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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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理念

阿尔卑斯以创造有益于人类和地球的新价值为使命。

研究开发

知识财产

质量和安全管理

客户相关

环境经营的推进

环保中期行动计划

环境负荷整体情况

环境风险对策

制造环保型产品

节能举措

削减废弃物

环境举措

人才培养

致力于多元化发展

劳动安全

员工相关

与业务伙伴的关系

履行自身在供应链中的责任。

合规

公司治理

风险管理

信息安全・信息公开

公正经营

与地区社会和谐共存

扎根地区社会开展活动。

CSR推進体制

CSR管理

5种经营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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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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价值

与地球保持和谐

与客户共⽣

公正经营

尊重个性

企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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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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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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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管理

CSR活动总结

 阿尔卑斯电⽓集团每三年制定⼀次中期活动⽅针，推进CSR活动。
 2015年度是2013年度开始的第3次中期活动的最后⼀年。我们将对本期⽅针进⾏全⾯总
结，为满⾜各利益相关⽅的要求制定下期⽅针。

CSR中期活动⽅针和未来

●2014年度回顾

 在2014年度，我们按照中期活动⽅针，针对以下重点课题实施了相应举措。

重点课题 判定 绩效

符合电⼦⾏业及汽车⾏
业的CSR⾏动规范和标
准

持续
・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做到快速信息共享和采取统⼀措施，规定有国内外据点的CSR
 负责⼈和CSR辅助⼈员，并已完善了相应体制。
・已对照各项⾏动规范、标准和内部规定，为做到合规⽽开始研究⼯作。

达成第7次环境保护中期
计划

持续
・关于提出量化目标的防⽌全球变暖对策，在减少废弃物排放量、减少⽤⽔量、减
 少物流环境负荷⽅⾯，有望达成目标。
・其他目标的完成情况基本进展顺利。

加强BCP、BCM举措
未达
成

・为了快速集中风险信息，已确⽴起全球报告渠道，对需要报告的风险信息进⾏了
 整理并传达⾄所有相关⼈员。
・未根据事业环境等变化实施BCM评审。

●第3次CSR中期活动⽅针

第3次CSR中期活动⽅针
开展通过共享更优质价值赢得利益相关者信赖的CSR活动

目标课题
〜致⼒获得品牌所承诺的信赖〜

1. 积极公开信息、遵守社会要求
  ・积极推进企业信息公开、加强信息安全
  ・积极回应全球范围的社会需求(纠纷矿物对策、GHG排放量公开等)
  ・遵循电⼦⾏业、汽车⾏业的CSR⾏动规范及标准

2. 为低碳社会作贡献
  ・达成第7次环境保护中期计划
  ・推进环境教育
  ・创造绿⾊器件

3. 风险管理的进⼀步加强
  ・加强BCP、BCM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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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相关

研究开发

 阿尔卑斯电⽓集团是⼀家⽣产制造企业。⽴⾜⽇本，同时将活动范围扩⼤到全球，为了“追
求精美的电⼦元器件”，全公司齐⼼协⼒，不断研究开发新产品。

对于研究开发的基本态度

●⽅针
 阿尔卑斯电⽓集团将“追求精美的电⼦元器件”作为研究开发的基本⽅针，通过深化与融合核⼼技术，创
造具有新“价值”的产品。

●体制和研究开发费
 我们采⽤在⽇本开发基础技术和尖端技术、在当地
开发符合客户与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产品设计体制。通
过这种⽅式在全球推进技术与产品的通⽤化和标准
化。此外还积极与国内外⼤学和研究机构开展共同研
究，与其他企业进⾏合作开发。

●战略
 我们对多年积累的机电⼀体化技术、⼯艺技术、
材料技术、各种设计技术进⾏深化与融合，努⼒实
现与其他企业的差异化，确保优势地位。
 在产品开发中，我们特别重视在核⼼技术的基础
上增加新功能，扩展新业务领域的“延伸化”，以及
不易被⼈模仿的“技术黑匣⼦化”。
 以上述战略为本，我们将“深化HMI（⼈机界
⾯）”、“扩⼤传感器多样化”、“扩⼤以连接件为核
⼼的业务”作为成长引擎，在这些领域加⼤⼒度，
开发符合未来社会要求、对⼈与地球环境友好、能
够为实现美好⽣活作贡献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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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电⽓集团的精美零部件制造

●联盟活动
 本公司集团通过从外部引进⾃⾝所不具备的新技术来加快开发速度，并积极开展各领域合作，做到在第
⼀时间向客户提供符合市场与社会需求的产品。

与东北⼤学共同开发⾼性能软磁性粉
 东北⼤学与阿尔卑斯电⽓成功开发出兼具⾼饱和磁通密度与低损失的创新型软磁性粉（非晶粉）。
今后有望⽤于电抗器等电源模块元器件以及改善调节器、电机等磁性应⽤元器件的⼤电流化、低损失
化、⼩型化和轻量化特性。

与Genial Light公司开展⽣物传感器事业化合作业务

 Genial Light公司拥有的医疗器械领域⾼端光检测技术与我们⾼精度、⾼可靠性⽣产技术相结合，
开发超⼩型、⾼精度⽣物传感器。通过这项业务合作，今后将⾛上事业化道路。

与美国Qualtré社公司开发角速度传感器
 该角速度传感器利⽤⼀种名为BAW（Bulk Acoustic Wave）的弹性波，显⽰出优异的抗外来⼲扰
特性。今后，通过与我们的核⼼技术相融合，可应⽤到对耐冲击性有⾼要求的车载⾃主导航单元以及
机器⼈姿势控制装置等⽤途。



未来成长引擎开发举措

●强化核⼼技术
 我们认为，强化产品竞争⼒的最关键因素在于磨练和深化独创的核⼼技术。本公司集团的核⼼技术包括
各种设计技术（机构设计、软件、IC、⾼频、光学、静电）、评价模拟技术、材料技术，以及产品⽣产
所需的⼯艺技术（精密加⼯、细微印刷、MEMS、精密模具、⾃动装配），深耕核⼼技术形成的“延伸化”
与核⼼技术、新技术相融合，源源不断创造出令他⼈望尘莫及的竞争⼒产品。

强化核⼼技术的主⼒领域

HMI
  HMI（⼈机界⾯）指的是“连接⼈与机器”，是本公司从创业伊始⼀直追求⾄今的领域。通过开发各
种输⼊输出相关电⼦元器件，以丰富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创造出TACT Switch™、GlidePoint™等产
品。为了开发便于⼈们使⽤且具有良好触感的产品，我们孜孜不倦地追求新材料开发和精密加⼯技术
等独创技术。
 以这些独创技术为基础，开关、TACT Switch™、可变电阻器等原有产品系列已被搭载在各种领域
的电⼦设备上。
 近年来，操作元器件的触控化迅猛发展，我们应⽤静电容量检测技术，开发出触摸屏曲⾯化和灵敏
度更⾼的产品。

Sensing
 在传感领域，我们已经开发出磁性、地磁式、湿度、⽓压、压⼒、光、电流等各种物理量的检测技
术。应⽤这些传感器技术，使检测细微信号变化成为可能，通过开发各种最适合电⼦设备信号反馈的
传感器产品，满⾜各种电⼦设备的需求。
 此外，我们还推动这些传感器产品的模块化和系统化，并推到⾄电⼒控制、医疗健康护理等新的社
会基础设施领域。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传感器技术将为IoT和⼤数据的普及作出巨⼤贡献。

Connectivity
 连接是实现机器与机器、信息与信息可靠连接的领域，我们通过播放与通信业务，多年来在该领域
积累了基础⾼频技术经验。
 近年来，为了实现安全放⼼的交通社会，车内智能⼿机通信、道路与车辆之间、车辆与车辆之间的
信息通信得到快速发展。
 此外，为了实现智能城市等新型节能社会，对于连接技术的需求正显著提⾼。
 为了应对这些市场需求，我们不断探求⽀持Bluetooth®、W-LAN、LTE等技术的⾼频技术。



主⼒市场应对情况

●强化产品⼒
 我们把握未来市场潜⼒，向车载、智能⼿机、能源、健康护理市场及时投放最适合的产品。

●车载

 汽车市场对安全性、放⼼性、舒适性和环保性的要求越来越⾼，为了实现这些性能，⾼级驾驶辅助系统
（ADAS）、关注地球环保的电动汽车（EV）和燃料电池汽车（FCV）的技术开发不断向前发展。
 从发动机、底盘⽤传感器等元器件产品，到车厢内部的⼈⼯操作模块产品，我们的开发⼯作范围极⼴。
 此外，车载业务对功能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为此我们正在建⽴适应这些要求的组织体制。

【2014年度製品開発事例】

车载⽤ Wireless LAN/Bluetooth® 组合模块(All in One type)
 本产品最适合⽤于车载导航等车载设备和移动设备的⽆线连接，1台可兼容
Bluetooth®和Wireless LAN两种标准。此外还提供软件和天线，满⾜客户的
不同需求，帮助减少客户端组装产品的设计验证、软件开发和认证相关⼯作
量。



●智能⼿机
 智能⼿机在全球迅猛普及，随着使⽤地区的扩⼤和⾼速化、⾼容量化的发展，市场规模潜⼒依然巨⼤。
但另⼀⽅⾯，机型更新换代快，业务竞争⽩热化，必须做到快速应对客户需求。我们正在进⾏摄像头⾃动
焦距调节器、以及各种开关、传感器、连接器、触摸屏等⼴泛产品的开发与⽣产。

【2014年度製品開発事例】

⾃动焦距调节器 ATMC1Z2系列
 该产品可以通过提⾼智能⼿机⽤摄像头⾃动焦距调节器的性能来
推动⾼像素化。在独创的机构设计技术的基础上，凭借结合本公司
的核⼼技术“精密加⼯及组装技术”的⾃动机⽣产，构筑起稳定的品
质和供应体质，获得了顾客的⾼度评价。

⼩型低背连接弹⽚(micro clip)
 这种元器件的作⽤是在智能⼿机和可穿戴终端等设备中连接基板
与搭载元器件。采⽤独创弹簧结构和精密加⼯技术，以1.4mm⽅框
⼤⼩的尺寸，实现了耐振动冲击性能和⾼接触可靠性。



●能源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化⽯燃料使⽤量增加和核电问题导致了全球变暖、环境破坏等全球性重⼤课题。
为此，我们开发出了低功耗电流、节约资源型磁性薄板 Liqualloy™、各种传感器和通信模块，并通过利
⽤Liqualloy™特点开发模块产品，为智能城市的发展和可再⽣能源的实⽤化作贡献。

【2014年度製品開発事例】

磁性薄板 Liqualloy™ “GLCLK系列”“GLCLM系列”
 “Liqualloy™”可有效减少电⼒转换过程中的损失，以此为
核⼼材料，在显⽰器⼤型化和CPU⾼速化的发展过程中为机
器节电作贡献。“Liqualloy™”是我们与东北⼤学共同开发出
的磁性材料，是⼀种帮助实现能源有效转换的产品，有望提
⾼电源效率和实现电池的长寿化。

●健康护理
 随着⽼龄化社会的发展，为了做好疾病预防，对⽇常健康状态和环境信息的监控需求越来越⼤。我们正
在开发能够⾼精度地感应脉搏、⾎液循环等⽣物信息且能够发挥连接件（⽆线通信）技术的健康护理机
器。

【2014年度製品開発事例】

⽣物传感器模块

 以⾼度光检测技术为基础，对脉搏、⾎氧浓度、推定
⾎压等⽣物信息进⾏同时检测，使⽣物数据监控成为可
能。



客户相关

知识财产

 阿尔卑斯电⽓集团作为⼀家制造企业，拥有正确的知识和理解，为了⼤家可以放⼼使⽤本
公司的产品与服务，致⼒于知识财产的创造、保护和运⽤。

需要作为财产加以保护的知识财产

●基本⽅针
 我们关于知识财产活动的定位是通过创造、保护和运⽤有助于企业成长发展的知识财产（包括知识产
权），“为事业收益作贡献的活动”，为了紧密围绕事业战略/开发战略/营业战略开展技术经营，规定知识
财产部门的使命如下。

知识财产基本⽅针

・促进本公司知识财产的创造，奠定技术经营的基础。
・有效、⾼效落实本公司知识财产的保护，提⾼收益贡献度。
・将本公司知识财产运⽤到事业战略和经营战略中，扩⼤收益贡献规模。
・防⽌⽆意中侵害第三⽅知识财产，将事业风险降⾄最低。
・运⽤知识产权信息，促进新事业的创造。

●全球化举措
 本公司将1．知识财产的全球化、2．知识财产的资产管理和收益化、3．知识财产部员的精锐化作为第
7个中期经营计划的知识财产⽅针，据此开展相应活动。下⾯介绍具体举措“1．知识财产的全球化”。

构筑知识财产管理体制
 本公司集团不断强化全球⽣产据点和开发据点中的知识财产创造，推进知识财产管理体制的构筑。
2013年度加快中国知识财产管理体制的建设⼯作，2014年度在韩国完善了体制，并对欧洲知识财产⽀持
体制进⾏了重组。通过这些举措，分布在各个国家的当地法⼈公司成为各个地区的知识财产管理据点，从
全球视角强化知识财产活动的基础，为保障资产和扩⼤全球业务作贡献。

专利等申请战略
 对于所有发明等创造成果，我们不仅要进⾏有效性调查，还要考虑发明等成果的应⽤产品的市场、⽣产
地、⽣命周期等业务模式以及诉讼动向等情况，在全球范围内进⾏有利于本公司集团成长发展的专利申
请。
 例如，为了应对中国市场的快速扩⼤，我们除了在中国为⽇本开发产品申请专利外，对于中国国内开发
据点的开发产品，我们也积极在中国申请专利以便保障各种权利。同时，我们还强化在中国的知识财产管
理体制，为开展这些活动提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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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举措
 本公司集团通过制定企业名称商标使⽤指南，严格要求在商品上标注企业名称商标，以求视觉统⼀，强
化企业形象。此外还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企业名称商标、商品商标的权利和⼴泛的宣传活动，致⼒于提
升阿尔卑斯电⽓及集团公司中的阿尔卑斯品牌价值。



客户相关

质量和安全管理

 阿尔卑斯电⽓集团将质量和安全管理视为获得客户与最终消费者信任和满意的最重要课
题。为了向⼤家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坚持不断完善管理体制，为进⼀步提⾼质量⽽
不懈挑战。

严格的质量管理还有助于降低风险

●质量管理⽅针

 阿尔卑斯电⽓集团将“质量”视为有关事业活动根本的最重要课题，秉承“质量管理基本⽅针”，开展质量
改善活动。
 针对有关各产品的质量情况和课题，我们不以个别措施改善为终点，还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全公司的质量
情况，从⽽提升全公司质量。
 不仅在⽇本国内，海外对于“质量”的关注程度也是越来越⾼，发⽣质量问题可能会导致重⼤事业风险。
我们提出了“质量就是我们的未来”⼝号，齐⼼协⼒，共同努⼒保持和提⾼质量、预防发⽣问题。

质量管理基本⽅针

阿尔卑斯电⽓提供令客户满意的卓越产品与服务。

●质量管理体系(QMS)

 质量管理体系（QMS：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国际标准的作⽤是证明所有部门通过质量
保证来实现客户满意度的提⾼，是开展业务必不可
少的条件。
 阿尔卑斯电⽓集团包括海外⼯⼚在内的所有⽣产
⼯⼚均已通过ISO9001，此外，为汽车⾏业提供产
品的⽣产⼯⼚已通过ISO/TS16949认证。

※请通过阿尔卑斯电⽓主页，确认认证事业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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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S的全球统⼀

  随着客户越来越关注质量问题，为了获得客户信
任和满意，我们将全球实现相同质量视为⼀项重要
课题。
 阿尔卑斯电⽓集团已通过QMS的合并认证。
2012年⽇本国内据点通过ISO9001/TS16949的
统⼀认证，进⽽在2015年4⽉发布了包括海外据点
在内的全球QMS版。
 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完善体系，最终目标是要建
⽴不良品不易流出的全球标准化体系，同时致⼒建
⽴可应对医疗器械等新领域的QMS。



国内分⽀机构

海外分⽀机构

ISO9001 / TS16949 取得⼀览表

组织机构名称 認証種別 登録

阿尔卑斯电⽓株式会社
ISO9001 1994年4⽉

TS16949* 1997年2⽉

分⽀机构名称 認証種別 登録

ALCOM ELECTRONICOS TS16949* 1997年12⽉

阿尔卑斯欧洲 多特蒙德⼯⼚ TS16949 2003年11⽉

阿尔卑斯爱尔兰 Mill Street⼯⼚ TS16949 2001年4⽉

阿尔卑斯捷克
ISO9001 2001年12⽉

TS16949 2005年10⽉

阿尔卑斯马来⻄亚 汝来⼯⼚
ISO9001 1997年2⽉

TS16949 2006年8⽉

阿尔卑斯马来⻄亚 增卡⼯⼚
ISO9001 1997年2⽉

TS16949 2012年6⽉

韩国阿尔卑斯 光州⼯⼚
ISO9001 1994年7⽉

TS16949* 2000年10⽉

⼤连阿尔卑斯
ISO9001 1998年4⽉

TS16949* 2001年4⽉

宁波阿尔卑斯
ISO9001 1999年2⽉

TS16949 2009年10⽉

⽆锡阿尔卑斯
ISO9001 1999年2⽉

TS16949* 1999年2⽉

天津阿尔卑斯 ISO9001 1997年5⽉

丹东阿尔卑斯
ISO9001 2006年6⽉

TS16949 2009年11⽉

⾹港阿尔卑斯 东莞长安⽇化电⼦⼚ ISO9001 2000年7⽉

东莞阿尔卑斯电⼦有限公司 TS16949 2010年6⽉

＊取得TS16949认证之前已取得了QS-9000认证的分⽀机构，记载了取得QS-9000认证的时间。



内部QE交流会的情景

●质量⼯程(QE)的积极运⽤

 质量问题会给客户带来巨⼤⿇烦，同时还会对业
务的取得与持续造成负⾯影响。等到发⽣重⼤问题
时往往为时已晚，因此如何预防质量问题的发⽣是
关键所在。

 阿尔卑斯电⽓集团的举措之⼀，就是积极运⽤质
量⼯程（QE：Quality Engineering）。
 例如在设计开发阶段，为了提⾼产品的稳健性
※，我们对客户（市场）使⽤产品的⽅法和环境进
⾏假设，据此进⾏功能稳定性评价和设计条件优
化。此外在制造阶段，我们在成品判定中运⽤QE思
维和技术，努⼒做到产品特性波动⼩的产品才能出
⼚。
 这些举措不仅在⽇本国内据点实施，还推⼴到海
外据点。
 此外，我们还完善教育，将QE各项技术落实到内
部培训课程中，供更多⼯程师可以学习质量⼯程，加深理解，并在各⾃的现场灵活运⽤。我们定期举⾏内
部QE交流会，作为对运⽤事例进⾏说明讨论的机会，将从事不同⼯作的⼯程师们聚到⼀起，为他们提供
关注、理解和深耕新QE运⽤的平台。
 今后，我们将继续在全公司开展QE运⽤，提供令客户满意的优质产品。

※稳健性：表⽰在客户使⽤的任何环境（热/冷、潮湿/⼲燥、多灰尘等）中都能发挥出⼚产品应有功能的程度。

●建⽴FA体制

 在市场或客户⽣产⼯序发⽣质量问题时，要在第⼀时间做好实物确认、初步分析等应急响应，这对问题
的快速顺利解决⾄关重要。
 阿尔卑斯电⽓集团推进建⽴以汽车、智能⼿机相关客户为中⼼的FA（Failure Analysis）⼯程师全球服
务体制。2013年度在中国和韩国地区、2014年度在东盟和印度地区分别建⽴起体制并开始活动。从⽽在
欧洲/北美/中国与韩国/东盟与印度的主要地区完善了FA体制。
 今后，我们将收集和解决各地区的课题，各地区之间通过信息共享的⽅式开展合作，从⽽进⼀步强化体
制。

●产品安全

 在我们便利舒适的⽣活中，化学物质不可缺少，但是也存在风险，⽇常⽣活和事业活动中排放到⼤⽓和
⽔体中的化学物质会给⼈体健康与⽣活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使⽤化学物
质，必须根据化学物质的相关信息进⾏管理。
 阿尔卑斯电⽓集团依据法规要求，将判断为“对⼈体健康和⽣活环境有影响”的化学物质列⼊内部管理标
准书，进⾏化学物质管理。
 此外还从供应链中化学物质管理的视角，制定了绿⾊采购标准，掌握供应商提供物资中的化学物质信
息，通过内部系统进⾏管理。



环境举措

环境

 全集团秉承⾝为“地球社会⼀员”的认识，举全公司之⼒来积极应对环境问题，全体员⼯齐
⼼协⼒共同推进环境经营。

致⼒实现可持续环境

●环境经营的推进

 阿尔卑斯电⽓集团将环境问题视为重⼤的经营课题之⼀，为解决环境问题推进环境经营。为了推进这项
⼯作，在1994年制定了环境宪章，策划制定中期计划，致⼒提供有助于减少环境负荷的产品和减少事业
活动中的环境负荷。
 现在，我们进⼀步壮⼤这项活动，构建全球体制，整个集团齐⼼协⼒，共同推进活动。

阿尔卑斯集团环境宪章

《基本理念》
作为地球社会的⼀员，阿尔卑斯将有助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卓越技术作为事业活动的基础，通
过事业活动和员⼯⾏动守护美丽的⾃然、珍惜珍贵的资源。

《⾏动指南》
我们时刻⽤⼼保护环境

致⼒于环保型产品的开发1. 
致⼒于环保型⽣产、销售2. 
珍惜物资3. 
杜绝浪费4. 
致⼒于循环利⽤5. 

●环境经营的推进体制

 环境经营相关⽅针和措施是由环境担当董事担任主席、由⽇本国内各据点法定代表⼈组成的“环境推进
会议”决定。决定好的⽅针和措施，由国内外各据点的负责⼈和环境管理负责⼈展开推进。环境推进会议
事务局由总务部环境课担任，受环境担当董事的领导，通过策划、拟定全公司环境措施等，推进环境经
营。另⼀⽅⾯，针对防⽌全球变暖和废弃物等个别课题，由环境推进会议下设的各课题⼯作组开展应对⼯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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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环境管理体系审核的情景

●环境管理体系

 阿尔卑斯电⽓集团的国内外主要⽣产据点
已全部通过环境管理体系标准ISO14001认
证。此外，包括非⽣产据点在内的⽇本国内据点从2015年度开始运⾏统⼀体系。预定在2015年度内，⽇
本国内将完成阿尔卑斯电⽓集团ISO14001⼀条龙认证。

阿尔卑斯电⽓ 环境⽅針

《基本理念》
作为地球社会的⼀员，阿尔卑斯将有助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卓越技术作为事业活动的基础，
通过事业活动和员⼯⾏动守护美丽的⾃然，珍惜珍贵的资源。

《环境⽅针》
持续性改善环境管理体系⼒求预防污染。1. 
遵守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同意的其他要求事项。2. 
推进全球温室效应对策。3. 
实⾏资源的有效利⽤。4. 
妥善管理化学物质并抑制向环境的排放。5. 
致⼒于与环境协调的产品开发，制造，销售。6. 



国内分⽀机构

海外分⽀机构

ISO14001 取得⼀览表

分⽀机构名称 注册⽇

阿尔卑斯电⽓株式会社 1998年10⽉30⽇

角⽥⼯⼚

1998年10⽉30⽇

古川⼯⼚

涌⾕⼯⼚

北原⼯⼚

仙台开发中⼼

⼩名滨⼯⼚
1998年11⽉27⽇

平⼯⼚

长冈⼯⼚ 1999年12⽉24⽇

分⽀机构名称 注册⽇

爱尔兰 阿尔卑斯爱尔兰 1997年4⽉9⽇

德国
阿尔卑斯欧洲
多特蒙德⼯⼚

2000年7⽉3⽇

马来⻄亚
阿尔卑斯马来⻄亚
增卡⼯⼚

2000年9⽉12⽇

韩国 韩国阿尔卑斯 2001年6⽉18⽇

墨⻄哥 阿尔卑斯电⼦ 2001年12⽉6⽇

中国 ⽆锡阿尔卑斯 2002年3⽉20⽇

中国 ⼤连阿尔卑斯 2002年6⽉14⽇

马来⻄亚
阿尔卑斯马来⻄亚
汝来⼯⼚

2002年8⽉12⽇

捷克 阿尔卑斯捷克 2003年1⽉15⽇

中国 宁波阿尔卑斯 2004年6⽉1⽇

中国 天津阿尔卑斯 2004年12⽉11⽇

中国 丹东阿尔卑斯 2006年9⽉20⽇

中国 东莞阿尔卑斯 2011年6⽉24⽇



⾯向新上任的科长级⼲部实施环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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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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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举措

环保中期⾏动计划

 现在，阿尔卑斯电⽓遵照《第7次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的规定，致⼒开展以地球温室效
应对策为主的环境保护活动。
 还将能源单耗改善等部分目标的对象范围扩⼤⾄阿尔卑斯集团，加强了活动⼒度。

第7次环保中期⾏动计划

项目 目标 适⽤范围 ⾃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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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各分⽀机构和个⼈的启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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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评价 ：达到  ：⼀部分未达到  ：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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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 环境信息



环境举措

环境负荷整体情况

 随着海外据点⽣产的不断扩⼤，海外环境负荷正不断增加。
 今后，我们将进⼀步建⽴海外绩效数据收集体制，积极利⽤信息，推进减少环境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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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TR法对象物质调查结果(对象：阿尔卑斯电⽓) 单位：(t)

环境举措

环境风险对策

 阿尔卑斯电⽓集团为了降低事故灾害导致的环境污染风险和减少环境污染⽽采取各种对
策。
 其中⼀项是强化相关设备。例如通过将地下埋设管路改为地⾯管路、管路双层化、在槽罐
车停车地点设置防液堤、设置泄漏传感器等对策，防⽌环境污染的发⽣与扩⼤。此外还实施
化学物质巡查以确认使⽤状况，并为了应对意外情况⽽制定《应急计划》，按计划定期实施
训练。
 此外，各家⼯⼚还制定《环境风险地图》并定期更新。环境风险地图是指将化学物质与废
弃物的保管、操作等场所制成图纸，做到易发⽣事故场所的可视化，有助于降低环境风险。

化学物质的妥善使⽤与排放控制

 阿尔卑斯电⽓为妥善使⽤化学物质，制定了《环境负荷物质管理标准》，对产品及⼯序中使⽤的化学物
质加以规定。

项目
处理量

排放量 移动量

⼤⽓ ⽔域 下⽔道 外包处理

'13 '14 '13 '14 '13 '14 '13 '14 '13 '14

2-氨基⼄醇 - 2.8 - 0.0 - 0.0 - 2.8 - 0.0

⼄苯 0.6 1.0 0.2 0.5 0.0 0.0 0.0 0.0 0.4 0.5

⼆甲苯 6.8 8.3 0.7 1.4 0.0 0.0 0.0 0.0 0.4 0.4

银及其⽔溶化合物 4.3 7.9 0.0 0.0 0.0 0.0 0.0 0.0 0.2 0.3

⽆机氰化合物 2.6 3.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甲基⼄酰胺 1.1 1.0 0.0 0.0 0.0 0.0 0.0 0.0 1.1 1.0

1, 2, 4 - 三甲苯 7.8 7.3 0.0 0.0 0.0 0.0 0.0 0.0 3.7 0.0

甲苯 28.1 24.6 20.7 16.4 0.0 0.0 0.0 0.0 7.4 8.1

铅 1.5 1.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镍 2.5 3.9 0.0 0.0 0.0 0.0 0.0 0.0 0.2 0.2

镍化合物 2.9 3.1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过⼆硫酸的⽔溶性盐 19.1 21.8 0.0 0.0 0.0 0.0 0.0 0.0 19.1 21.8

甲基萘 12.9 13.6 0.2 0.1 0.0 0.0 0.0 0.0 0.0 0.0

※数据对象范围包括国内⽣产⼦公司。
※：PRTR法：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为了掌握排放⾄环境的化学物质排放量、督促经营者主动进⾏
化学物质管理，于1999年制定。经营者对指定化学物质的排放量进⾏申报，由国家统计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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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举措

制造环保型产品

化学物质的妥善使⽤、管理
 阿尔卑斯电⽓集团在⽣产活动中使⽤化学物质，提供满⾜社会需求的产品。但是，⼤多化学物质由于管
理和使⽤⽅法不当，会对环境和⼈体造成不良影响。为此，不使⽤会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化学物质、通
过正确管理来使⽤化学物质正逐渐成为事业活动中的重要课题。
 阿尔卑斯电⽓集团遵守企业责任义务，按照法律规制等编制管理标准，对⽣产活动中使⽤的化学物质的
保管、使⽤和排放进⾏妥善管理，致⼒于降低环境负荷。

为了提供安全环保的产品
 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实施和强化对产品中含有化学物质的管制，要求做到信息传达快速。
 在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到产品组装加⼯和出货的流程中，为了确保不使⽤有害物质、杜绝产品中所含有
害物质，阿尔卑斯电⽓集团编制绿⾊采购标准书，按照标准采购资材。此外，通过“环保企业评估”对资材
供应商的环境举措进⾏评估，优先选择从事业运营中充分兼顾地球环境保护的供应商处进⾏采购。

开发时实施的产品评估

 阿尔卑斯电⽓集团从产品的开发和设计阶段开始实施“产品评估”，对产品的环境影响进⾏评估，有助于
开发出众多环保型产品。例如通过产品的⼩型化、薄型化、轻量化来削减资源利⽤并保护⽣物多样化的产
品设计，或在产品评估中采⽤原材料的绿⾊采购、提⾼拆解和分离性等⽅式降低环境负荷。进⽽通过削减
⽣产耗电量和提⾼⼯序效率来应对温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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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举措

节能举措

 阿尔卑斯集团从防⽌全球变暖的角度，将节能举措列为第7次环境保护中期计划之⼀并开展
相应活动。2012年度作为基准年，制定了到2020年年平均节能1%（单耗）的节能目标。
 通过阿尔卑斯电⽓集团、阿尔派集团、阿尔卑斯物流集团策划并实施符合各⾃事业形态的
措施，争取完成整个阿尔卑斯集团的这⼀目标。
 2014年度，阿尔卑斯电⽓集团通过将设备更新换代成最新⾼效率设备进⾏节能，还通过利
⽤空压机废热、⽣产线电⼒可视化、减少空⽓使⽤量等运⾏改善实施节能活动。实现能源单
耗减少23.6%（产值单耗，⽐基准年度）。
 在2015年度，我们将继续以设备更新的硬件节能和运⾏改善的软件节能为两⼤⽀柱，致⼒
进⼀步合理使⽤能源。

CSR 环境信息



＊1 能源使⽤量(原油换算)：将电⼒、燃料等的能源使⽤量换算成原油量的值
＊2 产值原单位：⽤⽣产⾦额除以能源使⽤量取得的值



＊ 产值原单位：⽤⽣产⾦额除以CO2排放量取得的值



变更纯⽔制造设备规格实现节能
 长冈⼯⼚利⽤⽣产线变更的机会，实施了纯⽔制造
设备规格变更。根据新⽣产线的规格要求进⾏了系统
精简化处理。具体措施有：废除制造纯⽔时的反渗透
膜过滤和停⽌供⽔加温，有助于减少能源使⽤量和减
少过滤器等更换费⽤。仅这⼀项对策，就实现全⼚能
源使⽤量减少0.5%（⽐上年）。

将空压机废热⽤于供暖，实现节能
 涌⾕⼯⼚利⽤对压缩空⽓制造⽤空压机进⾏更新的
机会，实施设备改造，将运⾏时产⽣的废热⽤于供
暖。以前⽩⽩扔掉的热量得以有效利⽤，完成了每年
节能10.7k（折合成原油）的节能。

⾸次在中国引进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

 2014年10⽉，⽆锡阿尔卑斯（中国）在⼯⼚屋顶
安装了370kW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屋顶发电的
电⼒全部⾃⽤，计划可占全⼚⽤电的1％。

在中国开始节能⼯作组（WG）活动

 ⽣产据点节能举措、⼯⼚环保信息的分享以及促进
担当者之间的沟通交流是节能活动推进中的重要要
素。在2014年度，中国也开始推⾏曾经在⽇本开展
的节能⼯作组活动，在宁波阿尔卑斯（中国）举⾏了
⾸次⼯作组活动，分享了各家⽣产据点富有特⾊的举
措。今后将进⼀步强化合作，通过推进节能活动，开
展防⽌全球变暖的对策。



环境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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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次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中，把废弃物量的削减列⼊目标、致⼒实现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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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排放量：排出公司外部的不要物资（包括废弃物和有价物）的合计量
＊2 廃棄物原単位：废弃物总排放量除以⽣产额的值（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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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资源化⽐例 ： 再资源化量占总排放量的⽐例



2014年的环境成本(对象：阿尔卑斯电⽓) 単位：百万⽇元

201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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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会计(2014年度)

⾃2000年起，阿尔卑斯电⽓集团参考环境省的指导⽅针导⼊环境会计(※)，掌握环境成本和经济效果。

※：环境会计：为构筑可持续发展社会、明确企业提⾼环境业绩所需费⽤，以会计⽅式进⾏计算。

分类 主要内容
投资额 费⽤额

'13 '14 '13 '14

事业区域内成本
公害防⽌
温室效应对策

92.9 75.1 331.4 297.8

上下游成本
绿⾊采购、化学物质
管理数据库

0.0 0.0 68.4 84.8

管理活动成本 ISO14001 认证的维持 0.0 1.7 82.2 100.7

研究开发成本 － 0.0 0.0 0.2 1.5

社会活动成本 地域清扫活动 0.0 0.0 4.1 3.6

环境损害成本 ⼟壤、地下⽔净化 0.0 0.0 1.5 1.0

其他成本 － 0.0 0.0 0.0 0.0

合计 92.9 76.8 487.7 489.4

※1：关于环境成本，仅针对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投资和费⽤进⾏全额统计，不按⽐例进⾏统计。
※2：投资额为设备投资额、租赁费总额的合计
※3：费⽤额为维护管理费、折旧费、当期租赁费的合计

分类
投资额

'13 '14

有价物销售得益 925.8 1076.0

通过节能实现的经费削减 54.5 73.8

合计 980.3 1149.8

※：经济效果是通过分类回收⽅式加以循环利⽤的排放物的销售⾦额、以及通过节能节减的电⼒和燃料等的经费，不包括
预期效果。



国内的主要分⽀机构

海外的主要分⽀机构

各⼯⼚的物质收⽀(20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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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9 604.3 14,705 110,019 1,931 14

涌⾕⼯⼚ 1,788.2 304.7 11,314 22,009 1,017 11

角⽥⼯⼚ 1,853.1 0.8 11,421 30,605 1,101 2

北原⼯⼚ 411.9 3.7 2,465 6,698 62 0

⼩名滨⼯⼚ 689.9 20.5 4,165 12,408 249 1

平⼯⼚ 813.8 470.1 6,063 115,098 374 1

长冈⼯⼚ 3,342.7 344.9 20,605 188,764 485 22

仙台开发中⼼ 207.2 142.5 1,502 10,752 16 0

总公司 244.8 0.0 1,272 10,517 1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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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9 610 20,708 12,495 1,442

阿尔卑斯马来⻄亚 2,343 41 149,598 15,290 1,130

丹东阿尔卑斯 454 82 32,702 5,495 157

⼤连阿尔卑斯 3,330 83 156,556 39,215 2,828

天津阿尔卑斯 692 36 80,300 7,855 21

⽆锡阿尔卑斯 3,688 390 171,693 31,590 2,515

宁波阿尔卑斯 2,211 96 79,955 18,492 612

阿尔卑斯爱尔兰 624 117 6,384 3,178 313

阿尔卑斯欧洲 多特蒙德⼯⼚ 407 190 2,471 2,128 511

阿尔卑斯捷克 301 136 3,481 1,824 588

阿尔卑斯电⼦ 1,565 30 13,608 7,190 1,474

阿尔卑斯印度 9 3 12 98 1

购买电⼒的⼆氧化碳折算系数采⽤了GHG协议系数



古川⼯⼚ (t/年)

涌⾕⼯⼚ (t/年)

角⽥⼯⼚ (t/年)

⼩名滨⼯⼚ (t/年)

PRTR法对象物质数据(20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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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0.0 0.0 0.0 0.0

⽆机氰基化合物 1.3 0.0 0.0 0.0 0.0

甲苯 12.3 4.8 0.0 0.0 7.5

镍化合物 1.6 0.0 0.0 0.0 0.0

甲基萘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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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0.0 0.0 0.0 0.2

⽆机氰基化合物 1.7 0.0 0.0 0.0 0.0

镍 1.7 0.0 0.0 0.0 0.1

镍化合物 2.3 0.0 0.0 0.0 0.0

甲基萘 2.8 0.0 0.0 0.0 0.0

2-氨基⼄醇 2.8 0.0 0.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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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基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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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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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苯 6.1 0.0 0.0 0.0 0.0

1, 2, 4 - 三甲苯 7.0 0.0 0.0 0.0 0.0

过硫酸的⽔熔氯 21.2 0.0 0.0 0.0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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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0.0 0.0 0.0

⼆甲基⼄酰胺 1.0 0.0 0.0 0.0 1.0

甲苯 12.2 11.5 0.0 0.0 0.6

甲基萘 3.1 0.0 0.0 0.0 0.0

北原⼯⼚、仙台开发中⼼、总公司没有发⽣该项内容



员⼯相关

⼈才培养

 阿尔卑斯电⽓集团的事业遍布全球，⼯作员⼯在国籍、语⾔、⽂化和习惯等⽅⾯存在多样
性。我们认为，⼤家相互理解和尊重，踊跃交流，不断成长，成为拥有独⽴创造能⼒的专
家，这才是本公司成长与发展的源泉。

以⽣产制造为本的⼈才培养活动

●基本⽅针
 阿尔卑斯电⽓集团在2013年度开始的第7次中期经营计划中，将培养和活⽤未来事业栋梁⼈才视为最
优先事项，将“在全球范围内发掘和培养专家⼈才”、“集团⼈才的合理配置和多样化⼈才的活⽤”作为⼆⼤
⽀柱，并开展相应活动。

⼈才培养的基本⽅针

・在全球范围内发掘和培养专家⼈才
・集团⼈才的合理配置和多样化⼈才的活⽤

●⼈才培养举措
 在全球化发展与变化⼗分激烈的时代，阿尔卑斯电⽓集团需要可以应对变化、发起变⾰的
“Proactive（积极⾃我思考和⾏动）”型⼈才。为此，我们为每⼀位员⼯创造各种挑战的机会，帮助员⼯
实现⾃我，同时采取各种措施，为创造更⼤成果⽽开展组织体制与⽂化变⾰。

完善全公司培训体系
 全球市场变化迅猛，要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和保持不败地位，“全球⼈才培养”和“组织⽂化建设”是必不可
少的因素。阿尔卑斯电⽓于2014年度成⽴了由不同职能的教育负责⼈与⼈事部共同组成的“全公司教育委
员会”，不断完善和强化不同层次与不同职能的教育培训。

培养型轮岗和集团⼈才的合理配置
 为了实现集团的事业计划和成长战略，推进全球⼈才的因地制宜配置，我们推进培养型轮岗制度。年轻
员⼯在⼊职10年内要在不同的部门经历不同的⼯作，让每个⼈扩⼤职业范围和寻求适应性。同时为中坚
层以上的员⼯设置⼲部候选⼈提拔这⼀阶段，在全球全集团范围内推进轮岗制度。
 我们努⼒制定和推进培养型轮岗计划，其中包括引进“⾃我申报制度”，每⼀位员⼯可以申报⾃⼰的职业
规划、⼯作要求、⽣活计划等。所属部门上司在接到⾃我申报后与部下进⾏⾯谈，为部下的中期职业设计
提供⽀持，不断提供可以⾃我实现的挑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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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派遣海外实习⽣
 作为培养全球⼈才的⼀项措施， 阿尔卑斯电⽓设有“海外实习⽣制度”，将年轻员⼯和中坚员⼯派往海
外当地法⼈公司或外部机构⼯作1年，通过实务实习进⾏学习。目的是通过让他们尽早体验海外实务与⽣
活，理解⽂化与习惯，学习语⾔等知识，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和⾏动能⼒的“全球⼈才”。这项制度从2013
年度开始实施，通过推荐或公开招聘的⽅式，每年向海外派遣10⼈左右。
 2014年度向美国、德国、爱尔兰和中国派遣了8名实习⽣，2015年度预定将向美国、墨⻄哥、德国、
英国和捷克派遣10名实习⽣。

通过“阿尔卑斯⽇本⼯作制度”培养海外法⼈公司的⼲部⼈才
 本公司的事业遍布全球，活⽤海外⼈才是经营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为此，作为在全球范围内培养⼈才的⼀项措施，我们实施了“阿尔卑斯⽇本⼯作制度”，目的是培养海外
当地法⼈公司的⼲部⼈才。以当地法⼈公司的中坚层员⼯为对象，让他们来⽇本⼯作2年，在此期间体验
学习事业运营和企业⽂化，期待他们在未来作为当地法⼈公司的⼲部候选⼈，成为⽇本与当地的沟通桥
梁。



在中国举办的业务改善研讨会上

员⼯相关

致⼒于多元化发展

 阿尔卑斯电⽓集团在招聘中录⽤不同国籍、性别和年龄的多样化⼈才，努⼒建设拥有多样
化价值观的⼈们聚在⼀起充满活⼒地开展⼯作、最⼤限度发挥⾃⾝能⼒的职场环境。

建设可以最⼤限度发挥个⼈能⼒的环境

●制定《全球⼈事指南》，推进多元化和全球⼈事管理

 我们制定阿尔卑斯电⽓、阿尔派、阿尔卑斯物流各集团公司通⽤的《全球⼈事指南》，以此为基础推进
集团（联合）⼀体化全球⼈事管理。在全球业务扩⼤过程中，开展海外法⼈公司之间的⼈事交流、员⼯调
动、CSR采购应对等⼯作，按照全球标准推进建⽴⼈事管理体制。

“全球⼈事指南”重点⽅针

・集团各公司应致⼒构筑可持续发展的⼈事制度并予以运⽤。
・在全球范围构筑最佳⼈员结构、劳务结构并继续维持。
・积极投资拥有⼯作热情和潜⼒的⼈才，为其创造晋升机会。

●与海外法⼈公司推进HR⼤会

 总公司⼀直向中国、欧洲、美国各地区派遣⼈事相关统括者（联络⼈），与总公司⼈事部定期开展信息
意见交流。今后为了推进全球⼈事管理，将设置与各据点当地⼈事担当⾯对⾯HR（Human Resources)
会议，促进沟通交流，推进解决各项课题的相应举措。

●发挥⼥性才能

 阿尔卑斯电⽓集团⼀直将为⼥员⼯创造发挥才能
的机会视为重要课题，特别在阿尔卑斯电⽓（⽇
本）应届⽣招聘中积极录⽤⼥性，近年来⼥员⼯的
⼈数⽐例达到三成。通过建⽴各项兼顾育⼉、看护
与⼯作的制度来完善就业环境，同时通过宣传和贯
彻执⾏来提⾼实效性，另⼀⽅⾯还利⽤教育训练等
各种机会，促进管理⼈员和⼥性员⼯⾃⾝改变意
识。通过这些措施，⼥性平均⼯作年限达到20年以
上，⼥性已婚率达到60％以上，且婚后也能做到⼯
作与⽣活的平衡，在职⼥性呈上升趋势。

CSR 环境信息



IAP的⽇语培训

●录⽤外国⼈（IAP：International Associates Program、外国⼈留学⽣）

 IAP是⼀项在海外录⽤应届⽣，在⽇本总公司作为
签约员⼯（2年）⼯作的制度。目的是培养可在全球
发挥能⼒的⼈才，促进⽇本国内据点的内在国际化
和多样化。这项制度已有20多年的历史，每年录⽤
5⼈左右，⾄今已从捷克、德国、爱尔兰、瑞典、英
国、法国、美国、马来⻄亚等各国共计录⽤近100
⼈。IAP期结束后，⼤多数外国⼈继续在本公司集团
⼯作，其中有的员⼯⼯作年限甚⾄超过20年。
 此外，⽇本国内应届⽣的录⽤⼈数中外国⼈留学
⽣已占到约⼀成，他们接受与综合职员相同的新员
⼯教育，在设计开发、制造、营业、会计等不同部
门发挥着才能。



※阿尔卑斯电⽓的⼯伤、疾病的件数以1年
（8⽉⾄次年7⽉）为单位进⾏统计。

员⼯相关

劳动安全

 阿尔卑斯电⽓集团还致⼒营造国内外全体员⼯都能健康积极开展⼯作的职场环境和采取安
全对策。

营造安全健康职场

●基本⽅针
 阿尔卑斯电⽓集团为了让每⼀位员⼯都能充满活⼒地开展⼯作，
在以下⽅针的指导下开展各项活动。为了让员⼯能以健康的⾝⼼投
⼊⼯作，努⼒完善和提⾼各项制度和职场环境。

劳动安全⽅针

・促进员⼯保持和增进健康的意识渗透
・贯彻并持续开展2S(整理、整顿)（职场内⾃检的活性化）
・促进员⼯安全意识的渗透、提⾼安全卫⽣委员的急救能⼒
・提⾼员⼯的交通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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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墨⻄哥）的防灾训练

⼤连阿尔卑斯（中国）的防灾训练

●在⽇本国内据点开展⽣活习惯改善活动
 近年来，⼈们的平均寿命有所提⾼，但是癌症、⼼脏病、脑中风、糖尿病等⽣活习惯病也在增加，并已
成为⼀⼤社会问题。这些⽣活习惯病与我们的⽇常⽣活⽅式有着密切关系，为了保持和增进健康，关键在
于要确⽴健康的⽣活⽅式，例如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改善饮⾷⽣活等等。
 为了预防⽣活习惯病，⽇本国内据点正在实施⽣活习惯改善活动，今后仍将继续开展下去。

使⽤计步器的步⾏拉⼒赛

 为了养成和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我们⾯向全公司员⼯募集步⾏拉⼒赛参赛运动员。为了让他们保持运
动热情，我们想了各种办法，⽐如参赛运动员可在⽹上查阅⾃⼰和其他参加运动员的成绩，各据点信息共
享和据点间⽐赛等等。参加员⼯已达到1000⼈次。

公司内部运动教室
 利⽤下班后的时间，在外部教练的指导下，开办任何⼈都能参加的运动教室。目的是借机将运动带⼊⽣
活中，帮助增进健康。

提供注重健康的⾷堂菜单

 关注⽇常饮⾷中的盐分、热量等数据，有助于形成健康管理意识。⽇本国内据点的⾷堂纷纷使出各⾃的
办法，例如定期提供低热量菜单、在菜单上标明热量和盐分等数据以及改⽤⼀次只能倒出少量油的油壶等
等。

常备体脂测量仪/⾎压计

 ⽇本国内据点的健康管理室常备体脂测量仪/⾎压计。这些⼯具可供员⼯随时掌握⾃⾝的健康状态。

●全球安全卫⽣
 阿尔卑斯电⽓集团不仅在⽇本国内据点，还在海外据点推
进安全卫⽣活动，⽐如通过培训等⽅式提⾼员⼯安全意识、
严格遵守作业规程、贯彻执⾏整理整顿等等。在卫⽣⽅⾯开
展维持与增进健康活动，以及定期体检、坚持洗⼿漱⼝等
等。
 此外还定期开展防灾训练，做到当发⽣突发事故或灾害时
保护⼈⾝安全。



《绿⾊采购标准书》
制做⽇⽂、英⽂和中⽂版并推⼴⾄全球

与业务伙伴的关系

采购

 阿尔卑斯电⽓集团的采购⽅针是以“诚实”为本，公平对待供应商，同时保持互信合作的关
系，致⼒彼此的可持续发展。

致⼒于构建互信互助关系

●推进绿⾊采购
 为了供应安全环保型产品，阿尔卑斯电⽓集团推进绿⾊采
购，从已建⽴有管理体制的供应商处采购不含有害物质的原
材料和部件。将本公司的《绿⾊采购标准书》发给供应商，
实施“环境企业评价”，对各家供应商的环境表现进⾏评价，
并实施“部件材料评价”，确认原材料和部件中不含本公司指
定的禁⽌物质。此外还通过互联⽹将“阿尔卑斯绿⾊采购系
统（Green-AXIS）”推⼴⾄全球，进⾏“环境企业评价”和
“部件材料评价”的数据共享和运⽤。
 我们根据适⽤法律法规等的变化情况，每年对《绿⾊采购
标准书》进⾏修订。此外还对原材料和部件制造据点进⾏每
年评审和持续改进。

●应对冲突矿产
 刚果⺠主共和国及其周边国家武装势⼒的⼈权侵害⾏为、以及这些地区开采的部分矿产成为武装集团资
⾦来源，由此导致冲突激化的问题。2013年1⽉起施⾏的美国监管⾦融改⾰法第1502条中，将这些矿产
定义为冲突矿产，要求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有义务公开产品中使⽤冲突矿产的相关信息，目的是
要最终杜绝使⽤“为冲突提供资⾦来源”的冲突矿产。
 阿尔卑斯电⽓不属于该法规的对象企业，但出于尊重⼈权的⽴场，我们对这项法规的目的表⽰理解和赞
同，确定了不使⽤原产地为刚果⺠主共和国及其周边国家的“为冲突提供资⾦来源”的矿物，并开展应对措
施。
 2014年度，我们完成了对现有全部物料供应商的调查⼯作，今后将进⼀步提⾼数据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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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采购风险
 阿尔卑斯电⽓集团在⽇本、中国、韩国、马来⻄亚、墨⻄哥、爱尔兰、德国、捷克设有⽣产据点（9个
国家的21各据点），并在台湾和⾹港设置IPO（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Office，海外采购部门），
开展采购活动。在采购过程中，必须从质量、价格、交期、环保的角度，及时获取需要数量的优质原材料
和部件等，为此我们规定必须从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处采购，致⼒于建⽴信赖关系。
 此外，当采购供应链发⽣⾃然灾害、事故、劳动安全纠纷、破产等情况时，会造成采购、物流等⼤范围
的影响。阿尔卑斯电⽓集团定期进⾏供应链数据库维护，做到全球信息统⼀化，构筑发⽣采购风险时可快
速应对的体制。



公正经营

 阿尔卑斯电⽓集团作为现代社会的⼀员，为了实现和实⾏公正经营，在“公司治理”、“合
规”、“风险管理”和“信息安全”⽅⾯积极开展举措。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的思路
 阿尔卑斯集团将公司治理定义为“为了创造更⼤的企业价值⽽建⽴并执⾏的体制，以实现正确、⾼效的
经营层决策和业务执⾏⼒、向利益相关⽅及时报告结果、以及健全⾼效的透明经营”。基本包括：重视股
东以及所有利益相关⽅的利益最⼤化，谋求企业价值最⼤化，均衡满⾜利益相关⽅之间的利益，通过直接
或间接⽅式回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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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体制
 阿尔卑斯集团在公司治理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制定了《集团经营规定》、《集团合规宪章》及《集团环
境宪章》作为阿尔卑斯集团的经营规范，完善整个集团的体制。还签署了《集团运营及管理合同》，强化
集团合作，同时尊重上市⼦公司的⾃主性，各家公司⾃⾏制定经营计划并进⾏业绩管理，基于⾃主经营判
断，开展事业活动。
 在阿尔卑斯电⽓，监事与会计监查⼈、内部监查部门开展合作，进⾏经营执⾏⽅⾯的监查与监视，致⼒
提⾼经营透明度，公正诚实地开展经营活动。董事会就经营基本⽅针和经营相关重要事项进⾏审议并作出
决定，同时任命在发挥经营监督功能所需专业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和渊博见识的专家担任外部董事，吸收第
三⽅观点，为保证董事履⾏职务的合法性配备牵制功能，强化对职务执⾏情况的监视和监督。
 此外，本公司还依据公司⽅针⼤纲制定中短期经营计划，每年召开2次由本公司董事和监事出席的经营
计划会议，对经营计划进⾏审议与信息共享，然后提交董事会批准。按照该计划，每⽉进⾏业务⼯作进度
管理，为了做到经营资源的优化利⽤，按照内部规定将重要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执⾏业务。

阿尔卑斯电⽓ 公司治理体制图



●强化内部控制体系
 阿尔卑斯电⽓将创业精神（社训）定位为集团经营的原点，秉承阿尔卑斯集团经营规范，制定合规相关
基本理念和⾏动指南，并推⼴⾄包括本公司及上市⼦公司在内的整个阿尔卑斯集团。此外，为了合规、⾼
效地开展本公司及整个阿尔卑斯集团的业务，已按照公司法及公司法施⾏规则构建起内部控制体系体制
（保证业务合规的体制）。有关内部控制体系的具体体制，请参见本公司的公司治理报告书中“有关内部
控制体系等事项”。

阿尔卑斯集团内部控制模式图

●董事会
 阿尔卑斯电⽓的董事会是负责对经营基本⽅针和有关经营的重要事项进⾏审议并作出决定，同时对职务
执⾏情况进⾏监视监督的机构。本公司现有董事13名，规模可灵活开展运营。除了每⽉⼀次召开董事会
例会之外，还根据需要召开临时董事会，重要事项都应提交董事会，经过充分讨论后作出决议。此外章程
规定：董事的任命决议需由超过三分之⼀拥有股东⼤会表决权的股东出席，获得超过半数的决议权⽅可通
过，且必须采⽤累计投票的⽅式。
 此外，依据董事会规则和细则，对有关法务、会计、税务及经济合理性等决议事项应进⾏事前确认，以
保证董事会决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还制定有《董事会议案提交⼿册》，明确了议案书的格式标准化
和审议要点。



●监事、监事会
 阿尔卑斯电⽓的监事除了要出席董事会、经营计划会议及其他重要会议之外，还要与代表取缔役定期会
⾯、调查本公司的业务与财产情况，从⽽对董事的职务执⾏情况实施监查。监事会目前由4名监事组成，
为了与合规部门、内部监查部门、会计监查⼈及财会部门等保持紧密合作，会定期举⾏监查业务联络会和
开展意见交流等活动，保障监查体制的实效性。
 监事会将听取监查相关重要事项报告，进⾏协商并作出决定。作为对包括外部监事在内的监事职务进⾏
辅助的组织，我们设置监事室，建⽴可灵活开展监查活动的体制。

●外部董事、外部监事
 阿尔卑斯电⽓的外部董事除了提供合法性保障外，还通过在董事会上积极交流意见和提供建议等⽅式，
致⼒强化经营监视功能。此外还通过定期拜访本公司据点、与主要部门成员交流意见等⽅式开展信息收集
⼯作。外部监事出席监事会、董事会等重要会议，通过客观公正的陈述意见等⽅式，对董事执⾏业务的合
法性和妥当性进⾏严格监视。进⽽，外部董事还与监事定期进⾏信息交流和意见交流，致⼒保证监督和监
查的实效性。
 为了保证外部董事和外部监事顺利履⾏职务，经营策划室和监事室成员开展辅助业务。

本公司外部董事、外部监事的任命理由和出席情况

姓名 独⽴董事 任命理由
2014年3⽉财年董事会、

监事会的出席情况

外部董事 饭⽥ 隆 ○
作为法律专家给予正确指导和建议，
有效发挥公司治理的功能

12次董事会中参加12次

外部监事 秋⼭ 洋 -
作为法律专家，凭借丰富的经验，开
展更有实效性的监查

12次董事会中参加11次
5次监事会中参加4次

外部监事 国吉 卓司 ○
作为注册会计师，凭借知识、经验和
多年国际经验，开展更有实效性的监
查

12次董事会中参加12次
5次监事会中参加5次



外部董事寄语

  

饭⽥ 隆
職 歴
1974年 4⽉ 注册律师，加⼊第⼆东京律师会，

进⼊森综合法律事务所
（现在的森・滨⽥松本法律事务所）任职

1997年 4⽉ ⽇本律师连合会常务理事
2006年 4⽉ 第⼆东京律师会会长、

⽇本律师连合会副会长
2011年12⽉ 从森・滨⽥松本法律事务所离职
2012年 1⽉ 开设宏和法律事务所
2013年 6⽉ 就任本公司外部董事

 我就任外部董事已有两年时间，但平时还是能体会到来⾃世界经济最前沿的⽓息和紧张感。我觉得⾃⼰
的职责就是要在这样的环境下，以⾃⾝法律实务家的经历为基础，⽽且不过分局限于法律的范畴，替所有
的利益相关⽅说话和⾏动。⾃就任以来，我会定期赴⼯⼚参观现场，同主要部门进⾏⾯谈。这样对于董事
会等提出的议案，才能掌握⽴体全貌⽽不只是停留在平⾯。进⽽在需要时，我还会随时⾛访现场努⼒收集
信息，我想今后还会这样做下去。
 阿尔卑斯电⽓的优势之⼀在于⽣产技术。TACT Switch™、⾳圈电机等组件元器件，已经建⽴起充分发
挥其能⼒并在短期内向客户⼤量供应的体制，让我深深体会到这是令其他企业望尘莫及的本公司优势所
在。另⼀⽅⾯，风险管理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能只靠刹车，⽽是要认真做好形势分析与判断，在此基础
上，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勇敢作出果断决策，我觉得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汽车相关业务的⽐重增⼤，质量在阿尔卑斯电⽓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本公司很早就有“质量就
是我们的未来”这句话，这种“没有质量就没有未来”的理念让我深受感动。质量是企业的⽣命线，作为⼀
家元器件⼚商，为了提⾼质量，我今后仍会作出尖锐的发⾔。
 为了让⽇本的未来更加充满活⼒，必须进⼀步向全球发展，⽽本公司集团⾝处最前沿，需要进⼀步向前
推进。作为⼀家全球企业，重要的⼀点是要做到全球合规，我想⾃⼰的使命就是为了建⽴合规性⽽负责提
醒注意。



公正经营

合规

●合规基本思路
 阿尔卑斯电⽓作为集团总公司，制定了阿尔卑斯集团经营规范之⼀的《集团合规宪章》，规定了全集团
通⽤的合规相关基本理念和六项⾏动指南。
 此外，集团中的所有组织及每⼀位员⼯必须遵守集团合规宪章，按照法律精神、社会要求和企业道德致
⼒于公正经营，平时注意采取明智、负责的⾏动。其中的重要⼀点是不仅要遵守形式上的法律制度，还要
理解为何需要遵守法律制度，以及理解其中的精神与含义，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地采取⾏动。
 各事业领域的各家主⼒公司（电⼦元器件事业领域中的阿尔卑斯电⽓，车载信息机器事业领域中的阿尔
派，物流事业领域中的阿尔卑斯物流）以集团合规宪章为基础，构建符合各⾃事业领域特性的“业务合规
保障体制”，制定必要的内部规章制度，将具体措施推⼴⾄全球的事业领域中。

阿尔卑斯集团合规宪章

《基本理念》
阿尔卑斯作为国际社会的⼀员，为了与社会共同发展、持续为社会作贡献，致⼒开展公正的经营和
事业活动，同时采取明智、负责的⾏动。

《⾏动指南》
不仅要遵守事业相关法令，⽽且要谨⾔慎⾏、不牵涉反社会⾏为。1. 
在海外尊重当地的⽂化和习惯，通过事业经营为当地发展作贡献。2. 
时刻以提供更安全优质的产品为目标，同时进⾏公正的企业间交易与竞争，
与⾏政机构保持健全关系。

3. 

针对以股东为⾸的各关系⽅，公正地公开企业信息。4. 
确保安全、易于⼯作的职场环境，同时尊重员⼯的⼈格与个性。5. 
不作出对社会不利的⾔⾏，致⼒于对物资、⾦钱、信息等社会财产进⾏妥善管理与使⽤。6. 

●阿尔卑斯电⽓的举措
 阿尔卑斯电⽓作为电⼦元器件事业领域的主⼒公司，以集团合规宪章为基础，制定《合规基本规定》，
将具体措施推⼴⾄全球的事业领域中。
 在推⼴过程中，我们不仅建⽴和导⼊制度与体制，还重视宣传⼯作，让实际从事活动的每⼀位员⼯都能
正确理解合规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开展⾏动，让这些制度与体制正确有效地发挥功能。
 具体来说，我们建⽴并运⾏相应体制，对公司经营与业务合规性进⾏内部控制，各部门开展活动情况⾃
查（监控），以及由内部监查部门对公司内各部门以及包括海外当地法⼈公司在内的⼦公司业务活动进⾏
内部监查。
 进⽽，为了尽早发现不当⾏为等违规⾏为（事件）并加以纠正，当发⽣事件时，⽇本国内各据点及海外
当地法⼈公司的负责⼈有义务向经营策划部门及合规担当部门进⾏报告。此外，为了应对难以通过⼯作渠
道解决的情况，我们设置了内部举报制度（道德热线）并运⽤。考虑到各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和举
报处理的应变性等要求，道德热线设置在本公司及主要海外当地法⼈公司。
 此外，我们还开展合规⽅⾯的内部教育，并通过内部新闻等⽅式传播合规⽅⾯的信息，不断提⾼员⼯意
识。

CSR 环境信息



公正经营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针
 在风险管理⽅⾯，阿尔卑斯电⽓集团认为将重⼤经营风险防范于未然、发⽣时采取妥善对策及早恢复是
重要课题，在以下⽅针的指导下推进相关举措。

风险管理⽅针

・将确保员⼯及公司内的关系⼈员（来访者、关系公司员⼯、公司⽤地内承包商、派遣员⼯等）
 和员⼯家属的安全放在⾸位。
・竭⼒维持事业活动，尽可能维持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努⼒保护企业有形和⽆形资产，通过公正的⽅法将受害控制在极⼩范围。
・出现风险时，时刻谨记应确保以客户和股东为⾸的利益相关者的信赖，采取负责的⾏动，努⼒
 迅速妥善地应对风险并实现恢复。

建⽴危机管理⼿册
 阿尔卑斯电⽓完善了全公司危机管理⼿册，并根据需要进⾏更新。此外在阿尔卑斯电⽓集团国内外各据
点也依据该⼿册完善了各⾃的危机管理⼿册，由全公司危机管理事务局负责管理完善情况。

实施综合防灾训练

 为做好灾害准备⼯作，阿尔卑斯电⽓集团各据点定期实施综合防灾训练。训练中与当地消防署等部门合
作，保障最适合的员⼯逃⽣引导通道，确认逃⽣路线，让员⼯实际体验灭⽕等操作，同时努⼒提⾼防灾意
识。

常备卫星⼿机
 ⽇本国内据点常备卫星⼿机，⽤来防备发⽣灾害时基础设施瘫痪(电话断线、停电导致⽹络瘫痪等)的情
况，确保各据点之间联络畅通。此外还定期实施联络训练。

构建平安确认系统

 将阿尔卑斯电⽓、⽇本国内关联公司株式会社阿尔卑斯业务创新、阿尔卑斯⾦融服务株式会社、阿尔卑
斯旅游服务株式会社、阿尔卑斯系统集成株式会社纳⼊总公司地区的平安确认系统中，构建综合平安确认
体制，并定期开展训练。此外，阿尔卑斯集团企业阿尔派、阿尔卑斯物流也引进了同样的系统，⽇本国内
集团各家公司正在开展构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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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经营

信息安全

●信息管理⽅针
 阿尔卑斯电⽓集团将各家客户及贸易伙伴的信息（包括个⼈信息）与⾃家信息⼀同作为保密信息严加管
理，并将此视为⾃⼰的社会责任。此类信息的基本⽅针包括：不作非正当地对外公开；不⽤于业务以外的
目的；除非有特殊需要，否则禁⽌将此类信息带出等等。
 在《信息管理规定》中规定有基本⽅针，推⼴⾄⽇本国内及海外的所有电⼦元器件事业公司，并传达到
所有董事及员⼯。

●信息管理的举措
 我们制定信息安全相关规定，策划安全强化措施和拟定教育计划等，与配置在各部门的信息管理负责⼈
开展合作，将这些举措推⼴⾄全公司。
 此外，为了对信息管理⽅针进⾏控制，我们每年针对各部门进⾏信息管理监查，确认教育计划和强化措
施的实施情况。特别在监查项目中增加了系统部门的运⾏、维护及故障处理业务，强化环境维护⽅⾯的举
措，防⽌受控信息被非法篡改，保证信息可及时正确地⽤于业务。

CSR 环境信息



ALPS SHOW 2014分析师说明会

分析师参观⼯⼚（古川⼯⼚ EMC中⼼）

（古川⼯⼚内）

信息公开（披露）

●有关信息公开的基本思路
 阿尔卑斯电⽓向股东、投资商等利益相关⽅公开决
算短信、有价证券报告书、适时公开资料等法律法规
规定必须公开的信息，及时、正确地公开信息，保持
经营的公正与透明性。
 在本公司主页中及时登载公开信息，同时注重持续
发布新产品信息、事业活动的最新新闻等信息。
 我们在季度决算时向股东发⾏股东通信“ALPS
REPORT”（每年4次），进⾏事业报告以及介绍新
产品、新技术等，致⼒增进股东对本公司事业内容的
理解。
 此外，为了进⼀步与资本市场开展沟通交流，我们
在每次决算时都会召开⾯向分析师、机构投资商和媒
体的决算说明会，董事定期拜访海外投资商，还在
“ALPS SHOW”（隔年举⾏）上召开说明会和⼯⼚参
观会（不定期），致⼒于完善管理和与市场参与者直
接对话的平台。



⼤⽥⽣产制造与科学学校

邀请当地⼩学⽣参观⼯⼚

与地区社会和谐共存

与地区社会和谐共存

对于紧密联系地区、与地区社会共同成长起来的阿尔卑斯电⽓集团⽽⾔，与地区社会的沟通
交流必不可少。基于“企业是良好的企业公⺠”这⼀认识，为了激发地区活⼒和强化合作，各
事业所开展了各种扎根地区的特⾊活动。

作为社会的⼀员

●向初中⼩学⽣开办“⽣产制造教室”
 作为⼀家⽣产制造企业，将“⽣产制造”的精髓传给
担负未来的年轻⼀代，这对阿尔卑斯电⽓集团⽽⾔是
⼀项重要的社会责任，有助于电⼦产业的发展和全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阿尔卑斯电⽓的⽇本国内各据点每
年都会举办“⽣产制造教室”。除此之外，总公司还从
2003年11⽉起与⼤⽥区政府共同举办“⼤⽥⽣产制造
与科学学校”，11年间累计举办113场，参加学习的⼈
数约1700⼈次。

●体验学习和接收实习⽣
 ⽇本国内各据点开展主要⾯向初⾼中学⽣的职场体
验学习，作为⼀项社会科参观活动，还接收以⾼专、
⼤学⽣为主的实习⽣。另外还接待⼩学⽣来⼯⼚参
观，为帮助孩⼦们和年轻⼈了解社会⽽对外⼴开⼤
门。⽽且海外事业所还接待政府相关⼈员与学⽣参观
⼯⼚，并实施⼤学⽣、⾼中⽣短期就业体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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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阿尔卑斯（中国）的清扫活动 古川⼯⼚的夏⽇节

●致⼒开展扎根地区社会的事业活动
 ⽇本国内各据点纷纷开展以贡献地区社会为目的的清扫活动，还⼤⼒推动与地区社会间的交流。例如举
办由员⼯策划运营的“夏⽇节”，邀请员⼯家属和邻近居⺠⼀起参加，相互交流。
 海外据点除了参加地区清扫活动之外，还开展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例如阿尔卑斯北美地区底特律事务所
的员⼯会在每年圣诞节开展为当地学校孩⼦们送礼物上门的活动。

●参与⼤学的“饮⾷习惯改善活动”研究
 阿尔卑斯（爱尔兰）参与由科克⼤学主办的“企业饮⾷习惯改善活动”研究。有120多名员⼯参加了这项
活动，他们提供监控数据，并接受来⾃⼤学营养学家和营养师的个别指导、以及简单健康的饮⾷选择⽅法
指导。
 阿尔卑斯电⽓集团通过开展各项活动，积极寻求与地区社会构建良好关系。


	CSR 数据手册
	CSR 环境信息
	5种经营姿势
	企业理念
	客户相关
	研究开发
	知识财产
	质量和安全管理

	环境举措
	环境经营的推进
	环保中期行动计划
	环境负荷整体情况
	环境风险对策
	制造环保型产品
	节能举措
	削减废弃物

	员工相关
	人才培养
	致力于多元化发展
	劳动安全

	与业务伙伴的关系
	公正经营
	公司治理
	合规
	风险管理
	信息安全・信息公开

	与地区社会和谐共存
	CSR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