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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展望

公司理念

阿尔卑斯创造使人类和地球都满意的崭新价值。

经营范围

精美电子 尽善尽美。
– 为了人和媒体之间的愉快而舒适的交流 –

经营姿势

追求价值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追求创造崭新价值。

与地球保持和谐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保护地球，与环境保持和谐。

与客户共生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向客户学习，迅速做出反应。

公正经营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实现立足于全球性观点的公正经营。

尊重个性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调动并利用员工的热情。

行动指南

以灵活的思维和具有挑战性的行动，实现价值。1.

保护美丽的自然，珍惜宝贵的资源。2.

通过迅速的判断和实践，不辜负客户的期待。3.

为理解世界各地的规则和文化而努力，并光明正大地行动。4.

追求专业性，志向专业化集团。5.



 

公司展望

社训(创业宗旨)

社训是阿尔卑斯电气的创业精神，于纪念创业10周年之际制定的。

社训包括理想的关于产品制造的正确姿态、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对员工的寄托等，社训成为推动阿尔卑斯

集团企业活动的基础。

我们以亲和为第一,崇尚朴实和坚毅;

我们生产高品格的产品,时刻不忘奉献社会;

我们注重创意的发掘,努力开发新技术,提高业务能力;

我们以强烈的责任感，克尽职守,建立诚信;

我们重视身体健康和家庭美满,从而以全力投入事业。



 

5种经营姿势

追求价值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追求创造崭新价值。

与地球保持和谐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保护地球，与环境保持和谐。

与客户共生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向客户学习，迅速做出反应。

公正经营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实现立足于全球性观点的公正经营。

尊重个性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调动并利用员工的热情。

阿尔卑斯电气认为，“CSR就是经营本身”。在体现创业当时精神的社训中，就提倡了“积累信任”和

“社会贡献”，并长期以来把它作为经营基石。而且，在公司成立50周年之际制定的企业理念当中，提出

了“阿尔卑斯将创造使人类和地球都满意崭新价值”，并制定了具体实现该目标的“5个经营姿态”。 一

体推动经营活动和CSR活动，通过经营姿态回应我公司周围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各位的期待，而且不断去探

求人类和地球的共生之路。



 

追求价值

董事

技术・质量负责人

阿尔卑斯电气，以“机电技术”、“复合化技术”、“模拟技

术”为基础，开发高功能、高品质的装置和将其复合的模块和系

统产品。并且，这些电子零部件通过“钻研电子零部件”的极普

通的“制造业”姿态，创造各种各样的价值。

这种“精美”包含着Right（最恰当的）、Unique（独特性）、

Green（重视环境）等3种价值，被体现在产品制造上。Right（最

恰当的）视为，钻研重视装置的轻薄短小、高档次的技术，并且

外观、气质、价格、功能、性能、品质兼备，就是美。

Unique（独特性）视为，倾注了我公司独特价值的产品所拥有的

整个构思所体现的品位，就是美。Green（重视环境）视为，倾力

于实现最终产品的省电化和高效能源的“绿色器件”，易于资源

再利用等关注产品生命周期，就是美。

在这种价值的追求上，始终保持一切从市场需求出发的视点是决

不可缺的。与客户加强联系，分享整个设备的开发思想的同时共

同去实现梦想，将用户放在念头，看准零部件应承担的角色，去

开发技术和产品的心态，才是具体实现价值的力量之源泉。

 



追求价值

创造崭新价值

为实现低碳社会创造价值

阿尔卑斯电气为了实现低碳素社会，全公司上下都投入了绿色器件业务。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为了推动

高效电力转换装置的开发和应用以及小型电力控制装置的开发，于2010年5月17日，与(株)产业革新机构

（INCJ）共同成立了“阿尔卑斯•绿色器件(株)”。运用磁性粉末材料“Liqualloy™”和薄膜工程技术，

开发了可以降低电力损耗的独自的电抗器以及力感应器。另外，面向HV(混合动力车)/EV(电动汽车)及智

能电表的正式推广，提供独特结构的小型电流传感器。在新公司积极推动开放革新等，整个阿尔卑斯电气

集团将团结一致，为争取绿色器件的世界标准共同努力。

创造崭新价值

电子行业的市场变化很快，需要不断地开发并提供新的电子零部件。来自客户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特别

是“稳定的质量” 受到重视。当然，为了顺应市场的变化，缩短开发期间是必须的。但是， 如果没有

在产品设计和检查方面充分花费时间，而造成产品质量下降，使不完整产品上市，那么就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从2002年度起，阿尔卑斯电气以“一发成功”作为关键词，改革了产品开发方法。所谓“一发成功”

是指，任何一个产品都要在第一次就成功动作，即，提供具有完全相同质量的产品。为此，阿尔卑斯电气

采取了充分运用了质量工学等的各种方法。

首先是预测市场需求，以QFD(质量功能展开)方法调查客户的需求和技术，经反复琢磨制定“以后一定会

受欢迎的产品”的计划。第二是IT技术的彻底活用，使用3D-CAD(3维设计)和CAE(电脑分析)把产品的功能

和质量数据化，以此来缩小用于试制、试验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 后是尽早实施产品评价，在开发的早

期阶段就运用QE(质量工学)来检验产品质量，防止不完整品的出现。

通过引进这些方法，不仅是可迅速提供具有可靠质量的产品，而且还可以向客户提出先于市场需求的产品

方案。今后也为了能在更短期间内提供质量稳定的产品，努力在所有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全程采用这些方

法。

 



2008年度的活动事例

使用专用装置，评价功能的稳定性

在脱机状态下评价功能

在进入产品量产之前的 后阶段，由质量保证部对产品

进行评价。这时，必须在短时间内准确地判断产品质量

是否稳定、会不会给客户带来不便等问题。为了做出更

加正确的判断，阿尔卑斯电气代替从前评价是否符合产

品规格说明书的“规格评价”方法，引进了评价功能稳

定性的“功能性评价”方法。通过上述方式，不仅能够

进行符合客户本来用途的评价，评价所需时间也被缩短

为原来的1/3以下。

 

研磨加工模具零部件

实现模具的“ippatsu-kando”

过去在制造模具时，主要采取了在反复试制的过程中一

点一点地加以修改的方式。如今，为了控制模具制造过

程中的成本，正在组建根据“ippatsu-kando”思想的

作业工序。 提高加工精度的同时，还采用了利用数字

化数据的设计、活用CAE（计算机分析）、从产品的开

发阶段起就通过QE（质量工学）验证功能的稳定性、新

的模具认定方式等等。其结果，不仅缩短了制造期间，

而且质量也有了大幅度改善。

 



 

 

开关的3D-CAD设计图

缩短产品开发期间、实现稳定功能

开关是阿尔卑斯电气的主要产品之一。为了适应快速变

化的市场、满足客户需求，需要及时、正确地开发产品

以及小型化、高精度化技术。面对上述问题，本公司正

在实施称作“DM（数字制造）活动”的独有的手法。所

谓“DM活动”是指，假设市场所需要的功能之后设计产

品，并反复进行模拟来提高功能稳定性的手法。在设计

阶段、生产体制的准备阶段以及量产阶段的整个开发流

程上适用上述方法。通过上述方式，与过去相比，不仅

大幅度地缩短了开发所费时间，还可以迅速地提供功能

稳定的产品。

 



追求价值

追求精美的电子零部件

阿尔卑斯电气通过追求“精美的电子零部件”，追求使人类和社会更充实、更方便的崭新价值。电气、电

子设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在机械内部起到各种作用的电子零部件支持电气、电子设备的

高性能化、多功能化和小型化。阿尔卑斯电气的电子零部件搭载于汽车、手机、电脑、打印机及游戏机等

各种商品上，为创造更加方便、更加安全的充实生活做出贡献。

 

开发可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

在我们当前的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电波被使用于电视、手机等广播或通信设备上，并围绕着我们的周

围。传来传去的各种电波相互干扰使设备之间无法进行正常的信息交流，引起这种通信障碍的电波叫做噪

声，这些噪声在手机等数字设备自身的内部也发生。作为这种数字设备内的噪声对策，阿尔卑斯电气利用

在磁性材料的研究和开发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固有技术，开发了“噪声抑制用磁性薄板Liqualloy™”。

磁性薄板除了用于噪声抑制之外，还具有“高效收集电波”的作用。在“Suica™”※1之类的非接触IC卡

以及“Osaifu ke-tai（钱包手机）™”
※2

等所使用的RFID系统，“RFID用磁性薄板Liqualloy™”高效地

收集电波、提高天线的灵敏度，为了通讯状态的稳定化做出了贡献。

最近，随着集成电路零部件的高速、高性能化，发热也始终存在，于是推出了同时解决热和噪声问题的

“热传导磁性薄板Liqualloy™”。今后也将继续发挥自己的特有技术，不断地开发磁性材料的应用产品，

用新的材料来支持数字社会。

(※1) “Suica™”是东日本旅客铁道（株）的商标。

(※2) “Osaifu ke-tai™”是（株）NTT docomo的商标。

 

 



 

CEATEC JAPAN 2009 的我公司展区

「CEATEC JAPAN 2009」

阿尔卑斯电气在电子产品博览会“CEATEC JAPAN”出

展。通过接触实际产品，使客户理解我公司的产品和技

术力量，在现场听取的客户意见应用在创造新的价值。

2009年度以“实现舒适用户界面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为

口号，按照“操作”、“连接”、“点 ”、“感

觉”、“传达”等5个类别展示了产品。 在“传达”分

类上，实施了将人体作为通信媒体来使用的“电场通

信”演示台，向客户提案未来的交流方式。而且，作为

面向低碳素社会的“绿色器件”，介绍了面向混合动力

及电动汽车的后轮扭矩、面向下一代电池的新型电流传

感器等。听取参观客户的众多贵重意见的同时，借此机

会广泛宣传了我公司核心技术和产品价值。

 

宣传我公司核心技术和产品价值的同时，听取客户的贵重意见。

 



 

与地球保持和谐

常务董事

管理本部长

对其本职为制造业的阿尔卑斯电气来说，环保活动是CSR当中的最

重要的内容。至今，我公司作为“精美的电子零部件”的条件提

出了GREEN（爱护环境），并生产具有高度能源效率和材料效率的

“轻薄短小”零部件，而且在生产工序中积极推动节能活动和零

污染等举措。与此同时，制定环保中期行动计划，统一以往各部

门的个别活动，从而更合理、更有效地降低环境负荷。

我公司是全球性企业，因此必须具有作为“地球号宇宙飞船”的

一员的存在价值。为了提高作为具有良知的地球市民的存在价

值，今后也由整个阿尔卑斯集团在全球范围内使事业活动和环保

活动成为一体，推动环境和谐型经营。

而且，今后在员工的家庭生活中也普及重视环保的生活方式。如

果我公司集团的员工家属包括在内，就将可以获得10万人以上的

环保效果。每一个员工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动，决定能否实现

“与地球保持和谐”的经营。



与地球保持和谐

推动环保型经营

阿尔卑斯电气作为“地球号宇宙飞船”的一

员，将环境问题当作重要的经营课题。为了

开展积极又具有防预性的环保活动，于1994

年制定环境保护宪章的同时还制定了中期计

划，并整个公司参与了该项活动。

目前，这项项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我公

司正在建立全球性体制，为提供环境负担较

小的产品（即“精美的电子零部件”的要素

之一“Green”）并降低业务活动的环境负荷

而努力。

 

第三者审查的情景

环境管理系统

我公司把环境管理系统的国际规格ISO14001当作环保型

经营的重要工具。国内外所有生产性分支机构取得了认

证，取得了认证的分支机构按照ISO14001规则，每年实

施1次以上内部环境监查。

而且，自1994年启动环保活动计划以来，每隔三年制定

一次中期计划，并且各事业部自行和制定并实施单独计

划。从2009年度起根据第6次环保中期行动计划开展活

动。

 

遵守法律法规

阿尔卑斯电气制定了比世界各国所规定的环保法律法规更严格的自主标准，并为了达到该标准正在不懈地

努力。2009年度没有发生与环境有关的罚款、诉讼以及事故。但是，在角田工厂有2起附近居民关于噪音

的投诉，此投诉案件已适当地做好了处理。

 



推动环保型经营的体制

有关环保型经营的方针和措施，由各分支机构代表来组成的环保推动会议进行审议和研究之后，负责环保

的董事作出决定。对已决定的方针和措施，在国内，通过环保推动会议开展活动；而在海外，则通过海外

当地法人负责人和环保管理负责人执行。 主办环境推动会议的CSR部下属于环保主管董事，通过拟定整个

公司的环保措施、信息收集等，推动公司的环保型经营。而且，CSR部还下设一些工作小组，研究温室效

应的对策、废弃物等个别课题。

環境経営推進体制図（2010年6月現在）

 

面向新上任的科长级干部实施环保教育

环境教育

从2008年4月起，以全球温室效应为主题，利用公司内

部网开始了在线培训。而且，在总公司面向新员工和新

上任的科长级干部等人员，按照他们的职务级别进行教

育。在各工厂还实施与员工的业务内容相符的环保教育

和内部环境监查员进修等专业教育。另外，在海外生产

机构，由各事业所独自实施按照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

和习惯的、具有实际效果的环保教育。

 



 

利用公司内部网的公告板开展环境启发活动

在公司内部网的公告板，以通过考题方式学习环境问题的方式进行叫做“MOTTAINAI（太可惜的意思）”

的环境启发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解答以实际上更换LED灯泡或者灯泡型荧光灯的经验或者效果等日常

内容为主题的填空题，考虑环保并付诸于行动。

面向日本国内员工的“MOTTAINAI”问题集

 

在公司内部刊物上刊登国内所有生产企业的每月CO2排放量和

单位产品排放量

公司内部刊物等的信息传播

从2008年4月起，在每月发行的公司内部刊物上刊登国

内所有生产企业的每月CO2总排放量和单位产品排放量。

通过经常性地向员工发布关于环保的信息，促使员工的

环保意识。

而且，在向阿尔卑斯集团下属各企业的员工发布的集团

报《阿尔卑斯》提供与环境有关的话题，如，动员参加

“挑战25活动”，或者介绍在Eco检定合格的员工等。

另外，向集团的员工提供可确认家庭排放CO2量的“环

保家计簿”，促使员工的环保意识。

 



 

与地球保持和谐

环境会计

从2000年度起，阿尔卑斯电气参照环境省的指导方针，引进了环境会计（※1），用于掌握环境成本和经

济效果。

2009年度的费用额、投资额与2008年度相比，因经济情况等原因减少了。关于经济效果，因生产变动带来

的有价物量的减少和材料市场的价格下降，与2008年度相比有价物的出售额减少了，但是随着节能活动的

推广，节能效果有所增加。

（※1）环境会计：为了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明确企业为提高环境业绩所需的费用，将环境项目以会计方式进行计算的机制。

分类 主要内容
投资额（※2） 支出额（※3）

'08 '09 '08 '09

事业区内的成本
公害防止

温暖化対策
413.2 41.6 380.1 288.4

上下流成本
绿色供应、化学物质

管理数据库
17.2 0.0 159.3 82.8

管理活动成本 维持ISO14001认证 0.0 0.0 143.1 110.4

研究开发成本 － 0.0 0.0 21.3 12.0

社会活动成本 地区清扫活动 0.0 0.0 12.4 5.8

环境破坏成本 净化土壤和地下水 2.5 0.0 1.7 20.6

其它成本 － 0.0 0.0 0.0 0.0

共计  432.8 41.6 717.8 520.1

(※1) 关于环境成本，只统计了以环境保全为主要目的的投资额和支出额的总额，没有进行分类合计。

(※2) 投资额为设备投资额和租赁费总额的合计。

(※3) 支出额为维持管理费、折旧费、本期租赁费的合计。

 

分类
金额

'08 '09

有价物出售收益 951.0 522.0

通过节能而削减的经费 110.2 213.8

共计 1061.2 735.8

※经济效果包括通过分类回收而再利用的排放物的销售额及通过节能而节省到的电力和燃料等经费，没有包括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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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负荷的概况

自2000年度起阿尔卑斯电气开始提出物质收支报告，并且从2003年度起在报告内容内还加上了海外信息。

但是，因为海外的信息收集体制还不够完善，所以与日本国内相比，一部分信息的收集就不够及时。伴随

着海外生产的扩大，海外环境负荷的投入和产出都出现了增加，在全球阿尔卑斯电气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上

升。

今后，我们将完善海外的性能数据收集体制，并利用这些信息的同时促进降低环境负荷。

 



与地球保持和谐

物质收支的明细表（站点报告）

各工厂的物质收支

购买电力的二氧化碳折算系数采用了GHG协议系数

 

国内的主要分支机构
电力

（万kWh）

燃料

（原油折

算）

(kL)

CO2

排放量

(t)

饮用水

使用量

(t)

废弃物

排放量

(t)

VOC大气

排放量

(t)

古川工厂 1,918 598 10,275 91,717 1,141 19

涌谷工厂 1,536 278 7,703 24,529 826 12

角田工厂 1,454 420 7,701 47,711 1,037 1

北原工厂 506 22 2,345 9,301 93 0

长冈工厂 3,353 405 16,259 214,482 440 44

相马工厂 595 68 2,865 17,499 248 1

小名滨工厂 425 27 1,996 18,387 142 2

平工厂 642 302 3,693 19,655 271 3

仙台开发中心 254 301 1,747 20,549 21 0

总公司 217 4 989 10,792 64 0

共计 10,900 2,424 55,574 474,622 4,284 81

海外生产基地
电力

（万kWh）

燃料

（原油折算）

(kL)

CO2

排放量

(t)

饮用水使

用量

(t)

废弃物

排放量

(t)

韩国阿尔卑斯 1,745 183 7,022 15,707 1,158

阿尔卑斯马来西亚 2,934 92 12,621 310,398 1,394

丹东阿尔卑斯 277 53 2,326 30,264 59

大连阿尔卑斯 2,340 107 18,732 72,890 2,641

天津阿尔卑斯 1,278 69 10,262 80,553 198

上海阿尔卑斯 239 3 1,891 18,656 12

无锡阿尔卑斯 2,675 168 21,533 161,300 927

宁波阿尔卑斯 1,548 156 12,621 76,752 416

阿尔卑斯爱尔兰 505 109 2,892 4,441 351

阿尔卑斯英国 43 21 296 1,713 1

阿尔卑斯欧洲 多特蒙德工厂 391 224 1,972 2,419 306

阿尔卑斯捷克 331 127 2,049 4,142 222

阿尔卑斯电子 1,692 34 8,817 18,654 725

共计 15,998 1,346 103,031 797,889 8,409



ＰＲＴＲ法对象物质数据

 

项目 使用量
排放量 移动量

大气物质 水域 下水道 委托处理

无机氰基化合物 1.1 0.0 0.0 0.0 0.0

镍 0.6 0.0 0.0 0.0 0.0

镍化合物 0.5 0.0 0.0 0.0 0.0

银及其水溶性化合物 1.2 0.0 0.0 0.0 0.0

铅及其化合物 1.8 0.0 0.0 0.0 0.0

二甲苯 0.7 0.5 0.0 0.0 0.2

甲苯 6.7 5.1 0.0 0.0 1.6

项目 使用量
排放量 移动量

大气物质 水域 下水道 委托处理

无机氰基化合物 1.6 0.0 0.0 0.0 0.2

镍 1.1 0.0 0.0 0.0 0.0

镍化合物 0.6 0.0 0.0 0.0 0.1

银及其水溶性化合物 2.4 0.0 0.0 0.0 0.1

铅及其化合物 0.3 0.0 0.0 0.0 0.0

项目 使用量
排放量 移动量

大气物质 水域 下水道 委托处理

甲苯 27.4 27.4 0.0 0.0 0.0

项目 使用量
排放量 移动量

大气物质 水域 下水道 委托处理

甲苯 0.1 0.1 0.0 0.0 0.1

项目 使用量
排放量 移动量

大气物质 水域 下水道 委托处理

银及其水溶性化合物 0.7 0.0 0.0 0.0 0.0



 

角田工厂、仙台开发中心、总公司没有发生该项内容

 

项目 使用量
排放量 移动量

大气物质 水域 下水道 委托处理

银及其水溶性化合物 1.7 0.0 0.0 0.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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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中期行动计划

为了实现环保型经营

作为“第6次环保中期行动计划”，阿尔卑斯电气对削减温室效应气体和废弃物、化学物质管理等项目，

提出了具体的活动数据目标。

2009年度是该计划的第一个年度，为了与中期经营计划的协调，将计划的结束年度从2011年改为2012年。

一部分目标也随之有了修改。而且，在计划中还追加了应于2009年度新设定的目标。

虽然各事业机构的CO2排放量仍处在减少趋势，但是单位产品排放没有变化，还处在恶化状态。其他目标

大致呈现改善趋势。

管理 为了实现环保型经营，建立组织体制的同时，提高每个员工的环保意识。

举措 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 2009年度的活动成绩
2009年度

的自我评价

环境管理系统 加强与海外生产机构的合作，并共有目

标。

与海外分支机构共享活动项目

环境风险对策 日本国内事业机构维持现在的体制。 更新环境风险图数据

掌握海外事业机构的环境风险，并致力于

降低环境风险。

准备调查海外分支机构

环保效率 研究并引进环保效率指标 实施环境效率指标的调查活动

环境交流 (1)定期发行报告书 (1)发行CSR报告书(WEB版)(2009年6月)

(2)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 (2)通过主页发布信息

(3)促进各事业机构公开环境信息 (3)正在研究信息公开项目

环境教育 (1)有系统地促进环境教育 (1)对新员工、新任科长实施教育

(2)促进以家庭为对象的启发活动 (2)通过社报、公司内部刊物、企业网等

方式，实施启发活动

(3)研究并实施全球环境教育 (3)正在研究教育内容

环境会计 使环境会计扎根下来，并扩大统计范围 统计成本和效果

自我评价 ：达到 ：一部分未达到 ：未达到

在产品方面的举措 从产品的开发和设计阶段就重视环境，从而降低产品的环境负荷。

举措 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 2009年度的活动成绩
2009年度

的自我评价

环保型设计 (1)推动LCA (1)发行实施纲领、实施事例研究、公开

数据

(2)研讨并试行环境负荷效率 (2)实施环境效率指标的调查活动

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管理 (1)建立化学物质的新管理体制 (1)建立管理体制

(2)维持不使用禁止含有物质的状态 (2)为保证遵纪守法活动，完善公司内部

管理体制，并修改环境负荷物质管理标

准

(3)削减环境负荷物质 (3)就不属于适用对象的项目，掌握代替

技术信息和实施采购

绿色供应 绿色供应的渗透 修改并传达“阿尔卑斯绿色供应标准”

自我评价 ：达到 ：一部分未达到 ：未达到



事业机构的举措 降低来自生产活动和办公室的环境负荷。

举措 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 2009年度的活动成绩
2009年度

的自我评价

防止地球温室效应 (1)控制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

与1990年相比，2008至2012年的5年间平均

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要削减20%。（日

本）

(1)二氧化碳排放量 62,365 t

与1990年度相比减少 43.0%(改善)

与2008年度相比减少 1.7%(改善)

(2))削减CO2排放量

与2007年度相比，2012年度将随着能源消

费而产生的CO2排放量的单位产品排放量削

减5%。（日本）

(2)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单位排放量)

63.7t/亿日元

与2007年度相比增加 14.9%(恶化)

与2008年度相比增加 3.7%(恶化)

(3)削减CO2排放量

将伴随能源消费而产生的CO2排放量每年比

前一年度削减1%。（日本）

(3)二氧化碳削减量 499t

与2008年度相比削减 0.79%

(4)海外分支机构的能源削减

每个分支机构设定并执行度随着能源消费

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目标（2012年

度目标）。

(4)各分支机构设定目标

(5)控制CO2以外的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

CO2以外的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控制到

2007年度的排放水准。（日本）

(5)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二氧化碳除

外）换算成二氧化碳为1500～2000t

资源环境 (1)维持并改善“零排放”

2012年度的废弃物再资源化率制定为98%。

（日本）

每个分支机构设定并执行2012年度废弃物

再资源化率目标(全球)

(1)(日本)再资源化率 96.9%

与2008年度相比增加 1.2%(改善)

(全球)各分支机构设定目标值

(2)削减总排放量

与2007年度相比，2012年度的废弃物总排

放量以单位产品排放量计算削减3%。（日

本）

(2)废弃物总排放量(单位产品排放量)

4.40t/亿日元

与2007年度相比减少 10.2%(改善)

与2008年度相比减少16.4%(改善)

(3)推动“产业废弃物电子管理表”

促进“电子产业废弃物电子管理表”的利

用。（日本）

(3)产业废弃物电子管理表的电子化率

53.2%

与2008年度相比增加 39.6%(改善)

(4)削减用纸量

与2007年度相比，2012年度的用纸量要削

减10%。（日本）

各分支机构设定并执行2012年度用纸量削

减目标。(全球)

(4)(日本)用纸量 50.8t

与2007年度相比减少 38.2%(改善)

与2008年度相比 减少31.6%(改善)

(全球)各分支机构设定目标值

(5)削减用水量

与2007年度相比，2012年度的用水量要削

减13%。（日本）

(5)用水量 482,476t

与2007年度相比减少 27.5%(改善)

与2008年度相比 减少9.9%(改善)



 

举措 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 2009年度的活动成绩
2009年度

的自我评价

化学物质管理和减少排放 (1)化学物质的正确管理

促进化学物质的正确管理，降低污染风

险。

(1)掌握紧急状态时的风险，设置防漏设

施并进行训练

(2)减少VOC排放量

与2000相比，2010年度的VOC排放量要减少

30%。（日本）

各分支机构设定并执行2012年度VOC排放量

目标(全球)

(2)(日本)VOC排放量 81t

与2000年度相比减少 84.2%(改善)

与2008年度相比增加 81.8%(恶化)

(全球)各分支机构设定目标值

(3)削减PRTR法规第1种指定化学物质

各分支机构设定并执行2012年度削减PRTR

法规第1种指定化学物质排放量的目标(日

本、全球)

(3)(日本、全球)各分支机构设定目标

绿色采购 (1)推动办公用品的绿色采购 (1)在总公司和各事业机构，推动办公用

品的绿色采购

(2)推动公用车的绿色采购 (2)新买、租用时选择环保车

物流对策 推动环保型物流。 削减包装废弃物、提高运输效率化

绿化 推动绿化。 各事业机构开展植树活动

生物多样性 关于生物多样性，以“学习”、“告

知”、“行动”的3个步骤开展。(日本)

设定目标

加强与地区社会的联系 推动对地区社会的社会贡献活动。 各事业机构开展社区清扫活动

自我评价 ：达到 ：一部分未达到 ：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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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环保型产品

近年来，有关环境负荷的要求越来越向多样化发展，需要使用材料和资源再利用方法等方面的灵活应对。

阿尔卑斯电气在产品评价方面尤其重视减少产品所含限制化学物质的使用、通过小型化有效利用资源、将

省电作为地球温室效应对策等。而且，为了及时对应新规定，正在开展各种举措。另外，还成立了新公司

（阿尔卑斯绿色器件株式会社），从事于为实现低碳素社会做出贡献的电力转换设备以及电力控制设备的

开发。

制造产品时引进了产品生命周期评价

制造业在设计产品时必须考虑产品的环境负荷。作为产品评价(※1)的一种手法，我公司自2005年度起引

进了“LCA（产品生命周期评价）”制度，通过该制度调查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的环境负荷，并设定

评价项目之后从综合观点做出判断。目前对结构部件和我公司的制造工序进行评价的同时，正在研究有组

织地实施该评价制度的机制。

(※1) 产品评价：在产品开发阶段就事先评价该产品的环境负荷，并在产品上反映减轻措施的手法。

 

SMD型TACT Switch™新旧机种的LCA比较

比较对象 第1代 第2代 第3代

产品

量产开始时期 1987年 1991年 2009年

重量 0.24g 0.09g 0.0055g

在全球范围内管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近几年，法律规定和客户等社会上对产品中含有的化学物质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阿尔卑斯电气正在推动不使用有害化学物质的产品设计。并且，引进了全球性管理体制，在从材料和零部

件的采购到产品的组装加工、发货的整个流程上也排除有害物质。

例如，关于供货商提供的部件，获取化学物质含有信息并对其进行数据库管理。该数据库可在国内外的所

有分支机构查阅，在设计、验货、生产、发货的各阶段确认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并且还向客户提供适时的

信息。

 



化学物质的产品含有信息传递表格

对REACH法规的对策

2007年施行的EU“REACH法规”，要求有关化学物质的

登记、申报、信息传递等。阿尔卑斯电气为了确实应对

该REACH法规，结束了关于登记对象物质及申报对象物

质是否存在的调查(截至2010年3月)。而且，关于产品

含有化学物质信息的传递，也在公司内部设置专门机构

来应对。另外，从2006年起加入“产品管理推进协议会

（Joint Article Management Promotion-

consortium，JAMP)”，开展在超过国内行业界限的整

个供应链构建共享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机制的活动。

 

制作日语、英语、中文版，在全球范围内执行

推动绿色供应

为提供安全、重视环境的产品，我公司正在推动绿色供

应，通过具有完善管理体制的供应商采购不含有害物质

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时向供应商出示由我公司规定

的“绿色供应标准书”，实施评价每个供应商的环保活

动的“环保企业评价”，并且还实施确认原材料和零部

件上有没有含有本公司指定禁止物质的“部件评价”。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执行利用互联网的“阿尔卑斯绿色

供应系统”，共有并活用“环保企业评价”和“部件评

价”。

 

利用周转箱（装在卡车上的灰色箱子）

运输形态转换时使用的JR铁路集装箱

促进重视地球环境的物流

我公司为了降低物流中发生的环境负荷，与阿尔卑斯集

团骨干企业——阿尔卑斯物流携手合作，为“促进重视

地球环境的物流”作出贡献。

其具体举措为，利用能够反复使用的“周转箱”或者废

止近距离运输时加固货物的包装薄膜等，为削减废弃物

而尽力。而且，通过包装箱的标准化和随时修改交货路

径等方式提高了运输效率并减少了耗油量。此外，因为

运输时实施利用JR铁路集装箱的“运输形态转换”，所

以减少了卡车运输，使CO2排放量大幅度降低。即使是在

利用卡车时也为了促进环保驾驶，制定“环保驾驶10项

规定”当作工作时的标准。

 



与地球保持和谐

防止全球温室效应

阿尔卑斯电气，为了削减CO2排放量，除了引进高效率设备、将旧设备改为节能型生产设备等硬件面的改

善以外，还通过改善压缩机和空调设备等的操作方法、定期的节能巡逻活动等方式提高员工的环保节能意

识。

2009年度的CO2排放量为62,365吨，虽然与去年相比持续处在下降趋势，但是受到生产金额（分母）变动

的影响，单位产品排放量变得恶化了。

 



 

MMP（机电一体化、材料

及工艺）事业本部

古川总务课

角田　信二

新总公司大楼

各分支机构的举措

古川工厂

古川工厂(宫城县)从电力公司获得车间、•办公楼及信息中心等3个系统的电力供给。从2009年度起，

因业务重组由3个事业本部集中在一起，致使车间电力和办公楼(技术•评价)电力的使用比率变大。因

此，为了能源的有效利用，实施用换气来减少空调负荷、限制压缩机台数，引进可接受补贴的高效锅

炉等，而且还采取，休假日、晚间彻底关掉不运转设备的电源、广告塔和停车场照明的休假日灭灯等

措施。另外，推动建筑物的隔热和安装热反射窗户薄膜以及通过窗边绿化降低空调负荷等活动。

 

为了减少CO2排放量，我们定期召开环境管理负责人和各部门节能推进

负责人的会议。通过这项活动，以共同参加节能活动、节能巡逻来改善

工作环境，力图做到在必要的地方、必要的时候、有效地利用必要能

源。今后，除了开展节能设施的安装、引进节能设备等降低CO2排放量

的改善活动以外，研究太阳能发电等天然能源的有效利用，积极防止地

球变暖。

 

总公司

总公司办公大楼(东京都)，从2007年起着手重建，

于2010年4月正式竣工了。竣工之后的新总公司大

楼，一方面引进大楼能源管理系统(BEMS)推动“可

视化”的同时，另一方面通过中央监控装置使在大

楼内使用的各种设备高效运转。例如，夏季使用空

调时利用深夜电力，在电费便宜的夜间蓄热(冷

水)，然后将其用于白天的冷风。还有，根据负荷限

制热源机的台数，或在外部空气条件良好时利用外

部空气进行降温等，从而减轻空调的负荷。采取这

些措施的结果，用电量(每单位面积)比2007年度减

少28.4％。另外，2010年4月，总公司大楼在评价建

筑物环保性能的“CASBEE”(建筑物综合环保性能评价体系)中获得了S级别(最高级别)的评价。

 

韩国阿尔卑斯

韩国阿尔卑斯从2008年度起，为了使员工和员工家属参加防止地球变暖的活动，实施了“减少个人能

源消耗活动”。该项活动为，每个员工订立例如“减少电梯的使用次数”、“减少上下班时的驾车次

数”等活动目标，并报告其完成率的活动。2009年度，该活动的参加率达到97％，目标的完成率也达

到了96％。

 

 



与地球保持和谐

削减废弃物

从2001年度起，阿尔卑斯电气开展了“零排放※活动”，将办公室和生产车间的所有排放物进行再资源

化。到2004年度为止，在国内的所有事业机构都实现了“零排放”。

在第6次环保中期行动计划，与第5次计划同样，继续开展削减废弃物量的活动之外，还增加了过去作为再

资源化的例外来对待的一部分废弃物的再资源化活动，致力于提高再资源化率。2009年度，通过改善生产

工序等措施，废弃物量、单位排放量、再资源化率均得到了改善。

※零排放：是一种资源循环型社会机制，主张将所有废弃物当作原材料等来有效利用，而不产生任何废弃物。于1994年由联合国大学发

起的。

 

 



 

MMP（机电一体化、材料

及工艺）事业本部

长冈管理课

有坂 一成

放在各部门的瓶盖回收箱

各分支机构的举措

长冈工厂

在长冈工厂(新泻县)每年产生包括有价物在内的大约400吨废弃物。现在，再资源化进行顺利，再资

源率达到99％以上。同时，降低了过去占50％以上的热能再利用(热能回收)比率，开展加大将废弃物

作为原料来再利用即原材料循环的活动。通过促进垃圾分类和开拓委托单位等活动，2009年的热能再

利用比率降低到20％。

 

在再资源化活动中最困难的是，象废纸等普通垃圾的分类不够彻底的事

情。尤其是，技术和办公部门排放的垃圾没有做了分类。为此，从2年

前开始把放在办公室内桌子底下和脚底下的垃圾桶(大约100个)全部撤

走，在办公区域内设了1处分类扔垃圾的场所。其结果，不但达到了当

初目的即彻底分类垃圾，而且还起到了每月减少100kg垃圾的效果。

 

 

总公司

总公司(东京都)从2008年起参加“环保瓶盖活

动”。所谓“环保瓶盖活动”，是指把变卖塑料瓶

瓶盖的钱通过“环保瓶盖推进协议会”捐献给“NPO

法人向世界儿童赠送疫苗的日本委员会”，向发展

中国家的儿童捐赠疫苗的活动。2009年度回收了

115,244个瓶盖，换算成疫苗是144人份。

 

 



与地球保持和谐

环境风险对策

为了应对意外事故、灾害所引起的环境污染等环境风险，我公司正在制定运用环境管理系统的紧急事态对

策。为了防止化学物质引起的污染危险，每个工厂制作并定期更新风险图，在风险图中标明使用化学物质

的设施、作业地点以及过去曾发生过的事故情况。

化学物质的正确使用和排放控制

为了正确使用化学物质，阿尔卑斯电气制定了“环境负荷物质管理标准”，限制了在产品和生产工序中使

用的化学物质。

为了降低排放到大气中的VOC（※1），采取了改变溶剂和加强管理等措施。其结果，在2009年，VOC排放

量削减了2000年度的84%，这超出了到2010年度为止将排放量减少30%的目标。

（※1）VOC：英文全称为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它是一种在常温常压下容易在空气中挥发的有机化合

物，用于涂料和零部件的清洗等。据研究，排放到大气中的VOC在阳光照射下会发生化学变化，并产生有害物质。

 

项目
使用量

排放量 移动量

大气物质 水域 下水道 委托处理

'08 '09 '08 '09 '08 '09 '08 '09 '08 '09

无机氰基化合物 3.0 2.7 0.0 0.0 0.0 0.0 0.0 0.0 0.3 0.2

镍 2.7 1.7 0.0 0.0 0.0 0.0 0.0 0.0 0.1 0.1

镍化合物 1.5 1.1 0.0 0.0 0.0 0.0 0.0 0.0 0.1 0.2

银及其水溶性化合

物
8.2 6.2 0.0 0.0 0.0 0.0 0.0 0.0 0.3 0.7

铅及其化合物 3.7 2.1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二甲苯 1.3 1.4 0.2 1.2 0.0 0.0 0.0 0.0 1.0 0.2

甲苯 17.5 34.3 8.6 32.6 0.0 0.0 0.0 0.0 8.9 1.6

※数据的对象范围包括日本国内的生产性分公司。

※PRTR法：英文全称为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制定于1999年，其目的在于，通过掌握排放到自然环境中的化学

物质的量，促使企业自主地管理化学物质。企业向国家申报指定化学物质的排放量，然后由国家进行统计并予以公报。



环境风险对策

假设在长冈工厂（新泻县）发生了重油泄漏事故，

验证应对程序和必要设备的工作状态等。

阿尔卑斯电气为了事先控制意外事故和灾害引起的环境

污染危险，正在采取各种对策。

第一，制作并定期更新每个工厂的环境风险图。所谓环

境风险图是指，标明化学物质的使用场所和废弃物存放

场所的厂区图。因为使容易发生事故的场所一目了然，

还可以指明并共有过去曾发生过的事故情况，所以有助

于降低环境风险。第二，强化设备。实施将地下管道移

动到地面上、使用双重管道、在油罐车的停车场设置防

液堤及设置检漏传感器等对策，尽力降低风险。第三，

以防万一还制定了紧急事态应急计划，并根据该计划定

期地进行训练。

 

净化土壤和地下水

1999年，在日本国内的4个工厂发现了有机氯化合物污染了土壤和地下水的情况。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净化

作业，自2003年度起，代替原来的方法（抽水曝气法），采用了厌氧生物法来持续地实施净化作业。所谓

厌氧生物法是指，通过将营养剂直接注入到地下水来培育在工厂用地内生长的微生物，促进污染物质分解

的一种方法。自引进厌氧生物法以来，污染物质的浓度顺利下降，目前所有的事业所都已完成了净化作

业。

 



 

人事部

Alejandro Segura

Ladron de Guevara

IPA蒸留装置

各分支机构的举措

阿尔卑斯电子

阿尔卑斯电子（墨西哥）于2009年12月9日，受到了该公司所在地塔毛利帕斯州的环境局授予的“环

境遵纪守法奖”。该奖的开设目的在于，呼吁当地企业加强遵守法律、采取先进环保措施、积极开展

环保活动，向平时积极开展环保活动的企业，作为表彰授予该奖。接受环保局的监查，经常维护生产

设备等节能活动和公司上下团结一致开展环保等表现受到了高评价，而被授予了该奖的。高层管理团

队的全面参加和工作环境的整理整顿状态良好也受到了好评。

 

阿尔卑斯电子将参加地区社会的活动、法遵守法律等行为一直放在重要

位置上，参加了该项活动。在评价之际，我们的18年来的企业活动，接

受了从环保观点出发的审查。作为说明我公司的举措年年在增多的资

料，收集了过去的信息，这项工作非常艰难。但是在周围的协助下，一

步步予以解决，如，我公司的工厂建筑物对环境的影响是监查项目的一

种，在提出与此有关的信息时，使我工厂所在地工业园的建筑公司帮助

提出等。

作为监查结果比其他公司相比得到了更高的评价而授奖，深受鼓舞。继

续开展环保活动的同时，下一次将计划参加政府举办的与安全卫生和环

保有关的自我评价项目。

 

 

长冈工厂

长冈工厂(新泻县)把处理粉末时用的有机溶剂己

烷，改成引火点高、对人体危害也少的异丙烯醇

(IPA)。同时，为了有效利用在工序中使用过的

IPA，引进了处理IPA废液再利用的蒸馏装置。通过

这个尝试，在至今每年使用的大约36千升的IPA当

中，将70％可在工序内循环利用，减少了购买量。

 

 



 

与客户共生

董事

AUTO事业本部 部长

阿尔卑斯电气将4万多种的电子零部件提供给全世界约2000家汽

车、家电、移动通信设备、产业设备等客户企业。通过将销售和

技术开发一体化、生产功能一元化的按功能事业体制，掌握全世

界的各种市场的变化和技术趋势，更快更正确地满足客户的所有

需求。

为此，在实践中追求始终站在客户的立场上进行提案。例如汽车

厂商，在汽车的电子化正在加深的过程中，对我们阿尔卑斯电气

的要求越来越高，利用在生产操作装置及传感器等民用设备的过

程中积累下来的电子零部件开发的专有技术来进行提案的机会也

在增加。要积极推荐可发掘潜在需求的新产品，站在客户的立场

上考虑需要什么、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样的好处等是很重要

的。作为开发伙伴，要得到对方的信赖，面对面的沟通是必不可

缺的。

　不仅是客户，与供应商也进行适当的信息公开和信息共有，通

过信守诺言来建立作为伙伴的信赖关系，在整个供应链使双赢关

系发展下去。而且在同行业，有时进行共同开发和技术提携，有

时作为良好的竞争对手相互磋商，激活整个同行业。在地区社

会，通过经营活动和人员交流，为激活地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始终希望与客户、供应商、同行业、地区

社会的各位等围绕着阿尔卑斯电气的各利益相关者共生并互相发展。

 



与客户共生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

阿尔卑斯电气的主要客户是整机厂商，阿尔卑斯电气的产品被组装到整机厂商的商品内而担负着支持商品

功能的重要作用，而供最终消费者使用。为了提供使客户和最终消费者都满意的“精美的电子零部件”和

服务，我公司将不断地进行改善，由全体员工齐心协力为提高产品质量而努力。另外，正在开发新的产品

评价技术，用于预测并开发高于客户要求的产品。

质量管理方针

在阿而卑斯电气的“质量管理基本方针”的指导下，由各生产工厂制定具体的质量方针，并在建立质量管

理系统的基础上开展活动、改善产品质量。

各生产工厂的质量业绩和所面临的课题没有停留在个别案件的改善举措，而是作为整个公司的质量状况而

定期向董事会报告，从而使该改善内容为整个公司的质量改善活动发挥作用。

 

质量管理系统

质量管理系统的国际规格证明所有部门正在通过质量保证来提高客户满意度，要经营企业必须取得该国际

规格。到2005年度为止，包括海外工厂在内的我公司所有生产工厂都取得了ISO9001。而且，生产车用产

品的工厂已经取得了ISO／TS16949认证。我公司今后也将努力改善质量管理系统。

 



 

实施关于QE的基础讲义

在海外当地法人开展

为提高质量而开展的活动

过去，检查产品质量时的原则是，确认是否与客户所同

意的产品规格说明书相符。但是，仅靠该原则，有时会

发生在客户的工序、最终用户的使用阶段成为不良品的

事情。

因此，阿尔卑斯电气采用了应用QE（质量工学）的新评

价手法。验证每个产品“具有正常功能”，并同时采用

在短时间内评价这些功能的稳定性的方法，在防止不良

品流出厂外方面发挥效果。目前，为了在海外工厂也引

进这种评价手法，正在扩大评价对象产品。而且，在对

该活动的中心—QE进行员工教育时，不仅使员工掌握技

术，还教育他们共有“不让非正常品走出厂外”的强烈

意识。通过持续进行这些活动，今后也将继续提供使客

户满意的优质产品。

 



与客户共生

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

阿尔卑斯电气的客户是组装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的整机厂商或者制造该组装所需零部件的厂家。我们

认为，要提供客户商品所需要的产品，处在“待机”状态是很重要的，即：看准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事

先预测并准备好客户所需的产品及技术。

而且，我们还认为，如果与客户可以直接进行交流的世界各地的销售人员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提出产品和技

术方案，就可以帮助客户实现业务构思。我们的目标是，使这种想法具体体现在行动上，使我公司的产品

通过客户的商品不断地为社会作出贡献。

在古川工厂（宫城县）举办的“全球销售与市场会议”

(Global sales &Marketing Conference)的情景

为提高顾客满意度所采取的措施

阿尔卑斯电气为了对顾客所要求的产品和技术提前做好

准备，由营业部门制作将各个主要市场的动向和特点进

行了总结的产品分布图，对市场所需产品的计划、开发

和设计进行构思。我们认为，适时地向客户提供新开发

的产品和必要的说明，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另外，还定

期举办“全球销售及营销会议”，向销售部门提出目标

和方针并确认其进展情况，并且去认识新的课题。世界

各国的各销售网点的负责人汇聚一堂，对事业方案以及

进展情况进行确认、修改，为更好地开发出客户以及市

场所需产品而提供信息。

另外，客户的不满以及产品的分析委托等事项，将被在

注册到企业内部网上的系统GQIS(Global Quality Information System)，运用可在全球范围内确认生产

部门的解答情况以及客户满意度的系统。

 

专栏：

运用GQIS(Global Quality Information

System)

客户对产品的调查委托以及投诉是制造更安

全产品上需要的贵重信息。我公司设有统一

管理来自客户的调查委托和投诉信息的系统

——“GQIS”。

受到调查委托和投诉之后，由该产品的销售

人员将该内容输入到“GQIS”系统，与国内

外的生产基地共有信息并采取对策。信息管

理人员和有关人员随时细查输入信息的内容

并管理交货期的进展情况，力求提高回信速

度。而且，通过分析信息的倾向，使该信息

还有助于今后的扩售活动、质量改善和预防

措施。

 



 

由员工担任讲师以最新产品和技术以及模具、

质量、贸易、环境对策等各种题目进行讲授，销售人员学习

销售活动所需的必要知识。还利用电视会议系统，在支店、

营业点也有员工参加学习。

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实施员工教育

为了培养能准确地满足客户需求的销售能力，销售部门

实施各种形式的培训和教育。

为了使新员工能够尽早地独立接待客户，由有经验的老

职工对他们实施注重培养基本功的个别指导。还有，为

了扩宽知识面，定期举办由职工做讲师的销售大学，传

授从产品信息、市场动向到贸易管理、化学物质规定、

供应链等领域的知识。另外，为了加深对产品结构的理

解，还进行关于QFD（质量功能展开）、购买零部件以

及模具部门的教育与实习。

另外，以新手和骨干员工为对象，还实施与技术部门、

生产计划部门以及资材采购部门之间的岗位轮换，努力

培养具有各种经验和知识的销售人员。

 



与客户共生

为了与供应商共同发展

要满足质量、交货期、价格、环保、CSR等客户的所有要求，就需要与供应商进行合作。在阿尔卑斯电气

所制定的“采购的基本立场”“采购方针”的基础上，加强与供应商的合作，担负在供货链内所应承担的

责任。

制作日语、英语、中文版，在全球范围内执行

推动绿色供应

为提供安全、重视环境的产品，我公司正在推动绿色供

应，通过具有完善管理体制的供应商采购不含有害物质

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时向供应商出示由我公司规定

的“绿色供应标准书”，实施评价每个供应商的环保活

动的“环保企业评价”，并且还实施确认原材料和零部

件上有没有含有本公司指定禁止物质的“部件评价”。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执行利用互联网的“阿尔卑斯绿色

供应系统”，共有并活用“环保企业评价”和“部件评

价”。

绿色供应标准书

 



 

还举办以畅谈为主的联谊会，

提供供应商之间可交流信息的场所

与供应商进行沟通

要想提供优质产品，就要与能保证质量、严守交货期、

价格合理而且技术和环境对策都很出色的供应商建立以

长期的信赖关系为基础的体制。以“供应商为其行业的

专家”为立足点，为建立可发挥双方优势的双赢关系，

创造各种交流的机会。

于2009年度，为了共有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信息，随时举

办了“技术交流会”。而且，为了与供应商建立坚固的

伙伴关系，不仅在日本，还在亚洲、东南亚地区以及欧

洲地区面向主要供应商说明购买方针等。

 

削减总库存量

与具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供货商共同运用利用互联网的订货管理系统ODDESY(On-Demand Delivery

System)。通过共有来自市场的建议，及时交流信息，实现相互之间的快速反应，为削减总库存量做出了

贡献。现在不仅由日本国内的分支机构运用该系统，韩国、中国（天津、大连、深圳）、马来西亚、美国

等地也开始运用了该系统。

 



与客户共生

为行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阿尔卑斯电气认为，各种各样的企业在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同时坚持切磋琢磨，就会有利于整个行业的

成长和社会的发展。为了实现与整个行业共生并共同发展，我公司开展各种活动，如：与整机厂商客户或

者供应商合作提供优质的电子零部件，从而为提高客户的商品价值、方便于消费者做出贡献；参加各种行

业团体和学会，研究共同的课题等等。

CSR项目的解说（左）

，调查表（右）

建立整个供应链的CSR推动体制

近几年，电子行业要求不仅在一个企业而是在包括交易

伙伴和合作伙伴在内的整个供应链推动CSR活动。但

是，各企业对CSR的理解和开展方法各不相同，因此很

多企业为加深与供应商之间的共同认识和交流煞费了苦

心。面对这种情况，JEITA（※1）制定了“供应链的

CSR推广指南”，制作了电子行业的各企业可以共同使

用的行动指南和调查表。我公司也参与了编写小组，汇

总了了公正交易、环保对策、产品质量、劳动者的人权

及安全等本行业所需的CSR共同项目，为加深相互理解

做出了贡献。

（※1）JEITA(Japan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社团法人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的缩写。是一个以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综合发展为目的

的行业团体。

 

革新并传授技术

作为JEITA的副会长企业，阿尔卑斯电气参加综合政策部会、电子零部件部会、环境委员会以及标准安全

委员会等各种部会和委员会的活动，在解决行业的共同课题以及制定规格方面给予协助。而且，还加入了

电气•电子信息联合推进协议会、绿色IT推进协议会，通过IT及电子技术来推动地球变暖对策等方面给予

协助。除此之外，还参与了CIAJ(信息通信网络产业学会)、JAPIA(日本汽车零部件工业协会)等多数外部

团体、委员会以及学会的活动，为技术革新和传授做出贡献。

 



 

在第42届东北职业能力开发促进大会上作为“技能检定功劳

者”受到表彰

MMP事业本部

制造业研修所

高桥 信雄

在东北职业能力开发促进大会收到表彰

在2009年6月11日召开的第42届东北职业能力开发促进

大会上，阿尔卑斯电气制造业研修所(宫城县)的员工作

为“技能检定功劳者”受到了表彰。这是对职业培训•

技能检定等协会工作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个人授予的

奖赏。受表彰的员工所属的制造业研修所是1988年作为

公司内技能传承和学习场所开设的。目前，不仅对国内

外员工，还对地区的合作企业的员工开放，为培养从事

于制造业的下一代人才做出了努力。

 

这一次作为“功劳者”受到了表彰，高兴的同时还深切地感受到了“技能、

制造”的重要性。今后也将通过“技能检定”，为向年轻一代传授、继承

“技术、技能”事业尽力。

 

 

在该协议会举办的“市场、技术研讨会”上演讲的员工

参加宫城高度电子机械产业振兴协议会的活动

宫城高度电子机械产业振兴协议会为，宫城县内的电

气、电子企业通过技术高度化和经营革新，开展高度电

子机械市场交易的创出及扩大活动的协会，阿尔卑斯电

气负责干事企业。该协议会在2010年2月4日召开的市场

•技术研讨会上，我公司员工以“阿尔卑斯电气的绿色

器件业务开展情况”为题进行了讲演，介绍了我公司在

开发有助于有效利用能源及资源的产品上所开展的活动

情况。今后也将继续开展贡献于宫城县产业振兴的活

动。

 



与客户共生

贡献于社会，贡献于世界

根据我公司的企业理念制定活动方针和行动指南，开展社会贡献活动。

阿尔卑斯电气的活动方针是，与社会共同持续发展。活动的主要领域分为5个部分，即，环保、社会福利

和救灾、为地区贡献、支援教育、支援体育和艺术文化。作为地球号宇宙飞船的一员谋求共存共荣的同

时，为了实现富饶的社会，通过事业活动和每个员工的行动，积极地参与社会贡献活动。

阿尔卑斯电气作为行动指南规定了“无论什么活动都要坚持，能够得到员工的理解和共鸣，与我公司所注

重的“可惜”、“创造”的主题相符，有利于人材培养，不辜负地区和社会的期待”等内容，并在该行动

指南的指导下开展活动。

环保活动

要贡献于环境保护，不仅需要在业务活动中开展环保活动，而且还需要每个员工的高度意识和负有责任的

行动。阿而卑斯电气坚持基于“环境宪章”的业务活动，与此同时，还为了使每个员工在家庭和地区社会

也率先扩大活动范围，采取了各种举措

2009年度的主要活动

参加多摩川河坝清扫活动的总公司员工和家属

HM&I事業本部

第6営業部

马场 康彰

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鼓励参加环保活动

2009年6月14日，阿尔卑斯电气总公司的员工以及其家

属共41名参加了大田区主办的多摩川河坝的清扫活动。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给员工提供一个参加自愿活动的

机会，并且提高员工的环境意识。除此之外，不仅以企

业的名义报名参加“ 100万人的烛光之夜”(※1)、环

境省举办的“挑战25运动”的同时，还号召员工以个人

身份报名参加。今后也将继续促进每个员工参加各种各

样的活动，给每一位员工提供意识环保的契机。

(※1) “100万人的蜡光之夜”：在夏至和冬至的晚上

8～10点，各家庭关掉照明靠蜡光生活，从而重新思考

习惯于过多照明的日常生活的一种运动。

 

我对环境活动从之前开始就很有关心,这次因为有了象多摩川河川占用地清

扫这样的在自己身边就可以参加的机会，所以决定和家人一起参加。通过众

多的参加者一道进行清扫活动，河川的占用地很快就变得很干净，看着心情

也很舒畅。同时感到每个人从平时开始对环境的保护有多重要。一同参加的

孩子们也好像受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

 



社会福利和救灾活动

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但是要实现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生活的社会，最重要的是每个人互相认可

价值观的不同并互相尊重。我公司不仅提供物质上的援助，而且还广泛实施通过交流能培养宽阔心胸的活

动。而且，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规模受灾地，实施救灾活动。

2009年度的主要活动

在内乡消防署接受表彰奖状的平工厂自卫消防队队长

因对附近民宅的火灾实施了救火活动，而受到表彰

2009年9月11日，阿尔卑斯电气平工厂(福岛县) 受到了

IWAKI市消防本部的表彰。同年8月，附近民宅发生了火

灾，平工厂的自卫消防队尽力于救火活动，因其功劳受

到了表彰的。发现火灾之后，在向消防局报案的同时，

召集自卫消防队开始了初步救火活动。之后，与赶到现

场的消防署共同进行了救火。从发现火灾到自卫消防队

开始放水为止所花的时间才5分钟多一点，该迅速的救

火活动预防了火势蔓延到周围民宅，得到了极高的评

价。

 

社团法人宫城县共同募捐会授予的奖状

30年的红色羽毛募捐活动受到了表彰

于2009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7届宫城县红色羽毛大

会”上，阿尔卑斯电气涌谷工厂受到了募捐特别大奖。

这是30年以上每年协助募捐活动的成绩得到的评价。今

后也为了不辜负地区的期待，踏踏实实地继续开展活

动。

 

地区贡献活动

阿尔卑斯电气作为地区紧密型企业，与地区社会共同成长过来的，因此从没停止过与地区社会和市民进行

交流。作为优秀的企业市民，为了给地区带来活力、加强与地区的合作，各分支机构正在开展扎根于当地

的、有特色的活动。

2009年度的主要活动

赞助长冈大型焰火大会

阿尔卑斯电气长冈工厂的一部分员工自愿向于2009年8月3日在长冈市(新泻县)举办的“长冈大型焰火大

会”提供了赞助金。以往赞助金都是由公司提供的, 但是在公司经营状态比较差的情况下，一些员工为了

激活地区和工厂，希望是今年也放焰火，因此自愿开始了募捐活动。 焰火大会当天，在广播我公司名称

的同时，打上了贝斯比亚斯超大型速射连发型焰火。

 



大田区授予的奖状

作为区政功劳者，受到了表彰

2010年3月15日，阿尔卑斯电气总公司作为区政功劳

者，受到了东京都大田区的表彰。这是颁发给贡献区

政，并被认可为特别对提高区民生活和文化有功劳的人

和团体授予的表彰。2009年在建设总公司新办公大楼

时，把本公司持有的一部分土地捐赠给大田区，因该行

为而受到了表彰的。现在，被捐赠的土地作为公用道

路，受到包括附近居民在内的很多人的利用。

 

教育支援活动

我公司的基点是“制造业”。我们认为，向肩负着未来的年轻一代传授“制造业”的伟大和企业活动本

身，是制造业的很重要的社会责任，并且还有助于电子产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通过制

造贡献于社会”为口号，开展可发挥制造企业特点的各种活动。

2008年度的主要活动

千岁科学技术大学的讲座

往大学派遣讲师

阿尔卑斯电气为了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作为讲师向几

所大学派遣员工，举办关于研究和开发方法等方面的特

别讲座。2009年6月，在千岁科学技术大学面向3年级学

生讲了课，在该讲座上介绍了阿尔卑斯电气的先行开发

事例。而且，于2010年2月，在从2004年起实施的岩手

大学大学院课程之一“研究管理论”上，介绍了阿尔卑

斯电气的实践案例。今后，计划在更多的大学举办这种

特别讲座。

 

在岩手大学讲授“模具设计演习”

支援岩手大学大学院的人才培养

东北地区（日本）是阿尔卑斯电气的主要事业所所在

地，为了加强该地区的产业水平、搞活当地经济，自

2005年起3年期间参与了“产学官联合组织”活动。该

组织的目的在于，通过当地的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密切合

作，从技术开发（造物）和人才培养（育人）的两个方

面来推动地区社会的基础强化。

其后还作为人才培养的一个环节，为了满足岩手大学大

学院工学研究科提出的“希望提高教育实践性”的要

求，由我公司的于制造业研修所作为主体建立了与模具

制造有关的教育系统并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于2007年

9月将我公司编制的“模具进修用教材”作为讲座用教

材赠送给了该校。而且，由我公司的2名员工面向模具

工学专业的学生，继续开展讲授“模具设计演习”课程等活动。

 



什么叫“产学官合作组织”？

所谓“产学官合作组织”为，由当地的大学和企业密切合作，从技术开发（造物）和人材培养（造人）两

方面加强地区社会体质的组织。在技术开发方面，本公司参与由经济产业省推动的“地区制造业革新事

业”项目，并从2006年度起，由阿尔卑斯电气作为负责人与岩手大学、山形大学、山形工业技术中心以及

东北地区的20多家企业共同实施“开发下一代信息家电、汽车高级部件的生产技术”的工程。

通过参加该工程，以我公司的DM（数字制造）活动作为基础，将建立并在当地普及可缩短从开发到量产所

需时间的系统。在人材教育方面，作为“制造业核心人材的培养事业”，由我公司的技能进修所正在建立

关于模具制造的教育系统。另外，与岩手大学建立相互合作关系，开展将我公司员工派往岩手大学担任

“质量工学特论”讲座的讲师或者委托岩手大学验证由我公司技能进修所开发的教育系统等合作项目。

 

在车间学习的中国实习生。

实习制度

阿尔卑斯电气以培养将来对中国的电子产业发展做贡献

的人材为目的，向中国大连市的东北大学东软信息技术

学院通过实施制度提供学习有关专业领域的实际业务经

验及日语的机会。

2009年度从软件专业及计算机专业各选1名、2010年度

从电子工学专业选1名，作为实习生安排在本公司的软

件开发等部门。

来日之后的最初两个星期，为了尽快适应日语并且提高

沟通能力，给他们安排日语课程。

实习期间为3个月，到目前为止已接收了10名中国大学

生。这种实习方式不是以将来的就业为目的的，而是培

养在生产实践现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借

此共有阿尔卑斯电气对制造业的理念。

 

在熟练工的指导下掌握技术

制造业研修所

阿尔卑斯电气为了加强中国等海外的生产体制，为了提

高合作企业的技术水平来促进自立，以有组织地传授技

能为目的，建立了“制造业研修所”。自1999年开设

(开设时名称为“技能研修所”) 以来、为了培养可独

立自主的实际工作能力，不仅面向阿尔卑斯电气内部的

员工，还面向合作企业的员工，传授了模具技术。

而且，还重视使中国等海外生产基地员工继承“大工匠

绝技”，到目前为止，已有136名来自海外的进修生完

成了进修。模具技术进修的在日滞留期间是3个月到6个

月，除了学习模具的知识和技能之外，还重视让他们掌

握阿尔卑斯电气对制造业的观点。进修期间他们住在进

修所内，不论来自哪个国家，他们的每一天都是从广播体操和三分钟的日语演讲开始。每天的进修结束

时，还要用日语写出“进修报告”。连日本人也很难写成文章的高难度技术内容，由来自海外的研修生用

日文说、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在指导员和研修所人员的帮助下，逐渐达到了可用丰富的日语表现作出

报告的水平了。

这些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是“不管是在日本制造还是在海外制造，都是阿尔卑斯电气的电子零部件”的经营

方针的基本思路。而且，为了维持对阿尔卑斯电气产品的信赖，也要努力使海外保持与日本同等的技术力

量。尤其是，必须掌握作为核心技术的模具技术。制造业研修所担负着支持整个阿尔卑斯电气集团的技术

水平并巩固其基础的重要作用。

 



 

支援体育、艺术文化活动

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支持文化艺术和体育等充实人们身心的活动。通过每个活动培养人们的情操、扩大

交流的范围，为建立一个富饶的社会作出贡献。通过这些这些活动，加强与形形色色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沟通，为建设一个与社会和谐、与社会共生的有魅力的企业打好基础。



 

公正经营

董事

管理副本部长

我公司作为企业市民，为了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信赖，正在开展

平衡的公正经营。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我公司重视优化企业治理

机制、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业务流程的可视化）、建立遵纪守法

及信息管理体制并与各位股东和投资家沟通。而且，我公司最重

视的是，使每一个阿尔卑斯电气的员工具备“自助、自律精

神”。

无论引进多么优秀的系统和规则，如果执行和遵守该系统和规则

的人本身不“诚实”，就会成为徒具形式的东西。在组织内部经

常开展“那种行为是否诚实？”“有没有违反商业道德？”的自

律活动，使每个员工不断地进行自问自答，严以律己。我公司将

持续维护并深化这种企业文化的同时，通过及时、妥当的信息公

开，坚持高透明度的经营。天天所积累下来的几乎“愚直”的诚

实，成为提高我公司的企业价值的基础。

 



公正经营

企业治理

阿尔卑斯电气将企业治理结构定义为为了加大企业价值，要求经营层合理有效地进行决策并执行业务，及

时向利益相关者汇报结果，建立并运用可实现健全、有效而且公开的经营的机制。在这种方针下，确保经

营的健全性和提高效率的同时，充实并加强企业治理。

公司治理机制

阿尔卑斯电气为了持续提高企业价值，由监事会和会计监查人、内部监查部门联手进行经营执行上的监视

和监督等，致力于公平诚实的公司经营。而且，董事会达到可以机动性运作的规模，在每月一次举办定期

会议之外，根据需要临时召开会议，重要事项全部交给董事会作出决议，经过充分讨论之后进行决策。另

外还在准备一些机制，如，为了加强内部控制修改交付董事会决议的标准；在董事会进行审议并报告之

前，由员工事先进行包括合法性和投资、融资等审查的事先确认制度等。

 



 

内部控制的构筑和评价

自2008年度起，根据金融商品交易法，评价有关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情况，公开内部控制报告书。

各分支机构自我检查内部控制的完善•运作情况，由内部监查部门独立进行评价，验证公司层面机制是否

有效运转，并持续进行改善。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而且开展业务改革，维持并发

展对被信赖的经营有效的体制和机制，建立高效的业务运作。

 

 



公正经营

遵纪守法

阿尔卑斯电气一直把“光明正大地行动（不

搞违法、不正当行为）”作为基本的经营姿

态。表示遵纪守法的基本理念和行动指南的

“集团遵纪守法宪章”就是其一种体现。该

宪章制定于2003年，以日语、英语、中文为

基本语言翻译成各种当地语言，成为全球阿

尔卑斯电气的宪章。

在推动遵纪守法之际，总公司的遵纪守法监

察室和安排于世界7个区域的遵纪守法官员在

全球范围内合作开展，今后，将在中国、东

盟及欧洲地区也建立最适当的举报体制。

 



 

面向员工实施遵纪守法教育

行动要公正，最重要的是先要察觉其行为在遵纪守法方面是否属于灰色区域。我公司的遵纪守法教育在内

容上注重于促进实际工作中的“察觉”。

具体为，在定期实施集中培训的基础上，还致力于通过我公司独自编写的教材实施在线教育。于2009年

度，主要面向销售部门的员工，实施了在业务上高风险的反垄断法关联在线教育。

 

面向日本国内员工所实施的在线教育的教材画面。

 

刊登在企业内部网上的

遵纪守法新闻

发布关于遵纪守法的新闻

为了在日常业务当中提高遵纪守法的意识，阿尔卑斯电

气及时发布社会上发生的违反法律事例等信息。2009年

度一共发布了12条新闻。我们不仅传达事例，而且还一

起介绍对我公司而言有什么样的风险、应该怎样处理、

在我公司的规则中是怎样规定等等。通过在企业内部网

上公布或者发送邮件的方式发布新闻。

 



公正经营

风险管理意识

在阿尔卑斯电气，由CSR部作为主管部门推动风险管理。主要负责当发生地震、火灾等灾害以及新型流感

等时的应对。另外，还通过制定BCP（业务连续性计划）并指导各分支机构根据各自情况制作单独危机管

理手册，建立在整个公司形成了体系的风险管理体制。

BCM（业务连续性管理）

BCP的制定及进展情况

阿尔卑斯电气将风险管理当作一项重

要的经营课题，从BCM（业务连续性

管理）的角度进行风险管理。

其具体的做法为，特定当发生地震、

火灾等灾害时有可能使业务中断的风

险，并验证对企业活动的影响程度。

根据其结果，挑选出需要优先对策的

风险，建立预防、防护、修复对策，

制订负担最小的BCP（业务连续性计

划）。还定期评价BCP的有效性，必

要时加以修改。

于2007年度，对已特定了风险的产品

试验性地制订了BCP。目前，为了在

评价其有效性的基础上对其他产品也

正在制订BCP，并最终制订全公司通

用的BCP基本方针书，正继续开展活

动。

 

用带状物固定货架，防止备品掉下来。

用金属零件把设备固定在地板上

地震对策

我公司至今经历了宫城县海域（2002年11月）、宫城县

三陆南（2003年5月）、新泻县中越（2004年10月）以

及2007年7月的新泻中越海域地震等里氏6~7级大地震。

根据这些受灾经验，在日本国内的所有生产基地，彻底

实施了在地板上固定大型设备以及防止从开架上东西下

落等防护对策，还多次修改了“风险管理手册”。在

2004年的新泻中越地震时，恢复生产用了10天的时间。

但是，因为采取了种种措施，所以2007年在中越海域地

震受灾时，只用1天时间就恢复了生产，其成效显著。

今后也将尽力于建立更加完善的防护、恢复体制。

 



 

员工教育上使用的资料

关于新型流感对策的行动计划

新型流感对策

阿尔卑斯电气从2004年起开始研

究发生禽流感(H5N1)时候的对

策，于2007年度，对员工实施了

新型流感的基础教育。到了2008

年度，通过制定“关于新型流感

对策的行动计划”，完善了应付

体制和具体措施，于2009年度在

全公司范围内进行了新型流感的

BCP对策。

还有，在2009年的新型流感

(H1N1)流行时，基于这些措施，

在国内外各分支机构实施了感染

预防对策，为业务的持续开展做

出了努力。

今后将眼光还放在流感以外的感

染症上，更加充实内容，致力于确保员工的安全和业务的持续。

 



公正经营

信息安全

信息的泄漏、丢失、篡改等这些网络上的威胁，有可能给经营基础带来影响。为了排除这些威胁，并稳定

地运用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正在以信息系统部为中心，建立并完善信息安全基础。制定有关信息安全的

规定，拟定教育计划方案，与各部门的信息管理负责人携手在整个公司范围内推广各种措施。

有关信息安全的举措

阿尔卑斯电气作为管理方面安全措施的一个环节，在国内和海外基地制订并执行了信息系统规定。其中，

修改以往的以网络安全为中心的“网络安全规定”，制订了以提高整个信息系统安全为目的的“信息安全

规定”。而且，为了加深对信息安全的理解，使用由公司内部制作的在线培训教材，面向国内的全体员工

实施了员工教育。

而且，我公司还重点采取防止信息泄露的举措，作为防止机密文件和对外秘密文件向外部流出或者泄漏的

技术对策，于2008年度内，已在全球的所有基地都完成引进了加密文件本身的软件—“文档安全”，目前

正在改善海外基地的利用方法。

今后也将继续落实全球范围内的运用，努力建立能够继续改善并采取对策的管理体制。

锁密文件，限制用户

 



 

ID卡安全系统

总公司新办公楼的安全体制

2008年重建总公司办公楼时，为了减少围绕着办公环境

的各种风险，并保护“人”、“物品”“信息”、“资

产”等公司财产，引进了ID卡安全系统。

在总公司的安全方面，除了配备保安人员、设置监控录

像和人体感应器等利用机械的监视系统以外，还利用ID

卡来管理办公楼的进出和机密信息办公室的进出等，以

此来防止犯罪的发生。

在实际业务方面，也引进了保密打印系统。因为通过ID

卡来管理打印记录，所以可防止非法访问信息或者防止

忘记收回打印物等，降低了信息泄漏的风险。

即，通过ID卡自动记录员工的行动，彻底做到信息的可

追溯性。通过这些举措，不仅给商务伙伴带来安心感和信赖感，还给员工提供了可安心工作的工作环境。

我们不仅重视这些硬件方面的安全对策，而且还利用在线教育面系统向全体员工实施信息安全教育，努力

充实提高员工的道德观念等软件方面。今后也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为加强安全努力。

 

保护个人信息

阿尔卑斯电气深刻地认识保护个人信息的社会重要性，并制定个人信息管理机制，实施、维持改善活动。

其具体做法为，制定“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对员工实施继续教育和启蒙。另外，还设置信息管理负责人

来正确管理个人信息并促进信息安全对策。努力去防止不正当地接入个人信息及丢失、篡改、破坏及泄漏

个人信息等等行为。

 



公正经营

为了股东和投资家

为了得到各位股东和投资家的理解和信赖，阿尔卑斯电气适时适当地进行正确、公平的信息公开。而且，

通过股东大会和决算说明会等各种机会，面向包括股东和投资家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尽到说明责任，与此

同时，重视双向交流、以诚相待。

 

《IR信息》的首页

股东通信《阿尔卑斯报告书》

公正、公平的信息公开

阿尔卑斯电气公正地对外公开决算短信等在法律法规上

规定了公开义务的各种信息。不仅在我公司的企业主页

上及时地刊登已公开了的信息，而且还广泛、不断地发

布新产品信息和企业经营活动的最新消息。而且，每年

4次将股东通信―“阿尔卑斯报告书”寄往股东，通俗

易懂地介绍了业绩报告和新产品、新技术。

 



 

面向机构投资者、证券分析师以及与新闻界召开的决算说明

会

与股东和投资家进行交流

阿尔卑斯电气重视能够与股东、投资家以及新闻界直接

交流的机会，通过这种机会使他们加深对我公司的理

解。在股东大会上通俗易懂并郑重地进行说明，每年还

同时举办主要产品展览会和联谊会。而且，为了提高股

东各位的方便性和透明性，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避开了

其他公司也召开的集中日期，并在今年的股东大会

（2010年6月召开）上，因法律规定要求公布议案的表

决权行使结果，计划将当天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行使表

决权的情况也要公布。此外，面向机构投资者、证券分

析师及新闻界举办每个季度的决算说明会，而且每年1

至2次还直接登门拜访包括海外大股东在内的机构投资

者。

 

主管董事向个人股东说明经营环境

CSR部

横山 直树

面向股东和投资家的说明会

为了加深对阿尔卑斯电气的理解，我们安排了直接与股

东和投资家进行交流的机会。

在2008年9月面向我公司客户举办2年一次的我公司单独

展览会“ALPS SHOW 2008（阿尔卑斯产品展览会）”之

际，不仅招待个人股东参观展览会，而且首次同时举办

了面向股东的说明会。当天，由财务主管董事对经营环

境和企业状况等情况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说明，并回答了

股东们的提问，参加该说明会的股东们也表示“加深了

了解”。另外，在举办第一天，还面向证券分析师和机

构投资家实施了说明会，有60名人员参加，使该说明会

成了很有意义的机会。

 

要求企业透明度的情况下，法律规定上市公司具有将股东大会上的表决议案

的行使结果作出公布的义务。我公司也为了执行该法律规定，多次讨论了包

不包括当天行使部分，所得出的结论是反映当天出席股东的行使结果是我公

司的方针，准备了今年的股东大会。在具备法定必要条件的同时，为了使股

东大会成为各位股东认为出席是正确的大会，今后也将继续努力。

 

 

分红方针

阿尔卑斯电气分配利润的基本方针为，以电子零部件事业的合并业绩为标准，考虑下列3项内容的平衡而

决定。即：

（1）向股东还原利益；

（2）以将来的业务开展和竞争力强化为目的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投资；

（3）利润留成；

红利信息等详情，敬请查阅“股东、投资家信息”。

 



 

尊重个性

人事部長

阿尔卑斯电气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 具有不同国籍、语言、文

化习惯和性别的员工工作在一起。我们认为，这些员工互相理

解、尊重对方并进行活泼交流，成长为富有创造力并能独当一面

的专业人才，就是我公司的企业力量的根本基础。

在互相激励对方的“环境”当中才能实现“尊重个性”。因此，

我公司在完善组织内的双向交流的基础设施以及各种制度的同

时，提供各种互相交流并实现自我、启发自我的环境，为共有

“一个阿尔卑斯”的价值观和酿成纽带而努力。

在我公司，从创业时代起，家庭似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与此同

时还继承下来了珍惜真正热忱地从事于工作的员工的企业文化，

即“Work Hard、Study Hard、Play Hard”（好好工作、好好学

习、好好玩）。希望这种传统和文化永远传承下去，使每个员工

发挥个性、齐心协力，去挑战工作、学习、娱乐等各种领域，从

而成为一个富有人性魅力的人。

 



尊重个性

在全球范围内利用人材

要成为有活力的企业，首先就应尊重独立的个人以及创

造一个可以满怀热情去工作的环境。“以人为本”是阿

尔卑斯电气自创业以来一直最珍惜的企业哲学，我公司

将该哲学当作一种普遍思想，并兼顾各国各地区的不同

文化及习惯的基础上，力争改善整个全球阿尔卑斯电气

的劳动环境。

 

人事制度

立足于经营姿态之一的“尊重个性”，“尊重人性”“集团精锐”“自我启发”形成了阿尔卑斯电气的员

工制度的理念。

其具体内容为，建立具有多种方式的职位资格制度，实现符合每个员工的性格、能力及愿望的工作方式。

另外，根据工作种类以及职务级别，明确规定成果目标以及能力等要求，并把它作为评价以及能力开发的

标准。员工根据该标准设定业务及能力开发的目标，并在该基础上开展业务。

在能力开发方面，采取以员工自行设计中期职业生涯的“自我申报”和设定每年的业务及能力开发目标的

“目标管理”为中心的方式，并且实施各种培训及对自我启发支援，为使员工实现职业生涯设计提供服

务。

在评价和待遇方面，考察目标管理上决定的目标之完成程度等，在重视过程的同时还重视能力的发挥（业

绩）。

通过这种员工制度方式使每一个员工去挑战更高水平的工作，并通过相互切磋使员工成长为公司外部的人

也承认其能力的专业人才，从而实现集团的精锐化。

 

积极地在全球范围内利用人才

随着企业活动的全球化，阿尔卑斯电气的员工也活跃在世界各地。阿尔卑斯电气不仅面向日本国内的员

工，还面向海外当地法人的员工，以全球观点培养人才、利用人才。

目前，阿尔卑斯电气积极推动人才方面的全球化，比如，实施以培养将来有望成为海外当地法人干部的人

才为目的的海外当地法人员工日本派遣制度（阿尔卑斯日本工作制度）、录用海外应届毕业生的制度

（IAP制度）以及接受来自海外大学的实习生等。通过这些活动来完善环境，为了全球上的实现更加有吸

引力的企业而努力。

 

阿尔卑斯日本工作制度

自2006年10月起，作为利用全球性人才措施的一个环节，启动了以培养海外当地法人干部人才为目的的阿

尔卑斯日本工作制度。参加对象为当地法人录用的科长级员工。参加该项目的员工将在日本国内工作2

年，在其过程中他们将掌握作为领导必不可缺的、我公司集团的独有企业文化（阿尔卑斯思想）。到2009

年年底为止，共有22名海外员工利用日本工作制度来到了日本，其中有些人已经圆满结束了2年的工作期

间已回国，还有一些人正在继续中。

 



 

人事部

Andrea Schuldt

Andrea Schuldt

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并培养人才 — IAP制度

IAP（International Associates Program、国际联动计划）制度为，录用国外应届毕业生的制度。该制

度的目的在于，随着商务环境的全球化，确保各种各样的人才并强化企业体制。

于1989年，为了促进人才全球化，根据爱尔兰政府实施的爱尔兰人培训制度录用了爱尔兰的应届毕业生，

这是本制度的起源。2005年度以后，作为阿尔卑斯电气的制度来与各海外当地法人携手开展，至今共有82

名来自捷克、德国、美国、阿尔兰、马来西亚、法国、英国、瑞典的人员在日本工作。 被录用后，将在

日本接受2年的培训。

培训结束后也有不少人继续在日本或者海外的阿尔卑斯电气集团工作。

毕业英国的大学之后，我来到日本读了大学院，并于2008年利用IAP制度被

招入了阿尔卑斯电气。目前我在人事部工作，主要负责与利用IAP制度的录

用、教育和培养有关的策划及制度运用，从事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IAP成员

的人事方面服务。

通过这些工作我认识到，在全球范围的竞争环境下，不仅需要面向全世界的

经营战略，而且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共有阿尔卑斯电气的企业文化和哲学并

培养凝聚力，同时要提高员工的国际竞争力（global competence）。我认

为，通过这些，就能够强化整个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作为人事部的一员，今

后也继续加强全球员工之间的合作和人际关系，为阿尔卑斯电气的企业文化

和哲学的全球共有而作出贡献。

 

 



 

尊重个性

教育、进修制度

为了积极帮助每一个员工开发符合自己个性的能力，正在充实各种教育及进修制度。除了面向新员工、骨

干员工及干部员工实施根据职务级别的进修以及按照业务内容以及课题的教育等以外，还实施促进员工自

发地开发能力的资格取得奖励制度以及援助函授教育费用等措施。

学习日语时，还注重讨论会、发表等学习方法。

IAP日语研修

阿尔卑斯电气面向通过IAP制度来到日本的外籍员工，

提供各种学习日语的机会。总公司主办的日语研修共有

3次，为刚到日本之后的5个周和第2年的5月份和9月份

的各2个周期间实施的定期集中进修。另外，通过函授

教育的方式支持学习的同时，还由所属部门单独提供研

修项目，在日语能力考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通过外聘讲师的指导，启发个人对职业生涯的认识。

以开发职业生涯为目的的研讨会

要更加积极地开展业务，使每个员工认识到生涯职业的

重要性并在日常工作中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从

2004年度起，阿尔卑斯电气面向30岁左右的员工每年举

办2次开发职业生涯研讨会。

在研讨会上实施盘点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决定今后发展方

向的支援项目。除了讲义和课堂讨论以外，还通过论坛

加深对职业生涯的理解，与此同时还实施个人的职业生

涯咨询以及由过去的听讲人员介绍具体的事例等。

参加过研讨会的不少员工表示通过研讨会有了各种各样

的发现，反响很好，每次都有很多员工报名参加研讨

会。今后，还要举办面向其它年代员工的研讨会等，使

支援活动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充实。

 



尊重个性

员工之间的交流

现代社会的环境变化非常迅速，作为企业应创造一个使员工之间可以即时交流和共有信息的工作环境并提

供各种工具。而且，我公司认为，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最重要的是由在世界各地工作的员工相互理

解并尊重对方的文化和习惯，与此同时还能感受到“一个阿尔卑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并培养员工之间

的整体意识，准备各种交流活动并完善信息的交流、共有工具。

随处都可以利用的移动型会议系统

促进面对面的沟通

随着业务的全球化，要求世界各国的客户、海外当地法

人以及我公司的销售部门、技术开发部门更迅速地做出

决策。但是，总公司曾存在过，与外地进行沟通时必不

可缺的电视会议终端设备的总台数少、电视会议的功能

和质量低、可操作电视会议设备的人员不多、各分支机

构的电视会议系统不统一等各种问题。

于是，在2008年重建总公司办公楼时，为了建设具有竞

争力的工作环境，以沟通和速度为主题，对电视会议系

统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与全世界40个分支机构同时连

接、改善了语音和画质并可顺畅地收发资料信息和双方

图像的环境。另外，公司内的任何员工都可以简单地预

约和操作电视会议系统，利用人员也逐渐增多了。必要的时候立即召开电视会议，通过面对面的双向沟通

谋求信息的公有化、决策的迅速化。

今后也将重视面对面的沟通，为提高生产性而努力。

 



 

「全球阿尔卑斯」

集团报刊《阿尔卑斯》

交流工具的充实

阿尔卑斯集团自2007年4月起发行了《～Feel One

Spirit～阿尔卑斯》的集团内刊物，建立了贯穿整个集

团的交流工具。

过去，作为员工之间的交流工具，曾发行过以阿尔卑斯

电气、阿尔派的公司内信息为中心的公司内部刊物。但

是，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认为需要进一步培养集团的

纽带意识，就由阿尔卑斯电气、阿尔派、阿尔卑斯物流

的3家骨干企业成为中心，将原公司内部刊物发展成刊

登各企业集团信息的集团内刊物。继承由员工自己动手

为员工制作公司内部刊物的思想，由各集团的员工直接

策划、创作、编辑《阿尔卑斯》。另外，向阿尔卑斯电

气的全体员工散布以传达经营信息为中心的公司内部刊

物《社报》，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作为面向阿尔卑斯

电气的海外当地法人的信息共享工具，发行英文版公司

内部刊物“全球阿尔卑斯”。该英文公司内部刊物是于

1991年从报纸的方式开始的，到了1999年实现了电子媒

体方式。从日本的《社报》上刊登的记事当中摘录全球

应共有的经营信息和集团报上刊登的新闻，刊登在该英

文内部刊物上。

 



尊重个性

创造一个能够安全、健康地工作的工作环境

为了激发每个员工的工作热情，使员工能够发挥能力并生机勃勃地工作，我公司力争创造一个在身心方面

都安全并且可健康地工作的各种制度以及工作环境。

劳动安全卫生

本公司认为，能够安全、健康地工作的工作环境是具有“工作价值”的工作岗位的基础。而且，作为企业

经营的一部分，管理员工以及在同一个岗位上工作的所有人的安全、卫生及健康。

具体举措为，为了形成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通过实施厂内巡逻来改善危险之处，实施紧急情况时的应急

措施等教育以及通过实际操作训练提高员工的知识等等。

另外，为了预防交通事故，在当地警察局的协助下，实施了交通安全讲习会。并呼吁员工一定要安全驾

驶，防止交通事故。

就近年来倍受关注的精神卫生问题，通过行业医生、护士、行业生活咨询顾问等健康管理人员开展预防措

施。完善易于工作的环境如随时接待来自员工的咨询等，并建立一个充实的支援体制，为业务开展提供服

务。

 

2天期间大约有200名职工参加了在总公司举办的、

由专职生活咨询顾问主持的精神卫生进修。

实施精神卫生进修

以员工和管理层干部为对象，作为以员工的心理健康为

目的的举措，正在实施精神卫生进修。而且，从2004年

度起，为了创造一个重视精神卫生的、舒适的工作环

境，各事业所开设了所有员工都能利用的咨询处。希望

受到咨询的员工，可以接受定期来坐诊的咨询人员的咨

询。

从2007年度起，为了帮助因精神卫生状态不佳而长期休

假的员工重返岗位，重新修改了复职支援制度，启动了

重返岗位工程。对重返岗位的员工来说，刚刚复职时会

感到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要特别慎重对待。重返岗位

工程以根据每个社员的个别情况进行帮助作为前提，在

工作时间、业务内容、定期跟踪服务等方面规定了指导

方针。

 



设置在工作岗位附近，出现了紧急情况也能立即使用。

Alps Business Creation

Co.,Ltd.

人事支援部

藤木 一厚

设置AED来确保工作环境的安全

阿尔卑斯电气的国内分支机构正在依次设置用于救命活

动的AED（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是从来没有使用过的人也可操作的、非常有效的医

疗设备，但是只依靠AED是有限的。当人晕倒了的时

候，往往很难采取冷静的行动，因此平时的训练和掌握

有关AED的基础知识是很重要的。

我公司作为安全卫生活动的一个环节，连续举办了AED

的操作训练讲习会，不仅使员工掌握AED的使用方法，

而且还提供了体验学习119报警、心脏按摩（压迫胸

骨）等救命抢救方法的机会。

今后也将通过这些活动，培养更多的员工能操作AED，

并且还增设AED设备，给员工提供可安心、安全地工作的工作环境。

 

为了在工作岗位上以防万一，充实了硬件（AED设备）和软件（操作者）两

方面的内容，为了进一步确保员工及来访客人的安心和安全而努力。

 

 

实施驾驶诊断问卷调查

交通安全运动

作为对员工的交通安全启发活动，阿尔卑斯电气总公司

于2009年9月实施了“交通安全运动”。为了断绝有时

在总公司附近的道路上看到的斜穿斑马线过路的危险行

为，在早上的上班时间由总公司的安全卫生委员站在信

号附近，提醒要员工注意。而且，针对平素因销售活动

驾车机会较多的员工以及持有我公司认可驾照的员工共

计323人，实施了有关汽车驾驶的问卷调查。数日后，

向参加调查的员工递交对个人的驾驶特征作出了诊断的

“诊断书”。在看到结果的公司员工当中还有反映“诊

断结果符合实际情况的很多，让人吓一跳”。这次调查

成为使每个员工反省自己应注意项目的一次良好契机。

 

举办“关于在日常生活中可简单实践的运动”的讲座

启发个人增强健康

我公司为了保持并增强员工的健康，积极举办由营养师

主持的健康讲座、在日常生活当中可容易实践的运动讲

座等活动。近几年，开始了由员工自己决定并自己申报

半年期间开展维持健康项目的活动。公司不仅起到指导

作用，还通过根据到达目标的程度颁发小小的奖品等方

式，促使员工更加自发地开展活动。

随着社会上对代谢症候群的认识高涨，员工对增强健康

的意识也正在提高，今后也将继续为每一个员工的健康

生活提供支持。

 



 

残疾人专用卫生间

营造具有多样性的工作环境

我公司认为，充分发挥国籍、语言、文化习惯、性别都

不相同的各种各样人才所具有的力量，营造一个生气勃

勃的工作环境，会使企业强大。

我公司正在努力完善在海外录用应届毕业生的制度、日

本工作制度、短时间工作制度等各种制度，并且还致力

于完善工作环境的基础设施。

在总公司新办公楼内，实施无障碍化、设置残疾人专用

卫生间和扶手、喂奶室，还引进了通用设计的家具、用

品等，采用了尊重员工的多样性、可让员工更加舒适地

工作的基础设施。

今后也从各种制度和基础设施的两方面促进多样性，通

过各种各样的人才实现自我，致力于提高生产性和确立竞争优势。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在少子高龄化的时代，利用各种人才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经营课题。为促进人才利用，正在完善可兼顾工作

和养育孩子的雇佣、就业环境。完善所有员工通过发挥能力实现自我的环境，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提

高员工的满意度。

 

“支援培养下一代网页”的主页画面。

通过菜单可进入详细介绍各项制度的网页。

育儿、护理休假制度

为了完善使肩负未来社会的孩子健康地出生、茁壮地成

长的环境，配合《支援培养下一代对策推进法》的实

施，于2005年4月制定了一般企业主行动计划，该计划

的宗旨是“完善能实现兼顾工作和养育孩子的雇佣、就

业环境”。通过该计划，扩大了短时间工作制度的适用

期间、引进了以育儿为理由的休假制度等，我公司正在

尽力于创造员工能够兼顾工作和养育孩子的工作环境。

而且，为了让员工了解包括这些各种休假制度在内的、

关于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公司内外的各种制度，制作并面

向员工公开了公司内部信息网站。

 

积极录用残疾人

阿尔卑斯电气非常重视健全人和残疾人在同一个岗位工作并互相认可，并从2006年度起，我公司根据残疾

人雇用促进法，设定了整个公司的雇佣率目标值。2009年度我公司的实际雇用率为1.7%，但是，于2010年

度将目标定为2.0%，争取超过1.8%的法定雇用率。今后也继续提高雇用率的同时，坚持完善可让残疾人发

挥能力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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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动事业活动和CSR活动

阿尔卑斯电气认为，“CSR就是经营本身”，并且重要的是共同推动事业活动和CSR活动。

将2006年定为CSR元年，作为董事长的直属部门设置了CSR委员会，构筑了全球及集团CSR推动体制的基

础。

随着去年4月实施的业务结构改革，组织部门也有了改编，设置了CSR部代替CSR委员会，改为以常设组织

推动CSR的体制。

在新体制下，将按照从今年4月起开始使用的“第2次CSR中期方针”，由CSR部作为主管部门，与关联部门

加强合作，实现企业经营活动和CSR活动的进一步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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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CSR活动总结

阿尔卑斯电气把2006年定为CSR元年，制定了“第１次CSR中期计划（2006～2008年度）”，构筑了全球以

及集团CSR推动体制的基础。本来计划从2009年度起启动第２次CSR中期计划（2009～2011年度），但是由

于经营环境因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变得急剧恶化，所以推迟了中期计划的制订。

于是，作为“2009年度CSR短期计划”制订了单年度计划，开展了CSR活动。

于2010年度将制订“第2次CSR中期计划（2010～2012年度）”，进一步推动CSR活动。

■2009年度CSR活动方针

～追求配合经营环境的高效率、有效果的CSR活动～

1.加强集团CSR管理(在PDCA和国内关联公司开展)

2.努力遵守电子零部件行业的CSR行动规范•标准(JEITA/EICC)。（继续）

■活动结果

配合经营环境，将重要事项集中起来，推动CSR活动

1.随着经营结构改革带来的组织结构改编，重新完善新体制下的CSR推动体制。

・在新型流感对策方面，建立了包括国内关联公司在内的集团•全球合作体制。

・除了危机管理之际的对策以外，有必要更加充实内容。

2.除了电子行业以外，针对汽车行业制定CSR行动规范以及ISO26000(SR规格)的生效，决定转换方针向我公司主要供应商开展CSR

采购。为2010年度事业方针说明会，正在做准备。

将与来自客户的CSR要求相关的窗口功能移交到销售部门，完善了迅速对应体制。

自我评价 ：达到 ：一部分未达到 ：未达到

 

■2009年度ＣＳＲ重点课题

1.地球温室效应对策及环保

完成第６次环保计划，促进员工个人的节能活动

2.构筑风险管理BCM体制（修改危机管理手册、制定BCP）

3.充实CSR教育及启发的内容

■充实CSR教育及启发的内容

1.在部分改订第6次环保计划的基础上，国内外各基地为完成计划实施活动。 2009年度除了一部分項目之外，基本完成计划。

通过环保家庭收支账、发行环境新闻等启发活动，促进员工个人的节能活动。

2.随新型流感的流行，决定集团对策方针。

每个国内外基地制定各自的新型流感BCP。

每个国内外基地制定各自的新型流感BCP。

3.在职务级别进修(新入社员、新任课长、赴海外工作之前)中，做了一些改善，如，曾按环境、遵纪守法等项目个别地实施的内

容，作为CSR概论来汇集等。

利用电视会议系统，面向包括当地社员在内的国内外销售部门，实施了CSR采购进修会。

自我评价 ：达到 ：一部分未达到 ：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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