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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未来发展，力求“变革”。

如今我们所处的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

在此背景下，社会及客户所追求的价值也不断呈现丰富、多变的趋势。

在这样的“变革的时代”中，企业要想实现持续性成长，

要随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及客户所追求的价值，

并源源不断地加以提供。为此企业必须实施自我改革。

身处如此多变的社会，为了成为持续提供价值的企业，

柯尼卡美能达遵循中期经营计划“TRANSFORM 2016”，

致力转化为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

把握未来！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影像业

界日新月异的变化，为了应对这一范式转移并大力改革

业务模式，2013年以“光学技术”为核心的两家公司实施经

营合并，柯尼卡美能达由此应运而生。

柯尼卡美能达以“创造新价值”为经营理念，提出“The 

essentials of Imaging”企业口号，翻开了事业的新篇章。

公司以充分融合积累至今的丰富“光学技术”，创造出各种

“价值”。诸如集影像领域、光

学领域、材料领域、纳米加

工领域核心技术之大成的办

公设备、响应医疗现场数字

化及网络化发展的医疗用图像诊断系统、基于世界最尖

端光学技术的工业用光学设备等等，柯尼卡美能达迄今

为止不断为社会贡献出各类独创产品，切实确立了自身

的市场地位。

迄今为止，
我们不断成长。从诞生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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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柯尼卡美能达诞生以来的10年间，ICT的发展为人

们的生活及工作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如今的时代，仅

仅提供优秀的产品已无法满足客户需求。今后，唯有心

系客户、社会所面临的课题，提供“价值”服务加以解决的

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基于这一认识，柯

尼卡美能达从以往以硬件为核心的业务模式，逐步转型

为旨在解决课题、以服务及

解决方案为中心的业务模

式 ， 积 极 推 行 “ 变 革

=TRANSFORM”计划。身为

涉及多个事业领域的企业集团，柯尼卡美能达将充分利

用与广大客户的沟通平台，深入了解客户所面临的课

题，通过提供综合性的、丰富的技术、产品及服务，创

造出未来新时代所追求的“新价值”。

放眼未来，
我们力求发展。立足现在、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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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营哲学和中期经营计划为两大支柱目标，实现企业形象

5年后的目标（2018年）

●从客户角度出发提供硬件、软件相结合的垂直服务事业

●以材料技术为核心，提供独一无二的零部件的高性能材料事业

柯尼卡美能达经营哲学

中期经营计划

2016

2014

企业形象目标

●受到全球社会的支持、
成为全球社会不可或缺
的企业

●实现有力增长的强劲企
业

Top Message

2003年，柯尼卡美能达制定了“在全球化的激烈

竞争中，战胜竞争对手，稳固顶级企业地位”、“不断

取得行业领先地位，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及“推进企业

DNA进化，让柯尼卡美能达品牌更加闪耀着光辉”的目

标。时隔10年，我们审视现在的公司情况：在欧美地

区获得了A3彩色复合机市场份额首席地位、在全球彩

色生产型数字印刷系统市场居于首位等，柯尼卡美能

达切实赢得了市场认可。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目前身处的事业环境：数字

化、网络化发展令人们的生活日趋便利、丰富，由此

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也随之迅速地多样化发

展。曾经“只要生产出产品就能卖得出”的时代画上了

休止符。今后为了实现企业的持续成长，我们必须将

柯尼卡美能达打造为“贯彻实施以客户为本的思想与

行动，及时地创造、提供客户所追求的价值 ”的企

业。

去年，我们以“One Konica Minolta”为宗旨，重

新构筑了经营体制以集结集团的综合实力。而后，又

于2014年4月起，实施了全新中期经营计划“TRANSFORM 

2016”。在未来3年时间里，我们要彻底转化为以客户

为本的企业，进而利用与全球客户的沟通平台，创造

新价值，进一步推进分类领先战略。

针对实施业务模式转换5年后的事业方向，

“TRANSFORM 2016”从两方面描绘出企业的未来事业

蓝图。

其一，是“从客户角度出发提供硬件、软件综合性

服务”。我们公司涉足的办公服务、商业及产业印刷、

医疗保健、工业用光学系统等事业，皆是遵循以客户

的数字工作流程为中心开展业务的事业理念。对于这

些事业，根据其事业类别、状态的不同，通过将零部

件、设备、耗材品等硬件，以及IT服务等软件的灵活

组合，提供其他公司难以模仿的高附加值解决方案服

务。

其二，“以材料技术为核心，提供独一无二的零部

件”。迄今为止，从胶片至有机EL照明的开发，我们将

企业DNA——材料技术优势独自完成进化。柯尼卡美

能达将以这些技术为核心，在各个领域为客户开发、

提供革命性的高性能材料，努力成为工业领域不可或

缺的领先企业。

“TRANSFORM 2016”是实现“受到全球社会的支

持、成为全球社会不可或缺的企业”及“实现有力增

长的强劲企业”经营愿景的必经之路。

整个集团要以“One Konica Minolta”来推行该计

划，就离不开每一名员工的“执行力”。其中，为了确

保全球4万名员工秉持相同的价值观，积极判断果敢行

动，我们将始终强调的经营理念、积累至今的价值

观，乃至企业的未来发展目标一一整理，重新构筑了

“柯尼卡美能达经营哲学”。

柯尼卡美能达将以此经营哲学作为价值判断基

准，集团全球的所有员工团结一心，全心全意为客户

着想，努力成为不断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的企业。

忠心恳请各位今后一如继往支持柯尼卡美能达的

成长。

柯尼卡美能达株式会社  总裁兼CEO

山名 昌卫

制定全新中期经营计划“TRANSFORM 2016”
实现企业持续成长

柯尼卡美能达5年后的事业目标

以客户为本推进业务模式转型，

致力成为提供高附加值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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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理念

经营愿景

六个价值观

立足未来5年的“中期经营战略”

贯彻实施“中期经营战略”的三大“基本方针”

追求客户价值
将客户视为所有业务流程的原点以及业务决策的基础，在产品与服务的整个生

命周期中不断提供具有高附加值的解决方案服务。

分类领先战略
将经营资源集中至“具有发展前景的领域”及“把握胜算的领域”，积极推进

在特定市场中获取首席地位的战略。

实现可持续的利润增长 大力推进分类领先战略、创造附加价值1

向贴近客户型企业转换 将客户视为所有业务流程的原点以及业务决策的基础，追求客户价值2

确立强健的企业体制 通过“强化商品创造”及“企业改革”措施，确立强健的企业体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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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 2016”是实现“受到全球社会的支

持、成为全球社会不可或缺的企业”及“实现有力增

长的强劲企业”经营愿景的必经之路。

整个集团要以“One Konica Minolta”来推行该计

划，就离不开每一名员工的“执行力”。其中，为了确

保全球4万名员工秉持相同的价值观，积极判断果敢行

动，我们将始终强调的经营理念、积累至今的价值

观，乃至企业的未来发展目标一一整理，重新构筑了

“柯尼卡美能达经营哲学”。

柯尼卡美能达将以此经营哲学作为价值判断基

准，集团全球的所有员工团结一心，全心全意为客户

着想，努力成为不断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的企业。

忠心恳请各位今后一如继往支持柯尼卡美能达的

成长。

柯尼卡美能达经营哲学是全球4万多名柯尼卡美能达集团成员的基础。

 

“创造新价值”的经营理念——表达我们的存在理由。

六个价值观——作为我们的DNA,将柯尼卡美能达传承至今的优秀品质归纳而成价值观体系。

经营愿景——描绘我们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Giving Shape to Ideas”——我们对客户的承诺。

 

全心全意为贡献于客户与社会，是我们柯尼卡美能达的最大目标。

柯尼卡美能达株式会社
总裁兼CEO

山名 昌卫

重新构筑柯尼卡美能达经营哲学

开诚布公

客户至上

不断创新

热情洋溢

融合协作

柯尼卡美能达经营哲学

创造新价值

受到全球社会的支持、
成为全球社会不可或缺的企业

实现有力增长的强劲企业

对客户的承诺

为了实现柯尼卡美能达经营哲学的行动口号

创意改变世界

锐意进取，勇于开拓

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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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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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7 581

各个地区销售额的构成比例（2013年度）

欧洲　32％

亚洲（除日本以外）15％

各个事业销售额的构成比例（2013年度）

信息设备　77％

工业用材料及设备　12％

※“其他”类别中，包括工业用喷墨打印机事业。

其他　2％ 其他　8％

医疗保健　9％

集团营业利润/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率

（年度） （年度）20112010 201120102012 2013 2012 2013

日本　23％

北美　22％

公司简介柯尼卡美能达

Corporate Data

总部所在地 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2-7-2

法人代表 总裁兼CEO  山名昌卫

成立日期 1936年12月22日

资本金 37,519百万日元（截至2014年3月底）

集团销售额 9,437亿日元（2013年度）

决算期 3月31日

员工人数 公司本身：约6,300人（截至2014年3月）

                        集团整体：约40,400人（截至2014年3月）

公司概要

主要数据

委员会设置公司

董事会成员11名

董事（董事会议长）非执行董事

7名

兼董事

4名

公司外部董事

公司外部董事

公司外部董事

公司外部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总裁兼CEO）

董事（专务执行董事）

董事（常务执行董事）

董事（常务执行董事）

●

○

●

●

●

●

○

●

●

●

○

●

●

●

●

提名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报酬委员会

○委员会委员长，●委员会委员（截至2014年6月）

柯尼卡美能达为了提高经营管理的透明、健全及其效

率，采用了“委员会设置公司”的管理模式，在董事会中分设

提名、审计及报酬三个委员会，将负责监管职能的董事会

和负责业务执行的执行董事权限分离。四位公司外部董事

与柯尼卡美能达董事及重要业务合作商没有私人关系，确

保高度的中立态度，董事会中不同时兼任执行董事的专职

役员超过半数以上。此外，任命非执行董事的董事为董事

会议长，任命公司外部董事为各委员会的委员长，进一步

强化了监管职能。与此同时，董事会也将业务经营裁量权

极大地委让于执行董事，力求加快决策效率。

商业及产业印刷
p.13

医疗保健
p.19

工业用光学系统
p.23

办公服务
p.09

功能材料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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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3大客户
支持体制

45个国家的
集团网点

150个国家
的销售服务

体制

提供解决方案
革新客户工作流程

世界顶尖的彩色复合机 灵活应对商务模式转变

柯尼卡美能达作为全球屈指可数的多功能复合机（MFP：Multi-functional Peripherals）制

造商，为世界各地的企业办公提供高性能、高品质的产品。

近年来，随着行业、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发展，

公司将丰富的产品线与高水准的ICT服务相融合，

为客户提供最优化办公输出综合性解决方案。

复合机兼具复印、打印、扫描、传真等丰富功能，是现代

商务环境中不可或缺的设备。柯尼卡美能达的“bizhub”系列复

合机，正如其名——“商务的Hub（核心）”，在遍及全球的各

个办公现场中提高客户的商务品质及效率。其中，在早已关注

的彩色输出设备领域，柯尼卡美能达凭借独立开发的彩色碳粉

确保优质输出，并以丰富的产品线深受市场信赖。目前，柯尼

卡美能达商用A3彩色复合机在全球市场确立了市场占有率顶

尖地位。

随着IT技术及全球化的发展给现代商务模式带来巨大转

变。在此背景下，柯尼卡美能达开发出融合复合机、移动终

端及云服务“INFO-Palette Cloud”等解决方案，为应对商务模

式转变提供多种服务。

此外，凭借为商务输出环境实施最优化配置的

“Optimized Print Service（OPS综合提案服务）”、为各类内

容实施综合管理的“Managed Content Services（MCS内容管

理服务）”以及IT基础设施的构造及运用，为客户的数字化工

作流程提供完美贴合的解决方案，助力客户提升工作效率，

合理分配商务资源并扩大商务生产力。

多功能复合机 服务

强力支持开展全球企业的业务

依托商务环境的最优化配置而获得的效率提升、成本改

善等效果，随着商务规模的增长也越发明显。对于办公网点

遍布世界各地的全球企业而言，其效果更是数之不尽，为了

积极响应这些全球企业的需求，柯尼卡美能达凭借遍及全球

约150个国家的销售与服务网络，开展“GMA（Global Major 

Account）业务”。该业务立足全球视野提供解决方案服务，

在提升企业整体业务效率、降低成本的同时，还为减少社会

资源浪费、降低能源及资源消耗起到积极作用。

全球客户服务

公司简介柯尼卡美能达9 10KONICA MINOLTA CORPORATE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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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办公现场中提高客户的商务品质及效率。其中，在早已关注

的彩色输出设备领域，柯尼卡美能达凭借独立开发的彩色碳粉

确保优质输出，并以丰富的产品线深受市场信赖。目前，柯尼

卡美能达商用A3彩色复合机在全球市场确立了市场占有率顶

尖地位。

随着IT技术及全球化的发展给现代商务模式带来巨大转

变。在此背景下，柯尼卡美能达开发出融合复合机、移动终

端及云服务“INFO-Palette Cloud”等解决方案，为应对商务模

式转变提供多种服务。

此外，凭借为商务输出环境实施最优化配置的

“Optimized Print Service（OPS综合提案服务）”、为各类内

容实施综合管理的“Managed Content Services（MCS内容管

理服务）”以及IT基础设施的构造及运用，为客户的数字化工

作流程提供完美贴合的解决方案，助力客户提升工作效率，

合理分配商务资源并扩大商务生产力。

多功能复合机 服务

强力支持开展全球企业的业务

依托商务环境的最优化配置而获得的效率提升、成本改

善等效果，随着商务规模的增长也越发明显。对于办公网点

遍布世界各地的全球企业而言，其效果更是数之不尽，为了

积极响应这些全球企业的需求，柯尼卡美能达凭借遍及全球

约150个国家的销售与服务网络，开展“GMA（Global Major 

Account）业务”。该业务立足全球视野提供解决方案服务，

在提升企业整体业务效率、降低成本的同时，还为减少社会

资源浪费、降低能源及资源消耗起到积极作用。

全球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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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流行业中，除了日常性的办公资料以外，针对每批

运输货物还需制作、打印装船单据。这些单据是确保货物按时

运输的文件，也应用于运输货款结算。

某家国际物流集团，曾一度在其各个网点分别制作及输

出巨量的货运单据，由此不仅耗费工时与成本，同时在文档管

理、安全方面存在各种隐患。

针对该集团，柯尼卡美能达为其提供了基于打印环境并

覆盖其全球所有网点的最优化解决方案“Optimized Print 

Services(OPS综合提案服务)”。

首先，通过将各网点的输出设备更换一新，将原先的输

出设备集中置换为最先进的复合机，使实际所需设备精简至近

先前一半，不仅提高了输出效率，还减少了耗电量及设备维护

工作量。

此外，整体置换复合机后，可以使用IC卡来导入打印认

证程序，从而防止因未能及时取回资料而引起信息泄露，进一

步提高安全性。甚至还可通过对IC卡的使用情况进行管理、分

析，避免不必要的输出浪费。

另外，柯尼卡美能达还将该集团所有网点的文档资料统

一为相同格式，通过复合机扫描后将其上传至统一管理的办公

服务器中，实施集中管理，帮助该企业加强全球范围的信息共

享，提升整体工作效率。

柯尼卡美能达在全球范围提供统一的输出环境最优

解决方案服务“Optimized Print Services(OPS综合提案服

务)”，该服务针对客户的输出设备提供全方位的综合管

理，通过网络实施集中管理，实现设备运营的最优化配置

并提高其工作效率。

OPS综合提案服务包括了根据客户不同的需求及课

题提供“前期咨询”、而后从导入优化的输出设备直至其稳

定工作的“改善实施”，以及监测输出设备使用情况、挖掘

全新课题的“后期管理”。通过这些步骤的循环往复，持续

改善商务流程。

在房地产行业，针对每件物业都需配以合同、房型图、

物业照片等各类资料。

而对于房地产公司而言，从物业介绍、签订合同、管理

直至合同解除的整个业务流程中，虽然实施了系统化的资料综

合管理，但要从某些个别资料获取必要信息时常常花费大量的

时间与成本。如何对此情况加以改善工作效率，就成为公司亟

需解决的课题。

针对面临以上课题的房地产公司，柯尼卡美能达提供了

可切实提高内容管理效率的“Managed Services (MCS内容管

理服务)”解决方案。

举例而言，当使用复合机进行纸质文档扫描时，只要开

启“区域OCR※”功能，就可自动提取文档中的合同编号、物业

地址等信息，操作人员仅需核对一下正确与否即可完成数据库

的录入。这样就不必再如往常照着文档人工输入相关信息，大

幅提升了业务效率。

此外，数据库不仅包含文字信息，还配有房型图、地

图、照片等图像数据，对于信息的确认、更新、追加、文档制

作、输出等各种业务操作都可通过网络完成。这样就可在各种

情况下提高业务流程效率。另外，通过此服务立刻找到需要更

新合同的物业，并自动生成更新后的合同文件；或是根据客户

需要找到特定的房型，并整理归档等等，从而从各方面助力实

现高效率的业务流程。

柯尼卡美能达在全球推广的“Managed Content Services

(MCS内容管理服务)”解决方案，专门为各个企业解决内部长

期存在的如何有效运用业务信息的课题。MCS内容管理解决

方案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内容管理服务，包括基于前期咨询的

改善提案、内容管理专用软件、负责数据输入与输出的复合

机，以及将书面文档转为电子数据等服务。通过将形式多

样、信息庞大的业务内容生成电子数据进行综合管理，进一

步加以有效运用，不仅为客户提高了业务效率、同时降低了

成本与环境负荷，更在强化安全及业务持续发展方面都起到

了积极作用。

※OCR(Optical Character Reader):以光学读取方式获取印刷物上的文字信
息，并自动将其生成电子数据的装置。

导入前 导入后

输出环境
最优化

降低成本、节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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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柯尼卡美能达

以全球视野改善国际物流企业的输出环境

重新研究输出环境彻底解决商务课题

柯尼卡美能达的工作流程服务
致力解决企业经营课题

商务环境最优化配置的“Optimized Print Services(OPS综合提案服务)”

解决方案

提高文档管理效率及安全性

课题

提高海量的物业数据及合同的管理效率

课题

通过数据库实现业务流程改革

解决方案

提高房地产行业的资料管理效率

实现各类内容信息有效运用的“Managed Content Services(MCS内容管理服务)”

Case 1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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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流行业中，除了日常性的办公资料以外，针对每批

运输货物还需制作、打印装船单据。这些单据是确保货物按时

运输的文件，也应用于运输货款结算。

某家国际物流集团，曾一度在其各个网点分别制作及输

出巨量的货运单据，由此不仅耗费工时与成本，同时在文档管

理、安全方面存在各种隐患。

针对该集团，柯尼卡美能达为其提供了基于打印环境并

覆盖其全球所有网点的最优化解决方案“Optimized Print 

Services(OPS综合提案服务)”。

首先，通过将各网点的输出设备更换一新，将原先的输

出设备集中置换为最先进的复合机，使实际所需设备精简至近

先前一半，不仅提高了输出效率，还减少了耗电量及设备维护

工作量。

此外，整体置换复合机后，可以使用IC卡来导入打印认

证程序，从而防止因未能及时取回资料而引起信息泄露，进一

步提高安全性。甚至还可通过对IC卡的使用情况进行管理、分

析，避免不必要的输出浪费。

另外，柯尼卡美能达还将该集团所有网点的文档资料统

一为相同格式，通过复合机扫描后将其上传至统一管理的办公

服务器中，实施集中管理，帮助该企业加强全球范围的信息共

享，提升整体工作效率。

柯尼卡美能达在全球范围提供统一的输出环境最优

解决方案服务“Optimized Print Services(OPS综合提案服

务)”，该服务针对客户的输出设备提供全方位的综合管

理，通过网络实施集中管理，实现设备运营的最优化配置

并提高其工作效率。

OPS综合提案服务包括了根据客户不同的需求及课

题提供“前期咨询”、而后从导入优化的输出设备直至其稳

定工作的“改善实施”，以及监测输出设备使用情况、挖掘

全新课题的“后期管理”。通过这些步骤的循环往复，持续

改善商务流程。

在房地产行业，针对每件物业都需配以合同、房型图、

物业照片等各类资料。

而对于房地产公司而言，从物业介绍、签订合同、管理

直至合同解除的整个业务流程中，虽然实施了系统化的资料综

合管理，但要从某些个别资料获取必要信息时常常花费大量的

时间与成本。如何对此情况加以改善工作效率，就成为公司亟

需解决的课题。

针对面临以上课题的房地产公司，柯尼卡美能达提供了

可切实提高内容管理效率的“Managed Services (MCS内容管

理服务)”解决方案。

举例而言，当使用复合机进行纸质文档扫描时，只要开

启“区域OCR※”功能，就可自动提取文档中的合同编号、物业

地址等信息，操作人员仅需核对一下正确与否即可完成数据库

的录入。这样就不必再如往常照着文档人工输入相关信息，大

幅提升了业务效率。

此外，数据库不仅包含文字信息，还配有房型图、地

图、照片等图像数据，对于信息的确认、更新、追加、文档制

作、输出等各种业务操作都可通过网络完成。这样就可在各种

情况下提高业务流程效率。另外，通过此服务立刻找到需要更

新合同的物业，并自动生成更新后的合同文件；或是根据客户

需要找到特定的房型，并整理归档等等，从而从各方面助力实

现高效率的业务流程。

柯尼卡美能达在全球推广的“Managed Content Services

(MCS内容管理服务)”解决方案，专门为各个企业解决内部长

期存在的如何有效运用业务信息的课题。MCS内容管理解决

方案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内容管理服务，包括基于前期咨询的

改善提案、内容管理专用软件、负责数据输入与输出的复合

机，以及将书面文档转为电子数据等服务。通过将形式多

样、信息庞大的业务内容生成电子数据进行综合管理，进一

步加以有效运用，不仅为客户提高了业务效率、同时降低了

成本与环境负荷，更在强化安全及业务持续发展方面都起到

了积极作用。

※OCR(Optical Character Reader):以光学读取方式获取印刷物上的文字信
息，并自动将其生成电子数据的装置。

导入前 导入后

输出环境
最优化

降低成本、节省能源、
减少占地空间、提升安全性、

提高业务效率

数据库

实现资料的
最优化运用

信息更新及追加

Output
分类

分项

保存
浏览及传阅

输出

业务信息

文档

账目

图纸

票据

音乐

邮件

照明

影像

公司简介柯尼卡美能达

以全球视野改善国际物流企业的输出环境

重新研究输出环境彻底解决商务课题

柯尼卡美能达的工作流程服务
致力解决企业经营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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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针对业务效率提升、成本缩减、环境负荷减少等

目标，如何将会议资料、票据、名片、直邮广告等业务中涉及

的各类印刷品，以合理、高效的方式加以制作成为了企业的重

要课题。面向企业内部文印中心，柯尼卡美能达除了提供高

速、高精度的数字印刷设备以外，还通过与kinko's集团的合

作，提供按需印刷服务。凭借公司内部打印及外包印刷的最佳

服务组合，柯尼卡美能达积极帮助客户解决企业内部的印刷、

输出相关问题。

针对如何最大程度提高企业市场部门发行印刷品、促销

物的工作效率及效果，负责从制作、下单乃至交货的全套业

务流程管理的“打印、管理、服务的业务委托项目”日益获得欧

洲等市场的青睐。柯尼卡美能达运用集团旗下具有相关丰富

经验的英国Charterhouse、澳大利亚Elco公司的专业知识，在

全球范围推广专门应用于市场营销领域的“Marketing Print 

Management(MPM市场打印管理服务)”服务。而在促销活动

所需的制作物方面，柯尼卡美能达提供从企划支持、业务流

程改良、成本改善等全程咨询服务，积极为客户最大程度提

升市场营销投入效果。

在全球的商业印刷现场，传统的模拟印刷已逐步转向数

字印刷方式。究其原因，是得益于技术进步，数字印刷不仅

达到了与模拟印刷几乎同等的图像质量及稳定性，更提高了

处于精细入微的色彩还原度。柯尼卡美能达运用先进的核心

技术，实现了更快速、更艳丽、更稳定的数字印刷效果，以

彩色及黑白两大类别的丰富产品线，根据客户不同的用途与

目的，提供最合适的数字印刷设备，给予客户所期望的品

质、生产力、纸张类型、后道加工等要求。

公司简介柯尼卡美能达

彩色黑白

重型数字印刷机产品

轻型数字印刷机产品

生产型数字印刷

提供最佳输出解决方案
为印刷业务带来革新
在传统媒体与数字媒体相互联动的市场需求不断凸显、企业印刷物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

能够满足小批量印刷及可变数据的数字印刷正不断普及。

数字印刷设备凭借占据全球市场领先地位的柯尼卡美能达中低速数字印刷设备，

配合其丰富的印刷系统及优良服务，积极致力于印刷业务的革新。

提供面向企业的
最佳印刷及输出服务

提供企业市场营销
最优化方案

Marketing Print Management ServicePrint Outsourcing Service

适用于各种用途及目的的
丰富产品线

Digital Print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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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针对业务效率提升、成本缩减、环境负荷减少等

目标，如何将会议资料、票据、名片、直邮广告等业务中涉及

的各类印刷品，以合理、高效的方式加以制作成为了企业的重

要课题。面向企业内部文印中心，柯尼卡美能达除了提供高

速、高精度的数字印刷设备以外，还通过与kinko's集团的合

作，提供按需印刷服务。凭借公司内部打印及外包印刷的最佳

服务组合，柯尼卡美能达积极帮助客户解决企业内部的印刷、

输出相关问题。

针对如何最大程度提高企业市场部门发行印刷品、促销

物的工作效率及效果，负责从制作、下单乃至交货的全套业

务流程管理的“打印、管理、服务的业务委托项目”日益获得欧

洲等市场的青睐。柯尼卡美能达运用集团旗下具有相关丰富

经验的英国Charterhouse、澳大利亚Elco公司的专业知识，在

全球范围推广专门应用于市场营销领域的“Marketing Print 

Management(MPM市场打印管理服务)”服务。而在促销活动

所需的制作物方面，柯尼卡美能达提供从企划支持、业务流

程改良、成本改善等全程咨询服务，积极为客户最大程度提

升市场营销投入效果。

在全球的商业印刷现场，传统的模拟印刷已逐步转向数

字印刷方式。究其原因，是得益于技术进步，数字印刷不仅

达到了与模拟印刷几乎同等的图像质量及稳定性，更提高了

处于精细入微的色彩还原度。柯尼卡美能达运用先进的核心

技术，实现了更快速、更艳丽、更稳定的数字印刷效果，以

彩色及黑白两大类别的丰富产品线，根据客户不同的用途与

目的，提供最合适的数字印刷设备，给予客户所期望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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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柯尼卡美能达

彩色黑白

重型数字印刷机产品

轻型数字印刷机产品

生产型数字印刷

提供最佳输出解决方案
为印刷业务带来革新
在传统媒体与数字媒体相互联动的市场需求不断凸显、企业印刷物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

能够满足小批量印刷及可变数据的数字印刷正不断普及。

数字印刷设备凭借占据全球市场领先地位的柯尼卡美能达中低速数字印刷设备，

配合其丰富的印刷系统及优良服务，积极致力于印刷业务的革新。

提供面向企业的
最佳印刷及输出服务

提供企业市场营销
最优化方案

Marketing Print Management ServicePrint Outsourcing Service

适用于各种用途及目的的
丰富产品线

Digital Print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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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费类产品而言，诸如产品目录、DM、店头POP等

促销资料是决定其销量的重要手段。然而，如果由各个部门分

别制作各类促销资料，其中所花费的制作、输出方面的人力及

费用成本，统一计算将相当可观，而且也难以准确评估投入效

果。

汽车生产商，为了让市场人员能够专心于市场分析、战略

策划等工作，在寻求能够有效帮助实施促销资料的制作、输出

等业务的解决方案。

柯尼卡美能达集团旗下的Charterhouse公司，为这家汽

车厂商提供了“Marketing Print Management(MPM市场打

印管理服务)”解决方案。

首先，由熟悉促销道具制作、输出流程的员工深入了解

各部门的需求，明确掌握整个公司的促销道具制作数量，并梳

理其制作流程。结果发现，不仅存在“类似的产品目录重复制

作”、“可以共用的图像重复拍摄”的浪费情况，更找出了“同一

产品在不同促销制作物中缺乏统一感”、“为了达到所需的高品

质制作要求花费时间过长”等原则性问题。

针对这一现象，柯尼卡美能达在其市场部内长期派驻具

备较高专业知识的员工，通过对公司内部促销道具制作的综合

管理，改善目前的冗余浪费及问题。同时，柯尼卡美能达利用

印刷及道具制作公司等网络平台，为各种道具的制作甄选最佳

供应商，成功实现了提高品质、降低成本的目标，最大程度达

成了促销投入效果。

柯尼卡美能达的“Marketing Print Management

(MPM市场打印管理服务)服务”承接企业市场营销部门

从促销物相关企划立案、制作及运营等一站式服务，最

大程度提升市场营销活动效果。公司向客户派驻经验丰

富的现场人员，通过改善印刷下单流程、建议运用数字

媒体等方式，不仅降低客户成本、提升业务效率，更可

最大程度实现促销相关活动效果。此外，作为输出设备

制造商，柯尼卡美能达运用长期积累的专业知识，向印

刷公司提供流程改善建议或是推荐高性能设备，从而提

高印刷品质及生产效率。

在广告行业，面向客户提供良好诉求的提案资料十分重

要。而要让客户理解提案理念，必须确保能足以吸引眼球的高

画质彩色提案资料，及有效地将提案资料加工成册。对于少批

量、多品种的资料打印，仅仅输出作业本身就得花费不少功

夫。此外，若发生临时变更或是急需修改的情况，更是遇到完

成打印资料前完全无法抽身的尴尬。

针对存在类似问题的广告公司，柯尼卡美能达集团旗下

的Kinko’s Japan公司提供“On Demand Print(ODP按需印刷服

务)”服务，确保随时、随地、根据所需数量以最佳式样进行后

道加工、装订成册作业。

Kinko’s集团建有完备的服务体系，拥有遍及日本全国的

店铺网络及在线平台，此外还由专职员工细致对应客户需求。

客户只需提供制作完成的资料数据，告知希望输出尺寸，就可

无需任何额外人工、时间获得理想的打印资料。举例而言，在

深夜在线传输资料数据后，第二天一早即可在店头拿到已打印

完成的资料。而且，由于所有店铺都配置有高速彩色打印机，

对于照片、CG等图像也能实现完美输出。此外，Kinko’s集团

的设备可使用各式各样厚度、纸质不一的纸张，按照客户需

求，哪怕是打印1本资料也能满足各种不同的输出要求。

凭借这一服务，柯尼卡美能达在不耗费客户额外时间、

人工负担的情况下，提供及时制作的广告诉求力更佳的输出解

决方案。

柯尼卡美能达针对企业客户，提供满足输出外包需

求的“On Demand Print (ODP按需印刷服务)服务”。根据

输出物的使用用途及目的，公司提供从各种尺寸、各种纸

张的打印输出，到裁切、加工，乃至设计及排版等多种服

务。同时，对于保密性要求较高的资料输出，以及大批量

生产等需求，公司也拥有完备的对应体制。

此外，针对自备打印中心的企业客户，柯尼卡美能

达还可向企业派驻专员，协调打印设备的运营及管理业

务。

印刷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企业内的
市场营销
部门

集中下单

运营、管理
制作

印刷公司

印刷公司

印刷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客户企业

●打印
●复印
●扫描
●装订
●后道加工
●CRD服务等

帮助汽车厂商实施卓有成效的产品宣传

把握浪费根源及症结所在，与客户共同解决问题

柯尼卡美能达的打印解决方案
实现企业内部打印业务的最佳配置

助力于市场营销活动的“Marketing Print Management(MPM市场打印管理服务)”服务

解决方案

提高促销资料相关业务效率

课题

打造高诉求力提案资料的输出环境

课题

提供随机应变的输出服务

解决方案

实现广告公司提案资料更加精美输出

“On Demand Print (ODP按需印刷服务)服务”——适应各种用途的打印输出服务

Case 1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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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费类产品而言，诸如产品目录、DM、店头POP等

促销资料是决定其销量的重要手段。然而，如果由各个部门分

别制作各类促销资料，其中所花费的制作、输出方面的人力及

费用成本，统一计算将相当可观，而且也难以准确评估投入效

果。

汽车生产商，为了让市场人员能够专心于市场分析、战略

策划等工作，在寻求能够有效帮助实施促销资料的制作、输出

等业务的解决方案。

柯尼卡美能达集团旗下的Charterhouse公司，为这家汽

车厂商提供了“Marketing Print Management(MPM市场打

印管理服务)”解决方案。

首先，由熟悉促销道具制作、输出流程的员工深入了解

各部门的需求，明确掌握整个公司的促销道具制作数量，并梳

理其制作流程。结果发现，不仅存在“类似的产品目录重复制

作”、“可以共用的图像重复拍摄”的浪费情况，更找出了“同一

产品在不同促销制作物中缺乏统一感”、“为了达到所需的高品

质制作要求花费时间过长”等原则性问题。

针对这一现象，柯尼卡美能达在其市场部内长期派驻具

备较高专业知识的员工，通过对公司内部促销道具制作的综合

管理，改善目前的冗余浪费及问题。同时，柯尼卡美能达利用

印刷及道具制作公司等网络平台，为各种道具的制作甄选最佳

供应商，成功实现了提高品质、降低成本的目标，最大程度达

成了促销投入效果。

柯尼卡美能达的“Marketing Print Management

(MPM市场打印管理服务)服务”承接企业市场营销部门

从促销物相关企划立案、制作及运营等一站式服务，最

大程度提升市场营销活动效果。公司向客户派驻经验丰

富的现场人员，通过改善印刷下单流程、建议运用数字

媒体等方式，不仅降低客户成本、提升业务效率，更可

最大程度实现促销相关活动效果。此外，作为输出设备

制造商，柯尼卡美能达运用长期积累的专业知识，向印

刷公司提供流程改善建议或是推荐高性能设备，从而提

高印刷品质及生产效率。

在广告行业，面向客户提供良好诉求的提案资料十分重

要。而要让客户理解提案理念，必须确保能足以吸引眼球的高

画质彩色提案资料，及有效地将提案资料加工成册。对于少批

量、多品种的资料打印，仅仅输出作业本身就得花费不少功

夫。此外，若发生临时变更或是急需修改的情况，更是遇到完

成打印资料前完全无法抽身的尴尬。

针对存在类似问题的广告公司，柯尼卡美能达集团旗下

的Kinko’s Japan公司提供“On Demand Print(ODP按需印刷服

务)”服务，确保随时、随地、根据所需数量以最佳式样进行后

道加工、装订成册作业。

Kinko’s集团建有完备的服务体系，拥有遍及日本全国的

店铺网络及在线平台，此外还由专职员工细致对应客户需求。

客户只需提供制作完成的资料数据，告知希望输出尺寸，就可

无需任何额外人工、时间获得理想的打印资料。举例而言，在

深夜在线传输资料数据后，第二天一早即可在店头拿到已打印

完成的资料。而且，由于所有店铺都配置有高速彩色打印机，

对于照片、CG等图像也能实现完美输出。此外，Kinko’s集团

的设备可使用各式各样厚度、纸质不一的纸张，按照客户需

求，哪怕是打印1本资料也能满足各种不同的输出要求。

凭借这一服务，柯尼卡美能达在不耗费客户额外时间、

人工负担的情况下，提供及时制作的广告诉求力更佳的输出解

决方案。

柯尼卡美能达针对企业客户，提供满足输出外包需

求的“On Demand Print (ODP按需印刷服务)服务”。根据

输出物的使用用途及目的，公司提供从各种尺寸、各种纸

张的打印输出，到裁切、加工，乃至设计及排版等多种服

务。同时，对于保密性要求较高的资料输出，以及大批量

生产等需求，公司也拥有完备的对应体制。

此外，针对自备打印中心的企业客户，柯尼卡美能

达还可向企业派驻专员，协调打印设备的运营及管理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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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道加工
●CRD服务等

帮助汽车厂商实施卓有成效的产品宣传

把握浪费根源及症结所在，与客户共同解决问题

柯尼卡美能达的打印解决方案
实现企业内部打印业务的最佳配置

助力于市场营销活动的“Marketing Print Management(MPM市场打印管理服务)”服务

解决方案

提高促销资料相关业务效率

课题

打造高诉求力提案资料的输出环境

课题

提供随机应变的输出服务

解决方案

实现广告公司提案资料更加精美输出

“On Demand Print (ODP按需印刷服务)服务”——适应各种用途的打印输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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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 1

Topics 2

以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等地区为代表，制

作广告板及户外显示屏所需的大幅面喷墨打印机

的需求正在不断扩大。对于这样的大幅面打印，

如何在确保画质的前提下提高打印效率？柯尼卡

美能达的创新产品成功解决了这一常见问题。公

司提高产品的喷嘴密度确保高画质，同时扩大印

字尺寸提升生产效率，

更进一步降低了打印机

的耗电量，凭借这些出

色的性能与品质，柯尼

卡美能达的产品获得市

场认可，占据市场份额

首席地位。

近年来，在纺织领域，能够满足多品种、

小批量生产要求的“数码印染”正日益普及。柯尼

卡美能达的纺织打印机“Nassenger”系列产品，

凭借其先进的喷墨打印技术，拥有业界最顶尖

的打印速度、平滑再现色彩渐变及色彩差异。

同时，在降低耗电量、减少废弃物排放及水资

源使用等方面也成效显著，获得世界各地的高

度评价。

随着商业印刷领域数字化发展越发显著，在树脂等

非传统纸张媒质上输出、给予印刷物高附加值的后道处理

加工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多。柯尼卡美能达把握这一趋势，

携手在数字印刷市场拥有出众营销能力及原创开发实力的

法国输出设备制造商MGI Digital Graphic Technology公司

（MGI），共同开展研发、销售业务。今后，柯尼卡美能

达将在MGI所擅长的数码后道加工处理、工业用印刷等成

长领域，融合双方优势力求拓展新的业务。

近年来在商业印刷领域，数字化发展日趋显著，然

而在专业用户中也出现了与传统平版印刷相比画质及稳定

性尚有欠缺的呼声。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柯尼卡美能达

开发出具备高画质、高稳定性的喷墨打印设备“KM-1”。该

产品融合了柯尼卡美能达喷墨打印技术与小森公司的传送

技术，实现了在高光纸、亚光纸、艺术纸等各类纸张上可

媲美平版印刷品质的高画质。此外，由于该产品拥有喷墨

打印特有的无需印刷菲林制版的优势，提高了针对各类可

变数据的印刷效率。

喷墨打印方式由于无需喷墨头与打印面直接接触即

可实现精密、高速打印，在电路定向、液晶面板的彩色

滤光片印刷、太阳能电池电阻成膜等电子领域广受期

待。柯尼卡美能达不仅开发了各类油墨，还研发出适用

于各种药液的喷墨打印头，为提升电子行业的生产效率

起到积极作用。

喷墨打印头
“KM1024”

Nassenger PRO1000

KM-1

发掘喷墨打印技术潜能
致力新的创造
柯尼卡美能达运用先进的喷墨打印技术，

独立开发了喷墨打印头、打印机乃至油墨产品，

满足高速度、高品质及低耗电的市场需求。

今后公司将一如既往致力于技术革新，

扩展工业用喷墨打印的应用前景。

提高大型广告板的
打印效率

在纺织领域
忠实还原高精细的设计图像

在电路基板上打印精密的电路走向

与法国MGI公司合作，
提高数码印刷领域的服务水平

开发喷墨打印机“KM-1”产品
满足专业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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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 1

Topics 2

以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等地区为代表，制

作广告板及户外显示屏所需的大幅面喷墨打印机

的需求正在不断扩大。对于这样的大幅面打印，

如何在确保画质的前提下提高打印效率？柯尼卡

美能达的创新产品成功解决了这一常见问题。公

司提高产品的喷嘴密度确保高画质，同时扩大印

字尺寸提升生产效率，

更进一步降低了打印机

的耗电量，凭借这些出

色的性能与品质，柯尼

卡美能达的产品获得市

场认可，占据市场份额

首席地位。

近年来，在纺织领域，能够满足多品种、

小批量生产要求的“数码印染”正日益普及。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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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印速度、平滑再现色彩渐变及色彩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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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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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商业印刷领域，数字化发展日趋显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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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融合了柯尼卡美能达喷墨打印技术与小森公司的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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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精密、高速打印，在电路定向、液晶面板的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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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种药液的喷墨打印头，为提升电子行业的生产效率

起到积极作用。

喷墨打印头
“KM1024”

Nassenger PRO1000

KM-1

发掘喷墨打印技术潜能
致力新的创造
柯尼卡美能达运用先进的喷墨打印技术，

独立开发了喷墨打印头、打印机乃至油墨产品，

满足高速度、高品质及低耗电的市场需求。

今后公司将一如既往致力于技术革新，

扩展工业用喷墨打印的应用前景。

提高大型广告板的
打印效率

在纺织领域
忠实还原高精细的设计图像

在电路基板上打印精密的电路走向

与法国MGI公司合作，
提高数码印刷领域的服务水平

开发喷墨打印机“KM-1”产品
满足专业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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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a α」
图像信息系统

数字X线图像
诊断系统

Products
Network Solution

Mammography

医疗台式CR装置
「REGIUSΣⅡ」 

乳腺X线摄影装置
「REGIUS PUREVIEW M型」

超声波图像
诊断装置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数字化发展，医疗相关从业人

员及患者所受的身体影响得以大幅减轻。与胶片摄影相比，

DR（数字无线摄影装置）可降低患者的X线照射剂量，同时

在摄影后立即显示高清晰图像。但是，由于以前的DR产品不

仅重量较大且需要电源线及数据线，曾经一度在摄影时的便

捷性上存在问题。柯尼卡美能达所开发的“AeroDR”产品实现

完全轻量化及无线化改良，改善了这一问题。柯尼卡美能达

将继续致力为DR进一步的普及应用贡献自己的力量。

超声波图像诊断装置对患者身体影响较小，而且可实时

观察图像，在诊断领域的广泛应用备受期待。柯尼卡美能达

独立开发的高画质超声波图像诊断装置“SONIMAGE HS1”不

仅搭载有可确保安全穿刺治疗的穿刺针增强处理功能，甚至

令直径几百至几十微米的肌肉束、神经束的纤维构造都清晰

可见。凭借这样高分辨率的锐利画质，除了内科、妇产科以

外，今后更能用于整形外科、乳腺科等领域。

随着医疗技术的数字化发展，高效利用网络的医疗ICT

服务正日益受到关注。柯尼卡美能达率先把握这种需求，推

出了支持医疗机构网络化发展的医疗 ICT服务平台

“infomity”，为进一步提高医疗业务的效率与水平起到积极作

用。

“infomity”的服务包罗万象，包含有：可在多家医院、诊

所间进行图像数据及信息保存、共享的“联动BOX服务”、可

将由医院上传至联动BOX内的图像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

进行确认的“联动BOX移动服务”，还有将诊断图像数据在安

全存储至云服务器的“数据库存档服务”，以及利用互联网进行

快速医疗设备维护的“远程维护服务”等等。

2014年，柯尼卡美能达全新推出基于云服务型门户网

站、支持家庭医疗小组的“家庭医疗云服务”，在牢牢把握ICT

发展前景与医疗现场需求的同时，不断扩充公司的服务范

围。

公司简介柯尼卡美能达

支持医疗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发展
提高诊断服务水平

轻量、牢固！具备高画质、低照射剂量特点
的无线平板X线摄影系统“AeroDR”

令纤维构造都能清晰可见的
超声波图像诊断装置“SONIMAGE HS1”

柯尼卡美能达作为日本医用胶片领域的先锋，

以医疗诊断影像技术为核心，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满足医疗市场需求。

近年来，随着促进医疗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设备、系统、ICT服务的综合推出，

柯尼卡美能达助力实现迅速、准确的诊断服务。

推动医疗网络化发展的
ICT服务平台“infomity”

Digital Radiography Network SolutionDiagnostic Ultrasoun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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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开发的高画质超声波图像诊断装置“SONIMAGE HS1”不

仅搭载有可确保安全穿刺治疗的穿刺针增强处理功能，甚至

令直径几百至几十微米的肌肉束、神经束的纤维构造都清晰

可见。凭借这样高分辨率的锐利画质，除了内科、妇产科以

外，今后更能用于整形外科、乳腺科等领域。

随着医疗技术的数字化发展，高效利用网络的医疗ICT

服务正日益受到关注。柯尼卡美能达率先把握这种需求，推

出了支持医疗机构网络化发展的医疗 ICT服务平台

“infomity”，为进一步提高医疗业务的效率与水平起到积极作

用。

“infomity”的服务包罗万象，包含有：可在多家医院、诊

所间进行图像数据及信息保存、共享的“联动BOX服务”、可

将由医院上传至联动BOX内的图像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

进行确认的“联动BOX移动服务”，还有将诊断图像数据在安

全存储至云服务器的“数据库存档服务”，以及利用互联网进行

快速医疗设备维护的“远程维护服务”等等。

2014年，柯尼卡美能达全新推出基于云服务型门户网

站、支持家庭医疗小组的“家庭医疗云服务”，在牢牢把握ICT

发展前景与医疗现场需求的同时，不断扩充公司的服务范

围。

公司简介柯尼卡美能达

支持医疗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发展
提高诊断服务水平

轻量、牢固！具备高画质、低照射剂量特点
的无线平板X线摄影系统“AeroDR”

令纤维构造都能清晰可见的
超声波图像诊断装置“SONIMAGE HS1”

柯尼卡美能达作为日本医用胶片领域的先锋，

以医疗诊断影像技术为核心，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满足医疗市场需求。

近年来，随着促进医疗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设备、系统、ICT服务的综合推出，

柯尼卡美能达助力实现迅速、准确的诊断服务。

推动医疗网络化发展的
ICT服务平台“infomity”

Digital Radiography Network SolutionDiagnostic Ultrasoun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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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区，中心医院拥有各领域的专业医生和先进的

医疗设备，然而却与患者常去的诊所相距甚远，双方往往难以

进行有效合作。

在这样的地区，当地医疗机构基于 “ 如果由分布于各处的

医生通过网络组建成一家综合医院就好了 ” 的设想出发，不断

促进中心医院与诊所间的相互合作体制，然而如何打造其网络

平台就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类似区域的医院，柯尼卡美能达提出了运用“联动

BOX服务”的医疗合作网络构建方案。该方案可使相距甚远的

医疗机构间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医疗信息共享。

举例而言，当急需诊断的患者被送至诊所后，通过与中

心医院专门医生共享诊断图像进行磋商，就可判断是否需要在

中心医院实施手术或是在诊所进行一般治疗。如果确实需要在

中心医院实施手术，通过事先信息共享，在患者送达之前也可

充分做好相应准备工作。

在另一方面，身处不同办公室的专门医生也可浏览同一

图像相互交换意见。甚至在住院患者情况发生突变时，主治医

生由于下班或出差等原因不在现场，也可在家中或户外查看图

像，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通过实现类似的多种合作方式，柯尼卡美能达为提高医

疗服务品质、创建令人安心生活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柯尼卡美能达的“联动BOX服务”是通过网络让不同医

疗机构间实现信息共享的服务。该服务基于牢靠的安全措

施，可随时随地确认电子病历及诊断图像，实现多名医生

间的医疗合作。

该服务系统无需专用电路，只要利用互联网连接即

可立刻导入，操作简洁且成本低廉。柯尼卡美能达计划将

该服务推广至众多诊所，积极致力为各个地区构筑医疗合

作网络。

近年来，随着日本高龄化及医院床位越发趋紧，患者可

足不出户接受治疗的“家庭医疗”服务需求日益增多。为了实现

良好的家庭医疗效果，由各领域的医生、药剂师、护士、康复

职员、健康管理师、护工等组成团队帮助患者及其家人的“家

庭医疗小组”就必不可少。在此，专业不同、岗位各异的相关

医疗工作人员如何及时、详尽地实现信息共享，就成为亟需解

决的问题。

针对这一课题，柯尼卡美能达提出了“家庭医疗云服务”

解决方案。该服务为家庭医疗团队的医疗从业人员提供门户

网站共享患者信息，实现团队内部更加紧密的合作。

举例而言，医生、护士、护工等医疗人员每次访问患

者，都会测量体温、血压及脉搏指标。当测量这些生命体征

数据时，只要将其输入平板电脑等终端，就可将每个人测得

的数据加以记录与统计，并生成数据变动表格，供全体人员

共享、使用。

而对于褥疮等情况，可将每次拍得的照片加以共享，实

时把握变化状况，并通过SNS功能互相交流来采取恰当的处

理措施。此外，利用该服务由药剂师统管所有的处方药，即

便出现皮肤科医生、齿科医生分别开出止痛药的情况，也可

防止患者重复服药隐患。柯尼卡美能达的服务从各个方面着

手，致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柯尼卡美能达的“家庭医疗云服务”，可将电子病历等

居家患者信息以云服务方式在存储于门户网站，实现信息

实时共享。

家庭医疗团队的相关工作人员可通过电脑或手机终

端登陆门户网站，综合了解到针对同一位患者各个工作人

员分别获取的数据信息，令所有人员共享使用。通过这一

方式，患者就能足不出户享受到与医院同样的合作医疗服

务。

中心医院

诊所

诊所

诊所

诊所

诊所

诊所

医生

药剂师

康复职员

护士

护工

健康管理师

柯尼卡美能达
数据中心

联动BOX

将需要合作的数据

进行自由存储及共享

家庭医疗云服务

助力打造医疗合作网络

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医疗合作

柯尼卡美能达的ICT服务
致力创造更好的医疗环境

通过网络实现医疗信息共享的“联动BOX服务”

解决方案

加强区域性诊所和中心医院的合作

课题

实现医疗从业人员间多种形式实时共享信息

课题

通过门户网站实现紧密合作

解决方案

支持家庭医疗小组的云服务

可实现家庭医疗团队间信息共享的“家庭医疗云服务”

Case 1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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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通过实现类似的多种合作方式，柯尼卡美能达为提高医

疗服务品质、创建令人安心生活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柯尼卡美能达的“联动BOX服务”是通过网络让不同医

疗机构间实现信息共享的服务。该服务基于牢靠的安全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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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医疗合作。

该服务系统无需专用电路，只要利用互联网连接即

可立刻导入，操作简洁且成本低廉。柯尼卡美能达计划将

该服务推广至众多诊所，积极致力为各个地区构筑医疗合

作网络。

近年来，随着日本高龄化及医院床位越发趋紧，患者可

足不出户接受治疗的“家庭医疗”服务需求日益增多。为了实现

良好的家庭医疗效果，由各领域的医生、药剂师、护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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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医院

诊所

诊所

诊所

诊所

诊所

诊所

医生

药剂师

康复职员

护士

护工

健康管理师

柯尼卡美能达
数据中心

联动BOX

将需要合作的数据

进行自由存储及共享

家庭医疗云服务

助力打造医疗合作网络

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医疗合作

柯尼卡美能达的ICT服务
致力创造更好的医疗环境

通过网络实现医疗信息共享的“联动BOX服务”

解决方案

加强区域性诊所和中心医院的合作

课题

实现医疗从业人员间多种形式实时共享信息

课题

通过门户网站实现紧密合作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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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1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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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最先进的“光学技术”
致力社会革新
感光、集光、导光——柯尼卡美能达作为操控光线的专家，凭借可任意控制光线的世界最先进的“光学技术”，

创造了其他公司难以企及的高附加值创新产品。

柯尼卡美能达今后将一如既往以世界顶尖的技术，为各行各业提供革命性产品，

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照明领域
从LED与有机EL等最先进的光源

研究到照明工具的品质管理，乃至室

内环境光，柯尼卡美能达的光学测量

设备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柯尼卡美

能达集团旗下的仪表系统公司的产

品，凭借其出色的

可靠性能成为了业

界的标杆产品。

分光器

电影院领域
柯尼卡美能达依托多年以来镜头

制造的专业知识，提供高性能镜头产

品。对品质及稳定性能要求颇高的数

字 电 影 用 投 影 仪

中，可确保高亮、

平整投影的柯尼卡

美能达光学元件也

应用其中。

投影仪用光学元件

显示屏领域
从智能手机到大型电视机，柯尼

卡美能达的测量设备作为业界标准广

泛应用于显示屏的色彩及亮度测试。

近年来，柯尼卡美

能达开发出与人类

眼睛感官相近的测

试仪，为提高显示

屏性能起到积极作

用。
显示屏色彩分析仪

汽车领域
想要达到预想中的颜色，离不开

色彩数值管理。柯尼卡美能达拥有丰

富的色彩测试设备产品线，从汽车外

壳到内部装饰用树

脂成型品，为提高

各类产品品质起到

积极作用。

分光测色仪

医疗领域
脉搏血氧仪，是利用光学测量技

术无需抽血即可检测动脉血氧饱和度

和脉搏的医疗仪器。柯尼卡美能达所

开发的世界首款指尖测量型脉搏血氧

仪问世后，不仅提

高了医疗工作效

率，还减轻了患者

负担。

脉搏血氧仪

家庭领域
大容量的蓝光光盘非常适合存储

不断高清化的电影资料。柯尼卡美能

达开发的蓝光光盘用读取镜头，可准

确从高密度光盘中读取数据，被广泛

应用于读取设备。

光盘用读取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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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性能起到积极作

用。
显示屏色彩分析仪

汽车领域
想要达到预想中的颜色，离不开

色彩数值管理。柯尼卡美能达拥有丰

富的色彩测试设备产品线，从汽车外

壳到内部装饰用树

脂成型品，为提高

各类产品品质起到

积极作用。

分光测色仪

医疗领域
脉搏血氧仪，是利用光学测量技

术无需抽血即可检测动脉血氧饱和度

和脉搏的医疗仪器。柯尼卡美能达所

开发的世界首款指尖测量型脉搏血氧

仪问世后，不仅提

高了医疗工作效

率，还减轻了患者

负担。

脉搏血氧仪

家庭领域
大容量的蓝光光盘非常适合存储

不断高清化的电影资料。柯尼卡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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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材料技术”与“制膜技术”
创造满足行业与社会期待的全新“功能”
“材料技术”是通过有机化学合成与组成设计等方式的独创高性能材料生成技术，

而“制膜技术”则是运用涂层、蒸镀等各类方式的精密薄膜加工技术。

柯尼卡美能达运用积累至今的核心技术，从保护、隔热、隔水、偏光、发光等方面，

创造出功能为行业与社会所需、具有高附加值的材料，

为创造符合新时代的丰富社会物质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

Core
Technologies

材料设计技术

制膜及覆膜技术

功能性窗贴膜

薄膜镜面

玻璃干板

有机EL照明

液晶偏光板用TAC薄膜

视野角度扩大用VA-TAC薄膜

阻隔膜

材料合成技术

For Displays

For Lighting

For Automobiles

For Building

For Mobile Displays

For Energy

液晶显示屏广泛应用于电视机、电脑、智

能手机等产品中。柯尼卡美能达提供其中保护

偏光板用的“TAC薄膜”，以及可扩大视野角度的

“VA-TAC薄膜”产品。此外还通过高附加值产品

的开发，积极促进各类显示屏技术发展。

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一代移动设备

的显示屏中，基于具有轻、薄特点，其不易破

损的塑料基板的柔韧性材料获得市场青睐。兼

具出色阻隔性及柔韧性的“高阻隔薄膜”，为提

高柔性设备的品质起到积极作用。

聚光型太阳能发电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

可将由多个镜面反射、聚集的太阳光转化为热

源的发电系统。柯尼卡美能达运用积累至今的

先进材料技术，成功开发出具有出色反射性

能、耐久性能的“薄膜镜面”。今后，柯尼卡美

能达将加快该产品的商业化开发，积极促进太

阳能发电的普及与发展。

通过施加电流令有机材料发光的“有机EL照明”，由于其

可整面发光且光线强度均匀，同时又具备耗费能源少、不使

用水银等环保特性，作为新一代照明方式而备受期待。柯尼

卡美能达率先于业界取得瞩目的开发成果，2014年柯尼卡美

能达公布实现世界最高发光效率139lm/W的白色有机EL照明

面板等产品。同年秋季，公司设立的全球首家导入卷对卷生

产工艺、白色及带有调色功能树脂基板的柔性有机EL照明面

板量产工厂正式投产，充分发挥柯尼卡美能达的原创技术实

力，促进有机EL照明的商业化开发。

面向要求绝对安全的汽车玻璃（车内方

向）贴膜市场，柯尼卡美能达也同样提供车用

“窗贴膜”产品。该产品可防止因较高的红外线

反射造成的车内温度过高，同时又以其出色的

电磁波穿透性能确保ETC、手机等车内通信终

端正常使用。
※根据各国法律要求，玻璃贴膜的范围及内容各不相
同。

柯尼卡美能达的“功能性窗贴膜”可用

于建筑物的窗玻璃上（室内方向），目前拥有

隔热、隔热+防污、防污及防爆等4款型号的

产品阵容。凭借出众的隔热性能，可降低室内

空调使用率，从而实现可观的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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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材料技术”与“制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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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构建革新创造型
全新业务模式

创新

测色仪

镜头

喷墨打印机

复合机

有机EL照明

X线图像摄影装置

纳米加工领域光学领域

材料领域
● 功能性有机材料合成
● 功能性有机材料设计
● 功能性微粒成型
● 制膜、覆膜

● 图像处理
● 成像流程
● 传送
● 精密驱动

影像领域

● 精密成型
● 表面加工

● 光学设计
● 光学测量

数字印刷系统

天象仪产品

被摄物 吸收图像

微分相位差图像小角散乱图像

照片为樱桃的摄影样本。只需一次摄影，即可获得包括传统X线照射图像

（右上）在内的3种数据。

Europe

China
Japan

North America

Asia & Paci�c

柯尼卡美能达为了开发并提供全新服务事业以顺应各地

区、市场及客户的需求，于 2014 年以世界五大中心（北美 /

欧洲 / 亚太地区 / 中国※/ 日本）体制，新设立 “Business 

Innovation Center(BIC)”。

BIC 以提高客户价值为目标，与当地各个开发机构、企

业合作伙伴等精诚合作，积极致力于事业开发。此外，BIC

的高级管理层及骨干员工构成都来自于当地招聘的本土人才，

为此与当地社会紧密融合的应对能力也是 BIC 的一大显著特

征。

Formation

新设立“Business Innovation Center”
扎根于全球客户、致力于事业开发

※ 预计2014年内设立

2014年4月，柯尼卡美能达在主要研究中心之一的东京八

王子工厂，成立了地上7层、总面积达约4万平方米的集团最大

规模的研究开发设施。

该设施作为面向多个领域研究的“知识共创空间”，公司致

力将其打造为实现跨越国界及组织架构壁垒的无障碍沟通，同

时兼具出色的环保及安全特点的“智能型”研究开发网点。基于

这种想法，我们将设施取名为“SKT : Smart R&D Office for 

Knowledge Work, and Trans-boundary Communication”。SKT

以开放式中庭为核心，拥有形式多样的交流空间以及激发丰富

想象力的研发环境。

在东京八王子工厂
建设新一代R&D研发设施

Core Technologies

要贯彻“Giving Shape to Ideas

（创意改变世界）”口号，创造符合时

代需求的新价值，其源动力在于柯尼卡

美能达长期以来所培养的独创核心技

术。涉及“材料领域”、“光学领域”、“影

像领域”及“纳米加工领域”等4大领域的

12项技术是缔造我们产品优势及竞争

力的源泉所在，也是柯尼卡美能达名符

其实的“核心技术”。通过将这些核心技

术加以融会贯通，创造具备高附加值的

产品，并在深化现有事业发展同时，致

力打造及培养支撑公司未来发展的全新

事业支柱。

从开发（创新）转化为革新（创新）──

充分融合多种丰富技术
致力创造新价值

柯尼卡美能达积极通过与各高校、政府研究机构等共同合作

的方式推进研究开发。例如，近年来，公司参与科学技术振兴机

构（JST）的“产学创新加速事业”项目，着手开发利用X线折射原

理的创新型X线摄影装置。

目前在医院等机构所使用的普通X线摄影装置，对于骨骼等

易于吸收X线的组织，其摄影相对简单，然而针对难以吸收X线的

软组织或软骨等就显得捉襟见肘。此次的共同研究，就是利用

“Talbot-Lau干涉仪”原理导入新技术，成功开发出对于软组织及软

骨的X线图像摄影装置。运用该装置，过去难以发现的极早期乳腺

癌、风湿病引起的软骨异常都有望得到及时诊断。

以产学联动方式开发“高灵敏X线摄影装置”

创新事例

柯尼卡美能达正致力从过去的基于“独自的差异化技术开发”的商品开发型业务模式，转化

为“融合客户价值提案、柯尼卡美能达核心技术及世界最先进技术”的革新创新型的业务模式。

其中，柯尼卡美能达通过与客户合作以及和其他公司的技术协作，进一步促进“open innovation”，

并为日本国内外合作伙伴提供“共同创造”的平台。

我们将秉持更高远的抱负、更强烈的自豪感投身于研究开发，为实现更美好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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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与业务合作伙伴间的信任关
系，在整个供应链中履行社会责任

在世界各国通过事业开展贡献于社
会，同时实施各类活动解决各地区
社会课题

以最大限度追求客户的满意和信任
为目标

打造让各种人才可尽情发挥的企业
环境，致力人才培养

遵照行动宪章积极促进信息公开

在产品及服务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
致力减轻环境负荷

地球环境

客户

股东、投资者

员工

供应商

当地社区及国际社会

柯尼卡美能达

目标形象

解决社会课题时，同时提高企业
竞争力及利润，为社会和企业双
双创出价值的企业

2016年度
在减轻环境负荷和企业成长两方面
设定目标

2013年度

减
轻
环
境
负
荷

企业成长

提高环境价值

● 防止全球变暖
● 构建循环型社会
● 降低化学物质危害
● 保护生物多样性

提高企业价值

● 销售额 ● 降低成本
● 回避风险 ● 品牌化

TOPICS柯尼卡美能达以实现“创造新价值”的经营理念为目标，致

力成为经营愿景所描述的“受到全球社会的支持、成为全球社

会不可或缺的企业”、“实现有力增长的强劲企业”。为此，公司

力求通过事业活动，创造出为社会带来品质提升的价值，积极

帮助解决社会课题。

柯尼卡美能达的CSR活动正是以这种“经营理念”、“经营

愿景“以及”柯尼卡美能达集团行动宪章”为宗旨。而为了让全体

成员充分理解并贯彻这一宗旨，柯尼卡美能达制作了全球通用

的“柯尼卡美能达集团行动宪章指南”，将行动宪章的各项内容

详细定义了具体的行动内容。该指南明确要求，需尊重由联合

国倡导，柯尼卡美能达也签署的《全球契约》以及《世界人权

宣言》等国际社会规范，将这一理念贯彻落实至每一名员工的

日常行动中。

 

柯尼卡美能达连续3年被收入于全球权威性

的社会责任投资（SRI）指数之一——“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World Indices”(DJSI World)品

牌 名 录 ， 同 时 自 2 0 0 4年 起 至 今 被 纳 入

“FTSE4Good Global”指数，获得日本国内外各大

SRI调查机构的高度评价。2014年1月，设立于瑞

士的全球代表性SRI调查及评级公司——

RobecoSAM公司，给予柯尼卡美能达“银级”评

价。此外，针对企业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应对措施

给予评价的国际性非盈利组织CDP，在其2014年

发布的“CDP JAPAN 500”评比中，柯尼卡美能达

获得“气候变动表现先进企业”和“气候变动信息公

开先进企业”称号。

柯尼卡美能达针对防止全球变暖、资源循

环利用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以 2050 年

为目标制定了长期环境计划 “ 环境展望 2050”。

作为确保完成该计划的具体行动方针，公司又

以 2016 年度为目标制定了 “ 中期环境计划

2016”。

该环境计划旨在将公司打造为贯彻 CSV

（Creating Shared Value）理念的企业，即 “ 解

决社会课题時，同時提高企业竞争力及利润，

为社会和企业双双创出价值的企业 ”。这样的

企业是可以满足 21 世纪社会要求的“ 可持续

发展企业 ”，基于这一思路，在“ 减轻环境负荷 ”

和“ 企业发展 ”方面都设定了目标。

兼顾企业发展与降低环境负荷的目标，制定“中期环境计划2016”

获得日本国内外评估机构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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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塞俄比亚开展植树活动 在柯尼卡美能达广场举办的企划展示 支持乳腺癌研究的捐款活动

有关CSR活动的详细信息，请登录以下网址。

http://www.konicaminolta.com/about-cn/csr/

努力创造新价值
提高社会品质

CSR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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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卡美能达希望通过开展企业体育活动和赞助各种体

育赛事，致力振兴体育事业，也能向担负未来发展的儿童及社

会各界传递体育活动特有的 “ 带来梦想与感动的力量 ”。

成立于 1970 年的柯尼卡美能达田径俱乐部，在日本最富

盛名的驿站接力赛 -- 新年驿站接力赛，获得了包括 2014 年度

在内的总共 8 次冠军，作为 “21 世纪驿站接力赛之王 ” 勇冠企

业团队接力赛。今后柯尼卡美能达将一如既往在此类田径活动

中力争上游，同时面向小学生和市民开设 “ 跑步教室 ”，向更

多人传递跑步的乐趣，为当地社会做出贡献。

此外，自 1997 年起作为特别赞助商支援 “ 柯尼卡美能达

杯日本女子职业高尔夫选拔赛 ” 以及成为亚洲足联（AFC）的

官方赞助商等，支援各种体育事业。柯尼卡美能达不仅仅提供

资金方面的支持，还以提供资料输出用的复合机产品等方式，

运用公司的事业活动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其他方面，诸如邀请儿童参观体育赛事，慈善捐款活动、

面向当地儿童举办体育活动等，柯尼卡美能达通过开展及支援

体育运动在全球各地积极投身各种活动。

1923年世界首台天象仪问世。此后历经34年，柯尼卡美

能达推出了日本史上首款天象仪。从此，作为涉及投映设备开

发及生产、节目内容制作，直至设施建造及运营的天象仪产品

综合制造商，柯尼卡美能达始终致力为社会创造、提供极富魅

力的产品与服务。

其中在设备开发方面，柯尼卡美能达还成功开发出

世界首款可同时控制光学式和数字式两种投映系统的

“GEMINISTAR”综合型天象仪产品，作为引领天象仪技术发展

的先锋，广受全球注目。同时，公司还通过“柯尼卡美能达天

象馆“满天”和柯尼卡美能达天象馆“天空”两大直营馆，为

观众奉献天象仪的崭新乐趣。

此外，柯尼卡美能达还充分运用直营馆运营中积累的专

业知识，为各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天象馆设计、建造乃至运营

的全方位支持，为观众带来无限梦想与感动空间。

为人们带来无限感动

天象仪
凭借天象仪产品事业开展近60年来积累至今的优秀技术及专业知识，

从投映设备的开发、生产、节目内容制作，直到设施的建造与运营，

柯尼卡美能达运用天象仪产品及服务将美妙星空奉献给观众。

振兴体育事业、给予赞助活动
柯尼卡美能达通过田径比赛，振兴体育事业，

此外，还通过对世界各地举办的高尔夫、足球等赛事给予赞助，

以此贡献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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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卡美能达希望通过开展企业体育活动和赞助各种体

育赛事，致力振兴体育事业，也能向担负未来发展的儿童及社

会各界传递体育活动特有的 “ 带来梦想与感动的力量 ”。

成立于 1970 年的柯尼卡美能达田径俱乐部，在日本最富

盛名的驿站接力赛 -- 新年驿站接力赛，获得了包括 2014 年度

在内的总共 8 次冠军，作为 “21 世纪驿站接力赛之王 ” 勇冠企

业团队接力赛。今后柯尼卡美能达将一如既往在此类田径活动

中力争上游，同时面向小学生和市民开设 “ 跑步教室 ”，向更

多人传递跑步的乐趣，为当地社会做出贡献。

此外，自 1997 年起作为特别赞助商支援 “ 柯尼卡美能达

杯日本女子职业高尔夫选拔赛 ” 以及成为亚洲足联（AFC）的

官方赞助商等，支援各种体育事业。柯尼卡美能达不仅仅提供

资金方面的支持，还以提供资料输出用的复合机产品等方式，

运用公司的事业活动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其他方面，诸如邀请儿童参观体育赛事，慈善捐款活动、

面向当地儿童举办体育活动等，柯尼卡美能达通过开展及支援

体育运动在全球各地积极投身各种活动。

1923年世界首台天象仪问世。此后历经34年，柯尼卡美

能达推出了日本史上首款天象仪。从此，作为涉及投映设备开

发及生产、节目内容制作，直至设施建造及运营的天象仪产品

综合制造商，柯尼卡美能达始终致力为社会创造、提供极富魅

力的产品与服务。

其中在设备开发方面，柯尼卡美能达还成功开发出

世界首款可同时控制光学式和数字式两种投映系统的

“GEMINISTAR”综合型天象仪产品，作为引领天象仪技术发展

的先锋，广受全球注目。同时，公司还通过“柯尼卡美能达天

象馆“满天”和柯尼卡美能达天象馆“天空”两大直营馆，为

观众奉献天象仪的崭新乐趣。

此外，柯尼卡美能达还充分运用直营馆运营中积累的专

业知识，为各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天象馆设计、建造乃至运营

的全方位支持，为观众带来无限梦想与感动空间。

为人们带来无限感动

天象仪
凭借天象仪产品事业开展近60年来积累至今的优秀技术及专业知识，

从投映设备的开发、生产、节目内容制作，直到设施的建造与运营，

柯尼卡美能达运用天象仪产品及服务将美妙星空奉献给观众。

振兴体育事业、给予赞助活动
柯尼卡美能达通过田径比赛，振兴体育事业，

此外，还通过对世界各地举办的高尔夫、足球等赛事给予赞助，

以此贡献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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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销售

生产

开发及其他

　商用系统事业

　工业用材料及设备事业

　医疗保健事业

　其它

柯尼卡美能达株式会社

日本
柯尼卡美能达商务解决方案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BIZCOM株式会社

Kinko's Japan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耗材株式会社

丰桥精密工业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耗材关西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电子株式会社

亚州、太平洋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Asia Pte.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India 
Private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Australia 
Pty. Ltd.
Ergo Asia PTY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M) Sdn. Bh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Vietnam 
Co.,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Thailand) 
Co., Ltd.
柯尼卡美能达商业系统（香港）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系统无锡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Kinko’s Korea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Technologies (Malaysia) 
Sdn. Bhd.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科技制造(香港)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研发（无锡）有限公司

北美、中南美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U.S.A., Inc.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Canada)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do Brasil 
Ltda.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de Mexico 
SA de CV. 
Copy Source Inc.
Konica Minolta Supplies Manufacturing U.S.A., 
Inc.

欧洲、中东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East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UK) Ltd.
Charterhouse PM Ltd.
Serians S.A.S.
Raber+Märcker GmbH
R+M Graphik GmbH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Italia S.p.A.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Roma srl
Konica Minolta Ukraine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Austria GmbH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Nederland B.V.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Greece S.A.
Konica Minolta Croatia-Business Solutions d.o.o.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Sweden AB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Spain S.A. 
Konica Minolta Slovakia spol. s.r.o.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Slovenia d.o.o.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Czech spol. 
sr.o.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Denmark a/s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Deutschland GmbH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Europe GmbH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Middle East 
FZE
Konica Minolta Turky Business Technologies A.S.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Norway AS
Konica Minolta Hungary Business Solutions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SE, Ltd. 
Konica Minolta BH-Poslovna Rjesenja d.o.o.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Finland Oy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France S.A.S.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Bulgaria 
EOO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BELGIUM) 
N.V.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Polska s.p. 
z.o.o.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Portugal, 
Unipessoal Lda. 

Konica Minolta Baltia UAB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Romania s.r.l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Russia LLC 
Konica Minolta Supplies Manufacturing 
France S.A.S.

日本
柯尼卡美能达化学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光电产品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光电元件株式会社

亚洲、太平洋
柯尼卡美能达精密光学（大连）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精密光学（上海）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光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Konica Minolta Sensing Singapore, Pte. Ltd.

北美、中南美

Konica Minolta Sensing Americas, Inc. 

欧洲、中东

Konica Minolta Sensing Europe B.V.
Instrument Systems GmbH

日本
柯尼卡美能达健康管理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技术产品株式会社

亚洲、太平洋
柯尼卡美能达医疗印刷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Konica Minolta Healthcare India Private Ltd.
柯尼卡美能达（厦门）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北美、中南美

Konica Minolta Medical Imaging U.S.A., Inc.

欧洲、中东

Konica Minolta Medical & Graphic Imaging 
Europe B.V.
Konica Minolta Medical Systems Russia LLC

日本
柯尼卡美能达天象仪产品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信息系统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技术咨询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商务伙伴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工程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With You株式会社

亚洲、太平洋

柯尼卡美能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美、中南美
Konica Minolta Holdings U.S.A., Inc.
Konica Minolta Laboratory U.S.A., Inc.

网点遍及全球45个国家的柯尼卡美能达集团
杉浦六三郎在“小西屋六兵卫店”开始经营
照相机及石版材料。（之后的柯尼卡株式
会社的前身）

发售日本首部自主品牌照相机“便携式照相
机Cherry”。

田嶋一雄创办“日独写真机商店”（之后的
美能达株式会社）。

推出“樱花伦琴胶片”

推出日本首款彩色胶片“樱花自然彩色胶
卷”。

天象仪1号机完成。

完成第一台复印机“copy master”。

推出世界上第一台内置闪光灯的35mm照
相机“C35EF（闪亮柯尼卡）”。

推出世界上第一台自动聚焦照相机
“C35AF（自动聚焦柯尼卡）”。

推出世界上第一台手指式脉搏血氧仪
“OXIMET MET-1471”。

推出世界第一台具有变焦放大/缩小功能的
“缩放复印机”【EP450Z】。

开发小型激光唱片用超高精度非球面塑料
透镜。

推出真正具有自动对焦功能的单反相机
“α-7000”。

推出医疗数码影像输出系统“激光成像仪
Li-10”。

推出黑白激光打印机“SP101”

推出数码全彩色复印机“CF70”

正式开展液晶偏光板用TAC薄膜事业

设立从事“聚合碳粉”生产及销售业务的合
资公司“柯尼卡美能达Supplies”

柯尼卡株式会社和美能达株式会社经营合
并

直营天象馆【闪耀星光大厅“满天”】开馆

推出新一代纺织打印机“NASSENGER V”

推出全世界首创的相位对比技术乳腺摄影
装置“Mermaid”

退出照相机、影像事业

首次开设“数码影像广场”

推出数字印刷系统
“bizhub PRESS C8000”

推出数字化平板摄影装置“AeroDR”

推出世界首款仅使用蓝磷光发光材料的有
机EL照明面板

“柯尼卡美能达天象馆”‘天空’in东京天空树”
开馆

经营体制重组，公司名称变更为“柯尼卡美
能达株式会社”

1873年

1903年

1928年

1933年

1940年

1957年

1960年

1975年

1977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9年

1990年

2000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7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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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销售

生产

开发及其他

　商用系统事业

　工业用材料及设备事业

　医疗保健事业

　其它

柯尼卡美能达株式会社

日本
柯尼卡美能达商务解决方案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BIZCOM株式会社

Kinko's Japan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耗材株式会社

丰桥精密工业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耗材关西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电子株式会社

亚州、太平洋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Asia Pte.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India 
Private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Australia 
Pty. Ltd.
Ergo Asia PTY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M) Sdn. Bh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Vietnam 
Co.,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Thailand) 
Co., Ltd.
柯尼卡美能达商业系统（香港）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系统无锡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Kinko’s Korea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Technologies (Malaysia) 
Sdn. Bhd.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科技制造(香港)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研发（无锡）有限公司

北美、中南美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U.S.A., Inc.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Canada)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do Brasil 
Ltda.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de Mexico 
SA de CV. 
Copy Source Inc.
Konica Minolta Supplies Manufacturing U.S.A., 
Inc.

欧洲、中东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East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UK) Ltd.
Charterhouse PM Ltd.
Serians S.A.S.
Raber+Märcker GmbH
R+M Graphik GmbH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Italia S.p.A.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Roma srl
Konica Minolta Ukraine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Austria GmbH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Nederland B.V.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Greece S.A.
Konica Minolta Croatia-Business Solutions d.o.o.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Sweden AB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Spain S.A. 
Konica Minolta Slovakia spol. s.r.o.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Slovenia d.o.o.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Czech spol. 
sr.o.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Denmark a/s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Deutschland GmbH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Europe GmbH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Middle East 
FZE
Konica Minolta Turky Business Technologies A.S.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Norway AS
Konica Minolta Hungary Business Solutions Lt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SE, Ltd. 
Konica Minolta BH-Poslovna Rjesenja d.o.o.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Finland Oy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France S.A.S.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Bulgaria 
EOOD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BELGIUM) 
N.V.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Polska s.p. 
z.o.o.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Portugal, 
Unipessoal Lda. 

Konica Minolta Baltia UAB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Romania s.r.l 
Konica Minolta Business Solutions Russia LLC 
Konica Minolta Supplies Manufacturing 
France S.A.S.

日本
柯尼卡美能达化学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光电产品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光电元件株式会社

亚洲、太平洋
柯尼卡美能达精密光学（大连）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精密光学（上海）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光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Konica Minolta Sensing Singapore, Pte. Ltd.

北美、中南美

Konica Minolta Sensing Americas, Inc. 

欧洲、中东

Konica Minolta Sensing Europe B.V.
Instrument Systems GmbH

日本
柯尼卡美能达健康管理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技术产品株式会社

亚洲、太平洋
柯尼卡美能达医疗印刷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Konica Minolta Healthcare India Private Ltd.
柯尼卡美能达（厦门）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北美、中南美

Konica Minolta Medical Imaging U.S.A., Inc.

欧洲、中东

Konica Minolta Medical & Graphic Imaging 
Europe B.V.
Konica Minolta Medical Systems Russia LLC

日本
柯尼卡美能达天象仪产品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信息系统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技术咨询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商务伙伴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工程株式会社

柯尼卡美能达With You株式会社

亚洲、太平洋

柯尼卡美能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美、中南美
Konica Minolta Holdings U.S.A., Inc.
Konica Minolta Laboratory U.S.A., Inc.

网点遍及全球45个国家的柯尼卡美能达集团
杉浦六三郎在“小西屋六兵卫店”开始经营
照相机及石版材料。（之后的柯尼卡株式
会社的前身）

发售日本首部自主品牌照相机“便携式照相
机Cherry”。

田嶋一雄创办“日独写真机商店”（之后的
美能达株式会社）。

推出“樱花伦琴胶片”

推出日本首款彩色胶片“樱花自然彩色胶
卷”。

天象仪1号机完成。

完成第一台复印机“copy master”。

推出世界上第一台内置闪光灯的35mm照
相机“C35EF（闪亮柯尼卡）”。

推出世界上第一台自动聚焦照相机
“C35AF（自动聚焦柯尼卡）”。

推出世界上第一台手指式脉搏血氧仪
“OXIMET MET-1471”。

推出世界第一台具有变焦放大/缩小功能的
“缩放复印机”【EP450Z】。

开发小型激光唱片用超高精度非球面塑料
透镜。

推出真正具有自动对焦功能的单反相机
“α-7000”。

推出医疗数码影像输出系统“激光成像仪
Li-10”。

推出黑白激光打印机“SP101”

推出数码全彩色复印机“CF70”

正式开展液晶偏光板用TAC薄膜事业

设立从事“聚合碳粉”生产及销售业务的合
资公司“柯尼卡美能达Supplies”

柯尼卡株式会社和美能达株式会社经营合
并

直营天象馆【闪耀星光大厅“满天”】开馆

推出新一代纺织打印机“NASSENGER V”

推出全世界首创的相位对比技术乳腺摄影
装置“Mermaid”

退出照相机、影像事业

首次开设“数码影像广场”

推出数字印刷系统
“bizhub PRESS C8000”

推出数字化平板摄影装置“AeroDR”

推出世界首款仅使用蓝磷光发光材料的有
机EL照明面板

“柯尼卡美能达天象馆”‘天空’in东京天空树”
开馆

经营体制重组，公司名称变更为“柯尼卡美
能达株式会社”

1873年

1903年

1928年

1933年

1940年

1957年

1960年

1975年

1977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9年

1990年

2000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7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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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6号免税商务大厦26楼01室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9号津汇广场写字楼1座17楼1707室  300051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系统无锡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新区高浪东路19号第一上海广场1008室 214028

Tel：0510-85282502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15号国际金融大厦22D 116001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206号城市广场2-1605室  110001

Tel：0411-82506228   Fax:0411-82506238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8层(办公层)、3层(展厅层) 100020

Tel：010-58102000   Fax:010-65973357 

Tel：022-59955150   Fax:022-59955151

上海市松江区美能达路368号  201613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3号来福士广场T1 1504室  610041

柯尼卡美能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数码印花营业部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899号飞洲国际广场23楼B室  200030

Tel：021-54489671   Fax:021-54489871 

柯尼卡美能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89号金宝大厦1106B室 100005（4月30日前）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8层 100020（5月1日后）
Tel：010-85221551   Fax:010-85221241 

柯尼卡美能达医疗印刷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西安办事处

西安市锦业路一号都市之门C座20层思禾商务中心2031室  710075

Tel：029-87300686   Fax:029-87300696

柯尼卡美能达（厦门）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阳工业区翁角路308号5号楼  361022

Tel：0592-6892525   Fax:0592-6899827

上海市铜川路70号新城市中心广场19楼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研发(无锡)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长江南路2号-1  214028

Tel：0510-85345511 Fax：0510-8534 5522

Tel：021-60673128 Fax：021-60673126

Tel：028-66804111 Fax：028-66804112

25 5

C座603室

909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系统无锡有限公司 苏州分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苏惠路88号环球财富广场1幢801室 215021

Tel：0512-62620377 Fax:0512-62620370

Fax:021-53023051Tel：021-60321200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研发(无锡)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系统无锡有限公司 苏州分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厦门)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系统无锡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医疗印刷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光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医疗印刷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西安办事处

柯尼卡美能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数码印花营业部

柯尼卡美能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1号中信大厦17-4室  400020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7号中关村大厦708室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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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意 改 变 世 界

柯尼卡美能达集团
公司简介
2015

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2-7-2

象征标示

这个以地球为主题的象征性图案“球形标志”，其表达的涵义为柯尼卡美能达的无限发

展，以及向世界客户提供新的价值。

柯尼卡美能达株式会社

http://konicaminolta.jp
http://www.konicaminolt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