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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为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工会摄影大赛获奖作品 

  2012年12月2日，“第八届中国优秀企业公

民年会暨企业公民发展基金启动仪式”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日立电梯再次获评“中国五

星级企业公民”。此次获奖已是日立电梯继2010

年获得企业公民委员会颁发的最高荣誉“中国五

星级企业公民”称号后，连续第二年测评合格。

两次成功通过“中国五星级优秀企业公民”，测

评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日立电梯在企业社会责

任工作的高度认可与一致肯定。 

 

  日立是最早将存取款一体式ATM带

到中国的公司，多年来日立存取款一体

式ATM在市场的占有率一直保持首

位，已经成为业界毫无争议的领军性产

品。本次展示的最新机型HT-2845-SR除

了可以提高现金运营效率、减少现金准

备量、消减押运费用之外，还能通过释

放干扰电磁波干扰盗卡设备和读卡装

置，从而可以有效防止用户银行卡信息

被盗。不仅如此，日立的存取款一体机

和日立现金柜员出纳机还搭载了纸币冠

字号记录和检索功能，可以通过纸币冠

字号检索以往的交

易信息，也可以通

过备案的交易履历

来检索当时交易所

用的纸币。通过此

功能还能实现对犯

罪的追踪和对特定

纸币的排除及市场

回收。 

日立金融解决方案 创造银行未来 日立参加2012年中国国际金融(银行) 

技术暨设备展览会 

  2012年12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

的“2012中国国际金融展”上，日立展示了新一

代存取款一体机HT-2845-SR、日立现金柜员出纳

机、革新型金融IT解决方案（在网点实现让客户满

意的高效率银行业务流程）、金融IT系统运行管理

软件（JP1）等众多先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中国五星级企业公民”再次测评合格 

日立电梯 

  株式会社日立工业设备技术与上海

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合资公

司——日 立 机 械 制 造（上 海）有 限 公

司，于2013年1月正式投产。新公司出

资比例为日立工业设备技术70%、上海

汉钟30%，总部及制造、维护基地设置

在上海汉钟上海工厂内。日立机械制造

定位为日立工业设备技术的空气压缩机

核心产品“无油螺杆压缩机”的制造基

地，旨在强化该产品的成本竞争力。新

公司将充分利用日立工业设备技术的全

球销售、服务网和上海汉钟在中国国内

的销售、服务网来加强销售，对象地区

主要包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中国，以

及东南亚、中东、中南美等新兴市场国

家和日本。 

右图:日立存取款一体机HT-2845-SR 

日立电梯荣获“中国五星级企业公民” 

日立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工厂外观 

金融展日立展台 

日立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正式运营投产 

http://smartcity.hitachi.com.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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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式会社日立系统面向养老护理行业的

业务产品“GNEXT 养老事业管理系统”，在

客户试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功能，并于

2012 年10 月末 在上 海 市正 式 开始 销售。

“GNEXT 养老事业管理系统”是日立系统针

对护理和福利行业所开发的

“福祉之森”的系列产品之

一。本次日立系统与上海万序

合作，面向上海市的养老护理

机构、以及进入中国的日系养

老护理企业进行销售。该产品

不但具有财务管理、人事管理

和物品管理等一般功能，还拥

有药品管理和医疗保险结算等功能，可以对

老人的生活情况及护理人员的日常护理状况

进行记录、查询和统计，以达到提升护理服

务水平的效果，还可以向家属提供相关信

息，使养老院的服务实现“可视化”。 

  2012年9月3日，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甘

村小学的开学典礼暨助学基金启动仪式上迎

来了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的领导和志

愿者们。日立电梯自2010年开始对口帮扶甘

村以来，共捐款超85万元，用于危房改造及

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对甘村小学的帮助上，

日立电梯已在2010年捐赠了电脑、图书、文

体用品等一批教学物资。此次日立电梯在甘

村村委的协助下建立了甘村助学基金会，用

于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此外，日立电梯

员工还募资5万7千余元，为学校新购170余套

课桌椅、为教室添置吊扇及窗帘、重修学门

窗和校道、为图书室添加了千余册图书，并

组织志愿者开展了趣味课堂活动。 

日立电梯献爱心  助甘村小学建立助学基金 

日立解决方案荣获 
2012 中国经济十大行业优秀企业 

海信日立主办“Hi-Design”水源多联机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2012 年 10 月 23 日，海 信 日 立 主 办 的 

“Hi-Design”设计大赛在烟台暖通年会上正

式启动。大赛旨在通过鼓励暖通设计师将水

源多联机产品应用到具体的实际项目案例

中，从而推进节能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促进

设计优化项目节能，并为行业发展做出贡

献。本次大赛面向全国设计单位的暖通空调

工程师，参赛作品的设计方案要以实际的项

目工程为依托，在设计与应用中采用海信日

立水源多联机产品。本大赛征稿截止至2013

年8月31日，大赛合计奖金额达到25万元人民

币，获奖结果将于2013年秋季揭晓。 

日立开始在华销售  GNEXT养老事业管理系统 

  “第七届家电名品嘉年华活动”暨

2012年上海家电市场优秀品牌评选活动结

果于2012年12月隆重揭晓，日立空调再次

被评选为上海市场空调器十佳品牌，并位

列外资品牌中第一

名。日立空调以一

贯的良好品质和优

秀服务赢得了大众

口碑，本次获奖又

一次证明了消费者

对日立品牌的肯定

与信赖。 

日立家电荣膺 
2012年度上海市场空调器十佳品牌 

  2012年10月，由中国经济导报社和经

济日报社中国经济信息杂志共同主办的

“2012中国经济高峰论坛暨第十届中国经

济十大人物征评活动”在北京启动。经过

活动评委会严格的审核，日立解决方案

（中国）有限公司以其在信息科技领域的

优秀表现入围“中国经济十大行业优秀企

业”奖项，总经理张若皓先生也当选为评

委会评选出的“中国经济新领军人物”。 

日立出展 

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 

  “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

会”于2012年9月6日至11日在长春国

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日立以“发展绿

色经济，共建低碳城市”为主题出展了

本次博览会。会上，日立通 过智能城

市、节能环保等领域的先进产品和技

术，向观众介绍如何运用先进的信息通

信系统技术整合各种社会基础设施，在

有效降低环境负荷的基础上实现安全、

安心、富足的城市生活，进而构筑起智

能化的新一代城市。具体内容包括智能

电网、电力设备、水处理、资源回收利

用、绿色节能性数据中心及设备、先进

生产管理系统，并结合吉林省的产业环

境展出了日立的汽车系统和相关产品。 
甘村小学喜迎开学典礼 

GNEXT系统功能示意图 

“Hi-Design”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日立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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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的上班族都爱在电脑

旁放一盆绿意浓浓的仙人掌，除

了个人喜好，大多数人看重的是

仙人掌具有防电脑辐射的特殊本

领。但是，仙人掌真的能起到防

辐射的功效么？ 

仙人掌在日照强烈的沙漠生

长，能够抵挡阳光、紫外线的破

坏。但阳光中产生的是一种“辐

射能”，与电脑屏幕或其他电器

用品产生的辐射线不同。辐射线

是一种直线行进的能量波，目前

没有任何物质可以使辐射线转

弯，“吸收”辐射线的说法显然

也不准确，应该改成“抵挡”。

目前还没有哪项研究报告曾经论

证，仙人掌吸收辐射线的能力比

其他植物优异。因此，在电脑旁

摆一盆仙人掌以便吸收辐射，减

少对身体的伤害，完全是推断出

来的，并没有科学依据。 

 虽然电脑前摆一盆仙人掌不

能抵挡辐射线，但绿油油的色彩

能够舒缓眼睛的疲劳，对整天费

眼 又 劳 神 的 电 脑 族，倒 不 失 为

“养眼”的好办法。  

 与摆放绿色植物相比，喝点

绿茶才是抵挡电脑辐射更为简便

易行的窍门。美国夏威夷大学曾

有研究显示，多喝绿茶在预防辐

射上有重要作用。茶叶中含有较

多的脂多糖，可以改善机体造血

功能。人体注入脂多糖后，在短

时间内即可增强机体非特异性免

疫力，从而有效地阻止放射性物

质侵入身体，对造血功能有着显

著的保护作用。可见，和仙人掌

相 比，绿 茶 才 是 防 电 脑 辐 射 的

“高手”。另外，绿豆汤中含有

帮助排泄体内毒素，加速新陈代

谢的物质，也可有效抵抗各种形

式的辐射污染。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电磁辐

射具有“累积效应”，在电脑前

端 坐 时 间 不 可 太 长，应 经 常 走

动，这样会对健康有利。 

来源：《健康时报》 

日立集团 

日立作为一家集团企业，业务涉及信息･通信系统、电力

系统、电子产品、家电、以及相关主要元件和材料等广

泛领域，并致力于发展“社会创新事业”（通过IT实现高

度先进化的社会基础设施业务）。 

日立集团在全球拥有约32万名员工，2011年度的合并营

业额达到9兆6,658亿日元。 

详细信息请参见日立制作所官方网站 

http://www.hitachi.com 

 

 

日立在中国 

中国是日立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截至2012年3月底，

日立在中国已拥有154家集团企业，正式员工约42,000

人。2011年度(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日立

集团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达到10,734亿日元(约131亿美

元)，占日立集团全球总销售额的11%。 

日立在中国的事业领域广泛，包括信息･通信系统、电力

系统、社会･产业系统等。日立希望通过“社会创新事

业”为中国的资源循环和低碳经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

献。详细信息请参见日立中国的官方网站 

http://www.hitachi.com.cn 

关于日立 

媒体问询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 

公共关系部 白涛 

电话：010-65908111-9132  

E-mail：tbai@hitachi.cn 

 

普乐普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  

高洁纯 

电话：010-85185208 

E-mail：gjc@prap.com.cn 

【知识堂】 仙人掌能防电脑辐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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