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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销售额／构成比*1 企业信息

创业

集团员工数 *3

1910年

295,941人

企业名称 株式会社 日立制作所

Hitachi, Ltd.

总部地址 邮政编码100-8280

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一丁目6番6号

电话 +81-3-3258-1111

法人代表 代表执行役 执行役社长兼CEO　东原 敏昭

资本金*3 4,587亿日元

欧洲
11％� 10,185亿日元

其他地区
6％� 5,723亿日元

亚洲
21％� 20,195亿日元

北美
13％� 12,056亿日元

日本：49%
46,645亿日元

日本以外地区：51%
48,160亿日元

*1 2018年度
*2 指从销售利润中减去销售原价、销售费用及一般管理费后得出的指标
*3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注 ：本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制成

数字看日立

活跃于全球舞台的日立 丰富经验造就卓越表现

WHO WE ARE

集团销售额 *1

94,806亿日元

连结子公司数 *3

（日本181家、日本以外地区622家）

803家

连结研究开发费 *1

3,231亿日元

连结调整后营业利润 *1*2

7,549亿日元

日立社会创新
让世界充满活力

　　2020年，日立将迎来创业110周年。自创业以来，日立始终坚持“通过优秀的自主技术及产品开发贡

献于社会”的企业理念，以创新回应社会及客户的期待。以制造5马力电机起家的日立不仅具备制造产品的

能力，由100多年制造业历史中孕育而来的控制运用技术（OT：Operational Technology）和投入长达

50年的信息技术（IT），无不在印证日立的深厚积淀。日立的社会创新事业正是将 OT、IT、产品相结合以创

造新的价值并为解决社会课题做出贡献的事业。

　  当今，因城市化及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气候变化、资源匮乏等诸多课题在全球范围内

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在为实现2015年联合国公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采取种种举

措。在此背景下，日立回归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创业原点，希望通过在全球进一步推动社会创新事业，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贡献力量。

　  在2019年启动的为期三年的2021中期经营计划中，日立明确提出了着眼未来成长、成为社会创新事

业领域的全球引领者的目标。并设定了移动、智能生活、产业、能源、IT 五大重点发展领域，致力在各个领

域为客户提升三大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

　  在承载本次中期经营计划愿景的新口号——“日立社会创新 让世界充满活力”的激励和指引下，日立将

全力投入到实现人们所希望的“美好”（即“Good”）中去，以实际行动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QoL）、积极贡

献于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构建。日立，未来可期。

执行役社长兼CEO

经营者致辞

21 日立简介 2019-2020



Hitachi Construction Machinery Hitachi Metals

其他

Hitachi Chemical

�液压挖掘机
�装载机
�采矿机
�维护、售后
�土木施工解决方案
�矿山运行管理系统

�特殊钢产品
�铸造产品
�磁性材料
�能源电子
�电线材料

�功能材料
（电子材料、配线板材料、电子部件）
�尖端部件、系统

（移动部件、蓄电设备、生活科学
相关产品)

Hitachi High-Technologies

�医用及生活科学类产品
�分析仪器
�半导体制造装置
�制造、检验装置
�高端产业材料

Hitachi Information & Tele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Ltd., Hitachi-Omron 
Terminal Solutions, Corp., Hitachi Computer Products (America), Inc., Hitachi 
Solutions, Ltd., Hitachi Systems, Ltd., Hitachi Consulting Corporation, Hitachi 
Global Digital Holdings Corporation, Hitachi Payment Services Private Limited, 
Hitachi Vantara Corporation

Hitachi Elevator (China) Co., Ltd., Hitachi Building Systems Co., Ltd., Hitachi 
Rail Ltd.*

* Hitachi Rail Europe Ltd.已于2019年4月1日更名为Hitachi Rail Ltd.。

Hitachi Automotive Systems, Ltd., Hitachi Global Life Solutions, Inc.*, Hitachi 
Automotive Systems Americas, Inc., Hitachi Consumer Products (Thailand), Ltd.

* Hitachi Appliances, Inc.已于2019年4月1日与Hitachi Consumer Marketing, Inc.合并，更名为
Hitachi Global Life Solutions, Inc.。

Hitachi-LG Data Storage, Inc., Hitachi Life, Ltd., Hitachi Urban Investment, Ltd., 
Hitachi America, Ltd., Hitachi Asia Ltd., Hitachi (China), Ltd., Hitachi Europe Ltd., 
Hitachi India Pvt. Ltd.

* Hitachi America, Ltd.、Hitachi Asia Ltd.、Hitachi (China), Ltd.、Hitachi Europe Ltd.以及Hitachi 
India Pvt. Ltd.分别为日立集团在美洲、亚洲、中国、欧洲及印度的地区性统括公司，销售本集团相关产品。

* 各事业领域的营业利润包括集团内部各事业领域之间的营业利润。

Hitachi Industrial Equipment Systems Co., Ltd., Hitachi Industrial Products, Ltd.*, 
Hitachi Industry & Control Solutions, Ltd., Hitachi Plant Services Co., Ltd., Sullair 
US Purchaser, Inc.

*  Hitachi Industrial Products, Ltd.是2019年4月1日将日立电机系统事业及机械系统事业进行吸收分割之后
继承的公司。

日立的事业领域

IT

移动

能源

智能生活

产业

主要连结子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

主要连结子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

主要连结子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

主要连结子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
主要连结子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

实现社会、环境、经济3大价值提升的日立事业领域

WHO WE ARE

 咨询
 系统集成
 云服务
 软件

 IT 产品（存储、服务器）
 控制系统
 ATM

主要产品与服务

 楼宇系统（直梯、扶梯、楼宇服务）
 铁路系统

主要产品与服务

 医疗设备
 生活・环保系统（电冰箱、洗衣机、室内空调、业务用空调设备）
 汽车系统（动力系统、底盘系统、高级驾驶支持系统）

主要产品与服务

 光盘驱动器
 房地产管理、销售、租赁

主要产品与服务
 产业・流通系统
 水资源・环境系统
 产业机械

主要产品与服务

Hitachi-GE Nuclear Energy, Ltd., Hitachi Plant Construction, Ltd., Hitachi Power 
Solutions Co., Ltd.

主要连结子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

 能源解决方案
 电网系统

主要产品与服务

其他

IT

能源

Hitachi Chemical

Hitachi Metals

Hitachi 
Construction 
Machinery

Hitachi High-
Technologies

各事业领域的营业利润构成比

（2018 年度）

94,806亿日元 

5%

20%

4%

9%

12%

16%

7%

7%

10%

10%

产业

移动

智能生活

数据分析相关解决方案

安装在五十铃汽车新型ELF仪表板上
的立体摄像机

大容量冰箱

巨型太阳能发电系统

制造现场图像解析解决方案

存储系统

为英国城际高速铁路计划（IEP）
提供的Class 800型列车

TX自动扶梯 标准型直梯

粒子线癌症治疗系统

超超高电压气体绝缘开关装置

海水淡水化RO系统（Reverse Osmosis:逆渗透）

主要产品与服务 主要产品与服务 主要产品与服务 主要产品与服务

为人们提供安全、放心、舒适的移动服务

致力实现人人安居的城市建设

以先进的IT技术加速客户创新

助力客户实现稳定的能源供给，为构建低碳·脱碳社会贡献力量

协助客户实现生产及服务的高效化，为客户提供安心、安全

的上下水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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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集团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创新事业

立足日立集团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创新事业＊”发展，致力帮助客户提升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经济

价值，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贡献力量。

　　当今世界纷繁复杂、未来变幻莫测，被称为VUCA（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时代。放眼全球，

气候变化、资源匮乏、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城市化等一系列问题都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日立自创业以来始终秉承“通过优秀的自主技术及产品开发贡献于社会”这一企业理念，以积极开发社会基础设施技术等

行动，在解决各个时代所面临的社会课题、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QoL）的同时，为近年来所倡导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贡献

力量。

　　创始人小平浪平所怀有的、自创业以来始终遵循的“企业理念”，为实现该理念历尽艰辛精心培育的“日立创业的精神”，

以及为在此基础上实现不断新的发展而明确制定的日立未来理想形态的“日立集团愿景”，分别为日立的“使命（MISSION）”、

“价值（VALUES）”和“愿景（VISION）”。由此三者构成的，就是“日立集团核心价值观”体系。

* 注： 社会创新事业是指在以社会基础设施为代表的诸多领域内，利用最新数字技术加速开展与客户的协同创新，通过充分发挥日立集团广泛的业务积淀、长年培养孕育的OT(Operational Technology)、IT、产品、系统有机结合的综合
性解决方案、“Lumada”等数字解决方案及携手全球事业伙伴开展合作的开放式创新，为社会、为客户解决其所面临的种种课题。

　　左图是日立员工们在创业第6年满怀自豪地坐在日立矿山发电站

的发电机和水车前拍摄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中能充分感受到他们满满

的成就感、充实感以及对未来所寄予的无限希望。

　  然而，启动运行之后不久发电机就因为零部件质量不合格而损坏，

严重影响了矿山的运作，创业者小平浪平先生一度被逼入了不得不考

虑黯然退场的绝境。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不辞劳苦去修复发电机，彻

底查明原因。他们直面的不仅是这一台发电机出现的问题，还有每一

款产品面世时伴随而来的各种难题。正是在这无惧挑战、击破一个个

难题的过程中，他们提升了产品“品质”、培育了日立“技术”，并获得

了客户“信赖”。

　　由这些努力凝结而成的日立创业的精神，至今仍然鼓舞着全世界

的日立人。

　　1910年，日立从茨城县一家矿山机械修理厂开始创业。

　　在日本还需依赖国外产品及技术的时代，创始人小平浪平创造了一支对自主技术能力充满自信，拥有毫不

松懈的奋斗热情，全心投入的开发团队。

　　团队的原动力来自于小平浪平的远大志向——“通过优秀的自主技术及产品开发贡献于社会”。这一志向正

是日立集团的原点，作为企业理念（MISSION），立于日立集团核心价值观的顶端。

MISSION  企业理念

和 诚 开拓者
精神

尊重他人意见，在公平公正的原则

下进行开放式的讨论。一旦决定

方向，就要发挥团队合作精神，为

达成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不推卸责任，凡事均以主人翁的意

识坦诚面对。这是获得社会信任

的基础所在。

以创新意识探索未知领域。勇做

行业先锋，敢于超越个人极限、向

更高的目标挑战。

VALUES  日立创业的精神

日立矿山发电站 （1916年拍摄）

WHO W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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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携手并进的日立事业

日立的发展历程

无论在何种时代，日立都积极适应不同背景下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变化，坚持通过不断创新解

决社会课题。

　 　日立从运用自主技术进行产品开发与制造起步，在生产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制造现场机械及系统控制·运用技术

（即 OT、Operational Technology）方面的经验。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立着手构筑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的

大规模系统，积极展开Information Technology（IT、信息技术）的相关研发，逐步发展成为一家在世界范围内拥

有先进控制·运用技术及生产技术、尖端IT技术，以及高品质、高可靠性产品的独特企业。为满足社会及客户期待，

日立坚持在广泛领域持续发起挑战，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推出相关产品。这一创新精神正是日立不断发展的原动力。

1910
日立创业
首创产品为5hp电机（马达）

1932
首台电冰箱

1933
当时世界最大型的轧机电动机

（压延用直流电动机）

1931
粮食困难时期用于增产肥料的
水电解槽

1924
首台日本国产的大型电机车

1942
首台日本制造商用电子显微镜

1965
日本制造计算机
HITAC 5020系统

2001
交付筑波大学附属医院的质子线
癌症治疗系统

1974
大型计算机HITAC M系列

2015
测量组织活性度的
可穿戴型传感器

1982
全息电子显微镜

1968
交付霞关大厦使用的当时日本国内
速度最快的直梯

1968
日本首台全晶体管式彩色电视机

1964
当时世界首辆时速达到200km/h
的新干线列车

1972
列车运行管理系统

1974
首台日本制造商用反应炉
岛根核电站

2011
交付美国埃德蒙斯顿泵站使用
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高效大型水泵

2016
启动加快数字创新的解决方案“Lumada”，并展开相关事业

2004
存储系统

2007
小型轻量对话型机器人

“EMIEW2” 

2000
手指静脉认证系统的实用化

1999
当时全球最高速的
超级技术型服务器

1979
银行ATM量产1号机

1984
256-kb DRAM实现量产

1995
超广视角的超级TFT液晶显示屏

20世紀10年代〜  
OT及产品领域的

发展

20世紀60年代〜  
IT领域的发展

21世紀10年代〜  
IoT*领域的

发展

*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联网

Lu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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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创新

2021中期经营计划

2019年5月，日立正式发布了于2019年4月启动的、为期3年的新一期中期经营计划——2021中

期经营计划。

日立的目标与新中期经营计划的要点

日立的目标是成为“社会创新事业的全球引领者”，并

在2021中期经营计划中计划完成向“成长模式”的转化。

自创业以来，日立始终积极发展社会创新事业，在解决

社会课题、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

本次2021中期经营计划，日立将进一步推进社会创新

事业，在经营活动中重视提升客户的社会、环境、经济3大

价值。

实现加速成长有3个要点。

首先，将用于并购等未来成长目的的投资规模扩大到前

中期经营计划期间的4~5倍，即2.0~2.5万亿日元。

其次，为确保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执行到位，需要在一

定财务准则的范围内运用财务杠杆，将ROIC（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投入资本回报率）编入经营指标，在经

营中进一步加强对资本成本的重视。

第三，在全球范围拓展以Lumada为中心的数字解决方

案，加速与客户之间的协同创新。

强化Lumada

为实现“2021中期经营计划”及未来成长、加速解决

社会课题的社会创新事业的发展，日立将持续推进基于

Lumada的协同创新举措。

Lumada是日立的解决方案，是一项服务，也是一种

技术。Lumada所运用的是尖端数字技术，致力于从客户 

的数据中创造出新的价值并加速数字创新。随着IT及IoT

（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的高速发展，社会和商业

活动所产生的数据也正在持续飞速增长。日立正是看到了

这些数据作为未来社会新价值源泉的力量，于2016年启动

了运用海量数据实现社会创新的Lumada事业。

日立充分地利用自身兼具OT、IT、产品的优势，将各行

各业的经验智慧进行商品化，并将其转换成可向众多客户

同时提供的数字解决方案，进一步扩大Lumada事业。此

外，日立将通过深化协同创新，同客户及合作伙伴共同构

筑良好的生态系统。

客户IT资产

商业数据

客户OT资产

Lumada的概念

客户

平台产品与技术
（IoT 平台）

业界、业务技术知识
（解决方案、使用案例）

与客户、合作伙伴进行协同创新
（NEXPERIENCE 等）

Lumada 生态系统

现场数据

协同
创新

解决方案　　服务

分析课题 建立假设 设计原型和
验证价值

提供给客户、
进行运用

2021年度
业绩目标（连结）

 销售利润年成长率 3%以上  调整后营业利润率 10%以上  销售CF：3年累计 2.5万亿日元以上

 ROIC 10%以上  海外销售额比例 60%以上

价值的来源（竞争优势）

Lumada （将数据转换为价值）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智能生活
解决方案

产业
解决方案

能源
解决方案

移动
解决方案

IT
解决方案

ITOT 产品

累积使用案例

 以精锐的IT技术，帮助客户加速创新步伐

 将稳定、高效的能源提供给客户并进行管理

 协助实现客户生产及服务的高效化，为客
户提供安心、安全的上下水道系统

 实现人人安居的城市建设

 提供安全、舒适的移动服务

 在价值链中实现CO2减排

 提升水资源使用效率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对利益相关方的经济附加值的再分配

 改善客户企业收益

 员工报酬

 与交易对象共享收益等

社会价值 环境价值 经济价值

日立的目标
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客户企业的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

通过5大解决方案同时提升客户的3大价值

Lu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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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可持续发展社会 日立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管理

日立在通过社会创新事业解决社会课题的同时，重视SDGs目标的成效，不断为提升人们的生活

质量和创建可持续发展社会贡献力量。

为了帮助客户提升其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经济价值，日立着力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强化可

扩大Lumada事业的核心技术。

可持续发展

日立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实现 SDGs

全部目标作出贡献

日立将通过负责任的企业活动和社会创新事业，

直面社会课题、率先挑战，为达成SDGs作出贡献。

通过企业的整体活动可助推的目标

通过事业战略可助推的目标

2021中期经营计划与可持续发展

　　日立将可持续发展列入事业战略的核心，践行“可持续

经营”，并且在2021中期经营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成为社会

创新事业的全球引领者、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此

外，日立计划同步提升“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经济价

值”三大价值，进而实现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及客户企业

价值的提升。日立将坚决贯彻上述目标的基石——2021

中期经营计划，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与事业的融合，为

解决SDGs提出的社会课题作出贡献。

对于SDGs的贡献

　　SDGs 的目标是通过解决全球化的社会及环境课题，

创建可持续发展社会，提升人们生活质量。我们相信，日立

集团大力推动社会创新事业必将为达成SDGs目标作出贡

献，同时也将成为日立持续成长的不竭源泉。为此，日立对

SDGs 的17项目标和各个目标对应的相关事业所面临的

风险与机遇进行了分析，选定了日立对SDGs达成尤其具

有贡献作用的11项目标。当然，对于覆盖众多事业领域的

日立而言，不仅限于所选定的11项目标，会以直接或间接

的方式为实现SDGs的全部17项目标最大限度贡献力量。

强化可扩大Lumada事业的核心技术

　　在推进协同创新的同时，为进一步扩大Lumada事业，

日立在强化“5个部门 × Lumada”、Lumada 的核心技

术、产品方面进行了集中投资。关于Lumada在各个部门

的运用情况、实例如下：金融·社会·公共系统的数据利用解

决方案、对应可再生能源导入的系统安定化解决方案、改

进产业机械·医疗仪器运作率的故障预兆诊断技术、进一

步完善了“Dynamic Headway“列车及高楼等设施的设

备规划最佳解决方案、以及智能疗法、互联网汽车、智能城

市等。此外，在 Lumada 核心技术的强化方面，则是专注

于实现连接网络空间及现实空间的Lumada CPS（Cyber 

Physical System），重点推进AI·影像声音解析、传感、电

动化、5G、机器人及安防等方面。

　　在产品方面，日立以实现世界No.1的技术为目标。例

如：在电动化的核心技术即变换器技术上，日立研发出了世

界超高效率铁路列车的全SiC（Silicon Carbide：碳化硅）

变换器，并成功将其产品化。在3D印刷方面，日立成功研

发出了现有合金无法实现的耐磨性·耐腐蚀性材料，并将之

运用到产业机械零部件中。此外，在2019年度，英国高速

铁路列车荣获英国发明表彰·恩赐发明奖，粒子线癌症治

疗装置的研发团队技术顾问——平本和夫先生获得紫绶褒

章，赢得高度评价。

新设于“协创之森”内的研究楼“协创楼”（全景图）

为英国城际高速铁路计划（IEP）提供的 Class 800型列车

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2021中期经营计划的基础上，日立将把外部知识

吸纳并融入到自身的核心技术与经验之中，不断加速共同

成长型的开放式创新。为此，日立将进一步发展日立独创

的客户协同创新方法论“NEXPERIENCE”，将愿景创新与

服务相连结，不断促进Lumada解决方案的推出。为实现

这一目标，日立将深化与“协创之森”（中央研究所内新设的

协同创新网点）、政府及初创企业之间的合作。

　　2019年4月，日立新设了企业风险办公室，该办公室

负责的业务是：推进与外部初创企业的合作及项目发展。

同年6月，日立设立了企业风险投资基金。通过加大对以欧

洲、美国为中心的初创企业的投资、推动协同创新项目，不

断吸收初创企业的颠覆性技术及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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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构想与脱碳业务

日立在力图实现“环境构想”中的“低碳社会”、“高度循环社会”、“自然共生社会”这三大目标的同

时，努力扩大脱碳业务，为解决气候变化课题作出贡献。

可持续发展

环境构想与环境长期目标

　　面对降低环境负荷这一全球性要求，日立制定了“环

境构想”并将其纳入了经营战略之中。与此同时，为了实现

“低碳社会”、“高度循环社会”、“自然共生社会”，日立于

2016年9月发布了环境长期目标“日立环境革新2050”。

确立了到2030年度整体价值链 CO2 排放量消减50%

（2010年度同比）、到2050年度消减80%（2010年度同

比）的目标。

　　目前，日立的整体价值链中的 CO2排放量，在所销售

产品、服务的“使用”环节中产生的排放量约占全部的九

成。为了消减“使用”环节中产生的 CO2排放量，日立在进

一步推进节能化的同时，不断扩大以运用IT等革新技术为

核心的“脱碳业务”。

以扩大脱碳业务应对气候变化

　　在2021年中期经营计划中，日立提出了通过 IT、能

源、产业、移动、智能生活等5大领域的解决方案，为客户同

时提升三大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经济价值）的目标。

日立将通过运用Lumada进行的协同创新，扩大CO2减排

的“脱碳业务”，为减缓、适应气候变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以人财贡献社会

为了在全球化数字时代下发起创新、创造出新的价值，日立始终致力于对持续成长原动力——

多样化人财的培养。

尊重、活用多样化人财，强化数字人财

　　人财的多样性是创新的源泉，同时也是日立的成长引

擎。我们认为，性别、国籍、人种、宗教、背景、年龄、性取向

等方面的不同属于“每一个人的个性”，日立尊重各种个性，

并将这些个性转化成为组织的优势，最终实现个人与组织

的共同成长。集结多样性的力量，凭借优秀的团队合作以

及在全球化市场的丰富经验，日立竭尽所能满足客户的多

样化需求。

　　此外，随着 AI、IoT 及大数据运用等数字技术的进步，

商业环境也发生了转变，在此背景下诸多企业都迫切寻求

数字化转型。由此，日立强化了培养数字科学工作者等数

字人财的举措，通过在全球扩大运用Lumada的社会创新

事业，在解决客户及社会课题的同时，致力于创造社会价

值、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

以 One Hitachi 推进的 STEM* 教育

　　随着信息技术的急速发展，IT人财培育成为了一个愈

发凸显的课题。在此形势下，以培养IT等可以发挥尖端技

术运用及创造力、表现力、问题解决能力的人财为目的的

STEM人财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备受重视。为培养肩负未来

重任的下一代人财，日立开展着形式多样的STEM教育相

关的社会贡献活动。

　　英国的铁路系统事业公司Hitachi Rail为了应对英

国当前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与非营利组织Primary 

Engineer合作启动了面向5～10岁小学生的全新教育项

目。该项目在拥有日立铁路事业据点的英国约50所小学开

展实施。在各个据点的工程师的协助下，教师们在接受项

目实施培训之后，于2018～2019学年向约3,000名儿童

实施了STEM教育。在工程师的直接教导下，孩子们用铁

路车辆的模型学习铁路工学的知识。

*  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的首字母缩写。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领域的教育。

环境构想

环境长期目标

低碳社会

如何实现
低碳社会

如何实现
高度循环社会

如何实现
自然共生社会

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通过价值链
实现CO2排放量

2050年度

携手客户和社会 将对自然资源
造成的冲击

水、资源利用效率
2050年度

构建水、资源
循环型社会 最小化

2030年度

（2010年度同比） （日立集团内 2010年度同比）

削减80%

削减50% 改善50%

高度循环社会
节约资源、再资源化

自然共生社会
保护生态系统

日立脱碳业务涵盖范围

产业
解决方案

 智能物流

◦通过物流整体智能化
实现节能化

 工业自动化

◦通过缩短生产前置时间
实现能源利用高效化

 水资源事业

◦上下水道系统高效化

 产业机械

◦产业机械高效化

移动
解决方案

 铁路

◦铁路列车节能化
◦运行系统智能化

 升降机

◦更新电梯、扶梯实现节
能化

◦通过楼宇整体解决方案
实现能源利用高效化

智能生活
解决方案

 智能城市

◦通过街区综合能源管
理解决方案实现 CO2

减排

 汽车电动化

◦通过电动动力系统实
现EV化

 家电

◦家电节能化
◦普及互联家电

 智能疗法

◦医疗仪器节能化

能源
解决方案

 电网解决方案

◦送配电高效化

 能源管理

◦通过电力峰谷控制实
现能源管理智能化

 发电

◦普及使用风力等非化
石能源的发电系统

  面向金融、公共的
解决方案

◦普及数字解决方案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智能化

 服务器 / 存储

◦服务器 / 存储节能化

IT
解决方案

庆祝STEM教育项目完成的孩子们

Lu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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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1丁目6番6号

邮编 ：100-8280

电话 ：+81-3-3258-1111

www.hitachi.com.cn

网站介绍

日立集团 官方网站
www.hitachi.com.cn/

综合介绍日立集团的经营理念、集团愿景、事业领域、可持续

发展、人才培养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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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事业网站
https://social-innovation.hitachi/zh-cn/

集中介绍日立集团在全球开展的社会创新事业的实际事例。

不局限于企业或个人视野，聚焦全球的社会课题，改善人们的QoL（Quality of Life：生活质量），

即日立所追求的社会创新。为了实现人们所向往的“美好”，日立与诸多合作伙伴正全力以赴。

这就是“日立社会创新让世界充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