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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首部足球微电影正式上映

东芝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研究开发中心成立

东芝“智能社区”，以智能科技实现水、电、气、

通信、交通及其它生活基础设施的集中控制及优化，

让资源得到更加高效合理的分配和应用，创造美好舒适环境。

让科技更具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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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投资因素均位居前列。东芝将利用

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坚实的服务体系为

客户以及合作伙伴提供先进的技术和

方案，同时也为东北及珠三角地区打造

特色区域经济注入创新动力。

9月1日，在进入中国发展事业四十

周年之际，东芝宣布在沈阳和深圳成立

分公司，至此，继上海、广州、成都、济南、

西安、武汉、杭州之后，东芝（中国）有限

公司在华成立的分公司已达到9家，这标志

着东芝将进一步加大在华投资，深化与

中国政府及企业的合作。

 东芝在沈阳和深圳成立分公司旨在

整合东芝各业务集团资源，提升东芝品牌

在华影响力，通过推进东芝综合营销

战略，加强东芝各领域产品的销售能力。

同时，也将大力支持地区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承担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

责任。沈阳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将引入

东芝此前在北京、上海等各地积累的

成功经验，更好的服务当地客户，深化与

当地政府及企业的合作，并将与各地区的

区域优势经济相结合，寻求在楼宇、能源，

医疗、交通、环保产业等方面的合作机遇。

 东北地区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工业

基地，在能源、工业领域具备独有优势，

早在1991年，东芝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

法人企业就诞生在这里，经过多年努力，

东芝在东北地区已有9家企业及机构

投入生产运营，是东芝在中国投资最

集中的地区之一；而深圳在经济发展中

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政府服务水平、基础

设施状况、信息发达程度、消费规模等

深耕中国市场
—— 东芝新设沈阳与深圳两家分公司

东芝新分公司落户沈阳、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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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8日，本年度中国足球的压轴

大戏——东芝足协杯决赛第二回合较量

打响，最终，坐镇主场的中超冠军广州

恒大4:2战胜“黑马”贵州人和，以两回合

总比分5:3夺冠，收获赛季“双冠王”。

       至此，2012年中国顶级足球赛事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作为足协杯赛的独家冠名赞助商

及合作伙伴，东芝为振兴足球市场和培育足球人才都做出了

积极有益的贡献。

 继首回合两队1:1战平之后，极具看点与悬念的决战移师

本赛季中超上座率冠军——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在现场约4万名球迷的助威声中，群星闪耀的广州恒大

与打法鲜明的贵州人和，合力为热情的观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

比赛，最终凭借巴里奥斯与张琳芃的出色发挥，恒大主场

如愿捧杯，成为本赛季国内足球赛事的最大赢家。

 2012年是中国足协杯赛事重启后的第二个赛季，参赛

球队扩充至规模空前的48支，除了中超和中甲的劲旅，还吸纳

16支来自乙级联赛、业余联赛、大学生联赛和亚洲展望城市的

队伍，充分体现了全民参与的理念，是践行“全民足球”的

典范。

 2011年，东芝正式成为中国足协杯独家冠名赞助商，历经

硕果累累的2012赛季，东芝所倡导的“关注中国下一代青少年

培养和中国足球长远发展”的理念又得以进一步体现。更多的

参赛球队、更高水平的比赛、更多的社会关注⋯⋯足协杯赛事的

强势回归使中国足球更具吸引力。

 在赞助顶级杯赛的同时，东芝推出了反映中国青少年追求

足球梦想的公益微电影——《另一种温暖》，在赛场开辟亲子

观赛区，吸引家长带领孩子观看比赛；并积极赞助少年足球

比赛，针对小学生举办一系列的足球教室活动，收获了广泛的

社会赞誉。（TCH 苗洪侠）
东芝中国总代表向足协杯“东芝最佳球员”颁奖

足协杯
比赛现场

       11月2日，反映中国青少年追求足球

梦想的公益微电影——《另一种温暖》

正式上映。

       影片由东芝（中国）有限公司和灵思

沸点影业联合出品，讲述了一群热爱

足球的孩子与一位伤病运动员之间的

感人故事。在万众瞩目的“东芝2012中国足协杯”决赛之际，

影片的播出将再次燃起公众对于中国足球的热情。

 为了体现足球本身的“草根”精神，导演田蒙大胆启用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大二新生董晴及一群没有表演经验的

孩子，以期通过非职业演员的本色表演展示最真实的足球

情感，获得观众的共鸣。影片从始至终用朴素的镜头语言捕捉

人物性格，并以“梦想”作为主线，生动呈现青少年的足球

世界，是一部意境丰富、触动心灵的中国式足球故事片。

 出品方东芝（中国）有限公司是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的

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以“中国下一代青少年的培养和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

为理念，东芝从2011年开始成为中国足协杯独家冠名赞助商，

为提升赛事水平和关注度做出了积极贡献；2012年5月，“东芝

侨心足球万里行”暨“2012东芝侨心杯全国少年足球赛”启动，

为普及足球公益、培养青少年对足球的兴趣爱好创造平台。

 此次借助《另一种温暖》，东芝将“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支持孩子们的足球梦想”主题以微电影的形式广泛传播，让更多

的人关注中国足球，关注青少年足球，也让更多的爱与温暖

助推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TCH 苗洪侠）

东芝2012中国足协杯
完美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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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温暖》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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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首部足球微电影
正式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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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十月，东芝医疗系统（中国）有限

公司研究开发中心（以下简称TMC RDC）

正式成立。该中心作为又一支生力军，使

东芝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TMC）羽翼更加丰满。

       在健康管理产业飞速发展的中国

市场，该研发中心旨在准确捕捉客户需求并将其应用到临床

软件的开发，携手全球开发基地进行先行技术的研究开发，

持续地追求技术创新。

 TMC RDC的前身隶属于东芝（中国）有限公司研究开发

中心，为东芝集团的医疗、流通、电梯等领域的软件开发

做出了贡献。历经十年的发展，2012年10月1日，东芝（中国）

研究开发中心医疗领域正式并入TMC，成为TMC RDC。该中心

拥有约80人的研究开发团队，致力于在医疗共通平台、临床

应用、医疗信息系统等领域开展医疗设备软件的研究与开发。

 

TMC RDC将与东芝大连有限公司“医疗设备设计研发中心”

携手，成为东芝医疗株式会社全球化开发团队的重要组成

部分，与东芝医疗株式会社集团在日本、欧洲、美国等地的

医疗研发机构并驾齐驱，投身于世界最尖端的医疗技术的

研发事业，为人类的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TMC RDC 高鹏）

全员合影

 东芝Satellite U920t滑盖平板超极本，是首款结合触控

屏幕与滑盖结构的超极本，基于英特尔酷睿三代i5处理器和

4GB高速内存的U920t，让大型软件和3D游戏均可流畅运行，

播放高清电影也不在话下。

 拥有强大的性能，拥有舒适敲击手感的键盘，与灵敏的

触控板相得益彰，带有LED背光功能的键盘更可确保用户在

环境昏暗时正常输入，19.9mm的纤薄机身和1.52Kg的轻盈

体重，满足人们对于超极本的全部渴求。

 东芝Satellite U920t超极本采用12.5寸IPS广视角触控

屏幕，支持5点触控，分辨率为1366x768，无论你是处于

超极本形态还是平板电脑形态，都能获得最佳的视觉和触控

效果。另外，Satellite U920t不仅具备了支持DX11特性的

核芯显卡，还配备了WiDi无线显示技术，令商务演示更为轻松，

在家亦可以在电视机上同步输出，看大片玩游戏浏览网页

更为畅快！ 

 东芝Satellite U920t配备了带有背光功能的键盘以及

大尺寸的触摸板，更配备了两个USB 3.0高速传输接口，无线

支持与蓝牙4.0高速无线连接技术一应俱全。另外，U920t配备了

前后两个摄像头，分别为100万像素和300万像素，拍摄照片

更清晰。Win8操作系统的动态磁贴更是让您获得无与伦比的

尊崇享受，所有的邮件、新闻讯息、好友消息、QQ聊天，甚至

是股票涨落全都能实时在U920t上动态滚动显示。

超未来电脑形态
东芝滑盖平板超极本

 近日，东芝电脑隆重推出了代表未来电脑全新形态的Satellite U920t，搭载

新一代Windows8系统，融合了平板电脑的易用性与超极本强大性能，凭借其独特的

滑盖变形方式，带来非常人性化的应用体验，再一次颠覆人们对个人电脑的传统印象。

 东芝Satellite U920t是一款极具吸引力的个性产品，它延续了东芝电脑的创新突破精神，让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应用，有了

共同的选择。凭借领先创新的技术与全新的操作模式，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全新的个人电脑应用体验。（TPCS范艳）

尖端技术 强悍性能 12.5寸IPS广视角+WiDi技术 

全能扩展 面面俱到 蓝牙+USB 3.0+双摄像头

滑动指尖 双重体验 全球首款触控+滑盖超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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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研究开发中心成立

东芝医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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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灾恢复重建项目

石卷项目

EV巴士引进实证（东京都港区）

环境技术产学公民联合公募型
共同研究事业（川崎市）

川崎站前周边项目

横滨智能城市项目（YSCP）

茨木市智能社区项目

离岛独立型联网新能源引进实证项目
（冲绳电力）

宫古岛全岛能源管理项目

宫古岛市来间岛项目

中东欧 

智能社区事业调查项目

智能社区事业性验证

意大利  

热那亚市智能城市推进计划

针对ACEA公司的智能电网

法国

智能社区

实证事业项目（里昂）

泰国

安美德科技城项目

越南

软件技术园马来西亚

绿色园区构想

德里-孟买产业大动脉构想

印度

马尼萨尔项目

哈里亚纳项目

英国

布里斯托尔市关于

智能住宅的EU项目

怀特岛项目

中国

天津市环境城市实证项目

广州市南沙实证项目

江西省共青城市智能社区技术实证项目

锦州市智能社区实证项目

东营市环境都市修建计划项目

温州市环境都市修建计划项目

低炭基础设施普及试点

美国

能源系统网络项目

（印第安纳州）

日美智能电网实证项目

（新墨西哥州）

US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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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智能社区 东芝智能社区项目的进展状况

针对每个地区的优先课题开展智能化，参与了日本国内外30个项目※ ※ 截至2012年4月

以对能源的供需平衡进行最佳控制的智能电网

构筑为重点的项目。能源的供给也包括再生

能源的利用。

智能电网型（包括再生）

除了能源之外，将包括水、交通、物流在内的整个社区智能化的

项目。包括对原有社区进行再开发的“再开发型”和对整个社区

进行全新开发的“新开发型”。

智能社区再开发型 11个 智能社区新开发型

综合解决方案

东芝集团的智能社区事业

 东芝集团力图实现的智能社区，首先要配备可有效使用能源的智能电网，同时也包括水管理、交通管理、医疗、安全、防灾等

各种领域的设施。另外，实现智能社区所不可缺少的还有实时、准确收集各领域动态的数据，并通过处理大量数据实现最佳

控制的技术。

 东芝集团拥有检测计量所需的感知技术、控制技术以及支撑信息基础设施的ICT。正因为有了这些综合技术的支持，才能够

挑起智能社区建设的大梁，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城市的集中化、能源需求的扩大，如何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正在成为世界性的课题。

人们寄予期望的解决方案之一便是“智能社区”。

东芝集团通过多年来积累的技术和综合实力，正在为智能社区的实现而努力。

向每个社区提供经过

最佳组合后的功能

合作方 东芝集团

ICT×控制技术×

传感技术

综合系统工程

技术合作

(城市开发功能

智能化相关技术)

电
高层

楼宇 •住宅

水 医疗

交通

兼顾“个人”的舒适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综合电机厂商积累的
多种解决方案、管理经验

11个8个

 COOL 
TECHNOLOGY



 9月16日，由中电装备东芝（常州）

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TC）为南京

市重点工程——南京鼓楼变电站自主

研发的80MVA（兆伏安）/110kV（千伏）的

SF6 气体绝缘变压器一次性通过出厂

试验，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均达到、部分

指标优于国家标准和技术协议要求，处于

国内领先地位。

 近年来、随着我国在城市化建设中

不断倡导绿色、环保理念，对气体变压器的

市场需求逐渐增多。本次自主研发的国内

最大容量SF6气体绝缘变压器标志公司

在该领域的研发制造水平达到了国际

水平。

 SF6气体绝缘变压器具有绿色环保、

防火防爆等特点，最适用于城市商业

楼宇、大型场馆、轨道交通、地下变电站

等有较高要求的场地。CTC最先在国内

自主研发制造SF6气体绝缘变压器，并

曾为北京奥运会提供相关设备，成为北京

举办绿色奥运的标志之一。

（CTC 陈丽娜 郑钢）

 在东芝铂金Portege Z830超极本

刚刚获得了2012德国红点（Red Dot Award）

创意设计大奖后，东芝铂金AT200平板

电脑凭借着卓越的设计以及精湛的做工，

又赢得了今年iF（iF Design Award）2012

产品设计大奖。

 iF（iF Design Award）创 立 于1954年，

是国际上最为著名的奖项之一，很多

媒体称之为“设计界的奥斯卡”。东芝铂金

AT200平板电脑在众多的参赛产品中

能够脱颖而出，充分验证了其自身出色的

工业设计，赢得了评审们的一致认可。

 时尚华丽的工业设计，强悍的硬件

规格，以及丰富的功能接口，都是东芝

铂金AT200平板电脑值得称道的地方，

也是令它获得今年iF产品设计大奖的

重要因素。（TPCS 范艳）

 8月31日，东芝正式发布新款小型

硬盘3.5寸2TB和3TB产品，延伸其既有的

硬盘产品线。DT01ACA台式机系列3.5寸

SATA 7,200转硬盘，针对台式机和游戏

主机、家用服务器、移动硬盘以及机顶盒

（STBs）和数字录像机（DVRs）等消费性

电子产品使用。DT01ACA台式机硬盘

配备单碟片1TB设计，提供500GB到3TB

（1、2或3碟片）等不同容量的选择。

 新款3.5寸硬盘将扩充东芝企业及

台式机客户端的硬盘、固态硬盘解决方案，

提供用户一次满足所有储存需求的服务。

 台湾东芝数位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部资深经理柏原隆介先生表示，东芝

进入台式机硬盘市场后，更强化了我们的

产品组合，透过全面性的产品定位，能

支持客户端到云端应用的储存需求，预期

出货量将持续成长。

东芝
e-STUDIO2550C系列

SF6气体绝缘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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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推出全新3.5寸CLIENT系列硬盘

东芝铂金AT200平板电脑 荣获德国2012 iF产品设计大奖

常州东芝成功研发国内最大容量气体变压器

第七届东芝中国集团校园招聘会召开

大连东芝电视公司生产累计达1500万台

东芝铂金
AT200平板电脑

TOSHIBA 
HOT NEWS

新闻中心

TOSHIBA IN CHINA

CLIENT系列硬盘

 10月18日，大连东芝电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DLTV）第1500万台电视55Z7

顺利下线，DLTV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

在仪式上，DLTV奈良总经理代表公司

领导对生产一线的员工及各部门协助

达成1500万台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同时

提出了新的生产目标2000万台的努力

方向，鼓励所有员工一起创造更辉煌的

业绩。

 DLTV 是 东 芝 海 外 重 要 的 电 视 机

生产基地，产品销往世界各国高端市场，

伴随中国平板电视机市场出现的快速

增长，公司依靠东芝全球领先的半导体

和数字技术，全力开发生产行业领先的

创新产品，并构建更加高效的生产和

销售体系，成为了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充满

竞争力的公司。

 在庆典的植树仪式上，公司领导及

两位嘉宾共同栽下了作为1500万台达成

纪 念 象 征 美 好 意 义 的 樱 花 树，并 希 望

DLTV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更高端的

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感受东芝电视的

高清画质。（DLTV 孙衍荡 王川）

 继成功举办了六届集团校园招聘会

之后，第七届东芝中国集团校园招聘会

（以下简称招聘会）在全国9大中心城市

的高校陆续召开。

 此次招聘会采取了宣讲会目标院校

辐射周边重点院校的方式，宣传院校多达

28所，使招聘面更广、影响力更大。校园

招聘会旨在通过与各大高校精英的近

距离互动，帮助正处于职场起跑线的

同学们认识和理解公司的企业文化，更

高效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帮助他们

判断机遇并作出正确决定，从而更好地

迎接挑战，完成向职场达人的华丽转变。

同时校园招聘作为东芝“人财”储备的

重要通道，也将为公司吸纳更多的优秀

人才。

 在Photizo的 年 度 评 选 中，东 芝 的

e-STUDIO2550C系列产品在众多彩色

复合机产品中脱颖而出，荣膺Photizo

颁发的最佳编辑必选奖。

 2012年东芝推出e-STUDIO2550C

系列彩色数码复合机，是东芝专为中国

用户量身定做的一款产品。其标配了

彩色打印、复印、扫描等多种功能，不仅

秉承了东芝一贯的极致简洁的设计风格，

并率先将更加环保节能的彩色LED技术

引入到入门级彩色数码复合机产品中。

该系列产品上市后，东芝彩色产品线

进一步延展，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加完善的

彩色文件解决方案。

 美国Photizo集团是全球影像行业

最大的研究评测机构和咨询公司，专业

从事影像业产品评测、文件外包管理

服务等研究和咨询。（TESS 史莎莎）

东芝e-STUDIO2550C系列产品荣膺Photizo年度编辑必选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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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比赛
获奖作品

 9月27日，东芝公司发布了中文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CSR报告书2012》。目前，2012年中日英三种文字的东芝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都已经发行。

 东芝集团一直不断努力通过编写和发行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向各利益相关方汇报公司的信息和责任。《东芝CSR

报告书2012》将公司围绕“诚信（Integrity）”、积极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的各项活动进行了总结汇报，并在今年的报告书中

特别介绍了公司有关智能社区方面的最新进展。

 东芝自2005年起至今，已经连续8年发行了中文版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书。东芝中国集团作为扎根中国发展的企业，

也在中文版中加重报道和添加了东芝在华开展的社会贡献

活动和环境保护方面工作的汇报，希望可以更好的得到中国

各利益相关方的信赖和支持。东芝将努力创造更好的地球

环境，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东芝推出了中文版环境报告书。《环境报告书

2012》将东芝有关环境的详细信息编辑成册，向利益相关方

公布，本年度特别增加了第5次环境行动计划及工厂和产品中

采取的防止温暖化措施等内容。

 10月26日，浙江大学东芝企业俱乐部企业文化宣讲会

在浙江大学活动中心召开。为了加深东芝中国集团企业与

浙江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东芝（中国）有限公司联合东芝

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及东芝电脑网络（上海）有限公司与浙江

大学合作，在今年10月成立了“浙江大学东芝企业俱乐部”

（以下简称“浙大东芝俱乐部”）。俱乐部活动将促进东芝企业

文化在浙江大学的宣传与推广，同时为东芝中国集团招聘品学

兼优的人才做贡献。此次宣讲会作为“浙大东芝俱乐部”的首个

运营活动，对东芝集团企业文化以及青年学子的多元发展和

职业生涯规划等相关内容进行了宣讲，受到了浙大学子的

好评。作为“浙大东芝俱乐部”的后续运营活动，还将陆续

推出“东芝半导体”及“东芝电脑”等科技专题讲座，与高校学子

分享东芝科技创新成果。（TCH杭州 占丽琴）

 东芝中国足协杯2012年赛季已经圆满结束，为培养青少年

足球人才，助力中国足球发展。9月6日，东芝公司前往甘肃省

白银市三合村荣茂侨心小学校开展“东芝侨心足球万里行”

活动。

 “足球万里行”活动面向全国由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捐赠的侨心小学和贫困学校进行，这次的甘肃白银之行，东芝

不仅为孩子们带去了专业的足球服装和活动设施及教材，

还专门邀请了中国国家男足教练员郭瑞龙教练、前中国国家

女足队长刘爱玲教练为孩子们进行专业的指导，教练们通过

分组游戏的形式让孩子们切实体会到足球带来的快乐。全校

师生都融入到了快乐足球的氛围中，在场上参加足球培训的

孩子们积极热情，你争我夺，热闹非凡。

 此次活动中，东芝中国总代表桐山辉夫发表了讲话，向

全校师生表达了东芝集团的心愿：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

更多地孩子走近足球，热爱足球，培养出更多的未来之星。

（TCH 苗洪侠）

 9月8日，大连东芝电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LTV），东芝 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DL），大连东芝广播电视系统有限

公司，大连东芝机车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四社联合举办“实践

人人参与的绿色生活”绘画比赛，来自四社员工家属的宝贝

及社区居民参加了本次活动。在一幅幅五彩缤纷的绘画作品中，

孩子们通过画纸描绘出蓝天、白云、花草、动物，用五彩的颜色

勾勒出自己心目中的绿色环保生活，这些充满童趣和想象力的

作品也触动了许多在场的成年人，绘画结束后所有的参赛

人员兴致勃勃地对DLTV、TDL工厂的环境设施进行了参观，

相信这样的活动将带动更多人一起参与到环保的行列中来。

为孩子们向往的绿色明天而共同努力。（DLTV 孙衍荡 王川）

东芝举办“东芝侨心足球万里行”活动

大连东芝、东芝机车、东芝电视、东芝广播四社环保绘画大赛

浙江大学东芝企业俱乐部文化宣讲会召开

“东芝侨心足球万里行”活动

CSR
企业公民

TOSHIBA IN CHINA

东芝发布2012年中文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及中文版环境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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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秋意渐浓，东芝电梯（中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TCE）董事长寺户弘之，

代理商安徽东信董事长、总经理等一行人，

满载着新学期礼物前往位于安徽省合肥市

肥西县的长岗东芝希望小学进行第八次

捐赠活动。

 长 岗 东 芝 希 望 小 学 由 东 芝 电 梯、

代 理 商安徽东信共同捐资筹建，并于

2005年落成投入使用。经过多年发展，

学校已成为肥西县有口皆碑的教育基地。

 本次捐赠物品有东芝打印机，东芝

笔记本电脑、液晶台式电脑、书包套装、

图书三百多册，以及体育用品若干。捐赠

仪式结束后，TCE寺户董事长一行人在

胡校长的陪同下，参观了一到六年级的

学生教室，并与小学生们进行亲切交流。

之后参观了位于教学楼西侧的留守儿童

幼儿园。

 离开学校之前，TCE寺户董事长表示，

今后一定会多多关注学校的发展和学生们

的成长环境，并尽TCE所能为学生提供

多方位支援和帮助。在不远的将来，TCE

将从更多更广的角度，通过实际行动为

学生们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关怀。

（TCE 郭明琴）

东芝电梯访问长岗希望小学

东芝各现法企业积极开展环保清洁活动

捐赠活动现场

清洁活动现场

 9月28日，河南平高东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PTC）

领导前往河南省汝州市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代表PTC向希望

小学的师生们送去了教学所需的电视和电脑，满足孩子们通过电脑

网络接触世界、了解世界的心愿。希望孩子们在新建的电脑室里

操作电脑、点动鼠标，让这里成为各位小朋友放飞梦想的基地，也祝愿

这里的孩子们能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

（PTC 郑童）

 在9月15日第27个国际海岸清洁日，大连东芝电视有限公司，东芝

大连有限公司，大连东芝广播电视系统有限公司，大连东芝机车电气设备

有限公司响应国际海岸清洁日环保行动，在大连金石滩黄金海岸进行

海洋垃圾清除和调查活动，活动中环保志愿者们捡拾海上垃圾，并将捡拾的

垃圾进行分类、称重。按照国际海岸清洁活动（ICC）的数据记录要求进行

统计。与此同时，东芝家用电器制造（南海）有限公司为整治工厂周边道路的

白色污染，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在9月开展了工厂周边道路垃圾清理的

活动。此次活动共有100名员工参加，通过此次活动，公司周边道路环境

得到很大改善，员工们用实际行动为城市实现美丽清洁的环境作出了贡献。

（DLTV 孙衍荡 王川 THM 谭艳媚）

平高东芝向东芝希望小学捐助教学设备

访问长岗东芝希望小学

《相伴》-罗钦（TESS）

《相守》-梁素茵（TESS） 

《雪国》-王炤辉（TCH）

《长安街》-郑锐（TCH）

 《斗艳》-马珂（TESS）

员工摄影

 《三年坂》-邹锐（TCH）

CREW AREA
缤纷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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