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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价值

与地球保持和谐

与客户共⽣

公正经营

尊重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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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追求创造崭新价值。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保护地球，与环境保持和谐。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向客户学习，迅速做出反应。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实现⽴⾜于全球性观点的公正经营。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调动并利⽤员⼯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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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指南

1    以灵活的思维和具有挑战性的⾏动，实现价值。

2    保护美丽的⾃然，珍惜宝贵的资源。

3    通过迅速的判断和实践，不辜负客户的期待。

4    为理解世界各地的规则和⽂化⽽努⼒，并光明正⼤地⾏动。

5    追求专业性，志向专业化集团。



公司展望

社训(创业宗旨)

阿尔卑斯电⽓的所有起点，就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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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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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与朴实

我们以亲和为第⼀,崇尚朴实和坚毅;

 

为社会服务

我们⽣产⾼品格的产品,时刻不忘奉献社会;

 

发掘创意

我们注重创意的发掘,努⼒开发新技术,提⾼业务能⼒;

 

建⽴诚信

我们以强烈的责任感，克尽职守,建⽴诚信;

 

健康与家庭

我们重视⾝体健康和家庭美满,从⽽以全⼒投⼊事业。

 



追求价值

与地球保持和谐

与客户共⽣

公正经营

尊重个性

5种经营姿势
阿尔卑斯电⽓通过“5种经营姿势”开展CSR活动。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追求创造崭新价值。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保护地球，与环境保持和谐。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向客户学习，迅速做出反应。

我们的经营目标是，实现⽴⾜于全球性观点的公正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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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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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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价值

通过构成“精美的电⼦零部件”的3种价值，追求最先进、最新的电⼦零部件和技术⾰新。

阿尔卑斯电⽓通过融合独有的材料、⼩型化等各种固有技术，开发独
特的新产品，即，通过“追求精美的电⼦元器件”这普通的“产品制造”
概念，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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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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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持顾客需求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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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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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价值

追求精美的电⼦零部件

阿尔卑斯电⽓通过追求“精美的电⼦元器件”，追求使⼈类和社会更充实、更⽅便的崭新价
值。电⼦元器件不但活跃在智能⼿机、平板电脑等电⼦设备上，⽽且EV/HV等市场扩⼤很显
著的汽车以及保健设备、提倡太阳能及风⼒等发电⽅式的多样化及⾼效⽤电系统的智能电⽹
等能源市场，扩⼤其活跃之地。阿尔卑斯电⽓的电⼦元器件被搭载于各种商品和设备上，为
创造兼备了⽅便性和安全性的充实⽣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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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

随着市场和社会的变化，要求设备应具备的功能和性能也在变化。共同开发现在和不久的未来实现要求设
备应具备的功能和性能并符合客户需求的电⼦元器件。

＜Liqualloy™ 功率电感器＞
采⽤集团下属企业-阿尔卑斯绿⾊器件株式会社研究开发的Liqualloy™ ，开发出
⾼效率为特点的功率电感器。如今，要求通过各个电⼦设备的省电化开展节能活
动，Liqualloy™ 功率电感器为设备的省电化作贡献。

 

＜发电开关＞
作为将开关的ON/OFF动作转换为能源从⽽能⾃我发电的装置进⾏了开发。保持现
有按钮式开关的轻快操作感的同时，还通过与BlueTooth® 等⽆线通讯器件组
合，就能实现⽆需电池的遥控器等电⼦设备的免电池化。

 

＜电流传感器＞
现在的电⼦设备要求HV、智能电⽹等电⼦设备和基础设施本⾝的节能化。阿尔卑
斯绿⾊器件株式会社在开发新的电⼦元器件时应⽤了多年积累下来的电磁元件开
发专有技能和技术，致⼒于开发在新的电⼦设备和基础设施系统上使⽤的电⼦元
器件。

 

＜各种传感器＞
智能⼿机、各种家电产品为了提⾼其⾼功能化、安全性和⽅便性，需要陀螺、加
速度、⽓压、湿度、光线等各种传感器。阿尔卑斯电⽓应⽤在为了满⾜这些需求
⽽多年积累的固有技术(MEMS、细微加⼯)，开发出更⼩型且更⾼精度的传感器并
实现了产品化。

 



追求价值

创造崭新价值

阿尔卑斯电⽓通过融合⾃创业以来积累下来的机电⼀体化、⾼频、模具等各种技术和新技
术，积极开发未来型电⼦元器件。开发不仅⾯向⾄今致⼒于开发的家电设备、智能⼿机及平
板电脑等便携式设备、汽车和汽车导航系统等车载设备市场，⽽且还⾯向能源、保健设备市
场等新兴市场以及国际市场，不断地扩⼤提供崭新价值的机会。

在海外开展的研发活动D

阿尔卑斯电⽓致⼒于研发⾯向新市场的电⼦元器件。⽽且，各国或各地区的市场情况均不相同，为了迎合
这种市场环境，积极在海外开展研发活动。 2012年，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成⽴了从事于开发⾯向保健⽤
品市场的产品以及技术咨询服务的沈阳熙康阿尔卑斯科技有限公司（SHENYANG XIKANG ALPS
TECHNOLOGIES CO., LTD.）。

加快开发速度

如今，数字产品和汽车的开发速度突飞猛进。2011年，阿尔卑斯电⽓为了进⼀步提⾼产品开发速度，在
古川⼯⼚开设了具备共6台EMC评价电波暗室和天线评价电波暗室的EMC评价中⼼。古川⼯⼚不仅设有⽣
产部门，还设有消费家电产品以及车载各种产品的开发设计部门，因为评价中⼼与这些部门相毗邻，从⽽
可加快从开发到评价、⽣产的速度。
目前，提⾼了天线的评价技术和解析技术能⼒，实现了⾼精度的测试和评价效率。⽽且，不仅实施本公司
产品个体的评价，⽽且还实施被搭载于整机产品的状态下的评价，为削减客户的评价⼯数、提⾼商品的完
整度、缩短开发期间也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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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务取缔役
管理本部 本部长

与地球保持和谐

作为“地球号宇宙飞船”的⼀员，推动与事业活动相协调的环境和谐型经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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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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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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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者审查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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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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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起，根据第
7次环保中期⾏动计划开展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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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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发⽣了1起⾷堂排⽔超出排⽔标准的案件，对该案件⽴即采取了适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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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

 



⾯向新上任的科长级⼲部实施环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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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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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员⼯的启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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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这⾥是环境信息局！》为标题的连载栏，介绍
有关环保的公司内活动以及公司外环保相关设施等。
另外，向集团员⼯提供可确认家庭排放CO2量的“环保家计
簿”，促进员⼯的环保意识。

 

为⽣物多样性开展的活动

⽀持环保NPO团体“办公室居委会”运营的“森林居委会”开展的、促进间伐和间伐材的有效利⽤为健全的植
树造林作贡献的活动，在公司内部刊物等上使⽤了“贡献于间伐的纸”。 使⽤“贡献于间伐的纸”，意味着
为促进间伐给森林带来活⼒的机制提供协助。今后也将继续扩⼤利⽤范围。
另外，还⽀援在东⽇本⼤地震中失去的宫城县名取市海岸林的再⽣活动。这项活动是公益财团法⼈
OISCA⽀援的⼀个项目，其主要内容是，名取市的居⺠⽣产黑松树苗并植树造林，为海岸林的再⽣需长
期开展的复兴活动。该项目还成为受灾区居⺠确保收⼊的⼀种⼿段，阿尔卑斯电⽓计划长期提供⽀援。

 



2012年度的环境成本※1（对象∶阿尔卑斯电⽓） 単位：百万⽇元

与地球保持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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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度的费⽤额基本上与2011年度相同，但是投资额因新⽣产⼯序的设置⽽有所增加。
另⼀⽅⾯，有价物出售利润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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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 '11 '12

事业区内的成本
公害防⽌
温暖化対策

68.9 354.8 253.8 249.7

上下流成本
绿⾊供应、化学物质
管理数据库

3.4 0.0 77.3 78.7

管理活动成本 维持ISO14001认证 0.0 0.0 126.4 97.1

研究开发成本 － 0.0 0.0 0.3 0.3

社会活动成本 地区清扫活动 0.0 0.0 8.3 4.8

环境破坏成本 净化⼟壤和地下⽔ 0.0 0.0 0.8 3.4

其它成本 － 0.0 0.0 0.0 0.0

共计  72.3 354.8 466.9 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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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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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的环保对策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对象∶阿尔卑斯电⽓） 単位：百万⽇元
 

分类
⾦额

'11 '12

有价物出售收益 846.0 552.4

通过节能⽽削减的经费 79.7 31.6

共计 925.7 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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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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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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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主要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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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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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2 583 7,891 95,049 1,556 14

涌⾕⼯⼚ 1,705.8 302 6,364 21,360 898 4

角⽥⼯⼚ 1,597.9 201 5,737 33,793 1,202 1

北原⼯⼚ 425.9 23 1,445 9,864 62 0

⼩名滨⼯⼚ 522.5 50 1,828 12,017 188 1

平⼯⼚ 715.9 458 3,535 79,491 247 5

长冈⼯⼚ 3,205.9 379 11,485 188,611 511 22

仙台开发中⼼ 209.4 169 1,017 11,968 19 0

总公司 229.2 0 857 8,425 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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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主要分⽀机构

古川⼯⼚ (t/年)

涌⾕⼯⼚ (t/年)

 

海外⽣产基地
电⼒

（万kWh）

燃料
（原油折

算）
(kL)

饮⽤⽔使⽤
量
(t)

CO2
排放量

(t)

废弃物
排放量

(t)

韩国阿尔卑斯 1,885 416 16,786 9,454 1,444

阿尔卑斯马来⻄亚 2,486 39 223,221 16,388 1,156

丹东阿尔卑斯 418 67 35,915 5,031 556

⼤连阿尔卑斯 3,148 86 125,589 37,079 2,823

天津阿尔卑斯 573 35 67,200 6,524 109

⽆锡阿尔卑斯 3,646 104 197,966 30,329 2,210

宁波阿尔卑斯 2,375 58 90,487 19,768 688

阿尔卑斯爱尔兰 570 62 4,126 3,819 430

阿尔卑斯欧洲 多特蒙德⼯⼚ 396 217 2,550 2,136 377

阿尔卑斯捷克 240 147 3,860 1,571 457

阿尔卑斯电⼦ 2,829 56 26,501 12,576 1,971

购买电⼒的⼆氧化碳折算系数采⽤了GHG协议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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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镍 1.1 0.0 0.0 0.0 0.0

甲苯 6.0 3.9 0.0 0.0 2.0

甲基萘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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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氰基化合物 1.8 0.0 0.0 0.0 0.0

镍 1.8 0.0 0.0 0.0 0.0

镍化合物 2.2 0.0 0.0 0.0 0.0

银及其⽔溶性化合物 3.1 0.0 0.0 0.0 0.1

甲基萘 3.2 0.0 0.0 0.0 0.0



角⽥⼯⼚ (t/年)

⼩名滨⼯⼚ (t/年)

平⼯⼚ (t/年)

长冈⼯⼚ (t/年)

 

项目 使⽤量
排放量 移动量

⼤⽓物质 ⽔域 下⽔道 委托处理

甲基萘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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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及其⽔溶性化合物 0.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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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苯 5.2 2.6 0.0 0.0 0.0

三甲基苯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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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苯 0.7 0.7 0.0 0.0 0.1

⼄酰基⼆甲胺 1.1 0.0 0.0 0.0 1.1

甲苯 13.3 12.7 0.0 0.0 0.6

甲基萘 4.2 0.0 0.0 0.0 0.0

过硫酸的⽔熔氯 1.3 0.0 0.0 0.0 1.3

仙台开发中⼼、总公司没有发⽣该项内容
 



与地球保持和谐

环保中期⾏动计划

作为“环保中期⾏动计划”，阿尔卑斯电⽓致⼒于削减温室效应⽓体和废弃物以及化学物质的
管理等。虽然“第6次环保中期⾏动计划”已在2012年度结束，但是削减废弃物排放量等⼀部
分项目未达到目标。
从2013年度起开始了“第7次环保中期⾏动计划”。该计划把⼀部分目标项目的对象范围扩⼤
到整个集团公司，⽽且还致⼒于解决在第6次⾏动计划中留下来的问题。

第7次环保中期⾏动计划

项目 目标 适⽤范围

防地球温室效应对策（能源管理） 改善单位能耗(到2020年为⽌年平均1%) 阿尔卑斯集团(*1

削减废弃物总排放量
改善单位产品的废弃物总排放量(到2015
年度为⽌每年1%)

阿尔卑斯集团

削减⽤⽔量
改善单位产品⽤⽔量(到2015年度为⽌每
年1%)

全球阿尔卑斯电⽓(*2

削减物流的环境负荷

改善与产品的国内物流有关的单位能耗(到
2015年度为⽌每年1%)

阿尔卑斯电⽓

掌握产品的海外物流能耗(到2014年度为
⽌)

阿尔卑斯电⽓、阿尔卑斯物流

产品的防地球温室效应对策
研究引进环境贡献量的可视化 阿尔卑斯电⽓

对应GHG协议的Scope3 阿尔卑斯电⽓

推动⽣物多样性保全活动

推动并维持全公司的保全活动 阿尔卑斯电⽓

推动并维持各分⽀机构的保全活动 阿尔卑斯电⽓

维持⾯向个⼈的启发活动 阿尔卑斯电⽓

环境管理系统
研究并实施环境管理系统的国内系统合并
化

阿尔卑斯电⽓

推动环境教育
推动⾯向个⼈和家庭的启发活动 阿尔卑斯电⽓

研究并实施全球环境教育 全球阿尔卑斯电⽓

共享集团环境数据 集团内共享环境数据 阿尔卑斯集团
＊1：“阿尔卑斯集团”由阿尔卑斯电⽓以及阿尔派、阿尔卑斯物流构成。
＊2：“全球阿尔卑斯电⽓”由阿尔卑斯电⽓以及有关电⼦元器件业务的国内外⽣产性分公司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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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次环保中期⾏动计划的目标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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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度的活动成绩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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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实施环保效率指标的调查活动
（曾于2010年度做出决定认为引进
尚早） 

环境交流

(1)定期发⾏报告书
(1)发⾏CSR报告书(WEB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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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技术⼈员实施⽣物多样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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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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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度的活动成绩
2012年度
的⾃我评价

环保型设计

(1)推动LCA
(1)使⽤汽车零部件⼯业会披露的汽
车零部件简易LCI计算⼯具实施评价

(2)研讨并试⾏环境负荷效率

(2)在公司内开始实施电⼦元器件的
环境贡献度及可视化的计算指南；研
究对GHG protocol Scope 3的应对
⽅法；试算国内员⼯上下班时产⽣的
GHG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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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新化学物质管理系统
（Green-AXIS）的运⽤

(2)维持不使⽤禁⽌含有物质的状态

(2)在公司内部标准上反映新追加的
REACH SVHC候选物质和被变更的
汽车⾏业管理化学物质项目
（GADSL）

(3)削减环境负荷物质
(3)使公司所有员⼯彻底掌握RoHS法
规除外适⽤期限届满所带来的禁⽌使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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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度的活动成绩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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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88吨
2008〜2012年度平均 49,204吨
与基准年(1990年)度相⽐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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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吨/亿⽇元
与基准年(2007年)度相⽐ 24.2%
(改善)
与前⼀年(2010年)度相⽐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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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吨
与前⼀年(2010年)度相⽐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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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
与前⼀年(2011年)度相⽐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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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吨/億円
与基准年(2007年)度相⽐ +2.4%
(悪化)
与前⼀年(2011年)度相⽐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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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
与前⼀年(2011年)度相⽐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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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吨
与基准年(2007年)度相⽐ 48.2%
(改善)
与前⼀年(2011年)度相⽐ 8.6%増
(悪化)

(全球)各分⽀机构设定目标值



举措 ⾏动目标（2009〜2012年度） 2012年度的活动成绩
2012年度
的⾃我评价

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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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307吨
与基准年(2007年)度相⽐ 29.5%
(改善)
与前⼀年(2011年)度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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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基准年度（2000年）相⽐ 减
85.6％（改善）

(全球)⼀部分分⽀机构设定目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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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设定了目标数
据，但未能执⾏（找不到替代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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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内部产品评价上追加了⽣物多
样性保全项目，同时向技术⼈员实施
说明会；
在公司内部刊物等上采⽤使⽤了间伐
材的纸
向复兴东⽇本⼤震灾的海岸林再⽣项
目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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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物质的产品含有信息传递表格

与地球保持和谐

制造环保型产品

环保和经济发展的并存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不可缺少的。阿尔卑斯电⽓也致⼒于开发注重
可持续发展社会的产品。例如，减少在产品上使⽤限制含有的化学物质，通过薄⼩型化、轻
量化等⽅式有效利⽤资源，在产品评价上引进通过减少⽤电量和提⾼制造⼯序的效率等来意
识地球温室效应对策的思想和意识⽣物多样性保全的思想。⽽且，还为了迅速应对新的化学
物质法规，正在采取各种措施。

在全球范围内管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近⼏年，从产品安全性和创造可持续发展社会的侧⾯出发，对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回应
这种社会上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随着斯德哥尔摩公约（POPs公约）和欧盟RoHS法规等的修
改，限制对象化学物质和限制对象范围等有了变更和扩⼤，要求企业应对这些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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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到产品的组装
加⼯、发货为⽌的流程上也排除有害物质，引进了全球管理体制。
例如，对供应商所提供的化学物质含有信息实施数据库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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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向客户提供实时信息时也利⽤该数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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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REACH法规的⾼度关注物质
(SVHC)⼀年2次被更新。阿尔卑斯电⽓为了正确地应对该
REACH法规，实时在公司内部管理标准上反映⾼度关注物质
(SVHC)。同时，为了顺利地向客户传达信息，还采取了应对
汽车⾏业和电器设备⾏业等⾏业格式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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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语、英语、中⽂版，在全球范围内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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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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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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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尔卑斯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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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利⽤能够反复使⽤的“周转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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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交货路径来设定最佳运输路
径，提⾼运输效率，还采取了削减燃料消耗的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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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卡车上
安装数字转速表并指导驾驶员，还为了促进环保驾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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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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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引进了太阳能发电设备和⾃由冷却系统，积极
利⽤天然能源。
在第6次环保中期⾏动计划当中，以⼆氧化碳排放量与1990年度相⽐削减20%、单位产品排
放量与2007年度相⽐削减5%为目标开展了活动，在计划最后年度的2012年度，两个项目均
达到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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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滨总务科
⼤平宪宪宪宪⼀

各分⽀机构的举措

平⼯⼚
在平⼯⼚，积极引进了可有效利⽤天然能源的节能设备，如，引进太阳能发电设备（82kW）、引进作为
冷却源利⽤冬季外⽓的⾃由冷却系统等。⽽且，通过变更系统结构来推动节能活动，如，将原来利⽤压缩
机压缩空⽓的⽓⼑改为效率更⾼的送风机供应空⽓的⽅式等。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削减了⼤约60万
kWh／年的⽤电量。

平⼯⼚是设有⽆尘室的⽣产⼯⼚，⽤电量的⼤约⼀半是由设施（设备）占据。如何节
省该能源作为目标，不断地采取了各种改善措施，如，节假⽇休息时把温度湿度的控
制器关上等。
⽽且，⼯⼚的全体部门同⼼协⼒，致⼒于改善耗能量最⼤的压缩空⽓。其结果，目前
压缩机的运转率变得非常⼩，但是待机电⼒却有了增加，我们发现了下⼀个课题。今
后也将继续保持“MOTTAINAI（可惜）“的视点，通过全体⼈员团结⼀致的节能活
动，为防⽌地球温室效应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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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于削减废弃物以及提⾼再资源化率。在该计划的最后年度即
2012年度，虽然再资源化率达到99%⽽实现了目标，但是因开始了新产品的⽣产等使废弃
物量增多，废弃物的目标没有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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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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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科
王海波

各分⽀机构的举措

丹東阿尔卑斯
丹東阿尔卑斯(中国)为了正确地处理废弃物，对处理废弃物
的企业实施监查。在每年实施⼀次的该监查当中，事先通过
⽂件确认之后，再前往现场确认处理废弃物时是否符合中国
法律、处理⽅法是否恰当、⾏政部门发放的批准许可是否合
适等情况。

 
目前，我公司为了防⽌废弃物的环境污染，委托专业处理公司处理废弃物。但作为管
理负责⼈，我认为不直接到现场亲眼看到专业处理公司的处理⼯作就⽆法承担责任。
⽽且，还想确认在处理废弃物的过程中是否在当地发⽣次⽣污染。
实施监查时，除了确认⾏政部门发放的处理资格证书原件以外，还确认处理路径、设
备的运转情况、管理情况等。确认结果认定废弃物的处理很妥善并不存在问题⽽且也
没有发⽣污染时，感到对环保做出了贡献⽽非常欣慰。今后也想把妥善处理废弃物的
意识向其他废弃物处理公司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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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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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TR法对象物质调查结果（对象∶阿尔卑斯电⽓） 単位：(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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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量

排放量 移动量

⼤⽓物质 ⽔域 下⽔道 委托处理

'11 '12 '11 '12 '11 '12 '11 '12 '11 '12

⼆甲苯 8.6 6.9 2.6 3.7 0.0 0.0 0.0 0.0 0.5 0.3

银及其⽔溶性化合物 5.7 5.0 0.0 0.0 0.0 0.0 0.0 0.0 0.3 0.2

⽆机氰基化合物 2.4 2.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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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甲基苯 6.4 7.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甲苯 16.3 19.9 15.0 17.2 0.0 0.0 0.0 0.0 1.3 2.7

铅 1.5 1.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镍 1.9 3.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镍化合物 2.9 2.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过硫酸的⽔溶氯 7.5 1.3 0.0 0.0 0.0 0.0 0.0 0.0 7.5 1.3

甲基萘 17.5 15.2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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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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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风险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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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务取缔役
营业本部 本部长

与客户共⽣

重视“⾯对⾯”的沟通，实现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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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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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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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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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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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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关于QE的基础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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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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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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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看准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且事先
预测并准备好客户所需的产品及技术等举措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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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客户进⾏交流

如今在进⾏产品开发时，为了分享设备整体的开发思想的同时⼀起实现其梦想⽽与客户进⾏交流成为很重
要的⼀个环节。除了平时负责销售的⼈员与客户进⾏交流之外，还通过展览会上的沟通，提供使⼀直有交
易往来的客户以及新客户了解我公司产品及技术的机会。

ALPS SHOW 2012
在每隔⼀年举办的企业单独展览会上，我公司的最新产品和
技术将汇集⼀堂。向客⼈展⽰我们的开发成果，并在展览会
上为了开发新产品以及新领域的产品与客户进⾏交流。

 

CEATEC JAPAN
每年在⽇本千叶县幕张展览馆举办的、⼀般⼈也可观展的⼤
型展览会。出展企业不仅有整机产品⼚商，⽽且还有元器
件、部件⼚商，阿尔卑斯电⽓将该展览会视为使⼴⼤客户理
解我公司产品和技术⼒量的⼀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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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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展览会
我们还⾯向新市场介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且，我们在全
球范围内开展这些与客户的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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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经验的⽼职⼯
对他们实施注重培养基本功的OJT为中⼼，第2年还实施对⾏
业及公司增长知识的集中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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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到与销售活动有关的贸易管理及化学物质规定、各国的法
律法规、供应链的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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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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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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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语、英语、中⽂版，在全球范围内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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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冲突矿物的对策

刚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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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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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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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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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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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项目的解说（左），调查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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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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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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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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社会福利和
救灾、为地区贡献、⽀援教育等4个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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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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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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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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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各种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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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深与员⼯的家属以及当地居⺠的交流，
在国内各基地举办盛夏狂欢节。

阿尔卑斯捷克赞助了培养⼉童创造性的地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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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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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涌⾕⼯⼚开展的技能测试员培训等技能振兴事业活动受到了
中央职业能⼒开发协会的表彰，获得了“会长表彰旗”。
我公司的员⼯也作为宫城县的技能测试有功者，
领到了宫城县职业能⼒开发协会颁发的 “感谢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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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交流。作为优秀的企业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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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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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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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缔役
法务、知识产权、贸易管理担当

公正经营

推动公正、诚实的经营，以获得全球各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并不断提⾼企业价值。

我公司作为企业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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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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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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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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选任独⽴的外部董事，这些董事具有确保董事执⾏业务时合法性的牵制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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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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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经营

遵纪守法

阿尔卑斯电⽓为了实现公正经营始终留意遵纪守法，即按照法律法规的宗旨和社会要求以及
企业伦理，光明正⼤地⾏动。单是形式性地遵守法律法规和规则是不够的，要正确地理解法
律法规和规则的宗旨和意义，去想⼀想为何需要这些法律法规和规则，然后主动并积极地采
取正确的⾏动，才是最重要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制定了“阿尔卑斯集团遵纪守法宪章”，该宪章明确规定了整个集团共同的遵
纪守法基本理念。然后，以该宪章为基础，各业务部门的骨⼲企业（车载信息设备部门是阿
尔派株式会社、物流业务部门是株式会社阿尔卑斯物流）在全球制定并执⾏切合各⾃经营范
围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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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电⽓的举措

阿尔卑斯电⽓作为电⼦元器件部门的骨⼲企业，制定了使“阿尔卑斯集团遵纪守法宪章”的宗旨更加具体化
的“遵纪守法基本规定”。
阿尔卑斯电⽓的该举措不仅停留在规则和机制的制定和构筑，⽽且为了使这些规则和机制正确且有效地起
作⽤，注重了使实际开展活动的每个员⼯具体理解遵纪守法的重要性并促使他们能够主动且积极地去⾏
动。
作为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为继续开展下列活动，即：为了使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合法且正确地开展，维持内
部统治机制；通过内部监查，监视公司内各部门、关联企业的活动情况；通过运⽤内部举报（伦理热线）
制度，早期发现并早期纠正不正当、丑闻等违反遵纪守法的⾏为；通过教育和公司内部新闻发布有关遵纪
守法的信息，使员⼯保持遵纪守法意识。

 



BCM（业务连续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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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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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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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教育上使⽤的资料

关于新型流感对策的⾏动计划

对风险管理的第三⽅评价

阿尔卑斯电⽓在由⽇本政策投资银⾏（DBJ）实施的2012年
度BCM评级上获得了A级评定。该评级是对企业的防灾及持
续经营措施进⾏的评价，包括我公司海外当地法⼈在内的整
个阿尔卑斯电⽓集团对持续经营风险的管理体制得到了认
可。我公司于2011年度也被认定过A级评价，即我公司是连
续两年获得了A级评价。

 

新型流感对策

阿尔卑斯电⽓除了制定有关事故及⾃然
灾害的BCP，⽽且还开始制定了对传染
病的BCP。如果发⽣传染病⼤流⾏，有
可能出现多数员⼯不能上班的情况，我
们正在研究出现这种情况时如何维持供
应链。
关于最近发⽣的各种新型流感，考虑到
发⽣地区、感染情况以及其毒性等因
素，正在拟订从发⽣初期提醒员⼯注意
到能够根据感染程度恰当应对的弹性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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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信息安全的⽅针

阿尔卑斯电⽓认为应承担必需与本公司的信息同样将客户以及各供应商的信息（包括个⼈信息）作为保密
信息严格管理的社会责任，制定了不向公司外部错误披露信息、不在业务以外的目的上使⽤、除了特别需
要以外禁⽌局外⼈员（信息管理部门以外的⼈员）携出等为内容的基本⽅针。在信息管理规定中规定该基
本⽅针，使电⼦元器件部门的⽇本国内及海外的所有下属企业遵守，⽽且从董事到员⼯都知道该基本⽅
针。

 

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信息安全对策并实施⾃主检查

阿尔卑斯电⽓认为，不仅在国内⽽且在包括海外基地在内的整个企业采取信息安全对策并维持其有效性是
很重要的。2008年之前，由国内和海外的各基地各⾃制定⽅案，但在2009年度制定了全公司共⽤的信息
安全管理规定，使国内和海外的所有分⽀机构也执⾏，实施适合于各国法律法规以及企业经营环境情况的
防信息泄露对策。
⽽且，为了使信息安全对策的有效性持续下去，在国内和海外的所有企业每年实施⾃主检查，⼒求改善信
息安全对策的执⾏环境。信息安全⾃主检查的实施情况由各分⽀机构向总公司的信息系统部门报告，然后
从全公司的观点进⾏评价，并拟定和完善符合环境变化的防信息泄露对策强化⽅案。通过这些活动，保证
整个电⼦元器件部门信息安全对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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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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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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信息》的⾸页

股东通信《阿尔卑斯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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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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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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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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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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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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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部⻑

尊重个性

营造可⾃由活泼地进⾏交流的环境，创造使每个⼈可挑战的多种机会，⽀援员⼯实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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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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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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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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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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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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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语时，还注重讨论会、发表等学习⽅法。

通过外聘讲师的指导，启发个⼈对职业⽣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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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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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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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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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都可以利⽤的移动型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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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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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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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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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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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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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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在⼯作岗位附近，
出现了紧急情况也能⽴即使⽤。

举办“关于在⽇常⽣活中可简单实践的运动”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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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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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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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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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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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2013年度3⽉31⽇，实际雇⽤率已超出了法定
雇⽤率,1.8%。2013年度争取超过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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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对策

我公司作为⽯棉对策，调查公司办公楼内有可能发⽣⽯棉尘埃的所有地⽅，如检查出⽯棉时，采取去除或
隔离等适当措施。

 



CSR管理

共同推动事业活动和CSR活动

阿尔卑斯电⽓认为，CSR与企业经营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企业经营活
动去关注CSR。
2013年度，将按照从4⽉起启动的“第3次CSR中期活动⽅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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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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管理

活动⽅针和总结

阿尔卑斯电⽓除了每年制订新目标之外，从2006年度起制订每3年的中期活动⽅针，以此推
动CSR活动。从2013年4⽉份起，按照“第3次CSR中期活动⽅针”， 持续推动CSR活动。
2013年度，致⼒于对应全球性社会要求并强化BCP、BCM的举措。

第3次CSR中期活动⽅针
通过公⽤更优质的价值，赢得客户、供应商以及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信赖”，追究CSR活动

活动课题
〜 获得阿尔卑斯标志和公司名称承诺的信赖 〜

1.积极地公开信息和对应社会要求
 •积极推动企业信息公开和强化信息安全
 •积极地对应全球社会的要求(对应矿物纠纷、公开GHG排放量等)
 •适⽤电⼦⼯业、汽车⾏业的CSR活动规范和基准

2.对低炭素社会的贡献
 ・实现第7次环保中期计划
 ・推动环保教育
 ・造成创造绿⾊器件的企业⽂化

3.加强风险管理
 ・加强BCP、BCM活动

■2013年度活动课题
2013年度，按照以下第3次中期计划，推动CSR活动。

2013年度重点课题

1.积极地公开信息和对应社会要求
 ・积极地推动企业公开信息和强化信息安全
 ・积极地对应全球社会的要求(对应矿物纠纷、公开GHG排放量等)

2.加强风险管理
  加强BCP、BCM活动

CSR 环境信息



■第2次CSR中期活动总结
 从2010年4⽉启动的“第2次中期活动”，受到次年3⽉发⽣的东⽇本⼤震灾的打击， 对展开的CSR活动有很⼤的影响。阿
尔卑斯电⽓，为了更获得公司外的信赖，有效地利⽤从这震灾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尽全⼒确⽴BCP・BCM制度。
 在此对东⽇本⼤震灾祈死者冥福，对各位不幸遇难表⽰沉痛的悼念。

第2次CSR中期活动⽅针(2010 〜 2012年度)

1.恢复品牌效应(品牌:阿尔卑斯标志和公司名称的承诺)

 ・确保员员员员⼯的“⾃信”和“⾃豪”
  在社内报刊登载本公司产品的使⽤实例或实例展出样品，促进员⼯对我公司的理解。
  把⾯向客户展开的展览会（ALPS SHOW），⾯向公司内部，促进员⼯对我公司的产品和技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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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获获获得公司外的“信赖赖赖赖”和“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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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客户、供应商以及员⼯家属参观ALPS SHOW以及公司新办公楼，促进对我公司的理解。

2. 对低碳社会的贡献

 ・造成创创创创造绿绿绿绿⾊器件的企业业业业⽂化
 ・实现实现实现实现第6次环环环环境保全中期⾏动计动计动计动计划
  实现第6次环境保全中期⾏动计划
 ・提⾼员员员员⼯的环环环环保意识识识识并促进环进环进环进环保⾏动动动动
  持续发⾏家庭环保收⽀帐和环境新闻等
  发⾏节能新闻，促进了员⼯个⼈的节能、省电活动
  在社内报刊上连载环境信息，促进员⼯的启蒙教育

3. 积极响应社会上的要求

 ・适⽤电电电电⼦⾏业业业业、汽车车车车⾏业业业业的CSR⾏动规动规动规动规范和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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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供应商遵循JIETA/EICC标准，在整个供应链适⽤各种规范和基准。
 ・积积积积极推动动动动社会要求⽇益⾼涨涨涨涨的企业业业业信息公开
  有效应对与稀⼟⾦属供应问题、对供应链风险、BCP、争议矿物质相关的调查要求，诚实地公开了信息。

⾃我评价 ：已达到 ：顺利进⾏中 ：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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