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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董事
可持续性委员会 委员长

⼩林 俊则

CSR管理
.

致辞
 对阿尔卑斯阿尔派⽽⾔，可持续性就是将企业理念落实成为经营态度。
也就是说，要认识到社会课题，为了在事业活动的⽅⽅⾯⾯与社会共同实
现可持续发展，要思考我们阿尔卑斯阿尔派能做些什么，并落实到⾏动
中。
 近年来，应对⽓候变化、⼈权等社会课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益加剧，
为此联合国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此外，汽车⾏业也正在⾯
临着CASE这⼀被称为百年⼀遇的⼤变⾰，我们的社会正处于IoT物联⽹等
技术创新的激流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认为重要的是，阿尔卑斯
阿尔派要认真思考作为⼀家技术企业和⼀名企业公⺠能做些什么︖作为地
球号宇宙飞船的⼀名机组⼈员能做些什么︖并认真落实到⾏动中去。
 作为这些课题的讨论平台，阿尔卑斯阿尔派在2019年度设置了可持续性
委员会。通过讨论设定了以重要课题为主的各项课题，制定了以3年为周期
的中期活动计划，由9个⼯作组开展相应的⼯作。
 今后我们将继续秉承“创造使⼈类和地球都满意的崭新价值”这⼀企业理
念，通过事业活动来解决社会课题，实现企业价值的持续提升，回报⼴⼤
利益相关⽅的期望。



CSR管理
.

阿尔卑斯阿尔派的可持续性

推进体制
 阿尔卑斯阿尔派在2019年2⽉新设了可持续性委员会。委员会以9个按不同课题设定的⼯作组构成，分别在重视“为社会
提供价值”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开展活动。可持续性委员会每隔半年确认课题进度并向董事会报告结果。

阿尔卑斯阿尔派的重要课题
 阿尔卑斯阿尔派在2019年度设定了重要课题（materiality）并落实到了CSR活动中。在确定重要课题的过程中，我们从
“利益相关⽅的期望度”和“对阿尔卑斯阿尔派的重要度”的角度进⾏评价，经过可持续性委员会讨论后在董事会上决议通过。
利益相关⽅的期望是时刻变化的，加之联合国SDGs（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有关可持续性的全球动向活跃，在这样的形势
下，我们对重要课题进⾏定期评审，同时为明确具体措施项目和目标⽽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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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治理理念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对公司治理的定义是“为了提升企业价值，建⽴并运营以实现经营层正确⾼效地做出决策和执⾏业
务︔及时向利益相关⽅报告结果︔以及健全、⾼效、透明的经营为目标的体制”。其本质是将股东及全体利益相关⽅的利益
最⼤化视为⾸要任务，追求企业价值最⼤化，均衡满⾜利益相关⽅之间的利益，并给出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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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为企业实现富有实效的公司治
理，从⽽制定了《阿尔卑斯阿尔派株式会社公司治理⽅针》，并在我公司⽹站上进⾏公⽰。
 (https://www.alpsalpine.com/e/ir/governance.html)

公司治理体制
 作为公司法规定的组织设计，阿尔卑斯阿尔派采⽤设置监察等委员会公司的制度。监察等委员会独⽴于业务执⾏⼈之外，
在会计监察⼈及内部监察部门的紧密配合下，通过强化监察和监督功能，致⼒于进⼀步强化公司治理和实现⾼度公正透明的
经营。



董事会和执⾏董事会
 阿尔卑斯阿尔派的董事会由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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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外部董事的⼈数不低于董事会⼈数的3分之1。董事会对包括经营基本⽅针、中短期经营计
划在内的经营相关重要事项进⾏审议并做出决定，同时还委任业务执⾏董事来决定重要业务的执⾏，是职务执⾏情况的监察
和监督机构，致⼒于强化监管功能。
 我公司引⼊了执⾏董事制度，按营业、技术、⽣产、资材、品质、管理等功能分别设置最⾼负责⼈，受委任来决定董事会
重要业务执⾏的董事，根据我公司及各⼦公司的业务形态和规模，对最⾼负责⼈和担当执⾏董事进⾏相应的指导和监督，以
实现⾼效率的业务执⾏。除了各项功能组织之外，我们还按照事业领域和业务单元设置有执⾏董事，为了提⾼各⾃的机动⼒
和实现事业领域与业务单元的最优化，在执⾏董事会等场合开展讨论，快速正确地做出决策和执⾏业务。进⽽，为了达成中
期经营计划，通过阿尔卑斯电⽓与阿尔派的经营整合来加快产出和强化协同效应，我们还设置了“整合协同担当
（CIO︓Chief Integration Synergy Officer）”，在其强有⼒的领导下，致⼒于开展经营结构改⾰、海外基地重组、国内
组织重组、加快新事业的准备和商业化进程，以及通过功能最优化来降低成本。
 董事会除了每⽉例⾏召开1次会议之外，还会根据需要召开临时会议，在会议上对提交的所有重要事项进⾏充分讨论，然
后做出决议。针对决议事项，董事会根据董事会规则和细则，就法务、会计、税务及经济合理性等⽅⾯进⾏事先确认，以确
保董事会决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此外，我公司还依据公司⽅针制定中短期经营计划，每年召开2次有董事出席的经营计划
会议，在会议上进⾏经营计划相关审议与信息共享之后，接受董事会的审议和决议。为此，为了实现每⽉进⾏业务执⾏的进
度管理和经营资源的最佳利⽤，我们会依据董事会规则和细则将重要事项先提交董事会讨论，然后进⼊业务执⾏。 
 我公司⾃2013年引⼊外部董事制度以来，已转型成为设置监察等委员会公司，开展了包括制定公司治理⽅针和废除退职
慰劳⾦在内的董事报酬制度的修订⼯作，以及实施董事会实效性评价等，推进了公司治理的改⾰。2019年1⽉，阿尔卑斯阿
尔派成⽴，为了应对百年⼀遇的汽车技术创新等前所未有的急剧环境变化，进⼀步提⾼经营机动性，我们将经营监督与业务
执⾏相分离，引⼊了执⾏董事制度。此外，我们还进⾏了董事⼈数精简，为了转型成为以监控为主要职能的董事会，外部董
事从以前的3名增加到5名，其中包括⼥性和具有企业经营经验的⼈⼠，提⾼了外部董事的⽐例，增加了以进⼀步保障股东
利益为目标的客观独⽴的视角，致⼒于可持续发展和创造中长期价值。
 此外，各董事出席2018年度董事会的情况如下。

出席次数/召开天数

董事 阿尔卑斯电⽓ 阿尔派 阿尔卑斯阿尔派

栗⼭ 年弘 7次／7次 - 5次／5次

⽶⾕ 信彦 - 10次／10次 5次／5次

⽊本 隆 7次／7次 - 5次／5次

远藤 浩⼀ - 10次／10次 5次／5次

⽓贺 洋⼀郎 7次／7次 - 5次／5次

⽊下 聪※ - 7次／7次 5次／5次

梅原 润⼀ 7次／7次 - 5次／5次

前⽥ 真⼆ - 7次／7次 5次／5次

饭⽥ 隆※ 7次／7次 - 5次／5次

长⾕川 聪⼦※ - 10次／10次 4次／5次

中⽮ ⼀也※ 7次／7次 - 5次／5次

东葭 叶⼦※ 7次／7次 - 5次／5次

※外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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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实现可持续发
展和提升中长期企业价值，为了实现富有实效的公司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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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8年度的阿尔卑斯电⽓董事会进⾏了实效性评价，结果报告如
下。此外，我们还对阿尔派的同年度的董事会进⾏了实效性评价，确认了我公司经营整合活动等的
董事会实效性。

2018年度 阿尔卑斯电⽓董事会实效性评价结果概况
1. 分析和评价的⽅法

 使⽤提问表形式，对董事会成员进⾏了有关董事会结构、运营、审议内容、董事间沟通、⽀持
体制及关于与阿尔派经营整合过程等的回顾的记名式问卷调查，实施了包括个⼈感想在内的⾃
评。由包括外部董事在内的监察等委员会及管理担当董事进⾏分析和课题整理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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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确认，2018年度董事会的董事中⾸次加⼊了⼥性和具有企业经营经验的⼈⼠，通过完善向
外部董事提供信息和培训等，就经营整合等重要课题进⾏了深⼊讨论，妥善应对了各项课题，⾃
2013年引⼊外部董事以来，为了推进企业治理⽽不断扎实开展⼯作。另⼀⽅⾯，就确保董事会
资料的事先研究时间、完善对中长期课题的讨论、内部管理体制的建⽴和运⾏状况等⽅⾯，我们
提出了有助于实现进⼀步提升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并在董事会上进⾏了验证和讨论。

3. 今后的应对等
 我们将根据本次的评价意见，在经营整合后的新体制的指导下，致⼒于提⾼和改善公司治理，
将其灵活应⽤于构筑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中长期企业价值的富有实效的公司治理。



监察等委员会
 在阿尔卑斯阿尔派的监察等委员会体制中，外部监察等委员⼈数过半，致⼒于站在独⽴于业务执⾏⼈之外的客观⽴场做出
适当的判断。此外，我们还任命了全职监察等委员，他们出席公司内部的重要会议，并从事重要信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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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拥有企业经营经验，有的是作为法律专家的律师，还有的是作为会计专家的
注册会计师，他们与精通我公司事业的内部监察等委员⼀起，开展富有实效的监察⼯作，同时还与内部监察部门合作，努⼒
在董事会及其他重要会议场合向经营层表达意见。并且我们还设置有监察等委员会职务的辅助⼈，以保证从事该项业务的⼈
员独⽴于董事（担任监察等委员的董事除外。）之外。
 我公司依据公司法第427条第1款的规定，与6名监察等委员签订了对公司法第423条第1款所述赔偿责任做出限定的合
同，将该合同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作为法定最低责任限额。
 2018年度监察等委员出席监察等委员会的情况如下。

出席次数/召开天数

监察等委员 阿尔卑斯电⽓ 阿尔派 阿尔卑斯阿尔派

梅原 润⼀ 7次／7次 - 3次／3次

前⽥ 真⼆ - 9次／9次 3次／3次

饭⽥ 隆※ 11次／11次 - 3次／3次

长⾕川 聪⼦※ - 12次／13次 2次／3次

中⽮ ⼀也※ 7次／7次 - 3次／3次

东葭 叶⼦※ 7次／7次 - 3次／3次

※外部董事

外部董事
 阿尔卑斯阿尔派任命企业经营、法律、会计⽅⾯的专家作为外部董事，他们站在客观的⽴场，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博的见
识，对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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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董事会上积
极交流意见和提供建议，来决定经营层的任免和报酬，监督公司与经营层、控股股东等各⽅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做出董事
会重要决策，努⼒强化经营监督。
 此外，外部董事还定期访问我公司基地，在进⾏信息收集的同时，与其他董事、执⾏董事和员⼯交流信息和意见，努⼒开
展富有实效的监督⼯作。在外部董事的选任过程中，我们依据我公司制定的独⽴性基准等董事候选⼈选任基准做出判断，在
获得本⼈同意的基础上指定所有独⽴董事，向株式会社东京证券交易所进⾏独⽴董事报备。

姓名 选任理由 重要兼职情况

⽊下 聪
经我公司判断，其在⽇本国内外的集团公司经营中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和⼴博的见识，有助于我公司在经营整合后实现可
持续发展和提升中长期企业价值

饭⽥ 隆
作为律师，在法律界有着丰富的经验与业绩，能为我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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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作多年的企业业务执⾏经验者，积累了专业知识、经
验和⼴博的见识，能够在我公司的经营中发挥作⽤

东葭 叶⼦
在会计事务所拥有多年的会计审计经验，作为注册会计师积
累了专业知识、经验和⼴博的见识，能够在我公司的经营中
发挥作⽤

五味 祐⼦
作为⼯作多年的律师，在从事法律实务的同时，还担任政府
相关机构的专家委员和其他企业的外部董事，拥有专业知识
和⼴博的见识，能够在我公司的经营中发挥作⽤

⽇本⽡斯株式会社外部监事
株式会社罗森外部监事



董事报酬制度
 阿尔卑斯阿尔派的报酬体系重视与短期及中长期业绩的联动性，能够最⼤限度地促进董事为提升企业业绩和股价⽽开展⼯
作，以及努⼒提升全集团的永续企业价值。具体的报酬构成如下。

报酬额及其计算⽅法的决定⽅针的公⽰内容
・报酬决定⽅针
a）监察等委员以外的内部董事的报酬
在我公司，监察等委员以外的内部董事的报酬由固定报酬、业绩奖⾦、限制性股票期权构成。业绩奖⾦根据单年度业绩（营
业利润、本期净利润等）⽽变动。限制性股票期权是中长期业绩报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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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董事及担任监察等委员的董事的报酬
在我公司，外部董事及担任监察等委员的董事报酬只有固定报酬。

报酬决定程序
 我公司在股东⼤会批准的报酬总额范围内，在董事会上决定董事（担任监察等委员的董事除外。）的报酬，在监察等委员
会上决定担任监察等委员的董事的报酬。此外，我们还设置有包括外部董事在内的任意指名和报酬咨询委员会，在董事会决
议之前进⾏报酬相关咨询。
 2018年度我公司董事报酬等的内容如下。

2018年度董事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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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257 72 55 14

（其中外部董事） (2) (2) (－) (－) (1)

董事（监察等委员） 64 64 － － 9

（其中外部董事） (33) (33) (－) (－) (6)

合计 449 321 72 55 23

（其中外部董事） (35) (35)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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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31⽇，阿尔卑斯阿尔派有董事（监察等委员除外。）6名（其中外部董事1名），董事（监察等委员）6
名（其中外部董事4名）。
3. 奖⾦为计⼊2018年度费⽤的⾦额。



内部控制
阿尔卑斯阿尔派将创业精神（社训）作为集团经营的根本，规定了集团经营规范（集团经营规定、集团合规宪章及集团环境
宪章），还制定了我公司的集团经营、合规及环境保护⽅⾯的基本理念和⾏动指南，并推⼴到了我公司及我公司的⼦公司。
此外，为了规范、⾼效地开展我公司及整个集团的业务，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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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保障体制）。关于内部控制体系的基本⽅针及体系运⾏概况，请参见我公司公司治理报告书中的“内部控制体系等相关事
项”。
https://www.alpsalpine.com/e/ir/governance.html



外部董事
监察等委员

中⽮ ⼀也

外部董事致辞

本⼈将从客观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并在董事会上提出意见，为提升阿尔卑斯阿尔派的企业价
值作贡献。

作为外部董事的职责和认识
 我于2018年6⽉就任阿尔卑斯电⽓的外部董事，经过了与阿尔派的经营整合，在
2019年1⽉成为阿尔卑斯阿尔派的外部董事。在这1年⾥，我参与了经营整合的完成
和阿尔卑斯阿尔派新公司的启动。在此过程中，作为外部董事，我的关注点是在董
事会上讨论经营整合优势和今后愿景时，要从股东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和提出意见。
根据近年来外部环境的变化和阿尔卑斯电⽓与阿尔派两家企业的事业结构，我认为
经营整合的时机恰当，得到了⼴⼤股东的赞同。
 在这1年⾥，我在与⼴⼤股东的对话中听到了各种意见。对企业⽽⾔，⼀项重要的
社会责任是向利益相关⽅如实说明未来愿景及其实现道路。⽽其基础就是我公司⾃
创业以来传承⾄今的社训精神，这与近年来越来越重要的ESG思想不谋⽽合，为了
进⼀步提升我公司的企业价值，我觉得体现、继承以及向利益相关⽅传达这种精神
不可或缺。因此作为外部董事，我的重要职责就是要不负利益相关⽅的期望，更加
客观地找准我公司的前进⽅向，并为此提供⽀持。

第1次中期经营计划和董事会应当履⾏的职责
 阿尔卑斯阿尔派的第1个中期经营计划已于2019年4⽉启动。随着智能⼿机趋于同
质化和汽车⾏业迎来百年⼀遇的技术创新，相关产业结构正在发⽣巨⼤变化。技术创新的发展不容等待，此起彼伏的新业务
推动了竞争的激化。为了在飞速变化的事业环境中⽣存下去，我公司正在通过经营整合来推进新体制建设。
 在经营资源的分配⽅⾯，“选择和集中”的重要性⽐过去更⾼，关于成长战略和措施，也需要在董事会上进⼀步深⼊讨论。
在经营环境飞速变化的环境下，我们除了要强化现有的业务模式之外，还必须考虑挑战新领域和通过M&A来实现非连续性
成长。此外，在董事会上我们不仅要讨论事业的优位性，还要充分进⾏事业与公司的亲和性和收益性、以及事业本⾝的意义
等的讨论，要在听取外部董事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我公司提出了⾯向2025年3⽉财年的中期目标“ITC101”，但如上所述，作为达成这⼀目标所需的非连续成长⽅法，我认
为需要强化对于M&A的研究和运⽤。通过将有着超凡竞争⼒的技术、商品、服务，以及我公司所不具备的技术、渠道和业
务模式吸收进来，可以实现业务的巨⼤飞跃。
 此外，本集团公司拥有⼤批全球多样化⼈才，但进⼀步推进多样化仍是我们今后的课题。有道是价值观迥异的多样化⼈才
在⼀起，是产出创新成果的关键所在，对从事全球业务的我公司集团来说也是如此，招募熟悉特定地区与⾏业的多样化⼈才
是有效的做法。此外，我觉得还要发挥治理作⽤、强化管理、对全球利益相关⽅提⾼企业活动的透明性，这些也是董事会的
重要职责。

对阿尔卑斯阿尔派的期望
 在变化速度迅猛、难以预测未来情况的现代社会，许多装配⼚家被淘汰，同时⼜出现了新的领导⼈。如果继续按照⽼⼀套
来开展企业活动，那么将极难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公司擅长与客户合作，为使⽤产品的⽤户提供新的功能和便利性，但除此
之外，我们还必须进⼀步贴近⽤户，为强化营销和创造新的业务模式积极发起挑战。期望通过不懈的挑战，能够在新的市场
中牢牢把握优势地位。



治理
.

合规

合规基本思路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践⾏企业理念、经营态度这些集团通⽤的价值观，将员⼯应当采取的⾏动制定为集团道德规范，并在
全球推⾏。
 我们还要求集团所属全体组织和每⼀位员⼯都要秉承集团道德规范，依据法律法规精神、社会要求和企业道德，致⼒于开
展公正的经营，随时注意采取富有良知和责任的⾏动。我们认为关键不是流于形式的遵守法律法规，⽽是要理解法律法规的
必要性及其精神和意义所在，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将正确的⾏动落实到⾃⾝的⾏动中。

推进措施
 阿尔卑斯阿尔派依据集团道德规范，为保证妥善开展公司经营和集团业务⽽建⽴和运⾏内部控制体系，由各部门进⾏活动
情况⾃查（监控），由内部监查部门对各部门以及包括海外当地法⼈在内的⼦公司业务活动实施内部监查。例如，在⽇本接
受官⽅机构补助⾦和补贴⾦的管理运⾏⽅⾯制定了《官⽅补助⾦管理运⾏规定》，建⽴了由社长执⾏董事任最⾼管理责任
者、管理担当执⾏董事任统括管理责任者的全公司管理体制。在此基础上，各本部设置了合规推进体制，由各本部企划部门
长任推进责任者并由其任命推进者，按照规定贯彻落实现场的管理运营。推进责任者定期确认各本部的运⾏情况，在此基础
上向统括管理责任者和内部监查部门报告。内部监查部门定期确认全公司的运⾏情况，并向统括管理责任者和最⾼管理责任
者报告。
 进⽽，为了及早发现舞弊等违规⾏为（突发事件）并加以整改，我们规定当发⽣突发事件时，⽇本国内各据点及海外⼦公
司的责任者有义务向我公司的担当执⾏董事、管理担当执⾏董事、经营企划部门及合规担当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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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造有益于⼈类与地球的新价值。”的企业理念的指引下，不忘“从全球视角致⼒于开展公正经营”的态度，全体员⼯遵守
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规定，尊重社会规范，开展符合企业道德的⾏动，即励⾏“合规（道德守法）”。
 在税务⽅⾯，我们遵守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税务法律法规，通过与税务部门保持沟通，以依法纳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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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措施等。

1. 税务治理
 我公司的税务治理体制是由财会担当董事负责，由税务担当部门进⾏税务相关报告和管理等实务运营。我公司由
财会担当董事向董事会进⾏⽇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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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报告。此外，
还聘请外部专家，处理转让定价征税调查应对等⾼专业性事项。

2. 税务计划
 在全球事业活动持续扩⼤的形势下，阿尔卑斯阿尔派从股东价值最⼤化的视角，有效运⽤各国的优惠税制。但不
做背离法律法规等精神的避税⾏为。

3. 税务风险
 针对税务事项，虽然我们在考虑税务风险或税务利益相关重要性之后做出决策，但因为对重要性的量化标准未做
预先规定，所以对个案的重要性进⾏判断并从保守角度做出决策。

4. 税务监控
 针对各国的征税情况，财会担当董事及我公司税务担当部门通过定期从各国⼦公司获得法⼈税申报情况报告等⽅
式进⾏持续监控。此外，针对税务调查、税制修改等带来的税务新课题，我们随时从各国⼦公司获取信息，做到可
妥善应对。
 此外，对转让定价税制应对等各国的⾼难度税务课题，我们还聘请税务师事务所等外部专家协助处理。



1. 社长寄语
2. 质量追求
3. 禁⽌骚扰、歧视、虐待和强迫劳动
4. 规范的会计处理

5. 危机管理（突发事件应对）
6. 贪污、渎职、请客送礼
7. 竞争法、反垄断法（以卡特尔管制为主）
8. 内部举报制度

全球开展合规与CSR培训
 阿尔卑斯阿尔派定期实施合规与CSR培训，以提⾼对合规与CSR的理解和认识。
 培训依据集团合规宪章，从学习经营者即代表董事社长执⾏董事的寄语开始，包括合规与CSR概论，以及规范的会计处
理、信息安全、禁⽌骚扰和歧视、遵守反垄断法及禁⽌渎职、⾏贿受贿等内容。
 2019年度实施完成的培训课程如下。

2019年度合规与CSR培训课程

反腐败措施
 阿尔卑斯阿尔派在《集团道德规范》中，规定了对客户、合作伙伴、公务员请客送礼的往来范围及禁⽌利益冲突和禁⽌贪
污、渎职，并通过合规与CSR培训等⽅式，持续开展有关禁⽌贪污、渎职及提醒注意请客送礼的教育。
 这些问题属于违规⾏为，知情员⼯可通过道德热线进⾏举报。
 得知有此类⾏为时，在担当董事的统管下（但是，通过道德热线接到举报时，由独⽴于执⾏部门之外的道德热线进⾏处
理）进⾏事实调查，⼀经查实，应妥善处理，并研究和采取措施以防⽌再发⽣，同时向董事会报告。对查实有腐败⾏为的员
⼯，将按照公司内部规定给予惩戒处分。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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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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项重要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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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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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风险点位图
 阿尔卑斯阿尔派在经营企划担当董事的领导下，经营企划、法务、⼈事、总务、会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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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管理的功能和职责进⾏研究，构建了管理体制。作为其中的⼀
项措施，为识别出我公司所处环境的风险⽽编制了风险点位图。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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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评价结果进⾏定位，按照风险点位图开展风险管理活动。



危机管理 / 业务连续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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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重⼤影响。阿尔卑斯阿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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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管理⽅针(危机管理⼿册摘录)
将确保员⼯及公司内的相关⽅（访客、相关公司员⼯、⼚区内承包商、派遣员⼯等）和员⼯家属的
安全放在⾸位。
维持事业活动，尽可能维持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努⼒保护企业的有形和⽆形资产，通过公平公正的⽅式将受灾范围控制在最低。
出现风险时，牢记不辜负客户、股东等利益相关⽅的信赖，采取负责任的⾏动，致⼒于快速妥善应
对和恢复。

制定危机管理规定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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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各基地也在该⼿册的基础上推进制定各⾃的危机管理⼿册。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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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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管理规定中制定基本⽅针，推⼴⾄⽇本国内及海外的所有下属公司，并传达⾄董事及全体员⼯。

信息管理措施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以信息系统部门为中⼼，制定信息安全相关规定、安全强化措施和教育计划，与各部门信息管理负责
⼈合作，推⼴⾄⽇本国内及全球。
 此外，为了贯彻落实信息管理⽅针，我们每年对各部门进⾏信息管理审核，确认教育计划和强化措施的实施情况。除此之
外，我们还对信息系统部门的运⾏、保护、故障处理业务进⾏审核，防⽌发⽣操作信息的非法篡改，致⼒于维持适时可⽤的
业务环境，同时针对服务器攻击等新的威胁采取对策。
 此外，随着近年来隐私保护意识的提⾼以及个⼈信息保护法、GDPR（欧盟通⽤数据保护条例）的施⾏，我们还制定了新
的规定、指导⽅针和对策。



⼈才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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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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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过完善“实践（⼯作）”和“理论（能⼒开发举措）”这两个⽅⾯，促进员⼯和公司的成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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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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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召开针对不同年龄节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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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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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能⼒开发培训 （阿尔卑斯阿尔派株式会社）

2017年度 2018年度

每位员⼯的平均受训时间 （⼩时） 18.02 20.03

每位员⼯的平均受训天数 （天数） 2.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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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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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管理
.

多元化
 阿尔卑斯阿尔派致⼒于不分⼈种、宗教、性别、年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有⽆残疾等，
打造能够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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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全球⼈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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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各国、地区、⾏业⽔平及劳动市场竞争⼒等因素，努⼒实现恰当合适的⼯资和福利⽔
平。



平⼯⼚的妈妈咖啡馆

阿尔派株式会社磐城事业所的HANA PRO

推进⼥性就业
 阿尔卑斯阿尔派录⽤不同国籍、⼈种、年龄、性别、宗教的
多样化⼈才，努⼒打造能够最⼤限度发挥⼈才能⼒的职场环
境。
 此外，在录⽤应届毕业⽣时也积极录⽤包括⼥⼯程师在内的
⼥性员⼯。
 我们还通过建⽴兼顾育⼉、看护与⼯作的各项制度来完善⼯
作环境，通过教育训练等⽅式，促进管理⼈员和⼥性员⼯⾃⾝
的意识转变。
 在2018年度，我们建⽴了帮助⼥性继续就业的员⼯⽹络，还
开设了企业内部保育所。



⼥性员⼯占⽐（阿尔卑斯阿尔派株式会社，阿尔派株式会社）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男性 5,475⼈ 5,534⼈ 5,855⼈ 5,917⼈ 5,928⼈

⼥性 1,473⼈ 1,504⼈ 1,631⼈ 1,741⼈ 1,729⼈

共计 6,948⼈ 7,038⼈ 7,486⼈ 7,658⼈ 7,657⼈

⼥性所占⽐例 21.20% 21.37% 21.79% 22.73% 22.58%

※各年4⽉1⽇現在。

按性别区分的平均连续⼯作年数（阿尔卑斯阿尔派株式会社，阿尔派株式会社）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男性 19年11个⽉ 19年10个⽉ 19年7个⽉

⼥性 20年1个⽉ 18年9个⽉ 18年9个⽉

全体员⼯ 20年0个⽉ 19年7个⽉ 19年5个⽉

※我们分析平均⼯作年限下降的原因是退休⼈员增加和录⽤⼈数增加。截⾄各年4⽉1⽇

⼥性管理⼈员⽐例⾛势（阿尔卑斯阿尔派株式会社，阿尔派株式会社）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男性管理職 ⼈数 545⼈ 539⼈ 546⼈ 534⼈

⼥性管理職 ⼈数 8⼈ 10⼈ 10⼈ 10⼈

⼥性管理職 ⽐率 1.4% 1.8% 1.8% 1.8%

※各年4⽉1⽇現在

【⼥性活躍推進法に関する取り組みについて】

随着推进⼥性就业法的施⾏，阿尔卑斯阿尔派制定了以下⾏动计划，以维持和提⾼⼥性在职⼈员的
⽐例，进⼀步在公司内完善⼥性就业环境。

《期間》
2019年4⽉1⽇⾄2022年3⽉31⽇的3年内

《目標》
1. 到2021年度，⼥性应届毕业⽣的录⽤⽐例⽐上⼀年度有所改善。(2019年4⽉:24.5%)
2. 到2021年度，⼥性综合职务员⼯的⼯作年限进⼀步延长。(2019年4⽉:11年6个⽉)

特别要改善⼥性应届毕业⽣综合职务⼈员⼊职3年离职率。(2016年⼊职:28.6%)



※各年6⽉1⽇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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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海外录⽤应届毕业⽣作为合同员⼯（2年）到阿尔卑斯阿尔派⽇本
事务所⼯作的⼀项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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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各国共计录⽤了近100⼈。他们⼤部分⼈在IAP期满
后继续留在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作，有些员⼯的⼯作年限已经超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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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等不同岗位施展才华。
 2018年度录⽤了12⼈。



⼈才管理
.

创建有⼲劲的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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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启发为基本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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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到⼈尽其⽤、提⾼⼯作积极性、
发挥员⼯能⼒和实现氛围轻松的职场，我们引⼊了以⼩时为单位的带薪休假、短时间⼯作制度，以及在⼀定条件下的居家办
公、远程⼯作、再⼊职等制度，还采取了放宽获取奖⾦的资格、放宽双重就业限制等做法。
 2018年度，我们还提出了建议连续5天休假、为部分员⼯配备了⼯作⽤⼿机、推进了更为灵活的⼯作环境的构筑，由此，
与上年度相⽐，加班减少了16.9%，年假休假率提⾼了3%。

劳资关系
 阿尔卑斯阿尔派与员⼯代表组织“阿尔卑斯电⽓劳动委员会”之间基于相互信赖和理解，劳资双⽅本着平等和诚信精神，对
包括⼯资标准确认、奖⾦、员⼯制度、劳动时间改善在内的⼯作⽅式等所有课题，通过畅所欲⾔的对话⽅式进⾏解决，致⼒
于和谐发展。
 2018年度，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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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审议会，对涉及全公司
的劳动条件等问题进⾏研究，就奖⾦和引⼊新的⼯作⽅式进⾏了答复。
 此外，劳动委员会还委派了委员长为代表旁听和参加经营相关会议，进⾏经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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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离职率（阿尔卑斯阿尔派株式会社）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3.1% 3.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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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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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调查（第16次调查）的概况︓对象⼈数1,995名 回收率87.0%



来⾃外部的评价
获得“第3次⽇经智能⼯作经营调查”3.5星认证（2019年11⽉）
 ⽇经智能⼯作经营调查的目的，是评选出通过⼯作⽅式改⾰向⽣产效率⾰命发起挑战的先进企业。在第3次调查中，我集
团获得了3.5星认证。
 这项调查由⽇本经济新闻社从2017年起开始实施，以⽇本全国的上市企业和有实⼒的非上市企业为对象，将通过灵活多
样的⼯作⽅式、新业务等创造体制、市场开拓⼒这三项要素来实现组织绩效最⼤化的举措定义为“智能⼯作经营”，再加上企
业治理等经营基础，进⾏五星级评价。



⼈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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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安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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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体制
 阿尔卑斯阿尔派设置了由⽓贺洋⼀郎执⾏董事担任全公司安全卫⽣统括者的全公司安全卫⽣委员会，决定安全卫⽣、健康
推进活动、防⽕和交通安全活动等⽅针并推进活动。此外，总公司、⽇本国内外基地、阿尔派株式会社磐城事业所等各基地
也都设置了安全卫⽣委员会。

【2019年度 重点实⾏项目】
1. 减少⼯伤和上下班途中事故
2. 维持和提⾼员⼯健康
3. 降低员⼯吸烟率



⼯伤处理
 阿尔卑斯阿尔派以零重⼤伤害（可能导致死亡等程度的⼯伤）为目标推进活动。

【2019年度 劳动安全措施】
・公司内部开展守法评价。发现问题时，采取相应的纠正和预防措施
・以职场巡查⽅式开展劳动安全风险评估。推进降低职场⼯伤风险
・开展安全卫⽣教育。通过未遂事故的案例宣传来推动预防
・召开交通安全讲座。开展安全驾驶教育

＜2018年度⼯伤件数改善措施 案例＞
・作为交通安全教育，实施驾驶中的危险预知训练。为减少交通事故件数发挥了作⽤。
・开展⼯⼚中的职场风险评估，为预防⼯伤发挥了作⽤。
・作为职场改善，在化学品保管场所配备了SDS （Safety Data Sheet），让任何⼈都能了解化学品的操作和危险性。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伤件数 12 6 16 14 15

百万⼯时伤害率 0.004 0.009 0.009 0.016 0.016

全⽇本制造业平均强度率 0.09 0.06 0.07 0.08 0.10

（范围︓阿尔卑斯阿尔派株式会社）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1.08 0.63 1.17 1.72 1.38

（范围︓阿尔卑斯阿尔派株式会社）

引⼊和推进管理体系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引⼊了国际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OHSAS18001，正在以⽣产基地为主陆续通过认证。我们按
照这⼀体系，持续开展风险评估⽅式的安全健康风险降低和管理、以及守法等管理。
 截⾄2019年5⽉，⽣产基地的通过率为44.8%。



增进健康活动
 阿尔卑斯阿尔派将⼯作⼈员的安全和⾝⼼健康视为重要经营课题。致⼒于打造安全舒适的职场环境和增进⾝⼼健康。

⾝体健康

举措⽰例 概况

健⾛拉⼒赛
为了让员⼯养成运动的习惯，在向员⼯反馈他们最为关⼼的体检结果的时机举⾏健⾛活动。通过
参加当地举办的健⾛活动、每⽉总步数和步数增长率等⽐赛和每⽉表彰等活动，让习惯成为⾃
然。

减少被动吸烟
为了降低员⼯的被动吸烟风险，我们采取了将吸烟点搬⾄室外、撤销⾹烟⾃动售货机、发放禁烟
补贴、限制吸烟点吸烟时间等做法。

健康⾷堂 提供低盐低油健康⾷谱，通过餐桌卡来推⼴饮⾷健康信息，致⼒于通过饮⾷来提供健康意识。

⼼理健康

举措⽰例 概况

在线保健培训 开展有关⼼理保健的知识教育，让管理⼈员能够尽早发现部下的⼼理失调和采取应对措施。

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针对如何消除⼼理失调、疲劳等与同事或上司沟通改善⽅⾯的问题，提供与咨询顾问⾯谈的机
会。在各基地建⽴了专职咨询顾问体制。

实施和运⽤压⼒检查
根据法定压⼒检查结果，采⽤邮件跟踪提醒、EAP和建议向健康管理室咨询等做法，致⼒于培养
员⼯意识和促进⾃我保健。

获得“健康经营优良法⼈2020”认定
 阿尔卑斯阿尔派在经济产业省与⽇本健康会议主办的“健康经营优良法⼈认定制度”的⼤规模法⼈部门中，获得了优良健康
经营践⾏企业的认定。
 这项制度依照地区的健康课题和⽇本健康会议推⾏的增进健康活动，对在优良健康经营实践中表现突出的⼤企业和中⼩企
业等法⼈给予表彰。
 我公司将⼀如既往，将维持和增进员⼯健康列为重要经营课题并积极开展活动。



环境管理
.

推进环境管理

⽅针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将环境问题视为重⼤课题，提出了“与地球保持和谐”这⼀经营态度，推进环境经营。为落实此项⼯
作，我们策划制定了中长期计划，全集团齐⼼协⼒，提供减少环境负荷的产品，在事业活动中为环境减负和构建全球体制。
此外，在2020年1⽉制定了道德规范，其中明⽂规定了每⼀位员⼯对于环境的⾏为规范。

推进体制
 我们在每年召开2次的“环境推进会议”上，决定有
关环境经营的⽅针和措施。该会议由环境担当董事
⽓贺洋⼀郎执⾏董事担任主席，由⽇本国内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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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环境推进会议 议题⼀览

议题

2018年7⽉13⽇召开 １． 中期计划进度报告
２． 关于法律法规的动向
３． 关于节能活动报告和投资状况
４． ⽣物多样性活动报告

2018年12⽉20⽇召开 １． 关于下⼀个中期计划
２． 关于节能活动报告及投资状况
３． ⽣物多样性活动报告



ISO环境管理体系审核的情景

对有经验新员⼯的环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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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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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于开展防⽌全球变暖等各项
环境保护活动。
 我们利⽤与阿尔派株式会社经营整合的这⼀机会，从2019年度起，制定了新加⼊2050年
度长期目标的“第1次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目前正在开展活动。此外，原阿尔卑斯集团在
2016〜2018年度的“第8次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中致⼒于开展防⽌全球变暖等各项环境保
护活动，并达成了所有目标。

第1次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
项目 目标 适⽤范围

防⽌全球变暖

到2050年度，温室效应⽓体排放量⽐2013年度
削减80％。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

到2030年度，能源单耗年平均改善率1％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

到2021年度，产品在⽇本国内物流中的能源单
耗年改善率1％。

阿尔卑斯阿尔派/ATS

资源循环

到2021年度，废弃物总排放量单耗年改善率
1％。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

提⾼废弃物的循环再⽣率。 阿尔卑斯阿尔派

到2021年度，⽤⽔量单耗年改善率1％。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

改善材料的成品率。 电⼦部件事业

改善材料直通率。 电⼦部件事业

环保产品 推进环境和谐型产品扩销。 阿尔卑斯阿尔派

⽣物多样性 推进⽣物多样性保护活动。 阿尔卑斯阿尔派

化学物质

削减/抑制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 阿尔卑斯阿尔派

削减/抑制来⾃于非能源的温室效应⽓体（六氟
化硫等）的排放。（防⽌全球变暖）

阿尔卑斯阿尔派



第8次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的结果

项目 目标(2018年度) 适⽤范围 实绩(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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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

阿尔卑斯阿尔派
集团

单耗15.7kℓ/亿⽇元
⽐基准年度减少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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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削減）

阿尔卑斯阿尔派
单耗0.592kℓ／亿⽇元
⽐基准年度减少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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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削減）

阿尔卑斯阿尔派
集团

单耗3.22吨/亿⽇元
⽐基准年度减少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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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2）改善⾦额目标⽐＋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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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削減）

阿尔卑斯阿尔派
集团（电⼦部件
事业）

单耗310m3 ／亿⽇元
⽐基准年度减少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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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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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花保护活
动
加⼊总公司（东京都）⽩额燕鸥
筑巢地保护志愿者⾏列
宁波⼯⼚（中国）绿帘

⾃评 ︓达成  ︓未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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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温室效应⽓体

应对⽓候变化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将⽓候变化视为导致停产和供应链中断等业务影响的重⼤要因之⼀。我们通过由⽓贺洋⼀郎管理部长
执⾏董事担任主席的“环境推进会议”，制定⽓候变化应对目标并确认进度。
 在2019年度开始的第1次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上，我们按照巴黎协定制定了到2030年和2050年的长期目标并开展活
动。该⾏动计划从资源效率、能源来源和稳健性的角度，以遍布全球的⽣产基地为中⼼开展活动。
 我公司集团将应对EV市场扩⼤、车载产品和节能相关设备/系统等产品的供应市场与技术的变化、客户等利益相关⽅对
CO2减排和可再⽣能源利⽤的更⾼要求，视为转向低碳社会的主要风险。除此之外，我们会继续将⼤⾬、洪⽔等灾害作为我
公司集团的物理风险，通过定期完善危机管理⼿册和体制等危机管理活动，开展应对⼯作。

温室效应⽓体减排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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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全年情况如
下。

项目 对象 目标(2018年度)
实绩（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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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

原単位︓
15.73kl/億円
改善率︓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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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原単位︓
0.59kl/億円
改善率︓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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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G范围1, 2排放量

范围 排放量(CO2-t)

范围1
电⼦部件 17,160

19,525
车载信息设备 2,365

范围2
电⼦部件 256,528

305,905
车载信息设备 49,377

节能的举措
 我们从防⽌全球变暖的角度，将节能作为第1次环境保护中期计划之⼀来开展活动。活动目标是以2012年度为基准年，到
2030年，能源单耗换算值年平均削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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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值原单位︓⽤⽣产⾦额除以CO2排放量取得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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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资源
 我们在第1次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中提出了“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有效利⽤资源”这⼀目
标，对改善材料成品率和改善材料直通率制定了量化目标，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这项活动。

削减废弃物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从有效利⽤资源的角度，将废弃物削减作为第1次环境保护中期计划之⼀来开展活动。活动目标是以
2015年度为基准年，到2021年，销售额单耗换算值年平均削减1%。
 此外，阿尔卑斯阿尔派株式会社还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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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资源不⾜的举措
 ⽔资源不⾜是全球环境问题之⼀，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在全球各国发展事业，将其视为重要课题。我们在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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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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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格的内控标准，以零违法为目标，致⼒于遵守法律法规和预防事故。
 2018年度未发⽣环境相关事故、罚款、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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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TR法对象物质调查结果(对象︓阿尔卑斯阿尔派) 单位︓(t)

⼤⽓污染物质的排放量 单位︓(t)

项目
处理量

排放量 移动量

⼤⽓ ⽔域 下⽔道 外包处理

'16 '17 '18 '16 '17 '18 '16 '17 '18 '16 '17 '18 '16 '17 '18

2-氨基⼄
醇

3.4 3.4 2.1 0.0 0.0 0.0 0.0 0.0 0.0 3.4 3.4 2.1 0.0 0.0 0.0

⼄苯 3.1 3.1 2.1 1.5 1.4 1.1 0.0 0.0 0.0 0.0 0.0 0.0 1.6 1.7 1.1

氯化铁 23.0 21.0 20.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7 18.9 18.8

⼆甲苯 12.5 11.9 10.9 1.2 1.2 0.8 0.0 0.0 0.0 0.0 0.0 0.0 1.2 1.3 0.8

银及其⽔
溶化合物

5.3 5.3 4.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3 0.3 0.1

⽆机氰化
合物

2.8 2.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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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3.2 2.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7 3.2 2.7

1, 2, 4 -
三甲苯

10.0 11.1 8.5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甲苯 22.6 14.9 11.3 16.0 6.5 4.8 0.0 0.0 0.0 0.0 0.0 0.0 6.6 8.3 6.4

镍 7.1 6.6 6.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8 0.4 0.9

镍化合物 1.8 1.7 1.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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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硫酸
的⽔溶性
盐

31.6 29.6 4.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1.6 29.6 4.3

甲基萘 14.4 13.6 13.0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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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范围为⽇本国内事业。

⼤⽓污染物质的排放限制
 作为第1次环境保护中期⾏动计划之⼀，阿尔卑斯阿尔派致⼒于开展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来⾃于非能源的温室效
应⽓体的减排限排。

'16 '17 '18

NOx 3 3 4

SOx 3 6 6

VOC 61 139 90

※数据范围是阿尔卑斯阿尔派株式会社



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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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负荷整体情况
 今后，阿尔卑斯阿尔派海外集团将继续完善绩效收集体制，运⽤信息来推进环境减负。



环境管理
.

⽣物多样性举措

猪⽛花保护活动
 平⼯⼚、⼩名浜⼯⼚、阿尔派株式会社磐城事业所开展合
作，对⼚区内⾃然⽣长的“猪⽛花”这种濒危植物开展保护活
动。在专家和地⽅保护会的配合下，开展⽣长确认和保护活
动。

参加“森崎⽔再⽣中⼼屋顶筑巢地 春季修葺作业”志愿者活动
 作为环境部指定Ⅱ类濒危动物“⽩额燕鸥”的筑巢地保护活动
之⼀，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员⼯参加了“森崎⽔再⽣中⼼屋顶筑
巢地 春季修葺作业”志愿者活动。为了给⽩额燕鸥的宝宝们提
供安全成长的环境，我们对筑巢地周边的通道和排⽔⼝四周进
⾏了清扫。今后我们将继续参加这项志愿者活动。

⽣物调查
 为了获得事业基地周边栖息⽣物的基础信息，阿尔卑斯阿尔派进⾏了⽣物调查。
 2018年度进⾏了平⼯⼚昆⾍调查。平⼯⼚的⾃然环境优美，⼚区⾥可以看到各种昆⾍，我们在巣的⼊⼝处安装了门，确
认到盘腹蛛会捕⾷通过巣附近的⼩昆⾍。



阿尔派株式会社磐城事业所的牵⽜花帘

宁波阿尔卑斯（中国）的绿帘

打造绿帘
 阿尔派株式会社磐城事业所在磐城市主办的2018年度绿帘⼤
赛上获得了最优秀作品⼤奖。我们发挥经验诀窍，通过采取摘
芯、攀缘、定期追肥等做法，打造出了⾼⼤厚实的牵⽜花绿
帘。这些创意和成果获得了⾼度评价。
 ⼤家普遍反应绿帘后⾯的⼯作场所⽐去年凉快，不仅视觉清
凉，⽽且牵⽜花本⾝也很绚烂，令⼈⼼旷神怡。
 平⼯⼚和阿尔派制造株式会社总公司、好间⼯⼚都参加了本
届绿帘⼤赛并获得了优秀奖。

 海外基地也在打造绿帘



下⼀代教育
 阿尔派株式会社磐城事业所会定期到地⽅⼩学进⾏有关全球
变暖的讲座。4年级到6年级的环保美化委员积极参加了该讲
座。

 我们还在员⼯家属的职场参观会上进⾏“环境教育”讲座。通
过有关环境保护的迷你课程和纸箱循环再⽣操作，宣传了防⽌
全球变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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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业务伙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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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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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 Procurement Standards [PDF]

Appendix 1: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Standard on Companies [PDF]

Appendix 2: List of Substances [PDF]

Appendix 3: Prohibited Substances from Use in Production Process
[PDF]

Appendix 4:
Four Heavy Metal Thresholds and Management Classifications [PDF]

Appendix 5: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on Product-containing Substances [PDF]

负责任的矿物采购
 阿尔卑斯阿尔派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以不助长使⽤童⼯等侵害⼈权、破坏环境、违法舞弊⾏为等反社会、非⼈道的⾏
为作为采购活动的基本⽅针。
 我公司将锡、钽、钨、⾦、钴（下称“⾼风险矿物”）指定为从冲突地区或疑似有反社会、非⼈道⾏为的地区产出的矿物。
 此外，为了更严格地遵守本⽅针，我公司将实施有关⾼风险矿物采购的尽职调查，并对供应商提出以下要求。

对供应商的要求事项
・提供⾼风险矿物的冶炼⼚和精炼⼚信息
・从经过认证不涉及⾼风险矿物冲突或严重侵害⼈权的冶炼⼚和精炼⼚进⾏采购

 此外，尽职调查将按照《OECD受冲突影响和⾼风险区域矿⽯的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实施。

应对采购风险
 阿尔卑斯阿尔派集团在⽇本以及中国、韩国、马来⻄亚、墨⻄哥、爱尔兰、德国、捷克、印度、泰国、匈⽛利设有⽣产基
地（12个国家，29家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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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从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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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等，必须从
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处进⾏采购，全⼒构建信赖关系。
 此外，供应链会因⾃然灾害、事故、劳动纠纷、倒闭等情况，对采购活动和物流等⽅⾯造成⼤范围的影响。我公司集团在
定期进⾏供应链数据库的维护的同时，还在全球实⾏信息统⼀化，构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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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业情况说明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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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我们将进⼀步与供应商加强合作，共同推进这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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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和安全管理
.

质量

质量管理基本⽅针和中期经营计划
 阿尔卑斯阿尔派坚持提供令客户满意的卓越产品和服务。在第1次中期经营计划中，为了实现质量管理基本⽅针“质量精益
求精，提⾼客户信赖”，从⽣产质量到决定其质量的设计和零部件的质量，全公司全⼒开展质量保障活动。

质量管理基本⽅针

“质量精益求精，提⾼客户信赖。”

质量管理体系(QMS)
 质量管理体系(QMS: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国际标准是所有部门通过保障质量来实现客户满意度提升的证明，
是经营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包括海外⼯⼚在内，阿尔卑斯阿尔派的所有⽣产⼯⼚都已通过ISO9001认证。此外，为汽车⾏业⽣产产品的⼯⼚都已通
过并保持IATF16949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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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全球范围内共享质量信息，通过快速改善和横向展开进⾏问题围堵（预防）的体系。运⽤该系
统可在全球范围内共享客户与市场质量信息，快速分析原因和采取对策。进⽽将已实施的对策和改善转化成长期有效的对
策，作为防⽌再发⽣和今后机型开发的重点确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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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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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站上开设
“User's Room”

实现客户满意
.

阿尔卑斯阿尔派对外销售阿尔派品牌的导航和⾳响。
每年全世界的汽车产量超过9,000万辆，但每⼀辆对客户来说都是全世界独⼀⽆⼆的特别存
在。
阿尔派品牌产品注重客户视角，努⼒让产品成为对您来说具有特别意义的车的⼀部分，做到
让客户喜欢。

从客户视角制造产品
 客户咨询窗⼝是客户与阿尔派最直接的沟通平台。阿尔派以接线员培训为主，注重提升客户咨询业务的质量。窗⼝收到的
宝贵意见都会在保护个⼈信息的状态下在公司内部所有部门共享，已成为我们的产品开发、质量改善和经营决策的基础。

客户咨询窗⼝的⼯作
 信息中⼼（客户⽀持窗⼝）每天会接到250〜300通电话，
除了客户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多有关产品的“希望”和“要求”。
在这些客户声⾳的基础上，实际负责客户咨询的⼯作⼈员与各
相关部门的员⼯定期进⾏交流，作为⼀个团队实施新产品创
造、以及功能、规格和⽹站内容的改善。
 窗⼝收到的宝贵意见都会在保护个⼈信息的状态下在公司内
部所有部门共享，已成为我们的产品开发、质量改善以及对客
户有利的经营决策的基础。

与客户的双向沟通
 阿尔派营销是集团公司中的⼀家，为深化客户关系⽽使⽤互联⽹来提供沟通服务。
 为了帮助客户实现更舒适和更有乐趣的个性化汽车⽣活，我们在⽹站中开设了
“User's Room”，为每⼀位客户提供最佳的信息服务⽀持。此外，我们还积极推出了
Twitter、Facebook等SNS，致⼒于与客户开展更加活跃、坦诚的沟通。

User's Room URL>> https://secure.alpine.co.jp/urs/top.html
官⽅twitter帐号>> ALPINE̲JP
Facebookページ>> http://www.facebook.com/ALPINEjapan



全⾯的售后服务
 我们致⼒于提供全⾯的售后服务，让客户在购买阿尔派品牌产品之前和之后，能够买得满意和⽤得满意。
 阿尔派营销在⽹站中提供车辆匹配信息、系统连接信息、操作⽅法和常见问题等内容，可为客户答疑解难。此外，我们还
为注册客户提供导航地图数据更新、最新⾼速道路信息等的发布服务。
 此外，万⼀客户购买的产品发⽣故障时，为了避免给客户造成⿇烦，阿尔派客户服务提供最快3天（含往返寄送2天）的
修理服务，以及为我公司服务中⼼的上门客户当场提供“⼀站式修理服务（预约制）”。
 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还准备有提供替代机（仅限部分机型）的“轮换服务”。今后我们将继续致⼒于提供客户所需要的服
务。



社会贡献
.

 对阿尔卑斯阿尔派来说，将制造业的“制造”这⼀根本精髓传给担负未来的年轻⼀代是我们
的重要社会责任，这将有助于电⼦⼯业的发展和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愿通过“制造”来
为社会作贡献。

⼤⽥制造与科学学校
 总公司从2003年11⽉起，与⼤⽥区政府共同举办“⼤
⽥制造与科学学校”，已累计举办146次，参加学员约
2,241⼈次。(截⾄2018年7⽉末)

打成⼀⽚共建活动
 阿尔派株式会社磐城事业所在6⽉与NPO法⼈社会设
计⼯作室⼀起举⾏了打成⼀⽚共建活动，共有59⼈参加
了该活动。员⼯们与残疾⼈以及拥有不同背景和个性的
⼈群打成⼀⽚，⽤纸箱制作了⾃创扬声器。还通过⼿⼯
制作的⽅式进⾏了各种沟通，对思考的多样性很有启迪
作⽤。



福岛创新海岸构想
 福岛创新海岸构想是为了在东⽇本⼤地震和核电事故
中受灾的福岛县浜⼤道地区等的产业复兴，⽽致⼒于新
建⼯业基础的国家项目。阿尔卑斯阿尔派参加了该项目
的机器⼈技术领域，为创建宜居地区环境⽽提供各类技
术⽅案。（照⽚是参展2018福岛机器⼈节时的情景）

亲⼦制作⼯坊
 ⽆锡阿尔卑斯在7⽉举⾏了亲⼦制作⼯坊活动，有员
⼯及其家属约30⼈参加。目的是让孩⼦们体会到做东⻄
的乐趣和兴趣，加深亲⼈之间的感情。在参观⼯⼚之
后，我们还进⾏了⽆⼈机的亲⾃制作。在⽆⼈机完成后
迎空翱翔空之时，参加⼈群中发出了巨⼤的欢呼声。这
次活动让⼤家充分享受到了做东⻄的乐趣。 的亲⼦制
作⽆⼈机。在⽆⼈机完成后迎空翱翔之时，参加⼈群中
发出了巨⼤的欢呼声。这次活动让⼤家充分享受到了做
东⻄的乐趣。


	CSR 数据手册
	CSR管理
	致辞
	阿尔卑斯阿尔派的可持续性

	治理
	公司治理
	合规
	风险管理
	信息安全

	⼈才管理
	⼈才培养
	多元化
	创建有⼲劲的职场
	劳动安全卫⽣

	环境管理
	推进环境管理
	环保中期⾏动计划
	削减温室效应⽓体
	有效利⽤资源
	环境风险对策
	环境负荷整体情况
	⽣物多样性举措

	与业务伙伴的关系
	质量和安全管理
	实现客户满意
	社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