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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ओࣕÿओՄҨ֝߿ٶӛϩϴؒ
● 与生产活动有关的技术的研究开发、普及、人才培养、资质认证、TPM奖

公益社团法人 日本设备维护协会
● 实施工业英语普及活动、工业英语能力测试（文部科学省支持）

公益社团法人 日本工业英语协会
● 与企业信息化有关的调查、开发、普及检查活动

公益社团法人 企业信息化协会（IT协会）
● 系统集成、软件开发和引入、基础设施/网络构筑、面向法人的智能设备的引入和开发

株式会社 JMA系统

● 与经营咨询、经营诊断、业绩研修、TPM活动有关的咨询、研讨会、讲师派遣、面向制造业的通讯教育、出版、视频教材

株式会社 日本能率协会咨询
● 政府部门和民营企业的调查研究业务、会员制的商务信息提供服务
（MDB）业务等

株式会社 日本能率协会综合研究所
● 人才培养援助业务（通讯培训、电子化学习、集体研修、评估）记录业务、
（NOLTY、PAGEM、Bindex）、出版业务（商务书籍、月刊杂志）

株式会社 日本能率协会管理中心
● JMA控股集团整体的统辖、业务推动

株式会社 JMA控股

人才培养·组织结构开发

为制造业提供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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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对象

研修课程（例）

企业经营者

法人代表研修

公司董事

经营革新讲座
新任董事研修，新任执行董事研修

生产

采购·SCM

企划·开发

质检

生产技术
生产管理
生产战略
生产策划

购买
采购
采购开发
SCM
采购战略

设计
R&D
商品策划

质量保证
质量管理
R&D
商品策划

人才培养、组织结构开发
人才培养、组织结构开发、贯彻理念、多样化

部长
JMI (JMA Management Institute)
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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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MA GENBA Management Conference & Award in Thailand
（在曼谷召开)

ҟёފϼ࡛ҋйϼϸ҈ϡԍэ୳ࠅ䦚

■ 一线生产主管大会（在名古屋，福冈，仙台召开）

部门研修

岗位研修

人事·人力资源开发
组织结构开发
市场营销
销售等研修 等等

面对部长
面对课长
面对骨干员工
面对新员工的研修

工作技能研修

先进经验发表会

领导能力
沟通
战略思考
多元化 等等

KAIKA 研讨会
市场营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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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优秀工厂奖
表彰那些在提高生产性，
改进质量并在改善活动中取得良好成果的
日本企业或亚洲企业。

3 ֞भޝ۴֏ء࢙ڶ
ޕϩ҇ޝ۴Ќߎ࢙ڶՆ䦚

经营干部的培养

＜CPE＞

＜CPP＞

＜CPF＞

●

骨干·新员工的培训

● 面对生产技术者

● 面对购买·采购负责人

● 面对一线生产主管

●

工作方式改进

●

全球商业研讨模拟课堂

●

构建教育体系

●

行政评价等

●

主

一线生产主管发表自己公司改进以及改革案例。
由与会者投票，决定最优秀案例。

3

展览会／
有关开发·技术的研修和研讨会

ISO审查，温室气体验证，
第三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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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的产业领域
观光/食品关联

制造·生产设备·基础设施

住宅·建筑·适居环境

食品加工·包装

农业

医疗·保健

环境·能源

技术

交通·车辆

OEM·PB

FOODEX JAPAN
JMA于1976年举办第一届FOODEX JAPAN。
至今已有80多个国家参展，是亚洲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展会。

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ISO 9001(QMS)

ISO 14001(EMS)

ISO 45001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

日本优良农业规范

ISO 22000(FSMS)

ISO 13485(MD-QMS)

JGAP/ASIA GAP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市场调查行业国际认证

FSSC 22000(FSSC)

ISO/IEC 27001(ISMS)

ISO 20252(MRSPC)
等等

食品安全管理协会体系

JFS-C
我们正在进行15种类型的筛选和注册服务（截至2018年3月）
。

2 ϩԮэт·भϡ୳ф୳ॗϿ
-0$࡙ۯୌتзྉઉभҞ֥ঊҨӊϪҥഷޚ䦚

2 ,62୳

主题
● 固有技术

● 研究·开发

发动机技术，电源系统技术，
产品安全技术，工作机械技术等

开发·技术·研究部门管理层的培养，
创新力培养等

● 技术英语

技术英语能力培训
（图纸，规格书，产品介绍）

-0$ЄёйϱڄۯϦழࣥϡ܉ԑҌࡧߵ܉ԑҤ֚ϡҮࡑ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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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修题
● ISO9001·ISO14001

・审查人培养
・内部审计员培养
・新任事务局人员研修
・基础知识
・规格讲解

3 ࣁ֔فݒऊϿ܀·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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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

・FSSC22000 内部审计员培养
・FSSC22000 规格讲解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讲解
・食品安全研讨会

● ISMS

・内部审计员培养
・信息安全法律法规讲解
・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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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 Messe 召开的展览会 例子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HANNOVER MESSE)] (国际产业技术展览会)
[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 (CEBIT)] (国际情报通信技术展览会)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运输系统展览会 (CeMAT)] (国际内部运输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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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公开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 CSR报告书验证·CDP验证

根据验证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 1.2.3）的结果，我们发行第三方验证报告书。

能应对广泛制度的验证
● 审查和验证国外的CO2减排·吸收项目
（两国间信用机制）
● 企业减少排放量措施的各种制度（ASSET）的审查和验证
● 审查和验证J-Credit Scheme（森林吸收，排放量）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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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KA经营

亚洲共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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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课题的意识

挑战新思维

超越组织结构协同合作

创造解决社会课题的新价值

ӎ҈ϸцяӆ֎ݘϱ܇ЇϥϣϬЈϡ࠱ҜϿ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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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KA模型
个人的活力

组织的活力

组织的社会性

・有自己的目标感

・组织的任务和目标要一致

・主动作为社会

・自律思考和自律活动

・有部门之间的互信互助

・尊重社会的多元化

・对自身成长的成就感

・新思维的尝试与学习

・提高对社会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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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业绩
● 案例发表会

- 亚洲日资企业高管层与大家

分享案例
ఱцϬԆఌӥැ.$,.$ᒎआ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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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亚洲各国政府·学会·产业界共同举

办课题解决研讨交流大会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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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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ЌଛϲϥзϽࡳ֏т༯>ϪϡЌҨ@䩟>ިޕԛЌ@ф>୰ࢧҜЌ@䦚
ϨЌଛϴঈҏЅ䩟-0$ߙҞ>Ϫ@ϡЌҨϥѪඬϽϡԑ݉䦚
Ԝϥऴӊϸ҈ϡ٣ߚ䩟-0$ҵРϦёࣄࡄ䩟ࡾݨяӆݸث֎ݘϦܙܙЄЄϡ՜֣䦚

1 ϩԮҮॹϡݓ݆҇ٿф݆ݍۏݓϡтҲ

ቋཪ
成立-1970年代

ЋҴ৭яӆఌӌцϡҮॹ՜֣Ћяӆ֎ݘ٤оѵњϡҮॹҤఱ䩟

1942年成立日本能率协会。对许多工厂的生产效率进行了实地调研，在提高产能

ϢЙҟёӥැϣҋ>Үॹࠅ֣݆@ݓ՜ඵ䦚

方面做出了贡献，还培养了许多生产技术人员。JMA的事业也随着日本经济发展而
扩大，新业务包括能率手册的发行，人才培养事业，举办维修展 (Maintenance

ࡔ֔ХЄҋтҲϩԮϪҥ܉ԑф߃ءϡ݆ݍۏݓ䦚

Show)，FOODEX JAPAN等展览会。

1980年代

2 ҮॹཪЈϡࠃ৷

开始对企业和产业界经常遇到的经营问题和其它各式各样的问题作背景分析研究，
并为企业指出应该的前进方向。1987年发表了[世界最优化经营革新]。

цఌф֎ݘҮ߁ϺϡԳϴघϿ՜֣фҮॹ՜֣ӑࠧд୳ૢ䩟
Ћఌ٤৷؎ϡӓՖҤזфц೫䦚
ётԣϦҮॹཪЈዋ৷>.$,.$Үॹӥᒃ@䦚
ԷӆڱϲϥцॵॹؽҤܴՖҲϤआϡۨՖ䩟
٤ዋ䦯Ϫ·ॵ·घϿ䦰ϡЈ٣ߚ䦚

1990年代
1990年成立[JMA管理学院 (JMA Management Institute)]是一所培养选拔新一代企
业领导的教育机构。另外，在产业界各个行业要求实施世界标准的背景下，1994
年成立了国际标准规格ISO审查机构[JMAQA]。

3 тҲҜԮ䦱-0$0DQDJHPHQW䦲䩛֊ᑂ䩜
2000年代以后

-0$тҲϡҮॹєۏٶ՚Үॹࠅ֣䦙
зЈभєۏ䩟ӥѓЌфҦ֣䩟

研发和创造力是未来日本企业强化竞争力的源泉，为此JMA创设了[日本CTO论坛

Ԫ-0$ئݼϡ؇ࡠЋఌ܋֎о۔ϱϡҮॹږଯ䦚

(Japan CTO Forum)]。至今仍有来自日本代表性企业的最高技术责任 (CTO)参与我

؎ХߵЗೀཾ-0$ϡ҅҃фԷؚϿఌϡєୂ䦚

们的论坛。

2010年代以后
2012年JMA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发表了[亚洲共进化]的倡议，鼓励日本产业界帮助
亚洲地区解决课题以实现共同致富。另外提倡了以社会等外向发展为经营主线的
「KAIKA 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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