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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环境信息

代表取缔役社长

总裁致辞

传承真挚匠⼼，推动阿尔卑斯更优更强

 阿尔卑斯电⽓作为⼀家电⼦零部件制造商，秉持“阿尔卑斯创
造使⼈类和地球都满意的崭新价值”这⼀企业理念，以“精美电⼦
尽善尽美”为⽣产经营主线。
 我们所定义的精美的电⼦元器件，是指兼具“Right（最适
合）”、“Unique（独创性）”、“Green（环保）”的产品，即不
仅拥有精致的外观，还以卓越品质实现客户所需的功能，同时⼜
充分注重环保。
 孕育这⼀切的源泉，就是我们每⼀个⼈所怀有的“真挚匠⼼”。
为取得技术新突破孜孜不倦地探索、跳出原有观念束缚的灵活思
考与⾃我超越、持之以恒的创新思考与精益求精的求索努⼒，这
些是于1958年公司创⽴10周年之际制定的“社训”中写下的内
容，我们将其传承⾄今，并放眼未来不断践⾏。此外，在企业普
遍奉⾏“招才引智”的战略之时，我们也在各个层⾯持续推进相关
举措，注重⼈才培养，进⼀步优化⼯作环境，以及为与客户和谐
共⽣、实现公允经营⽽加强公司治理等。
 为了使阿尔卑斯进⼀步做⼤做强，实现“让公司能够可持续成
长”这⼀目标，同时也为了持续不断地给全世界⼈⺠的⽣活创造优越、舒适⼜绿⾊环保的崭新价值，我们
今后也将继续开拓进取、奋发努⼒。
 希望各位利益相关⽅⼀如既往地给予我们宝贵的⽀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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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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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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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相关

研究开发

 当前，随着地球环境的变化以及新兴国家的快速增长等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以汽车⾃动
驾驶技术和IoT等为代表的电⼦化技术正在飞速发展。阿尔卑斯电⽓集团在应对这些事业环境
变化的同时，将通过发展并融合多年以来积累的技术，持续为创造具有社会意义的⾼附加值
产品开展研发⼯作。
 我们将“追求精美的电⼦元器件”作为研究开发的基本⽅针，在2016年度开始的第8次中期
经营计划中也将进⼀步加速核⼼技术的深化和融合，创造具有全新“价值”的产品。

●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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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集团内部与电⼦
元器件事业和车载信息机器事业进⾏合作，积极致⼒
于开发⼯作。



●战略
 我们不断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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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技术融合持续创新，打造“符
合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新事业和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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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新功能，同时扩展关注
“环境”的新业务领域的“延伸化”，以及不易
被模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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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构
建EHII*并扩⼤车载设备，开发符合未来社会要求、对⼈与地球环境⽆负担、能够为实现美好⽣活作贡献
的产品。

* EHII : Energy, Healthcare, Industry,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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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吸纳开放式创新，推进“组织”对“组织”的组织合作
 2017年3⽉，东北⼤学与阿尔卑斯电⽓签署了《组织合作协⼒协定》。本协定是东北⼤学以地震灾
后复兴、地⽅创⽣、新产业创造为目的，开展产学合作样板“愿景共创型产学合作关系”的举措之⼀。
通过东北⼤学与阿尔卑斯电⽓开展“组织”对“组织”的合作协⼒，旨在创造具有新竞争⼒的尖端技术新
事业，同时为促进地区产业的持续成长培养创新⼈才，最终为电⼦零部件产业的振兴和全社会的发展
做贡献。
 为推进活动⽽设置合作协议会，进⾏(1)共同研究的推进︔(2)包括研究⼈员之间的研究交流在内的
相互交流︔(3)研究设施和设备等的相互使⽤︔(4)教育和⼈才培养的推进及相互⽀援︔(5)关于设置社
会创新实验室（暂定名称）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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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核⼼技术的融合来⼤⼒发展的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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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感器领域，我们已经开发出了可检出磁性、地磁、湿度、⽓压、压⼒、光、电流等各种物理量
的技术。通过运⽤这些传感器技术，使得检测细微信号的变化成为可能，通过开发对电⼦机器进⾏最
佳信号反馈的各种传感器产品，满⾜各种电⼦机器的需求。
 此外，通过将这些传感器产品进⾏模块化、系统化以及活⽤IOT，我们正逐步将其推⼴⾄电⼒控
制、医疗、保健等新的社会基础设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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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产品开发事例

可⽀持曲⾯的静电容量式触摸⾯板

●2016年度产品开发事例

Liqualloy™Toroidal Coil

●2016年度产品开发事例

⾃动对焦驱动器

主⼒市场应对情况

 我们把握未来市场潜⼒，向车载、智能⼿机、能源、保健及IoT市场及时投放最适合的产品。

●车载
 汽车市场对汽车的安全性、放⼼性、舒适性和环保性的要求越来越
⾼，包括非传统汽车⽣产商的企业在内，⼤家都在积极推进旨在实现未
来完全⾃动驾驶的⾼级驾驶辅助系统（ADA︓Advanced Driving
Assistance Syst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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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扩充发动机、底盘⽤传感器等元器件产品、ADAS⽤设备产品，到
电⼦变速箱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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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正在构建和
推进可对应这些要求的组织体制。

●能源
 全球变暖和环境破坏已成为全世界的重⼤问题。我们正在开发低消
耗电流、节约资源型功率电感、各种传感器和通信模块，并运⽤我们
与东北⼤学共同开发的磁性材料“Liqualloy™”的特点，开发相应的模
块产品。此外，阿尔卑斯电⽓集团还通过实施内部开发体制重组及与
海外电⼒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等，⼒求确⽴在该市场中的事业基础和⾯
向未来的发展。通过提供实现了能源⽤量可视化和能源转换效率更⾼
的产品，为智能城市的发展和可再⽣能源的实⽤化做出了贡献。

●移动设备
 在智能⼿机市场，拥有⾼附加值机型的中国智能⼿机⼚家发展迅猛，北美
⼚家的新机型也势头强劲，市场规模有望持续扩⼤。此外，随着VR（虚拟
现实）产品进驻市场，对配套技术的关注等新动向也正在兴起。
 市场中的新⽼机型交替快且竞争激烈，因此必须要快速应对客户需求。为
了应对这些需求，我们正在开发并⽣产相机⾃动对焦⽤促动器以及各种开
关、传感器、连接器、触摸屏等各种产品。



●2016年度产品开发事例

微流路

●2016年度产品开发事例

环境传感器模块

●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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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物信息的适⽤于应⽤了连接件（⽆线通信）技术的保健器械的设备。

●IoT
 ⾯向IoT(Internet of Things)这⼀未来增长潜⼒⽆限的新市场，我们利⽤
各种展⽰会等机会，积极开展例如介绍活⽤IoT的各种解决⽅案实例等提案
活动，目前业务呈稳步增长趋势。
 阿尔卑斯电⽓集团关注IoT的发展，继续与各家企业及地⽅⾃治体携⼿，
提供环境和节能相关的新应⽤提案等，积极耕耘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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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相关

知识财产

 阿尔卑斯电⽓集团作为⼀家制造企业，秉持正确的知识和理解，为了⼤家可以放⼼使⽤本
公司的产品与服务，我们致⼒于知识财产的创造、保护和运⽤。
 我们将知识产权活动定位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活动之⼀，在核⼼技术与产品这些
作为成长基础的领域，我们⼒求强化原创知识产权，在需要快速引进新技术的领域，我们与
⼤学及其他公司共同开发或组成联盟，⼒求加快知识产权的创造和活⽤。

●基本⽅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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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产品⽣命周期联动的知识产权活动
 阿尔卑斯电⽓集团将事业与商品系列的创⽣、成长、成熟等阶段的产品⽣命周期分为CTB（Create
the Business）、GTB（Get the Business）、MTB（Maintain the Business）、WTB（Watch the
Business），实⾏适合不同阶段的知识产权战略。
 从CTB到GTB阶段，我们致⼒于原创知识产权的申请和权利化，同时为外部联盟和授权等活动提供⽀
持。⽽在从MTB转⾄WTB的阶段，我们考虑转⽤于新事业或撤出。通过知识产权从CTB到WTB的循环，
来保证在市场变化迅猛的业界得以⽣存和成长。



●通过多⽅⾯的活动，向提⾼知识产权的质量发起挑战
 在第8次中期经营计划中，将知识产权⽅针定为︓强化保有知识产权和提⾼质量、强化集团全球知识产
权管理体制、贯彻开展知识产权教育。通过使⽤独创的知识产权指标对知识产权的质量进⾏评估，在此基
础上进⾏战略申请、权利化、复合活⽤、教育等多⽅⾯的活动，向提⾼知识产权的质量发起挑战。

―追求集团全球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通过阿尔卑斯电⽓集团内部知识产权基础设施的建⽴和调查分析⼯具的共通化，开展知识产权情报共
享、权利互通互⽤和共同调查分析，追求知识产权的权利化、活⽤和调查分析的效率和效果。并构建集团
全球申请和竞争体制，为全球业务的扩⼤做贡献。

―通过知识产权的复合活⽤，提升企业价值―
 阿尔卑斯电⽓集团通过开展专利、外观设计、商标等复合活⽤的战略活动，为集团的全球事业发展做贡
献。在2016年度，新制作我公司商标HAPTIC™ 的标志，通过在国内外申请商标，⼒求提升采⽤我公司
触觉技术的产品的品牌形象，通过这些知识产权的复合活⽤，⼒求保护由我公司产品技术、外观和品牌组
成的竞争⼒并提升企业价值。

―增加保有知识产权的举措―
 在新产品的策划和开发的初期段阶，找出
预期推⼴的产品系列的共同特点，进⾏基础
知识产权的申请，同时根据市场动向和产品
化动向，通过在国外申请来增加保有知识产
权。
 此外，我们以跨事业领域的技术为轴⼼，
开展构建知识产权投资组合等跨领域活动。
为此，技术部门与知识产权部门定期召开战
略会议，在各事业创造阶段开展与其相应的
活动。
 我们将继续加强国内外的专利等的申请，
预计2017年度的申请将超过800项。

―独创知识产权指标与奖励制度并驾齐
驱，推进知识产权活动―
 阿尔卑斯电⽓集团采⽤独创的知识产权指标，对保有知识产权的质量进⾏可视化，根据市场动向与产品
动向等变化，进⾏相应的战略申请和权利化，构建可活⽤的知识产权投资组合。此外，我们还在2016年
度对知识产权处理规定进⾏了修订，在其中新增奖励制度，提⾼了对发明的奖励。例如︓根据独创指标，
以从事产品开发和技术开发的⼩组为单位，对知识产权活动进⾏评估和奖励，知识产权指标和奖励制度并
驾齐驱，推进知识产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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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相关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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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以个别措施的改善为目的，⽽是定期向董事会
报告全公司的质量情况，从⽽提升全公司的质量。
 不论在⽇本国内还是在海外，发⽣质量问题均可能导致重⼤事业风险。我们提出了“质量就
是我们的未来”的⼝号，齐⼼协⼒，共同努⼒保持和提⾼质量、预防发⽣质量问题。

●质量管理基本⽅针与中期经营计划
 阿尔卑斯电⽓致⼒于提供令客户满意的卓越产品与服务。此外，为了在第8次中期经营计划中实现“全球
质量统⼀”，我们将致⼒于杜绝产品间及⽣产据点间体制与实⼒的差异，同时做到⾼⽔平的质量稳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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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是所有部门通过质量保证实现客户满意度提⾼的证明，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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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ISO9001认证，此外，为汽车⾏业提供
产品的⽣产⼯⼚已取得ISO/TS16949认证。⽽且，作为实现全球质量统⼀的措施之⼀，从2015年4⽉开
始使⽤⽇本国内外统⼀的QMS（质量管理体系）。
 ※请通过阿尔卑斯电⽓主页，确认认证事业所⼀览。



●全球质量信息管理体系（GQIS）
 全球质量信息管理体系（GQIS︓Global Quality Information System）是通过全球共享质量信息、
迅速改善和横向开展来封锁问题（防范于未然）的体系。利⽤该体系，能够在全球共享客户或市场的质量
信息，进⾏快速的原因分析，实施对策。针对实施过⼀次的对策和改善，应进⾏永久对策化，防⽌复发，
将其作为下⼀型号开发⼯作中的重点确认项目。
 2001年，在⽇本国内开始运⾏GQIS。从2016年4⽉起，经过提升分析功能和强化搜索、跟踪功能等
改进后的新系统在全球开始运⾏。今后，我们将通过本系统与技术系统的整合并⽤来进⼀步提⾼质量。



制造现场⼈员与QE⼯作⼈员
⼀起讨论⼯序质量改善的情景

●质量⼯程（QE）的积极运⽤
 质量问题会导致我们失去客户的信任，同时还会对
业务的取得与持续造成负⾯影响。最近，随着事业全
球化及零部件共有化等业务模式的变化，以汽车召回
等为代表的质量问题对象范围更易扩散，⼀旦发⽣问
题，很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等到发⽣质量问题往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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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推⼴到了海外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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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加深理解，并在各⾃的⼯作现场灵活运⽤。公司内部的QE⼈
员参与具体举措，帮助解决各种课题。这些QE⼈员通过质量⼯程会等与外部开展交流，不断钻研如何更
好地运⽤QE。
 我们将⽐过去在更早的开发设计阶段运⽤QE，将质量问题防范于未然，提供令客户满意的优质产品。

※稳健性:表⽰在客户的使⽤各种环境（使⽤⽅法、操作⽅法、⾼温多湿、灰尘等环境条件等）中都能发挥出⼚产品应有功
能的程度。

●车载产品功能安全举措
 随着汽车电⼦化的发展和⾼级驾驶辅助系统、⾃动驾驶系统等的普及，对车载配套产品的安全性提出了
更⾼的要求。阿尔卑斯电⽓集团为了向客户提供安全放⼼的产品，建⽴了符合道路车辆功能安全标准
ISO26262（2011年11⽉发⾏）的产品化流程和体制，已成功为国内外汽车⼚家开发了⼤量符合功能安
全标准的产品。
 此外，我们在功能安全基本⽅针的指导下开展活动，形成所有车载产品相关⼈员将安全放在第⼀位进⾏
判断和⾏动的安全⽂化
 我们定期在董事会上回顾综合安全活动进⾏管理评审，通过开展年度⽅针和制定重点措施，在全公司范
围持续推进改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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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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环境管理体系审核的情景

●环境经营的推进体制
 环境经营相关⽅针和措施，在由环境担当董
事担任议长、⽇本国内各据点的代表⼈参加的
“环境推进会议”上决定。所决定的⽅针和措
施，由⽇本国内外各据点的负责⼈及环境管理
负责⼈负责推⾏。环境担当董事下设总务部环
境课作为环境推进会议事务局，通过企划和制
定全公司环境措施，推进环境经营。另⼀⽅
⾯，防⽌地球变暖对策及废弃物等个别课题，
由环境推进会议下设的各项课题⼯作⼩组负责
对应。

●环境管理体系
 阿尔卑斯电⽓集团的所有国内外⽣产据点都通过了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此外，⽇本国内还将ISO14001体系推
⼴到了包括非⽣产据点在内的所有据点，推进了⼀体化环保经
营。



对营业⼈员和新员⼯的环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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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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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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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举措

环保中期⾏动计划

 阿尔卑斯电⽓集团每3年制定《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致⼒开展全球变暖对策等环境保
护活动。
 从2016年度起，我们依据“第8次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开始开展防⽌全球变暖等环境
保护活动。

 第8次计划中，我们作为⽣产制造公司，从制造和产品开发⽅⾯出发，为做到有效利⽤有助
于保护环境的制造资源，将改善材料成品率*1及材料直接通过率*2，以及积极销售环保型产
品追加纳⼊计划之中。此外，对于第7次计划的目标̶̶能源成本改善等，将继续开展举措，
举措对象范围扩⼤到整个阿尔卑斯集团。

*1: 材料成品率:

“构成产品的原材料等的量”除以“制造产品必要原材料等的量”所得到的值（理论值）。值越接近1越好，重点是如何在产品

设计及模具规格⽅⾯下功夫，减少⾦属材料边角料及塑料磨具流道等。

*2: 材料直接通过率:

“理论上必要原材料等的量”除以“实际⼯艺中使⽤原材料等的量”所得到的值。值越接近1越好，重点是削减制造⼯艺中的瑕

疵、产品批次切换时的损失等。

●第8次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

项目 目标 適⽤範囲 ⾃我评价

事业所中的全球变暖对策
到2020年，能源单耗每年平均改善
1％ 阿尔卑斯集团※1

物流中的全球变暖对策
到2018年度，产品国内物流相关的
能源单耗每年改善1％

阿尔卑斯电⽓

减少废弃物总排放量
到2018年度，废弃物总排放量单耗
每年改善1％ 阿尔卑斯集团

设计、制造中的资源有效利⽤
(1)改善材料良率
(2)改善材料直通率 阿尔卑斯电⽓全球※2

减少⽤⽔量
到2018年度，⽤⽔量（⾃来⽔、⼯
业⽤⽔）单耗每年改善1％

阿尔卑斯电⽓全球

推进环保型产品扩销 推进环保型产品扩销 阿尔卑斯电⽓

推进⽣物多样性保护活动 推进⽣物多样性保护活动 阿尔卑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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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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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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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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环境污染的风险和减少环境污染，采取了各种对
策。
 ⾸先是对相关设备的强化。例如︓地下埋设管路的地⾯化、管路双重化、在槽车停车场所
设置防泄漏围堤、设置漏泄传感器等对策，以防⽌环境污染的发⽣和扩⼤。此外，我们还开
展了化学物质使⽤情况的确认巡视，制定了以防万⼀的“应急响应预案”，并按照计划进⾏定
期演练。
 此外，各家⼯⼚还编制了“环境风险图”并定期进⾏更新。环境风险图是将化学物质和废弃
物的储存、操作等场所标⽰在图纸上，做到易发⽣事故场所的可视化，有助于降低环境风
险。

●守法合规和预防环境事故
 阿尔卑斯电⽓集团制定了⽐法规标准更严格的内控标准，⼒求守法合规和预防事故。
 2016年度，涌⾕⼯⼚发⽣了运⾄⻘森县的⼯业废物数量超出事前协议的案例。在向⻘森县政府提交对
策书后取得了谅解。为了避免今后发⽣此类案例，我们将进⾏严格管理。同年度未发⽣环境相关事故、罚
款和诉讼。



PRTR法对象物质调查结果(对象︓阿尔卑斯电⽓) 单位︓(t)

●化学物质的妥善使⽤、管理和排放控制
 阿尔卑斯电⽓集团为了⽣产和提供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品⽽使⽤化学物质。但是，⼀旦管理和使⽤⽅法错
误，⼤部分化学物质将会对环境和⼈体造成不良影响。我们尽量不使⽤对环境影响⼤的化学物质，将化学
物质的妥善管理和使⽤视为经营活动中的重要课题。
 作为⼀项企业责任，阿尔卑斯电⽓集团依法制定了《环境负荷物质管理基准》等管理基准。按基准对产
品中含有或⽣产⼯序中使⽤的化学物质的储存、使⽤和排放进⾏妥善管理以降低环境负荷。

项目
处理量

排放量 移动量

⼤⽓ ⽔域 下⽔道 外包处理

'15 '16 '15 '16 '15 '16 '15 '16 '15 '16

2-氨基⼄醇 2.3 3.4 0.0 0.0 0.0 0.0 2.3 3.4 0.0 0.0

⼄苯 1.2 3.1 0.6 1.5 0.0 0.0 0.0 0.0 0.6 1.6

氯化铁 15.8 23.0 0.0 0.0 0.0 0.0 0.0 0.0 14.2 20.7

⼆甲苯 2.4 12.5 1.6 1.2 0.0 0.0 0.0 0.0 0.5 1.2

银及其⽔溶化合物 4.7 5.3 0.0 0.0 0.0 0.0 0.0 0.0 0.3 0.3

⽆机氰化合物 3.1 2.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甲基⼄酰胺 2.1 3.7 0.0 0.0 0.0 0.0 0.0 0.0 2.1 3.7

1, 2, 4 - 三甲苯 9.4 1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甲苯 21.0 22.6 14.3 16.0 0.0 0.0 0.0 0.0 6.6 6.6

镍 6.4 7.1 0.0 0.0 0.0 0.0 0.0 0.0 0.3 0.8

镍化合物 2.3 1.8 0.0 0.0 0.0 0.0 0.0 0.0 0.2 0.1

硼化合物 0.7 1.8 0.0 0.0 0.0 0.0 0.0 0.0 0.2 0.5

过⼆硫酸的⽔溶性盐 30.7 31.6 0.0 0.0 0.0 0.0 0.0 0.0 27.3 31.6

甲基萘 23.1 14.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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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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环保型产品

为了提供安全环保的产品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制定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且越来越严格。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求企业必须
及时告知有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信息。
 阿尔卑斯电⽓集团在从材料与零部件采购、产品装配加⼯到出⼚的过程中均不使⽤有害物质，为防⽌产
品中含有有害物质⽽制定了绿⾊采购基准书，按基准进⾏物料采购。
 此外，我们还对物料供应商进⾏有关环保活动的“环境企业评价”。阿尔卑斯电⽓集团优先从重视地球环
保并落实到⽣产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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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变暖对策的角度出发，将节能举措作为第8次环境保护中期计划之
⼀予以实施。该项举措以2012年度为标准年，按照能源成本换算，目标是到2020年每年平
均削减1%。
 阿尔卑斯电⽓集团、阿尔派集团、阿尔卑斯物流集团分别从⾃⾝事业形态出发，制定和实
施相应措施，努⼒做到整个阿尔卑斯集团达成该目标。
 2016年度阿尔卑斯电⽓通过运⽤改善实施了各项节能活动，如替换成⾼效设备来节能、⽣
产设备节能改善、公共事业设备运转最优化、改善压缩空⽓系统的空⽓泄漏等。成功减少
24.8%的节能成本（产量成本单位，与标准年相⽐）。
 2017年度将继续围绕引进⾼效设备从硬件⽅⾯节能，以及运⽤改善从软件⽅⾯节能这两⼤
⽀柱，致⼒于更加合理的能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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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改变真空泵运⾏⽅式实现节能
 长冈⼯⼚通过调整制造装置附带真空泵的运⾏⽅
式，实现了⼤幅度节能。以前设定为常时连续运⾏，
经过对制程的确认，现在改为了只在需要时运⾏，实
现了约92％的节能。

通过改善服务器机房空调实现节能
 总公司⼤楼通过采取服务器机房OA地板下隔热、
设置风向板、减少循环风量（减少40％）、调整空
调设定温度（24℃→28℃）等措施，实现了15.3％
（空调耗电）的节能。
 通过这项对策，还有助于改善冷通道（cold
aisle）内部温度和出风量不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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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举措

资源的有效利⽤

●削减废弃物
 阿尔卑斯集团站在资源有效利⽤的角度，将削减废弃物作为第8次环境保护中期计划的举措之⼀进⾏了
实施。这项举措以2015年度为基准年，目标为到2018年，折合成销售额单耗实现年平均削减1%。
 此外，阿尔卑斯电⽓还从2001年度起开展“零排放※活动”，对事务所和⽣产现场的所有排放物进⾏循环
再⽣。到2004年度末，⽇本国内所有事业部已实现零排放。

※零排放︓将所有废弃物作为作原材料等进⾏有效利⽤，不排放任何废弃物的资源循环型社会系统。1994年联合国⼤学提

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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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资源化⽐例 ︓ 再资源化量占总排放量的⽐例

●削减⽤⽔量
 阿尔卑斯电⽓集团使⽤外部⼯具对⽤⽔风险造成的影响进⾏了客观评价，同时各⽣产据点也开始进⾏⽤
⽔情况等调查活动。在部分据点，由于其所处地区⽔资源不⾜，所以政府部门有节⽔要求，在目前尚未发
⽣问题的据点，我们也将考虑今后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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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举措

⽣物多样性举措

 阿尔卑斯电⽓集团通过经营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等，致⼒于保护⽣物多样性。

●经营活动中的举措
 阿尔卑斯电⽓集团将⼩型低耗电低电压驱动传感器与通信模块相结合，开发出⽀持IoT的传感器模块。
该传感器模块可收集温度、湿度、⽓压、照度等周围环境数据，⽽且具备将所收集的数据通过⽆线通信⽅
式传输的功能。

这种技术有助于⽔⽥及耕地的农药及肥料的有效播撒等，有望为保护⽣物多样性做出贡献。

●社会公益活动
 为由环境NPO事务所町内会运营的“森林町内会”的间伐与间伐材有效利⽤和植树造林贡献活动、以及在
东⽇本⼤地震中遭受毁坏的宫城县名取市海岸林的再⽣活动提供⽀持。



⽣物调查报告书

下⼀代教育

●⽣物调查
 为了获取事业据点周边栖息⽣物的基本信息，我们
开展了⽣物调查。2016年度是在总公司周边实施。
总公司位于东京都⼤⽥区雪⾕⼤塚町，是幽静的住宅
区，附近植物繁茂，还有各种⼤⼩规模的公园、神社
和学校。
 确认总公司绿地⾥有鹎鸟、椋鸟、绣眼鸟、鹡鸰等
鸟类，还有异⾊瓢⾍、红灰蝶等昆⾍。

●下⼀代教育
 我们对集团公司员⼯家属进⾏了环境教育。通过实
地⾛进公园，或⼀起寻找壁⻁等⽣物，或听讲解员讲
解有关植物，让下⼀代的孩⼦们在愉快的氛围中了解
环保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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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相关

⼈才培养

 “以⼈赌拼”是我们的⼈才理念。
 我们积极为那些想要挑战和想要成长的员⼯提供⾃我实现的平台，帮助每⼀位员⼯挑战更
⾼难度的⼯作，成长为创造⾃⽴型专家。

●⼈才培养举措

⼈才培养的⽅针
 我们为能够令员⼯在⼯作中成长的中期职业设计提供⽀持，将“评价”、“定岗”和“能⼒开发”结合在⼀
起，开展长期综合平衡培养。
 只有在⼯作中同更多的⼈打交道、彼此之间相互学习和互相帮助完成任务，才能获得⾃我实现和感受成
长。为此，我们为员⼯创造不断成长的平台，根据员⼯的成长阶段，提供学习知识技能的教育培训、⾃我
激发等机会。
 “实践（⼯作）”与“理论（能⼒开发措施）”并驾齐驱，培养专家型员⼯。

⼈才培养体系图

 将培训与制度结合在⼀起。
 各层次培训︓从新员⼯到董事，适合不同层次的角⾊和⾏为要求
 各课题培训︓开展业务所需要的基础能⼒、逻辑思考能⼒、沟通能⼒和业务基础知识
 各功能培训︓学习作为各部门专家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通过⼈事考评和⾯试进⾏培养
 每年进⾏2次⼈事考评，提供与上司进⾏⾯谈的平台。
 ⼈事考评从能⼒、⾏动意愿和业绩的角度进⾏评价，通过⾯谈将结果反馈给员⼯。此外，上司还将告知
员⼯其优势和激发点以及对其抱有的成长期待，上司与部下⼀同制定员⼯⾃⾝的目标，并通过⾯谈共享年
度业务课题和开展⽅式。通过⼯作来促进每⼀位员⼯的成长。

●职业开发⽀持
 我们引⼊了“⾃我申报制度”，由员⼯对以往的⼯作等经验进⾏回顾，思考未来的⽅向和职业规划，与上
司分享今后的⼯作期望。
 员⼯每年定期思考中期职业规划并与上司分享，通过培训、轮岗和⽇常业务等⽅式，为员⼯的⾃我实现
提供⽀持。
 此外，我们还定期按年龄层举⾏职业管理研讨会，提供重新审视职业规划的平台。

●通过培养型轮岗，培养全能⼈才
 我们实施了培养型轮岗，通过业务⼯作来培养⼈才。特别针对年轻员⼯，通过不同业务和部门检验，扩
⼤每个员⼯的职务范围，培养⼴阔视野、⾼视角和灵活感。
 这项制度还旨在扩⼤公司内外的⼈际圈，将在不同部门⼯作时获得的视角、诀窍和知识运⽤到今后的业
务⼯作中去。

●通过“海外研修⽣制度”来培养全球⼈才
 我们实施了“海外研修⽣制度”，派遣年轻员⼯和中坚员⼯去海外现地法⼈企业或外部机构进⾏1年业务
学习。旨在通过体验海外业务与⽣活，理解⽂化习惯和学习语⾔，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与⾏动⼒的“全球
⼈才”。



●通过“阿尔卑斯⽇本研修⽣制度”来培养海外现地法⼈企业的⼲部⼈才
 作为全球⼈才培养措施之⼀，我们实施了“阿尔卑斯⽇本研修⽣制度”，旨在培养海外现地法⼈企业的⼲
部⼈才。现地法⼈企业的部长和课长级员⼯来⽇本1年，通过业务体验来掌握事业运营和企业⽂化。我们
期望他们将来能够作为现地法⼈企业的⼲部，成为⽇本与当地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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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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性活跃于职场

 阿尔卑斯电⽓集团⼀直将为⼥性员⼯创造发挥才能的机会视为重要课题，通过海外⼯作及实习⽣派遣
等，提供男⼥平等的机会。
 此外，阿尔卑斯在录⽤应届毕业⽣⽅⾯，包括⼯程师在内，也积极录⽤⼥性。通过建⽴各项兼顾育⼉、
看护与⼯作的制度来完善⼯作环境，利⽤教育培训等各种机会，促进管理⼈员和⼥性员⼯⾃⾝改变意识。
通过这些措施，⼥性平均持续⼯作年限达到20年以上，⼥性已婚率达到60％以上（※），且婚后也能兼
顾⼯作与⽣活的平衡，在职⼥性呈上升趋势。

全体员⼯中⼥性所占⽐例（阿尔卑斯电⽓）︓23.1％（截⾄2017年4⽉1⽇）
（男性4571⼈，⼥性1375⼈，共计5946⼈）



录⽤员⼯中⼥性所占⽐例（阿尔卑斯电⽓）

男性 录⽤⼈数 ⼥性 录⽤⼈数 ⼥性⽐例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应届毕业⽣ 57⼈ 105⼈ 48⼈ 48⼈ 45.7% 31.4%

有⼯作经验者 60⼈ 44⼈ 11⼈ 7⼈ 15.5% 13.7%

共计 117⼈ 149⼈ 59⼈ 55⼈ 33.5% 27.0%

※有⼯作经验者的录⽤⼈数为截⾄2018年2⽉20⽇的信息。

按性别区分的平均连续⼯作年数（阿尔卑斯电⽓）

2016年度 2017年度

男性 20年9个⽉ 20年6个⽉

⼥性 21年5个⽉ 20年6个⽉

全体员⼯ 20年11个⽉ 20年6个⽉

⼥性管理⼈员⽐例⾛势（阿尔卑斯电⽓）

项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男性管理⼈员 ⼈数 376⼈ 363⼈ 370⼈

⼥性管理⼈员 ⼈数 4⼈ 6⼈ 8⼈

⼥性管理⼈员 ⽐例 1.1% 1.6% 2.1%

※截⾄各年度4⽉1⽇

●雇⽤残疾⼈

 阿尔卑斯电⽓致⼒于建设不论是否有残
疾，所有员⼯都能积极⼯作、最⼤限度发挥
⾃⾝能⼒的⼯作环境，2012年开始持续达到
法定残疾⼈雇⽤率。

●录⽤外国⼈（IAP︓International
Associates Program）

 IAP是⼀项在海外录⽤应届⽣到⽇本总公司作为签约员⼯（2年）⼯作的制度。这项制度已有20多年的
历史，每年录⽤5⼈左右，⾄今已从欧洲、北美、亚洲各国共计录⽤近100⼈。IAP期满后，⼤多数外国
⼈继续留在本公司集团⼯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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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设计开发、制造、营业、会计
等不同部门发挥着才能。



CSR 环境信息

员⼯相关

劳资关系

劳资⼀体化，推进轻松的⼯作环境的创建
●员⼯制度
 为了培养多样化⼈才，调动⼯作积极性，发挥员⼯能⼒和创建轻松的⼯作环境，阿尔卑斯电⽓引⼊了以
⼩时为单位的带薪休假制度、减少双重就业限制、短时间⼯作制度和符合⼀定条件的在家⼯作等制度。

●防⽌骚扰
 为了防⽌职场骚扰和虐待，阿尔卑斯电⽓每年都对全体员⼯开展有关职场道德建设的培训。

●劳资关系
 阿尔卑斯电⽓基于与员⼯代表组织之间的相互信赖和理解，劳资双⽅就各项问题开展真诚沟通来解决问
题，⼒求和谐发展。
 2017年度，我们以⼯作⽅式改⾰为中⼼，劳资双⽅共同提出课题，通过劳资协商会和职场劳资恳谈会
等⽅式，创建轻松的⼯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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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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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可以安全、健康、积极⼯作的职场。我们认为这也是⽀撑企业价值的源泉。

营造安全健康职场

●基本⽅针
 阿尔卑斯电⽓集团致⼒于保持与改善各项制度和⼯作环境，让每
⼀位员⼯都能⾝⼼健康地安全⼯作。

⾏动⽅针
1. 致⼒于遵守安全卫⽣相关法规及公司内部标准，更好地
  进⾏安全卫⽣管理。

2. 持续开展⽇常安全卫⽣管理活动，从“零伤害”到“零危
  险”，致⼒于创建安全舒适的⼯作环境。

3. 通过员⼯教育和公司内部宣传活动，致⼒于提⾼安全卫
  ⽣意识。

4. 对安全卫⽣管理活动进⾏定期评审，保证其适宜性和有
  效性。

5. 做好员⼯沟通，开展员⼯参与型安全卫⽣活动。



海外现地法⼈防灾演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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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员⼯养成运动习惯并坚持运动，阿尔卑斯电⽓在⽇本国内的所有据点都利⽤运动监测仪举⾏步⾏
拉⼒赛。通过参加者的步数⽐赛、各据点举办运动班等⽅式，来保持参加者的运动热情。

打造“健康⾷堂”
 阿尔卑斯电⽓⼀直在⾷堂菜单⽅⾯下功夫，让员⼯关注⽇常饮⾷中的盐分、热量等数据，帮助其形成健
康管理意识。总公司推出“健康⾷堂”，提供800卡路⾥以下的低热量套餐，实施主⾷（⽶饭）餐具的⼩型
化、提供能够补充不⾜营养素的⼩碗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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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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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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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互信合作的关系。
 同时关注安全和环境，将可持续发展型成长作为采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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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冲突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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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成为武装集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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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矿物定义为冲突矿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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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相关信息，目的是要最终杜绝使⽤“为冲突提供资⾦
来源”的冲突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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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避免故意使⽤原产地为刚果⺠主共和国及其周边国家、为非⼈道⾏为武装势⼒提供资⾦来源的矿
物作为产品原料。

 阿尔卑斯电⽓认同⼀般社团法⼈电⼦信息技术产业协会（JEITA）的理念，从“负责任的矿物采购研讨
会”创⽴之初就参加并开展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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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和印度设有⽣产据点
（9个国家的21个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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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获取所需数量的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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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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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持续为供应商举办事业⽅针说明会，在说明会上要求供应商配合做好采购风险的应对⼯作。没有⼴
⼤供应商的配合，就没有办法做好采购风险的应对⼯作。我们今后将继续与供应商加强合作并推进这项⼯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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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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治理理念
 阿尔卑斯集团关于公司治理的定义如下︓“为了创造更⼤的企业价值⽽建⽴并执⾏的体制，该体制以实
现正确、⾼效的经营层决策和业务执⾏、向利益相关⽅及时报告结果、以及健全⾼效的透明经营为目
的”。公司治理的基本是︓我们认为实现股东等所有利益相关⽅的利益最⼤化非常重要，努⼒实现企业价
值最⼤化，且均衡地满⾜利益相关⽅间的利益，并直接和间接地回馈其利益。
 我公司还履⾏对股东、顾客、地⽅社会及员⼯等利益相关⽅的责任，同时作为⼀家企业，为了实现富有
实效性的公司治理，还制定了“阿尔卑斯电⽓株式会社公司治理⽅针”，并在我公司的⽹站上进⾏了公开。
 ()

●公司治理体制
 从于2016年6⽉23⽇召开的第83期定期股东⼤会起，阿尔卑斯电⽓从“监事会设置公司”转为了“审计委
员会设置公司”。由独⽴于业务执⾏者的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审计师、内部审计部门紧密合作，通过加强审
计和监督功能，进⼀步加强公司治理，实现公正且⾼透明度的经营。



●董事会
 阿尔卑斯电⽓的董事会由12名董事（作为监察等委员的董事除外）以及5名作为监察等委员的董事（其
中包括3名外部董事）构成，是对包括经营基本⽅针及中短期经营计划在内的经营相关重要事项进⾏审议
和决策，同时进⾏职务执⾏状况监察监督的机构。董事会每⽉召开1次定期会议，同时根据需要召开临时
董事会议，提交讨论所有重要事项，并在充分讨论后做出决议。
 此外，按照董事会规则和细则运营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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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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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做到董事会可以合理有效地进⾏讨论。

董事会实效性评价

 阿尔卑斯电⽓为了提⾼业务执⾏的健全性、透明性、效率性和机动性，⼒求加强公司治理体制。
作为其中⼀环，从2016年度起开展董事会实效性评价，评价结果的概要如下。

分析与评价的⽅法
 在进⾏董事会实效性评价之前，对全体17名董事进⾏了有关董事会的构成、运营、审议内
容、董事间沟通、⽀持体制等⽅⾯的记名式问卷调查，以及各项感想调查与⾃评。由包括外部
董事在内的审计委员会以及负责管理和经营策划的各位董事进⾏分析和课题归纳之后，在董事
会上进⾏了报告、验证和讨论。

1. 

分析与评价结果的概要
 最终，在去年6⽉后的现任体制董事会上，确认讨论、审议和运营适当，未发现重⼤问题，经
验证具有实效性。
 我们还请各成员坦诚交流意见，在积极起⽤⼥性、年轻⼈、有事业经营经验者为董事、为进
⼀步提⾼董事会审议效率⽽尽快提交资料和提⾼报告的效率、进⼀步完善审计委员与执⾏董事
间的交流机会、对不断上升的风险认知共享和强化管理、以及评价实施⽅法等⽅⾯获得了很多
建设性意见。

2. 

今后的应对措施
 今后，我们将根据这些意见开展短期或中长期的研究。通过实施这项评价，董事的见解和意
识的共识部分更加明确，通过达成共识，将有助于进⼀步营造⼀体化经营体制，提升我公司的
治理⽔平和企业价值，明年我们将继续开展这项评价。

3. 

●监察等委员会
 阿尔卑斯电⽓的审计委员会由3名外部审计委员和2名内部审计委员构成，采⽤外部⼈员超过半数的体
制，⼒求从独⽴于业务执⾏者的客观⽴场做出适当判断。此外，我们还聘任专职审计委员参加公司内部的
重要会议，开展重要信息的收集和获取报告等⽇常⼯作。外部审计委员中既有精通法律的律师，⼜有精通
会计的注册会计师，⽽包括专职在内的内部审计委员精通我公司的业务。由他们⼀起开展⾼实效性的审
计，并与内部审计部门合作，在董事会及其他重要会议上对经营层阐述意见。此外，我们还设置了审计委
员会的职务辅助⼈员，从事这项业务的⼈员独⽴于董事（担任审计委员的董事除外。）之外。



●外部董事
 为了强化董事会的监督功能，阿尔卑斯电⽓聘任3名外部董事担任审计委员。这3名审计委员与我公司
之间不存在⼈员关系、资本关系或可能与⼀般股东有利益冲突的交易关系。外部董事在⼒求保障经营合法
性的同时，还站在全体利益相关⽅的⽴场，在董事会上积极提出意见或建议，通过参与经营层的聘任和解
聘、报酬的决定、公司与经营层、控股股东等之间的利益冲突监督及董事会的其他重要决策，加强经营监
督。外部董事还定期⾛访我公司的据点并收集信息，与其他董事和员⼯进⾏信息与意见的交流，以保证监
督的实效性。

姓名 任命理由 重要兼职情况

2016年度活动状况

董事会 监事联络会
等

监事会

饭⽥ 隆
作为律师拥有着丰富的法律界经
验和业绩，就本公司的经营给予
正确指导和建议

株式会社岛津制作所外部监事
⽇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外部监
事

12次中参加
12次

10次中参加
10次

-

秋⼭ 洋
将作为律师所积累的专业知识经
验和⼴泛见识运⽤到本公司的经
营中

YKK株式会社外部监事
12次中参加
11次

10次中参加
10次

1次中参加1
次

国吉 卓
司

将其在会计事务所积累的长年国
际经验以及作为注册会计师积累
的⼴泛知识运⽤到本公司的经营
中

12次中参加
12次

10次中参加
10次

1次中参加1
次

●董事报酬制度
 阿尔卑斯电⽓采⽤重视与短期及中长期业绩挂钩型报酬体系，最⼤限度地促进董事为提⾼企业业绩与股
价⽽⼯作，致⼒于提升整个集团永恒的企业价值。

●报酬结构等
a）不担任审计委员的内部董事的报酬
 ・在我公司，审计委员以外的内部董事的报酬由固定报酬、业绩挂钩奖⾦、股份报酬型股票期权构成。
 ・业绩挂钩奖⾦根据单年度业绩（营业利润、本期净利润等）⽽变动。
 ・股份报酬型股票期权作为与中长期业绩挂钩的报酬，根据不同职位的股票期权报酬⾦额，按照发放时
  的价值计算股数，发放股份报酬型股票期权。股票期权实质上具有发放⾃有股份的同等效果，股东在
  我公司股价上涨时能共同获利，同时也要共同承担股价下跌的风险。
b）担任审计委员的董事的报酬
 ・在我公司，担任审计委员的董事的报酬只有固定报酬。

董事和监事的报酬等总额请见我公司⽹站“第84期定期股东⼤会开会通知”。



●内部统管
 我公司将创业精神（社训）定为集团经营的原点，在阿尔卑斯集团经营规范下，制定了我公司的合规基
本理念和⾏动指南，并推⼴到了包括我公司及上市⼦公司在内的我公司集团。此外，为了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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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构建起内部统管体系体制（保证业
务合规的体制）。有关内部统管体系的具体体制，请参见本公司的公司治理报告书中“有关内部统管体系
等事项”。

内部统管



取缔役
监察等委员（外部）

国吉 卓司

外部董事致辞

以进⼀步完善公司治理为目标

我们就阿尔卑斯电⽓的公司治理情况采访了本公司监察等委员兼外部董事的国吉卓司先⽣。

任外部董事、监察等委员⼀年
 本公司⾃设有监事会企业变更为设有监察等委员会企业已有⼀年时
间。我本⼈从监事改任董事及监察等委员，接触到的公司内部⼈员也从
以董事为核⼼的管理层扩⼤到了部长、课长级别，对公司整体也进⼀步
加深了了解。
 与此同时，我平时也在不断思考公司治理的含义。公司治理如果过于
重视规章，就有流于形式之嫌。为了避免这⼀点，我更为注重的是董事
会的实效性评价和内部监察部门利⽤风险⽅法作出的内部监察系统化尝
试，以及风险管理的完善。
 今后，我作为外部董事仍将继续积极参与公司经营，关注是否有切实
推进组织结构在阿尔卑斯集团中的稳固和完善。

⽀撑阿尔卑斯电⽓公司治理的企业⽂化
 我认为，公司治理的⽀撑要素有三。第⼀是城镇⼩⼯⼚所具有的喧哗
热闹的⽣机活⼒。本公司由已过世的⽚冈胜太郎先⽣创⽴于雪⾕这⽚⼟
地上，以⼀座城镇⼩⼯⼚起家，如今仍然保持着不减当年的⽣机与活⼒。第⼆是“尊重”之⼼。在股东⼤会
上，管理层尽最⼤努⼒⽤⾃⼰的诠释认真回答股东的提问。此外，我们对合作⼯⼚与供应商、投资进驻的
国家、地区与社区的尊重也是有目共睹。第三是质朴且坚韧的企业精神。本公司在⽇本东北地区建有很多
⼯⼚，2011年在⽇本东部特⼤地震灾害中蒙受了不⼩的损失。但是，公司上下⼀⼼，为了⼯⼚的重新开
⼯不舍昼夜地拼搏，实现了业务的迅速重启，没有为客户带来任何困扰。我想，通过多年来在当地开展业
务，我们⾃然塑造出了⼀种质朴与韧劲。
 换⾔之，我认为什么时候这种⽂化与精神在公司内部形不成⽓候了，我们公司治理就有危机了。公司治
理是靠⼈来运作的，⼀不留神就会出问题。认识到这⼀点，同时为了弥补这⼀点，将谦虚、健全的企业⽂
化与精神传承下去，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外部董事、监察等委员的职责
 本公司同时具有两种性质。⼀种是追求利润的私营企业这⼀⾯。这⼀职责是提升营业额、将回收投⼊资
本所得到的盈余再⽤于未来投资、保证适当的分红。这层意义上，⼤家要求的是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在经
济全球化浪潮中，本公司为了顺应客户需求，以本地化⽣产（Made in Market）为目标的海外拓展势在
必⾏，在各个进驻国做好守法、会计以及应对转让定价税制等⼯作就变得⾄关重要。在这些⽅⾯，我希望
发挥⾃⼰在海外做注册会计师的经验，给以帮助。
 另⼀种是以股东、客户、供应商、员⼯、政府等各类利益相关⽅为成员的社会制度这⼀⾯。为了建⽴与
利益相关⽅的信赖关系，完善企业信息披露（信息公开）是很重要的。目前，我们从减少以管理层和股东
为主的利益相关⽅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正在重新审视企业信息披露的意义。企业年报和整合报
告作为公司治理的环节之⼀，担负着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重任。作为外部董事，我将继续推动公司妥当
⽽及时的信息公开，来回应股东等利益相关⽅的期望。



CSR 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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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在集团合规宪章的基础上，按照不同的事业领域，各基⼲公司(电⼦零部件事业领域︓阿尔卑斯
电⽓︔车载信息机器事业领域︓阿尔派︔物流事业领域︓阿尔卑斯物流)分别建⽴了适合各⾃事业领域的
“业务规范化保障体制”，通过制定必要的内部规则等形式，将具体措施推⼴到了全球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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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的推进
 阿尔卑斯电⽓作为电⼦零部件事业领域的基⼲公司，在集团合规宪章的基础上，制定了“合规基本规
定”，并将具体措施推⼴到了全球领域。
 在推⼴过程中，我们不仅建⽴或引⼊规章制度，为了保证这些规章制度得以正确执⾏和有效发挥功能，
我们还重视让每⼀位员⼯正确理解合规的重要性，号召⼴⼤员⼯积极主动地将其落实到⾏动中去。
 具体来说，为了保证正确开展公司经营和集团业务，我们建⽴并实施了内部控制制度，由各部门开展活
动情况的⾃查（监控），并由内部审计部门对包括各部门及海外现地法⼈企业在内的⼦公司的业务活动进
⾏内部审计。
 进⽽，为了尽早发现不正当⾏为等违规⾏为（事件）并进⾏整改，我们规定当发⽣事件时，⽇本国内各
据点及海外现地法⼈企业的负责⼈负有向阿尔卑斯电⽓的担当董事、管理担当董事、及经营策划部门和合
规担当部门报告的义务。



●内部举报制度
 为了解决那些难以通过业务渠道解决的问题，阿尔卑斯电⽓集团设置并实施了独⽴于经营执⾏层之外的
内部举报制度（道德热线）。考虑到各所在国家与地区的法规和举报处理的机动性等⽅⾯，在⽇本国内及
主要海外现地法⼈企业设置了道德热线。
 阿尔卑斯电⽓制定了内部规定，将专职审计委员、外部审计委员、合规担当部门长定为道德热线的窗
⼝，就有关举报的保密义务、保障举报⼈的匿名性、以及对举报⼈的保护等⽅⾯作出了规定。并随时通过
公司刊物、培训等⽅式，将这些举报受理窗⼝的联系⽅式和实施基本⽅针告知⼴⼤员⼯。

●在全球实施合规和CSR培训
 阿尔卑斯电⽓集团从2015年度起，开展了全球通⽤的年度合规与CSR培训。
 这项培训包括合规与CSR概论、⾏贿受贿、公允会计处理、信息安全、禁⽌骚扰与歧视、遵守反垄断
法、以及禁⽌渎职与⾏贿受贿等内容，旨在向⼴⼤员⼯进⾏宣传贯彻。
 2015年度，对阿尔卑斯电⽓及中国(包括⾹港、台湾)的现地法⼈企业实施了第1次培训。2016年度，
⼜在中国以外的海外现地法⼈企业进⾏了第1次培训。预定从2017年度起，将从阿尔卑斯电⽓开始依次
进⾏第2次培训。

第1次合规与CSR教育 项目和内容

教育项目 内容

1.为了实现公正诚实的经营事业 合规与CSR概论

2.为了做到不发⽣和不被卷⼊不正当⾏为
贪污与背信、⾏贿受贿、渎职、商业贿赂、反垄断法
（以卡特尔为主）

3.为了进⾏快速、正确、诚实的会计处理 正确的会计处理和员⼯注意事项

4.为了有效管理和正确有效地使⽤信息 信息安全

5.为了尊重员⼯的⼈格与个性 骚扰、歧视

6.为了发现和纠正不正当⾏为和违规⾏为 内部举报制度、举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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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经营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理念
 针对事业全球化和技术发展等带来的多样化风
险，如何避免可预见的风险，如何预见和避免未来
可能发⽣的危险和损失，以及如何将损失降⾄最低
已成为重要课题。企业必须对社会有存在价值，必
须打好经营事业的基础，为经营与业务执⾏的合法
性和适宜性提供⽀持。在经济低迷的低增长时代，
基于全⾯风险管理的进攻型经营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实现事业的持续增长和提升中长期企业价
值，阿尔卑斯电⽓集团将风险管理定位为经营事业
即进攻型经营的基础。

●完善风险地图
 阿尔卑斯电⽓集团在管理担当董事的带领下，经营策划、法务、⼈事、总务、财会、贸易管理、合规等
公司部门、以及技术、⽣产、质量、营业等事业部门依据危机管理规定，按照第8次中期经营计划进⾏了
有关风险管理的功能和职责分析，并建⽴了相应的管理体制。其中⼀项措施是编制风险图，以可视化的⽅
式展现了我集团存在的风险。按风险列别进⾏整理，从影响度、发⽣可能性及风险管理对策实施状况的角
度进⾏评价。根据评价结果进⾏绘图。以风险图为基础，开展风险管理活动。



●危机管理
 地震、⼤⾬、⽕灾等灾害事故对企业的事业经营乃⾄整个供应链都存在重⼤影响。阿尔卑斯电⽓集团针
对这些危机情况制定了预案，⼒争实现尽快恢复和将损失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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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危机管理规定、⼿册
 阿尔卑斯电⽓在危机管理规定中识别出需要管理的风险项目，根据风险的重要性制定⼿册，并根据需要
进⾏更新。⽇本国内外各据点也在该⼿册的基础上制定了各⾃的危机管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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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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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电⽓集团以信息系统部门为中⼼，制定了信息安全相关规定以及安全强化措施和教育计划，与
各部门的信息管理负责⼈配合，在⽇本国内及全球开展活动。
 为了掌握信息管理⽅针的落实情况，我们每年都对各部门进⾏信息管理审核，确认教育计划及强化措施
的实施情况。系统部门还进⾏运⾏、维护、故障处理业务的审核，防⽌信息泄密和非法篡改，致⼒于维持
系统的可⽤性，并对针对性攻击等新威胁采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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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益相关⽅的沟通交流

●与客户的交流
 阿尔卑斯电⽓集团为了增进与更多客户的交
流，积极参加各类展会活动。2016年，本公司
共在⽇本、中国、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参
加了16场展会。除传统的电⼦、汽车相关展会
以外，还参展了例如医疗、电⽓装备等对本公
司⽽⾔较新颖的领域的展会。
 此外，在本公司举办的内部展⽰会“ALPS
SHOW 2016”（2016年9⽉20-21⽇举办）
上，吸引了1227家公司的2809名客户到场。
同时，除了参加展会以外，本公司还拜访客户
并当场进⾏“迷你展⽰”。2016年度在国内外的
展⽰次数达到了120次。
 今后，本公司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
活动，与更多的客户建⽴信赖关系。

●与地区社会的沟通交流
 我们每年都会在⽇本的各个据点举办“⽣产
制造教室”，尤其是总公司从2003年11⽉开
始，与⼤⽥区共同举办了“⼤⽥⽣产制造科学
学校”，13年间举办次数共计133次，学员多
达约2025⼈。
 “⽣产制造”是制造业的原点。我们认为，将
“⽣产制造”的精髓传给担负未来的年轻⼀代，
是本公司的⼀项重要社会责任，有助于推动电
⼦产业的发展，乃⾄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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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管理

●CSR活动的推进和体制

 阿尔卑斯电⽓集团的CSR活动，由
各个部门⾃发推进。经营企划室负责
对各部门的活动业绩及课题进⾏总
结，每个季度向董事会进⾏报告。
 ⾃2016年度开始，计划将不断完善
体制，针对各个CSR课题，作为本公
司事业风险的⼀个部分加以监控。

 阿尔卑斯电器集团每隔3年制定⼀次中期活动⽅针，以推进CSR活动。目前正处于本公司第4次中期计
划(2016年度〜2018年度)期间，与CSR课题活动有关的各部门分别制定了各⾃的中期目标，全⼒以赴。

●阿尔卑斯电⽓集团 第4次CSR活动中期⽅针



●2016年度 回顾

整体
・在公司内部共享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外部评价结果。对外部评价进⾏研究，着⼿研究措施重
 审，以改进评分为目的启动信息公开准备⼯作。
・邀请外部讲师⾯向董事及有关⼈员举办ESG投资学习会。

E(环境)

・业务⽹点的全球变暖应对、设计与⽣产中的资源有效利⽤（材料成品率、⼀次性通过率）、⽤⽔量、
 扩⼤销售环保产品均实现了既定目标。但是，物流环节全球变暖应对、废弃物排放总量削减进展未如期
 达标。
・在阿尔卑斯电⽓总部（东京都⼤⽥区）开展了⽣物多样性调查。

S(社会)

・在⽇本国内，针对EICC（电⼦⾏业公⺠联盟）制定的⾏为规范等外部标准完善相应的⽅针与规章。
 对于海外现地法⼈，为培养CSR意识，⾯向据点CSR负责⼈开展CSR教育。
・为探讨强化符合法律法规及外部团体⽅针与标准的CSR采购，着⼿对其他公司CSR采购⽅针等规定进⾏
 调查。

G(公司治理)

・公司向监察等委员会设置企业转型。与阿尔卑斯电⽓相关部门、阿尔派株式会社、株式会社阿尔卑斯物
 流合作，按计划开展⼯作。
・就加强风险管理⼯作，通过委员会着⼿编制风险图。但是，危机管理⼿册等的修订完善⼯作未能完成，
 已纳⼊2017年度⼯作计划。

●SDGs与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企业理念是“阿尔卑斯以创造有益于⼈类和地球的新价值为使命”。该精神正符合联合国的2030年目标，即SDGs所
倡导的保护地球环境、尊重⼈权⼈⼈平等的指导思想，我们致⼒于推进我们作为企业公⺠应尽的职责。
公司内部活动⾃不必说，作为⼀家制造企业，我们将通过推进创新、提供产品和解决⽅案，为保护地球环境和⼈类的健康
与幸福做贡献。

目标 相关链接

目标 1
在世界各地消除⼀切形式的贫困

-

目标 2
消除饥饿，实现粮⾷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

目标 3
确保健康的⽣活⽅式、促进各年龄段⼈群的福祉

按应⽤划分的产品⼀览（产品对社会的贡献）︓

目标 4
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享有终⾝学习机会

与利益相关⽅的沟通交流（在产品制造教室 等
的贡献）︓

目标 5
实现性别平等，为所有妇⼥、⼥童赋权

致⼒于多元化发展︓

目标 6
确保所有⼈享有⽔和环境卫⽣，实现⽔和环境卫⽣的可持续管理

-

目标 7
确保⼈⼈获得可负担、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按应⽤划分的产品⼀览（产品对社会的贡献）︓

目标 8
促进持久、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和⽣产性就业，确保
⼈⼈有体⾯⼯作

⼈才培养︓

劳动安全︓



目标 9
建设有风险抵御能⼒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的可持
续⼯业，并推动创新

按应⽤划分的产品⼀览（产品对社会的贡献）︓

目标 10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致⼒于多元化发展︓

目标 11
建设包容、安全、有风险抵御能⼒和可持续的城市
及⼈类住区

按应⽤划分的产品⼀览（产品对社会的贡献）︓

目标 12
确保可持续消费和⽣产模式

与业务伙伴的关系（原材料采购 等）︓

目标 13
采取紧急⾏动应对⽓候变化及其影响

产品⼀览（节能、能源管理设备 等）︓

节能举措︓

目标 14
保护和可持续利⽤海洋及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
展

-

目标 15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陆地⽣态系统、可持
续森林管理、防治荒漠化、制⽌和扭转⼟地退化现
象、遏制⽣物多样性的丧失

⽣物多样性举措︓

目标 16
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和包容社会、为所有
⼈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在各层级建⽴有效、负责
和包容的机构

与业务伙伴的关系（针对冲突矿物的举措 等）︓

按应⽤划分的产品⼀览（产品对社会的贡献）︓

目标 17
加强执⾏⼿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客户相关︓

与业务伙伴的关系︓

与利益相关⽅的沟通交流︓



●ISO 26000对照表

符合社会责任相关的国际标准ISO26000的七⼤核⼼主题的本公司举措。

ISO26000
核⼼主题

课题 登载⽹页

组织治理 课题1︓组织治理
公正经营

（公司治理、合规 等）

⼈权

课题1︓尽职调查
课题2︓⼈权相关的危机状况
课题3︓杜绝袒护
课题4︓投诉处理
课题5︓区别对待及社会弱者
课题6︓公⺠权利及政治权利
课题7︓经济、社会及⽂化权利
课题8︓劳动基本原则及权利

客户相关

（研究开发 等）

员⼯相关

（劳资关系、劳动安全 等）

与业务伙伴的关系

（应对冲突矿物 等）

公正经营

（合规 等）

劳动惯例

课题1︓雇⽤及雇佣关系
课题2︓劳动条件及社会保障
课题3︓社会对话
课题4︓劳动安全卫⽣
课题5︓岗位⼈才培养及训练

员⼯相关

（劳资关系、劳动安全 等）

环境

课题1︓防⽌污染
课题2︓可持续性资源的利⽤
课题3︓缓解⽓候变化及适应⽓候变
化
课题4︓环境保护、⽣物多样性及⾃
然栖息地的⽣态恢复

环境举措

（环境经营的推进举措、制造环保型产品的举措、节能举措、
节约资源举措、⽣物多样性举措 等）

公平的商业惯例

课题1︓防腐反贪
课题2︓尽责参政
课题3︓公平竞争
课题4︓推进价值链中的社会责任
课题5︓尊重知识产权

公正经营

（合规 等）

消费者课题

课题1︓公正的市场营销、真实客观
的信息及公正地履⾏合同
课题2︓保护消费者的安全卫⽣
课题3︓可持续性消费
课题4︓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和⽀援，
处理投诉和纠纷
课题5︓保护消费者信息及隐私
课题6︓获取不可或缺的服务
课题7︓教育及提⾼意识

客户相关

（研究开发 等）



参与地区活动，
促进地区发展

课题1︓参与地区活动
课题2︓教育及⽂化
课题3︓创造就业及开发技能
课题4︓技术开发及技术获取
课题5︓创造财富及收⼊
课题6︓健康
课题7︓社会投资

客户相关

（研究开发 等）

与利益相关⽅的沟通交流

（与客户、地区社会的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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