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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为本的经营 为满足客户的需求，聚集团之力不断创造新价值。

社训  [ 敬天爱人 ]

追求全体员工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

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

经营理念

名誉会长

稻盛 和夫

我们提供让客户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把“客户第一”放在首位。为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必须迅速及时地顺

应时代的变化，把京瓷集团拥有的技术实力和经营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创造新价值。因此，以心为本

的经营孕育出的“京瓷哲学”和“阿米巴经营”的实践就变得尤为重要。全体员工只要齐心协力共同参与经

营，寻求各自的工作乐趣与人生价值，并充分发挥个人能力，就能够提升自我，走向成熟。

企业的发展取决于人。任何技术、产品以及服务都取决于人。只要每位员工都带着自己的梦想，朝气蓬勃地投

入工作，逐步实现自己确立的目标，就能够不断地为客户创造崭新的价值。我们希望京瓷能成为这样的企业。

京瓷在成立初始，只是一个缺乏资金、信用、业绩的小街道工厂。可以依靠

的只是仅有的技术和相互信任的伙伴。为了公司的发展，大家都竭尽全力，

经营者也用毕生的努力回报大家的信赖，坚信工作伙伴决不是为了私利私

欲，所有员工都真心地庆幸自己能够在这个公司工作，人人都希望公司不断

发展，这就是京瓷的经营。虽然常言人心易变，但同时也再没有比它更坚不

可摧的。以这样牢固的心与心的连接为基础的经营，就是京瓷的原点。

代表取缔役会长

山口 悟郎
代表取缔役社长

谷本 秀夫

京瓷哲学 阿米巴经营
京瓷哲学是把“作为人何谓正确”作为判断事物的基准，强调在任何时候都要

做到光明正大、认真努力，它既是人生哲学，也是经营哲学。

阿米巴经营是指将组织分成小集体，通过与市场直接挂钩的独立核算制进行

运营，培养具有经营者意识的人才，让全体员工参与经营管理，从而实现“

全员参与”的经营模式。

始终以光明正大、谦虚之心对待工作，

敬奉天理，关爱世人，热爱工作，

热爱公司，热爱祖国。

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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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市场

汽车相关市场

节能环保市场

医疗保健市场

连接所有人和物的信息通信市场、

信息通信技术急速发展的汽车相关市场、

保护地球环境的节能环保市场、

为人们带来安心、安全生活的医疗保健市场等，

在日益扩大的物联网社会核心领域里，

京瓷为人们带来高精尖的产品和服务。

为实现更为便利、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京瓷将主要针对这4个市场，

发挥集团的综合实力，不断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Mater ia ls &
Components
原料、零部件

Dev ices &
Equ ipment
元件、机器

Systems &
Serv ices
Systems
Serv ices
Systems
Serv icesServ ices
Systems
Serv ices
Systems
Serv ices
系统、服务

精密陶瓷零部件

通信工程

节能环保工程

有机封装、印刷电路板有机封装、印刷电路板

陶瓷封装、基板水晶元件、SAW元件

电容器 有机化学材料有机化学材料

ECM解决方案

能源管理系统、服务

ICT解决方案

愿 景

京瓷的综合实力
为您带来安心舒适的
街区、生活、社会。

切削工具 光学零部件连接器

汽车零部件

功率器件

光学零部件

气动工具、电动工具

物联网通信设备、模块

气动工具、电动工具气动工具、电动工具

打印器件

物联网通信设备、模块物联网通信设备、模块

打印器件

打印机、复合机打印机、复合机打印机、复合机

能源产品

智能手机

液晶显示屏

医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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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制造、销售、物流等，

京瓷集团的所有部门都团结一致，互相合作，

不断地在各个业务领域提供高精尖产品和服务。

其源泉就在于每天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创造性的工作带来的雄厚技术实力。

为了不辜负客户的期望，我们将永做开拓者。

各地区的销售额（并表）
（截至2020年3月底的会计年度）

公司简介

“The New Value Frontier”(不断
创造新价值)是京瓷向社会发出的、
能够表现公司强烈意愿的宣言。京
瓷将发挥集团的综合实力，用独有
的技术和视角实现符合时代与市场
要求社会价值。

［截至2020年3月31日］ 销售额变化（并表）

公 司 名 称

成 立 时 间
注 册 资 本

集 团 公 司 数
集团员工人数

京瓷株式会社
(KYOCERA Corporation)

1959年4月1日
115,703百万日元
(截至2019年3月底的会计年度)

298家(包含京瓷株式会社)
75,505名
(非控股子公司及相关公司除外)

：

：
：

：
：

［単位：百万日元］ ［単位：百万日元］

关于京瓷集团

不辜负客户的期望，
永做开拓者。

(图表中所示年份为上一年4月1日起至当年3月31日止的年度) (图表中所示年份为上一年4月1日起至当年3月31日止的年度)

各项业务销售额占比（并表）

销售额1,599,053百万日元（截至2020年3月底的会计年度）

汽车等工业零部件
精密陶瓷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
液晶显示屏
机械工具
光学零部件

半导体零部件
陶瓷封装、基板
有机化学材料
有机封装、印刷电路板

电子元器件
电容器
SAW元件
水晶元件
功率器件
连接器
打印器件

信息通信
智能手机
功能手机
平板电脑
物联网通信模块、物联网单元
信息通信服务

其他
酒店等

调整以及消除

21.3% 15.8% 1.0%

15.5% 22.5%

5.4%20.3%

零部件业务总计 57.1% 设备及系统业务总计 43.7% 其他业务、调整以及消除总计 -0.8%

-1.8%

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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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

800,000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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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9 2020

亚洲

358,946百万日元
［22.4%］

日本

598,113百万日元
［37.4%］

其它地区

59,666百万日元
［3.7%］

美国

276,002百万日元
［17.3%］

欧洲

306,326百万日元
［19.2%］

税前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推移（并表）

税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9年3月开始运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同时本资料中2018年3月的经营实绩计算准则也由美国会计准则变更为IFRS。

1,577,039 1,623,710 1,599,053

79,137

129,992

103,210

140,610

107,721

148,826

生活与环保
节能、环保相关产品

医疗产品

珠宝饰品、厨具等

办公文档解决方案
打印机、复合机
ECM解决方案
喷墨打印系统

5 6



Fine CeramicFine CeramicFine CeramicFine CeramicFine CeramicFine CeramicFine CeramicFine CeramicFine CeramicFine Ceramic
ComponentsComponentsComponentsComponentsComponentsComponentsComponentsComponentsComponents

Automotive
Components
Automotive
Components

陶瓷预热塞

承受急速升温以及耐高温性能
卓越。随着“停车起步系统”
的普及而被广泛使用。

实现了高速、高精度的燃料喷
射，被广泛安装在“清洁柴油
机”上。

氧传感器用加热棒

可以在汽车发动之后的低温状
态下，马上启动检测尾气中氧
气浓度的传感器，从而能够减
少尾气排放量。

摄像头模块

凭借高可靠性和卓越的拍摄性
能，为提高汽车的操作性和安
全性做出贡献。

LED用蓝宝石基板

生成LED的GaN
层的基板。使用
了具有高可靠性
的单晶蓝宝石。

这种燃料电池通过从城市煤气等气体燃料中提取氢气，并让其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从而产生
电和热（热水）。SOFC作为新型节能设备而备受期待，它的核心部位电池组集结了京瓷在精密陶
瓷材料的开发过程中所积累的制造技术，提高了发电效率和耐用性。

广泛用于SOFC（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精密陶瓷

汽车等工业零部件

京瓷通过自成立以来在精密陶瓷的研究、开发和制造方面的技术积累，

以及根据目的与用途选用原料和生产方法，充分发挥出材料本身的

优异特性，广泛地支撑着各行各业的发展。

精密陶瓷零部件

京瓷还面向最注重安全性的汽车行业推出诸多产品，

为汽车电子化、减轻环境负担，以及提高安全性和便捷性做出贡献。

汽车零部件

燃料喷射装置用
积层型压电元件

半导体、
液晶生产设备用零部件

用尖端材料技术研发的高品质精
密陶瓷，满足结构件日益高涨的
高精度、耐高温以及化学稳定性
的要求，为实现产品的高度集成
化和提高产品质量做贡献。

通信零部件

凭借品种丰富的材
料和高精度的制造
技术，为通信设备
小型化和高性能化
做贡献。

业务与产品介绍

LED结构

电极

蓝宝石衬底

超高真空设备用零部件

利用陶瓷与金属的接合技术，
提高了超高真空设备用零部件
的可靠性。

工业设备用陶瓷零部件

发挥精密陶瓷所具有的比金
属、树脂更优异的机械特性与
化学特性，为各行各业的先进
技术及其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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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与产品介绍

可以将行车速度及时钟等信息投射到挡风玻璃上的平视显示器。京瓷采用新
材料和新设计，开发出高分辨率、高透光率的液晶显示屏，以提高行车安全
性。

有助于安全驾驶的平视显示器用液晶显示屏

汽车等工业零部件

液晶显示屏

LiquidLiquidLiquidLiquidLiquidLiquidLiquidLiquid Crysta l
DisplaysDisplaysDisplaysDisplaysDisplaysDisplaysDisplays
京瓷提供耐用性强、使用温度范围广等，对可靠性有极高要求

的车载液晶显示屏，此外，还提供用于信息通信设备、测量仪

器、娱乐设备等不同用途的显示屏。

涵盖从切削工具业务到气动工具及电动工具的多种业务。京瓷将作

为综合性机械工具制造商挑战更广阔的市场。

机械工具

Industrial TTTTTools

车载用液晶显示屏

有效利用精确度高的特性，并通过可应对各种形状的独有的加工
技术，大幅提高了设计自由度，为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

工业用液晶显示屏

京瓷通过在室外也具有高可视性的高亮度液晶屏及触控屏等丰富
的产品线，致力于满足客户对工业设备用中小型液晶显示屏的需
求。

从建筑、汽车等各种工业使用的产品到贴近生活的DIY产品，
气动、电动工具通过丰富的产品线，支撑着人们的生活。

通过高速切削、高效加工，在汽车、工程机械、航空航天等行业
的生产一线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FA/医疗用
光学组合
京瓷以独自设计的镜片和照
明、相机，为人们提供摄影
用光学组合产品。

※效果图

液晶显示屏

显示虚像

80m
45km/h
14:30

切削工具 气动工具、电动工具

车载用、
扫描仪用镜头
通过采用非球面镜片，为镜
头的高精准、小型化等做出
贡献。

非球面镜片

利用多种材料开发出从小直
径到大直径（φ60mm）的各
种非球面镜片。

提供影像设备的光学镜头、

车载用镜头等多种多样的产

品，满足社会和行业需求。

光学零部件

Optical
ComponentsComponentsComponentsComponentsComponentsComponentsComponentsComponents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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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零部件用
表面贴装型陶瓷封装
用于水晶振荡器等电子零部件的小型
表面贴装型陶瓷封装。有利于智能设
备的小型化和高性能化。

光纤通信用零部件

通过可保护光纤通
信设备、并进行高
速数据传输的光组
件和光纤维连接器
等产品，支撑着信
息社会的发展。

LED用陶瓷封装

用于一般照明、汽
车前照灯等的LED
的用途正在不断扩
大，其采用的便是
导热性和可靠性都
很高的陶瓷封装。

半导体零部件

车载ECU用陶瓷多层基板

ECU基板具备小
型、高密度、耐
高温、高散热性
的特性。凭借其
高可靠性广泛用
于车载用途。

倒装芯片封装

图像传感器用
陶瓷封装
图像传感器用陶瓷封装为实现摄像头
模块的高性能化和薄型化发挥着重要
作用。

模块基板
用于智能手机及车载
通信模块的有机基
板。此外，内置电容
器等零部件的零部件
内置基板也备受瞩
目。

积层电路板
广泛用于电脑、移动
终端等需要在基板上
进行高密度安装的产
品。

Ceramic PackagesCeramic PackagesCeramic PackagesCeramic PackagesCeramic PackagesCeramic PackagesCeramic PackagesCeramic PackagesCeramic PackagesCeramic PackagesCeramic PackagesCeramic PackagesCeramic PackagesCeramic Packages
京瓷以丰富的材料技术、加工技术以及创新设计技术为核心，

为智能手机等的小型零部件、光纤通信零部件、汽车前照灯用

LED等众多产品提供高可靠性的陶瓷封装和基板。

陶瓷封装、基板

业务与产品介绍

为促进晶体元件小型化做出了贡献

注重色彩表现的定制LED灯被广泛用
于美术馆、博物馆、色彩检查及生物
培育等用途，使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变
得更加丰富多彩。

高显色LED照明

小型陶瓷封装为电子设备中不可或缺的
高功能晶体元件的小型化做出了贡献。
在1.0mm×0.8mm这一微小空间里，
实现了高气密性和高可靠性。

伴随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电子设备的高性能化和多功能化取

得了飞速发展。京瓷通过有机封装和印刷电路板，支撑着电子设备的发展。

有机封装、印刷电路板有机封装、印刷电路板

Organic Packages Organic Packages Organic Packages Organic Packages Organic Packages Organic Packages Organic Packages Organic Packages Organic Packages 
&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Printed Wiring Boards

绝缘清漆已经发展
成不易燃烧的环保
树脂，也为EV驱
动、工业马达实现
高功能、节能和高
功率提供助力。

Organic Mater ia ls
有机化学材料

京瓷以有机化学为基础，向数码设备、汽车、能源等诸多领域拓展业务。

用于半导体、LED、
功率器件、电子元件
的导电粘胶产品
线。提供纳米金属
烧结型、耐热传导
型等满足各种客户
需求的产品。

不但可以应对原
来的转移成形，
更具备应对压缩
成形的新材料，
被灵活应用于各
个领域。

半导体环氧树脂封装材料 钻石粘胶 绝缘清漆

通过采用先进的微细
配线和薄型多层技
术，实现了高精细的多
层封装。为服务器、
路由器、移动通信终
端的发展做出贡献。

※京瓷2020年5月最新调查结果

车载毫米波雷达用电路板

该电路板具备用于检测障碍物的天
线功能，正作为汽车自动驾驶化中
不可缺少的产品被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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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与产品介绍

电子元器件

从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我们身边的电子产品到工业设备，所有设备上都

使用了电子零部件。京瓷采用尖端技术，从研发到量产，始终贯彻高品质制

造的原则，为电子产业的发展做贡献。

电子零部件

功率器件是用于调控和变换电力的半导体。从民生用品到工业
设备，京瓷提供各种高品质、高可靠性的节能型功率半导体产
品。

功率器件

Electronic 
Components 
& Devices

京瓷提供可以应对热敏式、喷墨式和电子照片式这3种数码

打印方式的器件。通过这些数码打印的主要器件，促进打

印技术的快速发展。

打印器件

Print ing Devices

SAW元件

SAW元件被广泛应用于智能手
机等无线通信终端，包括SAW
滤波器、双工器等多种产品。

负责京瓷部分电子零部件业务的AVX公司（总部：美国）在电
子元件相关产品的领域，拥有坚实的技术基础和丰富的产品
线，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

电子零部件［AVX］

AVX公司生产的钽电容

水晶元件是决定智能手机、车载设备等产品性能的重要零部
件。从人工水晶的培育到最终的成品，京瓷贯彻一条龙式的开
发和制造，为物联网社会的发展做贡献。

水晶元件

连接器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支撑着人们舒适的生活。京瓷
通过小型、薄型、高速传输的产品等，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
推动电子设备的多功能化。

连接器

电容器

积层陶瓷电容器运用了出色的
电介质陶瓷技术和高水平的生
产技术。为机器的小型、轻
量、高性能化做贡献。

9715系列将锁扣结构和密封材料加以组合，实现了高防水性和高可靠性。既满足了汽车零部
件线束连接器的试验方法“JASO D616”的条件，又能在车厢外使用。还可以应对重量相当
于铜电线约60%的铝电线，通过车体轻量化为提高汽车燃油经济性做贡献。

具备高防水性和高可靠性的分线连接器

非晶硅感光磁鼓

用于页式打印机和数码复合机等
电子相片方式的感光磁鼓。硬度
高、耐磨损、耐高温高湿、光感
度高，可高速、稳定地打印图
像。

喷墨打印头是商业印刷机的核心
基础零部件，用于广告函件、布
料等印刷。有助于推动广告牌、
住宅用建材以及产品标签、包装
等新领域不断进化。

喷墨打印头

通过热敏（热感应、热转印）实
现文字、图像导出的元件，常用
于条形码标签、ID卡、X光片等
打印，在支撑产业及社会的领域
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热敏打印头

推动电子设备的多功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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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 

“ICT”、“通信工程”、“环境能源工程”、“经营咨询”，京瓷以

这4项业务为支柱，对于构建并运营企业的信息基础、社会

的通信基础、与环境共存的基础以及经营基础提供支持。

信息通信服务

业务与产品介绍

ICT业务

除了构建成为客户经营利
器的经营管理系统外，京
瓷还运用“AI”、“物联网”、
“云计算”、“安全性”等新技
术实现业务转变，提供为
解决客户、社会课题做贡
献的IT解决方案。

通信工程业务

向通信运营商提供从无线
基础设施设计、构建到运
营、维护以及无线信号优
化等服务。同时，还通过
一站式服务协助通信运营
商构建控制基站及服务的
核心网。

经营咨询业务

经营咨询业务以京瓷独
有的经营管理模式“阿
米巴经营”为基础，对
“阿米巴经营”的导入
及其运用方面提供支
援。而且，还提供信息
系统等相关服务。

节能环保业务

为兆瓦级太阳能发电站
等商用光伏项目提供系
统设计、设备以及施
工、运行、维护的一站
式服务。无论是地面项
目还是水上项目，京瓷
都有丰富的设计与施工
经验。

Communication 
Systems

京瓷根据客户的需求，推出了丰富的产品线。不但在防水、防尘、耐冲击等坚固耐用性上具有优势，同时也非常注重日常使用的便捷性。

智能手机、功能手机、平板电脑

※“TORQUE”、“DIGNO”是京瓷株式会社的注册商标。

通信设备终端、基站
从1G时代开始提供移动电话终端的研发、供应服务，同时也在2G时代后开始提供基站及相关系统。京瓷在多年业务

实践中，努力提高各种要素技术，积累了大量技术知识并加以拓展。

5G IoT
采用可满足各种用途的设计，

便于顺畅地应用于物联网。

响应地区、产业需求，为企业及地方政府等的5G网络

使用做出贡献。

TORQUE®

G04
（日本）

BASIO4

（日本）

DIGNO®

Keitai3
（日本）

DURA XV
EXTREME
（美国）

Android One
S6

（日本）

商务特化tab

（日本）

LTE-M按钮GPS多单元信标对应GPS追踪器

信息通信 

通信设备终端、基站
从1G时代开始提供移动电话终端的研发、供应服务，同时也在2G时代后开始提供基站及相关系统。京瓷在多年业务

Communication Devices

5G连接设备
（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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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rs &  MFPs

业务与产品介绍

办公文档解决方案

京瓷推出了很多经济又环保的打印机和复合机，提供满足从居家办公到大企业各种客户需求的产品。独自研发的设计技术大大延长了

设备使用寿命，可谓是京瓷产品的一大特色，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

打印机、复合机

ECOSYS打印机

以多年培育的长寿命设计技术为核心，提供环保、经济的文档处
理环境。

TASKalfa复合机

以能够发挥一流（alfa）工作（TASK）效率而命名的复合机
TASKalfa。搭载了京瓷独自开发的高可靠性技术，帮助客户解
决文档课题。

只需更换墨粉

ECOSYS产品采用了“只需更换墨粉”的设计。只需更换墨粉
盒便可使用，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够减少废弃物，为环保做
出贡献。

1992年面世的第一代ECOSYS打印机
“FS-1500”仅靠补充墨粉便可打印
30万张纸。1997年，其后续机种作为
页式打印机获得了德国“蓝天使”环保
认证。在面世超过25年的今天，
ECOSYS的长寿命技术仍在不断更新
发展。

获得德国“蓝天使（Blue Angel）”
环保认证

ECM So lu t ions
ECM是一种通过对大量数据及文件进行全面集中管理、使用，来帮助客户提高生

产性和业务效率的解决方案。与京瓷独自研发的文档导入及导出软件配合使用，

即可实现从输入到输出，全部使用京瓷研发产品构建ECM。此外，京瓷亦可提供

包含与高兼容性的京瓷打印机及复合机间协作的ECM一条龙服务。

Ink jet Pr int ing Systems
喷墨打印系统
京瓷在商品目录、广告函件等商业印刷领域，凭借以办公
室用打印机及复合机培育的图像处理技术、用纸输送技术
及主要器件相关京瓷研发技术，开展喷墨打印业务。

ECM 解决方案
（Enterprise Content Management）

ECM一条龙服务

客户PC 移动终端

工作流程、软件 导出类软件导入类软件

数据库

基础系统

纸质文件 复合机

电子邮件 文件夹

文档导入 文档管理 文档导出

KYOCERA Capture Manager nscale KYOCERA Net Manager

Web浏览器 Web浏览器移动终端

纸质文件打印机、复合机

电子邮件 文件夹

移动终端
人事系统 经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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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抗菌性和骨传导性、
骨整合的技术

※“Crescent Vert”是京瓷株式会社在日本等国家注册的商标。

生活与环保／其他

业务与产品介绍

京瓷独有的结晶技术孕育出的与天然宝

石拥有相同成分的珠宝饰品，以及耐磨

性卓越的精密陶瓷厨具等，京瓷推出一

系列产品来丰富人们的生活。

珠宝饰品、厨具

Medical & Dental Products

Jewellery & Kitchen Tools

京瓷利用陶瓷和金属的材料技术以及表

面处理技术开发出了人工关节、人工牙

根等医疗产品，为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做出贡献。

医疗产品

京瓷推出了“Crescent Vert®”等一系
列珠宝饰品品牌，颗颗都融合了美丽的
色调和透明感，堪称理想的宝石。

人工关节

人工牙根

“AG-PROTEX®”
※“Aquala”、“BIOCERAM AZUL”、“AG-PROTEX”
　是京瓷株式会社的注册商标。

延长人工关节使用寿命的技术
“Aquala®”

医用陶瓷材料
“BIOCERAM AZUL®”

珠宝饰品 陶瓷厨具

Environment & Energy

日本鹿儿岛市七岛太阳能发电站（70MW）

1970年初，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京瓷在“通过普及清洁能源造福社会、造

福人类”这一理念下，着手研发太阳能电池，并将此业务持续至今。之后，不断

扩大相关产品线，开展全新能源服务业务，为今后保护地球环境、实现低碳社会

奉献自己的力量。

节能、环保相关产品

锂离子蓄电系统

可以将太阳能发电系统产生的电
量和便宜的深夜电量储存起来使
用。另外，在发生灾害时，还可
用作应急电源，所以深受广大群
众的喜爱。

电力服务业务

成立了运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全新
电力服务业务，并以此展开了无需
客户承担初期费用即可引进安装的
服务。

SOFC（燃料电池热电联供系统）

可做到无浪费地使用发电时产生热
量的环保系统。依靠即使停电时也
能够继续发电等特性，不断探寻未
来舒适生活及复原力。

太阳能发电系统

VPP（虚拟电厂）

努力通过网络连接家庭及工厂等地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凭借运用蓄电池的
最新能源管理技术及IT技术保证供需平衡，引进再生能源。

拥有以根据不同屋顶形状及土地设计的太阳能电池板的产品线，提供优
质、长期可靠的太阳能电池板。

独户住宅
旗下有以“微笑款待”为理念，由

建筑师黑川纪章设计的温泉、泳

池、运动设施完备的度假酒店，以

及位于国际城市京都市中心的极具

格调的城市酒店。

酒店

Hotels

京瓷酒店
（日本鹿儿岛县）

集合住宅

店铺
工厂

办公大楼

太阳能发电站

京瓷利用出色的陶瓷技术，推出了轻便、
锋利、美观的陶瓷刀等各种兼顾时尚与功
能性的产品。

京都日航公主饭店
（日本京都府）

19 20



研究开发

研究开发

企 业 研究机构

公共机构 非营利组织(NPO)
非政府组织(NGO)

地方政府 大 学

人工智能
(AI)

物联网
(IoT)

能 源

医疗保健

机器人

机动性

软件软件
京阪奈
研究中心

港未来
研究中心 硬件

构筑有关原材料、零部件、元件、设备、系统和软件的研发部门以及生产工序技术的

全球性研究网络。

把“港未来”和“京阪奈”作为研究开发的核心基地，在谋求集团内部资源有机融合

的同时，促进与公司外部合作的开放创新，为公司业务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

出贡献。

我们将继续做一名开拓者，无论如是都要努力做他人做不到的

事，开拓人们未曾踏足的道路，继承创业者的DNA，将制造业

做到极致，始终创造新价值，不断地迎接挑战，打造人与社会

的光明未来。

我们接着要做的事，
是别人认为我们肯定做不成的事
稻盛和夫

京瓷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断推动创造全新价值的开放式创新活动。通过“开放式创
新Arena”网站，详细地介绍相关举措。该网站以“连接人际，实现想法”为关键词，发布
京瓷开放式创新活动的相关信息，如各研究部门所推进的技术研发相关最新话题以及
促进与公司外部合作相关活动信息等。

开设“开放式创新Arena（OiA）”，
发布研发领域开展的开放式创新活动信息

主要研发机构（所在地）

港未来研究中心
（日本神奈川县）

主要研发汽车、信息通信、能源相关领域
的设备、系统和软件技术。

大阪大东事务所 内
（日本大阪府）

灵活应用材料技术和薄膜技术，进行
光、电子元件和太阳电池等的基础研究
和应用开发。

正在研究开发精密陶瓷材料的基础应用
技术和着眼于未来的制造技术。

京阪奈研究中心
（日本京都府）

制造研究所
（鹿儿岛县雾岛市）

进行高效生产工序和生产设
备的开发。

研发针对新一代文件处理方
式的打印机和复合机。

KYOCERA
International, Inc. 内
（美国 圣迭戈）

在广泛拓展业务的同时，京
瓷也不断研发并生产半导体
零部件。

AVX Corporation 内
（美国 格林维尔）

研发并生产用于小型化、轻
量化设备的电子零部件。

京瓷办公信息系统总部
R&D中心
（日本大阪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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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益活动

CSR活动的重要课题

京瓷集团认真对待客户、员工、股东、交

易方、地区社会等所有与企业密切相关的

利益相关者，同时也在努力获得作为社会

一员的信赖和尊敬。今后，京瓷集团将继

续坚持与社会和谐共存，不断推进有助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活动。

开展CSR活动
京瓷集团以“追求全体员工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幸

福的同时，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

献”为经营理念，并基于以“作为人何谓正确”

为判断基准的“京瓷哲学”展开经营活动，并将

“京瓷哲学”视为CSR活动的根基所在。希望通

过实践“京瓷哲学”，解决CSR课题，并构建与

利益相关者相互信赖的关系，谋求京瓷集团的可

持续发展，同时为社会的健全发展做出贡献。

京瓷集团CSR委员会
京瓷集团
CSR委员会

京瓷集团

社训、
经营理念

经营
战略

CSR
活动协作

细化细化

践行践行

员工

要求事项要求事项

利益相关者

地区社会
各位股东、
投资者

客户、
交易方

CSR活动

京瓷集团全体员工都不断致力于环保活动，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于京瓷而言，气候变化对策是一项尤为重要的课题。为此，京瓷制定

了面向2030年度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可再生能源引进量的相关目标，并采取了包括更新高效设备、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在内的各项积

极举措。同时，除此类活动以外，京瓷亦因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对当地社会的贡献得到了高度评价，连续10年获得日本环境省颁发的“防止

全球变暖活动环境大臣表彰奖”。

应对地球环境问题

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
（日本 鹿儿岛川内工厂）

安装SOFC※系统
（滋贺八日市工厂）

京瓷希望能够营造出充满活力的工作环境，让每一位员工都能充满干劲地投入到工作中，

让多样的“人财”能够发挥出各自的能力。为此，京瓷积极地开展了各种活动：主要包括

培养国际化人才，基于现地化原则积极提拔当地员工干部，女性员工楷模座谈会，雇佣残

障人士以及完善育儿和看护支援制度等。

推进多样性经营

实施海外进修 女性员工楷模座谈会 举办供应商研讨会

为了履行保护人权、劳动者、环境等社会

责任，京瓷同客户一起推进CSR活动。

推进供应商的社会责任

※固态氧化物型燃料电池

利用工厂废水的群落生境※

（日本 鹿儿岛国分工厂）
※生物栖息空间

京瓷在日本、中国、美国、澳大利亚、韩国、新加
坡支援“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

稻盛财团设立“京都奖”，旨在表彰那些对科学和文明
的发展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化和提高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士。京瓷十分赞同这一宗旨，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

作为社会贡献活动的一部分，总公司大厦1楼自
1998年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以促进当地文化
发展。

为了给区域发展增添活力，实现日本足球职业联赛
（J.LEAGUE）的百年构想，京瓷集团聚全集团之
力，支援“京都火鸟F.C.”足球队。

赞助稻盛财团的“京都奖” 京瓷画廊 对“粉红丝带活动”的支援 支援京都火鸟F.C.
员工以讲师身份造访小学，以太阳能电池、蓄电池
作为教材展开“节能、环保公开课”活动。

节能、环保公开课

有关CSR活动的详细内容，
请参考网站

https://www.kyocera.com.cn/ecology/

©KYOT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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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展历程

全球网点

1959
1959年 4月 ● 于4月1日在京都市中京区西之京原町101番地成立公司总部并

建立工厂（注册资金300万日元、员工28名）。公司取名为

“京都陶瓷株式会社”，专门从事精密陶瓷的研发和生产。

1960
1960年 4月

1963年 5月

1968年 8月

1969年 7月

● 在东京开设办事处

● 在日本设立滋贺工厂（现滋贺蒲生工厂）

●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开设常驻办事处

● 在日本设立鹿儿岛工厂（现鹿儿岛川内工厂）

● 成立美国当地法人Kyocera International, Inc.

1970
1971年 1月

1971年 10月

1972年 7月

1972年 9月

1972年 10月

1974年 2月

1977年 12月

1979年 9月

1979年 10月

● 与Feldmühle公司在德国成立了合资公司

　 （现Kyocera Fineceramics GmbH）

● 在大阪证券交易所第2市场部及京都证券交易所上市

● 在京都市山科区建造了新的公司大厦，并将总部公司搬迁到此处

● 股票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2市场部上市

● 在日本设立鹿儿岛国分工厂

● 指定调换为东京证券交易所以及大阪证券交易所第1市场部

● 香港当地法人Kyocera（Hong Kong）Ltd.（现Kyocera 

Asia Pacific Pte. Ltd. ）开始营业

● 参股Cybernet工业（株）

● 在日本鹿儿岛国分工厂内开设综合研究所（现为制造研究所）

1980
1980年 8月

1981年 5月

1982年 10月

1983年 10月

1984年 4月

1984年 6月

1987年 1月

1987年 9月

1989年 8月

● 在日本设立滋贺八日市工厂

● 在日本成立京瓷办公设备株式会社

● 10月1日与Cybernet工业（株）等4家相关公司合并，新公司

更名为“京瓷株式会社”

● 合并株式会社雅西卡

● 为设立并运营“京都奖”的稻盛财团（现公益财团法人稻盛财团）

提供支援

● 和日本的Ushio电机株式会社、SECOM株式会社、索尼株式会

社、三菱商事株式会社等24家公司共同成立第二电电企画株式

会社（历经第二电电株式会社，成立KDDI株式会社）

● 在美国成立Kyocera America, Inc.

　及 Kyocera Electronics, Inc.

● 在墨西哥成立Kyocera Mexicana, S.A. de C.V.

● Elco集团加盟京瓷集团

1990
1990年 1月

1990年 3月

1994年 1月

1995年 3月

1995年 7月

1995年 9月

1995年 12月

1996年 9月

1998年 8月

● AVX集团加盟京瓷集团

● 在美国成立Kyocera Industrial Ceramics Corp.

● 京瓷和任天堂等20家公司共同出资，在日本成立株式会社京都

Purple sanga（紫火鸟）

● 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设立横滨研发中心（现横滨事业所），并

合并了原有的东京中央研究所

● 在京都府相乐郡关西文化学术研究城市成立中央研究所（现为京

阪奈研究中心）

● 在中国成立东莞石龙京瓷光学有限公司（现东莞石龙京瓷有限

公司）

● 在日本成立京瓷通信系统株式会社

● 位于日本鹿儿岛县隼人町（现为雾岛市）的京瓷酒店开业

● 在中国成立上海京瓷电子有限公司

● 在日本成立京瓷太阳能株式会社

● 在京都市伏见区建成总公司新大厦，将总公司搬迁至此

2000
2000年 1月

2000年 2月

2000年 10月

2001年 1月

2002年 8月

2003年  1月

2003年  5月

2003年 8月

2004年 2月

2004年 9月

2008年 4月

2009年 1月

2009年 8月

● 三田工业株式会社更名为京瓷美达株式会社 （现为京瓷办

公信息系统株式会社），加盟京瓷集团

● 在美国成立Kyocera Wireless Corp

● 第二电电株式会社、KDD株式会社、日本移动通信株式会社合

并，成立株式会社DDI（现KDDI株式会社）

● Tycom Corp.（现Kyocera Tycom Corp.） 加盟京瓷集团

● 东芝化成株式会社加盟京瓷集团

● 在中国成立京瓷（天津）商贸有限公司（现京瓷  （中国）商贸有

限公司）

● 在中国成立京瓷（天津）太阳能有限公司

● 金石株式会社成为全资子公司

● 成立京瓷SLC技术株式会社（后为京瓷电路科技株式会社）

● 株式会社京都公主饭店（京都日航公主饭店）加盟京瓷集团

● 成立日本医疗器材株式会社（后为京瓷医疗株式会社）

● 合并三洋的手机等业务

● TA Triumph-Adler AG加盟京瓷集团

● 在印度成立Kyocera Asia Pacific (India) Pvt. Ltd.

2010
2010年 3月

2011年 7月

2011年 8月

2012年 2月

2012年 6月

2013年  10月

2015年  9月

2016年 4月

2016年　7月

2017年　4月

2017年　8月

2018年　1月

2018年 10月

2019年 4月

2019年 6月

2019年12月

2020年 4月

● 日本的滋贺野洲事业所（现滋贺野洲工厂）内的太阳能电池工厂竣工

● 尤尼莫克集团（现Kyocera Unimerco A/S）加盟京瓷集团

● 在越南成立Kyocera Vietnam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现Kyocera Vietnam Co., Ltd.）

● Optrex株式会社加盟京瓷集团

● 在印度成立切削工具工厂 Kyocera CTC Precision Tools Private 

Limited

● NEC Toppan Circuit Solutions Inc加盟京瓷集团

● 日本英达株式会社加盟京瓷集团

● 京瓷太阳能株式会社的太阳能发电设备销售业务、京瓷电路

科技株式会社和京瓷化学株式会社合并到京瓷株式会社

● 将北美4家关联公司合并到Kyocera International, Inc.

● 京瓷医疗株式会社、京瓷晶体元件株式会社、京瓷连接器株式

会社合并到京瓷株式会社

● Senco Holdings, Inc.（现·Kyocera Senco Industrial Tools 

Inc.）加盟京瓷集团

● 承接利优比(RYOBI)株式会社的电动工具业务，成立京瓷工业工

具株式会社

● 京瓷显示器株式会社、京瓷Optex株式会社合并到京瓷株式会社

● 成立以太阳能发电系统开展电力服务业务的京瓷关电能源合同会社

● SouthernCarlson, Inc.加盟京瓷集团

● 与宇部兴产（株）成立合资公司京瓷宇部RF TEC（株）

● 将京瓷太阳能株式会社合并到京瓷通信系统株式会社

https://global.kyocera.com/company/location/index.html
京瓷集团(全球)

https://www.kyocera.com.cn/company/location/region/china/index_cn.html
京瓷在中国

日本

30家

亚洲 /
大洋洲

83家

欧洲 /
中东 / 非洲

111家
北美洲 /
南美洲

74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

京瓷集团 共计29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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