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创造美好未来而努力

多样性和包容性将加快创新集特

井上湖来心桑的作品

“我想象妈妈工作的公司

腾飞世界。可以把员工们

的头像放到飞机和轮船的

窗户里”

希望匿名的员工的作品

“孩子给作品起的标题是

《喜欢法式面包的鬼》。我

认为体现了多样性世界

观，于是应征”

●封面插图　平峯诗桑的作品
“标题是《树叶》。主角不是羽毛，而是一片片色彩各异的树叶。我让浸有白色颜料的

毛巾从头顶上坠落，形成图案，根据该图案想到了一只鸟俯视的构图。听说被选为封

面作品，非常高兴”

“这是上小学的女儿的作品。我认为树叶象征Diversity，树叶汇集起来变成羽毛，拥有

艳丽羽毛的鸟象征Inclusion，偶然形成的图案激发的构思成为Innovation的过程，与

D&I的理念完全吻合，于是应征”（母亲郁桑）

●封面的D&I徽标　堤亮太桑的作品

“我一边与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谈论‘多样性’一边创作了这幅作品。在标志下方用

点字表现了D and I。起初点字的颜色是一样的，儿子知道彩虹象征着‘多样性’和‘共

生共存’后提出建议，于是重新编排整体配色，尝试用点字和各种色彩表现‘多样性’和

‘共生共存’”

“很高兴我们的徽标入选。今后我要学习‘多样性’和‘包容性’”（儿子健人桑）

感谢大家应征封面插图！

本次的主题是“风雨同舟”。除了被采纳的作品以外，也征集到其他精彩作品，因此与应征者的评论一并介绍。

井上湖来心桑的作品

“我想象妈妈工作的公司

腾飞世界。可以把员工们

的头像放到飞机和轮船的

窗户里”

希望匿名的员工的作品

“孩子给作品起的标题是

《喜欢法式面包的鬼》。我

认为体现了多样性世界

观，于是应征”

本致辞是去年6月向全球的帝人集团员工发布的。

本期重新登载。

致帝人集团的全体员工

2020年6月17日

最近在美国发生的悲剧性事件以及针对该事件的全球性抗议行动，

对于我们公司和未来的社会而言，再次显示了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重要性。

我们要秉承奠定集团根基的企业理念，一如既往地按照我们的行为规范去行动。

帝人集团郑重承诺，全球员工将打造公平、接受并尊重多种多样的人力资源的

（包容性）企业文化。

我们不容忍任何的歧视和憎恨。

希望大家始终牢记上述要求开展日常活动。

代表取缔役社长执行董事 CEO

铃木 纯

帝人株式会社
全球多样性和包容性推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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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业务整合创建的新医疗保健业务

Japke　在这次的组织重建和业务整合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田中　首先是努力让全体员工理解整合的意义，这项工作仍在

继续。当然我从整合前就开始传递信息，但是实际启动后，随

着工作忙碌起来，出现了“为什么自己必须接受这种改变？”、

“担心无法兼顾现有工作与新工作”的意见。我们应当追求的

状态是“支持区域综合护理系统的团队营销”，由一名营销员

在主管区域发挥医药品和家庭医疗器械的优势，由护理人员、

护士、技术人员、事务人员连为一体支持患者。也出现以 24

小时工作制应对患者护理的情况，除了以往的工作以外，还必

须具备营销技能和知识，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也遭到无法充分

开展 OJT 培训的打击。

Japke　新冠病毒疫情使障碍更加突出了。你是如何让员工们深

入理解的呢？

田中　本来打算当面介绍，由于移动受到限制，我与约 2000

名全体员工进行了远程交流。用我自己的话再次传达组织整合

的意义，让大家坦率地吐露了内心的不安、不满、疑虑等。

Japke　人往往是通过感情而非逻辑去理解的。如果只是强使人

接受差异，任何整合都不会顺利进行下去。最好采用融合之类

使人与人混在一起的做法。田中桑实践的对话式交流非常有效。

然后，让员工们自己讨论以前的可取之处、应当舍弃之处、应

当追加之处，怎么样？

田中　很好啊。我也不希望只传达单方面的意见，要在各分支

机构建立让员工独立思考，广泛吸收意见的机制。

Japke　通过经历开放式对话过程，形成真正的承诺、声明，进

而形成愿景，为新组织文化的产生奠定基础。

田中　现在正是以制定新的行动方针为目标，凝聚员工的工作

价值和工作热情的时候。经常听到的是要成为“被社会需要的

存在”。我认为这一点会成为新公司的核心。

走在最前面的挑战将提高整个帝人集团的力量

Japke　帝人医疗保健要实现的目标，确实与帝人的愿景“推动

未来社会发展的企业”是一致的。这个领域不仅在日本，在国

际上也受到高度关注。

田中　我们作为医药品制造商，具备无与伦比的优势，能够通

过支持医疗器械，直接接触到患者，因此受到其他公司关注。

虽然让员工受累，还是希望每个人以前所未有的能力和功能成

为团队医疗的一员，从中感受到自己的新价值。

Japke　因为员工们的知识将加倍增长，所以能够作为商界人员

追求更高的目标。而且大家的工作，不是成为追随其他公司的

跟随者，而是成为走在最前面的潮流引领者。你们公司在集团

内部也会成为令人向往的场所。请你务必将大家在这次挑战中

看到的改变反馈给帝人集团。

有挑战就一定有失败， 

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很重要

Japke　不仅要求员工改变，公司也必须改变。年轻人有各种需

求，例如希望有更多时间呆在家里，需要人护理家人。医疗保

健是与患者打交道的工作，非常辛苦，因此需要建立灵活的机

制，以便让每个员工都能热心工作。

田中　希望创造“能在这家公司安心工作”的条件，让女性也

能长期发挥能力。而且，我自己也要以接受改变、享受改变的

姿态，与员工共同培养新能力。你有哪些建议？

Japke　现在既是令人兴奋的时期，也是面临挑战的严峻时期。

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也会出错。重要的是对失败保持开放的心

态。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性各占一半。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很重要。

但是，因为没有余地，不要重复同样的失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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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和包容性将加快创新
集特卷首对谈

推动多样性和包容性（D&I），将成为创新的原动力，使帝人发展壮大。

在卷首对谈第1部分中，由Karola Japke CHO向努力推动2019年秋季启动的帝人医疗保健株式会社

组织变革的田中正人执行董事提问。

★本次对谈是于2020年12月2日在东京总部进行的。

克服障碍，
成为多工种团队医疗的创新者

【帝人医疗保健株式会社简介】

2019年10月开业。将医药品业务与家庭医疗业务

的优势结合起来，通过多工种团队营销支持当地的

团队医疗，力求实现独特的地区扎根型营销模式。帝

人制药株式会社出身的医药代表（MR）、总务人员，与

帝人家庭医疗株式会社出身的医疗器械营销员、护

理人员、护士、检测技术人员、事务人员融合，在全国

12个分支机构，约2000人负责执行新任务。

Karola Japke
帝人集团执行董事　人力资源总监

田中 正人
帝人集团执行董事　帝人制药株式会社 营销本部部长

1992年进入Hoechst（德国）。2001年进入Teijin Monofilament。2009年

担任Teijin Creative Staff全球人事室主任，2012年担任Teijin Aramid人力

资源经理，2014年担任帝人集团理事、人力资源本部部长助理（全球人事总

监），自2019年4月起担任现职。喜欢室内装修，呆在家里期间，挑战了重

新粉刷自己家里的墙壁。

辞去前职后，1998年进入帝人家庭医疗株式会社。在医疗一线主管营销工

作约15年。此后，总部从事营销推进、营销企划工作，支持一线，自2019年

10月起就任帝人医疗保健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社长。自2021年4月起担

任现职。休息日喜欢去慢跑和观看视频。

由Japke CHO提问的①“组织重建与D&I”

第 1 部分



企业风气改革项目启动

Japke　帝人把创新列为最优先项目，与实现创新密切相关的

是企业风气。目标是既创新又敏捷的新企业风气。我希望推动

D&I，营造任何人都能安心表达自己意见的工作环境。

Ton　任何人都能毫无顾虑地说出自己的努力，这样的工作环

境很理想。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不断从有各种背景的人那

里获得创意和想法。

　　改变企业风气，需要反复讨论，使大家朝着同一个方向前

进。另一方面，帝人拥有很多财富，例如出色的企业理念、友

善的员工等，保持宝贵财富也是非常重要的。

Japke　确实如此。去年启动了以企业风气变革为目的的项目

“Power of Culture*1”，第一阶段以管理层为对象举行了研讨会。

产生改变，首先必须让领导成为榜样。Ton 桑也参加了。

Ton　超越上下级关系和部门讨论，并统一了应当前进的方向，

我很兴奋，而且获得了力量。重要的是让这只球一直不停地转

下去。保持这种兴奋感很重要。

Japke　“Power of Culture”不仅限于这次，今后打算扩大对象，

按照 3 年计划进行下去。除此之外，还计划推动建立新的交流

平台和创意平台、推出新全球奖、实施全球敬爱度调查（参见

P6）等。

Ton　很好啊。帝人已经成为富有多样性的公司，但是也有筒

仓化 *2 的部分，令人遗憾。由于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我努力采

用新方式与世界各地的人进行了交流。与技术人员和商业领袖

等进行远程意见交换，我觉得非常充实。

　　问题是今后如何继续进行下去。新冠病毒疫情过后，如果

重返一线，忙于日常工作，容易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

Japke　德国有句成语叫做“言出必行”。要进行某些改变时，

首先领导必须以行动做出表率，不能只说不干。员工不仅听领

导说，还看其行动，超出领导的想象。

Ton　为了实现创新，领导需要鼓励、支持成员进行新的尝试，

但是需要考虑改变之后会怎样，并重新设定界限（boundary）。

如果不考虑影响就实施，有可能陷入混乱状态。例如，就像

CEO 铃木也常说的那样，必须保证安全。

多样性团队的好处是什么？

Japke　Ton 桑是在具有多样性的团队工作的。其好处是什么？

Ton　Solution 2.0*3 的团队，汇集了来自印度、孟加拉、荷兰、

德国、日本、意大利的成员。如果团队里有许多不同背景的人，

看待事物的观点全然不同。例如以平衡帝人碳排放量为目的的

植树造林项目，孟加拉出身的同事就给了我很多灵感。他了解

当地的实际情况，听他一席话，胜过阅读好几千页资料。

Japke　在领导多样化团队时，我注意三点。第一是倾听。第二

是意识到自己的无意识偏见。第三是忍耐力。经常交谈很重要。

从讨论中会涌现出许多创意和新的洞见。

Ton　背景不同，意见也不一样。偶尔也会有误解，要想不让

团队分裂，就必须开放、透明。

　　我在帝人工作了 20 多年，亲朋好友经常问我 ：“与日本人

一起工作感觉如何？”不过，越是在帝人工作越难回答这个问

题，诚实的回答是：“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与日本人说话的意识，

或者说没有自己是荷兰人的意识。我不看国籍而是看人。我认

为这一点很重要。

实现创新的条件

Japke　我认为创新就是改变的过程。为了成为“推动未来社会

发展的企业”，希望所有员工都有创新力和创造力。Ton 桑对员

工有何建议吗？

Ton　创新是超越规定的框架，采用新想法的产物。首先要认

识到规定的框架在哪里，如果能跳出该框架思考问题，就能产

生改变。而且，创新在哪个组织都能实现。这就是持续的改善，

实验（experiment）很重要。即使出现与期待、预测相反的结果，

那也不是失败而是学习的机会。将为突破、创新埋下伏笔。所以，

无论规模大小，都请大家务必要做一下实验。而且，从其结果

中学到东西。这就是创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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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和包容性将加快创新
集特卷首对谈

由Japke CHO提问的②“我们需要的改变”

在卷首对谈第2部分中，Japke CHO的对谈对象是执行董事Ton de Weijer，他在帝人工作了20多年，

在荷兰和日本与各种人员合作，不断推出创新型解决方案。

力求营造任何人都能安心讨论的
新企业风气

★本次对谈是于2021年2月2日在线进行的。

*1 Power of Culture项目　旨在明确帝人集团的理想企业风气，变革帝人集团的企业风

气的项目。

*2 筒仓化　不同的业务、部门之间不共享信息，处于不能合作的状态。

*3 Solution 2.0　以策划拟定材料业务商业模式创新项目方案，确定和评价技术革新，

充分利用帝人集团内部的知识和技术等为使命的组织。

online
dialog

Ton de Weijer
帝人集团执行董事　材料技术本部部长

1995年进入Akzo Nobel N.V.（荷兰），从事R&D。2001年进

入Teijin Twaron。2004年至2006年到帝人（岩国研究中心）

任职。此后回到荷兰，在Teijin Aramid从事新商品开发。自

2016年起在帝人从事新业务开发、Solution 2.0（*3）。2020

年4月就任帝人集团理事。自2021年4月起担任现职。兴

趣是弹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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