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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都走向世界

京都之所以能名扬海外，是因为它拥有一种力量，那就是在秉继应该

继承的传统的同时，还不断地推陈出新，设计、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商

务模式。

在长达1100年的岁月长河之中，作为日本的首都，京都一直是日本历

史、文化、宗教等精神方面的中心所在。现在，京都每年都吸引着5000多万

海内外游客来观光游览。“创造新知、活用新知”不断催生新的融合，并诞

生出新的产业和生活文化。而京都这座城市的吸引力，正成为保持“创造

新知、活用新知”这一良性循环的根本动力。

在我看来，京都的21世纪产业，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与京都的

地域特性相匹配的产业经营模式，我们将其称之为“智慧型产业”。这种产

业经营模式致力于“顾客创造”，也就是说，在借鉴先人流传下来的“人生

智慧”、“生活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并加以活学活用的同时，京都人还

另辟蹊径，以不同于迄今为止一直沿用的通用产品大批量生产的思维模

式，直接聆听顾客的心声，再融入“科学和技术”、“能工巧匠之技艺”、“造

型设计”等智慧，和顾客一道创造价值、实现价值。

当今的国际化社会，智慧已成为创造附加价值的源泉。世界各国的企

业家们都在全力拓展新的商务模式，我坚信，京都的“智慧型产业”必将有

助于他们在各自的商务领域中提升附加价值，创造新的客源。

在我们制作的这本宣传手册中，各个方面的“智慧”已成为一个关键

词汇。我们希望大家能活学活用这本宣传手册，让它帮助您更好地理解“

智慧型产业之都·京都”。同时，我们也衷心地期待，这本宣传手册能加深

大家与京都的交流，让我们的事业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锐意创新的制造业，使京都焕然一新

立石 义雄
京都商工会议所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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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于公元794年成为日本的首都。在日本，她是一座任何城市也无法比拟的、象征

着理想的“日本文化之粹”的古城，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在过去

的1200多年这一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京都一直是一座在日本具有强大影响力和高生

产力的经济中心。今天，京都在生态环保、文化艺术以及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等开创

美好未来的创新和智慧领域上，拥有日本最高的市场占有率。

开拓尖端产业的智慧

在京都这片热土上，有着为数众多的高新科技产业。这些产业以富于进取

和变革的企业精神为基石，依托传统产业孕育出的技术和独创的经营，发展至

今。高新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共存是京都产业结构上的独到之处。在它与“智

慧”联姻的过程中，多品种小批量生产、高附加价值指向的新型产业经济模式

便应运而生。正是这些国际竞争力极强的高新科技产业牵引者京都经济不断

地向前迈进。

Wisdom for Frontier industry

京都，一座在艺术、传统和现代科技方面日新月异的城市、

一座面向未来充满智慧的城市。

传播于世界的智慧

京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其足迹遍

及世界50个国家，建立了1000多个海外据点。各个方面的“智

慧”和高水准的知识力量、再加上京都人崇尚自由、富于创造

的个性，使很多京都高新企业成长成为当今世界市场上占据

领先地位的一流企业。此外，京都还是一座国际会议都市，很

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在这里召开，大量的信息从京都传向世界

各地。

Wisdom for Universe

基于传统的智慧

京都拥有很多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像“西阵织”、“清水

烧瓷”等高雅、精湛的传统工艺，都令其它产地的能工巧匠们

望洋兴叹、无从效仿。在传统和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通过兼

收并蓄先人们的“人生智慧”，让科学·技术、能工巧匠之技艺、

造型设计等京都特有的优势，以多种多样的形式重新凝聚融合。

这些传统产业和新“智慧”的相互结合，开发出了一系列衣食

住等各个领域中的、高品位、美观、富有个性的发挥传统技术

的创造型商品。

Wisdom based on Tradition

男性: 26±5  岁

男性: 8±5  岁

女性: 59±5 岁

女性: 27±5 岁

村田顽童� 村田婉童
TM 

© 株式会社村田制作所

细胞基因治疗中心 
© TAKARA BIO 株式会社

用于硬盘驱动器（ＨＤＤ）的主轴电动机  
© 日本电产株式会社

用于茶道仪式的器具

纺织机上的西阵锦缎

西阵锦缎的金牌照片

Wii”主机（家庭视频游戏系统套装）

“任天堂 DS Lite”便携式游戏机

准确区分性别与年龄的面部识别感应器   
© 欧姆龙株式会社

2008 G8（八国集团）外长会议

© 峰会图片/日本（SUMMIT PHOTO/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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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型的智慧

京都拥有很多独具特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产业界和政府携手，共同致力于独创性技术的开

发、符合社会需求、具有高附加值的商品生产和

服务的提供。此外，位于京都南部的“关西文化学

术研究都市”云集了来自大学、研究机构等多种

研发设施的“智慧”，积极开展信息通讯、环境、生

物、物质·光量子、机器人等领域的研发活动。

Wisdom with Uniqueness

生态环保的智慧

1997年，在京都召开了“防止地球温暖化京都会议（COP3）”，

通过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在京都这座都市，云集着许多具

有世界代表性的环保型企业，环境监测·分析仪器、太阳能电池、

可吸收二氧化碳素材、能源管理等有益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开

发活动十分盛行。京都市的目标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汇集

所有的“智慧”，以环保先进都市的风貌营造出让世界瞩目的

环境，全力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模范型都市”。

Wisdom for Ecology

Wisdom born from Respect for 
history and culture

历史、文化衍生的智慧

大自然赋予了我们富饶、隽永的山水和绿色的资源环境，她

养育了京都这座城市。1200年的历史和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京都让全世界的人们感受到了令人难以忘怀的魅力。不仅仅因为

是那些为数众多的世界文化遗产，还有京都这座城市世代相传、

延续至今的“祭”和传统艺能，不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吗？此外，

京都每年接待5000多万海内外游客的来访。为进一步提高历史

名城--京都的城市定位和魅力，京都将继续致力于发展现代都市

景观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工作。

“Chroino”智能机器人

© ROBO GARAGE

第三次联合国

“防止地球温暖化”

签约会议于京都召开

（COP3）

蔬菜提取物的过滤 
© 日本医药食品国际株式会社

日式伞型台灯 
© 京都PREMIUM（京都礼品）

京都东山花灯路 霓虹灯光夜景

祇园祭的盛大游行队伍

岚山的渡月桥

五重塔（东寺）

时令日式甜点

上贺茂神社的清溪

京瓷太阳能模组 
© 京瓷株式会社

日本首部三轮人力出租车诞生于京都

© VELOTAXI JAPAN

日本关西文化学术研究都市的精华

─西木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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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阪出发

• 75分钟。从关西国际机场乘坐JR（日本铁路）

特快列车Haruka。

• 90分钟。从关西国际机场搭乘JR（日本铁路）

至大阪的其他线路列车。(从关西国际机场

至大阪需60分钟。从大阪到京都需30分钟)。 

• 105 分钟。从关西国际机场乘坐机场豪华巴士。

• 55 分钟。从关西国际机场乘坐机场豪华巴

士 (伊丹)。

从东京出发

• 780 分钟。 从新东京国际机场(成田)乘坐至

大阪国际机场 (伊丹)的飞机。 

• 140 分机。乘坐新干线Nozomi。 

• 155 分钟。乘坐新干线Hikari。 

从名古屋出发

• 37分钟。乘坐新干线Nozomi。 

• 50 分钟。乘坐新干线Hikari。 

• 150 分钟。乘坐日本铁路JR长途巴士。 

从博多 (福冈)出发

• 165分钟。乘坐新干线Nozomi。 

• 180 分钟。乘坐新干线Hikari。 

京都商工会议所交通方便，从京都车

站驾车需10分钟，或从京都车站乘坐

地铁，10分钟即可到达。 (乘坐地铁

乌丸线向北于丸太町站下车; 从6号

出口出站)。 

京都商工会议所

京都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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