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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加快大金集团的一体化经营、全力拓宽经营内容

并扩大区域范围，使大金集团成为被全世界客户所信赖、

集团上下全体员工为之自豪并奋发工作的企业，必须制定

一个简明易懂的集团公司经营理念并彻底地贯彻落实。同

时，做为集团公司全体员工凝聚力的体现，经营理念的制

定将更加有利于各位员工开拓思路、大胆创新并灵活多样

地开展工作。基于这一想法，特将集团公司必须共有的“企
业哲学”以“大金集团经营理念”的方式加以明确。  
   今后大金集团各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计划，都将根据

这－经营理念来制定。同时，集团公司的各位员工在工作

中遇到难以判断或无法做出决定的情况时，也应该反复领

会这一理念的精神，以此为依据进行判断并做出决定。  
    我坚信，当大家领会了集团公司经营理念的精神并落

实在行动中，充分发挥各自熠熠生辉的个性，在工作中大

显身手的时候，大金集团的优良传统－“灵活的组织运作和

快速的经营决策”－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实现我

们所追求的成为“全球性企业”、“真正的一流企业”的目标

也就为期不远了。  
    让我们每一位员工都在“最高的信誉”、“进取的经营”、
“明朗的人和”的公司纲领的指引下，遵循经营理念，坚信

人所具有的无限潜力，不断向更高的目标挑战，朝着实现

成为“超一流的全球性企业集团”、“能使员工引以为豪并充

满活力奋发工作的企业集团”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吧！  
                                         2002年8月  

 取缔役会长 兼 CEO  
  
 



1 发掘“下一个需求”  创造新

的价值  
   在市场营销活动中深入探求顾客的内在

需求，敏锐洞察社会动向的变化，由此发现

那些连顾客自己都尚未察觉到的“下一个需

求”和“梦想”并使之具体化。这既是我们的

使命，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做为生产

厂家，通过优质安全的商品、材料和服务，

始终为客户提供领先一步并具有最高水平

的便利和舒适。同时，还要不断地为客户提

供新的惊喜和满意。  
    我们相信，只要将此付诸实践，集团公

司的效益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业务规模也

能得到迅速的扩大。  
 



2 以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技术为社

会做贡献  
    无论处在任何时代，在每一个业务领域

里，如果没有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技术

力量，就无法实现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我们要在提高市场占有率、开拓新市场

的同时，坚持不懈地努力提高技术水平，通

过持续不断地向市场推出高度个性化商品、

高附加价值商品、解困提案型商品以及现有

商品的新用途开发等，为社会做出贡献。我

们不仅要将现有的核心技术提高到具有压

到优势的水平，还要不断引进世界先进、尖

端的技术，并将其与本公司的技术相融合，

由此确立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以技术领先

的大金”这一地位。  
 



3 提高企业价值  实现新的梦想  
    我们要努力实现重视资本效益的企业

经营，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价值。      
    提高企业价值既可以扩大经营的选择

余地，实现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又可以奠定

灵活而坚实的经营基础，同时也可以增加为

实现新的梦想而进行投资的机会。  
    企业价值的提高，除了有助于通过股价

上升和稳定的分红来更加满足股东的期待

之外，还能够充实研究开发为客户提供先进

的商品、解困提案型商品、为所在地区做出

贡献等，以此回报企业的所有相关各方。特

别是对在大金集团工作的员工及其家属来

说，企业价值的提高将会使生活更加稳定，

质量不断提高。  
 



4 从全球角度去思考和行动  
    大金的历史是与全球业务的展开密切

相关的。在扩大日本国内业务的同时，做为

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大力开展业务的跨国

集团，我们要从全球角度去研究、制定并实

施经营战略和方针。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根据各国、各地区

的特点，有计划地培养能够理解大金公司的

理念、传统和企业文化，有能力在集团经营

中独当一面、承担重任的当地人才，以实现

经营的本土化。同时在此基础上，加速进行

跨公司、跨国界的人才交流。  
 



5 创建灵活而充满活力的集团公

司  
1 各负其责  相互协作  
    我们要在集团公司内充分地共享信息、交流经

验，以实现集团各公司业务的扩大和发展，同时提高

集团公司整体的相乘效应。      
    大金工业株式会社和集团各公司所承担的任务

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根据各个时期情况的变化或各

自的特点进行灵活的调整。      
     在此前提下，集团各公司要遵循集团公司的经

营理念和经营方针，朝着同一个方向，提高各自的能

力，尽到各自的责任。同时，集团各公司还应不断提

出新的建议，为集团公司整体的发展做出贡献。      
    集团各公司最熟悉所在国、所在地区的实际情

况。因此，在集团公司的基本方针指导下，大金工业

株式会社和集团各公司应该共享来自第一线的经营

信息，充分进行双向沟通。在此基础上，集团各公司

应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灵活机动地开展工作。  
  
 



2 相互激励  共同提高  

    要在生产、销售、研究等所有领域里，

以一种既严格认真又友好合作的态度，与客

户、供应商及合作伙伴建立起一种相互切磋

的关系。  
    所谓相互切磋，是指在牢固的信赖关系

的基础上，既互相激励又站在各自的立场上

不断满足对方的期待，求得共同发展的这样

一种关系。   
 



6 在环保方面走在社会的前面  
   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地球环境，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使命。因此，在进行各项业务

活动时，将优先地开展环保活动。        
    在商品开发、制造和销售等所有的经营

领域，将全面开展维护并改善地球环境的活

动。同时还将大力促进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商

品开发和技术革新。        
    要树立“环保是重要的经营资源”这一

观念，将环保活动和企业经营结合起来。通

过开展环保活动，将使我们获得社会的信

赖，促进企业各项业务的扩大，进而提高我

们的经营业绩。我们要永远做“致力于环境

保护”的先进企业，成为一个优秀的“地球市

民”，在保护和创建良好的地球环境活动中

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7 审视与社会的关系  积极行动  

赢得信赖  
1 公开  公正  让社会了解大金  
   在我们开展业务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要尊重当地

的文化，积极传授大金的成功经验，并使之扎根、开

花、结果。在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的同时，以高度的

企业伦理规范自己的行动。在企业活动中，贯彻公平

竞争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提供企业信息，切实承担

起企业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      
    同时要积极主动地将这些活动情况介绍给社会，

使公众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的经营方针和经营姿态，

让大金集团成为一个更加受到社会信赖的企业。  

  

 2 为地区社会做出我们特有的贡献  
    通过扩大业务来为当地的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做

出贡献，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将积极地做好这

项工作。  
    此外，我们还要敏锐地掌握所在地区地需求，采

取具体的行动，创造出大金特有的社会贡献，成为一

个公众喜爱的、社会欢迎的集团公司。  
 



8 每个员工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是

集团公司发展成长的动力  
1 每个员工成长的总和是集团公司发展的基

础  

    每个员工依靠个人的努力提高自身的

素质和能力，在各负其责的基础上尽情地发

挥自己的才能，这对于正向全球发展的大金

集团来说极其重要。期待着老、中、青全体

员工都以主人翁的精神活跃在各自的岗位

上。      
    公司和员工之间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

系。公司为员工提供发挥才能的机会，员工

则为满足公司的期待而积极工作。在这种彼

此信赖、相互负责的关系中，公司需要的是

能够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积极、慎审的

判断和决定，不墨守成规，提出创造性建议

并能将之付诸实践的人才。对于这样的人

才，将根据其成果给予相应的回报。公司将

彻底实行这种“在机会上平等”和“在结果上

公平”的人事制度。  
 



2 自豪感和忠诚心  
   在公司渡过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的员

工，如能抱着明确的奋斗目标，满怀热情地

专心工作，将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公司将尊

重多样化的价值观和职业观，创造出一个能

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使员工感到自豪并

愿意长期工作下去的良好环境。      
    在此基础上，公司要求每一位员工在大

金集团工作期间，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忠诚

心，即遵循公司的经营理念和据此制定的经

营方针，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对那些为公

司的成长和发展有所贡献并愿意长期工作

下去的员工，公司将努力维持并扩大与他们

的雇用关系。  
 



3 激情和执着  
    制定一个出色的战略方针固然重要，

但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则取决于能否灵活

地适应各种变化，能否及时而迅速地采取行

动以领先于社会。      
    因此，要将“实践、实践、再实践”这一

方针贯彻到集团公司的每项业务和各级组

织，要求员工在行动计划中具体落实既定的

方针策略，按期拿出成果，并使之形成习惯。   
    勇于实践的动力来自对工作抱有的“梦
想”、使梦想变成现实的“激情”以及不达目

的誓不罢休的“执着”。我们要成为一个全体

员工人人拥有梦想、个个满怀激情和必胜信

念并勇于实践的集团公司。   
 



9 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灵活和

快速”的组织运作  
1 参与  认同  行动  
   及时地共享信息，自由地阐述己见，反

复地交流讨论，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在全员

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最佳方案。经过“众人讨

论、一人决策”之后，上下团结一致，朝着

既定的目标共同努力。      
    为此，要加强并完善“骨干负责、众人

协作”等各种灵活的组织运作方式，解决各

个时期的经营课题。同时，每一个员工不仅

要在上下级组织体系中尽到自己的职责，还

要根据各人的分工，充分运用各自的信息

网，大胆地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

的能力，尽早取得成果。要使“灵活的组织

运作和快速的经营决策”落实到集团公司的

每项业务和各级组织中，使之成为集团公司

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经营特长。  
 



2 只有挑战者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  
    我们将永远是一个富于挑战精神的集

团公司。      
    我们要勇敢果断地采取措施，既在现有

业务领域中确立压倒性的优势，又不断开拓

新的业务领域，同时开展各项经营革新，从

而使我们的集团公司在短期及中长期发展

方面，成为始终拥有许多挑战机会和经营课

题的企业。        
      人只有不畏失败，不断地向看似难以

实现的高难目标进行挑战，才会取得更大的

进步。公司在向抱有远大志问、敢向困难挑

战的员工提供支援的同时，将为具有积极性

和创造力、愿为公司做贡献的员工提供更多

的挑战机会。  
   
 



3 汇集各种人才  发挥团队力量  

    采用更加多样化的雇用形式，从公司内

外汇集各种人才。每一个员工都充分发挥各

自的专业特长，同时通过上下左右相互协作

和灵活多样的组织运作，将个人的才能汇集

起来，形成团队优势，团结一致，向着共同

的目标迈进。      
    凝聚集体的力量向高难目标挑战，实现

目标时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大金集团就是

这样一个充满了真正意义上的“明朗的人

和”的企业。  
 



10 畅所欲言 勇于挑战 最佳选

择 独创经营  
    大金集团有许多值得自豪的优良传统

和企业文化，其中包括无拘无束、畅所欲言

的自由氛围；勇于挑战、大胆实践的野性魅

力；坚持大金独特的顾客至上、真诚待人的

经营之道；审时度势，发挥己长，展开多种

多样的领先于他人半步乃至一步的灵活措

施这种意义上的“最佳选择、独创经营”等
等。      
    我们要继承这些优良传统和企业文化，

并加以发扬光大，使其跟上时代的步伐，成

为我们能够在全世界引以为豪的优势，使大

金集团成长为得到全世界客户信赖、值得全

体员工为之骄傲的充满魅力的企业。  
 



大金集团的环保方针  
环保理念    

在环保方面走在社会的前面  

     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地球环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使命。因此，在进行各项业务活动时，将优先地开展环保

活动。        
      在商品开发、制造和销售等所有的经营领域，将全

面开展维护并改善地球环境的活动。同时还将大力促进有

利于生态环境的商品开发和技术革新。        
    要树立“环保是重要的经营资源”这一观念，将环保活

动和企业经营结合起来。通过开展环保活动，将使我们获

得社会的信赖，促进企业各项业务的扩大，进而提高我们

的经营业绩。我们要永远做“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先进企业，

成为一个优秀的“地球市民”，在保护和创建良好的地球环

境活动中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行动准则  

1.全体员工要增加环保知识，在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中，采

取对地球环境负责的行动。  

2.在集团各公司内积极有效地开展“环保经营”，建立并贯

彻落实环保经营体系，并使之日臻完善。   

3.在商品开发、制造、销售、流通、服务以及废品再利用

等所有业务中，广泛开展环保活动。特别是开发能为保护

并改善地球环境作出贡献的新商品及开展技术革新，进而

通过环保经营，成为环境保护的先行者。   

4.在实施集团公司统一的环保措施的同时，根据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并积极地与相关企业和外

部的组织、机构进行配合及协作。  

5.如实、公平地向社会提供环保信息，认真、虚心地听取



并采纳来自公司内外的意见和建议，使环保工作不断得到

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