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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致辞

代表取缔役 社长执⾏董事 CEO
阿尔卑斯内部公司负责⼈

传承真挚匠⼼，推动阿尔卑斯阿尔派更优更强

作为社会的⼀员，举全公司之⼒，追求品质，与地球共
⽣

 随着电⼦科技的发展，我们的⽣活正变得越来越便利舒适，另
⼀⽅⾯，“安全性”也越发重要。今后，随着
CASE（Connected︓汽车联⽹、Autonomous︓⾃动驾驶、
Shared & Services︓共享、Electric︓电动化）领域的发展，
以往以实现汽车舒适性为主的电⼦元器件将间接扩⼤到“开车、
转弯、停车”这些基本性能相关领域。为了担负起部分性命攸关
的功能，“质量”保证是最为重要的课题，对此我们将随时保持警
惕，绝对不容疏忽。

 我们⽣产⾼品质产品
 时刻不忘奉献社会。

 这是在创业期制定的社训中的⼀段话。我们从各种家电产品开
始创业，在上世纪80年代正式进⼊车载市场。从90年代起，着
⼿研发⼤陆间通信⽤海底光缆⽤光通信元器件等，实现了苛刻使⽤环境下的⾼耐久性和⾼可靠性要求。今
后我们仍将继续努⼒不懈。
 我们⼀直以来⼤⼒开展的另⼀项举措是与地球环境共⽣。1994年，举全公司之⼒开展环保活动被列⼊
基本理念和⾏动指南。此后，除了在国内外⽣产活动中开展环保举措之外，还从节能角度推进有助于环保
的产品的开发。2016年，我们吸收合并⼦公司阿尔卑斯绿⾊器件株式会社，加快了开发速度。并且，近
年来还在东京都内设置了开发中⼼，从⽣产和开发两⽅⾯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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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理念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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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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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我们尤其注重在核⼼
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新功能，同时扩⼤环
保新业务领域的“延伸化”，以及不易被模仿
的“技术黑匣⼦化”。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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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长引擎，通过确⽴EHII*
业务和扩⼤车载设备业务，来开发符合未来社会要求、对⼈类和地球环境友好、为实现美好⽣活作贡献的
产品。

* EHII : Energy, Healthcare, Industry,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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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化”

“延伸化”是指在维持产品与技术的连续性的同时，通过附加新的功能与技术，逐渐延伸和扩⼤事业
领域。此外，这种“延伸化”不仅指技术开发，还包括拥有设备和培育的⽣产技艺的连续性。
阿尔卑斯阿尔派正在通过“延伸化”，凭借开发新产品和涉⾜新事业领域来扩⼤销售额，⼒求开展⾼
效投资和提⾼成本竞争⼒的优势。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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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强化核⼼技术，推进开放式创新」
 2017年3⽉，东北⼤学与阿尔卑斯阿尔派签订了《组织合作协定》，旨在培养尖端技术新事业产出
与创新的栋梁之才，为电⼦元器件产业的振兴和社会发展作贡献。
 依据该协定，阿尔卑斯阿尔派于2017年12⽉在东北⼤学校园内设⽴了合作据点，确定了具体的合
作研究课题并推进合作活动。特别是在三⼤重点技术领域之⼀的HMI领域，为实现“真正舒适”的操作
设备，开始同多家实验室实施合作研究和技术开发。
 “通过平时感应和⽇常体检为⾃⼰和家⼈的健康保驾护航的社会创⽣据点”是⽇本⽂部科学省事业“⾰
新性创新产出计划（COISTREAM）”的研究项目之⼀，东北⼤学是该项目的核⼼参与机构，本公司也
参与其中。在该项目中，我们提供传感器产品和感应技术，开展根据⼈体运动和周围环境变化掌握健
康状况的研究和社会应⽤。
 阿尔卑斯阿尔派还与岩⼿⼤学签订了《研究合作推进协定》。开展打印机的热传导控制和异类材料
接合等合作研究，同时也参与了SIP（Strategic Innovation Program︓战略创新创造计划）。
 阿尔卑斯阿尔派还致⼒于与更多的⼤学、研究机构推进合作研究，进⼀步强化本公司的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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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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S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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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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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

主⼒市场应对情况

●车载模块
 随着搭载ADAS（⾼级驾驶辅助系统）
和⾃动驾驶功能的汽车的出现，驾驶席周
边设备正越来越智能化。为此，我们正在
开发和提供电⼦变速箱、中控台、⽅向盘
周边各种操作输⼊设备等追求操作舒适性
的模块。

●车载设备
 提供ADAS和⾃动驾驶所需的W-LAN、
LTE 等通信⽤⾼频产品、车载导航和室内
灯⽤输⼊操作设备、执⾏车门和安全带、
节⽓门等动作检测的各种传感器等，为汽
车和摩托车的安全性、舒适性、节能化作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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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

●移动/游戏/数字设备
 数字设备的多功能化和⾼功能化正在不
断发展。阿尔卑斯阿尔派不仅提供⾼精
密、⾼稳健性*1的各种设备，还致⼒于运
⽤⼒反馈等技术，开发具有独创特⾊的电
⼦元器件。

●EHII EHII︓Energy、Healthcare、Industry、IoT（Internet of Things）

 ⾯向不久的将来，我们亟待解决⽓候变
化、健康管理、提⾼⽣产效率等众多课
题。我们应⽤现已开发的材料、产品和技
术，致⼒于创造有助于解决不久的将来的
课题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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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电⼦元器件

 阿尔卑斯阿尔派追求的“精美电⼦元器件”，是指Right、Unique、Green这三者兼备的电⼦元器件。我
们今后将继续凭借精美电⼦元器件来为客户提供新价值，为实现美好、便利、安全的⽣活作贡献。

●⽰例介绍1︓HAPTIC™ Reactor
 HAPTIC™ Reacor是⽤于游戏机、VR （Virtual Reality）/AR
（Augmented Reality）等设备的具代表性的⼩型振动设备。该设备是可
以产⽣各种振动，根据输⼊操作和操作场景等状况，通过“振动”将操作状
况反馈为⽤户触觉的电⼦元器件。它不仅能⽤于在画⾯上按下按钮等简单
输⼊操作的操作反馈功能，还能根据⾳乐、运动等场景来传递丰富的振
动，给⽤户带来⾝临其境般的感触。

Right  体型⼩巧，却有强⼤的振动⼒
 对⽤于便携式电⼦设备的电⼦元器件，要求体型⼩巧。⽽另⼀⽅⾯，振动设备为了产⽣可供⽤户明确识
别的振动，需要有合适的⼤⼩。为了同时满⾜这⼀对相互⽭盾的条件，阿尔卑斯阿尔派运⽤机电⼀体化设
计，开发出了采⽤电磁驱动的共振型振动，体型⼩巧却能最⼤限度产⽣振动的电⼦元器件HAPTIC™
Reactor。

Unique  产⽣多种振动的设备
 HAPTIC™ Reactor的特点之⼀是只需⼀台设备就能产⽣多种的振动。阿尔卑斯阿尔派运⽤多年积累的
机电⼀体化设计技术和独有的弹簧结构设计，让振动设备带有多个“共振频率”，可通过输⼊特定的频率来
产⽣强烈振动。因此可再现出从沉重有⼒到轻微触觉的多种振动。

Green  耗电
 对⼿提式电⼦设备有低耗电的要求。HAPTIC™ Reactor通过利⽤共振现象的驱动原理，可以更低的耗
电产⽣强烈的振动，为节能化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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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介绍2︓车载⽤电流传感器
 车载⽤电流传感器是⽤于EV（电动汽车）和混合动⼒汽车的电⼦元器
件，搭载在汽车的驱动部这⼀⼼脏部位。EV通过电动机来⾏驶。⽽为了检
测电动机驱动电⼒直流转交流⽤变频器等部位的电流值，就需要使⽤车载
⽤电流传感器。

Right  ⼩型轻量
 车载⽤零部件的条件要求之⼀是“⼩型化、轻量化”。为了搭载在有限的汽车空间中和使⽤有限的电量⾏
驶更远的距离，要求车体尽可能轻。此外，在环境苛刻的车载⽤途中，轻量化还能发挥出耐振动的优势。
阿尔卑斯阿尔派成功地省去了其他电流传感器中使⽤的⼀种叫做磁芯的零部件，实现了适合车载⽤的⼩
型、轻量、⾼可靠性电流传感器。

Unique  独有的⾼灵敏度度磁性元件
 阿尔卑斯阿尔派之所以能够实现⽆磁芯零部件的电流传感器，原因就在于运⽤了独创开发的⾼灵敏度磁
性元件。这种元件技术是在以往的HDD磁头开发中积累起来的，在“延伸化”的思想下，推动诞⽣了电流
传感器这⼀新产品。

Green  CO2减排和节约资源
 电流传感器被搭载在CO2排放量⽐汽油车更少的混合动⼒汽车或⽆CO2排放的EV上，可以说这种电⼦
元器件担负着CO2减排的重任。此外，因为不使⽤磁芯以及通过⼩型化来减少封装材料，还能为节约资源
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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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财产

 我们将知识财产的产出、维持、管理、运⽤等活动定位为有助于企业持续成长的事业活动
之⼀。阿尔卑斯阿尔派为了强化核⼼技术与产品领域中的⾃有知识财产的产出，以此来打造
事业成长的基础，采⽤与⼤学及其他公司合作开发和联盟的⽅式，加快推进知识财产的产出
和运⽤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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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将事业和商品系列在创⽣、成长、成熟等整个过程的产品⽣命周期分为创⽣期
（CTB︓Create the Business）、成长期（GTB︓Get the Business）、成熟期（MTB︓Maintain the
Business）和衰退期（WTB︓Watch the Business），实践开展不同的知识财产战略。
 在从CTB到GTB的时期，要产出⾃有知识产权并通过申请来形成权利，同时开展外部联盟和授权等活动
⽀持。⽽在从MTB转⼊WTB的时期，要研究转⽤于新事业和事业退出。与产品⽣命周期联动开展活动，
确保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获得⽣存和成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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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拥有的知识财产
 在新产品的策划和开发的初期阶段，要
找出预期发展产品系列中的共同特征，申
请基础知识产权，同时根据市场动向和产
品化动向进⾏国外申请，以强化拥有的知
识财产。
 此外，为了以跨事业领域技术为轴⼼开
展知识财产组合构建等跨部门活动，技术
部门与知识财产部门定期召开战略会议，
根据事业产出阶段来采取相应的举措。
 继续强化国内外专利等申请，2017年度
共申请约800件。

●推进发明产出
 阿尔卑斯阿尔派修订了知识财产处理规定，从2016年度起推出新的奖励制度，强化了对发明的激励机
制。
 其中之⼀是对发明等产出有杰出贡献的员⼯授予称号（专利研究员）的制度。获得称号者将发明产出所
需的各想法、视角和⾏动传授给晚辈，为培养发明者作贡献。此外，称号授予制度与⼈事制度联动，助⼒
推进知识财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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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阿尔卑斯阿尔派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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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致⼒于提供令客户满意的卓越产品和服务。在第8次中期经营计划中，为实现“全球同⼀
品质”，努⼒消除产品之间和⽣产据点之间体制与能⼒的⽔平差异，实现⾼⽔平的稳定品质。

质量管理基本⽅针

阿尔卑斯阿尔派提供令客户满意的卓越产品与服务。

●质量管理体系（QMS︓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阿尔卑斯阿尔派，包括海外⼯⼚在内的所有⽣产⼯⼚均已取得ISO9001认证。此外，为汽车⾏业⽣产
产品的⼯⼚均已取得ISO/TS16949认证，目前正在开展2016年10⽉发⾏的IATF16949新标准转版⼯
作，预计将于2018年9⽉14⽇之前取得认证。
 为了今后的汽车新事业领域的开发，⽇本国内外所有⽣产据点都将为取得IATF16949认证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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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成果发表会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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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程（QE）的积极运⽤

 发⽣质量问题会导致丧失信誉，同时对业绩及此后
的业务取得和持续维持也会造成巨⼤的负⾯影响。⽽
且很多情况下事后补救为时已晚，如何预防发⽣才是
关键所在。
 作为其中的⼀项举措，阿尔卑斯阿尔派积极运⽤质
量⼯程（QE︓Quality Engineering）。
 例如，为了在开发设计阶段提⾼产品的稳健性*，
对产品在客户（市场）处的使⽤⽅法和环境条件做出
预期，在此基础上进⾏功能稳定性评价，以实现设计
条件优化。此外，在制造阶段的结果判定中运⽤QE
的思想和技巧，努⼒减少出货产品的特性波动。这些
举措不仅在⽇本国内据点实施，还正在向海外据点推
⼴。
 从更早的开发设计阶段起，通过运⽤QE来预防质量问题，提供令客户满意的优质产品。

※稳健性︓是指出货产品在客户的不同使⽤条件（使⽤⽅法、操作⽅法、⾼温潮湿或灰尘等环境条件等）下，均能发挥产
品正常功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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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产品功能安全举措

 随着驾驶辅助系统和⾃动驾驶系统等的普及，对车载相关产品的安全要求越来越⾼。阿尔卑斯阿尔派为
了向客户提供安全放⼼的产品，确⽴了符合汽车电⼦功能安全标准ISO26262（2011年11⽉⽣效）的产
品化程序和体制，并正在为⽇本国内外汽车⼚商进⾏符合功能安全标准的各类产品的开发。
 此外，为了让从事车载产品开发⽣产的全体员⼯以安全为⾸进⾏判断和⾏动，阿尔卑斯阿尔派努⼒营造
和落实安全⽂化，在功能安全基本⽅针的指引下推进活动。
 作为管理评审，董事会会定期对车载产品的功能安全相关活动进⾏全⾯回顾，通过制定和推进年度⽅针
和重点措施，来持续开展改善活动。

14



环境举措

环境经营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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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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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环境宪章

《基本理念》
我们作为地球社会的⼀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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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致⼒于环保型产品的开发
2. 致⼒于环保型⽣产、销售
3. 珍惜物资
4. 杜绝浪费
5. 致⼒于循环利⽤

 我们秉承集团环境宪章的理念，针对⽓候变化的课题，通过节能活动来减少CO2排放，推进节能型绿⾊
设备的开发和销售。
 此外，我们还针对资源有效利⽤的课题，通过持续达成零排放和推进⾼效再循环，为地球社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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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环境管理体系审核的情景

●推进体制
 在每年召开2次的“环境推进会议”上，决定有
关环境经营的⽅针和举措。该会议由环境担当
董事⽓贺洋⼀郎任主席，由⽇本国内各据点的
法定代表⼈构成。⽅针和举措决定后，由⽇本
国内外各据点的负责⼈和环境管理负责⼈推
进，并在该会议上进⾏回顾。环境推进会议的
事务局由总务部环境课担任，进⾏全公司环境
举措的策划、⽴项等⼯作，推进环境经营。针
对全球变暖对策和削减废弃物等个别课题，由
环境推进会议下设的各课题⼯作组进⾏处理。

2017年度环境推进会议 议题⼀览

议题

第1次 （2017年8⽉22⽇召开） １． 中期和短期计划的进度报告
２． 关于法规（欧洲指令等）的符合性
３． 关于节能投资的进度 等

第2次 （2017年12⽉20⽇召开） １． 中期和短期计划的进度报告
２． 关于法规（⼟壤污染对策法等）的修订动向
３． 关于ESG投资相关动向 等

●环境管理体系
 阿尔卑斯阿尔派将环境管理体系的运⾏视为持续改善环境
负荷和遵守环境法规的有效举措，将⽣产据点必须取得
ISO14001认证列为⽅针。⽇本国内外⽣产据点的取得率达
100％（截⾄2018年4⽉1⽇）。此外，在⽇本国内采⽤
ISO14001架构，将体系运⾏覆盖⾄包括总公司、⽀店、营
业所等非⽣产据点在内的所有据点，推进⼀体化环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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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经验新员⼯的环境教育

阿尔卑斯阿尔派 环境⽅針

《基本理念》
为贡献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作为地球社会的⼀员,以卓越的技术为⽀撑,通过我们公司的业务活动
和员⼯每个⼈的⾏动,保护美丽的⼤⾃然,珍惜宝贵的资源。

《环境⽅针》
1. 持续不断地改善环境管理体制,预防环境污染
2. 遵守有关环保法律规定以及本公司同意接受的相关要求
3. 推进实施全球温室效应对策
4. 充分有效利⽤资源
5. 妥善管理化学物质,控制向外界排放
6. 协调发展环保与产品的开发、⽣产和销售

●教育
 根据新⼊职员⼯、有经验新员⼯、及员⼯技能资格实施环
境教育。此外，各⼯⼚根据员⼯的⼯作内容实施环境教育和
内部环境审核员培训等专业教育。海外⽣产据点还根据所在
国家与地区的法规和惯例，分别开展⾼实效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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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中期⾏动计划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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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8次计划中，阿尔卑斯阿尔派作为制造型企业，从制造和产品开发⽅⾯出发，为了进⼀
步为环保作贡献，作为制造过程中的资源有效利⽤，将改善材料成品率*1和材料直通率*2
以及积极销售环保型产品加⼊计划之中。此外，对第7次计划中的能源和废弃物削减目标，将
对象范围扩⼤到整个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并持续开展这项举措。

*1: 材料成品率:

是指“构成产品的原材料等的量”除以“制造产品所需原材料等的量”所得到的值（理论值）。该值越接近1越好，重点是如何

通过产品设计和模具规格的改进，来减少⾦属材料的边角料和塑料的流道等。

*2: 材料直通率:

是指“理论所需原材料等的量”除以“实际⼯序中使⽤原材料等的量”所得到的值。该值越接近1越好，重点是削减制造⼯序中

的不良、产品批次切换时的损失等。

●制定⾏动计划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在环境推进会议上，根据客户及其他公司的举措、环境相关新闻、⾏政⽅针、法律
法规变化等社会动向、化学物质和废弃物的环境污染、全球变暖、⽔资源不⾜等涉及本公司的环境风险和
事业机遇等⽅⾯，每3年制定“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开展全球变暖对策等活动。环境推进会议每年召
开2次，内容包括目标达成进度确认、措施推进的年度回顾、下⼀年度课题确认等，按照⾏动计划开展
P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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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次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

项目 目标(2017年度) 適⽤範囲 实绩(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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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度削减4.90%）

阿尔卑斯阿尔派
集团※

单耗15.7kℓ/亿⽇元
⽐基准年度减少21.5%（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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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で1.99%削減）

阿尔卑斯阿尔派
单耗0.53kℓ／亿⽇元
⽐基准年度减少13.4%減少（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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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で1.99%削減）

阿尔卑斯阿尔派
集团

单耗3.57吨/亿⽇元
⽐基准年度减少0.4%減少（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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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
集团（电⼦部件
事业）

（1）改善⾦额目标⽐＋17.5%
（2）改善⾦额目标⽐＋71.1%

减少⽤⽔量
截⾄2018年度，⽤⽔量单耗每
年改善1%
（2015年度⽐で1.99%削減）

阿尔卑斯阿尔派
集团（电⼦部件
事业）

单耗289.4m3 ／亿⽇元
⽐基准年度减少14.0%減少（改
善）

推进环保型产品扩销 推进环保型产品扩销 阿尔卑斯阿尔派
部分项目由于顾客等原因⽽未达
成，但基本按计划达成

推进⽣物多样性保护
活动

推进⽣物多样性保护活动 阿尔卑斯阿尔派

平⼯⼚（福岛县）植物调查。根
据调查结果开始猪⽛花保护活
动。
参加⽩额燕鸥筑巢地保护志愿者
活动

⾃我评价 ︓达到  ︓⼀部分未达到  

※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由阿尔卑斯阿尔派、阿尔卑斯物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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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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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对策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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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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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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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TR法对象物质调查结果(对象︓阿尔卑斯阿尔派) 单位︓(t)

●化学物质的妥善使⽤、管理和排放控制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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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阿尔派依法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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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5 '16 '17 '15 '16 '17 '15 '16 '17 '15 '16 '17

2-氨基
⼄醇

2.3 3.4 3.4 0.0 0.0 0.0 0.0 0.0 0.0 2.3 3.4 3.4 0.0 0.0 0.0

⼄苯 1.2 3.1 3.1 0.6 1.5 1.4 0.0 0.0 0.0 0.0 0.0 0.0 0.6 1.6 1.7

氯化铁 15.8 23.0 2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4.2 20.7 18.9

⼆甲苯 2.4 12.5 11.9 1.6 1.2 1.2 0.0 0.0 0.0 0.0 0.0 0.0 0.5 1.2 1.3

银及其
⽔溶化
合物

4.7 5.3 5.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3 0.3 0.3

⽆机氰
化合物

3.1 2.8 2.7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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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1 3.7 3.2

1, 2, 4
- 三甲苯

9.4 10.0 11.1 0.0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甲苯 21.0 22.6 14.9 14.3 16.0 6.5 0.0 0.0 0.0 0.0 0.0 0.0 6.6 6.6 8.3

镍 6.4 7.1 6.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3 0.8 0.4

镍化合
物

2.3 1.8 1.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1 0.1

硼化合
物

0.7 1.8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5 0.2

过⼆硫
酸的⽔
溶性盐

30.7 31.6 29.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7.3 31.6 29.6

甲基萘 23.1 14.4 13.6 0.1 0.1 0.1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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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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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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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从产品的开发和设计阶段起实施“产品评估”，来评估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有助于开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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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设计中考虑保护⽣物多
样性，以及在产品评估中采⽤原材料绿⾊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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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全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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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候变化

 ⽓候变化不仅会导致台风和洪⽔，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停产、供应链中断等严重影响，还会
导致⾕物产量下降和传染病扩⼤，对我们每个⼈的⽣活造成严重影响。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
通过推进事业所的节能、改⽤温室效应⽓体排放更少的能源、利⽤可再⽣能源等，同时还通
过⽣产电流传感器等各种传感器模块、⾼效率电感等绿⾊设备，致⼒于应对⽓候变化的课
题。

●温室效应⽓体的排放（CO2）

 我们在第8次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中，正在通过改善⽣产和物流能源单耗来实现节能和CO2减排。
2017年度全年情况如下。

项目 对象 目标(2017年度)
实绩（2017年
度）

事业所的全球变
暖对策

阿尔卑斯阿尔派及电⼦部件事业的海
外⽣产⼦公司、
⽇本国内外阿尔派集团、
阿尔卑斯物流(⽇本国内)

截⾄2020年度，能源单耗改善率达每年
1％。
⽐2012年度削减4.9％

原単位︓
15.73kl/億円
改善率︓21.5%

物流⽅⾯的全球
变暖对策

阿尔卑斯阿尔派(⽇本国内)、
阿尔卑斯物流(⽇本国内)

截⾄2018年度，国内物流能源单耗改善
率达每年1％。
⽐2015度削减1.99％

原単位︓
0.53kl/億円
改善率︓13.4%

 上述改善主要依靠⾼效率设备（空⽓圧缩机、空调机、LED照明等）的引进和管理强化（空压机的配置
优化和管路系统的合理化、削减待机功率等）。从下⼀年度起，将在此基础上向⽇本国内外据点横向推
⼴，通过进⼀步挖掘合理⽤能等举措，来继续削减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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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的举措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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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分别从⾃⾝事业形态出发，制定和实施相应措施，努⼒做到整个集团达成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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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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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值原单位︓⽤⽣产⾦额除以CO2排放量取得的值

26



・对策事例1︓通过引进⾼效率设备（涡轮空压机）实现节能

 角⽥⼯⼚（宫城县）引进了⾼效率⼤容量涡轮空压机。以前使⽤多台容量较⼩（每分钟13m3）的低效
率空压机进⾏台数控制运转，现在通过在空⽓消耗量⼤的设备附近设置⾼效率⼤容量（每分钟50m3）的
涡轮空压机，每年可削减⽤电约400MWh，实现CO2减排236t。计划今后将运转产⽣的废热⽤于空调以
进⼀步节能。

・对策事例2︓引进光伏发电设备
 宁波⼯⼚（中国）引进了光伏发电设备
（1.2MW）并已从2017年11⽉开始运转。由此供应
宁波⼯⼚⽤电量的约5％实现了可再⽣能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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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有效利⽤

 我们在第8次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中，提出了“在设计和制造中有效利⽤资源”的目标，制
定了材料成品率改善和材料直通率改善的量化目标并开展全球⾏动。

●削减废弃物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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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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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资源不⾜的举措
 ⽔资源不⾜是全球环境问题之⼀，阿尔卑斯阿尔派在全球各国发展事业，将其视为重要课题。我们在第
8次环境保护中期计划中制定了⽤⽔量的定量削减目标，主要将中国、印度等亚洲地区作为需要关注⽔资
源风险的事业运营地区，推进循环⽤⽔和节⽔活动。对目前尚⽆严重问题的据点，今后也将考虑对策。

＜⼤连阿尔卑斯的⽔循环系统利⽤＞
 ⼤连阿尔卑斯使⽤净化槽和活性炭处理⽣活废⽔和⼯业废⽔，⽤于⼯业⽤⽔再利⽤、厕所⽤⽔和绿化洒
⽔等⽤途。2017年度再利⽤⽔约12,000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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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举措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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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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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活动 参加“森崎⽔再⽣中⼼屋顶筑巢地 春天准备作业”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员⼯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森崎
⽔再⽣中⼼屋顶筑巢地 春天准备作业”，开展环境省
指定濒危Ⅱ类“⽩额燕鸥”筑巢地保护活动。每年报名
参加的志愿者活动，2017年不巧因⾬天中⽌，2018
年逢晴好天⽓，进⾏了通道和排⽔⼝周围的清扫。今
后我们将继续参加濒危物种保护志愿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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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调查报告书

●植物调查

 2017年，我们在福岛县磐城市的平⼯⼚进⾏了植
物调查。平⼯⼚⼤致位于磐城市中央，是建造在阿武
隈⼭地平原附近丘陵部的⼀座⼯⼚。⼚区内有楢树、
橡树、⼭樱等形成的落叶阔叶林和⻘⽊、⼭茶等灌
⽊，林下植被有⻨冬、鳞⽑蕨、春兰等草本，还发现
有猪⽛花、⼤叶蒲公英、宝铎草和紫⽟簪等花。根据
调查结果，我们决定对磐城市保存会中的猪⽛花进⾏
保护并已开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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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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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绿帘

 在福岛县的平⼯⼚，每年种植牵⽜花和苦⽠来打造绿帘。在磐
城市每年举⾏的“绿帘⼤赛”上，2017年获得店铺与事业所部门
⼤奖。
 在员⼯集体清扫⽇，⼤家⼀起悉⼼维护，快乐管理，为员⼯创
造了交流的平台。此外，⾷堂还免费供应收获的苦⽠。
 绿帘不仅通过遮阳起到了CO2减排的效果，⽽且清爽的绿⾊还
给⼯作楼层带来了静谧怡⼈的⽓氛，获得了员⼯的好评。

●宫城县产环保⽶ 员⼯⾷堂供应

 ⾷堂供应宫城县⽶，这种⽶不使⽤农药或少⽤农
药，在⼤量⽣物栖息的农⽥⾥种植⽽成。通过不使⽤
农药或少⽤农药的栽培⽅式来减少化学物质对⼤⾃然
的污染，同时还有助于地产地消。
 宫城县产环保⽶，FURUKAWA R＆D CENTER/ 
FURUKAWA PLANT，WAKUYA
PLANT，KAKUDA PLANT，SENDAI R&D
CENTER提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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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疑”是我们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对⼈才的理解。对希望挑战和希望成长的员⼯，我
们尊重他们⾃我实现的愿望，督促每⼀位员⼯对更⾼⽔平的⼯作主动发起挑战，成为有创造
性和⾃主性的专业⼈才。员⼯的成长是公司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要通过每⼀位员⼯的⽔平
提升来激发组织活⼒，追求⽣产效率和效益。

●⼈才培养⽅针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重视员⼯在⼯作中取得成长。为了让员⼯能够实现⾃⼰描绘的职业规划，我们通过
“OJT”即实践及培养，配合“评价”、“岗位安排”和“能⼒开发”，致⼒于开展综合长期培养。
 通过⼯作，很多⼈能够在⼀起相互学习，通过完成⼯作来切⾝感受成长。同时，我们根据员⼯的成长阶
段，提供学习技能知识所需的教育培训、以及⾃我启发辅助措施等各种能⼒开发的机会。
 通过完善“实践（⼯作）”和“理论（能⼒开发举措）”这两个⽅⾯，促进成长，成为专业的个⼈和组织。

●在实践中培养
 ⼯作的成功体验和失败体验都是成长的⼀⼤引擎。
 员⼯根据其不同的成长阶段，找上司商量目标和⼯作开展⽅式，主动开展课题活动。我们⿎励积极⾃发
尝试想做的⼯作。具有挑战意愿的员⼯可以获得更多的⼯作机会。
 此外，与职场同事切磋琢磨、相互配合、相互激励也是成长的必要因素。例如︓职场的⽼员⼯作为⼀对
⼀指导员，对新员⼯提供辅助。指导员不仅提供⼯作和公司⽣活⽅⾯的指导，还担负着帮助新员⼯排忧解
难的职责。⽼员⼯在教导和帮助新员⼯的过程中，也能学习管理的第⼀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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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试制度
 阿尔卑斯阿尔派的⼈才培养制度的特点是⾯试制度。制度包括︓在上司对部下进⾏考评前，上司与部下
就业务成果达成共识的⾯试︔上司向部下告知评价结果及其理由的反馈⾯试︔每年上司与部下商量决定业
务目标和开展⽅式的⾯试︔协商未来职业开发道路的⾯试︔以及定期⾯试。通过这些⾯试，上司和部下可
相互理解各⾃对业务和职业的认识，可以让员⼯⾃⼰来思考“应当做什么”并落实到⾏动中。

●将⼈事考评视为迈向成长的阶梯
 ⼈事考评每半年进⾏⼀次。阿尔卑斯阿尔派的⼈事考评⾸先是部下从能⼒、主动⾏动和业绩的角度对半
年活动进⾏⾃评，然后通过⾯试等⽅式与上司分享活动内容。在此基础上，由上司进⾏评价，经过多个部
门长协调之后决定评价。再通过⾯试向部下本⼈反馈结果。
 通过这⼀系列的⼈事考评程序，不仅由上司进⾏评价，⽽且注重明确每⼀位部下的优点和启发点，以迈
向下⼀个台阶。

●职业开发⽀持
 引进“⾃我申报制度”，让员⼯回顾以前从事的⼯作等的经验，思考⾃⼰未来的⽅向和职业规划，与上司
分享今后的⼯作期望和能⼒开发目标等。每年，员⼯思考⾃⼰的中期职业规划并填写“⾃我申报书”，通过
⾯试的⽅式与上司分享。通过这项制度，让员⼯有机会对过去的⼯作经验进⾏整理，思考⾃⼰的优点所在
和今后想做的⼯作，描绘未来的梦想蓝图。这也是⼀种很好的⼯具，通过与上司分享⾃我申报书的内容，
表达出⾃⼰希望从事的⼯作或岗位，为⾃⼰的能⼒开发⽽获得上司的建议与配合。上司根据“⾃我申报书”
来制定对部下的培养计划，通过培训、轮岗和⽇常业务等⽅式，为部下本⼈的⾃我实现提供后盾。
 此外，我们还以每10年为节点，举⾏不同年龄层的“职业管理研讨会”，为员⼯重新思考⾃⼰的职业规
划提供机会。
 阿尔卑斯阿尔派认为︓能够⾃⼰描绘职业规划，并为此发起挑战，主动且有计划地提⾼专业性并拓宽⼯
作范围的员⼯的增加，有助于提⾼公司的综合实⼒，并致⼒于推进职业开发⽀持。

●培养型轮岗
 阿尔卑斯阿尔派为了让员⼯通过多业务或多部门的⼯作经验来“扩⼤职务范围”、“获得对组织多样性及
各类环境变化的应对能⼒”、“扩⼤公司内部⼈际关系”、“培养不拘⼀格的宽阔视野、⾼视角和活跃思
维”，特别对⼊职起10年内的年轻员⼯引进了培养型轮岗制度。本公司的培养型轮岗目标的第⼀阶段是巩
固⾃⾝专业领域⽀柱的“I型”培养，第⼆阶段是深⼊学习相关技术和学习相关技术领域的“T型”培养。
 此外，不仅限于年轻⼈，这项制度的目的还包括通过扩⼤公司内外的⼈际关系和在多部门中从事⼯作，
来帮助员⼯获得视角和诀窍知识来⽤于今后的业务。

2017年度实际轮岗情况（阿尔卑斯电⽓）

⼈数※1 461⼈
⽐例※2 7.8%
※1 跨部门调动⼈员
※2 基数是全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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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育培训进⾏能⼒开发
培训⼤致分为各层次培训、各课题培训、各功能培训这⼏⼤类。

・各层次培训︓
 为强化组织⼒，部长、课长、中坚员⼯、年轻员⼯等作为各层次职责和组织中的⼀员，
 理解⾏动要求并落实到⾏动中。
・各课题培训︓
 为加快在全球推进业务，提⾼基本业务推进能⼒，并学习异⽂化适应⼒和CSR教育等
 适应企业外围环境所需的知识。
・各功能培训︓
 内部讲师上课，主要学习各部门的基础专业知识技能。

 特别是各层次培训，从2014年起，为了培养未来的经营层⽽对年轻部课长级员⼯实施了⼲部⼈员培养
培训。此外，强化组织⼒的关键在于管理⼈员，因此在对管理⼈员的培训中不仅学习“理论”和进⾏激励，
还推进“职场实践”。2017年度共进⾏各层次培训582⼩时，参加学员604⼈次。2018年度计划培训时间
为690⼩时。
 以前这些培训都在1970年设⽴的“培训中⼼”进⾏。培训中⼼的主要作⽤是从⽇常⼯作中脱离出来，审
视⾃我和专注学习的“道场”。在迎来创业70周年的今年，我们将开设新的培训中⼼。在舒适的培训空间
提供丰富的培训课程，帮助全球下⼀代栋梁之才实现成长。

教育与研修体系图

●完善内部培训师
 为了让⾃⼰擅长的专业领域更上⼀层楼，由员⼯担任讲师进⾏培训教育。“教导”也是最⼤的“学习”，这
样做也有助于传承员⼯相互启发的企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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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全球⼈才的“海外学员制度”
 我们正在实施“海外学员制度”，将年轻和中坚员⼯派往海外⼦公司和外部机构，进⾏为期1年的实务和
实习学习。目的是通过海外业务和⽣活体验，理解⽂化习惯和学习语⾔等，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与⾏动能
⼒的“全球⼈才”。
 派遣期满后，学员或在⽇本国内成为领导解决全球课题的团队领导⼈，或在海外⼦公司成为开拓⼀线业
务的派赴员⼯，在各⾃的舞台上施展才华。

●通过学员制度，培养海外⼦公司⼲部⼈才和核⼼成员
 海外⼦公司的运营主体正在由⽇本员⼯转换为当地员⼯。
 作为全球⼈才培养措施的⼀环，为了培养海外⼦公司⼲部⼈才，我们实施“阿尔卑斯阿尔派⽇本学员制
度”。⼦公司的部、课长级学员通过为期1年的⽇本业务体验，体会并学习事业运营和企业⽂化，有望在未
来作为海外⼦公司的⼲部，成为联系⽇本与当地的桥梁。此外，海外⼦公司的业务决策速度也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加快。
 除此之外，海外⼦公司实务⼯作⼈员层核⼼成员（70〜80⼈左右）以⽣产部门、开发部门和品质保证
部门为主，为学习知识诀窍和形成⼈际关系⽽在阿尔卑斯阿尔派⽇本开展为期⼏个⽉或⼏年不等的业务。
通过这种⽅式，让⼯作⼈员之间的配合变得顺畅，为获得业务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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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cafe

妈妈员⼯畅谈会

致⼒于多元化发展

 阿尔卑斯阿尔派致⼒于实现⽆论国籍、宗教、性别、年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有⽆残疾
等，拥有多样化价值观的⼈们都能最⼤限度发挥个性和能⼒的职场环境。
 在这⼀思想的指引下，我们积极起⽤或录⽤多样化⼈才，明确职务，建⽴⾼度公正透明的
⼈事考评制度，为发挥每位员⼯的多样性⽽进⾏岗位安排或转岗。还以各种⽅式提供职业形
成和能⼒开发的教育培训机会，还在全球实施每年⼀次的合规与CSR教育，向员⼯传达多样
化举措和促进理解。

为最⼤限度发挥个⼈能⼒创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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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性就业

 阿尔卑斯阿尔派在海外⼯作和海外学员派遣、管理⼈员候选⼈培
训和外部培训派遣中，⼀直提供男⼥平等的机会。
 此外，在录⽤应届毕业⽣时，包括⼯程师在内，也积极录⽤⼥
性。 并且，通过建⽴兼顾育⼉、看护与⼯作的各项相关制度来完
善⼯作环境，通过教育培训等⽅式，促进管理⼈员和⼥性员⼯⾃⾝
的意识改变。 通过这些举措，⼥性的平均连续⼯作年限达到了20
年以上，⼥性已婚率达到60%以上且保证了婚后⼯作与⽣活的平
衡，在职⼥性呈上升趋势。 为了推进这些举措，我们推出了“妈
妈cafe”，为妈妈们在⼯作与育⼉⽅⾯排忧解难和提供员⼯⽹上交
流的平台，还组织“妈妈员⼯畅谈会”等，向妈妈员⼯们取经，请妈
妈们分享兼顾育⼉的职业蓝图。
 此外，在有董事出席的⼈才会议上，也会进⾏有关推进⼥性就业
的报告和意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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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员⼯中⼥性所占⽐例（阿尔卑斯电⽓）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男性 4,435⼈ 4,350⼈ 4,422⼈ 4,571⼈ 4,598⼈

⼥性 1,265⼈ 1,283⼈ 1,313⼈ 1,375⼈ 1,403⼈

共计 5,700⼈ 5,633⼈ 5,735⼈ 5,946⼈ 6,001⼈

⼥性所占⽐例 22.2% 22.8% 22.9% 23.1% 23.4%

※各年4⽉1⽇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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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度

2016年
度

2017年
度

2018年
度

2016年
度

2017年
度

2018年
度

应届毕业⽣ 57⼈ 105⼈ 122⼈ 48⼈ 48⼈ 47⼈ 45.7% 31.4% 27.8%

有⼯作经验
者

61⼈ 65⼈ 15⼈ 42⼈ 19.7% 39.3%

共计 192⼈ 170⼈ 83⼈ 90⼈ 30.2% 34.6%

※于各年度4⽉1⽇⼊职的应届毕业⽣⼈数。

按性别区分的平均连续⼯作年数（阿尔卑斯电⽓）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男性 20年8个⽉ 20年9个⽉ 20年6个⽉ 20年6个⽉ 20年3个⽉

⼥性 22年0个⽉ 21年5个⽉ 20年9个⽉ 20年6个⽉ 20年0个⽉

全体员⼯ 21年0个⽉ 20年11个⽉ 20年7个⽉ 20年6个⽉ 20年3个⽉

※截⾄各年度4⽉1⽇
⼥性管理⼈员⽐例⾛势（阿尔卑斯电⽓）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男性管理⼈员 ⼈数 387⼈ 376⼈ 363⼈ 370⼈ 378⼈

⼥性管理⼈员 ⼈数 4⼈ 4⼈ 6⼈ 8⼈ 8⼈

⼥性管理⼈员 ⽐例 1.0% 1.1% 1.6% 2.1% 2.1%

※截⾄各年度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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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残疾⼈

 阿尔卑斯阿尔派致⼒于建设⽆论
有⽆残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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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规的修订，从2018
年4⽉起法定雇⽤率会有分阶段提
⾼，我们将继续完善劳动环境，努
⼒扩⼤雇⽤机会（继续达成法定雇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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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P是⼀项海外录⽤应届毕业⽣到阿尔卑斯阿尔派⽇本总公司作
为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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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继续留在集团各公司⼯作，有些员⼯已连
续⼯作超过20年。
 此外，⽇本国内应届毕业⽣的录⽤⼈数中，外国⼈留学⽣占到
约⼀成，他们在设计开发、制造、营业、财会等不同部门施展才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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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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的员⼯制度以1.尊重⼈性、2.精锐团队、3.⾃⼰启发为基本理念，由可根据员⼯的适应
性、能⼒和意愿进⾏选择的资格制度，以及基于职责与功能的⼯资制度等构成。在这⼀理念的指引下，为
了⼈尽其⽤、提⾼⼯作积极性、发挥员⼯能⼒和实现氛围轻松的职场，我们引进了以⼩时为单位的带薪休
假、放宽双重就业限制、短时间⼯作制度，以及在⼀定条件下的在家办公、远程⼯作、再⼊职、加⼤资格
取得奖⾦等制度。
 此外，作为⼯作⽅式改⾰的⼀环，我们还开展削减加班和提⾼年假休假率的举措，与上⼀年度相
⽐，2017年度的加班削减4.8%，年假休假率提⾼4%。

・DC优秀企业表彰(2015年)
阿尔卑斯电⽓作为⼀家积极开展养⽼⾦固定缴款计划继续教育与制度运营的企业，在养⽼⾦固定缴款
计划教育协会主办的第4届⽇本DC论坛（2015年）上荣获“DC优秀企业表彰”。

●防⽌骚扰
 为了防⽌职场骚扰和虐待，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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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与员⼯代表组织“阿尔卑斯阿尔派劳动委员会”之间，基于相互信赖和理解，劳资双⽅以
诚信为本，对所有课题畅所欲⾔地进⾏协商解决，致⼒于和谐发展。
 2017年度，以⼯作⽅式改⾰为重点，提出了需要劳资双⽅共同努⼒解决的课题，每年召开4次审议会，
对涉及全公司的劳动条件等问题进⾏研究，就奖⾦和引进新的⼯作⽅式进⾏了答复。

●全球⼈事指南
 为了做好集团全球⼈才的因地制宜和⼈尽其⽤，最⼤限度发挥员⼯能⼒，构建员⼯与公司共同成长的关
系，我们制定了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通⽤的⼈事指南《全球⼈事指南》。
 在指南中，我们强调禁⽌涉及童⼯、强迫劳动、⼈⾝买卖等，禁⽌员⼯待遇歧视，在集团谈判权⽅⾯尊
重员⼯的权利。
 指南的⽇语版和英语版在公司内联⽹上登载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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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环境建设
 在⼯作环境建设⽅⾯，我们重视关于维持和提⾼员⼯⾝⼼健康、劳动时间和加班的各国法规和惯例等要
求，努⼒维持安全舒适的职场环境。在全球⼈事指南中，强调劳动时间的规定和管理不得超出各国法律所
规定的限度，致⼒于削减过度劳动时间。
 在⼯资⽔平和福利待遇⽅⾯，我们考虑各国家的地区和⾏业⽔平、劳动市场中的竞争⼒和公司业绩等情
况，努⼒妥善处理。阿尔卑斯阿尔派向家有不满18周岁⼦⼥的员⼯发放下⼀代培养补贴，为了帮助员⼯实
现⽣活规划⽽发放住房补贴，还根据员⼯的个⼈情况，努⼒提供更适当的⽣活⼯资保障。
 此外，作为劳资对话的制度，阿尔卑斯阿尔派设⽴了员⼯代表组织“阿尔卑斯阿尔派劳动委员会”，就⼯
资标准确认、奖⾦、员⼯制度、劳动时间改善等⼯作⽅式⽅⾯，开展劳资平等对话。

・应届毕业⽣⼊职3年内离职率的⾛势（阿尔卑斯电⽓）

2012年⼊职⼈员 2013年⼊职⼈员 2014年⼊职⼈员

10.5% 16.4% 4.9%

●员⼯满意度调查
 阿尔卑斯阿尔派劳动委员会每3年1次定期进⾏员⼯意识调查。调查内容以沟通、激励、劳动环境等为
主，劳资双⽅共享结果，⽤于制定阿尔卑斯阿尔派劳动委员会的活动⽅针和举措等。

 ・2015年调查（第15次调查）的概况︓对象⼈数2,012名 回收率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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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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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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卫⽣推进体制
 阿尔卑斯阿尔派按事业所设置安全卫⽣委员会，推进安全卫⽣⼯作。各据点的委员会就上下班和⼯作中
的安全保障、⼚内传染病预防、⼼理保健、伤害对策等⽅⾯召开例⾏会议，努⼒预防健康安全相关⼯伤和
做好风险管理。
 建⽴了⼀旦⽇本国内外发⽣严重⼯伤、事故、⽕灾（含⼩⽕灾）等情况，⽴即向管理本部长（董事）、
合规部门长、经营企划部门长等相关⼈员报告的体制，并定期向董事会报告。
 此外，截⾄2017年度末，阿尔卑斯阿尔派有9个⽣产据点取得了安全卫⽣管理系统OHSAS18001认
证。（占所有⽣产据点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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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阿尔派的⼯伤和职业病统计周期为8⽉
⾄次年7⽉的1年

●⼯伤处理
 阿尔卑斯电⽓在2017年度（8⽉⾄次
年7⽉的1年）发⽣⼯伤和职业病14
起，⼯伤相关调查和事后处理等情况如
下。
 2018年度的⼯作推进目标是严重伤
害（导致死亡等事故的⼯伤）为零。

主要⼯伤处理情况

事故概况 调查结果 事后处理 防⽌再发举措等

检查设备时，员⼯使⽤非指
定的夹具导致受伤

应当使⽤的夹具
未使⽤

告知全员使⽤正确的夹具，事故发⽣当
天实施职场内部巡视

制定程序书，告知职场全员
正确的使⽤⽅法

材料开封时，材料导致受伤
应当使⽤的防护
⽤具未使⽤

向全体相关员⼯通报情况，紧急召开⼣
会。要求严格使⽤防护⽤具

明确规定防护⽤具的作业程
序，告知职场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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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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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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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例2 打造“健康⾷堂”
 阿尔卑斯阿尔派⼀直在⾷堂菜单⽅⾯不遗余⼒，让员⼯关注⽇常饮⾷中的盐分、热量等数据，帮助每个
⼈形成健康管理意识。总公司推出“健康⾷堂”，提供800千卡以下的套餐，实施主⾷(⽶饭)餐具⼩型化和
提供可补充不⾜营养成分的⼩盘菜。次外还尝试提供蔬菜汤等，养成员⼯对防治⽣活习惯病和吃早餐的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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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马来⻄亚逃⽣演练的情景

阿尔卑斯印度逃⽣演练的情景

●全球安全卫⽣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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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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业务伙伴的关系

《绿⾊采购标准书》
制做⽇⽂、英⽂和中⽂版并推⼴⾄全球

采购

 阿尔卑斯阿尔派的采购⽅针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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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绿⾊采购
 为了供应安全环保型产品，阿尔卑斯阿尔派推进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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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资⾦来源，由此导致冲突激化的问题。在2013年1⽉施⾏的美国⾦融监管改⾰法案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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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终目的是要杜绝使⽤“为冲突提供资⾦来源”的冲突矿物。
 阿尔卑斯阿尔派不属于该法规的对象企业，但出于尊重⼈权的⽴场,我们表⽰理解和赞同，尽⼒避免有
意使⽤这些在刚果⺠主共和国及其周边国家为非⼈道⾏为的武装势⼒提供资⾦来源的冲突矿物作为产品原
料。
 此外，阿尔卑斯阿尔派对⼀般社团法⼈电⼦信息技术产业协会（JEITA）的理念表⽰赞同，从“负责任
的矿物采购研讨会”成⽴之初就加⼊其中并开展活动。此外，每年4⽉对供应商召开“事业⽅针说明会”，实
施有关矿物采购的注意事项和动向等的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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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采购风险
 阿尔卑斯阿尔派在⽇本以及中国、韩国、马来⻄亚、墨⻄哥、爱尔兰、德国、捷克、印度设有⽣产据点
（9个国家，21个据点），并在台湾和⾹港设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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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期和环保的角度，及时获取必要数量的优
质原材料和部件等，必须从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处采购，为此我们倾注全⼒构建信赖关系。
 此外，⼀旦供应商发⽣⾃然灾害、事故、劳动纠纷、倒闭等情况，不仅对采购活动，对物流等⽅⾯也会
造成⼤范围的影响。阿尔卑斯阿尔派定期进⾏供应链数据库的维护，同时做到全球信息统⼀化，构建当发
⽣采购风险时可快速应对的体制。
 我们持续对供应商召开事业⽅针说明会，在说明会上也会要求供应商在采购风险应对⽅⾯给予配合。采
购风险的应对离不开⼴⼤供应商的配合，今后我们将进⼀步加强与供应商的合作，推进相关举措。

●CSR采购举措
 阿尔卑斯阿尔派作为地球社会的⼀员，将整个供应链中的环境保护、⼈权课题等应对视为重要任务。通
过与供应商签订交易基本合同，⼒求共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供应商⾏为规范的内容

1. 为员⼯提供充分的安全卫⽣预防措施和安全卫⽣的职场
2. 禁⽌雇⽤违反国际劳⼯组织（ILO）规定和各国法规的童⼯
3. 禁⽌强迫劳动
4. 禁⽌有⼈种、性别、语⾔、宗教、政治、⾝份、财产等歧视
5. 员⼯⼯资、劳动时间及其他雇佣条件符合国际劳⼯组织(ILO)和各国的法规
6. 尽⼒避免在原材料中使⽤可能会成为冲突地区非⼈道⾏为组织或武装集团资⾦来源的矿物及其

他资源
7. 发⽣事故灾害时，包括供应链在内的快速事业恢复和持续

⾯向供应商的环保⽅针的内容

推进节能、节资、再循环等环保活动
遵守适⽤的⽇本国内外环境相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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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经营

公司治理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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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治理理念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对公司治理的定义是“为了增加企业价值⽽建⽴并执⾏体制，以实现经营层正确⾼
效的决策和业务执⾏、向利益相关⽅及时报告结果、健全⾼效透明的经营”。公司治理的基本是︓我们认
为股东等所有利益相关⽅的利益最⼤化非常重要，⼒求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化，均衡满⾜利益相关⽅之间
的利益，并直接或间接地做出回馈。
 此外，阿尔卑斯阿尔派为了对股东、客户、地⽅社会及员⼯等利益相关⽅履⾏责任和作为企业实现具有
实效的公司治理，制定了“阿尔卑斯阿尔派株式会社公司治理⽅针”，并在本公司⽹站上公⽰。

●公司治理体制
 阿尔卑斯阿尔派作为公司法规定的机构设计，采⽤监察等委员会设置公司制度。监察等委员会独⽴于业
务执⾏⼈之外，在会计审计师及内部监察部门的紧密配合下，通过强化监察和监督功能，⼒求进⼀步强化
公司治理和实现⾼度公正透明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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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次数/召开次数 出席次数/召开次数 出席次数/召开次数

12回／12回 12回／12回 12回／12回

12回／12回 12回／12回 12回／12回

12回／12回 12回／12回 12回／12回

12回／12回 12回／12回 12回／12回

11回／12回 12回／12回 12回／12回

11回／12回 12回／12回

●董事会
 阿尔卑斯阿尔派株式会社的董事会由董事（担任监察等委员的董事除外。）6名（其中外部董事1名）
和担任监察等委员的董事6名（其中外部董事4名）构成，对经营基本⽅针、中短期经营计划等经营相关
重要事项进⾏审议并作出决定，同时还是对职务执⾏情况的监察和监督机构。从2018年6⽉起，为实现
性别多样性⽽任命了⼥性董事，以及具有事业经营经验的董事，保证了多样性和事业性兼备的实效性。
 董事会除了每⽉例⾏召开1次会议之外，还根据需要临时召开，提交所有重要事项，在充分讨论之后作
出决议。对决议事项，依据董事会规则和细则，事先就法务、会计、税务及经济合理性等⽅⾯进⾏确认，
以保证董事会决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本公司的体制是依据公司⽅针和⼤纲，编制中短期经营计划，每年召开2次由董事出席的经营计划会
议，进⾏有关经营计划的审议和信息共享，然后由董事会进⾏审议和决议。因此，为了逐⽉进⾏业务执⾏
进度管理和最佳地利⽤经营资源，对重要事项，依据董事会规则和细则先提交董事会讨论，然后再进⼊业
务执⾏。
 本公司从2013年引进外部董事制度起，开展了转型成为监察等委员会设置公司、制定公司治理⽅针、
修改董事报酬制度、实施董事会实效性评价等公司治理改⾰。阿尔卑斯阿尔派株式会社为了适应百年⼀遇
的汽车技术创新等前所未有的急剧环境变化，为了进⼀步提⾼经营机动性，将引进执⾏董事制度，将经营
监督与业务执⾏相分离。
 此外，将董事⼈数从阿尔卑斯电⽓株式会社时的17名改为12名（其中担任监察等委员的董事6名），
将董事会的主要职能转为监控，同时将外部董事从阿尔卑斯电⽓株式会社时的3名增加⾄5名（其中⼥性
董事2名），通过将外部董事的⽐例提⾼到1/3以上，为进⼀步保障股东利益⽽增加独⽴客观的视角，努
⼒打造新的公司治理体制。
 阿尔卑斯电⽓株式会社2017年度董事会的各董事出席情况如下。

董事 董事 董事

栗⼭ 年弘 枝川 仁⼠ 髙村 秀⼆

⽊本 隆 ⼤王丸 健 藤井 康裕

笹尾 泰夫 冈安 明彦 饭⽥ 隆

天岸 义忠 佐伯 哲博 秋⼭ 洋

⽚冈 政隆 ⽓贺 洋⼀郎 国吉 卓司

梅原 润⼀ 佐藤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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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次数/召开次数 出席次数/召开次数 出席次数/召开次数

13回／13回 13回／13回 13回／13回

13回／13回 13回／13回

董事会的实效性评价

 阿尔卑斯阿尔派旨在对股东、客户、员⼯和地⽅社会等利益相关⽅履⾏责任，实现持续成长和提
升中长期企业价值，为了实现具有实效的公司治理，制定了公司治理⽅针。在此基础上，为了进⼀
步发挥董事会的功能，在董事会规则中规定实施董事会实效性评价并每年实施。2017年度的阿尔
卑斯电⽓株式会社董事会实效性评价的结果概况如下。

1. 分析和评价⽅法
 使⽤提问表，对董事会成员进⾏有关董事会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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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包括个⼈感想在内的⾃评。并且由包括外部董事在内的监察
等委员会及管理担当、经营企划担当各董事进⾏分析和课题整理，然后在董事会上进⾏了报
告、验证和讨论。

2. 分析和评价结果概况
 经验证，结果确认2017年度的讨论、审议和运营妥善合理，实效性得到保障。另⼀⽅⾯，在
董事会的规模和构成、审议资料的事先确认、事业风险及对冲措施的讨论完善、监察等委员与
执⾏系董事之间的更深⼊交流等⽅⾯收集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3. 今后的举措等
 根据上述结果，对预定2019年实施的阿尔派株式会社经营整合进⾏研究，并就董事在本次会
议上提出的见解和评价达成共识，从⽽进⼀步营造⼀体化经营模式，为提升本公司的治理⽔平
和企业价值发挥作⽤。

●监查等委员会
 在阿尔卑斯阿尔派的监察等委员会体制中，外部监察等委员占2/3，努⼒站在独⽴于业务执⾏⼈之外的
客观⽴场作出适当判断。还任命全职监察等委员，出席公司内部重要会议、从事重要信息收集和接收报告
等⽇常⼯作。外部监察等委员拥有丰富的经验，他们中间有的⼈拥有企业经营的经验，有的⼈是作为法律
专家的律师，有的⼈是作为会计专家的注册会计师，他们与本公司精通事业的内部监察等委员⼀起，开展
具有实效的监察⼯作，同时与内部监察部门合作，努⼒在董事会及其他会议场合向经营层表达意见。进⽽
决定设置监察等委员会职务辅助⼈，以保证从事该业务的⼈员独⽴于董事（担任监察等委员的董事除
外。）之外。本公司依据公司法第427条第1款的规定，与监察等委员5名签订了对公司法第423条第1款
的赔偿责任作出限定的合同，将该合同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作为法定最低责任限额。
 阿尔卑斯电⽓株式会社2017年度监察等委员出席监察等委员会的情况如下。

监查等委员 监查等委员 监查等委员

髙村 秀⼆ 藤井 康裕 饭⽥ 隆

秋⼭ 洋 国吉 卓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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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董事
 阿尔卑斯阿尔派任命事业经营、法律、会计⽅⾯的专家作为外部董事，站在客观的⽴场，凭借丰富的经
验和⼴博的见识，对本公司经营提供建议和进⾏监督。外部董事在全⼒保障经营合法性的同时，关注所有
利益相关⽅，在董事会上积极交流意见和提供建议，通过经营层的任免及报酬决定、公司与经营层及控股
股东等各⽅之间的利益冲突监督以及其他董事会重要决策，努⼒强化经营监督。外部董事还定期访问本公
司据点，在进⾏信息收集的同时，与其他董事和员⼯进⾏信息与意见的交流，努⼒开展具有实效的监督⼯
作。在外部董事的任命⽅⾯，依据本公司规定的独⽴性基准及董事候选⼈任命基准作出判断，经各⽅同意
后指定为独⽴董事，然后向东京证券交易所进⾏独⽴董事的备案。

外部董事的选任理由

姓名 任命理由 重要兼职情况

饭⽥ 隆
作为律师在法律界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业绩，希望能为本公司
的经营提供准确的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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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也
作为多年的企业实务⼯作者，积累了专业知识、经验和⼴博
的见识，希望能在本公司的经营中发挥作⽤

东葭 叶⼦
在会计事务所拥有多年会计审计经验，并作为注册会计师积
累了专业知识、经验和⼴博的见识，希望能在本公司的经营
中发挥作⽤

⽊下 聪
在⽇本国内外集团公司经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博的见
识，经判断是有助于本公司在经营整合后的持续成长和提升
中长期企业价值的合适⼈才

长⾕川 聪⼦
作为律师多年从事法律实务，拥有专业知识和⼴博的见识，
为了经营整合后本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和成长，经判断是从
事本公司经营监督的合适⼈才

⽩銅（株）社外取締役監査等委員

●董事报酬制度
 阿尔卑斯阿尔派的报酬体系重视短期及中长期业绩的联动性，最⼤限度地促进董事为提升企业业绩和股
价⽽⼯作，努⼒提升全集团的永续企业价值。具体的报酬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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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期定期股东⼤会开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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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决定程序

  本公司在股东⼤会上批准的报酬总额范围内，董事（任监察等委员的董事除外。）报酬在董事会上决
定，任监察等委员的董事报酬在监察等委员会上决定。
 阿尔卑斯电⽓株式会社2017年度的董事薪酬等内容如下。

阿尔卑斯电⽓株式会社2017年度的董事薪酬

董事类别
报酬等的总额
（百万⽇元）

报酬等的类别总额（百万⽇元） 对象董事⼈数
（⼈）基本报酬 奖⾦ 股票期权

董事（监察等委员除外。） 525 316 157 51 12

（其中外部董事） (－) (－) (－) (－) (－)

董事（监察等委员） 62 62 － － 5

（其中外部董事） (28) (28) (－) (－) (3)

合计 588 378 157 51 17

（其中外部董事） (28) (28) (－) (－) (3)

1. 董事（监察等委员除外。）的⽀付额中不包括雇员兼董事的雇员⼯资。
2. 截⾄2017年12⽉31⽇，有董事（监察等委员除外。）12名，董事（监察等委员）5名（其中外部董事3名）。

●内部统管
 阿尔卑斯阿尔派将创业精神（社训）定位为集团经营的原点，在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经营规范的指引
下，规定了本公司的合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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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此
外，为了规范⾼效地开展本公司及整个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的业务，依据公司法及公司法施⾏规则建⽴了
内部控制体系（业务规范保障体系）。关于内部控制体系的基本⽅针及体系运⾏概况，请参见公司治理报
告书中的“内部控制体系等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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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监查等委员(外部)

饭⽥ 隆

外部董事致辞

为了顺利度过⼤变⾰期，作为公司外部董事来辅助经营

饭⽥隆先⽣担任本公司的外部董事已有5年，让我们来听听他对我们公司治理的评价和对阿
尔卑斯阿尔派集团今后的期望

回顾这5年
 我就任阿尔卑斯电⽓的外部董事已有5年。在临就任前的2013年3⽉
财年，公司的销售额只有现在的⼀半左右，营业利润情况也非常严峻。
然⽽，那时候正是经历雷曼⾦融危机之后，即将厚积薄发的时期。此
后，我们运⽤“⽣产技术⼒”这⼀最⼤优势，利⽤⾃动化设备实现了智能
⼿机零部件的超⼤规模⽣产，还把握住了汽车电动化和电⼦仪表化的浪
潮，⼤幅度提升了车载市场的销售额，迎来了“飞跃期”。
 这期间在治理⽅⾯，公司转型成为监察等委员会设置公司，还作出了
通过与阿尔派经营整合⽽转型成为业务控股公司的重要决策。特别是在
经营整合⽅⾯，不仅在董事会，还通过其他机会反复进⾏非常认真的研
究讨论。此外，从2019年3⽉财年起，董事会的成员中增加了具有事业
经营经验的外部董事和⼥性董事，迈出了前进的⼀⼤步。
 在这5年⾥，⽇本的全球化取得了巨⼤发展。2015年，东京证券交易
所开始采⽤公司治理代码，通过让全球投资家便于了解⽇本上市企业的
治理情况，推动了资本市场全球化。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在⽇本全国，
是事业活动全球化的先锋企业，但是在治理全球化⽅⾯，还需要持续开展下去。

作为外部董事的职责
 我做过四⼗多年的法律实务家，其间见到过许多企业的各种局⾯。此外，我还担任过多家企业的外部董
事，有过很多在公司内部研究讨论企业活动的机会。通过这些经验，我觉得作为外部董事应当履⾏的职责
就是坚持将股东等全体利益相关⽅的利益，即对企业最好的东⻄放在坐标轴的中⼼，作出判断和⾏动。原
则上要在对风险等⽅⾯进⾏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为经营层提供⽀持，这是我的基本态度。
 此外，监察等委员的职责在于维持和提⾼公司的可持续性，即对事业活动的信赖性。这⾥有两⼤⽀柱，
分别是“合规”和“对品质的诚实性”。后者⼜包括“提⾼品质”和“品质管理”这两个⽅⾯。夯实和坚守这两⼤
⽀柱是关键所在。阿尔卑斯阿尔派必须要具备作为全球企业的清醒认识，进⼀步提⾼事业活动的全球信赖
性。

对今后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的期望
 当前的车载市场已⾛进⼀场被称为“CASE”的⼤变⾰。在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的业务之中，车载市场占
有极⼤的⽐重。变化就是机遇，在这⼀剧变期中，阿尔卑斯电⽓与阿尔派必须团结⼀致，发挥更⾼更强的
企业实⼒来开展变⾰。这就是现在需要经营整合的原因所在。
  同时，我们还必须将公司的“⽣产技术”这⼀优势做得更好，今后将继续通过⾃动化设备来不断追求超
⼤规模⽣产的商机。进⽽，在⾛进⼤变⾰期、发展前景巨⼤的车载市场，要求“⼩批量多品种⽣产”，确⽴
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式任重道远。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有70年积累打造出来的“⽣产技术”及其背后的
“基础实⼒”。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定能在车载市场发挥出⾼超的⽣产技术实⼒，开发出⾼⽔平的⽣产⽅式，我本
⼈也将为此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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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

●合规基本思路
 作为集团总公司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的经营规范之⼀，阿尔卑斯阿尔派制定了集团合规宪章，规定了全
集团通⽤的合规基本理念和6项⾏动指南。
 集团所属全部组织及每⼀位员⼯，都要在集团合规宪章的指引下，按照法规要求、社会要求和企业道
德，开展阳光经营，随时注意保持有良知负责任的⾏动。我觉得关键不在于形式上的遵守法律和规定，⽽
在于理解遵守法律和规定的意义所在，在此基础上，主动地落实到⾃⾝，正确开展⾏动。
 进⽽，在集团合规宪章的基础上，各事业部门的各主⼒公司（电⼦部件·车载信息设备事业部门的阿尔
卑斯阿尔派、物流事业部门的阿尔卑斯物流）正在建⽴适合各事业部门的“业务规范保障体制”，制定必要
的内部规定，将各部门的具体措施推⼴⾄全球。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合规宪章

《基本理念》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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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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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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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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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针对以股东为⾸的各关系⽅，公正地公开企业信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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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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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的推进
 作为事业部门主⼒公司，阿尔卑斯阿尔派在集团合规宪章的基础上制定了“合规基本规定”，在部门内部
将具体措施推⼴⾄全球。
 在推⼴过程中，不仅要建⽴和引进规定和体制，为保证妥善运⾏和有效发挥作⽤，我们重视让实际开展
活动的每位员⼯理解正确合规的重要性，激励他们积极主动地投⾝⾏动。
 具体来说，为保证公司经营和集团业务的规范性，建⽴并运⾏内部控制体系，各部门进⾏活动情况⾃查
（监控），内部监察部门对包括各部门及海外⼦公司在内的⼦公司业务活动进⾏内部监察。例如，在⽇本
对官⽅机构提供补助⾦和资助⾦的管理运⾏⽅⾯，制定了“官⽅补助⾦管理运⾏规定”，建⽴了由社长任最
⾼管理负责⼈、管理本部长任统括管理负责⼈的全公司管理体制。在此基础上，各本部建⽴合规推进体
制，由各本部企划部门长担任推进负责⼈，由其任命推进⼈依据规定贯彻执⾏现场管理运营。推进负责⼈
定期确认各本部的运⾏情况，并向统括管理负责⼈和内部监察部门报告。内部监察部门定期确认全公司的
运⾏情况，并向统括管理负责⼈和最⾼管理负责⼈报告。
 进⽽，为了尽早发现不正当⾏为等违规⾏为（事故）并进⾏整改，规定当发⽣事故时，⽇本国内各据点
及海外⼦公司的负责⼈有义务向阿尔卑斯阿尔派的担当董事、管理担当董事、经营企划部门及合规担当部
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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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针
 阿尔卑斯阿尔派秉承创业精神(社训)，在尊重集团公司⾃主性和独⽴性的同时，与集团公司紧密合作，
发挥综合实⼒，创造受⼈们和地球欢迎的新价值，提升整个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的企业价值，同时为社会
作贡献。在这⼀经营理念的指引下，我们不忘“站在全球视角，致⼒于阳光经营”的姿态，全体员⼯遵守法
规和公司内部规定，开展符合企业道德的⾏动，即严格执⾏“合规（道德守法）”
 在税务⽅⾯，我们将遵守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税务法规，以通过依法纳税来履⾏社会责任为基本⽅针，
不采取以减税为主要目的的企业⾏为等。

1. 税务治理
 阿尔卑斯阿尔派的税务治理体制由财会担当董事负责，由税务担当部门进⾏有关税务的报告和实务运营管理。
由阿尔卑斯阿尔派株式会社的财会担当董事在董事会上进⾏国内外法⼈税的纳税情况例⾏报告以及税务调查等税
务事项的个别报告。此外，对转让定价税制调查应对等⾼专业性事项，聘请外部专家进⾏。

2. 税务计划
 随着全球事业活动的不断扩⼤，阿尔卑斯阿尔派从股东价值最⼤化的角度，有效运⽤各国家的优惠税制。但不
做偏离法规等目的的避税⾏为。

3. 税务风险
 对税务项目，虽然会在考虑税务风险或税务利益相关重要性的基础上作出决策，但因为⽆重要性相关的量化标
准规定，因此会对个案项目进⾏重要性判断，从保守角度作出决策。

4. 税务监控
 财会担当董事及本公司税务担当部门定期从海外各国⼦公司获得法⼈税申报情况等报告，对各国征税情况进⾏
持续监控，此外，针对税务调查和税制修改等过程中出现的新税务课题，随时从海外各国⼦公司获取相关信息，
做到可妥善应对。此外，对转让定价税制等各国⾼难度的税务课题，委托税务师事务所进⾏应对。

●内部举报制度
 阿尔卑斯阿尔派为了应对当发⽣违反法律或违反公司内部规定等违法违规⾏为（包括各种骚扰⾏为
等。）时难以通过⼯作渠道解决问题的情况，设置了独⽴于执⾏类经营层之外的内部举报制度（道德热
线）并加以运⾏。考虑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和举报处理的机动灵活性等⽅⾯，道德热线设置在⽇
本及主要海外⼦公司。
 阿尔卑斯阿尔派制定了道德热线规定，规定由专职监察等委员、外部监察等委员、合规担当部门长担任
道德热线的窗⼝。并规定了举报相关的保密义务、保障举报⼈的匿名性以及对举报⼈的保护等。这些举报
受理窗⼝的联系⽅式在公司刊物及公司内部门户⽹站的道德热线主页中随时公开，并通过对内合规CSR新
闻和各种内部培训等⽅式随时告知全员。
 此外，当本公司的道德热线窗⼝接到内部举报时，将依据上述道德热线规定，尤其注重举报相关保密及
保障举报⼈的匿名性，在此基础上调查事实情况，认定举报内容属实的，将妥善采取措施。以前也有过通
过道德热线举报，对劳动安全卫⽣和骚扰等违规⾏为的快速整改和防⽌提供帮助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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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长致辞 2. 追求品质 3. 禁⽌骚扰、歧视、虐待和强迫劳动
4. 公允的会计处理 5. 信息管理 6. 危机管理（应急响应）
7. 安全卫⽣ 8. 环境保护 9. 内幕交易

10. 贪污、渎职、请客送礼 11. 反不正当竞争法
（反垄断法）

12. 内部举报制度

●合规与CSR培训的全球推⼴
 阿尔卑斯阿尔派作为电⼦部件事业部门的主⼒企业，为了提⾼对合规与CSR的理解和认识，从2015年
度开始，对阿尔卑斯电⽓及中国、⾹港、台湾的海外⼦公司实施合规与CSR培训，从2016年度开始，对
电⼦部件事业部门的下属公司定期实施合规与CSR培训。
 培训依据集团合规宪章，从经营者即社长的致辞开始，除了合规与CSR概论之外，还包括公允的会计处
理、信息安全、禁⽌骚扰和歧视、遵守反垄断法以及反渎职、反⾏贿受贿等内容。
 2018年度阿尔卑斯阿尔派电⽓实施培训的教育项目课程如下。

2018年度合规与CSR培训课程

●反腐败举措
 阿尔卑斯阿尔派在《合规基本规定》中规定了对客户、供应商、公务员请客送礼往来的范围、以及禁⽌
利益冲突、禁⽌贪污渎职。每年对全体员⼯实施合规与CSR培训，持续开展有关禁⽌贪污渎职和请客送礼
提醒的教育。
 这些问题属于可以向道德热线举报的违规⾏为，知道该⾏为的员⼯可以向道德热线举报。
 ⼀旦发现这些⾏为，在担当董事的统管下（但是，向道德热线举报时，由独⽴于执⾏部门之外的道德热
线进⾏处理）调查事实情况，确认属实的，妥善采取应对并研究和实施防⽌再次发⽣的措施，并向董事会
报告。对查实存在腐败⾏为的员⼯，按照公司内部规定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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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理念
 随着事业全球化和技术发展等的变化，风险呈现
出多样化趋势，对未来可能发⽣的危险和损失进⾏
预测，并采取措施进⾏规避或将损失降⾄最低是⼀
项重要课题。此外，社会要求企业具有存在的价
值，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需要强化经营和业务执
⾏的合法性和适宜性背后的经营与事业基础，即使
在经济萧条的低增长时代，也必须具备严格开展风
险管理的进攻型经营。阿尔卑斯阿尔派将风险管理
定位为实现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中长期企业价值
所需的“经营和事业运营的基础＝⽀撑进攻型经营
的基础”。

●完善风险地图
 阿尔卑斯阿尔派在管理担当董事的领导下，经营企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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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营业等事业部门依据危机管理规定，按照第8次中期经营计划对风险管理
的功能和职责进⾏研究，构建管理体制。作为其中的⼀项措施，为识别出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所处环境的
风险⽽编制风险地图。按类别进⾏风险整理，从影响程度、发⽣的可能性和风险管理对策实施情况的视角
进⾏评价。根据评价结果进⾏定位。按照风险地图开展风险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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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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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阿尔派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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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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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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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

●信息管理⽅针
 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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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以信息系统部门为中⼼，制定信息安全相关规定，制定安全强化措施及教育计划等，与
各部门配备的信息管理负责⼈合作，在⽇本国内及全球开展⼯作。
 此外，为了统⼀落实信息管理⽅针，每年对各部门进⾏信息管理监察，确认教育计划和强化措施的实施
情况。系统部门也进⾏运⾏、维护和故障应对业务的监察，防⽌发⽣操作信息的泄露和非法篡改，努⼒维
持系统的可⽤性，同时对针对性攻击等新威胁采取对策，对⽣产设备采取安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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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

●⽣产制造教室
 我们每年都会在⽇本的各个据点举办“⽣产
制造教室”活动，尤其是总公司从2003年11⽉
开始，与⼤⽥区共同举办了“⼤⽥⽣产制造与
科学学校”活动，举办次数累计达146次，参加
学员达2,241⼈。（截⾄2018年7⽉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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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的CSR活动由
各部门积极主动推进。由经营企划室
对各部门的实际活动情况和课题等进
⾏汇总，每半年报告董事会。

●阿尔卑斯阿尔派 第4次CSR活动中期⽅针

 阿尔卑斯阿尔派每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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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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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 回顾

总体
・虽然尝试对CSR信息的公⽰⽅法进⾏改善，但从结果来看，公⽰状况仍未达到利益相关⽅的期望。今后我
们将继续对项目和内容进⾏改善。做到可按照利益相关⽅的期望进⾏公⽰。

E（环境） ・能源使⽤量、成品率、直通率和⽤⽔各项目标达成KPI。

S（社会）

（⽇本国内）
・确认每⽉加班时间呈减少趋势。
（海外）
・针对⼈权课题，实施海外⼦公司现状调查。

G（治理）
・为保证监察等委员会设置公司等各类机构的功能落实和顺利运营⽽实施举措。
・在RC委员会上，编制风险地图。按照风险清单实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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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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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26000
核⼼主题

课题 登载⽹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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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