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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的穿戴式产品“改变未来”

智能眼镜“MOVERIO BT-200”是一种眼镜型信息终端（穿戴式产品），

其最大特征是具备双眼透视功能。它是爱普生所提倡的新时代视觉

交流的具体形式，可以提供双手完全自由的便利性，又可以展现重合

了现实光景的扩增实境（AR）的影像效果，从而足以改变社会与人的

生活方式。

应用喷墨打印技术“变革打印领域”

爱普生以独创的微压电技术为核心，除了家庭和商务以外，还针对

商业与产业领域以及新兴经济市场顾客的需求开发商品和服务，并

推进商务模式的革新。其中，我们致力于从新的视角降低在顾客处

所产生的环境负荷。

爱普生为成为顾客和社会不可缺少的公司而开展企业活

动。《经营理念》和品牌口号“Exceed Your Vision（梦想

让视野无限）”中蕴含的员工意志是活动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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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提升女员工的职

场活跃度

爱普生把员工视为宝贵的“人财”。为了让每位员工

都能在精神充实、精力充沛的状态下投入工作，获

得更高的成就，我们不断努力创建适宜的工作环境。

而且，我们以成为 “让女员工更积极活跃的公司”为

目标，在女员工需要支援的时期提供多种多样的工

作方式，以便让女员工放心工作。

为世界各地的孩子们送去感动和喜悦

作为一名优秀企业公民，爱普生在世界各地积极

开展社会贡献活动。我们不仅提供捐款或赞助等

金钱支援，还应用支撑爱普生事业的技术与经验

以及派遣员工进行支援，开展符合地区社会的社

会贡献活动。
保护地球环境是跨国企业的责任

爱普生利用长期磨练积累的环保技术与经验，在全球开展环保活动。

赢得顾客信赖的爱普生复原力

201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中，爱普生的关联公司、事业所、员工及家

属也蒙受了重创。遭受了这场未曾经历的灾难之后，爱普生集团上下团结一

致，全力投入了生产复原工作。通过复原工作，我们再次深切感受到爱普生

的真正实力以及产品供应早期恢复对赢得顾客信赖的重要性。

  编辑方针

      编辑之际，我们将各利益相关方视为

本报告的对象读者。在报告中，我们表明

了爱普生的发展方向，并按照《经营理念》

简 明 汇 总 了2013年 度 的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CSR）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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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揭开穿戴式产品历史新篇章

透视型头戴式显示器事业推进部
（左起）小林 秀行科长、木村 总志、小林 伸一、上条 学

“省、小、精技术” = 节省能源、小型化和高精度 的技术

顾客优先

 爱普生的穿戴式产品

“改变未来”

智能眼镜“MOVERIO BT-200”是一种眼镜型信息终端（穿戴

式产品），其最大特征是具备双眼透视功能。它是爱普生所提倡

的新时代视觉交流的具体形式，可以提供双手完全自由的便利性，

又可以展现重合了现实光景的扩增实境（AR※1）的影像效果，从

而足以改变社会与人的生活方式。

作为全球投影机市场份额No.1※2的制造商，

超小型、超高精细液晶技术及光学设计、生产

技术等是爱普生的优势所在。“MOVERIO BT-

200”正是通过发挥上述优势形成的微显示屏技

术，实现双眼透视功能，在佩戴者视线前方显

示出大屏幕的新世界。

※2 据英国未来资源咨询公司（Futuresource Consulting Limited）的调
      查数据表明，爱普生自2001年起连续13年保持全球500流明以
      上投影机的市场份额No.1地位。

穿戴式产品的历史正是

爱普生成长的步伐
起源于手表的爱普生独创了“省、小、精技术”。这是爱普生

长年累月不断追求“节省能源、小型化和高精度”的结晶，也是随

着时代发展不断磨炼而成的。爱普生穿戴式产品的历史正是“省、

小、精技术”进化的步伐。

智能眼镜“MOVERIO BT-200”正是在淋漓尽致地发挥了“省、

小、精技术”所衍生出的尖端技术的基础上问世的。

       工具的进化与应用程序开发双轮并驱

“现有的智能眼镜中只有爱普生可以实现双

眼透视大画面。真心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亲眼观

看到双眼透视所形成的前所未有的绚丽影像。”

木村 总志向我们诉说了自己的心情之后，又满

怀自信地说道：“动作传感器的搭载实现了头部

追踪功能，使影像能够跟随头部的动向而移动，

为顾客提供了新的价值。”接着，他热情地阐述

了自己的愿望：“穿戴式产品要求具备重量轻巧、

设计美观和尊贵风格，我们将不断努力地追求

超越顾客所期待的产品。”上条 学自豪地说道：

“MOVERIO的功能需要不断进化，有效发挥这

些功能的应用程序开发也不可或缺。我们将把

爱普生的优越技术与应用程序相融合，提出超

越顾客期待的用法以及牵引社会变革的业务流

程方案。”

与“BT-200AV”同箱标配的无线镜
像适配器（用于连接HDMI®接口）
（本品只限日本国内销售）

智能眼镜
“MOVERIO BT-200” 

1969年
石英手表

1982年
电视手表

1984年
腕式电脑

                       下页介绍验证实验事例　　

正因为爱普生拥有自行开发的超小型、超

高精细液晶面板等核心技术，我们才有能

力开发出富有爱普生特色的、独一无二的

商品——这是爱普生的优势所在。

透视汇织的新世界

而且，使用无线镜像适配器即可连接带

HDMI®接口的蓝光播放器、DVD录像机等设备，

能够随时随处欣赏多彩的影像内容。

※1 “Augmented Reality”的缩略，指通过结合现实世界和电脑生成数据而创造的人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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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

现在的日本物流业要求在尽短的时间内把各种货

物送到顾客手中。

在巨大的仓库中尽快拣选出需要的货物并马上搬

运。我们一直寻找一种可让经验尚少的新员工也能高

效工作的解决方案，尽快拣选货物并搬送到指定去处。

这时，双手要用来搬货物，所以

必须空出双手。双眼透视也是安

全上的重要功能。MOVERIO正

是我们所寻找的工具。

我们希望能够减轻重量并

进一步改善佩戴舒适感（验证实

验中使用的是前机型BT-100），

双方共同协作革新物流现场。

“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赠言爱普生

当得知MOVERIO时，我不禁发出了“了不起”的

感叹。之后，我立刻联系了爱普生，双方的交往从此

开始。我们参加验证实验的目的是，证明本公司的应

用WiFi电波强度测定位置的三角测量应用技术以及使

用陀螺仪传感器的技术能否用于难以接收GPS信号的

室内测位。智能手机也可实现扩增实境，但必须用手，

立体表现上也有不足之处。使

用MOVERIO这些问题迎刃而

解。我们期待能够解决操作控

制器时需要用手的问题，实现

用声音控制。

“感受到可应用于各种解决方案的巨

大潜力”

国际航业株式会社
法人事业部
事业推进部 科长
田端 谦一

Toyo Kanetsu Solutions
（TKSL）
执行官　
营业统括部长
渡边 一人

顾客优先

爱普生智能眼镜
蕴藏了改变社会的可能性

日本奈良县明日香村 石舞台古墓

古墓虚拟导游
爱普生与奈良县明日香村行政部门、东京大学

及AsukaLab Inc.一起，在明日香村的石舞台古墓

使用MOVERIO进行了“古墓虚拟导游”的验证实验。

MOVERIO与AR技术的组合可以让游客通过三维影像

体验古墓建造过程，无需使用双手即可享受充满魄力

的360度全景三维影像导游。

舞台和字幕共赏

歌剧透视字幕
爱普生与公益财团法人新国立剧场运营财团、电

通国际信息服务株式会社、Zimaku plus Inc.一起，在

日本新国立剧场歌剧培训所上演的《阿里阿德涅在纳克

索斯》中，使用MOVERIO进行了透视字幕的验证实验。

歌剧的曲目一般用意大利语或德语演唱，用设置在舞

台两侧的大型LED显示器显示翻译字幕。看字幕时视

线必须暂时离开舞台，所以无法全身心投入到歌剧欣

赏中去。为了证明歌剧新观赏方式的实际应用性，上

述四家公司应用MOVERIO的透视特性进行字幕显示，

使观众可边观看舞台中引人入胜的场面的同时也能看到

字幕。

实际通过MOVERIO观看的舞台的
重现（加工合成的照片）
照片提供：寺司 正彦（东京MDE）

作业现场的革新

物流解决方案
爱普生与Toyo Kanetsu Solutions（TKSL）、国

际航业株式会社以及株式会社锦宫一起，在TKSL的

千叶事业所实施了利用MOVERIO与扩增实境导航系

统的物流解决方案的验证实验。

这套崭新的物流解决方案可实现仓库和物流中心

等物流设施内高效、安全的货物拣选与分类作业。作

业人员佩戴MOVERIO后可在实际视野中同时看到显

示拣选货物路径的导航画面。这项验证实验预示着物

流现场将要迎来的革新。

可以通过气势雄伟的三维
影像虚拟体验古人建造古
墓的场面。
（照片是示意形象）

识别会场中设置的标记图像后显示虚
拟导游形象，MOVERIO边显示360
度全景三维影像边进行解说。
（照片是示意形象）

智能眼镜“MOVERIO BT-200”具有双眼透视和解放了双手的特征。它蕴藏着充分的

实力，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交流文化，亦能够提出超越顾客期待的崭新的解决

方案。

欢迎来到石舞台古墓。

我是狐狸小倩！由我来告诉你

这个古墓是怎样建造的。

透视字幕。舞台左右两侧是通常
的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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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生活习惯

支援

运动疗法

提高

运动

成绩及能力

高精度
传感

有价值
的信息

顾客优先

更贴近大众生活的穿戴式产品

为实现“更完美的生活方式”
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爱普生努力构建基于

高精度穿戴式产品的信息平台，获得高精度的身体或动

作信息，通过积蓄和分析生成顾客需要的有价值信息，

随时随地提供给顾客。

爱普生利用独创的传感与微显示屏技术，致力于开发随身携带的穿戴式产品，使

其成为大众触手可及、随时可获得有助于健康和享受愉悦的有价值信息的产品。

爱普生的穿戴式产品

GPS设备、
动作检测设备

智能眼镜

脉搏感应产品

MOVERIO BT-200

GPS Sports Monitor

高尔夫球挥杆动作传感器
“M-Tracer For Golf”

脉搏计
（注） 预定 2014 年内

商品化

健康领域 运动领域 视觉交流领域

更完美的生活方式

最了解您的咨询专家

更完美的生活方式

新时代视觉交流

随时随地

信息伴您

同行

随心所欲

欣赏影像

改变

工作方式

更完美的
生活方式

数据输入
数据积蓄、

分析并生成各种建议 数据输出

高精度

穿戴式产品

传感数据平台 智能眼镜

智能设备

搭载高性能传感器的穿戴
式产品可随时获取佩戴者
的高精度数据

基于高精度的大数据及健
康、运动等专家们的见解
进行分析

简明易懂地表示分析结果
等有价值信息

为实现更完美的生活，爱
普生所提供的两项价值

云计算

各领域专家

最了解您的
咨询专家

新时代
视觉交流

基于穿戴式产品实现顾客价值的爱普生平台
爱普生独创的智能眼镜“MOVERIO”可以安装各种
应用程序，提供未曾体验的便利性和愉悦。

搭载高性能传感器的穿戴式产品可随时获取佩戴

者的正确数据。并且，通过数据积蓄和分析，向

顾客提供实现目标的最佳方案。

高精度
传感

有价值
的信息

有价值
的信息

高精度
传感



09 10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4 精编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4 精编

制作数据 涂前处
理剂

热压
（前处理剂的固定）

打印 热压固定墨水 完成

制作数据 制作各色丝网版 分别印刷各色制作
各色制版胶片

完成烘干油墨 丝网版的保管

喷墨打印
（数字印刷）

丝网印刷
（模拟印刷）

（注） 本例为深色衣服。

改变工作流程
        降低环境负荷
爱普生应用喷墨技术将原有的模拟印刷改变为

数字印刷，促进顾客工作流程和商务方式的变革，

以此降低发生在顾客处的环境负荷。

Epson Stylus
Of�ce T1110
（2011年）

Epson L1300
（2014年）

kg-CO2 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10

原材料制造 产品生产 运输

使用（耗电量） 使用（墨盒消耗） 废弃、再生利用

91

74

2.0

生命周期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削减（与本公司更换墨盒的打印机的比较）

20.6

（注）印尼型号

微压电技术可同时喷射出多个大
小不同的墨水滴，使色调变化更
柔顺，实现超越分辨率的高质量
图像。

※1 数值根据爱普生的评估条件算出。使用生命周期评估的方法，将耗材生命周期（原材料、原材料加
       工、运输及用完后耗材的废弃、再生利用）中的所有地球温暖化负荷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形式算出。
       二氧化碳排放量随顾客的使用情况而变。
※2 按照国际能源之星规定的测量方法得出的典型能耗（TEC方式），由爱普生独自算出。在每天平均打
       印288张的条件下测试。耗电量随顾客的使用情况而变。

PrecisionCore
微型TFP打印芯片

数字印染改变了工作流程，不再需要制作、清洗与

保管各色制版胶片和丝网版。

喷墨打印与丝网印刷的工作流程

降低环境负荷

（注） 搭载大容量墨袋系统的打印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及耗电量的数据均为日本国内测试。

（注） 数值根据爱普生的评估条件算出。使用生命周期评估的方法，将商品生命周期（原材料、产品生产、运输、顾客使用3年以及废弃、再生利用）中的所有地球温
暖化负荷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形式算出。设定的计算条件是用于印度尼西亚，每天打印25张A4彩色文件，每月工作20天。船运原单位使用一般财团法人日
本船舶技术研究协会的数字。二氧化碳排出量随顾客的使用情况而变。

CO2排放量

80.39
kg-CO2

CO2排放量

3.81
kg-CO2

致力环保

应用喷墨打印技术
“变革打印领域”

爱普生以独创的微压电技术为核心，除了家庭和商务以外，还

针对商业与产业领域以及新兴经济市场顾客的需求开发商品和

服务，并推进商务模式的革新。其中，我们致力于从新的视角

降低在顾客处所产生的环境负荷。

微压电技术所实现的

打印领域的进化
微压电技术是用于喷墨打印头的爱普生独创技术。2013

年9月，我们发表了新一代打印头技术—— PrecisionCore。

这项技术大幅度提高了打印速度和分辨率。爱普生应用这项技

术，提供超越顾客期待的商品和服务，并将革新所有领域的印

刷业务。

应用新思路的大容量墨袋，降低环境负荷

VOICE
使用大容量墨袋是史无前例的

新构思。为了达到以此降低打印成

本、减少耗材更换次数的目标，我

们与相关部门一起，就墨袋的结构

以及在打印机中的设置方法等进行

了无数次商讨。

经历了重重困难，我们终于获

得了连续打印75，000张不需更换耗

材且环境负荷大大低于激光打印机

的成果。

商务喷墨打印机推进项目

熊谷 利广

设计人员
之声

搭载大容量墨仓系统的打印机，在世界各地为降低环境负荷做出贡献

搭载大容量墨仓系统的打印机于2010年在印度尼西亚开始销售，2013年度底已扩展到约130个国家

及地区。该商品以大容量墨仓替代墨盒供给墨水，对进行大量打印的顾客而言它减少了墨盒更换次数，更

便于使用。同时，它还大幅度降低了环

境负荷。

2014年，爱普生开发了搭载“PrecisionCore”打印头及大容量墨袋系统的打印机，其

打印效果能与激光打印机匹敌。并且，与激光打印机相比，该商品的耗材更换次数少、耗

电量低，因此能够大大降低顾客的负担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
CO2排放量的削减※1

搭载大容量墨袋系统的打印机

四袋大容量墨袋

LP-M5300FZ
（同等功能的本公司激光打印机）

52只碳粉盒，6只感光鼓

减少碳粉盒等耗

材的使用量，从

而大幅度降低二

氧化碳排放量

CO2排放量

约95%
削减

搭载大容量墨袋系统的打印机
（下图为全套机型）

织品直喷印刷机
SureColor SC-F2000

（打印75,000张时
的比较）

耗电量的削减※2

搭载大容量墨袋系统的打印机
（上图为标准机型）

LP-M5300FZ
（同等功能的本公司激光打印机）

包括工作和待机

在内，耗电量削

减了约88%，达

到0.6kWh的低

耗电

耗电量

约88%
削减

<耗电量
（TEC方式）

0.6kWh

耗电量
（TEC方式）

5.2kWh

墨仓式打印机

Epson L1300

约90%
削减

约19%
削减

商品
生命周期

墨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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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落地生根的

爱普生环保活动
爱普生于1968年在中国设立了首家现地法人公司。现在我

们在中国设有多家生产、销售基地，中国已成为爱普生的重要业

务经营地区之一。我们在中国应用独立孕育而成的环保技术与经

验，持续开展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降低环境负荷活动。

近年，随着中国的环保意识的不断高涨，爱普生在中国所从

事的工作以及配合所在地域开展的各种活动已经得到了当地社会

的认可。

与地区社会相协调 , 

努力防止地球温暖化
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自

2012年10月起，作为试点企业配合

深圳市政府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工作。任 

景君说道：“为了加深理解碳交易制度，

我们阅读了众多有关限制二氧化碳排放

的国家标准，在此基础上编制了独自的

温室气体管理标准及报告程序等一系列

的管理文件。在以往的节能措施之上，

我们又成立了专门团队负责对工厂内照

明灯具及生产设备实施新的对策。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2013

年度我们的二氧化碳实际排放量比年度配额削减了约30%。”

深圳爱普生
碳排放权交易负责人 
部长　任 景君

致力环保

保护地球环境是跨国
企业的责任
爱普生利用长期磨练积累的环保技术与经验，在全球开展环

保活动。本次，我们介绍其中在中国开展的各种活动。

废水处理后再利用，珍惜宝贵水资源
中国现地法人公司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工厂排水的再利用率并依照法律

规定强化水质管理，持续削减用水量。爱普生精密光电（无锡）有限公司的

光学部件生产工艺中使用纯水。普通的自来水在制备纯水的过程中，会

产 生 带 杂 质 的 废 水。

2010年，无锡爱普生

构建了新过滤系统，使

60%的废水得以重新

利用。剩余的40%的

废水按照比法律规定更

严格的公司内部排水标

准进行处理。

消除浪费，排放物

100%再资源化
爱普生的全球各生产基地于2003年度均达到了排放物

100%“再资源化”的目标，并持续至今。天津爱普生有限公司主

要生产打印头等产品。员工郭 志慧告诉我们：“我们把公司中产生

的一般有价物、有害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等的排放物分成14类。

通过对这些排放物品进行适宜的无害化处理和再利用，每年约有

180吨排放物品被重新利用。”

现在，爱普生的全球各生产基地还开展“省资源活动”，旨在

减少生产工艺中所投入的原材料、化学物质等。

VOICE

关于碳排放权交易我们收到了负责对深圳

爱普生进行现场核查的深圳市南方认证有限公

司担当人员的反馈。“在现场我们看到了深圳

爱普生张贴的环保海报及工厂在落实节能对策

方面细微之处的用心考虑，这些都做得非常好。

让我感受到全体员工的一致努力，才是圆满完

成年度碳配额目标的原动力。希望贵公司以后

有效地发挥自身经验，持续削减二氧化碳排放

为地区社会做更多贡献。”

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机构担当

人员的谈话

赠言爱普生

天津爱普生
排放物管理担当

郭 志慧（左）

垃圾分类箱

（千立方米）

2,268

2006

2,248

2007

1,989

2008

1,835

2009

1,837

2010

1,021

2011

754

2012

796

2013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0

（年度）

中国现地法人公司用水量推移

位于深圳市的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主要负责生产打印机、投
影机等爱普生主力商品。该公司致力于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因此连
续七年被当地评为“鹏城减废先进企业”。

自来水 纯水

65%
供往生产工艺

过滤系统形象图

35%
输往过滤系统

废水处理系统

过滤系统

纯水生成系统

过滤工艺

60％再利用

混
入
杂
质
的
水

40％输往废水处理

处理工艺

收集仓

自来水
储存仓

中国绿色公司百强

2010 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

“金蜜蜂・生态文明奖”

2011年度中国最佳企业公民大奖

中国环境标志贡献奖

2012中国再生资源年度投资

中国贡献奖

中国企业公民最佳环境之友奖

2012 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

“金蜜蜂・入围企业”

鹏城减废先进企业

三星级能效之星企业

2011年度 2012年度 2013年度

在中国荣获的主要环保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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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家庭护理服务”兼顾工作和家庭
商务系统营业部的草间 雅子是使用“家庭护理服务”的员工之一，她在

积累了工作职历后从“主任”晋升为“主事”。

她告诉我们：“我在育儿停职后，利用短时间工作制度复职，两年后又重

新开始去海外出差。出差时为照顾两个孩子而利用了‘家庭护理服务’。客户

来访等不能离开岗位时也利用了这项服务。‘家庭护理服务’是我的后盾，我

觉得有了这项服务才有今天的我。”

她又鼓励其他女员工：“女员工只有提高自己的能力和专业知识，才能在

工作岗位中保持活跃。在抚养孩子等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因为工作无法顾及到

的时候，建议大家利用‘家庭护理服务。’”

董事与女员工开展关于如何保持

女性职场活跃的对话

常务董事兼人事本部长滨 典幸与六名女员工召开了以“女性的活跃”

为题的对话会。※2

对话会以生育、育儿、升级升职等话题为中心，就实际遇到的问题

及意见要求等进行了积极活跃的交谈。参加的女员工中也包括公司管理

人员，大家根据所经历的丰富经验相互交流了如何克服各种困难的意见

建议。

滨 本部长热切表示：“对于大家的宝贵意见公司将做出积极反应，人

事部门亦将对此认真研究，深化改良制度结构。”

※2 滨 典幸于2014年6月就任高级常务董事兼经营管理本部长。

爱普生把员工视为宝贵的“人财 ※1”。为了让每位员工都能在精神充

实、精力充沛的状态下投入工作，获得更高的成就，我们不断努力

创建适宜的工作环境。而且，我们以成为 “让女员工更积极活跃的公

司”为目标，在女员工需要支援的时期提供多种多样的工作方式，以

便让女员工放心工作。

支援抚养下一代的认定标志

用于抚养幼儿的

“家庭护理服务”的引进

本公司在2000年试行制定了“保姆优惠制度”，

旨在从经济方面支援员工兼顾工作和抚养幼儿。但是，

制度中存在着很多不便，几乎没有员工使用这个制度。

因此，当时在人事部负责劳务的三泽 香代急切寻找替

代该制度的便于使用的服务制度。

这时，有人向她介绍了一家外部公司。这家公司

提供与众不同的服务，在孩子生病、突然加班或出差

时派遣专业人员提供育儿和家务服务。三泽自身也在

兼顾工作和育儿的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困难，例如孩

子突然发烧而不得不临时请

假休息或为上班而拜托长辈

带孩子等。所以三泽立刻认

识到这项服务肯定能够得到

欢迎。该项服务试行了一年，

获得了广泛好评。2005年

10月起“家庭护理服务”这项

福利制度正式被引入。

商业打印机事业部 总务组
三泽 香代
（当时在人事部负责劳务）

商务系统营业部 草间 雅子

六人代表不同意见和立场，与滨 本部长进行了真心交流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 完全废除男女工资不平等（1983年）

　　　　　　　　・ 有关生育育儿的主要制度

　　　　　　　　　　育儿停职（1991年引进）　       

　　　　　　　　　　短时间工作（1992年引进）

　　　　　　　　　   家庭护理服务（2005年引进）

　　　　　　　　　　使用医疗休假实现带薪育儿休职（2007年）

　　　　　　　　 　  实现可在学校家长参观日等取得半天医疗带薪休假（医疗带薪休假更名为“健康休假”）（2009年）

　　　　　　　　　 依照日本《抚养下一代的支援对策推进法》被认定为“符合标准的一般事业团体”

　　　　　　　　　　成为日本长野县第一家获得支援抚养下一代认定标志的企业（2007年）

　　　　　　　　　　之后持续更新认定（2009年与2012年更新）

利用人数　 　　122人

利用时间　　2,767小时

家庭护理服务利用实绩
（2005－2013年度累计）

为应对各种工作方式而在日本国内引进的主要制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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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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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0

（年）

（年度）

男性

女性

男性    16.0年　 18.5年

女性    17.4年　 22.3年

本公司平均工龄的比较
（日本国内）

2000年度 2013年度

※1 爱普生把员工视为公司的宝贵财产。

日本国内本公司男女平均
工龄的推移

尊重个性、发挥综合能力

促进生活与工作的
平衡，提升女员工
的职场活跃度

成为女性大展身手的公司

在日本由于引进了各种制度，本公司女员工的平均工

龄超过了男员工。

现在，我们正在研讨开设对话会中提及的公司内托儿

所，并已开始了试点工作，以便支援女性的职业发展。试

点是利用公司宿舍等的一部分设施，将其改装成临时托儿

所供员工使用，托儿所的具体业务由外部承包商进行。

爱普生积极开展各种工作，支持女性活跃在各个工作

岗位上。



15 16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4 精编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4 精编

东日本大地震
对爱普生的影响

Epson Atmix Corporation座

落在日本青森县八户市，主要生产

金属粉体、金属注射成型部件及人

造石英等产品。

大地震后的海啸使工厂及占地

的浸水高度达到约一米，停电持续

到3月底为止。但我们在4月28日

就实现了全面恢复生产。

在地震发生约20分钟之后，位于日本长野县的精

工爱普生总公司就成立了以总裁为对策本部长的综合

灾害对策本部，着手收集信息并掌握集团内部的状况，

有条不紊地决定了之后的支援等具体事项。

鸟越 刚当时负责确保救援物资及采购部件等的物

流、运输。他回顾当时日本东北地区货物运输的混乱

状况说道：“无论准备了多少支援物资、召集了多少支

援人员，只有送到现场才能起作用。但当时的情况是，

地震和海啸使道路中断，许多公路限制通行，运输公

司亦把确保回程汽油作为提供运输服务的条件。那时

遇到的问题全部是初次碰到的，我们借助爱普生内外

的力量，竭尽全力统筹安排逐一解决了问题。”由于确

保了各种运输方式，我们顺利地向受灾事业所送去了

支援物资以及用

于生产复原的设

备等，为早期复

原做出了极大的

贡献。

爱普生以东日本大地震的经验为教训，采取各种措施致力于业务连续性，

例如业务连续性计划（BCP）的改善等。

为了保证产品的持续稳定供应，我们以元器件产品、关键组件及耗材为中

心，从减轻受害程度、修理部品的保障、替代生产的应对和复原程序的明确化

等方面，对BCP进行了改善。同时，我们还通过训练确认BCP的有效性。对

于关键处理系统、重要数据及国际运输方法，我们也采取了对应措施。

另外，我们要求供应商配合

本公司的BCP并落实到实际工作

中去。此外我们还致力于建立在

万一的情况下也能够保证持续稳

定的采购体制。

今后，爱普生也将继续改善

各事业部与各生产基地的BCP，

不断强化业务持续能力。

在业务连续性管理方面所做的工作

确保通往受灾事业所的物流

被全世界人们所信赖

赢得顾客信赖的
爱普生复原力

201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中，爱普生的关联公司、事业

所、员工及家属也蒙受了重创。遭受了这场未曾经历的灾难之

后，爱普生集团上下团结一致，全力投入了生产复原工作。通

过复原工作，我们再次深切感受到爱普生的真正实力以及产品

供应早期恢复对赢得顾客信赖的重要性。

VOICE

本公司是Epson Atmix的产品经销商，向世界

各地的顾客销售金属精细粉体。

地震当天，我和贵公司员工一起，为宣传磁性

合金粉体而在北美出差。地震发生当初关于员工的

平安和生产设备受损状况，我们只能获得零碎的信

息，无法准确掌握对本公司的世界各地顾客的影响。

但是，Epson Atmix充分发挥团队精神，只用

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实现

了设备复原与产品供应，

未给本公司的顾客带来缺

货停产的影响。为此得到

了顾客更深厚的信赖，以

我个人来说，对Epson 

Atmix的信赖和期待也有

了进一步提高。

业务伙伴之声

鸟越 刚（当时是生产企划推进部长，对策小组成员）
是左起第二人

赠言爱普生

大庭 司告诉我们：“地震两天之后的周日早上，来自总

公司和各事业所的货车装载着支援物资就到达了，大家都十

分感动。” 接着，他又回忆起总计117名电力、机械方面的

技术人员所做的贡献，说道：“之后的问题才是最棘手的。如

何去除工厂和占地内堆积的淤泥和漂流物、如何使被1米高

的海水浸泡的工厂恢复生产——这些都是我们从未经历的难

题。如果没有第二天周一到达的通过总公司派遣的电气和机

械方面的技术人员，工厂重新开工至少需要半年时间。他们

做好了通电前所必须进行的作业、准备了必要的设备，还依

次编制了通电时的作业

程序并实施。在他们的

帮助支援之下，我们公

司在这一地区的工厂中

最早实现了生产复原。”

爱普生的主要受灾状况

爱普生拓优科梦 福岛事业所

位于至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
电站20公里圈内，属于避难
区域而关闭。

秋田爱普生

因停电等而停产。从3月22日
起恢复生产。

爱普生销售 仙台支店

大部分员工到东京及其周边
避难。在琦玉支店实施业务。
从4月4日起恢复通常业务。

爱普生销售 郡山办事处

员工到东京及其周边避难，
在琦玉支店、宇都宫营业处
实施业务。从4月8日起恢复
通常业务。

Epson Atmix

海啸造成约一米的浸水等，导致停产。金属注
射成型部件及人造石英从4月4日起恢复生产，
金属粉体也从4月28日起全面恢复生产。

东北爱普生

因停电等而停产。从3月28日起依次恢复生
产。因4月7日的余震所引起的停电再次陷入
停产状态，从4月11日起依次恢复生产。

株式会社太平洋曹和
新加坡支店
部长
吉田 俊介

成为震后复原活动中心的Epson Atmix员工

大庭 司 （事业管理部长，当时是Epson Atmix防灾本部成员）
是左起第三人

2014年1月在原有厂房旁边新建成的福利栋
四楼可作为包括地区居民在内的避难处使用

运往Epson Atmix 的支援物资

2013年10月投入使用的Epson Atmix新工厂建于高地，以防止
海啸袭来

电气、机械方面技术人员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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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德国

应用投影机的影像展现活动

爱普生应用投影机的影像展现技术举办

活动。在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我们通过投影空

间给观众送去惊喜、感动及安慰。2013年度，

应用投影机的影像展现技术我们实施的“数字

水中世界”活动就是其中之一。该活动为病残

儿童提供了体验神奇精彩的水中世界的机会，

满足了这些孩子们的愿望，为众多的孩子们带

来了由衷的喜悦。

与社会共同发展

为世界各地的
孩子们送去感动
和喜悦

作为一名优秀企业公民，爱普生在世界各地积极开展社会贡献活动。我们不

仅提供捐款或赞助等金钱支援，还应用支撑爱普生事业的技术与经验以及派

遣员工进行支援，开展符合地区社会的社会贡献活动。

员工自发开展的“190天
社会服务活动”

Epson Deutschland GmbH（EDG、德国）的所有员工

每年一次为从事社会服务活动而休假。这项活动从2008年

起步，是一项员工自发开展的活动。当时的员工人数为190

人，所以被命名为“190天社会服务活动”。到2014年2月

的总参加人数已超过千人。这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EDG

为地区儿童举办的各种活动。

在新加坡举办的制做蛋

糕活动

爱普生员工为给孩子们送去
温心和快乐，举办了孩子们
特别喜欢的蛋糕制做活动。
孩子们品尝着自己亲手制做
的蛋糕，脸上充满了可爱的
笑容。

VOICE

我们学校走读部蒲公英年级的学生身带残疾或需要医疗护理。这些孩子们很难用语

言表达自己的感情或要求。“数字水中世界”提供影像和音乐相和谐的精彩世界。孩子们

通过视觉、听觉以及触摸用做萤幕的绸布时的触觉来感受这梦幻般的世界，渡过了一段

松弛清馨的时光。希望爱普生今后能为更多需要这种帮助的人们提供如此美好时光。

通过“数字水中世界”享受愉悦轻松的时空

日本长野县安云残疾人学校
走读部蒲公英年级
部长 原 孝雄

通过影像我们把整个屋子都变成了
海中世界。在这个空间里孩子们追
赶着展现在眼前栩栩如生的水中生
物，享受着与影像融为一体的梦幻
时光。

赠言爱普生

养蜂项目的实施
自2014年2月起，EDG为所在地梅尔布施市的初中生

开展养蜂项目。学生们通过与EDG员工一起养殖蜜蜂学习

劳动的乐趣和重要性。学生们还预定在11月的圣诞节义卖

会中销售采集的蜂蜜和用蜜蜡制做的蜡烛，借此机会学习项

目管理的知识。

废纸再生利用教育的实施
近几年，EDG为社区小学提供环保教育支援。这

次，EDG向小学生们介绍了用厨房用品把旧报纸简单

制作成再生纸张的方法。孩子们拿着自己亲手制作的

再生纸张，切实体会到旧报纸也是宝贵的再生资源。

为儿童癌症病院提供的协作
当地的儿童癌症病院为了让孩子们暂时可以忘却病患之

苦，精心为他们筹办每年一度的盛夏节活动。EDG从2010

年起，协助病院举办该活动。期间员工们为孩子们拍照、打

印并赠送给孩子们及其父母亲，获得了众多的赞赏。2014

年，员工们又把自

己拍摄的照片通过

网站拍卖，拍卖的

收入捐赠给病院。

小学生们在自己制作的纸张上用绘画颜料等
绘制了美丽的图案，制作成作品

VOICE

校长Klaus Heesen说道：“这项活动对学校非

常有用。学生们乐意参加养蜂工作，不知不觉之中

学到了很多东西。”

老师Verena Uhl向我们说道：“我非常高兴地看

到学生们在自由时间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感谢提

供如此良好的学

习机会。”

学习教室里无法体验的知识

Maria Montessori中学
校长 Klaus Heesen（最后列左一）
老师 Verena Uhl（右起第二人）

赠言爱普生

“小蜜蜂不可怕。小蜜蜂辛勤劳动，
我们要尊敬它们”学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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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爱普生愿为环保等社会性课题提供超

越顾客及社会期待的价值。

爱普生的优势是创业以来精心培育至今的“省、小、精技术”。这项技

术可以实现节能、小型化及高精度。其实，它也是一项能够为降低环境负

荷做出巨大贡献的技术，可以有效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减缓地球温暖化

进程并节省资源。爱普生认为，提供以本技术为核心的商品和服务，并由

遍及世界各地的各方顾客使用这些商品和服务，必将有益于环保。

而且，遵守企业道德规范及法律法规、尊重人权及员工多样性等企

业行动也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爱普生在全球开展业务。我们于

2004年宣布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并按照该契约的十项原则在集团内外

积极持续地开展了各种活动。

今后，随着社会变化与业务扩展，爱普生也将面临更多更复杂的课题。

针对这些错综复杂的课题，我们也将立足于联合国全球契约，通过业务活

动获得成果，由此持续永久地履行社会责任。

“力争成为顾客所不可缺少的企业”—— 这是爱普生的理想与目标。为

了将其付诸实现，我们铭记《经营理念》，并实践品牌口号“Exceed Your 

Vision（梦想让视野无限）”所蕴含的“通过提供超越顾客和社会期待的商品

和服务而奉献惊喜和感动”之意愿，积极真切地开展活动，不断奉行我们

对社会的应尽职责。

精工爱普生公司

总裁

二○一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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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寄语

力争成为
顾客所不可缺少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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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的回顾
2013年度是《新中期计划》的第一年度。年度业绩

表明，我们为实现既定的战略所做的工作取得了切实

的成果。同时，在日元贬值的契机之下，利润与前期

相比有了大幅度增加。2014年度将坚持《新中期计划》

的战略方向，加快工作步伐。

爱普生今后也将应用“省、小、精技术”所孕育的

独创性核心技术，不断创造全新的顾客价值，扩展现

有事业领域，提供超越顾客期待的商品和服务。

微压电、微显示屏与传感是爱普生的核心技术，

也是爱普生竞争力的源泉所在。这些核心技术建立在

“节省能源消耗”、“缩小外形体积”和“追求精度”的“省、

小、精技术”基础之上。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这些具有优

势的核心技术，在打印、视觉交流、提高生活质量以

及革新生产制造的领域中，提供超越顾客期待的商品

和服务，从而积极扩大事业领域。

打印

提高生活质量

革新生产制造

视觉交流

以爱普生独自的微压电

技术为核心，为所有打

印需求提供爱普生的商

品和服务。

以爱普生独自的微显示

屏技术，努力革新人与

人之间的交流方式。

以爱普生独自的元器件

与传感技术，力争实现

健康、安全放心的生活。

基于“省、小、精技术”推

动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为

革新生产制造领域做出

贡献。

长期愿景《SE15》的方向性

现在的爱普生

面向一般消费者使用的图像、影像输出设备为中心的企业

SE15后期 新中期经营计划

现有事业领域的转型

新事业领域的开拓

下期中期经营计划

创造包括面向专业领域的全新信息工具及设备，

并成为重振雄风再次腾飞的企业。

奠
定
基
础

2016年度

2018年度

2013年度

2015年度

不过度追求销售额的快速增长，

坚实推进赢取利润的经营管理。 

为实现长期愿景《SE15》的三年工作重点

・以增加现金流为重点强化财务体质

・改革收益结构为重新腾飞而奠基

《SE15后期 新中期经营计划（2013-2015年度）》概略

基本方针

企业的目标姿态

运动、
健康、医疗

家 庭
商务 商业与产业

先进国家市场

新兴国家市场

打印 视觉交流 提高生活质量 革新生产制造

微压电

微显示屏 传感

新核心
技术

“ 省 、 小 、 精 技 术 ”  

（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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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 营业利润

销售额、营业利润的推移

销售额

前期比 +17.9%
营业利润

前期比 +299.8%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3年度营业利润变动因素

日元贬值效果

战略成果

212

422

214 849

（亿日元）

经营愿景

《SE15后期 新中期经营计划（2013-2015年度）》

2013年 3月，爱普生制定了截至 2015年度的三年中期经营计划：《SE15后期 新中期经营计划

（2013-2015年度）》（以下简称为“《新中期计划》”）。在这份《新中期计划》中，我们坚持了长期愿景

《SE15》所揭示的战略方向，提出了“不过度追求销售额的快速增长，坚实推进赢取利润的经营管

理”的基本方针，把工作重点放在以增加现金流为重点强化财务体质与改革收益结构为重新腾飞而

奠定基础。

在之后的 2016年度起的下一期的中期经营计划中，我们将致力于从现在的“面向一般消费者使用的

图像、影像输出设备为中心的企业”蜕变成“创造包括面向专业领域的全新信息工具及设备，并成为

重振雄风再次腾飞的企业”。为此，我们把《新中期计划》定为“奠定基础的三年”。在现有事业领域

中，我们将重审商品结构并推进商务模式的转型；在新事业领域中，则将积极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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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把《经营理念》置于企业经营的轴心。在遵守法律法规和企业道德伦理的基础上，通过创造超越顾客

期待的价值的企业活动，建立与全体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赖关系并伴随社会共同发展，从而为创造更美好的社

会而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是我们的使命。

CSR活动观点与《企业行动准则》
爱普生依照《经营理念》，通过创造顾客价值，与

全体利益相关方建立持续永久的信赖关系，并为社会

发展而尽心尽力。CSR是企业作为一名社会成员，为

建立健全的社会而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爱普生认为，

实现《经营理念》的行动就是我们的CSR活动。

为此，爱普生的全体董事及员工必须为实现《经营

理念》而采取行动。我们在2005年制定了《企业行动

准则》，明确为顾客、股东和投资家等所有利益相关方

而应注意的事项及应采取的行动，并在整个集团中贯

彻落实。

2006年，我们又在《企业行动准则》的基础上制定

了《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明确每位员工应采取的行

动。《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

法律法规的动向而随时修订，最新版为2014年4月。

加盟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
爱普生赞同联合国全球契约在人权、劳动、环境

与防止腐败的四大领域中的十项原则，2004年7月签

名承诺参与这项全球性工作。

（摘录）

保护自然环境

我们为实现企业活动与地球环境的和谐，朝着更高的目标积极开展
环保活动。

●9

与社会共同发展

我们对企业活动所涉及的所有区域以及世界各国积极贡献企业自身
力量，与社会共同发展。

●8

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诚实对话

我们积极诚实地向利益相关者传达信息，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
建议。

●7

构筑与合作伙伴的信赖关系

我们期待合作伙伴依照严格的道德观念开展行动，同时尊重合作伙
伴的自主独立，实现共存共荣。

●6

提高人才开发和组织能力

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人才的价值，提高个人与组织的相辅相成
效果。

●5

安全、健康、平等的工作环境

我们尊重人权，创造没有歧视的、开放、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4

努力满足顾客需求

我们时刻从顾客的角度，最优先考虑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依靠全球
爱普生每一位员工的不懈努力，自始至终贯彻品质第一的方针，全
心全力创造和提供能够赢得顾客满意和信赖的产品和服务。

●3

人员、财产、信息的安全

我们确保人员和企业财产的安全，充分重视对所有信息的管理。

●2

行动符合道德伦理并守法

我们遵守法规，依据严格的道德观念开展所有活动。

●1

企业行动准则

爱普生的CSR活动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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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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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行动准则

经营理念

地球环境

地区居民

股东、投资家

顾客

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行政机构

供应商员工

实现《经营理念》的活动

CSR经营

爱普生的CSR

爱普生通过实现《经营理念》的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

爱普生集团概要

公司名称　 精工爱普生公司

            　   (SEIKO EPSON CORPORATION)

创       立　 1942年5月18日

总  公  司　 日本长野县诹访市大和三丁目3番5号 

注册资金　　532亿400万日元

员工人数　　合并 73,171人

　　　　　　 单独 11,680人 

集团公司数　94家（包括非合并报表

                               
子公司及关联公司）

信息关联设备事业领域

销售额        8,364 亿日元

该领域利润    1,215 亿日元 

销售额         1,489亿日元

该领域利润           97亿日元 

  

元器件及精密设备事业领域

传感产业设备事业领域

其它

主要
业务内容

打印系统事业業

视觉交流事业業 

主要
业务内容

微型元器件事业業

精密产品事业業 

主要
业务内容

传感产业设备事业業

主要
业务内容

集团内部服务业等 

销售额     　　   161亿日元

该领域利润      -101亿日元 

销售额    　　      13亿日元

该领域利润 　        -2亿日元 

销售额构成比例

83.4%

销售额构成比例

14.9%

销售额构成比例

1.6%

销售额构成比例

0.1%

家用喷墨打印机

石英元器件

GPS运动终端 高尔夫挥杆分析器 小型6轴机器人 喷墨数字印染印刷机

半导体 手表 金属粉体

办公用喷墨打印机 投影机 智能眼镜

精工爱普生公司　总公司

　公司概要 （截至2014年3月31日）

　合并业绩推移

　2013年度各事业领域概况 

（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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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8,5128,779
9,736

2010 20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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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13年度 销售额 10,036亿日元

849

212246
327

（亿日元）

0

2013年度 营业利润 849亿日元

-500

0

500

1,000

（亿日元）

2013年度 当期净利润 836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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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量 VOC排放量

181吨

53% 削减

56.4万吨-CO2

41% 削减

PRTR排放量

10.2吨

29% 削减

排放物排放量

26,134吨

38% 削减

用水量

7,360千立方米

58% 削减

日本及国际物流中的CO2排放量

15.62万吨-CO2

整机回收量 墨盒、碳粉盒回收量

社会贡献活动金额折算

8,811吨 2,586 吨

2.6 亿日元

         与2012年度相比 -3%　　

         与2012年度相比 ±0%　　

         与2012年度相比 +18%　　          与2012年度相比 -23%　　          与2012年度相比 -4%　　

         与2012年度相比 -4%　　

         与2012年度相比 +21%　　          与2012年度相比 -25%　　

与2006年度相比

目标
达成

目标
达成

目标
达成

目标
达成

目标
达成

与2006年度相比

与2006年度相比

与2006年度相比

与2006年度相比

日本

25% 

美洲 

  4% 

亚洲、大洋洲

68% 
日本

27%

美洲 

26%

欧洲 

22% 

亚洲、大洋洲

25%

$ € ￥$ € ￥

10,036亿日元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1998年 设立

精工爱普生公司 总公司

1942年 创立

Epson America, Inc.
1975年 设立

Epson Europe B. V.
1990年 设立

Epson Singapore
Pte. Ltd.

1982年 创立

商品发送地区
销售额比例
（2013年4月

-2014年3月）

各地区员工
人数比例

（截至2014年3 月）

销售额

欧洲 

  3% 

合并销售额 10,036亿日元 合并员工人数 73,171人

营业
利润

8,512亿日元

0

849亿日元

212亿日元

0

当期
净利润

836亿日元

-100亿日元
0

2013年度2012年度

前期比 17.9%

2013年度2012年度

前期比  299.8%

2013年度2012年度

　业绩指标 （注） 经爱普生分析表明，回收量下降的原因在于整机的小型轻量化、墨盒容器轻量化以及搭载大容量墨仓 系统
         打印机的销售比例增加。

　事业

（注） 生产机种的构成及数量增减而导致排放量增加。

　环境指标

　社会性指标

2013年度　爱普生主要活动指标

 目 标 值　

以2006年度为基准值，制定以下目标值。

●CO2排放量  削减 32%（64.8万吨 -CO2以下）

●PRTR排放量   基准值以下（14.4吨以下）
●VOC排放量    基准值以下（387吨以下）
●排放物排放量      基准值以下（42，425吨以下）
●用水量           削减 50%（8，660千立方米以下）

达成目标值项目上，附有 ★ 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