匠心的Intel  GMA 

X4500M图形控制器。澎湃动力，多元化的功能，令M800系列

成为一个标准的全天候选手，轻松应对万难挑战。

继X3300、ZF500和XV500系列产品之后，东芝再次推出地面

数字电视一体机ZV550系列。该系列共有52、46和42英寸共3个不

同尺寸的产品，所有产品的液晶屏物理分辨力达到了FULL HD全高

清（1920×1080）。

ZV550系列集成了几乎地面数字电视所特有的优点：数字与

模拟双天线输入接口可以同时接收地面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杜比

数字音效（DOLBY DIGITAL）感受澎湃音质，如同身临影院；搭载

东芝全球同步推广的“超解像 Resolution+”技术，使得DVD影碟

等像素数不足的影像显示出细腻的高清影像。

东芝高画质图像处理芯片Meta Brain PRO100集多项技术于

一身，包括倍频瞬映－－PAL100Hz，暗夜精灵－－暗场背光自动调

校，动态伽玛曲线校正，色彩平滑过渡，3D色彩管理系统等等，确

保 “东芝质感影像”的非凡生动表现。

ZV550系列人性化地增加了电影、游戏和PC三种图像模式，

同时具备MP3音乐播放与照片浏览功能，通过电视机USB接口来欣

赏音乐与照片倍增生活欢乐，而ZV550系列低消耗功率体现出东芝

环保科技，待机状态下的功率更是下降到0.6W以下。

12月2日,基于东芝最新第三代智桥平台的焕彩系列和恒彩

系列彩色数码复合机在发布会中一起亮相。焕彩系列产品包含

四款机型－－ e-STUDIO2330c/2830c/3530c/4520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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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粉分离的结构，使得单支彩色墨粉的寿命高达24,000印，结

合ERU(易更换单元)的整体设计，让用户的总体成本大大降低；

而开放式软件平台的采用，对于不同的客户需求，将有更多的彩

色解决方案来对应。

同时，东芝复合机为中、高端用户量身定制的具备强大生产

力和高稳定性的恒彩系列彩色数码复合机，将于明年年初问世。

此系列包含e-STUDIO5520c/6520c/6530c三款机型，彩色输

出速度可达55/65页，标配永续彩粉，不停机即可添加彩色墨

粉，纸盒纸张自动感应，10英寸大触摸屏，1200dpi输出精度等

尖端技术，配合强大的智桥三代核心，必将为用户带来办公方式

的革新。

Satellite M300系列 ：星秀，典藏

08年创造骄人销售成绩的Satellite M300系列以全新的“星

秀”阵容绚亮登场。Satellite M331，眩目的天籁黑顷刻间

冲击您的视觉感官。基于英特尔 奔腾 双核处理器，配

以1GB+1GB DDR2内存，令您快人一步享受卓越成就。

标配的256MB独立显存搭载最大1023MB共享显存，

14.1"WXGA高亮超显炫彩屏， DVD SuperMulti 双层刻录

光驱，只现身于宝马顶级跑车的harman/kardon 声音系统，

TOSHIBA Satellite M300系列超强性能面面俱到，与您一起

激情体验“星”秀光芒！ 

自12月份开始，东芝电脑即将在全国12个城市举行新品发布会巡展，让更多的消费者体验东芝新品带来的惊喜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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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11月27日第

三届东芝中国集团校园招

聘会在全国十大中心城市

的10所高校陆续召开。

以人为本是东芝的经

营理念之一，东芝集团在

全世界有300多家子公司

以及活跃在世界各个行业

的19万多名员工。东芝业

务范围涉及社会基础设施

10月21日，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

明出席复旦MBA聚劲论坛，并带来题为

“东芝在中国的事业战略和企业的社会

东芝复合机延续节能魅力，
倡导绿色生活

10月17日，“2008北京国际节能环保展览会”拉开帷幕。

集中展示当今世界最新节能环保科技成果使北京国际节能环

保展被称为 “环保行业的风向标”,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

圳）有限公司（下简称东芝复合机）在展会中带来的最新发明 

“e－Blue”神奇消字技术成为明星产品，引起了广泛关注,通

过e-Blue专用碳粉打印的文件，经过简单的加热处理，就能基

本消去纸上字迹，还原为可以再次重复打印的纸张。 

这项已经在日本上市（还未进入中国）的最新技术，不但

可以节省约60%的纸张资源，同时还能减少近50%因纸张生

产而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随着电子化商务的普及，人类

虽然正在更多推广电子文档，但绝对的“无纸办公”是无法实

现的。东芝这一发明让人们感受到高科技给现代办公增添的

新闻中心 | TOSHIBA HOT NEWS特别报道 | SPECIAL REPORT

在10月结束的IWSLT 2008*国际

口语机器翻译评测中，首次参加评测的

东芝（中国）研究开发中心获得了多项第

一名。

国际口语翻译研讨会简称IWSLT，

其组织的评测是口语机器翻译领域最具

影响力的国际评测。2008年，共有来自

12个国家的团队参加评测，东芝（中国）

节能魅力。 

据Infotrends公司2008年发行的复合机市场调查显示,

在打印速度为11页/分钟以上的黑白A3复合机市场，东芝已

经连续8年位列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名。同时,东芝复合机除

了获得美国能源之星，欧洲RoHS标准，德国蓝天使标志认

证在内的广泛环保认证，也是中国复合机行业中唯一一家全

线产品率先获得“中国节能产品”和“中国环境标志产品”

双认证的企业。东芝集团为创造更美好的地球环境，制定了

“东芝集团环境展望2050”，将通过开发高效供给能源的

设备和制造、销售绿色办公、家用产品，使二氧化碳排放量

到2025年减少1亿 1，770万吨。

（TESS 周颖）

2

5 “Access Your Dreams”展示墙

4 工程师为在场观众展示e-Blue消字技术

1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

等领导参观东芝复合机展台

2 东芝复合机节能展展台全景

3 竹叶造型的前台接待处

研究开发中心在所参加的5项任务的15

个评价指标中，取得了12项第一及3项第

二的优异成绩，表明了东芝的口语机器

翻译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东芝已有近30年的机器翻译研发

历史。在基于规则、基于实例、基于统

计、以及混合策略等所有主流机器翻译

技术的研发中东芝已取得了大量世界

级成果，东芝（中国）研究开发中心在

IWSLT 评测中取得优异成绩将进一步

促进东芝在中国的研发力度，为中国消

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产品。 

*国 际口语 翻 译 研 讨 会（I nte r n a t i o n a l 

Workshop on SpokenLanguage Translation，简

称IWSLT，始于2004年，其组织评测是口语机器

翻译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评测。

责任”的精彩演讲。 演讲

介绍了东芝中国的事业战

略，并提出在可持续发展，

建立和谐社会等方面东芝

对中国政府发展战略的关

注。在论坛互动环节，同学

们踊跃提问，田中孝明总

代表对选择生产基地的考

虑因素、日本度过经济危

机的经验、如何在众多日本

电气公司中保持特色等提出了精彩的见

解。

建设、能源电力、半导体、电子元器件、

信息系统工程、IT终端产品等，招聘会

吸引成千上万的学子到场，通过招聘

会，东芝希望富有团队精神，自我激励

并富有活力的人才能够加入我们的团

队，东芝将为其提供一流的成长空间。

此次招聘会覆盖了大连、长春、北

京、天津、西安、武汉、四川、上海、杭

州、广州的10所高校，历时两个月。

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明作客复旦大学MBA聚劲论坛

东芝招聘会走进校园

东芝（中国）研究开发中心在口语机器翻译国际评测中获得多项第一名

聚劲论坛主讲嘉宾为著名跨国企

业的总裁和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演讲

主题聚集商界最热门的话题。论坛希望

为学生提供一个与商界领袖人物交流的

平台，让他们学习从企业家的角度去思

考、决策，一直以来东芝将支持教育视

为企业CSR活动的重要战略之一，田中

孝明总代表此次出席论坛，希望为同学

们带来更多的经验分享，共同开拓商业

视野。 

1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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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中国国内以及亚洲地区

的水力发电需求，东芝水电设备（杭州）

有限公司（以下称东芝水电）截至2009

年总增资约1.7 亿元人民币（约25亿日

元）。作为增资的一个环节，11月13日,电

10月31日，北京城区供电公司调度

所内调度指令传出,伴随着有序的开关

分/合，调度室宣布：“马甸南开闭站进

线、出线开关依次合好，运行方式恢复正

11月8日，国际顶级网球赛事——

2008网球大师杯赛在上海开幕。此项

赛事一直受到球迷和媒体的热烈关注,

而本次大师杯赛总计约10万张球票全部

由东芝泰格制造生产的配RFID模块的

B-SX5T打印机打印制作。RFID即无线

射频识别技术,它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

“浅水湾1号”248台东芝电梯项目签约

东芝助力北京城市中心区配网自动化建设

东芝泰格RFID技术与网球大师杯赛同行

东芝电梯与香港其士国际集团开展资本合作

新闻中心 | TOSHIBA HOT NEWS

12月1日，为了扩大以中国以及东南

亚地区为中心的电梯业务，东芝电梯株

式会社与香港其士国际集团就通过资本

合作来加强两公司协作关系达成协议。

到2009年3月底，东芝电梯出资购

入其士国际集团升降机事业公司“其士

香港”49%的股份，并且在2010年3月底

之前继续出资，追加完成购入2%的股

份，由此可最终获得该公司51%的股权。

另一方面，到2009年3月底，其士国际

9月23日,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与东北物流城有限公司签约，位于辽宁

省铁岭新城区市行政中心的亲水生态社

区“浅水湾1号”将采用248台高效节能

的东芝电梯。

浅水湾1号是由香港华南城集团投

巨资开发建设的集商业、住宅、休闲娱乐

东芝水电设备（杭州）有限公司新电气工场竣工

气 工场的扩建工程竣

工仪式举行。

东芝水电从2005

年成立以来，已向中国

国内提供了8 0台以上

水轮机和水轮发电机,

此次，东芝水电所规划

的设备投资中，除了电

气工厂，机械加工组装

工场也被 列入扩建计

划。全部工程完工后的

生产能力将达到2007年的2倍以上。同

时计划引入在日本东芝公司电力・社会

系统技术开发中心安装运行的水轮机模

型试验设备。这也是外资企业首次*1向

中国国内引入同类设备，使面向中国市

目标并获取相关数据。使用B-SX5T打

印RFID球票，球迷再也不必担心纸质门

票时代的假票问题。主办方只需在观众

入口处对RFID门票进行扫描，立即就能

校验信息，保证合法持票人安全和快速

地进入比赛场地。另外RFID球票还可以

实现不同日内一票多次进出场使用，大

为一体的亲水生态社区。东

芝将为其提供248台电梯设

备，此次采用的节能环保型

东芝电梯主要配件、核心技

术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将为

新城区建设注入新的力量。

（TCE 郭明琴）

常；架空线东绦路倒闸

操作成功”，这标志着

北京城市中心区配网

自动化系统投入运行

启动取得了圆满的成

功。

由东芝集团珠海

许继芝电网自动化有

限公司提供给北京市

城 市中心区的配网自

动化系统已正式投入运行。自2005年启

动自动化工程至今，北京城区配网自动

化已初具规模，预计至2009年，422座

集团会向东芝电梯在中国的两家法人公

司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和东芝电梯

（沈阳）有限公司各出资20%。另外，伴

随此次资本合作，东芝电梯也将会向其

士香港公司派驻董事。

其士国际集团是一家全球性公司，

除了主营的升降机销售的建筑工程业务

之外，经营范围还涵盖了房地产、资讯

科技等很多领域。通过此次资本合作，

可以共享双方的企业经营经验和资源，

并且期望能够强化在中国的销售和完整

的制造体系，与此同时，可以积极对应香

港和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亚的电梯维修

及翻新需求。

东芝通过为台北101大楼提供世界

最快速的电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使用

的超高速电梯等展现了当今世界业界的

最高水平，今后也会不断积极的开拓中

国以及中东等新兴市场的业务。

大提高了赛事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 

本次是东芝泰格与上海网球大师

杯赛的首次“亲密接触”，双方将在将来

的大师赛上海站赛事票务中进行更加密

切和深入的交流合作。

（TCH广州 张连宇、TESS广州 韦慧）

场的设备在国内的研究开发成为可能。

水力发电是目前世界上利用最多

的环境友好型可再生能源。东芝从能源

的最佳组合，安定发电的成本等观点出

发，把水利发电，核能发电，包含地热在

内的火力发电业务都定位为企业重要业

务。中国水力发电站的建设市场达到了

世界市场的约50%*2，是世界最大的市

场。东芝在中国扩展业务的同时，放眼印

度和东南亚市场，力争把东芝水电建设

成为有成本竞争力的生产基地，继续扩

大在水力发电领域的业务。 

*1   2008年11月13日现在

*2　株式会社东芝调查数据

电缆分界室、43座小区配电室、88座开

闭站将全部接入配网自动化系统。届时

城区电缆网自动化覆盖率将达到34%，

架空及混网线路自动化覆盖率将达到

49%。相关技术专家认为,配网自动化系

统投入前，故障处理平均停电时间为55

分钟，北京城区配网系统实施后，对非

故障段的恢复时间可缩短至15分钟以

内。该套系统到目前为止可称为国内技

术含量最高、工程规模最大的城市配网

自动化系统。  

（珠海许继芝 王磊，TCH广州 刘晓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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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30日，东芝公司和中国教

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师范教育司共同

举办面向师范大学学生的“首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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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

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来自国内的12所师范大学，立志将

来成为理科教师的36位大四学生代表，

在各校的数学，物理，化学学科预赛中脱

颖而出，进入决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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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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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的奖品并且安排赴日本研修。经过激烈争

10月28日，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领导来到湖南望城县维梓小学与梅湖小学，为学校捐赠多媒体教室。 

维梓小学与梅湖小学是湖南望城县梅湖镇两所村级小学，彼此相邻，负责附件近10个村的适龄儿童的入学，由于农村教育经费

的投入有限，学校的500多名孩子从来没有感受过多媒体教学。此次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为两所学校捐赠了价值十万

元的多媒体教室与电脑教室，希望为孩子们开启更为广阔的学习视野。 

在捐赠仪式上，长沙市教育局，望城县教育局领导分别致辞，感谢东芝公司关心教育，资助教育的义举。东芝复合机中国事业部

须毛原 董事总经理也寄语小朋友们：希望大家用自己优异的成绩去探索外面精彩的世界。在全体师生的祝福与掌声中本次东芝希望

之旅结束了。期待东芝希望列车的下一次出发！           （TESS 薛显松）

东芝杯师范专业理科大学生教学技能创新实践大赛在京举行 东芝集团继续支援四川灾区恢复重建

情系教育 回报社会

企业公民 | CSR

夺，最终，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分获数学，物理，化学学

科的一等奖。

东芝中国集团特别将支援教育作为

在中国的社会贡献的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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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在中国，“自主创新”成为社会

的主要课题之一，中国教育部希望在师范

教育领域内推行“自主创新”，东芝愿意

全力提供支持，因为这与东芝集团一贯支

持教育、发展科学技术的CSR理念不谋而

合。东芝作为提倡“领先创新”的公司，希

望也对中国的自主创新做贡献。

5・12四川特大地震后，东芝一直关注震区人民的生命安危和

救灾进程，支援教育一直是东芝社会贡献活动的重要课题。继6月

份捐款139万元协助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在四川搭建4所东芝抗震希

望小学之后，10月13日，东芝再次向绵阳2所正在重建中的学校捐赠

了价值22万余元人民币的东芝照明产品。

作为当地最好的中学和小学之一，绵阳富乐中学和绵阳花园小

学两所学校的校舍在地震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现在所有学生都

在过渡型教室学习，在对校舍的修缮和重建中，将使用东芝捐赠的

节能环保照明用品，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了5个多月，但是恢复重建任

务艰巨，仍然需要大量的投入，作为一家植根中国的企业，东芝集

团希望在重建的过程中持续援助，继续增援灾区人民。

参赛选手的精彩讲解

评委东芝中国总代表与创新奖获奖学生合影教育部领导及东芝中国总代表与获奖学校代表合影

参赛选手的精彩讲解 参赛选手的精彩讲解 模拟课堂讲解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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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华南师范大学 林佳佳

主题：平方差公式

华中师范大学 黎 硕

主题：自由落体运动

东北师范大学 孙姝雅

主题：物质的分类-简单分类

法及其应用

获奖名单

二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 郗 鹏

主题：椭圆定义及其标准方程

华南师范大学 林 芸

主题：神奇的升力

北京师范大学 尹 佐

主题：能源问题的“它山之石”-

燃料电池探究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 朱家隽

主题：用二分法求方程的近似解

东北师范大学 赵 倩

主题： 磁卡和动圈式话筒

山东师范大学 周 慧

主题： 空气的成分

数
学       

物
理       

化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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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10日召开的第4回东芝集团CSR大会上，东芝水电设备（杭

州）有限公司（下称东芝水电）喜获东芝集团环境奖。会上东芝全球总裁

西田厚聪亲自向东芝水电的代表颁发了证书。

东芝水电自成立以来，坚持推进和开展

废弃物处置改善活动，对包括废砂等在内的多

种废物进行循环再利用，废弃物的总量和最

终处分量持续下降，其中废弃物的最终处分

量从2006年的5.01%下降到2008年上半年的

0.006%。为地球环境做出了贡献。本次获得东

芝集团环境奖的公司共4家。（THPC 俞桔红）

新的一年，有崭新的开始也有爱心的延续。2009年东芝

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下简称东芝复合机）继续认养

大熊猫“东东”、“芝芝”，让它们在东芝复合机的关心下茁壮

成长。对于“东东”、“芝芝”，大家都不陌生，它们是东芝复合

机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认养的两只龙凤胎大熊猫。一

年前他们与东芝结缘，在大熊猫基地工作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健

康的成长着， 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东芝复合机中国事业部董

事总经理须毛原 和同事们来到大熊猫基地看望了这对可爱

的双胞胎, 并决定续签认养权，把这份爱心延续下去，继续为

大熊猫保护事业贡献力量、奉献爱心。       

 （TESS  张亮） 

11月28日，东芝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井上晃被聘为大连

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自律行动》副理事长。《环境保护

自律行动》是各企业自觉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以

体现“企业公民”价值为行动动力，以各种环境输人和输出信

东芝水电获得东芝集团环境奖 东芝复合机续养大熊猫“东东”、“芝芝”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加入《环境保护自律行动》

9月25日，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松原和则等一行

前往东芝电梯于2004年在安徽肥西捐资建立的长岗希望小学。

为孩子们送去了文具用品，并为学校捐赠电脑设备。

在捐赠仪式上，孩子们灿烂天真的笑容令人感动，松原总

经理鼓励孩子们向奥运健儿学习，把拼搏精神用在自己的学习

和生活中，争取获得好成绩，为自己周围的人和社会做出贡献。

东芝电梯安徽长岗希望小学捐赠

当地教育局领导对东芝电梯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和关爱

表示了敬意和感谢。东芝电梯将继续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为

教育进步尽自己的力量。

（ TCE 华忠明、关培君）

息的综合评价为过程方法，以持续改进为基本原则，来落实方

案各项任务并且逐步形成企业自律承诺以及企业自评、专家初

评、政府终评的环境保护自律工作机制。

（ TDL 孙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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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民 | CSR

“东东”“芝芝”三个月

“东东”“芝芝”一岁啦

“东东”“芝芝”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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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流通时代，条形码识别技术

广泛运用于生产，物流，零售等各个

环节。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

有限公司作为世界顶尖的条形

码设备厂 商，研发出 将 传 统

条形码识别技术与无线射频

（RFID）技术相结合的新一代

RFID条形码打印机。最新推出的B-SX系

列预计将于2009年1月正式在中国市场上

销售。

“无线射频（RFID）技术”是一种自

动识别技术，能够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

收集和处理数据的领域，是21世纪最有

10月12日,在河南平高东芝高压开关有限

公司举办的第一届平高东芝对阵东芝(中国)有

限公司的羽毛球联谊赛圆满结束。11日,当东

芝中国的队员们乘巴士到达公司时,看到平高

东芝精心准备的“欢迎TCH羽毛球代表团”的

电子屏幕后，队员在车内感动得一起拍手。

联谊赛以5：5打成平局，双方的羽毛球

高手球场切磋,其乐融融,友谊赛队员们度过了

一个快乐的运动周末。在东芝中国的员工参

观了工厂，大家在参观过程中津津有味地提问

了很多问题，所有队员都感到：平高东芝既是

一个重视员工的企业，又是为优秀人才提供

优良成长空间和为地方经济作出重大贡献的

企业，大家作为都是东芝的一员而感到非常骄

傲。

羽毛球联谊赛其乐融融

常州市第八届外商投资企业“东芝杯” 足球赛于10月18日

到11月2日鸣锣开赛。

这一比赛是常州市外商投资企业一年一度的体育赛事，由

常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和常州市足球协会联合主办,本届杯赛

也是常州东芝第五次冠名，共有13支外资企业球队报名参赛，参

赛球队为历届之最。

经过2个阶段6场比赛，常州东芝足球队共打进27个球，并

且一球未失，毫无争议地获得冠军，这也是常州东芝足球队第四

次获得该赛事的冠军。另外，公司被组委会授予优秀组织奖，单

楠获得最佳射手称号，魏荣荣获得最佳守门员称号，赵玉虎获得

最佳教练称号，杜勇获得优秀射手称号。这样，常州东芝足球队

囊括了全部6项桂冠，创造了2001年以来的最好战绩。

（CTC 承枝南）

常州东芝足球队摘得常州市外企

“东芝杯”足球赛 6 项桂冠

新品快报 | NEW PRODUCTS

12月22日，以“‘影’领未来，‘芯’

动体验”为主题的“神州数码-东芝投影

机新品体验会”在北京成功举行。会上共

发布三大系列、十多款面向未来应用的最

新投影机：代表最新前沿投影技术的超

便携LED投影机F10、全球首款具有语音

  领先品质成就商务经典 

体验会发布的TLP-X200是全球第一

款具备语音导航功能的投影机，也是东芝

推出的商务旗舰产品。TLP-X200可提供

27个版本的语音支持。用户可以在语音指

示下掌控自如。X200具备无线投影、多画

面显示、U盘投影等诸多功能，凭借东芝在

家电色彩方面积淀的先天优势，色彩表现

导航功能的东芝旗舰机型TLP-X200以

及面向高端商务应用的高亮度系列TDP-

T360/T420/TW420等产品，并针对商务、

数字娱乐等应用展示了基于超便携设计、

多屏显示、语音导航、超短焦数字娱乐等

技术的最前沿投影解决方案。

超凡脱俗，可谓投影“全能明星”。

  创新引“爆”时尚投影未来 

发布会推出TDP-F10引人注目。这

款时尚先锋产品最大特点是采用了最新一

代的LED光源技术。光源使用寿命可达2

万小时，基本涵盖了产品整个使用周期。

在色彩方面，以LED作为光源技术的F10

可提供更广阔的色域支持，画面细节表现

更细腻。 

此次一并推出的T系列投影机首创5

组可更换镜头设计，融合数码调色板、六

色"旋彩轮"技术和极致色彩等三重色彩还

原保险技术，提供更加完美的影像表现。

（TVSZ 林雪琴、THL 张文俊）

发展前途的信息技术之一。东芝

B-SX系列RFID条形码打印机，

实现RFID电子标签的读取打印

的运用。与业界同类型产品相比

较，东芝的RFID条形码打印机

具备不良RFID标签的检知功能、

打印头抬起功能等，其中独创的

AGC边缘标签检测功能及业界

最短间距标签的实现，将为缩减

RFID标签成本，提高RFID运用的准确可

靠性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德国雷根斯堡的东芝电脑制造

工场已通过采用东芝的RFID解决方案，

使用UHF Gen 2 RFID电子标签追踪电脑

的生产过程，将工人的生产率提高60%，

减轻生产的瓶颈现象，提高了订单的完成

率。 

（TCH广州 张连宇、TESS广州 韦慧）

东芝新一代RFID条形码打印机，开拓条码打印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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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赛,大家不仅领教了对方的羽毛球实力,更难得的是加深了交流,期待不

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再相聚。       （PTC 林森）

‘影’领未来，                 东芝投影机新品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