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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精美的电子零部件

创造崭新价值

推动环保型经营

环境会计

环境负荷的概况

物质收支的明细表（站点报告）

环保中期行动计划

制造环保型产品

防止全球温室效应

削减废弃物

环境风险对策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

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

为了与供应商共同发展

为行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贡献于社会，贡献于世界

企业治理

遵纪守法

风险管理意识

信息安全

为了股东和投资家

在全球范围内利用人材

教育、进修制度

员工之间的交流

创造一个能够安全、健康地工作的

工作环境

报告对象期间：2011年度(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

报告对象组织：阿尔卑斯电气集团（阿尔卑斯电气株式会社及桂内外的业务功能公司）

一部分对象期间及组织不同的，作了注明。



 

公司展望公司展望公司展望公司展望

公司理念公司理念公司理念公司理念

阿尔卑斯创造使人类和地球都满意的崭新价值。阿尔卑斯创造使人类和地球都满意的崭新价值。阿尔卑斯创造使人类和地球都满意的崭新价值。阿尔卑斯创造使人类和地球都满意的崭新价值。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

精美电子 尽善尽美。精美电子 尽善尽美。精美电子 尽善尽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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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营姿势经营姿势经营姿势经营姿势

追求价值追求价值追求价值追求价值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追求创造崭新价值。

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保护地球，与环境保持和谐。

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向客户学习，迅速做出反应。

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实现立足于全球性观点的公正经营。

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性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调动并利用员工的热情。

行动指南行动指南行动指南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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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展望公司展望公司展望公司展望

社训(创业宗旨)社训(创业宗旨)社训(创业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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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种经营姿势5种经营姿势5种经营姿势

追求价值追求价值追求价值追求价值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追求创造崭新价值。

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保护地球，与环境保持和谐。

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向客户学习，迅速做出反应。

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实现立足于全球性观点的公正经营。

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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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价值追求价值追求价值追求价值

取缔役

新事业＆大众消费电子事业的

担当责任者

技术本部本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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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价值追求价值追求价值追求价值

追求精美的电子零部件追求精美的电子零部件追求精美的电子零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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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可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开发可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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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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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的我公司展区

「CEATEC JAPAN 2011」「CEATEC JAPAN 2011」「CEATEC JAPAN 2011」「CEATEC JAPAN 2011」

阿尔卑斯电气每年在亚洲规模最大的最尖端IT电子综合

展会《CEATEC JAPAN》出展。

在2011年度CEATEC JAPAN，我公司以“开拓未来的智能

电子元器件”为主题参加了展览会。在装载于电视等设

备上的电流传感器上组合W-LAN模块，用无线通信传送

由传感器检测到的电流量数据之后将该数据显示在显示

器上，实际上演了各设备用电量的“可视化”。通过使

到场的客户直接接触实际产品，使客户理解我公司的产

品和技术，同时将到场客户的意见反映在新价值的创造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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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价值追求价值追求价值追求价值

创造崭新价值创造崭新价值创造崭新价值创造崭新价值

为实现低碳社会创造价值为实现低碳社会创造价值为实现低碳社会创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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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崭新价值创造崭新价值创造崭新价值创造崭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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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到重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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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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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事例活动事例活动事例活动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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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机状态下评价功能在脱机状态下评价功能在脱机状态下评价功能

在进入产品量产之前的最后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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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模具的“ippatsu-kando”实现模具的“ippatsu-kan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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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稳定功能缩短产品开发期间、实现稳定功能缩短产品开发期间、实现稳定功能缩短产品开发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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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

专务取缔役

管理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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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

推动环保型经营推动环保型经营推动环保型经营推动环保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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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管理系统环境管理系统环境管理系统环境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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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中期计划

并使各事业部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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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活动。

 

遵守法律法规遵守法律法规遵守法律法规遵守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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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发生了违反环境相关法规标准的3起案件（2起违反排水标准的案件及1起违反噪音标准的

案件），估计其发生原因在于东日本大震灾。对这些案件立即采取了适当措施。

 



推动环保型经营的体制推动环保型经营的体制推动环保型经营的体制推动环保型经营的体制

有关环保型经营的方针和措施，在由环保主管董事作为议长与由国内各分支机构的代表来组成的《环保推

动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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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当地法人的负责人和环保管理负责人执行。 CSR部为环保推动会议的事务局，下属于环保主管董

事，CSR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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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推动会议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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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经营推动体制图（截止2012年9月）

 

面向新上任的科长级干部实施环保教育

环境教育环境教育环境教育环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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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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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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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刊物等的信息传播公司内部刊物等的信息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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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

环境会计环境会计环境会计环境会计

从2000年度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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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度的费用额、投资额与2010年度相比均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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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分类分类分类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投资额（※2）投资额（※2）投资额（※2）投资额（※2） 支出额（※3）支出额（※3）支出额（※3）支出额（※3）

'10'10'10'10 '11'11'11'11 '10'10'10'10 '11'11'11'11

事业区内的成本
公害防止

温暖化対策
20.4 68.9 210.0 253.8

上下流成本
绿色供应、化学物质

管理数据库
16.5 3.4 89.6 77.3

管理活动成本 维持ISO14001认证 0.0 0.0 105.4 126.4

研究开发成本 － 0.0 0.0 0.2 0.3

社会活动成本 地区清扫活动 0.0 0.0 11.5 8.3

环境破坏成本 净化土壤和地下水 0.0 0.0 0.8 0.8

其它成本 － 0.0 0.0 0.0 0.0

共计  36.9 72.3 417.4 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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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分类分类分类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

'10'10'10'10 '11'11'11'11

有价物出售收益 718.3 846.0

通过节能而削减的经费 64.3 79.7

共计 782.6 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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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

环境负荷的概况环境负荷的概况环境负荷的概况环境负荷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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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

物质收支的明细表（站点报告）物质收支的明细表（站点报告）物质收支的明细表（站点报告）物质收支的明细表（站点报告）

各工厂的物质收支各工厂的物质收支各工厂的物质收支各工厂的物质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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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主要分支机构国内的主要分支机构国内的主要分支机构
电力电力电力电力

（万kWh）（万kWh）（万kWh）（万kWh）

燃料燃料燃料燃料
（原油折（原油折（原油折（原油折

算）算）算）算）

(kL)(kL)(kL)(kL)

COCOCOCO2222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

(t)(t)(t)(t)

饮用水饮用水饮用水饮用水

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

(t)(t)(t)(t)

废弃物废弃物废弃物废弃物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

(t)(t)(t)(t)

VOC大气VOC大气VOC大气VOC大气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

(t)(t)(t)(t)

古川工厂 1,596 605 7,032 85,612 1,037 6

涌谷工厂 1,591 285 6,164 25,887 994 5

角田工厂 1,534 261 5,904 38,990 1,120 1

北原工厂 443 17 1,546 9,563 64 0

小名滨工厂 370 36 1,348 10,064 169 2

平工厂 559 401 2,950 47,954 252 5

长冈工厂 3,265 560 12,590 223,299 348 27

仙台开发中心 199 176 1,029 13,456 12 0

总公司 219 3 727 10,963 97 0

海外生产基地海外生产基地海外生产基地海外生产基地
电力电力电力电力

（万kWh）（万kWh）（万kWh）（万kWh）

燃料燃料燃料燃料

（原油折算）（原油折算）（原油折算）（原油折算）

(kL)(kL)(kL)(kL)

饮用水使用饮用水使用饮用水使用饮用水使用

量量量量

(t)(t)(t)(t)

COCOCOCO2222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

(t)(t)(t)(t)

废弃物废弃物废弃物废弃物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

(t)(t)(t)(t)

韩国阿尔卑斯 1,822 364 13,833 9,062 2,068

阿尔卑斯马来西亚 2,381 31 202,874 15,729 1,286

丹东阿尔卑斯 325 46 34,061 3,928 168

大连阿尔卑斯 2,953 100 120,750 34,825 2,762

天津阿尔卑斯 1,284 72 77,600 14,649 275

无锡阿尔卑斯 3,726 158 203,568 31,494 2,358

宁波阿尔卑斯 2,508 60 99,758 20,877 770

东莞阿尔卑斯 35 0 1,907 228 0

阿尔卑斯爱尔兰 306 65 5,462 2,848 346

阿尔卑斯欧洲 多特蒙德工厂 377 191 2,369 2,036 684

阿尔卑斯捷克 117 143 3,328 1,474 185

阿尔卑斯电子 2,272 44 20,450 10,106 1,115



ＰＲＴＲ法对象物质数据ＰＲＴＲ法对象物质数据ＰＲＴＲ法对象物质数据ＰＲＴＲ法对象物质数据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 移动量移动量移动量移动量

大气物质大气物质大气物质大气物质 水域水域水域水域 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 委托处理委托处理委托处理委托处理

甲苯 4.6 2.7 0.0 0.0 1.8

甲基萘 5.8 0.0 0.0 0.0 0.0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 移动量移动量移动量移动量

大气物质大气物质大气物质大气物质 水域水域水域水域 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 委托处理委托处理委托处理委托处理

无机氰基化合物 1.7 0.0 0.0 0.0 0.0

银及其水溶性化合物 2.9 0.0 0.0 0.0 0.1

镍 1.4 0.0 0.0 0.0 0.0

镍化合物 2.2 0.0 0.0 0.0 0.0

甲基萘 2.8 0.0 0.0 0.0 0.0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 移动量移动量移动量移动量

大气物质大气物质大气物质大气物质 水域水域水域水域 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 委托处理委托处理委托处理委托处理

甲基萘 2.9 0.0 0.0 0.0 0.0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 移动量移动量移动量移动量

大气物质大气物质大气物质大气物质 水域水域水域水域 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 委托处理委托处理委托处理委托处理

银及其水溶性化合物 1.5 0.0 0.0 0.0 0.1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 移动量移动量移动量移动量

大气物质大气物质大气物质大气物质 水域水域水域水域 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 委托处理委托处理委托处理委托处理

二甲苯 5.9 0.6 0.0 0.0 0.2

三甲基苯 6.0 0.0 0.0 0.0 0.0



 

 

仙台开发中心、总公司没有发生该项内容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 移动量移动量移动量移动量

大气物质大气物质大气物质大气物质 水域水域水域水域 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 委托处理委托处理委托处理委托处理

二甲苯 2.1 1.8 0.0 0.0 0.2

乙酰基二甲胺 1.1 0.0 0.0 0.0 1.1

甲苯 14.3 13.7 0.0 0.0 0.6

甲基萘 5.9 0.0 0.0 0.0 0.0

过硫酸的水熔氯 7.5 0.0 0.0 0.0 7.5



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

环保中期行动计划环保中期行动计划环保中期行动计划环保中期行动计划

为了实现环保型经营为了实现环保型经营为了实现环保型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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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度属于计划的第3个年度，各目标的实施情况比较顺利。

管理 管理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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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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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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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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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措举措举措举措 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 2011年度的活动成绩2011年度的活动成绩2011年度的活动成绩2011年度的活动成绩
2011年度2011年度2011年度2011年度

的自我评价的自我评价的自我评价的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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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实施环保效率指标的调查活动

研讨引进被称作电子元器件环保贡献量

的新指标

环境交流 (1)定期发行报告书 (1)发行CSR报告书(WEB版)(2011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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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一部分环保信息

环境教育 (1)有系统地促进环境教育 (1)面向新进员工、新任科长级干部、派

遣到海外的人员，实施环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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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内容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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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产品方面的举措 在产品方面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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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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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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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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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措举措举措举措 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 2011年度的活动成绩2011年度的活动成绩2011年度的活动成绩2011年度的活动成绩
2011年度2011年度2011年度2011年度

的自我评价的自我评价的自我评价的自我评价

环保型设计 (1)推动LCA (1)用日文及英文制作按键开关的LCI数

据，并刊登在LEITA主网站。制作按键开

关的碳足迹（CFP）数据

(2)研讨并试行环境负荷效率 (2)关于新的评价方法即电子零部件的环

境贡献度计算方法，开始研究引进，并整

理电子零部件行业的统一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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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的化学物质管理系统（G-

AXIS)，并从2011年12月起正式启用

(2)维持不使用禁止含有物质的状态 (2)为了可靠地确保遵纪守法,对新追加的

REACAH SVHC候补物质等化学物质,改定环

境负荷物质管理基准，反映其内容

(3)削减环境负荷物质 (3)随着RoHS/ELV法规适用除外项目的修

改，使公司内部彻底掌握禁止使用的用

途，促进代替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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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机构的举措 事业机构的举措 事业机构的举措 降低来自生产活动和办公室的环境负荷。降低来自生产活动和办公室的环境负荷。降低来自生产活动和办公室的环境负荷。降低来自生产活动和办公室的环境负荷。

举措举措举措举措 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行动目标（2009～2012年度） 2011年度的活动成绩2011年度的活动成绩2011年度的活动成绩2011年度的活动成绩
2011年度2011年度2011年度2011年度

的自我评价的自我评价的自我评价的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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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22吨

2008～2011年度平均 48,362吨

与基准年(1990年)度相比 -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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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吨/亿日元

与基准年(2007年)度相比 -21.4%(改善)

与前一年(2010年)度相比 -6.1%(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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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5吨

与前一年(2010年)度相比 -2.59%(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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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

与前一年(2010年)度相比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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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吨/億円

与基准年(2007年)度相比 -11.9%(改善)

与前一年(2010年)度相比 +1.9%(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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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

与前一年(2010年)度相比 +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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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吨

与基准年(2007年)度相比 -52.4%(改善)

与前一年(2010年)度相比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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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539吨

与基准年(2007年)度相比 -28.4%(改善)

与前一年(2010年)度相比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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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吨

(2010年度)

与基准年(2000年)度相比 -85.6%(改善)

与前一年(2009年)度相比 -8.6%(改善)

　(2010年度达到目标，终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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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环保型产品规定、产品评价实施要领的

用语定义上追加了生物多样性保全活动等

关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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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

制造环保型产品制造环保型产品制造环保型产品制造环保型产品

近年，向“绿色经济”转换成为热门话题。“绿色经济”指的是使环保和经济发展并存、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社会，阿尔卑斯电气为了满足这些社会性要求，致力于开发可持续发展的产品。为此，在产品评价上引

进了环保概念，如：减少在产品上使用限制含有的化学物质；通过小型化、薄型化、轻量化等方式有效利

用资源；通过减少用电量和提高制造工序效率，等。而且，还为了迅速应对REACH法规等新的化学物质使

用限制规定，正在实施了各种举措。而且，阿尔卑斯电气的关联企业-阿尔卑斯绿色器件株式会社为了贡

献于低碳素社会的实现，积极研发用于电力转换设备及电力控制设备、电力测量设备的电子零部件。

制造产品时引进了产品生命周期评价制造产品时引进了产品生命周期评价制造产品时引进了产品生命周期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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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与同行业携手实施LCA的“库存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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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库存分析：详细调查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投入（INPUT）和产出（OUTPUT）的物质和能源。

 

SMD型TACT Switch™新旧机种的LCA比较SMD型TACT Switch™新旧机种的LCA比较SMD型TACT Switch™新旧机种的LCA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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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管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在全球范围内管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在全球范围内管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近几年，对产品含有的化学物质，各种法律法规等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因此，回应客户对产品含有化学物

质信息的要求等社会上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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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对策对REACH法规的对策对REACH法规的对策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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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而且，关于产品

含有化学物质信息的传达，实时在公司内部管理标准上

反映并应对许可候选物质(SVHC)。同时，为了顺利地向

客户传达信息，还积极应对汽车行业和电器设备行业等

的行业格式。

 

制作日语、英语、中文版，在全球范围内执行

推动绿色供应推动绿色供应推动绿色供应推动绿色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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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重视地球环境的物流促进重视地球环境的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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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与地球保持和谐

防止全球温室效应防止全球温室效应防止全球温室效应防止全球温室效应

在阿尔卑斯电气，不仅进行了为了削减CO2排放量引进高效率设备、将旧设备改为节能型生产设备等硬件

面的改善，还通过定期的节能巡逻活动进行了改善压缩机和空调设备等的使用方法和撤掉多余灯管等软件

面的改善。而且，在去年电力供应紧张的时候，提出了将高峰时段用电量削减25%的高目标，通过工厂的

轮休生产和总公司的“早起活动”（将上午的上班时间提前一个小时）等, 致力于改善电力供求平衡。

2011年度的CO2排放量为44,457吨，不仅连年削减了排放量，还改善了单位产品排放量。

 

全公司实现了削减高峰时段用电量25%的目标全公司实现了削减高峰时段用电量25%的目标全公司实现了削减高峰时段用电量25%的目标全公司实现了削减高峰时段用电量25%的目标

包括所有工厂在内，2010年的高峰时段用电量为19,000kW左右，与此相比，2011年度的同期用电量平均为

12,700kW左右，大大超出了削减25%的高峰时段用电量目标值。

各工厂从6月27日至9月10日的大约2个半月期间，实施了轮休生产。而且，通过用电量预测和计测在各工

厂之间互相通融电力等，实施了联合电力管理。另外，还开展了关掉不需要的照明设备、机器设备的节能

运转和集中办公区域等节电活动。

另一方面,准备好的自用发电机仅在一个工厂使用，还考虑到员工的身体健康，严格进行管理使制造车间

的空调不停止。



 

人事总务部

袁杰袁杰袁杰袁杰

各分支机构的举措各分支机构的举措各分支机构的举措各分支机构的举措

总公司总公司总公司总公司

作为东京电力公司管区电力不足的对策，总公司在7月1日至9月15日期间实施了早上提前一个小时上

班的“早起活动”，使电力高峰时段前移。而且，在办公区有效利用电扇减少空调运转，同时还推动

了穿轻装的省电商务轻装活动。此外，开展了照明及空调的节能运转、全电化食堂的节电（合并一部

分菜单、停止提供晚餐等）。通过采取这些措施，2011年度的高峰时段平均用电量降到385KW，最大

用电量也仅为531KW。在活动期间，用电量一天也没有超出过上限管理目标数据（削减2010年度高峰

时段用电量795KW的25%）的596KW。

 

宁波阿尔卑斯宁波阿尔卑斯宁波阿尔卑斯宁波阿尔卑斯

宁波阿尔卑斯（中国）,通过开展各种活动致力于削减工厂的能源消费。冬季通过从外边引进冷空气

（自由冷却），削减了在空调上使用的能源。而且，通过以热交换机回收空气压缩机的余热，做到了

关掉锅炉也可供热。另外，对无尘室的FFU（风机过滤单元）进行了根据使用状况进行运转等改善，

通过这些举措带来了一年能消减200万kWh电力和150千升重油的效果。

 

为了节省经费和环保，我们开展了各种节能活动。当初令我们苦恼的

是，不知如何开展节能活动。但是我们并不气馁，对各种节能方法进行

了议论，还利用因特网等工具寻找各种知识，最后制定了整体上的节能

计划。如今，因为利用了“自由能源”，出现了明显的节能效果。今后

我们还将研究回收余热、自由冷却，开展对环境更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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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废弃物削减废弃物削减废弃物削减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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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再资源化率虽然

有所改善，但是因废弃物量增多,单位排放量有了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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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弃物压缩机

仓库物流部

Radek SmidaRadek SmidaRadek SmidaRadek Smida

放在各部门的瓶盖回收箱

各分支机构的举措各分支机构的举措各分支机构的举措各分支机构的举措

阿尔卑斯捷克阿尔卑斯捷克阿尔卑斯捷克阿尔卑斯捷克

在阿尔卑斯捷克，开展了有效管理废弃物的活动。

采取了优先再利用的举措，如，为了削减废弃物量

把纳入零部件时使用的包装箱改为周转箱；为了再

利用向当地的陶瓷厂商出售，积极推动把废弃物作

为原料利用的再资源化，等。而且，为缩短在公司

内回收废弃物时的移动量，不仅优化了废弃物堆积

场所，还为了削减搬运成本，通过引进压缩机来减

少废弃物体积，减少了运输卡车的搬运次数。

 

当初引进压缩机时，因投入口小，包装箱容易堵塞投入口，因此需安排

专门工作人员在旁边进行处理。后来，在机器厂家的帮助下加大了投入

口，使包装箱容易投入压缩机内，没有必要安排工作人员，从而削减了

人工费。今后将研究如何用该压缩机来压缩作为捆包材料的包装薄膜。

 

 

总公司总公司总公司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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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回收了

116,000个瓶盖，相当于145人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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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对策环境风险对策环境风险对策环境风险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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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质的正确使用和排放控制化学物质的正确使用和排放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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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 移动量移动量移动量移动量

大气物质大气物质大气物质大气物质 水域水域水域水域 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 委托处理委托处理委托处理委托处理

'10'10'10'10 '11'11'11'11 '10'10'10'10 '11'11'11'11 '10'10'10'10 '11'11'11'11 '10'10'10'10 '11'11'11'11 '10'10'10'10 '11'11'11'11

乙基苯 11.2 0.3 10.5 0.2 0.0 0.0 0.0 0.0 0.7 0.0

二甲苯 19.8 8.6 15.3 2.6 0.0 0.0 0.0 0.0 1.3 0.5

银及其水溶性化合

物
6.6 5.7 0.0 0.0 0.0 0.0 0.0 0.0 0.4 0.3

无机氰基化合物 2.3 2.4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乙酰基二甲胺 0.8 1.1 0.0 0.0 0.0 0.0 0.0 0.0 0.8 1.1

三甲基苯 5.3 6.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甲苯 10.1 16.3 9.4 15.0 0.0 0.0 0.0 0.0 0.8 1.3

铅 1.7 1.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镍 2.2 1.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镍化合物 1.1 2.9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过硫酸的水溶氯 2.7 7.5 0.0 0.0 0.0 0.0 0.0 0.0 2.7 7.5

甲基萘 18.5 17.5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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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风险对策环境风险对策环境风险对策环境风险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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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管道

各分支机构的举措各分支机构的举措各分支机构的举措各分支机构的举措

古川工厂古川工厂古川工厂古川工厂

在古川工厂（宫城县），过去将从有电镀工序的表

面处理栋到废水处理栋的废水进行输送时，使用了

用U字槽连接的管道，后来改为铺设在地面上的双重

管道。从而，不仅降低了因废液泄漏造成污染的风

险，今后还无需处理进行废水处理的U字槽内的雨

水。

 

 



 

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

常务取缔役

营业本部 本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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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为了提高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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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管理方针质量管理方针质量管理方针质量管理方针

在阿而卑斯电气的“质量管理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每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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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系统质量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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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质量而开展的活动为提高质量而开展的活动为提高质量而开展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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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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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

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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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顾客满意度所采取的措施为提高顾客满意度所采取的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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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栏：专栏：

运用GQIS(Global Quality Information运用GQIS(Global Quality Information运用GQIS(Global Quality Information运用GQIS(Global Quality Information

System)System)Syst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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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员工教育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实施员工教育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实施员工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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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

为了与供应商共同发展为了与供应商共同发展为了与供应商共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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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冲突矿物的对策对冲突矿物的对策对冲突矿物的对策对冲突矿物的对策

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周边国家（※1）的武装势力通过强制劳动和儿童劳动来开采锡石和金等稀有金属矿

物，实施了不人道行为，还以这些矿物交易作为资金来源购买大量兵器，使冲突越来越激烈。2010年，美

国议会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其中的冲突矿物条款将这些锡石、金等矿物定义为“冲突矿物（※

2）”，规定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企业有义务公开与在产品中使用冲突矿物相关的信息，该条款的最终

目的是排除使用“以资金方式加入冲突”的冲突矿物。

我公司虽然不属于该法规的对象企业，但是从尊重人权的角度出发，充分理解并赞成该法规的目的，规定

不购买或不采购原产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周边国家的“资金方式加入冲突”的矿物为方针。在供应商

的配合下，确认是否在现有产品上使用对象矿物，而且将构筑在新产品上也绝对不使用的机制。
（※1）南苏丹共和国、乌干达共和国、卢旺达共和国、布隆迪共和国、坦桑尼亚共和国、赞比亚共和国、安哥拉共和国、刚果共和

国、中非共和国 （※2）铌钽铁矿 - 钽石、锡石、金、钨锰铁矿或其衍生物（钽、锡、金、钨）

 



 

制作日语、英语、中文版，在全球范围内执行

推动绿色供应推动绿色供应推动绿色供应推动绿色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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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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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供应商进行沟通与供应商进行沟通与供应商进行沟通与供应商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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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共有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信息，在2011年度也随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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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地区召开与主要供应商交流信息的会议等。

 

削减总库存量削减总库存量削减总库存量削减总库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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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马来西亚、美国等地也

开始运用了该系统。

 



 

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

为行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为行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为行业的发展作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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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体制建立整个供应链的CSR推动体制建立整个供应链的CSR推动体制建立整个供应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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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JEITA (Japan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JEITA (Japan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JEITA (Japan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Technolo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Technolo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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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新并传授技术革新并传授技术革新并传授技术革新并传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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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国际标准化贡献者奖

获得国际标准化贡献者奖获得国际标准化贡献者奖获得国际标准化贡献者奖获得国际标准化贡献者奖

2011年10月，我公司的员工获得了国际标准化贡献者奖

（产业技术环境局局长奖）。该奖是由经济产业省产业

技术环境局局长向贡献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发展和为推

动国际标准化制定规格等活动而且认为可期待今后也将

在该领域继续活跃的国际标准化机关专门委员会等的主

席、干事和专家授予的奖。本次表彰是我公司的员工就

开关开闭速度的判断标准，向IEC/SC23J（IEC为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即国际

电工委员会的简称，设备开关委员会）指出在对符合家

用电子设备规格的开关的要求和设备开关规定之间存在

矛盾并将其明确指出，而且作为修改电子设备用开关规

格的国际会议及审议的主查与各国的委员合作推动并实施了修改废除的表现被认可的。

 



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与客户共生

贡献于社会，贡献于世界贡献于社会，贡献于世界贡献于社会，贡献于世界贡献于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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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厂周围开展清扫活动的丹东工厂（中国）员工

环保活动环保活动环保活动环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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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涌谷工厂（宫城县）作为《交通安全优良单位》

被授予财团法人全日本交通安全协会会长的表彰

小名滨工厂（福岛县）的自卫消防队在福岛县消防大会上

被授予福岛县知事的福岛县消防表彰“表彰旗（外部团体）”。

无锡工厂（中国）向福利院（孤儿院）捐赠玩具。

社会福利和救灾活动社会福利和救灾活动社会福利和救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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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深与员工的家属以及当地居民的交流，

在国内各基地举办盛夏狂欢节

地区贡献活动地区贡献活动地区贡献活动地区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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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支援活动教育支援活动教育支援活动教育支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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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涌谷工厂（宫城县）向在东日本大震灾时因海啸受灾的石卷工业工厂捐赠了计量仪器等设备。

与大田区共同举办“大田加工制造科学教室”，向下一代传授制造的乐趣。

自2003年11月开办以来，共有1000多人参加了该教室的活动。

支援体育、艺术文化活动支援体育、艺术文化活动支援体育、艺术文化活动支援体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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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

取缔役

法务、知识产权、贸易管理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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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

企业治理企业治理企业治理企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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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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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的构筑和评价内部控制的构筑和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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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

遵纪守法遵纪守法遵纪守法遵纪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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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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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关于遵纪守法的新闻发布关于遵纪守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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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度一共发布了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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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

风险管理意识风险管理意识风险管理意识风险管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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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的制定及进展情况BCP的制定及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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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订将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

BCP（业务连续性计划）。还定期评

价BCP的有效性，根据必要加以修

改。

发生东日本大震灾之际，发生地震后

就立即启动BCP，受灾地的所有工厂

在两个星期之后全部恢复了生产。阿

尔卑斯电气总结这次受灾经验，修改

了BCP，进一步强化并完善BCM。

 

员工教育上使用的资料

关于新型流感对策的行动计划

新型流感对策新型流感对策新型流感对策新型流感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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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

信息安全信息安全信息安全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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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息安全的举措有关信息安全的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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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新办公楼的安全体制总公司新办公楼的安全体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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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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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公正经营

为了股东和投资家为了股东和投资家为了股东和投资家为了股东和投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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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信息公开公正、公平的信息公开公正、公平的信息公开公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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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股东和投资家进行交流与股东和投资家进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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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为了公布法律规定于

2010年度起开始实施的议案表决权行使结果，计划将当

天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行使表决权的情况也也予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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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个人股东的经营环境说明会

CSR部

横山 直树横山 直树横山 直树横山 直树

面向股东和投资家的说明会面向股东和投资家的说明会面向股东和投资家的说明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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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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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面向股东召

开了说明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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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会期间，还面向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家实

施了说明会，有50名人员参加，使该说明会成了很有意

义的机会。

 

自2010年的股东大会起决定，在按照法律规定公布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权行

使结果时，将当天的股东大会出席股东的意见也予以公布。同时，股东通讯

“阿尔卑斯报告书”改为彩色版面并重新修改了页面设计，编辑出使股东通

俗易懂的杂志。今后，如上所述地在满足社会上的要求和法律必要条件的同

时，还站在股东的立场上进行交流，从而加深股东对本公司的理解。

 

 

分红方针分红方针分红方针分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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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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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性

在全球范围内利用人材在全球范围内利用人材在全球范围内利用人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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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制度人事制度人事制度人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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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地在全球范围内利用人才积极地在全球范围内利用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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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日本工作制度阿尔卑斯日本工作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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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层以及中层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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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1年年底，共有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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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并培养人才 — IAP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并培养人才 — IAP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并培养人才 — IAP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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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名来自捷克、德国、美国、阿尔兰、马来西亚、法国、英国、瑞典等国家的人员到日本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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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性

教育、进修制度教育、进修制度教育、进修制度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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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P日语研修IAP日语研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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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发职业生涯为目的的研讨会以开发职业生涯为目的的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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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性

员工之间的交流员工之间的交流员工之间的交流员工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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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面对面的沟通促进面对面的沟通促进面对面的沟通促进面对面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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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工具的充实交流工具的充实交流工具的充实交流工具的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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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性

创造一个能够安全、健康地工作的工作环境创造一个能够安全、健康地工作的工作环境创造一个能够安全、健康地工作的工作环境创造一个能够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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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安全卫生劳动安全卫生劳动安全卫生劳动安全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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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精神卫生进修实施精神卫生进修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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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AED来确保工作环境的安全设置AED来确保工作环境的安全设置AED来确保工作环境的安全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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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关于在日常生活中可简单实践的运动”的讲座

启发个人增强健康启发个人增强健康启发个人增强健康启发个人增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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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具有多样性的工作环境营造具有多样性的工作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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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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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休假制度育儿、护理休假制度育儿、护理休假制度育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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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录用残疾人积极录用残疾人积极录用残疾人积极录用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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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度3月31日，实际雇用率已超出了法定雇用

率。2012年度将雇用率目标定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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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管理CSR管理CSR管理CSR管理

共同推动事业活动和CSR活动共同推动事业活动和CSR活动共同推动事业活动和CSR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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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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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起启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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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管理CSR管理CSR管理CSR管理

2011年度CSR活动总结2011年度CSR活动总结2011年度CSR活动总结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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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活动方针（2006～2008年度）”，构筑了全

球以及集团CSR推动体制的基础。但是，由于经营环境受到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变得急剧恶化，所以推迟

了在2009年度制定中期方针，而在2010年度制订了“第2次CSR中期活动方针（2010～2012年度）”。在该

方针的指导下，将进一步推动CSR活动。

 

一.第2次CSR中期方针一.第2次CSR中期方针一.第2次CSR中期方针一.第2次CSR中期方针

1.恢复品牌效应(品牌:阿尔卑斯标志和公司名称的承诺)

　　•确保员工的“自信”和“自豪”

　　•获得公司外的“信赖”和“好感”

2.对低碳社会的贡献

　　・造成创造绿色器件的企业文化

　　・实现第6次环保计划(修订版)

　　・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并促进环保行动

3.积极响应社会上的要求

　　・适用电子行业、汽车行业的CSR行动规范和基准

　　・积极推动社会要求日益高涨的企业信息公开

二.2011年度活动结果二.2011年度活动结果二.2011年度活动结果二.2011年度活动结果

1.恢复品牌效应(品牌:阿尔卑斯标志和公司名称的承诺)

　　・东日本大震灾后，所有受灾工厂早期恢复了生产，赢得了客户、

　　　供应商以及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信赖”

　　・向员工公开客户对我公司在东日本大震灾后早期恢复生产表示感谢的映像信，

　　　确保了员工的“自信”和“自豪”。

2.对低碳社会的贡献

　　・为了实现第6次环保中期行动计划，2011年度基本上按计划开展了活动

　　・通过发行家庭环保收支帐、环境新闻等持续性启蒙教育，促进了员工个人的节能、省电活动

3.积极应对社会上的要求

　　・改善在CSR监查中被指出的事项并在CSR监查时得到合格，提高了适用各种CSR基准的水平

　　・对供应链风险调查以及冲突矿物相关调查邀请，诚实地公开了信息

自我评价 ：已达到 ：顺利进行中 ：延迟

 

三．2012年度CSR重点课题三．2012年度CSR重点课题三．2012年度CSR重点课题三．2012年度CSR重点课题

1.加强风险管理，获得“信赖”

　　・加强与反社会势力断绝关系的活动，遵守“暴力组织排除条例”的规定，

　　　从而进一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赖

　　・探讨在供应链构筑风险管理机制

2.应对地球温室效应问题和环境保全

　 执行第6次环境保全中期行动计划，推动员工个人和家属的节能、省电活动

3. 积极应对各种CSR需求

　 与供应商联手应对美国纠纷矿物质规则和地球温室效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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