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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立

致力成为“IoT 时代的创新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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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制作所　执行役常务　中国总代表

KENICHI KOKUBOTOSHIAKI HIGASHIHARA

日立制作所　执行役社长兼 CEO

企业理念

日立创业的精神

日立集团愿景

通过优秀的自主技术及

产品开发贡献于社会

和·诚·开拓者精神

日立，以创新开启解决之道

以优秀的团队和丰富的全球市场经验

为世界注入新的活力

VALUES

VISION

MISSION

日立在全球 日立在中国销售额：　100,343 亿日元

公司数量：1,056 家
员工数量：约 335,200 名
总公司：　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

所在地：　日本东京

销售额：　10,555 亿日元

公司数量：180 家
员工数量：约 47,800 名
总部公司：日立(中国)有限公司

所在地：　北京

以上数据截止至 2015 年度末

(2015 年度：2015 年 4 月 -2016 年 3 月)

日立集团核心价值观

SOS

日立的社会创新事业02
通过融合 OT×IT×产品·系统
为社会、客户提供创新方案

安防管理系统

地铁客流分析系统

先进的电梯产品与解决方案

楼宇节能解决方案 等

城市·楼宇

质子线及重离子线癌症治疗系统

图像诊断解决方案

智慧养老管理系统 等

医疗健康

面向制造业的智能物流服务

医药品生产管理系统

热电联产系统 等

产业·流通

OT

控制·运用

IT

把握·分析·预测

产品·系统

硬件·材料·EPC·SI



轨道交通

日立在华主要事业03
信息·通信系统 社会·产业系统

主要产品·服务

半导体制造装置、测量分析仪器 、

尖端产业组件 、医疗设备 、电动工具

主要公司

日立高新技术 (上海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日立医疗 (广州 )有限公司

日立国际电气 (上海 )有限公司

日立工机商业 (中国 )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油压挖掘机

数据中心

手指静脈识别系统

高压变频器

尖端技术与设备

支持产业升级与健康生活

主要产品·服务

半导体及树脂材料、电路板及其它

功能材料、汽车零部件、蓄电设备

及系统、电子零部件、高级特殊钢、

软磁材料、磁石及应用品、汽车用

铸件、配管设备、电线电缆

以材料创新

推动产品升级

主要产品·服务

咨询、系统集成、云服务、服务器、

存储、软件、金融设备

主要公司

北京日立华胜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日立北工大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日立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日立数据存储 (中国 )有限公司

日立系统 (广州 )有限公司

日立解决方案 (中国 )有限公司

日立金融设备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服务

电梯及配套解决方案、产业机械及

解决方案、轨道交通系统、核电及

输变电设备和系统

主要公司

日立电梯 (中国 )有限公司

北京日立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日立 (苏州 )超高圧开关有限公司

日立产机系统 (中国 )有限公司

日立数字安防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南京日立科技有限公司

日立泵制造 (无锡 )有限公司

日立机械制造 (上海 )有限公司

日立工程建设 (中国 )有限公司

日立建设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

全面助力互联网 +

成熟技术与可靠品质

加速社会与产业升级

电子装置·系统 汽车系统

生活·环保系统

高性能材料

主要公司

日立化成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日立化成工业 (苏州 )有限公司

日立化成工业 (东莞 )有限公司

佛山捷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日立金属投资 (中国 )有限公司

日立金属 (苏州 )科技有限公司

日立电线 (苏州 )有限公司

建筑机械

主要产品·服务

油压挖掘机、轮式装载机 、

采矿机械、机械配套解决方案

主要公司

日立建机 (中国 )有限公司

日立建机 (上海 )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服务

各类进口家用电器

主要公司

上海日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日立家电 (中国 )有限公司

从销售到维保

服务贯穿产品生命周期

经典品质

家居美学

主要产品·服务

发动机管理系统、电子传动系统、

行驶控制系统、车载信息系统

主要公司

日立汽车系统 (中国 )有限公司

日立汽车系统 (苏州 )有限公司

日立汽车系统 (广州 )有限公司

东莞歌乐东方电子有限公司

智能　环保　安全

打造人与车的和谐社会

多门冰箱

磁性材料

电梯

汽车系统解决方案

开放式 MRI

高端存储设备



与客户共享愿景

日立的客户协创

日立 (中国 )研究开发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05 年，是日立首

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海外研

究开发公司，现于北京、上海、

广州设立了研发基地，是日立

植根于中国的顾客协创中心。

开展研究开发和顾客协创的领

域包括：城市建设、公共事务、

医疗健康、智能物流、智能制

造等领域的解决方案；图像、

大数据平台分析；材料制造技

术；平面、产品、空间设计。

立足中国
推动研发与协创

研究开发与顾客协创04
日立的企业理念是“通过优秀的自主技术及产品开发贡献于社会”，为全球日益复杂化的社会课题提供

解决方案，推进社会创新事业。日立的研究开发集团承担“与客户协同创新”的引领责任，积极推进顾

客导向型创新、技术革新型创新、基础探索型创新三位一体的举措。在“顾客导向型创新”方面，日立

积极推进顾客“协创”，从客户的立场出发，与客户共同探讨和面对未来课题，灵活运用特有的服务设

计等手法，与客户共享美好愿景，并将在广泛领域长期积累的社会基础设施技术与 IT 技术相结合，为客

户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灵活利用
技术基础

面向商业化的战略提案

产品化　商业化

顾客协创方法论
NEXPERIENCE

新概念创生原型开发、演示

顾客现场实证实验

企业社会责任05
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经营

日立主要的企业社会责任 (CSR)活动

环境与供应链
日立推行能源、水资源利用的高效利用，减少废弃物产

生量和化学物质排放量，在华单位产值的环境负荷逐年

降低。

降低企业活动和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负荷

在华企业活动的废弃物排放量变化趋势

日立致力于与供应商共享企业社会

责任理念，并自 2012 年在中国实

际走访供应商，进行包括劳动及人

权、安全卫生、环境等考察指标在

内的监查。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

布的绿色供应链 CITI 指数年度报告

中，日立自 2014 年度起连续两年

居综合类企业首位。

将社会责任贯彻供应链

用水量的变化趋势

2014 232
2015 122

2013 250

万 m3/ 年

VOC大气排放量的变化趋势 t/ 年

CO2 排放量的变化趋势

3052014
2112015

3322013

kt-CO2/ 年

2812014
1992015

3722013

废弃物产生量的变化趋势 kt/ 年

542014
362015

622013

公益活动与社区发展

日立作为扎根中国社会的企业公民，将与当地社

区保持良好关系、做出贡献，看作企业的重要职

责，通过员工志愿者共同开展围绕环保、教育、

解决当地社会问题的活动。

日立准确认识到自身事业活动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及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并回应社会的期待，积极

开展 CSR 活动。日立为解决社会课题，与利益相

关方开展交流，通过社会创新事业，为解决社会

课题做出贡献。在此基础上，日立为解决课题积

尊重人权 与供应商协作
和对话

尊重多样性 保障所有人的
安全健康

从客户视角出
发，进行产品

制造

在产品的全生
命周期降低环

境负荷

高透明度与正
确的伦理观念

极推进与利益相关方的协创，将社会责任意识融

入事业活动之中，从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日立的CSR活动也与中期经营计划相结合，

同时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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