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2009年4月- 2010年3月 

为顾客

    为社会



1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洁明了地编述了员工为实现2009年制定的长期愿景

《SE15》而团结一致、共同奋进的姿态。我们不仅对

结果，而且对达成目标而开展的活动过程着重予以

描述。

参考的指南
●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2006》

   （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  《环境报告指南（2007年版）》 （日本环境省）

编辑方针
本报告按照爱普生的《经营理念》分章登载了爱

普生开展的CSR活动。编辑之际，考虑到爱普生针

对捕捉到的重要课题所开展的活动对社会、环境问

题的影响，我们从中选择了重要程度高的事项予以

报告。在选定重要报告事项的过程中，我们还听取

了外界有识之士的意见。

针对爱普生认为最重要的工作 —— “顾客价值的

创造”，我们编辑成特辑1：创造、制造和提供；将针

对重大社会性课题的对应，我们编辑成特辑2：为了

实现《2050环境愿景》⋯⋯。另外，我们在整篇中简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对象期间 
2009年4月- 2010年3月　
（注） 包括部分2010年4月以后的最新信息。

对象范围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及95家关联公司（出资比例超过50%的

合并报表子公司），但环保活动报告的对象范围是精工爱普生

株式会社及21家日本国内关联公司和50家日本国外关联公司

（已取得 ISO14001认证且出资比例超过50%）
（注） 文中的“爱普生”指爱普生集团；“本公司”指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发行履历  
自从1999年发行了《精工爱普生环境报告书》以来，每年发行

至今。从2003年起报告书更名为《可持续发展报告》，内容中

又增加了社会性的报告。

下次发行预定 
2011年8月

加盟团体

联合国全球契约日本网络

社团法人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

社团法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社团法人商务设备与信息系统产业协会

社团法人产业环境管理协会

一般社团法人信息通信网络产业协会

财团法人安全保障贸易信息中心  等

报告期间内发生的主要组织变动

合并报表子公司的清算（2家）：

Time Tech （Hong Kong） Ltd.

 爱普生电子技术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有关本报告的咨询窗口：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邮编：392- 8502   日本长野县诹访市大和三丁目3番5号

  电话： 0266- 52- 3131（总机）

　中国地区的咨询窗口：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邮编：100005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89 号金宝大厦七层     

　电话：010- 8522- 1199            传真：010- 8522- 1139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发行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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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人数  合并77,936人

                  单独13,502人 

■ 销售额 /营业利润 

                  合并结算 9,853亿日元 /182亿日元

● 地区统括
● 销售、服务基地
● 生产基地
● 开发基地
● 派驻人员事务所等

商品发送地区销售额比例

各地区员工数比例

日本　地区销售额  3,450亿日元
　　　 员工人数 　 22,602人

   亚洲　    地区销售额  2,098亿日元
  大洋洲　  员工人数　  49,957人

欧洲　地区销售额  2,129亿日元
　　　 员工人数　  2,688人

美洲　地区销售额  2,176亿日元
　　　 员工人数　 2,689人

21.6% 3.4%

21.3% 64.1%

35.0%35.0%

22.1% 3.5%

29.0%

公司概要 
■ 公司名称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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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网络 
■ 集团公司数
    　　　　　 106家（日本国内26家、日本国外80家）

合并业绩

销售额  9,853亿日元

(亿日元)

2006年
3月期

2007年
3月期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9,853

15,495
14,160 13,478

11,224

营业利润  182亿日元

(亿日元)

2006年
3月期

2007年
3月期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182
257

503
575

-15

经常利润  138亿日元

(亿日元)

2006年
3月期

2007年
3月期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138

279

490

632

53

当期净利润  -197亿日元 

(亿日元)

2006年
3月期

2007年
3月期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197-179 -70

190

-1,113

总资产  8,700亿日元

(亿日元)

2006年
3月期

2007年
3月期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8,700

13,257 12,850
11,391

9,173

净资产　　　  2,828亿日元

自有资本比例   32.3 %
 

净资产(亿日元)
   自有资本比例（%）

2006年
3月期

2007年
3月期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2,828

4,745 4,943 4,714

3,186

35.8 36.6 39.3 33.0 32.3

爱普生集团概要（截至201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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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事业员工
构成比例

销售额 (亿日元) 营业利润 (亿日元)销售额构成
比例

-171 -182

-92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3,951

3,116

2,480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23.9%

28.8%

各事业员工
构成比例

销售额 (亿日元) 营业利润 (亿日元)销售额构成
比例

27

-19

-41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839
726

577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5.6%

7.5%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9,029

7,698
7,126

832

301
380各事业员工

构成比例

销售额 (亿日元) 营业利润 (亿日元)销售额构成
比例

68.6%

58.8%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爱普生的主要事业领域

爱普生以“信息关联设备”、“电子元器件”、“精密仪器”的三大事业为支柱。

信息关联设备事业　　销售额 7,126亿日元　营业利润 380亿日元　

　   以在纸张或屏幕上显示图像（静止图像或动画）的技术为事业基础

   电子元器件事业 销售额 2,480亿日元   营业利润 - 92亿日元　

      以“省耗电（低耗电、低电压）”、“省空间（产品小型化）”和“省时间（缩短商品开发期间与交货期）”的“省”的技 

术为事业基础

  
   精密仪器事业 销售额 577亿日元   营业利润 - 41亿日元　

　   以“超精微、超精密加工”、“高精度”和“高可靠性”的技术、经验为事业基础

手表 镜片 六轴机器人 高速 IC测试处理机

定时元器件 传感元器件 光学元器件

USB控制器 单片机 高温多晶硅

TFT液晶面板

喷墨打印机 投影机

大幅面喷墨打印机 页式打印机

微型打印机 电脑 扫瞄仪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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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发挥团队力量，

为顾客，为社会，

为成为不可缺少的企业，

我们团结一致，全力以赴！

总经理致词

高层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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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成长接轨
因受全球范围经济衰退的影响，虽然严峻局势依然持续，但去年下半年起

景气逐渐复苏；又因为我们采取了改善收益的各项措施，使爱普生达成了当初

制定的2009年度实现经常利润盈亏平衡的目标。

尽管如此，爱普生的事业构造改革还处于征途之中。《SE15中期经营计

划（2009- 2011年度）》指明了截至2011年度为止的事业活动的方向，我们

必须通过达成此计划，不惜任何代价实现本项改革。

全世界经过了一个巨大的过渡时期，新兴市场国家已取代了先进国家成为

经济的牵引者。现在，新兴国家不但作为“巨大市场”而不断增强其存在感与影

响力，而且亦成为了“孕育出我们的大量竞争对手的地区”。同时，时代风尚已

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转变为谋求“可持续成长”为前提的社会，顾客所追求

的价值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顾客的价值观”、“竞争对手”如此剧烈变化的形势下，我们认为爱普生

应顺应变化潮流，为顾客提供顾客所追求的、革新性的商品与服务，从顾客获

得成长的机会。

发挥爱普生的强项，以强有力的事业集合体感动顾客
爱普生的成长方案分为两项：

第一项是通过向已处于优势的事业集中，深入挖掘我们的强势技术并传递

信息，从而创造大量的新顾客。还将针对至今为止与我们的事业活动没有接点

的顾客，创造新的价值并提案给顾客。

第二项是创出新的强项。放眼长远，我们首先将在发展现有技术之上创造

出针对全新领域的新核心技术。还将以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生产技术及自动化等

我们所擅长的基础技术为核心，构建起崭新的事业领域。

为了使爱普生成为顾客与社会“不可缺少的企业”，我们需要将事业活动

的焦点聚集到发挥自身的强项，不拘一格地创造出其它公司无法媲美的顾客价

值这一点上。我认为，爱普生长年累月、精心蕴育出的最大强项即为“省、小、

精”技术。它已被社会公认与接受，成为被青睐的价值观。我们将向上述强项

集中，汇聚承担着“创造、制造和提供”的事业活动（参考第15页）的所有员工之

力，力争结出让顾客感动的价值的硕果，创建起“不可缺少的事业”。我相信我

们所集中的“强项”，必定具备能够解决众多顾客所面临的共同课题的潜在能力。

在此之上，我们应尽可能走平台化※1路线并建立起高效的体制，使大量

顾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事业发展中来。

我期待爱普生能以强项为核心，将顾客所期待的真正的价值，通过高效的

“创造、制造和提供”的事业活动，以能够满足顾客的商品或服务的形式提供给

顾客。

※1 指形成通用的基础。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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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2050环境愿景》⋯⋯
人们的关心正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转变为环境友好型商品及循环型社

会。爱普生作为肩负社会责任的企业，今后必须更诚心诚意地致力于环保问

题的解决。

2008年，爱普生制定并公布了《2050环境愿景》。2009年度，为了实现

愿景，我们再三研讨了具体进展方法，又于今年4月制定了《SE15中期环境活

动方针》，今后将把该方针具体展开到事业活动中去。达成该中期方针及具体

计划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制作出将事业与环保相结合的严密方案。我们首先以

降低环境负荷且生产与顾客所追求的价值相符的商品为原则，通过发挥爱普生

的强项，即“省、小、精”技术，高效地制造出最小尺寸、最轻重量的商品。我

认为其结果将会提高商品的设计以及可用性，并赢得顾客的喜悦。另外，只要

把焦点聚集到具有优势的技术上，从按需生产※2的角度推进商品制造，就可

以构筑起环境负荷少的生产工艺。例如使用喷墨技术改革现有生产系统，以及

通过贯彻实施节能措施和提高空间生产效率从而减少能耗。综上所述，我们将

把事业与环境领域的中期活动方针相衔接，努力贯彻并推进“提高生产效率即

等于环保措施”的业务活动。

作为实现循环型社会的新业务模式，爱普生于2008年向日本国外市场投

放了内置大容量墨水盒的喷墨打印机 —— EC- 01。这打破了顾客在每次用完

墨水后更换墨盒的固有观念，而改为用完后将打印机送回爱普生，由爱普生填

充墨水，进行主机再生。它不仅是一款全新概念的商品，还提高了打印机主机

的耐久性，使顾客可以使用更长时间，从而大幅度减少了因墨盒与主机而引起

的环境负荷。今年5月，我们向日本市场投放了针对日本国内市场的机型，期

待能作为不需要更换墨盒、环境负荷少的实惠商品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我们

相信通过这样的每一项进取，都将缩短与《2050环境愿景》的目标距离。

※2 指顾客需要时可以立即提供服务的体系。



8

今年是联合国发起的

“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伴随

日本国内《生物多样性基本

法》以及《2010生物多样性

国家战略》的制定等，使我

们再次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

重要性。同时，这也确实表

明了在不久的将来，将要求

企业及事业活动对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与修复承担一定的职责。爱普生首先将依照这些基本方针切实推进现

行的环境措施，同时从本年度开始着手把握事业活动中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因素。

另外，我们还将继续协助各事业基地所在地的森林保护等，开展“从身边做起”

的员工环保意识的培养及启发活动。

力争成为被全世界人们所信赖、不可缺少的企业
2008年度，本公司的中南美子公司中发生了不正当会计处理的问题。基

于反省，上年度我们对集团下属各公司的管理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总检查。今年

4月，我们又新设了总经理直接管辖的信赖经营推进室，强化组织体制的同时，

着手对集团全体的管理进行从新审视和构建。

爱普生在《经营理念》中颂扬“力争成为被全世界人们所信赖的公司”，业务

遍及全球各地。我们只有依照普遍的观点及原则采取具体行动，才能获得全

世界人们的“信赖”。本公司赞同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的十项原则，并于

2004年正式加入了该契约。自2005年起爱普生遵照十项原则制定了《企业行

动准则》，还为实现《经营理念》而编制了员工行动的方针，将此作为集团企业

活动的根本深入贯彻到每位员工。

爱普生为顾客和社会而存在。全体员工深刻体会该准则，通过每位员工的

值得信赖的行动，在世界各地以“爱普生团队”的形式，为成为顾客和社会的

“不可缺少的企业”而不懈努力。期盼各位人士能赐予更多的鞭策与指导。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董事长兼总经理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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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的经营愿景

为了应对社会的巨大变化，成为顾客与社会不可缺少的企业，爱普生于2009年3月将2015年时自

身的理想姿态汇总成长期愿景 —— 《SE15》。为了实现长期愿景，我们又制定了第一个三年计划：《中期经

营计划（2009- 2011年度）》。

在此，我们重新说明长期愿景《SE15》和《中期经营计划（2009- 2011年度）》的主要内容以及今后的

方向。

下图从技术、领域、顾客价值的角度来表现

《SE15》中描绘的爱普生的理想姿态。

爱普生将精心钻研以精密机电一体化技术为基

础的三大核心技术，即微压电、3LCD与QMEMS

技术，在打印、投影和传感的领域中蕴育出超越顾

■《SE15》的愿景声明

客期待的产品与服务。

而且，通过发挥这些核心技术的潜力，我们还

可以对应新兴经济地区的顾客以及商业产业领域的

顾客等全新领域的需求，实现持续成长。

爱普生将更加努力钻研省、小、精技术，走平台化※路线，

打造强有力的事业集合体，为全世界的顾客创造、制造

和提供使其感动的产品和服务。

■ 《SE15》中描述的爱普生的理想姿态

※ 指形成通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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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

我们将以爱普生独自的微压电技术为核心，除

了家用和商务以外，还针对商业与产业领域的数字

印刷以及新兴经济地区顾客的需求，加快产品开发

和商务模式的革新，为遍及全球的顾客提供便于使

用、令人感动的打印机。

　　　　　投影

我们以3LCD技术为核心，除了针对家庭、企

业与学校的商品外，还将努力开拓电子广告牌以及

用于大型会场的高光束投影机的市场，为遍及全球

的顾客提供便于使用、令人感动的投影机。

微压电技术

这是一项爱普生独自的喷墨技术。它利用

因通电而形变的“压电元件”，通过机械性地加

压而喷射出墨水。

这项技术在墨水喷射的控制、能够对应的

喷墨材料以及喷头的耐久性等方面性能优越，

是一项可以应用在从家庭到商业与产业的广泛

领域、具有高度潜力的技术。

3LCD

这是一种使用三块液晶面板（LCD）构成影

像的投影方式。

爱普生使用独自的技术，创造出明亮自然、

清新悦目的影像。

　　　　　传感

在测试时间、压力和角速度等传感领域中，我

们以将石英作为原料的“QMEMS”技术为核心，通

过进一步融合爱普生拥有的半导体与软件技术，提

供涉及多方面的产品、模块与系统等元器件方案，

为顾客提供放心、安全及使用便利的产品。

QMEMS（Quartz+MEMS）

这是一种以具有高稳定、高精度等优越特

性的石英为原料，使用半导体的精微加工技术

“MEMS”制作而成的石英元器件。我们应用

“光刻工艺” —— 这种在音叉型晶体的生产中已

有30年以上实际经验的技术，为顾客提供超小

型、高性能、高稳定的石英元器件。

　　　　　新顾客价值的创出

顺应“安全、放心、舒适生活”的社会需求，我

们以长期积蓄的商务资产为核心，充分发挥核心技

术优势，努力开拓新的事业领域。

“省、小、精”的技术

这是爱普生的一项强势技术。它既能够节

省能源、时间和顾客所花费的精力等，又可以

缩小体积、减轻重量与降低环境负荷等，还能

实现正确性、细致性以及精密性等对高精度的

要求。

　　　　　投影

我们以3LCD技术为核心，除了针对家庭、企

业与学校的商品外，还将努力开拓电子广告牌以及

　　　　　传感

在测试时间、压力和角速度等传感领域中，我

们以将石英作为原料的“QMEMS”技术为核心，通

　　　　　新顾客价值的创出

顺应“安全、放心、舒适生活”的社会需求，我

们以长期积蓄的商务资产为核心，充分发挥核心技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11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同时，我们又揭示了如下所示的各年度目标。关于中期经营计划
为了实现长期愿景《SE15》中的理想姿态，爱普

生将中期经营计划的目标设定如下： ■ 各年度目标

■ SE15愿景的集团挑战

2009年度

实现经常利润盈亏平衡

重建事业基础，成为长期愿景的奠基石

2010年度

2011年度

企业盈利体质的切实巩固

确立实现《SE15》的
新成长轨道

2010年度的工作
中期经营计划将2010年度的目标设定为“企业

盈利体质的切实巩固”。我们将巩固2009年度所奠

定的基础，落实盈利体质，还将把眼光对准2011

年度（最终年度）的“确立新成长轨道”的目标而开展

工作。

另外，与事业领域中所进行的工作相并行，为

实现贯穿整个集团活动的SE15挑战目标所做的努力

也在各个领域渐渐展现出成果。（参考第12- 14页）

为了重建事业基础，爱普生将通过完成当初设

定的事业结构改革目标，而开拓出实现长期愿景

《SE15》的道路。

■ 中期经营计划目标

凝聚集团全力迎战严峻现实，

利用各种方式转变为盈利体质

面向《SE15》以强有力的事业集合体，

谋求永久生存的道路

集团挑战

研究开发

放眼宏观趋势，究明应实现的顾客价值，设定开发目

标，毫不妥协地钻研技术并将其平台化。

设计与企划

熟悉各地区、各领域的顾客，创造不同顾客真正期待

的价格、价值的产品与服务。

生产

通过彻底磨练各现场的实践能力、坚持不懈的生产技

术革新以及强化设计与销售之间的协作，使生产制造

力在品质、成本与速度方面超越其它公司。

营业与销售

熟悉各地区、各领域的顾客，通过各种方法，向不同

的顾客提案并提供他们真正期待的产品与服务。

经营

明确实现最佳集团企业的方向，与全体员工共享，为

努力实现集团最佳而同心协力、共同行动。

环境

以“省、小、精”技术为基础，将降低环境负荷作为顾

客所追求的价值，通过商品、服务、生产及销售的每

个环节提供给顾客。

将一切重组为以顾客价值为基点的业务模式与流程，贯彻落实“创造、制造和提供”的活动

环保型商品
http://www.epson.com.cn/eco%5Fsite/lifeCycle/utility.asp
环保型商品
http://www.epson.com.cn/eco%5Fsite/lifeCycle/utility.asp
环保型商品
http://www.epson.com.cn/eco%5Fsite/lifeCycle/utilit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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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企划
我们针对投影机及其关键部件的透射式液晶面板的商品群制定了面向

《SE15》的目标，既“在100英寸以上的大画面显示仪器事业领域中成为

当之无愧的No.1”。我们企划设计部门将该目标进行了拆分，展开到每种

商品中。如何才能熟悉顾客、提高顾客价值？ —— 为了让全体成员一起思

考这个问题，并在全员认可的情况下推进商品化工作，我们在商品开发起

步时召开了所有部门的担当人员参加的“启动会议”。在会议中“共享目标”，

努力提高团队的整体感。

顾客满意了我们员工也会满足，然后我们员工的满足又会创造出新的

顾客满意，我认为只有这样的良好循环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大

家一起思考如何才能熟悉顾客、提高顾客价值，之后向高难度目标挑战并

享受挑战的乐趣。我认为这才是实现《SE15》目标的必须条件。

研究开发
在研究开发方面，2009年度内我们分析了总公司研究开发部门与事业

部推进的课题，明确了今后的方针。总公司研究开发部门将以下两项作为

研究开发的重心：一、针对建立顾客不可缺少的新事业的目标，开发所需的

核心技术；二、针对发现扩大现有事业领域的新顾客基础与强项的目标，研

究开发所需的核心技术和通用基础技术。

推进之际，我们将在彻底明确顾客价值以及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决定

具体目标并构建推进体系。我们正在由此拟定开发课题，从事研究开发工

作。我认为SE15集团挑战中重要的是：紧跟社会变化与技术进步的步伐，

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我们将牢记“蕴育新事业”和“扩大事业”的研究开发

目的，全心全意开展研究开发工作，力争创造出得到顾客的惊叹与喜悦的

爱普生商品。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VI企划设计部 部长

小川 恭范

技术开发推进部 部长

小林 高弘

SE15集团挑战中所做的努力
“将一切重组为以顾客价值为基点的业务模式与流程，贯彻落实‘创造、制造和提供’的活动” —— 以此为集

团挑战的口号，部门领导以及相应部门的负责人果敢迎战各自领域中的挑战目标，与此同时，回顾2009年度

的活动并表明对今后工作任务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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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与销售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坚持“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提升顾客价值为目

的”的整体销售思路，通过“深刻理解顾客的商业模式、价值链等发掘顾客

的真实需求。提供能帮助顾客实现其自身商业价值的解决方案，提供完善

的售后和增值服务。”这样一个完整的实现机制，不断地推出真正适合中国

顾客需求的各类产品。

在营销创新方面，我们不断地探索、变革、加大并分享对行业产品及

其应用的研究，针对产品应用广泛的行业，如金融、电子政务、教育、医

疗、印刷、餐饮连锁、零售连锁等，深入顾客现场了解顾客需要，基于“顾

客价值”理念开发并提供适合不同行业的解决方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在渠道方面，我们采用了全新的“交叉销售”模式，允许并鼓励经销商、代

理商销售爱普生的全线产品，提供了让顾客可以更加便利的采购爱普生全

线产品的解决方案。

生产
实现《SE15》的事业活动的口号是“创造、制造和提供”，其中与我们在

海外生产电子部件（石英元器件等）的工厂有关的是“制造和提供”。

我们的职责是通过提供电子零部件，构建起“创造”和“提供”的体制来

支援顾客的商品制造。为此，我们在QCD（品质、成本、交货期）中增添了

F（弹性），努力改善以制造工程的管理方法为首的体制，以此迅速应对顾客

有关数量及性能变更等要求。而且，为了给更多的顾客提供优良价值，我

们还在三年前以Epson Toyocom Malaysia Sdn.Bhd.（ETMY、马来西

亚）为中心，建立了各生产工厂之间学习彼此的优秀事例、互教互学的组织。

我们将继续相互学习各国生产工厂的革新性活动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最后，这些活动都是通过“人”来进行的。唯有培养人才，才能使活动

进行得更深入、更快捷。所以我们将努力致力于人才的培养。

Epson Toyocom Malaysia 
Sdn.Bhd. （马来西亚） 
厂长

Low Jun Sen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信息产品营业担当）

林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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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商品的企划与设计中最重要的是追求超越顾客期待的价值。特别是对

制造商来说，顺应时代潮流提供环保型的商品与服务的工作决不能停步。

以爱普生至今为止积累的“省、小、精”技术为基础，为顾客提供既充实了

性能又缩小了尺寸、减轻了重量、更削减了耗电量的商品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在喷墨打印机的商品开发中引进了“群开发”的方式。即从商品企

划阶段起就将设想的阵容中的所有机种视为一个群体，以零部件、基板、

构成组件等的小型轻量化以及平台化为前提，作为一个“商品群”进行企划。

我们在工作中时刻意识到：这可以在商品化的所有步骤（从设计到售后服务）

中减少原来的商品单独开发方式中产生的浪费，使环境负荷降低的同时，

又与顾客的重要价值相连。

经营
为达成事业愿景，经营中所进行的挑战涉及经营整体，范围广阔。经

过总公司相关部门成员半年以上持续召开会议，以及向事业相关人员的询

问，我们筛选出了组织、人才、信息、守法控制、方针渗透与管理持续改

善等应有形象的课题群，也看清了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向。

我认为，面向2015年的经营的应有姿态决不是固定的、静止不变的。

在外界环境、内部状况会随时变化的前提下，应能够目标准确、随机应变，

更能够反过来影响环境与现状。这才是能够起到引领作用的、充满活力的

爱普生的经营姿态。这是本项挑战中最重要的工作。从2010年4月起，我

们也将遵从上述观点，致力于完成新组织（完善集团管理体制）的任务。

经营企划管理部 部长
信赖经营推进室 部长
（完善集团管理体制担当）

岩波 明

信息影像企划设计第一统括部

部长

横山 孝一郎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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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于2003年制定了《CS品质经营的目标方

向》，明确了爱普生为顾客提供商品与服务时的理想

姿态。此后，我们以“顾客视点”和“顾客价值”为口

号推进活动。

但是，在与顾客相处的各种场合中，我们有时

也能感受到存在未能向顾客提供爱普生真正的“顾客

价值”之处。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让从“顾客视点”出发的行

动成为爱普生的风尚并扎根下来，我们于2009年9

月制定了《SE15 ·CS品质中期活动指导方针》（参考

第17页），致力于创造和提供真正的“顾客价值”。

为顾客，为社会
追求钻研顾客需求的商品

15

特辑首页

以“顾客价值”为基点，强化生产制造

将顾客之声转为现实

壁挂式投影机
BrightLink 450Wi
（中国名称：EB- 450Wi）

这是壁挂式超短焦距专用型号的投

影机。它便于在教育现场使用，既可避

免在画面中投射人影，又减轻了投射光

线射入眼中时的眩目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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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烈地响应顾客的期待
第一个视点是“顾客价值”。的确，我信心百倍

地认为迄今为止爱普生商品已响应了“顾客的期待”。

但是，在应对社会整体正在掀起的结构剧烈变化的

过程中，我体会到如果我们的技术与品质只保留在

如今的“制造商视点”的延长线上，结果就有可能面

临向顾客强卖技术、甚至出现对技术“骄傲自满”的

危险。

为了实现长期愿景《SE15》，我们必须将“顾客

价值”视为基点。我认为正确把握越来越多样化的需

求以及跨越过去被认为不可能的技术壁垒，才能创

造出顾客真心期待的商品。而且，只有依靠技术人

员的毫无畏惧的挑战并攻克技术障碍，才能蕴育出

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的商品。这就是爱普生以“精益

求精”为原则的研究开发和以“创造、制造和提供”为

口号从事生产制造的姿态。

爱普生诚挚地对待“顾客价值”。在此之上，正

如《SE15 ·CS品质中期活动指导方针》（参考第17

页）所述，将推进从商品到服务一贯以顾客为中心的

工作。

以实现循环型社会为目标
爱普生的生产制造中所需的另一个视点是提供

以实现循环型社会为目标的商品与服务。我们既是

制造商，又是力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企业。

为了让有限的地球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的理

想是向顾客提供的商品在结束其使命之后，能全部

落叶归根。

爱普生在2008年制定了《2050环境愿景》，又

于2010年4月制定了以2015为目标的《SE15中期

环境活动方针》（参考第24页）。这里，非常重要的

是应通过我们的本职工作履行制造商的职责。即以

“省、小、精”技术为基础提供商品与服务，以此降

低环境负荷并通过资源循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

会而付诸贡献。

作为一项新的进取，我们将搭载了大容量墨水、

无需更换墨盒的喷墨打印机投放了市场。我们认为

不能始终只进行概念性的议论，重要的是采取实际

行动，一步一步地将愿景转变为具体的现实，并应

用到商品与服务中去。

彻底理解顾客，向技术挑战！
伴随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顾客的行动、价值观、生活方式也变化不断并呈现出多样化。为了更加强

化爱普生的“生产制造”，我作为负责这项工作的董事，正在努力推行“创造真正的顾客价值”的工作。将严

峻的时代视为爱普生的生存之机，实现成为顾客“不可缺少的企业”的目标，我们将从两个视点来开展爱普

生的“生产制造”工作。

专务董事

两角 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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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的生产制造

“创造、制造和提供”

——这是爱普生的基本姿态。



接受评价 创造价值

提供并使用 正确传递价值信息

顾客

创造价值

创造

价值信息

顾客

制造

商品与服务

接受评价

商品与服务商品与服务

提供

顾客信息和价值

SE15·CS品质中期活动指导方针

基本方针（CS品质的构想和声明）

我们要制造可以赠送给珍爱的人的商品和服务

CS品质的目标姿态（建立连结顾客和我们的价值链）

特辑1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SE15 ·CS品质中期活动指导方针》
的制定

爱普生在2009年9月制定了《SE15 ·CS品质

中期活动指导方针》。其目的是为了实现长期愿景

《SE15》的集团挑战口号：“将一切重组为以顾客价值

为基点的业务模式与流程，贯彻落实‘创造、制造和

提供’的活动”。

我们认为，其中重要的是“是否能思考顾客所追

求的价值，将期待的价值反映到商品中去，通过商

品使顾客和我们之间建立起放心与信赖的关系并共

享喜悦”。

为了使以顾客为中心的价值链变得更加牢固，

并使其顺利、迅速、确实运转，我们制定了重点指导

方针使目标姿态具体化。我们认为，全体员工共同理

解目标姿态，从各自的立场追求整体最佳的同时开展

活动，才能实现《SE15》，并与顾客一起品尝喜悦。

17

创造、制造和提供
通过本职工作创造顾客价值的流程
《SE15·CS品质中期活动指导方针》的制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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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员工牢记CS品质的构想和声明，像对待自己或自己珍爱的人一样对待顾客，理解顾客的感受，

为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而努力工作。

18

　从下一页起介绍两位部门长为创造爱普生的顾客价值而做的努力。在日常工作中他们身处

最前线接触顾客，实践着“顾客价值的最大化”。

连结
从正面接受顾客的期待，

实现连结商品和服务、

以顾客为中心的业务流程

1

磨练
为了给顾客持续提供新价值 ,

而提高自身的素养,

不断磨炼团队力量

2

构建
构建起顾客能够放心

选择爱普生的信赖关系

3

行动指导方针

● 从“连结”起点的策划阶段开始全员参加，追求“向顾客提供的

　价值”

● 提供顾客价值的同时，鲜明地表现爱普生所提供价值的意义

● 衡量来自顾客的评价，将其运用到之后的顾客价值中

行动指导方针

● 经常思考自己的技能和职责，不断提高

● 团队充分讨论，团结一体追求更好的做法

行动指导方针

● 向世界各地的顾客提供安全放心的品质

● 确实建立与顾客共存的关系（像和亲朋好友交往一样，

　温暖、熟悉）

从顾客的感受出发开展工作，让“顾客价值”最大化

■ 使目标姿态具体化的重点指导方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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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顾客价值的原点在于“从倾听
顾客的真心话语开始”
我在信息影像事业本部CS品质保证部门从事提

高商品品质、改善业务流程以及改善修理与服务的

工作，负责的是本公司的主力商品：喷墨打印机。

品质保证部门的任务分为两项：1、从顾客出发

设定商品与服务的目标品质，并进行出货鉴定；2、

通过商品开发的一整套业务，明确设计技术部门以

及相关部门的业务流程的课题，并推进改善。针对

集团内外环境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不能宣称我

们的对应已足够充分。因此，我认为应认真听取顾

客之声，切实完成组织任务，从而为顾客提供值得

信赖的商品与服务。

与顾客期待之间的差距
信息中心接受顾客的咨询，例如购入商品后发

觉不明之处以及发生不良时的询问等。信息中心每

天都收到诸如不知道商品的用法、无法得到预期的

印刷效果、发生了故障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等此类顾

客的咨询。我们还对从零售店退回的开箱不良商品

及修理品进行分析。其中，近年来增长较多的咨询

不是故障，而是因使用方法复杂而难以理解或使用

不顺的问题。我们发现特别是增加了新功能时，需

要考虑得比我们的预计更周到才成。以打印机为例，

咨询内容包括无法进行无线网卡的设定连接、不知

道怎样使用不用电脑制作新年贺卡的功能等。我们

对上述问题已进行了改善，并将改善结果继承到之

后的新商品中去。

反思工作体系并进行改革

至今为止的做法是：上游部门制定战略、策划商

品，下游部门生产已决定的商品并进行顾客的对应。

我们分析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无法在得到所有部门的

接受并赞成的基础上开展工作，还将造成当事者的

意识薄弱，一旦发生问题就推卸责任，陷入相关部

门之间的团队精神不能充分发挥的状态，导致无法

充分满足顾客的期待。对此我们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今后将对工作体系及推展方法进行改革。

将顾客之声转为价值创造

使用喷墨打印机的顾客需求多种多样，涉及范

围也极为广泛。使用场所遍及家庭、学校或公司等

各处，用途也涉及兴趣爱好、娱乐到制作报告或业

务等。而且，使用条件也各式各样，因纸张、打印

张数、打印照片或文档而不同。

让顾客从商品的何处感受到价值、从何处表现

其它公司无法媲美的优点、目标品质与价格的设定、

交货期、修理与服务该如何提供等，相关部门中每

天都进行着这样的讨论。

而且，顾客也可以被细分为已决定购买打印机

的顾客、正在使用打印机的顾客、管理打印机的顾

客等等，甚至因国家或地区而不同。但我们将珍惜

所有顾客之声。

   创造、制造和提供

 创造顾客价值的实践 – CS与品质保证 –

IJP ·CS品质保证部 部长

川田 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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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谁、怎样“创造、制造和
提供”什么?
我们所属的信息影像事业本部正在着手重新构

建“创造顾客价值的过程”。所谓“创造顾客价值的过

程”是指由策划中长期事业战略的流程与商品化流程

（商品企划、设计与生产、销售与物流及服务）构成

的一整套流程（图1）。

该过程的改善活动由全体部门参加，从顾客的

角度出发进行充分的讨论。以此为基础，策划事业

战略，推进商品化工作。虽然在这一年中可以感受

到意识的巨大变化，但在实际运用到商品中去的过

程中，仍然遇到了众多的困惑。今后，我们将继续

讨论每一个问题，与执行业务的第一线的技术人员

一起解决。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将从年青人才中培

养能够诚挚地对待顾客，又能够正视现实、解决问

题的下一代管理者。

另外，我们还将信息影像事业本部的全体管理

级别人员聚集一堂，召开了RO（Reliable Output）※1

大会。大会中，参加人员共享了各种事例，例如反

省对顾客带来了不便的品质问题、重新评估工作体

系、推进方法等，大家共同下决心要为顾客提供值

得信赖的商品。

今后，我们将持续完善信息影像事业本部的“创

造顾客价值的过程改革”，率先行动为顾客提供更完

美的商品。

※1 以实现品质问题“0”发生为目标的全员参加的活动。

从顾客的角度考虑

策划中长期事业战略的流程

描绘目标姿态后，

编写实现目标的

方案

中长期商品计划

中长期品质提升计划

中长期降低总成本计划

中长期销售与服务计划

中长期采购与生产计划

中长期要员与人才培养计划

商品化流程

中长期计划

一年后 两年后 三年后

顾客的明确化

 为谁？

想象顾客价值

 什么、怎么样？

制定创造顾客价值的方案

 如何进行？

反馈

商品策划

创造

设计与生产

制造

销售、物流、服务

提供
商品

中长期技术开发计划

■ 创造顾客价值的过程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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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客户，满足生产需求并创
造客户价值
作为专业市场的销售团队，通过与客户直接沟

通，并深入了解客户业务流程，第一时间了解到客

户的实际需求，从而提供产品和服务建议，并以满

足客户的生产需求和为客户生产创造价值为最终目

标。在印刷行业中，数码打样是印刷环节中非常重

要的一个部分，也是爱普生满足客户需求、体现

我们的价值、推动解决方案应用和扩展的关键环

节。在爱普生的合作伙伴雅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雅昌”）准备购买数码打样设备的初始阶

段，我们就深入到客户那里了解客户对制作和流程

的要求，提供对品质和成本的综合分析。无论从数

码端的色彩管理软件，输出制作的打印机，配套的

纸张，还是与印刷环节的生产效率的配合，色彩稳

定等我们都提供一套直观的图例和客观的数据。并

在客户试运行的时期内，共同统计数码流程带来的

好处和问题。以理论知识吸引客户，以实际结果赢

得客户，以价值创造信服客户。当然，摆脱传统工

艺对于印厂客户来说不仅仅是流程简化和成本节约

带来的好处，还有对环境的改变。数码打样减少了

传统打样的菲林和化学药水的浪费，使使用环境干

净整洁，产生飞跃性的变化。对于环境保护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信息产品营业本部

大幅面产品担当部长

黄伟贤

构筑良好信赖关系，为客户创造更
多附加价值
在满足客户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如何持续的使

客户充分信赖我们的产品，并使得客户对我们的依

赖从技术维护转化到技术创新、行业发展等方面是

一个挑战。挑战与机遇共存，面对挑战我们协助雅

昌建立数字化应用标准，共同建立“数码打样中心”。

通过不断的推出数字标准数据，使得雅昌逐步摆脱

人为的主观因素可能导致的错误。所有的操作人员

以数字为最终依据，从而建立一套自己的企业应用

标准。并在提高效率和降低损耗成本方面为客户创

造价值。当然，客户的购买设备的硬件服务也是非

常重要的，针对类似雅昌这样的生产型企业，我们

提供一系列的服务政策确保客户的“Zero Downtime

零停机”。例如热线专席对应，客户维修档案的建

立，维修备件的备库，专门工程师上门等。保姆式

的关怀型销售沟通，使得客户充分信任我们。从而

成为一个多链接信任关系的合作伙伴。作为一个企

业，客户对于信息化产品的需要也是多元化的。当

然，爱普生作为一个信息化产品的提供商，我们也

有很多种类的产品适用他们。办公中应用的商用喷

墨打印机，图像处理中需要的专业扫描仪，会议中

高清晰度的投影机等。雅昌的信息化中无处不体现

爱普生产品的存在。由需求到价值，由价值到如何

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我们和雅昌在整个链接中也

从简单的销售客户关系层面提高到更高的合作伙伴

关系。我们也从单一的推销形式转变到顾问式销售。

   创造、制造和提供

 创造顾客价值的实践 – 营业与销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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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客户多元化发展，实现多元化
价值
随着行业的发展，数码输出技术的囊括面越来

越广。我们在尝试拓展销售领域的同时，客户也在

不断的开拓他们的生产范围。爱普生在影像行业和

艺术品复制行业的成功，使得我们积累了非常丰富

的经验。而雅昌有着丰富的图像资源，无论在摄影

行业还是艺术品复制行业。帮助客户拓展他们的经

营领域，并为客户开创多元化经营模式，创造共赢

的局面是我们服务客户的新目标。我们凭借爱普

生在影像行业的技术为雅昌提供一系列的培训工

作，帮助雅昌在数码输出领域建立起双轨（RGB和

CMYK）运行的优势。当然，优秀的图像表现不仅仅

依赖于爱普生精湛的技术，还有不同的材料。在提

供爱普生自有材料的基础上，我们还配合雅昌开发

适合中国本地的宣纸和绢布。从涂布到色彩表现给

出我们的建议。从而为雅昌开拓多元化经营保驾护

航。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也是非常必要的，可以避

免更多的错误。我们凭借爱普生在全球的优秀成绩，

无论从软件方面，还是材料方面，介绍国外影像和

复制领域成功者到雅昌交流经验，帮助雅昌了解行

业发展。我们欣喜的看到，我们的核心客户雅昌的

高端影像输出和艺术品复制制作的生意已经逐步走

到行业领先的地位。

承担社会责任，树立良好企业公民
形象
作为有社会责任的企业，除了推动在生意的角

度取得成功之外，如何体现企业在社会中的价值更

是非常重要的。通过 ”爱普生影艺坊” 这个平台，我

们协助雅昌在深圳雅昌艺术馆建立 ”雅昌影艺坊” 

—— 华南地区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影像体验中心。”爱

普生影艺坊” 主办的展览都会扩展到深圳”雅昌影艺

坊”，并协助雅昌开展有自身特色的展览，从而拓展

文化宣传。在2008年，雅昌集团董事长万捷先生获

颁2008年CCTV十大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称号，颁

奖词中的“为中国印刷术重新赢得了骄傲与尊严。”，

正是对于爱普生携手客户担负企业社会责任的完美

注解。

作为数码输出行业的领袖，爱普生将始终以与

客户携手共赢，创造更多企业与社会的双重价值为

己任，为推动中国影像文化产业的更快发展而贡献

自己的力量。

爱普生专业版大幅面打印机

——Epson Stylus Pro 9910 

雅昌公司深圳雅昌艺术馆

22



  照片提供：诹访市博物馆（日本长野县）

“御神渡” —— 神秘的自然景观

爱普生总公司座落在日本长野县诹访市的诹访湖畔。冬季随着气温的下降，诹访湖面全面结冰。

零下10℃左右的严寒持续几天后，湖面的冰变得越来越厚。又因昼夜的温度差使冰块反复膨胀与收

缩，就会出现几十厘米高的冰的山脉。这种现象被誉为“御神渡”。

但近年，“御神渡”的出现逐渐减少，人们猜测有可能是地球温暖化的影响。也为了保护这一诹访

湖冬季奇观爱普生满怀诚挚的心情对待环保问题。

2008年 2月 2日拍摄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为了实现《2050环境愿景》⋯⋯
为了地球、为了下一代，实现面向未来的应有姿态！

特辑2

爱普生与全世界人民共享2050年时的应
有姿态，并已开始了各项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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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环境愿景》即爱普生的决意
爱普生在2008年6月发表了长期愿景：《2050

环境愿景》。愿景具体表明了考虑到今后将愈发严峻

的地球环境的危险局面，爱普生作为一家企业必须

实现的应有姿态。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单纯延用现在的做法，愿

景的实现将变得极为困难。如何才能实现按现在的

做法无法达成的愿景呢？ —— 2009年我们描绘了

实现愿景的方案，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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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2050环境愿景》而迈出
第一步
爱普生制定了描绘2015年自身理想姿态的集团

长期愿景：《SE15》。在愿景中作为集团共同的努力

方向，指出了由6大领域构成的集团整体挑战目标。

2009年中，我们研讨了六大领域之一的“环境”

的集团挑战目标，并于2010年4月将基本方针和

2015年的目标姿态作了归纳，制定成了《SE15中期

环境活动方针》。这将成为面向《2050环境愿景》的

2015年的里程碑。今后，我们将依照中期方针积极

开展事业活动。

● 生命周期中的环境负荷减半　　 创造出全生命周期中的环境负荷减半的新商品与服务，满足顾客。

● 循环型商品与服务的扩大　　　 通过提供新的循环型商品与服务，扩大资源循环。

● 先进技术在环境方面的应用　　 在各种领域应用“省、小、精”的先进技术，为降低社会的环境负荷发挥作用。

● 法律法规的遵守　　　　　　　 针对世界上新的环境法律、法规与社会动向，采取迅速、切实的对应措施。

● 环保社区的建设　　　　　　　 通过以商品与服务为核心的环保活动，向着社会与经济的新的可持续发展而挑战。

SE15中期环境活动方针

基本方针（SE15环境声明）

2015年的目标姿态

以“省、小、精”技术为基础，通过商品、服务、生产及销售的每个环节提供被顾客所追求的

降低环境负荷的价值。

为实现“2050环境愿景”而设定的四大目标：

1. 将产品完整生命周期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90％

2. 实现所有产品的资源重复利用和循环利用

3. 将二氧化碳的直接排放量减少90％，并消除二氧化碳之外的其它温室气体的排放

4. 作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当地社区共同努力，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2050环境愿景》的具体内容
http://www.epson.com.cn/eco%5Fsite/concept.asp#headline1

2050环境愿景

　　爱普生认为，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减少环境负荷，人人有责。因此，爱普生致力于

在2050年前将所有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90%。同时，作为生态系

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爱普生将继续与其所在地的社区齐心协力，共同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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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EC-  01的详细情况，请查阅以下网站：
http://www.epson.com.cn/templates/product_article.asp?columnId=1445&pg=&view=&category=&productId=

    为了实现《2050环境愿景》⋯⋯

  以实现循环型社会为目标

爱普生为实现循环型社会而提出的
新提案
“实现所有产品的资源重复利用和循环利

用” —— 这是《2050环境愿景》中描述的姿态之一。

一直以来爱普生就意识到资源循环是降低环境负荷

中的重要概念，至今为止开展了例如“墨盒回家工

程”（参考第73页）等各种工作。

而且，如下页所述，我们认为资源循环型商品

的省资源化以及再生利用能够抑制新资源的采伐或

挖掘，使生物的多样性得以维持。

今后预计循环型社会的重要性将日益增大，爱

普生将通过商品为实现循环型社会付诸贡献。

将我们对循环型社会的想法具体化的商品，就

是“不使用”墨盒的新概念喷墨打印机”EC-  01”。

EC-  01的特征
EC-  01中内置了可以印刷约8,000张A4普通

纸的大容量墨水盒，墨水量降到规定值以下时，也

可以将主机送回填充墨水，进而将打印机主机再生

后重复使用。因此，它不仅可以降低环境负荷，还

能大幅度削减使用成本，是概念全新的打印机。

主机再生而产生的效果

填充墨水并重复使用打印机主机，假设使用相

当于3台打印机的墨水量进行印刷，与本公司的A4

彩色页式打印机相比，生命周期整体中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减少了约85%（本公司的比较结果）。

改变了喷墨打印机固有概念的EC-  01是爱普

生为实现循环型社会所做出的回答之一。

EC-  01
2008年2月投放日本国外市场
2010年5月投放日本国内市场
2008年2月投放日本国外市场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CO2排放量降低了约85%

相当于种

植了17棵
杉树的

效果

本公司A4彩色页式打印机

EC-01

CO2排放量（kg-CO2）

彩色页式打印机

43kg-CO2

281kg-CO2

运输

使用
（墨盒消耗）

原材料制造

使用
（耗电量）

废弃、
再生利用

制品生产

（使用中进行3次再生）

■ 环保性能： 使用中进行了3次再生（使用6年）的情况下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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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EC-  01的详细情况，请查阅以下网站：
http://www.epson.com.cn/templates/product_article.asp?columnId=1445&pg=&view=&category=&productId=

    为了实现《2050环境愿景》⋯⋯

  生物多样性

为维持生物多样性所做的努力
对生物多样性来说，2010年是具有标志性的一

年。联合国将2010年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年，第

10届生物多样性条约缔约国会议（COP10）将在日

本名古屋召开，会议将对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进

行评审并策划2010年后的目标。全世界对生物多样

性的关心日益高涨，企业所做的努力也备受瞩目。

爱普生与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支撑人类生活的根本的事实毋庸

置疑。如图1所示，爱普生的事业也与生物多样性

紧密相连。因此，如果生物多样性不健全，我们的

事业与员工的生活就将无法维持。

爱普生的观点

爱普生在2008年发表的《2050环境愿景》中表

明了面向2050年，“作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当地社区共同努力，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观

点。正如在《经营理念》中编入了“致力环保”的词句

一样，爱普生重视与自然共存的精神从创业起就代

代相传。开发与销售获得了“FSC认证”的喷墨打印

机用纸以及农林复合形式的造林活动等，就是我们

取得的具体成果之例。

爱 普 生 将 如 何 为 维 持 生 物 多 样 性 而 尽

力？ —— 首先我们应进行的工作是着实推进至今为

止所做的“降低事业中的环境负荷的活动”，其次将从

以下阐述的两大观点出发推进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工作。

通过事业所做的努力

如下表所示，推进“防止地球温暖化”、“资源循

环与省资源”与“化学物质管理”，是考虑到爱普生

的事业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联时所必须做的工作。

而且，我们将对爱普生的事业活动与生物多样性之

间的关系进行更具体的把握。

爱普生为维持生物多样性所做的努力
● 通过事业维持生物多样性
● 提高员工对生物多样性的意识水平

活动主题 主要工作
与生物多样性
的关系

为维持多样性
的工作方向

防止地球
温暖化

商品的节能设计、
生产工艺及运输时
的对策

因地球温暖化导
致生物的大量
绝灭

推进防止地球温
暖化的工作

资源循环
与省资源

商品：省资源与再生
利用
减少废弃物

因资源的采伐与挖
掘而损害生物的多
样性

减少新资源的
投入

化学物质
管理

削减制品所含化学
物质以及在生产阶
段的使用量

有些化学物质对生
态系统造成恶劣
影响

贯彻化学物质的
管理

地球温暖化可以使用温室效果气体为指标进行评

估。但就生物多样性而言，仍有很多不明之处，观点

也众说纷纭。虽然大家都肯定其重要性，但实际应做

什么，大家都不知所措。

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才需要让员工们正确理解

生物多样性。可以通过直接接触自然来帮助理解，提

供接触的机会是公司的必

要职责。而且，重要的是

浅而易见地表明爱普生与

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因此，

我们正在着手进行将彼此

之间的关系可视化的工作。

我相信，发现与理解必然

能引导出行动。

担当人员之声

地球环境推进部

生物多样性担当

平岛 安人

■ 爱普生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图1）

爱普生

事业活动 员工的生活

地下资源

因采伐资源及原料化
而造成的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

生物多样性

直
接
与
间
接
的
影
响

■ 环境措施与生物多样性的关联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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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的信赖经营

我们实践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企业经营，

与社会共同发展。

经营

信赖经营的概念
爱普生认为，《经营理念》的实现，即实践已编入理念的“信赖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根基。我们极为重视以

下工作，即在遵守法律法规与企业伦理等的基础上，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建立信赖关系，成为能够被永久信赖、

存在的企业，与社会共同发展并为创造良好的社会作出贡献。

爱普生的企业经营目标=信赖经营的不断实践

经营理念
（1989年7月制定，1999年3月修订）

客户优先、致力环保、

尊重个性、发挥综合能力，

力争成为被全世界人们所信赖、

与社会共同发展、开放的公司。

我们充满自信，

为不断的挑战和创新而自豪。

（爱普生已将《经营理念》翻译成14种语言，在整个集团内共享）

行
动
符
合
道
德
伦
理
并

守
法

人
员
、
财
产
、
信
息
的

安
全

创
造
顾
客
价
值

安
全
、
健
康
、
平
等
的

工
作
环
境

提
高
人
才
开
发
和
组
织

能
力

构
筑
与
合
作
伙
伴
的
信

赖
关
系

与
利
益
相
关
者
之
间
的

诚
实
对
话

与
社
会
共
同
发
展

保
护
自
然
环
境

信赖经营=CSR经营

供应商员工

行政机构 地区居民 非政府组织 /非营利组织

顾客

股东、投资家地球环境

信赖经营的“九大支柱”

爱普生认为“CSR活动”就是“信赖经营的实践”，

并开展活动至今。今后，我们也将一如既往保持这

一原则性的观点。

左图所示的九大支柱是爱普生实践“信赖经营”

的基础，在《企业行动准则》的九大领域中显示爱普

生认为重要且应在集团上下共享的价值观。

27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为了实现《经营理念》并将其保持下去，爱普生

于2009年10月全面修订了《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

我们在修订中对应了现行法律和集团内部规程，又

扩大了价值链整体的叙述范围等，使内容变得更易

理解，以此更加提高员工的规范意识并使其成为每

位员工的行动依据。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把每年10月定为“企业道

德伦理月”。本公司从2009年起相应设定了“信赖经

营推进月”。为了让爱普生的每一位员工都能重新认

识到自己的行动与信赖经营的实践紧密相连，推进

月中日本国内的全体员工一起朗读《经营理念》、阅

读《企业行动准则》和《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

我认为，关键的是能让员工感受到《经营理念》

和《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与自身紧密相关，在日常

行动中能够无意识地依照《经营理念》采取行动、做

出判断。今后，我将努力开展持续性的全员参加的

渗透、启发活动，让理念在员工的本质性的思考方

式与意识中扎根；还将实施意识改革，以实现经营管

理层的率先示范和形成舒畅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

的干劲从而增强企业自身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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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行动准则》与《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

为了具体实践爱普生所提倡的“信赖经营”，我们在2005年9月制定了

《企业行动准则》。作为企业活动的行动指导方针，规定了将企业活动分类

为九大行动领域。我们还在2001年制定了《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并在

2006年和2009年10月进行了全面修订。它规定了应成为员工的行动和判

断的依据的价值观及行动，已在集团内实现了共享并已被具体实践。

信赖经营推进室 室长
小山 正弘

为实现《经营理念》持之以恒
为了成为顾客和社会的不可缺少的企业，爱普

生将《经营理念》中所蕴含的“信赖经营的实践”定位

为爱普生的“CSR活动”，全体员工立足本职工作为

实现值得信赖的企业的目标而开展活动。为了进一

步完善集团整体的管理体制、强化信赖经营的基础，

2010年4月，我们新设了总经理直接管辖的“信赖

经营推进室”。我应总经理之命而担任了该室的室长，

再次感到责任之艰巨。

2008年，爱普生的中南美子公司被查出存在不

正当会计行为；2009年液晶显示器事业的子公司接

受了与反垄断法相关的司法交易。这些给以顾客为

首的各利益相关方带来了诸多不便。

事件之后，为了确保会计处理的正确性，我们

在集团内策划了防止再发的措施并设立了监视委员会

管理进展状况。另外，我们还持续开展了包括经营管

理层在内的集团内教育等活动，敦促遵守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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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的CSR活动

我们所认为的CSR，

即实践《经营理念》中颂扬的“信赖经营”。

尊重联合国全球契约与实践
爱普生依照《经营理念》力争成为被全世界人们所信赖的公司，在全球各地开展业务。在这种环境条件下，

只有在推进符合国际标准的事业活动的同时响应社会要求，爱普生才能获得全球顾客与社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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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承诺以来，我们分析了爱普生存在的问题与课题，持续努力着手改善。其具体的

行动内容，与爱普生实践信赖经营时所依据的《企业行动准则》以及将其更具体化的《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紧密

相关。

《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与爱普生《企业行动准则》之间的关系

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                                                                 企业行动准则

原则 1：企业界应支持并尊重国际公认的人权 ･････････････････････原则：1、4、5

原则 2：保证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 ･･･････････････････････････原则：2、4、5

原则 3 ：企业界应支持结社自由及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 ･････････････原则：5、7

原则 4 ：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和强制劳动 ･････････････････････････原则：4

原则 5 ：切实废除童工 ･････････････････････････････････････････原则：4

原则 6 ：消除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歧视 ･････････････････････････････原则：4

原则 7 ：企业界应支持采用预防性方法应付环境挑战 ･･･････････････原则：5、8、9

原则 8 ：采取主动行动促进在环境方面更负责任的做法 ･････････････原则：5、8、9

原则 9 ：鼓励开发和推广环境友好型技术 ･････････････････････････原则：3、5、9

原则 10 ：企业界应努力反对一切形式的腐败，包括敲诈和贿赂 ･･････原则：1、5、6

2007年，我们还表明了支持联合国全球契约、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

国设立的负责保护世界环境的机构）三方提倡的《关注气候·商界领袖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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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预想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2009年4月，爱普生在联合国大学召开的年度总会中

代表当时参加分会的11家企业，汇报了我们参加后的第一

年度（2008年度）的分会活动成果。

现在，参加分会的企业也有所增加。我们与志同道合的

近20家企业一起，

以供应链相关课题

及其解决、国内外

其它企业的研究等

为内容，继续开展

分会的活动。

在联合国全球契约日本网络中所做的努力

本公司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加盟企业，为了表明实践全

球契约十项原则的透明性，每年向利益相关方汇报年度活动

（COP报告）。自2008年度起，我们又参加了全球契约组织

中的联合国全球契约日本网络的“供应链分会”。

2009年度，为了履行作为干事企业的职责，在与其它

负责干事业务的企业建立有机关系的同时，我们和不同行业

的企业一起出谋划策、交流经验，并将结果汇编成《优良实

践》等。

我们还将该成果传递给社会，以还原于社会为目标，开

展自发性的分会活动。由于参加分会的企业多姿多态，企业

文化也各不相同，因此，将各个企业聚集一起开展活动需要
在年度总会中汇报时的情景

联合国全球契约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Languages/chine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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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环保　　　　　　　　　　     37- 56页

综合介绍环保活动

尊重个性、发挥综合能力                57- 62页

介绍针对员工所做的努力

被全世界人们所信赖　　               63- 68页

介绍实践信赖经营的有关活动

与社会共同发展　　　　　        　69- 76页

介绍爱普生所开展的社会贡献活动与各种交流活动

为不断的挑战和

创新而自豪  
2009年度CSR活动报告
爱普生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建立信赖关系，

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同时，实践“信赖经营”。

以下根据爱普生《经营理念》分为5章
介绍 2009年度（2009年4月 -  2010年3月）的CSR活动。

客户优先　         　　　　　　　  31- 36页

介绍有关创造顾客价值、提高品质以及放心、

安全活动中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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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顾客之间的良好关系係
顾客价值是指深受顾客喜爱、感动顾客的价值，

以及能与顾客共享喜悦的价值。我们认可但顾客不

接受的价值不是顾客价值。

全体员工将钻研顾客价值，为开发实现顾客价

值的独创技术以及提供站在顾客角度的独一无二的

服务与支援而不懈努力。

为了与顾客建立信赖关系，我们致力于构建起

让顾客放心选择爱普生的良好关系，即：

• 向世界各地的顾客提供安全放心的品质；

• 确实建立与顾客共存的关系（像和亲朋好友交往一

   样，温暖、熟悉）

我们牢记以下的声明投入工作：

    “我们要制造可以赠送给珍爱的人的
     商品和服务”

爱普生所认为的品质質
爱普生所认为的“品质”不仅涉及商品的品质，

而且与员工每个人的行动与思维方式、甚至与企业

活动整体有关。唯有随时从顾客的视点来考虑商品

与服务的品质，顾客才会赐予我们对商品的信赖与

放心。

为了实践我们的愿望，2002年我们制定了《品

质理念》并翻译成14种语言，使其渗透到全世界爱

普生的每一个角落。

31

顾客价值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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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优先 —— 顾客与爱普生

品质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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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质方针

1. 所有的程序和业务均应以“三现主义”为行

    动准则。

2. 随时随地都应迅速有效的运用PDCA 循环

    法则。

3. 建立和完善对失败原因能够进行透彻分析、 

    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规章制度和体系，

    以防止问题的再次发生。

4.提供“优于顾客期待的服务”、让顾客放心

   购买并舒心使用爱普生的产品。

5.重视顾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使之成为

   开发新产品的重要源泉。

6.越是负面和不利的信息，越要做到不堆积、

   不隐瞒。

7.养成认真对待每一件最平凡、最简单工作

   的良好习惯与风气。

注解：

“三现主义”：现场、现物、现实（到现场、看实物、重事实）
PDCA：Plan（计划）、Do（实施）、Check（检查）、Action（改进）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32

与顾客共同进行的商品制造
为了使爱普生的商品成为被顾客认可的、有价

值的产品，我们开展了商品策划及开发阶段就让

顾客一起参与的活动，从而提高商品使用时的便

利性。

访问顾客訪問

为了制造与顾客的使用环境相符的商品，我们

在日本国内外进行了访问调查。

爱普生的员工直接前往购买了爱普生商品的顾

客家中或办公室等处，在实际使用环境中听取顾客

对设置情况、使用方法、程序掌握、要求希望和使

用中的不便等的意见。

在这里得到的结

果由相关人员进行分

析，反映到下一机型

的商品开发中去。

由老年人进行的评估验证

爱普生也致力于制造便于老年人使用的商品。

因此，我们在公司外部人员的协助下，从老年人的

角度评估、验证商品是否便于使用、是否容易理解。

例如：我们反复多次让老年人试用开发中的喷墨

打印机，验证是否便于使用，并将验证的结果反映

到商品中去。

另外，对于操作面板上的标记，我们听取了各

位老年人的意见，确认是否容易看清后，将意见反

映到新商品中。

为了让更多的顾客使用我们的产品⋯⋯

爱普生考虑到商品使用的便利性，将具有各种

身体特征的人士的意见反映到商品中去。收集意见

时，我们除了让本公司员工或特例子公司的员工参

加以外，还邀请附近的残疾人支援中心给予协助。

我们将通过以上活动收集到的宝贵意见反映到商品

制造中去，尽可能让更多

的顾客感受到“商品使用

的便利性”。

公司内产品试用制度的运用

我们还采用了“公司内产品试用制度”。具体做法

是以员工及其家属、友人为对象，让其从用户角度评

估商品并将使用时的真实感想反映到商品开发中去。

应用本制度可以反复地进行评估与改善，能够

开发出更满足顾客的商品。另外，通过该制度还获

得了另一种效果，那就是提高了员工以顾客的视点

进行商品制造的意识。

听取文字是否容易看清时的情景应用模拟器进行评估时的情景

由使用轮椅的人员进行的数字式一体机

的操作性评估

由色盲人员进行的使用说明书的评估

由视觉障碍人员进行的一体机面板评估

前往顾客家中访问调查时的情景

（听取有关投影机的使用意见）

公司内产品试用人员进行评估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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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造超越顾客期待的商品⋯⋯

在此介绍一位美国老师的体验报告（摘录）：

“把白板改为爱普生的对话型投影机后，上课

情景与以前大相径庭。就连上较难的课程时，学生

们也纷纷举手，举起的手就像在教室里掀起了波浪。

更令我惊讶的是当我叫到该课程不太好的学生的名

字时。这位学生边说‘谢谢老师’边走上前来，用

特殊的笔写下了正确答案后，又向我送来了微笑。

⋯⋯”

（使用情景参考第15页）

将与顾客之间的对话转变为原动力

“以顾客为中心，创造、制造和提供” —— 话虽

容易，实际却并不简单。2007年投放北美市场的支

票扫描仪从企划到试制、量产为止，我们自始至终

与顾客保持密切交流才使该商品问津于世。

把趣意融入商品中

在BrightLink 450Wi之前，我们也曾经同样把短

焦距投影机作为针对学校的商品投放市场。这次的商

品是在听取了使用原有机种的顾客的意见之上，以“让

顾客更加喜悦”为目标，从根本上对其进行了重审。我

们将开发的概念从单纯的投影机扩展为“使用投影机，

让上课更生动活跃”，并将其定为开发目标。

我们从商品企划部门获得了以下的信息：如果能把

投影机从纯粹的“只投影”商品发展为可以在投影画面

上书写，就能实现教材与学生的互动⋯⋯。听到这个

概念时，起初我们只感到很“有趣”。之后当我们制作

了这个可以互动的试制品，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想

法逐渐转变为如果这种投影机能让教学更生动愉快

⋯⋯后，我们才真正地意识到“要把趣意变为商品”。

虽然需要我们解决的课题

涉及广泛，但我们积极挑

战绝没放弃。因为，我们

有非常明确的目标。那

就是：“让顾客更加喜悦”，

让顾客的期待无限。

开发人员之声葉

开发成员

不断地记录

开发之缘是2004年上市的TM- J9000。该商品

投放市场后，北美的A公司建议共同开发银行专用的

扫描仪。最初，我们当然什么也不懂。开发成员在商

品策划之前，首先听取了A公司以及美国的大型金融

机构的意见。在面谈的过程中我们逐渐看清了市场的

形势，认识到这将是开拓新销售领域的机会。

之后，我们制作了“设想图”与“实物模型”，获得

了该提案的直接反馈。这使我们在试制阶段就明确了

“什么才是方便顾客使用的商品”。

从试制到量产，我们按照顾客实际操作商品的步

骤编制出操作手册，并打印出来，在上面不断地记录

下各操作过程中的问题，使各位担当人员了解到应对

什么做怎样的改进。另外，通常我们难以在量产前确

认品质，但这次我们使用了银行内实际处理的支票评

估了品质。TM- S1000就如此诞生了。商品上市之

后与顾客之间的对话仍然继续，直到现在为止。今后，

我们还将继续努力不断提供超越顾客期待的商品。

开发人员之声葉

开发人员与当时的模型

　可以在投影银幕中用笔书写并保存的新构思投影机

  壁挂式投影机
  BrightLink 450Wi
  （中国名称：EB- 450Wi）

　追求便利性的爱普生的首台支票扫描仪

  支票扫描仪
  TM- S1000
   （在美洲、欧洲及

     亚洲等地销售）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以顾客为优先的服务活动動
爱普生为电脑、打印机、扫描仪、投影机等商

品分别设置了“信息中心”，接受顾客的咨询。

爱普生销售株式会社除了听取顾客对信息中心

的对应的意见以外，还对“顾客的满足程度”、“站在

顾客的视点来看，如何评价本公司的对应”等进行自

我反省，从而发现新的课题并进行改善。

本项改善活动按照以下流程，旋转PDCA循环

进行。

磨练服务技能的活动
爱普生销售株式会社为提高从事修理业务的服

务人员（CE）的技能水平，每年举办“CE技能大赛”。

大赛中不但对比赛课题的修理速度与正确性进

行“技术方面的评价”，还在实际表演中审查“对顾

客要求的对应”以及“作业现场的考虑是否周到”等

项目。例如作业中发出较大的声响或清扫不干净时

将被扣分。

来自全国各地区的参赛服务人员在比赛的紧张

气氛中经过“预赛”与“决赛”，最后被评定为“优胜

者”、“第二名”和“第三名”。评价重点为以下三点：

• 对爱普生商品的知识与能够修理的机型范围

• 修理处的正确判断与根据顾客的情况迅速而准确

   的操作

• 使顾客“下一次也选用爱普生”的提案与建议

为了让通过比赛磨练了“技能”的服务人员为顾

客发挥才干，我们今后仍将继续开展本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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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度改善事例

在“信息中心”得知需要修理时，让顾客重新

联络“修理中心”办理修理手续的程序较为繁琐。

在“信息中心”得知需要修理且顾客也同意修理

时，可同时办理修理的申请手续。（正在分期导入）

审查员与参观人员的情景比赛的情景

2009年优胜奖杯的得主是“盛冈地区”
的服务人员

■ 服务人员技能大赛的情景

■ 改善顾客对应品质的流程

问卷调查

目标设定的重审

P D

CA

品质改善的循环

与其它公司的比较、行业内所处地位的确认（每年实施）

顾客满
意度的调查
（每月实施）

分析与结果的汇报

分析与结果的验证
探讨对策

改善活动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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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善品质方面所做的努力
爱普生的改善活动 （E- KAIZEN活动）

爱普生将个人进行的业务改善活动与小集团

进行的改善活动合并，自2003年起将其更名为

“E- KAIZEN活动”，推动集团整体的改善活动動

全球开展的品质改善活动

由于事业的结构改革与事业的集中化，2009年

度日本国外的小组数有所减少，约有1,300个小组。

尽管如此，在制造基地向海外转移的过程中，小

组间的交流也日益增加，使日本国外制造基地的小组

活动愈显活跃。

■ 地区推进体制

■ 日本国外小组数的推移

品质管理教育

为了培养能在现场进行改善的人才，我们正在

进行全世界统一的品质管理培训。由日本的培训员

在日本国外各事业基地

培养现地的培训员，让

培养成的培训员从事直

接的指导工作。

日本国外制造基地的改善活动

日本国外制造基地的改善活动不局限于制造现

场，还积极地与上游的设计部门共同研讨，这使课

题得到了尽快的解决，

使改善得到了迅速的

对应。

全球小集团活动事例发表大会

我们每年召开一次全球范围的小集团活动事例

发表大会。这是爱普生小集团活动的顶峰。2009年

度的大会聚集了来自10个国家的31个小组，各小

组发表事例汇报积极活动的成果。近年来，日本国

外的当地法人的小集团

活动水平蒸蒸日上，已

达到了获得总经理奖的

水准。

制造作业人员与设计人员进行的生产验证

日　本

中　国

东南亚

16家事业所与关联公司

8家当地法人

9家当地法人

负责人会议与事务局会议地区事务局

总公司

品质管理培训的情景

全球小集团活动事例发表大会動

■ 获得金奖与总经理奖的小组所属的事业所与         
     当地法人

2006年度 2007年度 2008年度 2009年度

半导体事业部 ★ 深圳爱普生
★ 爱普生PT.Epson 
Batam

★ 天津爱普生

EID 深圳爱普生 深圳爱普生 爱普生菲律宾

TFT事业部 半导体事业部 天津爱普生 深圳爱普生

半导体事业部 半导体事业部 TFT事业部

 日本国内事业部  日本国外当地法人  总经理奖★

个人所进行的改善活动 小集团所进行的改善活动

  业务改善提案   QC小组、PM小组

  以业务组织为主导的改善活动

  项目形式的改善活动

■ E- KAIZEN活动的详细内容

0

500

1,000

1,500

653

762

1,034

1,282
1,350

1,538
1,598

（年度）20092008200720062005200420032002

（小组数）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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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供世界统一的高水准的放心、
安全与顾客满意
为了在世界中任何国家或地区都能提供同等的

品质，爱普生规定了集团统一的品质保证规程与产

品安全管理规程，实现了世界同一水平的品质管理。

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安全性与环境法规的合规

性，我们设定了集团统一的品质规格—EQS（Epson 

Quality Standard、爱普生品质标准），广泛实施超

过世界各国家地区的安全规格或法规要求等级的自

主规格管理，努力为顾客提供安全与放心的产品与

服务。

另外，我们设立了专用解析设施，用于再现在

顾客处发生的有关产品安全性的现象，以追究原因；

我们还引进了专用设备和分析仪器，用于测试包括

引发建筑物综合症的物质在内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等，以此强化针对商品释放的化学物质的管理对策。

我们把验证结果反映到EQS，与以往相比，更加强

化贯彻安全品质（例如

从产品的企划、设计阶

段起消除危险因素或确

保误使用时的安全等），

致力于制造更安全、放

心的商品。

在此之上，我们还根据有关产品安全的基本方

针，积极地向顾客公开产品的安全信息，并针对全

体员工实施产品的安全教育等。

今后，我们还将再接再厉，形成每位员工在各

自的业务及行动中以顾客为中心，创造、制造并提

供商品与服务的风尚。

产品安全的观点

爱普生认为：保证顾客对爱普生制造、销售的商

品的安全性的信赖是经营管理上的重要课题。为此，

我们依照《经营理念》中的“客户优先”的宗旨，为确

保产品安全而积极、努力地开展工作。

用X线CT装置进行解析时的情景

2010年4月，号称影像业界奥斯卡的2010年度

欧洲最佳影像产品大奖TIPA（全称Technical Image 

Press Association）正式公布，在高端数码影像输出

领域稳居市场第一的爱普生，凭借A2+幅面专业影像

打印机 —— Epson Stylus Pro3890，以9色爱普生

“世纪虹彩K3 VM”颜料墨水系统、全新的LUT（色彩对

照表）技术、独有的“微压电”打印头及纤小的外形等优

势，将“最佳专业级照片打印机”大奖拿下。同时，爱

普生还获得“最佳专业级照片投影机”和“最佳照片扫描

仪”两大奖项。

TIPA是由来自13个欧洲国家的29个出版社共同

组成的专门协会，是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摄影与

影视媒体协会，旨在促进影像技术在欧洲的发展和应

用，评选标准注重创新、尖端科技应用、设计、人体

工学、便捷使用以及性价比。每年，TIPA都要评选出

被认为是当年最出色的影像产品。因其独立、权威与

专业性，每年的TIPA获奖产品都成为消费者选购时的

重要参考。

Epson Stylus Pro3890使用9色爱普生“世纪虹

彩K3 VM”颜料墨水，以及全新的LUT优化技术，使

作品消除颗粒感，过渡更平滑、同时减少了同色异谱

现象，进一步提高了打印质量。同时，爱普生独有的

“微压电”打印头针对爱普生“世纪虹彩K3 VM”颜料墨

水进行了优化，以保证快速打印输出和极佳的图像质

量。打印头每次移动可覆盖1英寸宽度，新型的打印

头涂层可以保证在高工作负荷时准确的墨滴定位，从

而保证了打印质量的稳定和持久。可用来制作高品质

收藏级的照片。

至今为止爱普生已经连续10年以上在多个产品领

域中获得TIPA大奖，其中在打印机领域已经连续9年

获最佳产品奖。

Epson Stylus Pro3890 获2010年度
TIPA“最佳专业级照片打印机”殊荣

更多获奖信息
http://www.epson.com.cn/templates/news_list.asp?columnId=283&pg=&view=&category=&productId=

A2+幅面专业影像打印机
 —— Epson Stylus Pro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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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与事业紧密相连的环保活动的转变

我们通过事业活动，将降低环境负荷

作为顾客所追求的价值而提供。

37

致力环保 —— 地球环境与爱普生

※ 首先描绘出应有姿态和理想姿态的愿景，然后研讨为了达到此愿景的具体策略的手法。

■ 通往《2050环境愿景》之路

回首环保历程
至今为止，爱普生针对社会变化制定了环境综

合措施，提出具体目标并开展了活动。

在1998年制定的《Action07环境综合措施》

中，作为企业责任我们应对了涉及广泛的环保问题。

2006年制定的《Action2010环境综合措施》中，我

们将环境与经济直接接轨，既降低了环境负荷，又

提升了爱普生的企业实力。

但仅靠重复现状或概念主义，《2050环境愿

景》所揭示的应有姿态就将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2009年，我们在应对经济环境之巨变的同时，

又为实现今后的事业成长而制定了集团整体的长期

愿景：《SE15》。与此相呼应，2010年4月我们还

制定了《SE15中期环境活动方针》，具体明确了环

境声明中提出的“以‘省、小、精’技术为基础，通过

商品、服务、生产及销售的每个环节提供被顾客所

追求的降低环境负荷的价值”的内容，指明了2015

年的目标姿态。

今后的环保活动 –从顾客的立场考虑–

自2010年度起，我们在原有活动的基础上，将

加快落实各事业战略中降低商品与服务的环境负荷

的措施。我们还将追求小型化、轻量化以及循环型

的商品，降低顾客感受到的环境负荷并向他们提供

经济价值。

例如，我们已在日本国内投放了打破固有观

念、不使用墨盒且主机可以再利用的喷墨打印机：

EC- 01（参考第25页），我们在日本国内还起动了

根据回收的墨盒数量给予相应的积分的项目。

另外，为了削减爱普生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

我们正在推进生产基地最佳化并在设备更新时注意

采用环保型设备。

还将通过关键技术等的

根本性的生产革新而实现目标。

事业基础强化本部 副本部长
  （CS品质保证与环境担当）
信息影像CS品质保证统括部长

大渡 章夫

※ 首先描绘出应有姿态和理想姿态的愿景，然后研讨为了达到此愿景的具体策略的手法。

通往《2050环境愿景》之路

  （CS品质保证与环境担当）
信息影像CS品质保证统括部长

大渡 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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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活动的观点
爱普生认识到保护地球环境是爱普生的

重要职责并积极开展着活动。

环境理念
（1994年10月制定，1999年6月修订）

精工爱普生集团以企业活动与地球环境的和谐为目标，

积极致力于高水准的环境保护，

肩负起作为一名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环境活动方针
 在精工爱普生集团环境理念的基础上，制定下列方针，全员参与，共同努力。

 1.创造并提供与环境和谐的商品；

 2.改革全工艺流程，树立新工艺流程，达到降低环境负荷的目的；

 3.推进已使用商品的回收、再生利用；

 4.向地区社会和国际社会公开、贡献信息；

 5.持续改善环境管理体系。

爱普生诞生于环境优美的日本长野县诹访湖畔，创业初期就将“不给地区环境带来负荷”作为企业活动的理

念之一。为了通过企业活动保护地球，构筑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爱普生提出了世界同一标准与目标的口号，

具体实践“环境经营”。这一姿态已在《环境理念》中明文表述。

为了使《环境理念》能够渗透到每位员工的具体行动中去，我们还制定了《环境活动方针》。

爱普生至今为止根据《环境理念》制定了《环境活动方针》，并作为具体措施开展了

Action07（1998年～ 2005年）和Action2010（2006年～ 2009年）活动，推进了全体员工共同参加的环保

活动。
今后，我们将遵守面向2015年的《SE15中期环境活动方针》（参考第24页），在企业活动中继续推行环境

经营，以此实现与地球环境的永久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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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品企划到使用后为止的过程中
始终注重环保
实现“环境和经济直接接轨”，需要降低商品全

生命周期中的环境负荷，即不仅应降低制造工艺中

的环境负荷，还需降低包括零部件或材料的采购、

商品运输、顾客使用以及回收、资源再生的各个阶

段内的环境负荷。

《Action2010环境综合措施》中将“防止地球温

暖化”、“资源循环与省资源”和“化学物质管理”定为

环境施策的三大重点领域，推进各项环境措施。

■ 商品全生命周期的各阶段

使用
将顾客的负担

最小化

运送
提高商品

运输的效率

再生利用
用完后作为

资源再生利用

思考
考虑“商品一生”的设计

选择
使用环保型材料

生产
珍惜原材料

和能源

减少多余

材料的发生

社会对爱普生展开的环保活动
的评价
爱普生积极推进地区贡献活动、公开信息以及

针对集团外部公开环境技术和知识等活动，以此为

全社会竭诚贡献。爱普生所追求的目标是通过上述

努力，维护或改善现在的地球环境，为下一代留下

美好的未来。爱普生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不断赢得了

社会的好评。

得奖名称 主办单位 得奖对象

2009年度信州创建美好环境县
民会议表彰

信州创建美好
环境县民会议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Mother Nature奖、成功事迹奖、
防止公害优秀管理者奖賞

菲律宾防止公
害协会

Epson Precision
（Philippines）, Inc

深圳市“先进企业”称号
“鹏城减废行
动”指导委员会

爱普生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

待机电力1瓦最佳伙伴
韩国消费者
协会

Epson Korea Co., 
Ltd.

优良绿化工厂等表彰
（参照第42页）

（财团法人）日
本绿化中心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千岁事业所

中国环境标志突出贡献奖賞　
（参照第44页）

中国环境保护
部环境发展
中心

爱普生（中国）有限
公司

2009年度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
功劳者

长野县政府及
信州创建美好
环境县民会议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可持续性发展革新奖
波特兰商务
杂志

Epson Portland Inc.

Don Emilio Abello 能源效率奖賞
菲律宾环境资
源部

Epson Precision
（Philippines）, Inc

北国的节能、新能源大奖賞
（参考第47页）

北海道经济
产业局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千岁事业所

重点领域 措施

防止地球
温暖化

为了努力防止地球温暖化，我们以“在削减地球温暖
化物质排放量方面居行业首位”为目标推进各种措
施。除了商品的节能性能以外，还致力于削减生产
工艺中的排放和在运输过程中采取对策。

资源循环
与省资源

我们从商品设计阶段起就考虑到省资源和便于资源
循环，还全力投入到通过有效利用资源或改善工艺
而削减废弃物和减少包装材料的使用量等工作中，
为构建循环型社会作出贡献。

化学物质
管理

我们正在推进削减商品中所含化学物质和减少制造
阶段化学物质使用量这两项绿色制造工作。在运行
体制及管理系统等活动基础的构建工作中也投入了
相当的力度。

■ 《Action2010环境综合措施》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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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个人获奖方面，2010年3月精工爱普

生株式会社、爱普生影像电子元器件株式会社和爱

普生拓优科梦（Epson Toyocom）公司的员工获得了

能源管理方面的表彰。（主办：（财团法人）节能中心）

■ 2009年度获得的集团外部授予的表彰
                                               （按获奖日期排列 /摘录）

得奖人

 能源管理功绩者表彰 3名

 能源管理功劳者表彰 2名

 能源管理优秀技能者表彰 5名

■ 2009年度个人获得的能源管理方面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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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体系
爱普生将环保活动定为经营的重要课题，制定

了中期与各年度的环境综合措施。各推进组织（各事

业部门、总公司部门、日本国内外关联公司）根据环

境综合措施又制定了各自的环境计划开展活动，每

年进行1至2次内部评估，检查进展情况并对不符合

事项进行整改。

环境管理体系的运行中我们应用了国际标准规

格：ISO14001，并进行了PDCA的循环，使改善不

断继续。而且，爱普生在日本国内外的制造、销售

或服务方面的主要事业基地都已获得了 ISO14001

认证。下图1表示环境活动的推进体制。

环境风险管理
如果爱普生的事业活动造成了环境污染，就有

可能对周围居民或国家、地区带来重大损失及恶劣

影响。因此，我们按照防止环境污染的集团统一规

程及标准的规定，贯彻落实环境风险管理的观点并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各推进组织中应用 ISO14001

寻找出可能超过标准值以及可能引发环境相关投诉

环境经营 将环保置于经营的轴心开展企业活动。

或事故的危险性（风险），对此进行评估。根据评估

结果采取对策措施，为持续降低风险而努力。

环境教育
我们认为，为了使员工在工作中随时意识到环

保问题，重要的是每个人不仅在公司，而且在家庭

中也能把环境问题作为自我行动的判断准则，自觉

采取解决环境问题的行动。为了实现目标，我们通

过环境教育促进员工的正确理解与积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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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上学习（e- learning）的公开日期。

※2 括号中显示的累计值是指在公开后截止2010年3月的听讲人数。

培训名称 听讲人数

ISO14001环境监查人教育 82人 （累计 1,866人）

培训名称 公开日期※1 听讲人数※2

环境基础教育（《与自然为友》） 2002年4月 677人　（累计 16,465人）

地球环境技术（环境相关法律） 2003年12月 1,191人 （累计 10,583人）

环境基础教育Ⅱ（2009年度版）2009年12月 15,874人

■ 2009年度环境教育成果 （日本国内）

■ 爱普生的环境活动推进体制 （图1）

总经理

经营战略会议
信赖经营推进会议

集团环境担当本部长

环境推进部长会议

全球环境会议

集团项目、分会

事业（本）部
日本国内
子公司

日本国外
子公司

合并报表日本国内子公司

合并报表日本国外子公司
推进体



环境会计的观点
作为推进环境经营的一环，爱普生定量把握环

保成本与效果并进行评估。
• 以根据日本环境省的《环境会计指南（2005年度）》而制作的集团内部指南为
  基础进行统计。
• 统计范围是本公司以及38家关联公司（日本国内18家、国外20家）。
• 统计对象为：关联公司中，已获得 ISO14001认证且本公司的出资比例超过 
  50%的公司中，实施收集环境会计数据的公司。

2009年度统计结果
环保投资总计5.6亿日元，其中防止地球温暖

化相关环保投资为4.6亿日元，约占82%。这是我

们在工厂基础设备的更新以及生产线的设备引进中，

充分考虑到节能性而获得的结果。

另一方面，环保费用总计58.5亿日元。其中环

境研究开发费为28.3亿日元（约占48%），在费用中

所占的比例最大。环境友好型商品的开发占据了环境

研究开发费的73.6%（右图示）。这是爱普生在销售

的商品群中，以提高使用时的节能性能为核心，实现

降低商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环境负荷为目标，在环

境友好型商品的开发方面倾注力量而赢得的效果。

在节能、环境负荷化学物质使用量的削减等方

面我们已把握了其经济效果，效果总计金额为20.2

亿日元。在节能方面，通过对设备进行彻底的最佳

化运行管理而获得了7.5亿日元的经济效果；在削减

环境负荷化学物质使用量的工作中，通过延长清洗

液的使用寿命等方法，赢得了4.6亿日元的经济效

果；又通过削减水的使用量、再生利用以及集团内教

育而获得了进一步的节约效果。我们通过大量的努

力使经济效果超过了费用额。

■ 2009年度环保成本及效果表
　　　　　　　　　　　(亿日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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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友好型商品的开发 73.6%

节能商品的开发 36.0%

所含化学物质的对应 9.7%

无铅的对应 9.2%

其它环保型商品的开发 18.7%

节能工艺的开发 16.0%

防止温暖化工艺的开发 6.2%

其它环境工艺的开发 4.2%

28.3
亿日元

内容
环保成本 经济效果 环保效果及其它定性效果

投资额 费用额 内容 金额 差额※2 项目 单位 数值

环
境
综
合
措
施

环保商品的创出与提供、商品的回收

与再生利用
0.0 5.6 节能商品的社会性节能效果 万kWh 5,852

 环境研究开发 0.0 28.3

防止地球温暖化 4.6 3.4 节能、温暖化物质排放量的削减效果 7.5 ▲4.1 CO2削减量（节能+温暖化物质的对策）吨CO2 37,601

环境负荷化学物质的削减 0.0 1.2 环境负荷化学物质使用量的削减效果 4.6 ▲3.4 化学物质削减量 吨 1,021

废弃物处理、再生利用 0.0 7.0 排放物的削减效果 1.2 5.8 因排放物削减措施而获得的削减量 吨 1,103

水的有效利用 0.0 0.8 削减水使用量、再生利用的效果 1.5 ▲0.7 削减的水使用量、再生利用量 千m3 1,500

向地区、国际社会的信息公开与贡献 0.0 1.1

遵守法律法规（防止公害等）、绿化、美化 0.1 6.3 法律法规等违反件数 2件

被污染的土壤及地下水的净化等 0.0 0.9 推进被污染的土壤及地下水的净化

环境管理体系的持续改善 0.8 3.6  因集团内教育而获得的节约效果 5.4 ▲1.8

                     合　　　计 5.6 58.5 20.2

       环保费用 /销售额（%）※1 0.6%

※1 计算销售额原单位时使用的是爱普生集团合并销售额。
※2 表示的是从环保费用减去经济效果后的净环保费用。“▲”表示因采取了措施而获得的利益。

在集团官方网页上登载环境活动信息、绿化或地区清扫等

环境基础教育、内部环境监查人教育、节能教育等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环境会计
为了推进环境经营，我们定量把握

环保成本与效果并进行评估。

■ 环境研究开发费的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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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球为友 —— 我的一步
和事业活动一起，用“我”的小小行动呵护

我们的家园 —— 地球这颗美丽的星球。

行动微小，意义深远
我们认为，活动应从“我”做起。这样，环保活

动的重要意义就能从我到我的友人、再传播到地区

社会。

我们在总公司占地内不使用的花坛中，利用员工

食堂的残渣剩饭制成的堆肥以及员工之爱心，种植了

黄瓜、萝卜和小西红柿等蔬菜。它们茁壮成长，仅黄

瓜就收获到50根以上。我们将其分给想要的员工，员

工都非常高兴。这本来是我们效仿岛内事业所实施的

“绿色窗帘”活动而开展的一项工作。但与节能效果相

比，它更在休闲、环境

交流的方面发挥着作用。

树立的木牌是使用

“神宫寺百年之林”护林

活动中采伐的日本落叶

松加工而成的。

总公司的休闲处“地球环境农园”

总公司占地内的地球环境农园

“家庭环境账簿”是日本环境省的“我家的环境大臣”

事业主办的一项活动，目的在于检查家庭或事业所的能

源使用量。爱普生为了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从2007

年起推进了引进家庭环境账簿的活动。员工每月记录电、

煤气等的使用量，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日本全国各个

家庭的平均值相比较，以此确认家庭环保努力的成果。

有一位使用家庭环境账簿的员工在地板上铺设了绝

缘膜和垫子之后使用节能型热地毯，又消除了家人洗澡

之间的间断时间以削减煤气的浪费等，采取了各种方法

进行环保。员工们还参加

了“环保生活巧主意”等活

动。该活动根据环保活动

结果积分，并以日本全国

的排列名次为激励使参加

者更积极参与活动。

家庭环境账簿的引进

铺设的绝缘膜

配合2009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Singapore 

Epson Industrial Pte. Ltd.（SEP、新加坡）的全体

员工与附近的小学教师一起，举办了以我们的下一

代 —— 小学生为对象的作文比赛。

举办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每位参加者对环境的关心

程度，推广环保意识。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家、公司或

学校的削减二氧化碳活

动》和《地球温暖化对新

加坡的影响》这两个题目。

我们还对优秀人员颁发

了奖金和奖状。

作文比赛的举办

比赛优秀人员

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降低电能使用量

2009年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将提高员工的环保意

识，降低电能的消耗作为主要的目标，与员工一起制定

了一系列节电措施。

在对公司用电器进行全面普查后，了解到计算机机

房服务器用电量占公司总用电量的40%左右，因此制定

了机房改造计划并逐步实施服务器的合并与削减。同时

在日常用电的管理方面也下了功夫：针对加班，制定了

区域关灯制度；针对空调，严格实行控温管理；针对电脑、

复印机、打印机等办公设备等也每晚关闭电源。

通过员工的积极参与，

各项措施得到落实，全

公司2009年的用电量比

2008年削减了12%，节省

用电107,178度。

加班时区域关灯的情景



商品开发的基本方针針
商品对环境的影响（生命周期中的环境负荷量）

大致决定于企划、设计阶段。爱普生制定了商品

开发阶段的三大基本方针：“节能设计”、“省资源”、

“排除有害物质”，将其作为制造与环境相和谐的生

产制造的基础。

環

环境友好型商品的商品化流程 
以信息设备事业为例，爱普生在商品策划阶段

中明确该商品的环境规格，在设计阶段以后的过程

中将规格具体化。在商品化的各步骤中我们还将审

核 (检查 )环境规格的实现程度，最后作为商品投放

市场。关于在世界各国及地区采用的环境标志，我

们也将其作为重要的环境规格要素运用到商品化流

程中。

而且，我们还制定、完善了评估环境友好型商

品所需的集团内部规格并准备了评估工具，制定了

业务标准来规范使用方法，以此为基础推进商品化

工作。進

基本方针 措施

节能设计
在商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所产生的环境负荷中，顾客
使用时的耗电量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为此，我们揭示
了每件商品的节能性能目标，不断推进改善。

省资源

我们设定了可再生利用率（从商品设计图纸得出理论

上可以再生利用的质量比例）的指标，又考虑到削减

拆解、分类的费用以及通过商品的小型化、轻量化而

降低环境负荷。

排除有害
物质

我们以集团内部标准的形式规定了禁止含有或应管
理含有量的化学物质并建立了数据库，使从设计到
采购、量产的所有工艺都可以应用该数据库以确保
安全性。

降低环境负荷的“环保相关发明”
爱普生把在降低环境负荷方面效果显著的发明

定义为“环保相关发明”，给予重点奖励。目的是通

过开发降低环境负荷的技术引领行业，贡献于社会。

1998年制定了有关环保相关发明的集团内标准以

来，我们已稳固地开展了本项工作。

2009年度中我们按照商品开发的基本方针，

对有关环保型设计、结构、制造工艺、再生利用技

术、解体或拆分工艺的效率化、降低环境负荷的材

料、延长零部件寿命等技术的开发成果申请了专利，

每年不断积累。

我们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积极申请包括环保相关

发明在内的专利，结果使2009年的专利登记件数

在日本位居第七、在美国名列第九。

■ 环保相关发明的专利申请件数指数 （累计）

（注） 将2007年定为100时的件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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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友好型商品的商业化与评价手段
http://www.epson.com.cn/eco%5Fsite/lifeCycle/lifecycle_design.asp

环境友好型商品
http://www.epson.com.cn/eco%5Fsite/lifeCycle/utilit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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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设计
我们关注商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进行彻底的环境友好型设计。

思考



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积极公开商品的
环保信息開
作为显示商品环保性能的指标，国际标准化组

织（ISO）已完成了三种类型（参照下表的脚注）的环境

标志的标准化工作。爱普生正在世界各国及地区推

进环境标志的对应工作。

爱普生的环境标志制度 （Ⅱ类标志）

爱普生在原有的公开环保档案（环保规格）的基

础上，2009年12月起还开始了环保标志的运用，

以求向顾客更好地传递商品或服务的环境特性。

我们在小册子、商品介绍书、销售包装箱等上

标示了如下例所示的商品或服务的环保特性。

2009年10月，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获得了中

国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颁发的“中国环境标志突出

贡献奖”。

该奖是为了纪念中国环境标志制定15周年，于

2009年首次设立的表彰制度。爱普生（中国）积极参

与中国环境标志的认证活动，并为削减商品全生命周

期中的二氧化碳而付出了努力。这些工作获得了赞赏，

使爱普生从一千多家中外企业中脱颖而出，荣获十大

中国环境标志突出贡献奖。获

奖的十家企业中仅有两家日系

集团企业。

中国除了已决定国家机关

优先采购获得中国环境标志认

证的商品以外，一般消费者的

环保意识也逐渐高涨。

荣获“中国环境标志突出贡献奖”賞 

颁奖仪式的照片

类型 国家、地区 环境标志
喷墨打印机（含

多功能一体机）

页式打印机

(激光或
LED）

针式打印机 微型打印机 扫瞄仪 墨盒、鼓粉盒 纸张 投影机
电脑

（含显示屏）

Ⅰ类

德国 蓝天使 ●

中国 中国环境标志 ● ●

台湾 绿色标志 ● ● ● ●
●

(鼓粉盒 )
●

韩国 韩国Eco标志 ● ● ●

新加坡 绿色标志 ● ●

日本 Eco标志 ● ● ● ● ●

II类

欧洲 THE ECO DECLARATION ● ● ● ● ● ●

日本 PC绿色标志 ●

全世界 爱普生环境标志制度 ● ● ● ● ● ●

III类 日本 Eco leaf ● ● ●

其它

日本、美国

欧盟
国际能源之星※1 ● ● ● ● ●

中国 节能认证 ● ● ● ●

日本 FSC认证 ●

Ⅰ类标志⋯第三方机构制定判定标准进行认证的标志。

Ⅱ类标志⋯被称为“自我宣言型”，是用于表示爱普生商品的环保信息已经得到公开的标志。

Ⅲ类标志⋯应用生命周期评估手法，分析从采购原料到制造、运输、使用、废弃、再生利用为止的全生命周期阶段中商品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将结果作为定量信息公开。公开信息之际需

                 要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1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也实施了国际能源之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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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普生针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环境标志而进行的工作

（示例）

• 与2008年上市的EB- X6相比体积约减少了30%
• 实现待机功耗0.3W

环保信息報



各供应商的零部件审批

［批准条件］

提交有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对应措施（建立

推进保证体制）的同意书

• 产品中不含有禁止含有的化学物质
• 生产工序中不使用禁止使用的化学物质
• 建立与维护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保证体制

各生产材料的零部件审批

［批准条件］

提供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信息

• 产品含有需管理化学物质的含有信息
• 产品含有应全废化学物质的全废信息

采购

生产材料的绿色采购
爱普生为了实现《环境活动方针》中揭示的“创造

并提供与环境和谐的商品”的目标，在采购组成商品

的每一件零部件和原材料时，努力做到优先选用环

境负荷小的零部件和原材料。

采购生产材料（构成商品的所有零部件或原材料、

包装材料等）时，我们开展了全球同一标准之下的绿

色采购活动，从2004年12月起日本国内外都保持

着100%的绿色采购率。2010年5月，我们又修订

了《精工爱普生集团生产材料绿色采购标准》使其覆

盖最新的法律法规动向，着实推进了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保证活动，为顾客提供能够放心使用的商品。

为了切实做好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保证工作，除

了爱普生内部的努力以外，供应商的合作也必不可

缺。因此，我们请各供应商提交了有关“产品中不

含有禁止含有的化学物质”、“生产工序中不使用禁

止使用的化学物质”以及“建立与维护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的保证体制”的同意书，努力推进化学物质保

证工作。

而且，我们在交易条件中也规定了各供应商应

提交所提供的每一件生产材料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的含有或废止信息，并要求供应商执行。

特定有害物质的全球性对应
现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的化学物质法律的建设

进展显著。爱普生逐一应对各项法规，以实现全球

同一标准下的商品出厂的目标。另外，针对特定的

邻苯二甲酸酯类等，虽然有的没有法律限制但已确

认了有害性的物质，我们也积极使用其它物质取代。

REACH的对应
针对欧洲已执行的化学物质规制：“REACH

（Registrat ion, Evaluat ion, Author isat 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

许可和限制规定）”的动向，至今为止爱普生已依次

对应，今后还将继续开展以下的对应工作。

(1)每年生产或进口1吨以上化学物质的企业必须登录。

关于墨水、碳粉与色带的材料，爱普生已与供应商

相互协作，于2008年度完成了预备登录，今后将

按法律规定的程序继续登录工作。

(2)成型品中含重量百分比达到0.1%以上的高度关注

物质（SVHC）时，必须向顾客传达物质信息。而且，

从2011年起，成型品中所含高度关注物质的重量

百分比为0.1%以上且每年超过1吨时，必须申报。

爱普生将履行各项义务传达信息、进行申报。

爱普生将灵活应用现有的所含化学物质调查体

系，高效并切实应对法律、顾客与社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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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采购 在整个供应链中努力完善绿色采购体系。

选择

■ 生产材料绿色采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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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地球温暖化
爱普生以“通过节能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

“削减二氧化碳以外的地球温暖化物质的排放”为主轴

开展活动，投入削减地球温暖化物质工作的不仅是日

本国内的事业所，还包括日本国外的所有关联公司。

为了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我们实施了提高管理水

平、工厂基础设施与生产设备的节能化、改革生产工

艺、引进新能源等措施。另外，有关二氧化碳以外的

地球温暖化物质的削减，我们同时采用分解处理后排

放与减少使用量的两种方法进行削减。

2009年度，我们在集团海外公司与日本国内公

司，都完成了削减地球温暖化物质的目标。

零排放
为了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削减废弃量使最终处

理场的寿命得以延长，爱普生积极开展零排放活动。

爱普生的零排放活动被定义成两种活动等级。

“等级1”（再资源化活动）以排放时的改善为目的，指

“将事业活动所产生的废弃物（生活类排放物除外）

100%再资源化”。截止到2003年度底，日本国内

的事业所与关联公司以及日本国外的制造类关联公

司均已达到了“等级1”。新加入爱普生的事业基地也

依次达到了“等级1”。现在的活动已转为以生产工序

的改善为目的的“等级2”（省资源化活动）。爱普生以

减少资源投入、并进行资源循环为理念，开展再生

利用活动，将工厂内的排放物作为资源在工厂内再

次利用。

制造
在生产制造的工序中，珍惜资源，

减少多余材料的发生。

※ 1990年度的能源使用以外的地球温暖化物质排放量，使用的是该排放量的1995年的数据。

※ 计算CO2排放量时使用的电力CO2换算系数，日本国内使用的是2000年度电气事业者联合会公布

     的平均值；日本国外使用的是日本电机工业会（JEMA）的报告书中记载的各国排放系数。

※ 燃料的CO2换算系数，日本国内外均使用的是日本环境省、经济产业省发行的《温室效果气体排放

     量的计算与报告手册》中的系数。

※ 将CO2以外的地球温暖化物质排放量换算成CO2时使用的是2001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公布的换算值。

■ 地球温暖化物质排放量

■ 废弃物排放量的年度推移

■ 爱普生的零排放“等级2”（省资源化活动）
达成等级1时（2003年水平） 达成等级2时（目标水平）

削减投入量

集团内资源循环
集团外资源循环

投入资源

“等级1”（再资源化活动）的定义

• 排放物100%再资源化（再生利用）

• 可燃垃圾每人每天平均50g以下

“等级2”（省资源化活动）的定义

• 资源生产性：与2002年度相比提高50%

• “等级1”的维持

销售额等

 非循环系排放量
资源生产性 ＝

事业所

（工厂）

集团内资源循环

循环再生利用

循环再生利用

非循环再生利用

废弃处理

产品

削减投入量

非循环再生利用

製品

废
弃
物
等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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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万吨CO2） （原单位：与1990年度相比：%）

地球温暖化物质（日本国外）

地球温暖化物质（日本国内）

因使用能源而造成的排放（日本国外）

因使用能源而造成的排放（日本国内）

销售额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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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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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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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6

40,934

42.5

1.2

废弃量（日本国外）
废弃量（日本国内）

循环再生利用量（日本国外）
循环再生利用量（日本国内）

资源效率提升率
资源生产性提升率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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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10.7

32,535



作为制造魅力商品的一例，我们使用无需涂料的

光泽成型技术，使喷墨多功能一体打印机的筐体表面

呈现出了充满尊贵典雅气氛的钢琴黑色调。

支撑该技术的是精心磨制而成的模具。仅靠注射

成型形成具有光泽的树脂时，高精度的模具是必备之

品。爱普生的“现代名工”能够得心应手地控制千分之

一毫米的精度。这项巧匠之技支撑先进技术，实现了

商品制造与降低环境负荷的两全其美。

使用光泽成型技术的EP- 802A

■ 各年度的涂料总使用量 ■ 涂料所产生的温暖化负荷总量

2006 2007 2008（年度）

涂料使用量（吨）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450

削减约 2,600吨涂料

1,123

3,020

2006 2007 2008（年度）

削减约 8,600吨 CO2

温暖化负荷（吨 CO2）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0,100

3,480

1,452

（注） 上述图表的对象商品：喷墨打印机及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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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环境负荷与商品制造的两全其美
“不勉强、无浪费，降低环境负荷，创造、制造

魅力商品” —— 这是爱普生所追求的生产制造的理想

形象。将理想转变为现实的是制造工序中坚韧不拔

的努力与毫不妥协的技术开发。

千岁事业所是生产投影机主要部件的液晶面板的

工厂之一。在不影响生产量与商品品质的条件下，该

事业所通过例如改变洁净室的能源供应规格以及审核

设备运行条件等部门间协作的持续节能改善活动，削

减了约1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与其相对，诹访南事业所以理论与实验数据的分

析为基础，通过刻意创新与技术改善解决了合并不同

厂房纯水设备的难题，使纯水设备的耗电量削减了约

70%。

这些成果还得到了集团外部的赞赏。千岁事业所

为此荣获了“北国的节能、新能源大奖”； 诹访南事业

所获得了“文部科学大臣表彰·刻意创新功劳者奖”的个

人表彰。

投影机液晶面板制造工艺中的

二氧化碳削减

北国的节能、新能源大奖賞 刻意创新功劳者奖賞

通过绿色电力证书系统降低环境负荷

爱普生为防止地球温暖化而采取了各种对策，其

中将引进绿色能源定为重要措施之一。自2001年度

起我们与日本自然能源株式会社签订了风力发电委托

合同。至今为止的发电总量达到1,544万kWh。

2009年度我们将年198.9万kWh的绿色电力委

托给能代风力发电所。这相当于爱普生总公司事业所

用电量的约40%。

另外，我们赞同致力于促进引进绿色能源的“绿色

能源伙伴”的宗旨，加盟“伴侣”会员推动引进绿色能源。

巧匠之技 —— 凭借光泽成型技术
降低环境负荷

绿色电力证书能代风力发电所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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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公害及废弃物管理业务的
内部监查
根据集团内防止公害管理及废弃物管理监查标

准，2009年度我们针对34个事业基地（日本国内

27个，国外7个）实施了监查，监查结果为管理正确

妥善。

超过法律限值、投诉与事故
2009年度发生了2件排放水值超过法律规定的

情况以及1件事故。对此我们均向政府部门进行了

报告并实施了改善。

土壤与地下水的净化
作为地下水受三氯乙烯污染问题的对策，总公

司、盐尻、富士见以及诹访南的4家事业所正在持

续实施抽水净化处理以及阻挡措施。

由于总公司抽取的地下水中含有大量铁质造成

铁析出，因此总公司每隔数月实施维修保养，清洁

与检查水泵和管道等。

超过法律限值：2件　投诉：0件　事故：1件

■  VOC的集团处理量及排放量的推移

化学物质的管理
爱普生认为：“任何化学物质均存在风险”。从这

种观点出发，我们本着“不使用”、“减少使用量与排

放量”以及“用安全物质替代”的原则对化学物质进行

管理。

我们在2003年度制定了《化学物质综合管理规

程》作为自主管理标准。2005年度又在日本国内外

的所有事业基地引进了爱普生独自的化学物质数据

管理系统：“E- Chem”，建立起在全球实现化学物

质信息一元化管理的体制。

另外，我们除了化学物质排放、移动量申报制

度（PRTR）的对象物质以外，还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的排放量也进行了管理并努力削减。为了减

少排放到环境中的数量，我们正在推进化学物质替

代、削减使用量、引进无害化焚烧处理设备等各种

措施。

自2007年度起，各事业部使用以2005年度排

放实绩为基准的管理目标，推进排放量的管理与削

减工作，使排放量保持在适宜的水准。

而且，我们还向周围居民公开有关这些化学物

质的数据，沟通交流以此建立信赖关系。

事业所 2008年3月 2009年3月 2010年3月 对策

总公司    62    88    36
阻挡对策、抽水处理、

抽取土壤气体、监控

盐尻   5.2   2.8   1.5 阻挡对策、抽水处理、监控

富士见 0.25 0.26 0.16 阻挡对策、抽水处理、监控

诹访南 0.13 0.13 0.14 阻挡对策、抽水处理、监控

松岛 0.12 0.09 0.13 阻挡对策、监控

■ 各事业所的地下水数据与净化对策

■ PRTR对象物质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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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保养抽水设备的情景

         地下水的三氯乙烯含有浓度推移、年度平均（标准值为0.03以下）

　单位：mg/l



削减运输中的二氧化碳的活动動
爱普生采用与修订的节能法相应的方法把握运

输量、能源使用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制定了

“销售额原单位比上年度削减1%”的目标，开展降低

环境负荷的活动。2009年度因日本国内运输而造成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万吨，以销售额原单位为

比较，比2008年度减少了4.0%；2006年度起着手

进行的物流数据统计效率化工作已完成了向对象事

业部的推广。通过使用独自开发的物流数据自动统

计系统，我们能够尽早发现运输损失。

在日本国外所做的努力
2008年度包括国际间物流的二氧化碳排放实绩

中，航空运输占了总排放量的60%左右。爱普生与

全世界的关联公司合作，推进从航空运输转为海运

的运输模式转换工作。

但是，2009年度因受世界性的海运船位不足的

影响，航空运输反而增加，使排放量与上年度相比

增加了5.3%。

Epson America, Inc.（EAI、美国）从2009年10

月起成为了美国环境保护厅（EPA）举办的智慧运输伙

伴，与其它参加企业共同为实现EPA设定的削减目标

而不懈努力。

该项目是以提高运输能源效率使地球温暖化气体

与大气污染物质的排放量得以削减，从而改善能源安

全保障为目标而设定的。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EAI采取了联合运输（汽车与

其它运输工具的组合）、车辆配送计划的最佳化、提高

装载率、避免不必要的怠速运转等措施。

货物运输中地球温暖化气体与大气

污染物质的削减项目

EAI的环保活动動
http://www.epson.com/cgi- bin/Store/Landing/Environment.jsp

■ 日本国内及国际物流中的CO2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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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因为从2009年度起扩大了物流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统计对象范围，所以重新
        计算了2008年度以前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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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在商品运输过程中，

我们也努力降低环境负荷。

■ 日本国内物流中的CO2排放量

爱普生销售株式会社与日本国内的其它公司一起，

为了实现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及物流业务的效率

化，从2009年6月起向部分销售店送货时利用两公司

共通的运输体系，开始了共同发运货物。

针对对象的送货方，两公司一起设定对象路线，

以北海道札幌为起端，逐渐扩展到日本东北、首都圈、

近畿圈、中部及九州的

各地区。通过上述措施，

使送货业务的二氧化碳

年排放量削减了39%。

通过在日本国内与其它公司共同发

运货物而削减二氧化碳

装载打印机时的情景

运送



使用“省、小、精”技术，降低环境负荷
爱普生的目标是在信息关联设备、电子元器件

以及精密仪器的所有事业领域，使用省资源、小型化、

高精密（省、小、精）的技术，不断提供环境负荷低的

商品。在此，我们以2009年度的典型商品为例，以

“环保信息”的形式展现降低环境负荷的商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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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商品
我们致力于制造在顾客

使用阶段可降低环境负荷的商品。

使用

※1 总耗电量是根据爱普生的评估条件算出的数值。以每天打印300张票据，每天开机16小时，关机8小时，1年中的运行天数为365天为条件计算得出。使用电源组件PS- 
       180以及AC电缆AC- 170，在并行接口测试。耗电量随顾客的打印机使用情况（打印张数、使用频度等）而变。
※2 具体指“无顶边功能”、“缩小行间距、换行功能”、“缩短条码宽度功能”等功能。
※3 这是爱普生拓优科梦（Epson Toyocom）公司的评估条件。使用生命周期评估的方法，将顾客使用时的温暖化负荷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形式算出。
（注） 本页中的耗电量是在日本国内测试得出的数据。产品型号仅限日本国内使用。

■ 液晶投影机 EB- X8

■ 大幅面打印机 PX- W8000 ■ 台式电脑 Endeavor ST125E

■ 恒温控制石英晶体振荡器 OX- 6501GG系列 ■ 发条驱动
     精工Brightz Ananta SAEA001

■ 热敏票据打印机 TM- T88V

• 采用“异味”极少的水性油墨，在没有设置特殊换气设 　  

   备的通常办公室中也可以使用
• 符合国际能源之星

环保信息報

• 与2008年上市的EB- X6相比体积约减少了30%
• 采用了提高光利用效率的灯泡（E- TORL）
• 实现0.3W的待机功耗

环保信息報

• 与2009年上市的EndeavorAT971E相比主机的体积

   减少了约77%
• 实现使用时耗电约22W的目标

环保信息報

• 与2006年上市的TM- T88Ⅳ相比，每年的总耗电量※1

   削减了约15%
• 采用了各种节约用纸功能※2，使用量最多可减少约30%

环保信息

• 与2001年上市的TCO- 6831相比，使用时排放的

   二氧化碳减少了约75%※3

环保信息
• 不使用电池，而以发条为动力的手表
• 高精度，平均月差±15秒（日差相当于±1秒）現

环保信息報



降低使用时的环境负荷
爱普生在追求打印机的高画质的同时，也实现

了总耗电量的削减。这是我们除了打印工作状态以

外，还关注电源关闭或待机时的电力消耗，推进整

体节能商品开发而取得的成果。

2009年度上市的EP- 802A虽然提高了印刷速

度又装备了无线网卡等多彩的外部接口，大幅度提

高了性能，与2004年上市的PM- A870相比，1天

的总耗电量却保持了原状。

液晶投影机中使用了各种光学技术，E- TORL

灯泡※1也是其中之一。面对不将室内调暗也能清晰

投影的商品需求，我们不是通过“增加用电量”，而

是以“有效使用光”的方法提高了亮度。

（评估条件） 按照爱普生的评估条件计算。以每天复印或打印5张A4彩色文件，每天开机8小时，关机16小时为条件算出。耗电量随顾客的打印机使用情况而变。
※ 获得“平成13年度（2001年）节能大奖资源能源厅长官奖”（主办：财团法人节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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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TORL”是“Epson- Twin Optimize Refl ection Lamp（爱普生双优化反射灯）”
       的缩略。是爱普生独自开发的高效率灯泡。

（注） 本页中的耗电量是在日本国内测试得出的数据。产品型号仅限日本国内使用。

环境友好型商品
http://www.epson.com.cn/eco%5Fsite/lifeCycle/utilit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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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墨打印机1天总耗电量的比较 （年度推移）

■ 液晶投影机工作时每100流明的耗电量 （年度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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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P-3000
引进超大开口多晶硅液晶面板

引进E-TORL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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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使用
爱普生将商品生命周期中的环境负荷定量化，

从事商品的改善。在喷墨多功能一体打印机的整个

生命周期中，构成商品的部件的生产和顾客的使用

无需印刷而削减纸张
扫描照片等之后保存到存储卡
或传送到电脑。

无需电脑而节能
从存储卡直接打印。

削减纸张
在1张纸上双面打印两张纸的
内容※1。

削减纸张
使用双面复印、双原稿复印功
能※2以及一张多页打印，最多
可在一张纸上同时打印4张纸的
内容。

削减纸张的浪费
将一张网页的内容全部缩小到纸
张打印范围内打印。 ※1 选件规格。

※2 对应的最大容量为128MB的两页集中复印。

通常打印 Web- To- Page

是降低温暖化负荷的两个重要阶段。

我们将环保也定位为顾客所追求的价值之一，

提供既方便又能降低环境负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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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墨多功能一体打印机 Colorio EP- 802A的环保功能



商品的回收与再生利用
只有在企业、政府行政机构及消费者共同协作

的基础上做好已使用完的商品的处理工作，才能构

筑起循环型社会。爱普生在分析、掌握世界各国及

地区的法律动向以及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建立已使

用完的商品的回收、再生利用的体系。

在日本所做的努力
爱普生根据日本的《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的规

定，对已使用完的电脑进行回收与再生利用。另外，

自1999年起针对法人单位的已使用完的信息设备，

我们又开始了自主回收和再生利用的工作。

2009年度的市场回收量为77.8吨，其中再生

原材料6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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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与资源再生
即使是顾客已使用完的商品，

我们也负责做好再资源化工作。

再生利用

■ 已使用完的墨盒及鼓粉盒的回收与再生利用系统 （日本国内）

爱普生在中国推广墨盒等耗材回收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从2001年就开始在中国

面向顾客开展使用完毕的爱普生正品墨盒、鼓粉盒等

耗材的回收。通过设立回收网点接受顾客投放、与企

业客户签订回收协议上门回收、结合优墨积分鼓励顾

客回收等形式，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回收活动。并对

回收的墨盒、鼓粉盒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理，将其变成

再生资源，形成良性的循环。

为了更加完善耗材的回收，方便顾客，2009年9

月爱普生（中国）在中国开通了爱普生回收热线，由专

门人员接听顾客关于爱普生耗材回收方面的咨询，引

导他们如何参与回收活动。同时在以往的回收网点的

基础上增设了爱普生印象馆、4S店等18家回收网点，

设立专用的“爱普生回收箱”，大大方便了顾客日常的

投放。

此外还在大学校

园、4S店开展回收的

宣传促进活动，以此

提高社会各界及用户

的环境保护意识，并

引导其积极参与循环

型社会的建设。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回收专页
http://www.epson.com.cn/cons/greenrecycle.asp

4S店内放置的爱普生耗材回收箱



在世界各国及地区所做的努力
我们窥测到世界各国及地区正在兴起有关商品

回收与再生利用法律的修订浪潮。爱普生为了能够

适宜应对上述动向，正在完善全球体制。欧盟的《关

于废弃电子电气设备指令（WEEE指令）》要求2005

年以后，制造商必须建立起回收及再生利用电子电

气设备的体系并承担费用。爱普生在对应世界各国

及地区的回收、再生利用的法律的同时，还向再生

利用的协作商提供信息。

另外，我们除了商品以外，现在还在33个国家

和地区开展回收、再生利用耗材的工作。

■ 五大地区墨盒、鼓粉盒回收量年度推移

Epson Canada Ltd. （ECL、加拿大）号召顾客

积极协助National Cristina基金的再生利用项目。该

项目的目的是援助处于经济困境或无法接受现代技术

恩惠的人，向接受残疾人员训练的非营利组织（NPO）

或学校捐赠旧计算机以及周边产品。通过上述工作，

ECL不仅为环境保护（资源的有效利用、废弃物品的削

减）作出了贡献，还为促进接受训练的残疾人员的自立

出了一臂之力。

与外部基金协作，开展在日本国外

的再生利用项目

ECL的再生利用项目
http://www.epson.ca/cgi- bin/ceStore/Recycle/RecycleProgram.jsp

●  实施成品主机再生利用的地区

●  实施耗材再生利用的地区

●● 日本
●● 韩国

●● 香港

●● 中国

●● 欧洲

●● 美国

●● 加拿大

●● 台湾

●●新加坡

● 南非

●● 澳大利亚

■ 再生利用的推进体制

■ 五大地区成品回收量年度推移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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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0

5,700 5,820

7,030
6,310

15,000

13,813

12,200

2001 （年度）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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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0

2008

（单位：吨）

欧洲

美洲

亚洲

中国

日本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单位：吨）

欧洲

美洲

亚洲

中国

日本

1,370

2001

2,500

2003

3,510

2004

4,150

2005

4,668

4,260

2006 2007

1,510

2002 （年度）

3,900

2009

4,070

2008

（注） 实际回收量
（注） 实际回收以及已承担
        费用的预计回收量

● 哥伦比亚

●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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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流
这里汇总了爱普生在各项事业活动中投入

（INPUT）的物质与能源等以及排放（OUTPUT）到

大气中的温室效果气体与废弃物等环境负荷。我们

从实际测试得出的数据以及商品的生命周期评估数

据中推算出投入的原材料物质，并进行把握与分析。

其结果被应用于改善商品性能、提高事业的环境效

率等为降低环境负荷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之中。

水

自来水   520万m3

工业用水 660万m3

地下水   100万m3

能源

电力      110MWh
燃料    180万吉焦

原材料

金属            2.4万吨
塑料            7.1万吨
电子零部件 0.5万吨
纸张            2.7万吨
其它            2.4万吨

化学物质      11万吨

水的再生利用
310万ｍ3

向大气排放

CO2             75万吨
SOx        0.042万吨
NOx        0.026万吨

排水          990万m3

废弃物

再资源化量   3.0万吨
填埋处分量 0.13万吨

商品出货量   13万吨

能源

燃料  320万吉焦

向大气排放

CO2  17万吨

能源

电力  92MWh

向大气排放

CO2  39万吨

商品回收

1.3 万吨

再使用与再生

利用量 1.1万吨
处理量 0.2万吨

开发、设计原材料采购

制造

物流、销售 使用

回收与
再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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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实绩
在此汇总了爱普生的物质流

与《Action2010环境综合措施》的实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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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2010环境综合措施》的2009年度实绩績
【评价】 目标达成率　A:90%以上，B:70%以上不到90%，C:50%以上不到70%，D:不到50%

《Action2010环境综合措施》的2009年度实绩績
《Action2010环境综合措施》中规定了2006- 2010年度爱普生的环保活动措施，被定为是爱普生中期经

营计划之一而推进至今。2009年度主要项目的实绩如下：

活动领域 重点措施与指标標 2009年度目标標 2009年度实绩績 评价

防止地球温暖化
生产産

合并实际销售额原单位 CO2排放量削减50%（与1990年度相比） CO2排放量削减51.2%（与1990年度相比）
A

（以日本国内能源为起因
的）实际销售额原单位

CO2排放量削减35%（与1990年度相比） CO2排放量削减44.8%（与1990年度相比）

物流 销售额原单位（日本国内） CO2排放量削减1%（与2008年度相比） CO2排放量削减4%（与2008年度相比） A

资源循环与省资源

开发

商品的小型、轻量化 每项事业各特定制品的目标標 100%达成 A

可再生利用率、可复元率
可再生利用率：75wt% 符合率：88.9% B

可复元率：85wt% 符合率：97.8% A

生产産 省资源活动動 资源效率提高25%（与2004年度相比） 下降6.7%（与2004年度相比） D

销售 再生利用率 再生利用率65%以上（日本） 77.2%（日本） A

化学物质管理 生产産

工厂使用量的削减 因成本下降而减少的使用量 各推进体推进个别目标進 A

工厂排放量的削减 维持2005年度的排放水准 与2005年度相比PRTR减少53.5%，
VOC减少38%

A

《Action2010环境综合措施》的活动总括
2010年度起，爱普生将依照根据集团长期愿景《SE15》制定的《SE15中期环境活动方针》，在各事业战略

中推进措施的实施。因《Action2010》在2009年度内结束，在此总括过去四年的活动情况。

活动领域 总括

防止地球温暖化

● 因日本国外工厂建造新楼时的节能对策以及脚踏实地的活动推进等原因，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合并实际销售额原单

   位目标（比1990年度削减50%）与（以日本国内能源为起因的）实际销售额原单位目标（比1990年度削减35%），都在

   2006～ 2009年度内的每个年度中得以达成。

● 日本国内物流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销售额原单位目标（与上年度相比削减1%），在期间内的每个年度中都达成了目标。

   总排放量与开始收集物流数据的2006年度相比削减了3.7万吨（18%）。

资源循环与省资源

● 废弃物总排出量与2005年度相比削减了1.3万吨（28%）。全部生产基地获得了“等级1”（再资源化活动）认定； 8家公司

  13个生产基地获得了“等级2”（省资源化活动）认定。

● 推进了FSC认证纸的采用、循环型业务模式的研讨以及产品的小型化、轻量化等工作。

● 2008年向中国、台湾、欧洲市场、2010年向日本国内市场投放了不使用墨盒且主机可以再利用的喷墨打印机：EC- 01。

化学物质管理

● RoHS指令的对应：自2006年起推进了符合RoHS指令的零部件的采购、管理以及调查所含化学物质的工作。

● REACH规则的对应：2008年生效后，已传达了SVHC的含有信息并实施了调和剂（碳粉、墨水、色带）的预备登录。

● 工厂化学物质：掌握了日本国内的VOC和日本国外的PRTR、VOC的排放量，比2005年度的排放水准大幅度降低。

■ Action2010环境综合措施的活动总括

重点措施与指标標 2009年度目标標 2009年度实绩績 评价

环境经营基础盤

开发 环境专利許 从量转变到质 - - 

销售 环境标志的取得 事业合并取得计划 100%达成 A

与社会的
协作

环境的社会贡献 继续实施

● 继续“神宫寺百年之林”的护林活动
● Kids’ISO参加人数： 328人
● 本年度中实施40家事业所的节能诊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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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的人才培养

我们尊重基本人权，构建消除歧视、

公正平等、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57

尊重个性、发挥综合能力——员工与爱普生

■ 人事措施与员工的应有姿态

人才开发的基本观点
爱普生认为每位员工都是“人财”，即“企业从社

会借入的资产”，在促进员工独立自主与成长，使其

成为实现《经营理念》的原动力的同时，推进能够最

大限度发挥“个性”的组织建设。而且，作为“生产制

造的企业”，我们将基础放在“人才培养”上。

2004年度制定的《人财愿景》※1中明文规定了

“成为在任何工作中都能让顾客高度满足、赢得顾客

最高信赖的业务专家”的目标。我们还在《企业行动

准则》和以此为基础的《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中规定

了员工应遵守的事项，通过各级别的培训以及职场

内的学习，对员工进行启发，努力使其渗透到每一

位员工。

2010年度，我们将推进以下两个方面的机制构

筑工作：1、能够实现事业计划的最佳阵容的组织编

制与人员配置机制；2、明确发挥职责绩效的人事制

度与人才培养机制。

我们的目标是发展员工之间相互信赖、真心沟

通、协力互助的风尚，构建使员工能够感受到工作

价值、一体感和工作乐趣、并主动变化、茁壮成长

的职场。

人才开发与教育
爱普生于1996年制定了《人才开发方针》，颂扬

“在企业与个人目的相一致的前提下，支援员工自我

实现，依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将爱普生集团集

为一体，并以人来支撑和培育爱普生集团”，以此理

念致力于人才开发与教育。2010年度我们将以“最

大程度发挥团队之力，全体人员团结一致实现高度

目标”为重点，积极支援全体员工的成长。

爱普生技能金字塔

我们将爱普生员工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划分为“全

体员工共通基础技能”、“各职种、业务专业技能”

与“管理技能”，根据员工的资格、级别与职能实施

教育培训。为了培养具有“自我开创职业生涯”精神

顾客价值的创造

业务专家

每个人的能力

有价值的领导

管理人员的能力

人财愿景、信赖经营

待遇制度 人才培养

人才利用

培养
培训体系评价、待遇

安排任用

人才茁壮成长，个人的创

造与挑战（工作中充满生

机）处处可见

能最大程度发挥组织成效

并持续创造高度成果

爱普生所认同的“业务专

家”是⋯始终从顾客的角

度挖掘新的课题并积极

着手解决的人财。重要

的是能够进行“业务流程

的最佳化”与“业务品质

的提高”的工作，从而创

造出让顾客满意的商品

与服务。

爱普生所认同的“有价值

的领导” 是⋯受到各方

信赖，以诚实与坚强不

屈的气概率先行动，具

有坚决完成任务的坚定

信念的领导。在2000年

制定的集团行动指针《有

价值的领导的行动》中做

了规定。

※1 本文使用“人财”一词来诠释爱普生所认识的企业人力资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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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自主型员工，我们还编制了《职业开发指南》，

支援追求上进的员工成长。

全体员工共通基础知识教育与技能教育

为了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我们选择了24项

要求全体员工具备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并实施教育

培训让员工掌握。我们除了进行集中教育以外，还

应用了网上学习（e- learning）以及通讯教育等方法

提供学习场所，尽可能向更多的员工提供学习机会。

更换职种教育 （专业教育）
为了顺利完成2009年度起开展的大规模人员构

造改革，我们更加充实了更换职种时需要的机械类、

软件类、电气类等各职种专业基础知识的教育以及

各业务专业教育，构建起支援体制，使更换岗位人

员以及新员工都能安心在新工作岗位发挥实力。

能力 内容 知识技能

集
团
共
通
基
础
知
识
与
技
能

核心能力 爱普生价值 经营理念、S&A等

对社会的
能力

社会贡献
守法

《企业行动准则》、《爱普生员工行
为规范》、《工作规则》、品牌等

对课题的
能力

业务执行能力
问题的发现与解决、逻辑性思考、
信息技术处理（IT）技能等

对人的
能力

交流协作、带动
周围

礼节、发表、团体精神、语言能力等

对自己的
能力

职业设计
心理压力的处理

自我管理、对他人的理解、
职业设计等

专业技能
各职种、业务
专业

管理、知识产权、信息、生产管理、
市场营业、开发研究、设计、商品策
划、技术与品质、生产

管理技能
管理
领导力

组织管理、下级的培养等

■ 爱普生技能金字塔

管理教育

爱普生认为最大程度发挥团队能力，实现高度

目标的关键在于中层的管理能力，因而在日本国内

外共同开展了主要针对管理级别的提高管理能力的

教育。

在日本国内开展了以掌握实践能力为目的的为

期5天的新任管理人员培训、管理人员基础知识以

及积极性等培训。支援管理人员，营造使其能够引

导集团发挥最大能力的环境。

另外，我们在《科长手册》中汇总了管理人员应

具备的知识技能，敦促新任管理人员掌握管理技能，

从而强化引领集团的管理人员的能力。

在日本国外，我们从 2007年起针对制造工厂

(当地法人 )的科长、管理层展开了强化管理能力的

培训项目。除了教授职场目标、方针管理、问题解

决以及职场的日常管理等管理基础知识与技能以外，

还通过实践辅助（在职训练的支援）努力提高管理

水平。

另外，为了能持续、独立自主地运用起人才培

养、教育的管理机制，我们正在着手对各工厂（当地

法人）人才培养的推进组织实施重新审核并加以完善。

今后我们将投入更大力量培养实践指导讲师，以努

力提高人才培养的速度并确实提升人才的实际能力。

思想素质与人的综合实力

管理技能各职种、业务专业技能

集团共通基础能力

各职种的专业性

培养下一

代的人员

  候补

管理人员

各事业领域
专业性

管理人员

■ 教育培训体系

■ 2009年度各级别接受培训的实绩 （日本国内）

培训名称 对象人员 听讲人数 听讲率

新员工进公司时的集中
教育

新员工 250人 100.0%

C等级培训
被新评定为C等级
的人员

343人 98.8%

主任培训 新任主任 299人 97.4%

新任科长培训 新任科长   59人 78.7%

在中国深圳举办的管理培训时的情景

对话式授课

在中国深圳举办的管理培训时的情景

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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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度主要实施的网上学习 （e- learning）
                                                              （日本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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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员工教育
爱普生的新员工培训的重点在于通过人事与生

产制造培训，使新员工理解经营理念、爱普生价值、

生产制造的精神等重要的价值观，以及作为新社会

成员的改革意识与行动。

实施的培训内容包括理念教育（经营、品质、环

境）、《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教育、商务实务基础、

生产制造实践体验（打印机、时钟的拆解组装、锉刀、

锯的使用方法、生产管理等），还实施了步行诹访湖

一周等活动以增强彼此之间的集体意识。

职场风尚改革
爱普生认为，将顾客价值扩大到最大，持续成

为“顾客的不可缺少的企业”才能使公司壮大成长，

也将为员工带来充实与满足。

为了创造顾客价值，每一位员工必须意识到自

己是团队的一员，充分理解自身的作用并发挥个性，

使团队的综合力攀升到极点。

2009年度，我们以“工作方式的革新”为口号，

在集团上下实施了各种措施。首先，通过事业构造

改革以及使集团整体最佳化的人员构造改革，改变

事业与组织的框架，适才适用，重新安排了人员；

其次，不是个人优先，而是为了最大发挥团队力量，

我们取消了不定时工作制并每天召开晨会，在各个

级别讨论以团队形式工作的意义，加深彼此之间的

关系。我们正在继续开展各种工作，使爱普生的理

想工作方式得以实现与落实。

残疾人员的雇用
爱普生为了顺利地雇用或分配各类残疾人员，

除了在总公司与事业所录用以外，还设立了特殊

子公司——Epson Mizube Corporation和Epson 

Swan, Ltd.,；在苏州爱普生有限公司设立了专门以

雇用残疾人为目的的部门。另外，还为残疾人员准

备了手语翻译，让残疾人员能够接受与健全人同样

的公司内部培训或升级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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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082006 2007 20092005

2.01 1.99 1.94 1.95

法定雇用率：1.8%

2.28

3.0

2.5

2.0

1.5

1.0

0.5

0

（%）

OSHMS（JISHA）

合計76人

合計76人

总计
223人

知的障がい者
29人（38%）

精神障がい者
1人（1%）

言語障害 1人

腎臓障害 8人

規格

中央労働災害防止協会に
よる労働安全衛生マネジ
メントシステム

身体障がい者
46人（61%）

身体残疾
189人（85%）

下肢障害 28人

肢体残疾90人

听觉障碍35人视觉障碍13人

肾脏障碍
15人

心脏障碍
27人

聴覚障害  9人

知的障がい者
29人（38%）

智力残疾
31人（14%）

其它
3人（1%）

合計226人

身体障がい
173人（78%）

肢体障がい 85人

聴覚障がい 36人

視覚障がい 13人

腎臓障がい 
15人

心臓障がい 
24人

知的障がい
29人（13 %）

その他
21人（9%）

その他
1人（1%）

言語障害 1人

腎臓障害 8人

肢体障がい90人肢体障がい90人肢体障がい90人
肢体障がい90人

其它身体障碍
9人

■ 爱普生集团日本国内的残疾人员构成　■ 爱普生集团日本国内的残疾人员雇用比例推移

用锯截断时的情景

员工男女比例

女性 18%

男性 82%

管理人员比例※1

管理人员 14%

一般职员 86%

管理人员的男女比例

女性 1%

男性 99%
员工构成数据为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于2010年3月底时的数据。
※1 管理人员是指科长（包括日本国内调职科长）以上级别的人员。

■ 员工构成　

■ 新员工培养教育日程

培训名称 公开日期 听讲人数※1

《信息安全基础篇》※2 2009年  3月 22,832人

《预防新型流感感染方法》 2009年  4月 19,031人

《软件许可证基础教育》※2 2009年  6月 19,406人

《CSR基础2009》※2 2009年  7月 15,492人

《J- SOX教育》※2 2009年11月 18,322人

《环境基础教育Ⅱ》※2 2009年12月 15,874人

《以客户为优先的爱普生》※2 2010年  3月   8,506人

※1 指从公开到2010年3月底为止的听讲人数。
※2 有关守法的教育。　

10月 4月 5月～ 3月

内
定
人
员
培
训

自
我
启
发

进
公
司
仪
式
、
各
种
手
续

进公司时的培训

  集中培训
  生产制造培训
  步行诹访湖一周

分
派
到
各
事
业
部
、
职
场

事
业
部
的
入
职
培
训

按照培养计划进行
的职场在职训练、专
业培训、生产实习、
销售实习等

   7月1日正式雇用

跟
踪
培
训

拆解组装时钟时的情景

（截至2010年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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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创造
爱普生将劳资关系定位为“劳资创造”，针对工

作方式、帮助下一代、福利保健及工资等各种课题

而设立了“劳资委员会”，劳资双方共同解决问题。

本公司采用了“工会化工厂”的制度。

劳动时间的管理
爱普生为了防止长时间劳动，进行了守法对应

的工作，例如编制《工作时间外劳动管理手册》等，

并贯彻落实。此外，我们还在集团日本国内公司开

展了上班时间管理、跟踪重点管理人员以及为避免

长时间劳动开展启发活动等，采取各种措施防止长

时间劳动。

消除歧视、不公正劳动与舞弊
爱普生在全世界范围内取消或消除了所有歧视

与不公正劳动。我们于2004年在联合国全球契约上

签字表明了上述态度；又在2005年制定的《关于人权

与劳动的方针》中明确规定了尊重人权、消除骚扰及

任何歧视、尊重地区的文化与习惯、禁止使用童工

或强制劳动以及维持良好的劳资关系等内容，并在

集团内公开、贯彻。

2009年度骚扰咨询窗口收到的咨询件数为26

件，我们本着严格保护个人信息的原则对此进行处

理。另外，我们还通过信赖经营推进会议的定期报

告或在集团日本国内公司内部宣传公报中登载等方

法提醒注意，以防舞弊的发生。

在男女雇用机会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
爱普生很早就开始采取了男女雇用机会平等的

各种措施。1983年我们完全废除了男女工资的不平

等。生育、育儿休假后的复职率从制度建立以来达

到了95%（2009年度为100%）。而且，女性的平均

工龄为21.7年，超过了男性工龄的18.0年。

在促进生活与工作相平衡方面所做
的努力
爱普生为了能让员工放心工作的同时考虑到培

养下一代，不断推进工作与生活相平衡的环境建设。

我们扩大了以半天为单位获得健康休假的使用

范围，使该休假也可以用于育儿。2009年度，以育

儿为目的获得半天单位的健康休假的人数达到225

人，共使用了910次。我们还实行每周一次以上的

定时下班、增加可供儿童参观的事业所，通过这些

方法，使制度不断深入下去。

上述措施使我们两期连续获得了“符合标准一般

事业主”的认定。这是日本长野县劳动局依照日本

《抚养下一代的支援对策推进法》对积极开展支援下

一代活动的企业所颁发的认定。

此外，2009年我们还按照《抚养下一代支援对

策推进法》的规定编制了《第三期一般事业主行动计

划》，预定2012年3月前将针对“在家工作等多种工

作方式的调查与研究”、“推进每周两次定时下班日”、

“不让休职前的技能落伍，实现顺

利复职措施的研讨”等方面开展工

作。爱普生今后也将继续推进工作

与生活相和谐的各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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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制度的内容

育儿 育儿休假、育儿短时间工作、在家护理服务

护理 护理休假、护理短时间工作

退休后
退休金（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现金余额计划（养老金基金））、财产形成

养老金储蓄奖励金等

健康
工伤以外的伤病假、公司内理疗（按摩）、健康休假、伤病津贴附加额、

生育育儿津贴附加额、全身体检补助、脑部检查补助等

教育 国家资格考试合格补助、与业务有关的通信教育、自主研修会补助等

住宅 提供员工宿舍与单身宿舍、住宅资金形成储蓄、住宅资金形成融资等

上下班 上下班费补助（月票、汽油费、高速公路、收费道路等）

保险 团体生命保险、作为企业团体处理的保险

其它 员工食堂、职场活性化补助金等

■ 主要的健康福利制度

■ 获得育儿休假的员工人数推移

年度
获得育儿休假人数 获得护理

休假人数全体 女性 女性的获得休假率※1 男性

2009  74 ※2 53 　　　100%   21 （20）※3 0

2008  73 ※2 62 　　　  98%  11 （10）※3 4

2007  77 ※2 70 　　　100%  7 （6）※3 3

2006  59 57 　　　  97%  2 2

（人）

※1 获得育儿休假人数÷制度对象人数
　   制度对象人员：生育孩子后有资格获得育儿休假的人员。
※2 2007年之后包含了健康休假的人数。
※3 括号内表示获得健康休假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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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安全卫生

我们将劳动安全卫生视为企业活动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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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个性、发挥综合能力——员工与爱普生

■ NESP的定位

■ 工伤事故度数率的推移 （日本国内）

ILO-OSH 2001

NESP

OSHMS(JISHA)

安全活动
的实践

规格

方针

日本中央劳动灾害防止

协会的劳动安全卫生管

理体系

OSHMS
劳动安全卫生管理体系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日本国外当地法人日本国内事业所与关联公司

国际劳工组织 (ILO)于 2001年制定的、有关劳动安全卫生
管理体系的指南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电气机械器具制造业平均

制造业平均

工伤事故度数率是指用总计100万劳动时间中因工伤事故而造成的停工1天以上的伤亡人数表示的指数。

工伤事故度数率 1,000,000
总计劳动时间

停工灾害伤亡人数

2008 年度20092007200620052004

1.2

1.0

0.8

0.6

0.4

0.2

0

在根除日本国外的工伤事故方面
所做的努力
爱普生的日本国外生产基地也积极开展了

NESP活动，旨在根除工伤事故。各事业所中，管

理人员与一般员工一起定期进行安全卫生巡视，持

续开展从检查到改善的活动，还积极接受第三方机

构进行的OSHMS审查与认证。

安全卫生的理念 

爱普生认为，维持提高让全世界所有员工放心

工作的安全卫生环境、每一位员工保持良好的健康

状态活跃在工作生活中，是企业体制的基础。在总

经理宣言的“安全放心与健康是企业的生命”的指导

下，我们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劳动安全卫生活动。

爱普生从2000年度起建立了独自的劳动安全卫

生管理体系：“NESP（New EPSON Safety & Health 

Program，新爱普生安全卫生程序）”，并在整个集

团推进。NESP活动以依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指

南构建的OSHMS（劳动安全卫生管理体系）为基准，

以“安全”、“卫生”、“防火防灾”为活动的三大轴心，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第三方机构的监查（印度尼西亚）

OSHMS认证（印度尼西亚）

管理人员进行的安全卫生巡视（美国）

OSHMS认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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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机构进行的日本国外工厂认证的取得状况

■ 第三方机构进行的日本国内工厂认证的取得状况

在防火防灾方面所做的努力   
为了履行社会责任不让可以预防的事故发生，

同时也为了继续成为得到周围地区信赖的企业，我

们以“自己的公司自己守卫”为口号组织了自卫消防

团，又将每年8月31日定为“爱普生防灾日”，协同

地区消防署实施集团整体的防火防灾训练。

在实现身心健康方面所做的努力
爱普生始终秉持有关健康的基本观点，即以“依

靠自身努力创造并维护健康”为基础，劳资保健三位

一体促进身心健康，支援员工的自我健康管理，从

而鼓舞员工干劲、充分发挥其潜能。

为了强化以此为基础的各种工作，健康管理部

门建立了新的产业保健组织体制。具体是2009年4

月，设立了统括厂医的职位，以统括管理并支援集

团日本国内公司的厂医；又设立了护士长职位完善护

士体制；另外，还重新实施了以急救训练为首的各种

专业教育，努力构建“受员工信赖的、安心的健康管

理室”。

新型流感发生后，在危机管理委员会中健康管

理部门从专家的立场出发策划集团方针，努力做好

防止来宾或员工受感染的工作。

在员工心理健康的管理工作中，为了按照2006

年制定的心理健康方针推展活动，健康管理部门建

立了以本公司统括厂医为最高负责人的项目，正在

策划以“预防及防止再发”为重点的心理健康新三年

计划，致力于减少心理健康状况不良的人数，还准

备了复职程序以便休职人员能够顺利重返职场。

集团防灾训练（日本国内总公司事业所）

具有十年以上历史的《增进健康新闻》

每年发行4次，为员工的健康管理助一臂之力。

日本国外生产厂数 取得的OSHMS认证数

欧洲 1 1（英国）

亚洲 19 5（中国2、 印度尼西亚2、 新加坡1）

北美 4 0

南美 1 0

日本国内生产厂数 JISHA方式OSHMS认证的取得数

北海道、 东北地区 4 4

信州地区 10 10

关东地区 1 1

日本西部地区 2 2

10

2

1

1
1 1

1

（注） 地图中白色的数字表示取得的认证数

（处）

（处）

（注） 地图中白色的数字表示取得的认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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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体制的基本观点
业务执行的相关事项項

本公司每月一次或根据需要随时召开董事会。

董事会对经营的基本方针、重要业务的执行、决算

等即时披露的相关事项做出决策。

而且，我们还设置了全体董事出席的各种经营

会议，作为意向决定前进行详细审议的场所。尽管

本公司没有设立公司外部董事制度，但通过由监事

出席各种经营会议，从而确保意向决定的透明性。

有关监查、监督的事项項

监事为5名，其中公司外部监事占了3名，以此

增加监查业务的独立、透明性。为了支持监查业务，

我们还设置了专门的部门与专业人员。

监事们通过出席经营战略会议以及经营会议等

执行层面的重要会议、定期阅览书面请示等重要裁

决文件、与内部监查部门以及会计审计人定期协议

以及定期与董事长会谈等方式，掌握业务执行情况，

提高监查的实际效果。

有关提名与决定薪酬的事项項

决定薪酬之际，首先在“薪酬审议会”中研讨决

定支付金额的方针等之后，再递交董事会审议。设

定薪酬水准时使用外部专门公司的调查数据，以确

保客观性。选任董事候补人员时，在“董事选拔审议

会”中按董事会事先规定的标准进行选拔，再提交董

事会审议。

尽管本公司没有设立公司外部董事制度，但监

事旁听每个审议会，以此确保审议过程的透明性。

公司管理体制

针对各利益相关方，

爱普生确保经营的高度透明性与健全性，

完善实践信赖经营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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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的基本方针
本公司将《经营理念》视为经营的最上层概念。

为了实现该理念，我们制定了《企业行动准则》，正

在努力将其落实到包括子公司在内的集团整体中去。

保证业务正确性的体制（以下称为：“内部控制”）的建

立健全一方面由各主管部门根据《企业行动准则》开

展活动；另一方面，通过由全体董事及监事参加的信

赖经营推进会议把握公司层面的情况，着实提高集

团整体的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业务执行体制

1.制定了《职务权限规程》、《职责分离规程》以及《关

联公司管理规程》，完整地规定了集团整体的权限

划分，构建了正确、高效地执行职务的体制。

2.在确保企业集团业务的正确性的方面，我们除了

在《关联公司管理规程》中规定事先必须得到母公

司的批准并设定汇报的义务以外，对满足一定基

准的业务，将其列为应取得母公司董事会裁决的

事项，建立起在集团控制之下执行业务的体制。

另外，我们规定由各事业部门的负责人承担建立

健全子公司业务执行体制的责任。对涉及多方面

的课题，由总公司各主管部门进行支援。

3.执行人员必须以每3月一次以上的频度，向董事

会报告以下规定事宜：

  （1） 有关业绩状况以及业绩预估的事项；

  （2） 风险管理的应对情况；

  （3） 重要业务的执行情况。

职务执行相关信息的保存与管理

1.有关职务执行相关信息的保存与管理，我们按照

《文件管理规程》、《书面请示规程》、《合同管理规

程》及其它相关规程进行。董事与监事随时阅览上

述文件。

2.依据《信息安全基本规程》对包括集团公司在内的

公司内部信息按机密程度进行妥善管理，以防信

息泄漏。

守法经营

1.我们制定了《企业行动准则》作为《经营理念》的实

践原则，并对其基本框架——守法经营的部分制

定了《守法经营基本规程》，规定了组织体制等守

法经营的基本事项。

2.规定守法经营的总括负责人为总经理；各事业部门

的负责人在包括所管辖的子公司内推进守法经营；

对涉及多方的课题，由总公司各主管部门与各事

业部门协同推进。

3.设立了公司内咨询与上报窗口——“守法帮助热

线”及其它各种咨询窗口，使违反守法经营的行为

被发现时可以上报。

4.向包括子公司员工在内的人员实施针对员工的网

上学习（e- learning）等各种内部教育。

5.设置了信赖经营推进会议，作为在总经理之下审

议有关守法经营事项的会议体。信赖经营推进会

议中对法律、公司内部规程、企业伦理的遵守情

况、重点领域的工作状况等进行守法经营整体的

进展管理。而且，监事也出席该会议，以此确认

守法活动的内容。

6.总经理定期向董事会汇报守法经营的相关事项，

同时根据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7.在《企业行动准则》中规定了不与“黑社会势力”存

在任何形式的接触。

■ 各种咨询窗口

• 守法帮助热线（监查室）

• 有关长时间劳动的咨询窗口（人事部） 

• 有关骚扰的咨询窗口（人事部）

• 职业咨询室（人事部）

• 员工咨询室（总务部）

• 工会咨询窗口（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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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1.制定了规定风险管理体制的《风险管理基本规程》，

规定组织体制、风险管理的方法等基本事项。

2.规定风险管理的总括负责人为总经理；各事业部门

的负责人在包括管辖的子公司在内推进风险管理。

3.设置了信赖经营推进会议，作为在总经理之下审

议有关风险管理事项的会议体。在信赖经营推进

会议中抽出并确定集团整体的重要风险并对其控

制活动状况进行管理。当发现重要风险时，我们

将遵守所制定的危机管理程序，在总经理的指挥

下，集团整体迅速起动初期对应程序。

4.总经理定期向董事会汇报风险管理的相关事项，

同时根据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监查体制

1.监事依据《监事监查规程》在履行职责中认为必须

时，可以向董事以及员工实施询问等。

2.监事可以出席经营战略会议、经营会议等执行层

面的重要会议，已形成了能够获取与董事同样等

级的信息并据此进行监查的环境。我们还向监事

定期提交重要裁决文件。

3.设置了监事室以辅助监查业务，并配备了专门的

员工。有关这些员工的人事调动以及人事评估等，

将尊重监事会的意见。

4.通过监事与内部监查部门以及会计审计人之间的

定期协商审议，努力提高监查的实效。

5.已形成了通过监事与董事长的定期会谈，使监事

可以直接把握业务执行情况的体制。

爱普生的安全措施
爱普生在《企业行动准则》之下，又制定了《信息

安全基本方针》，规定有关信息安全的基本姿态及应

遵守的内容。以此使集团的每一位成员意识到信息

安全的重要性，建立起能够具体实践的公司管理结

构与企业风尚，使爱普生作为受各利益相关方信赖

的企业而生存下去。

信息安全体制与管理推进活动動
2009年度是《第一次信息安全基本计划》的第

三年。我们继续开展了完善有关信息安全的体制与

教育工作。并且在15家事业体中实施了评价信息

安全达成情况的自我监查，对4家事业体实施了内

部监查。

另外，我们除了3次召开信息安全推进负责人

会议，进行活动的横向展开与进展管理以外，还

将每年的7月定为“信息安全强化月”。强化月中

以“保护信息，唯有自己”为口号，集团信息安全

统括负责人（CISO）亲自发表讲话，并开展了员工

共同阅读《信息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的活动，

以此启发员工。而且，为了调查信息安全管理措施

的实施情况，我们还实施了以全体员工为对象的调

查，对未能贯彻落实之处将反映到其后的措施中去。

强化月中我们发行了《信息安全新闻》，主要介绍

集团内外的事例（事件、事故或值得参考的优秀活

动），强化月之后仍然每月发行。在教育方面，我

们继续实施了部科长教育与一般人员教育，接受网

上学习（e- learning）的所有对象人员约23,000人

都已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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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系统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

在信息系统安全领域中，为了防止因外出时被

偷或遗失而造成的信息泄漏，我们针对日本国内集

团所属公司，不是单纯禁止带电脑外出，而是考虑

到业务效率（与便利性），在带出电脑的功能要件中

追加了硬盘密码，并从2009年5月起实施。而且，

我们还在电脑中导入了控制措施，以控制因通用串

行总线（USB）内存而造成的病毒感染。我们又在集

团中统一了软件许可证的使用与管理方法以及管理

意识，使管理更加强固。数据中心、商务系统事业

部以及株式会社拓优科梦信息系统已获得信息安全

管理系统（ISMS）的认证，并在持续运用（更新）。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

关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我们对本公司内6个部

门以及关联公司的2家事业体实施了内部监查，并

对1家委托公司实施了现场检查。在已获得隐私标

志认证的日本国内销售公司（爱普生销售株式会社等

4家公司）中继续进行标志的运用（更新）。

在物理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

爱普生采取了各种物理安全措施保护个人与企

业的资产。

强化物理安全之际，我们把以下工作作为基本

措施：从防犯、防灾以及安全卫生的观点保护爱普生

占地内的所有人员；做好警卫工作以防企业资产被偷

带出、可疑物品的带入或可疑人物、车辆的进入；

对进入占地内或设施内各房间的进出情况实行管理，

并对进退履历进行统一管理。各事业所或事业基地

根据各自情况开展本项工作。

2009年度中所做的强化安全工作如下：

各事业体通过自我检查与内部监查评价信息安全

达成情况。而且，我们还综合性地确认全事业体的信

息安全管理系统的确立状况，即爱普生的控制是否有

效发挥功能。为了培养监查关键人才，我们持续实施

了以获得信息安全监查技术为目的的讲习。本公司及

日本国内关联公司中，除本公司内部教育外，还完成

了日本安全监查协会认定

的信息安全监查员资格学

习，获得资格认定者达到

了50人。

获得内部监查人资格认定的人数

已达到50人

内部监查人员教育的情景 在本公司所有事业所导入了新的 ID卡；

编制了针对新员工的教材，在新员工培训中使用，使

新员工及早理解物理安全的重要性；

对集团总公司、岛内事业所梓桥工厂、爱普生影像

电子元器件株式会社丰科事业所以及Epson Mizube 

Corporation湖畔工厂的4家事业所实施了物理安全

评估，对发现的问题制定了改善计划；

构建了可确定人员信息的 ID卡的反复使用体系，改变

了向临时进入场地内的人员发行不可确定人员信息的

ID卡的做法，使这些人员也可以使用可确定人员信息

的 ID卡。

知识产权的保护

爱普生按照“信赖经营”的观点，在充分尊重第

三方权利的基础上开展事业运营。但与此相对，爱

普生从保护自身正当权利的立场出发，对擅自使用

爱普生的注册商标或专利权等行为，依法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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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采购的基本观点
构建与业务合作伙伴之间的信赖

爱普生本着“公平公正、共存双赢”的原则，构

筑与遍布世界各地的业务合作伙伴之间信赖关系，

推展采购活动以实现共同发展。从以顾客为代表的

各利益相关方来看，“爱普生”不仅仅是指本公司的

关联公司，还涉及到与爱普生商品有关的整个供应

链。因此，爱普生认为与供应商一起推进CSR是一

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只有建立起良好合作关系，爱普生才有可能在

国际或地区社会中实现得到共鸣的“和谐发展”。

采购基本方针与采购指南

为了能让世界各地的业务合作伙伴理解爱普生

的基本理念，我们依据《采购基本方针》制定了《采购

指南》，编入了禁止使用童工、禁止强制劳动、尊重

人权等法律或社会规范与伦理、保护环境、安全卫

生等要件，依此开展采购活动。

近年，伴随企业活动的全球化，在整条供应链

中推进CSR的工作已变得日益重要。2008年度，

我们改订了《采购指南》，将《爱普生供应商行为准则

（CSR行为规范）》编入其中，并向供应商说明内容，

敦促理解且要求遵守本项准则。此外还对要求事项

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确认与评价。截止2009年度，我

们已要求约330家供应商进行自我诊断，并对其中

约130家供应商实施了现场检查，对不健全事项提

出了改善要求。

CSR采购

以“公平公正、共存双赢”为原则，

与供应商携手共同发展。

被全世界人们所信赖——供应商与爱普生

《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

经 营 理 念

《爱普生集团
采购管理规程》

本部、事业部标准

供应商

采购基本方针

1.本着“公平公正、共存双赢”的原则，与供应商建立
相互信赖的“良好合作”关系。

2.在所有开展事业的地区保持高度的道德观和社会良
知，促进遵守国际法规以及其精神准则的采购活动。

3.在全力推进绿色采购的同时，努力维护实现稳定而
合理的品质、价格、交货期。

与采购活动相关的行为规范

评价标准

《爱普生
供应商行为准则》

《采购指南》 与采购相关的标准

供应商评价交易遵守的要求

自我诊断

■ 采购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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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系到实效

爱普生至今为止将活动的重心放在构建体系之

上，但我们的意识已经到了让“和谐发展”的活动精

神更加深入，并将体系转变为实际活动的阶段。

因此，我们从2009年度起把主管采购的部门从

原来的负责经营整体的本部转移到负责强化生产力

的本部，通过完善体制强化实效。我们还召开了每

两个月一次的定期联络会作为现场之间交流意见的

场所，在联络会中贯彻整体事项、共享信息。

我们也将重审有关采购的规程与标准，使体系

在现场更能发挥实效。针对以守法与防止舞弊的观

点对采购业务人员进行的教育，我们又改善了教育

培训方式，从以授课为中心的学习方式改为小组演
习的形式。目前，已有约14,000人接受了教育。

从体系到渗透活动

现在，我们正在对目前实施的采购守法管理培

训进行重审，将其划分为针对全体员工的网上学习

（e- learning）和针对从事采购业务人员的专门培训，

并充实培训内容，使其变为“更具有实践性、可以实

际应用的教育”和“通过反复教育培养树立正确观点意

识的教育”。

2010年度以后，我们将通过这些具体实践努力

实现在世界各地开展活动的爱普生员工的“CSR整体

水平的提高”，巩固与业务合作伙伴之间的信赖关系。

世界对爱普生的CSR活动的评价

SAM公司的认定
在调查及分级企业社会责任投资 (SRI)的国际权

威SAM公司（瑞士）的评估中，爱普生被认定为可持

续性发展（Sustainability）优秀企业的“银等级（Silver 

class）”，并于2010年1月对外公布。

纳入社会责任投资（SRI）
作为向利益相关方披露信息的环节之一，爱普

生诚挚应对了各调查机构进行的有关社会责任投资

的调查。2009年度爱普生被纳入以下主要社会责任

投资指数。

■ 从体系到渗透活动的模式图

巩固信赖关系以及

与业务相符的人才

更具有实践性 正确的观点意识

构建体系的活动

提高 CSR整体
水平的活动

“银等级”的认定
http://www.epson.com.cn/templates/news_article.asp?articleId=10243&ColumnId=283&pg=&view=&category=&productId=Morningstar社会责任投资股价指数：日本

（2009年4月）
埃什贝尔可持续发展指数

 （Eth ibe l Susta inab i l i t y 
Index）：比利时

富时社会责任环球指数

（FTSE4Good Global Index）：英国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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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守法管理培训的实施范围

管理人员

担当人员

一般人员

“采购业务管理人员培训”
预定 2011年引进

网上学习（e-learning）

以基础内容为题每年

实施（2010年度起引进）

从事采购业务的人员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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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的活动
在五大重点领域中，2009年度我们着重推进了

“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活动”与“支援文化艺术的活动”。

2009年度的社会贡献活动费约为6.6亿日元。

今后，爱普生集团将作为优秀企业公民，以成为与

社会共存的企业为目标，通过各种支援活动，赢得

社会共鸣，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社会贡献活动的观点
爱普生依照《经营理念》中所倡导的“力争成为

被全世界人们所信赖、与社会共同发展、开放的公

司”的精神，于2004年制定了《社会贡献理念》以及

《社会贡献活动方针》。理念中浸润了“实践赢得公司、

员工与社会三方的共鸣的各种活动”的精神，还表明

了重点活动领域。

我们将理念与方针定为集团整体的奠基石，在

从事业务活动的世界各国与地区开展与地区社会密

切相连的活动。此外，我们也重视将支撑爱普生事

业的技术力量与技术信息回报社会。

“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活动”

环境教育结束后拍摄纪念照片时的情景 （印度尼西亚）

社会贡献的五大重点领域

●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活动　●支援文化艺术的活动  
●参加与支援地区活动　●环保活动　●社会福利活动

■ 社会贡献活动费的使用情况

1

教育培养
青少年的活动
27%

活动费总计

(合并)

6.6亿日元

支援文化艺术的活动
39%

参加与支援
地区活动
13%

环保活动
8%

社会福利活动
11%

其它 2%※

69

社会贡献活动

作为一名优秀企业公民，

我们积极开展社会贡献活动。

与社会共同发展——社会与爱普生

社会贡献理念

爱普生集团作为优秀企业公民、与社会共

存，同时集团员工也作为地区社会的一名

公民，通过各种支援活动，赢得社会共鸣，

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

社会贡献活动方针

1. 在重点活动领域推进符合世界各地实际情况的

    贡献活动；

2. 作为一名公民促进并支援参与社会活动；

3. 推进具有特色的贡献活动；

4. 重视与社会之间的交流。

※ 包括约1,000万日元的灾害支援活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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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节能巡检队
日本长野县内的技术人员跨越企业壁垒构建联

络网，组建自愿参加的“信州节能巡检队”，对长野

县内的中小企业、政府机关、医院等，家庭以外的

各种设施进行节能诊断，爱普生对此给予协助。爱

普生作为环保的引领企业很早以前就着手于各种环

保活动。为了在地区社会内推广，我们将积累的技

术经验汇编成事例集，散发给诹访地区的企业。这

项工作获得了高度的赞赏，有些企业发出了“希望

到现场来做实际检查”的呼声。在这样的呼吁之下，

2000年“诹访地区节能巡检队”诞生了。它以诹访地

区的制造业为中心，开始了免费进行节能诊断并提

出建议的活动。2005年，活动成果被认可，又接到

了长野县政府机关的请求，作为“信州节能巡检队”

将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长野县。爱普生承担了该项

活动的事务局业务，又担任巡检队队长等，成为了

活动的中心。

现在，以爱普生为首，由来自长野县内13家企

业的约50名队员一起开展活动。队员由“能源管理

士（电气、热）”、“电气主任技术者”等拥有国家资

格的人员组成，可以说是由“节能专家”进行的诊断。

2000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共诊断了超过230家的

企业。

活动以防止地球温暖化（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

量）、资源的削减（能源效率化）、强化企业体质（削

减经费、提高利润）为目的，目标是到2050年度为

止与1990年度相比减少50%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

活动获得了好评，巡检队获得了以下表彰：

本项活动的目的在于削减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与企

业的费用，更在于通过提高环保意识，防止地球温暖化，

并为强化企业体制作出贡献。

我们还以“将节能活动从竞争转变为和谐”为宗旨，

广泛宣传本项活动。我期待这样的活动能够遍布日本全

国并有更多的企业参加，同时，我们

在今后也将继续扎实地开展本项活动。

长野县内中小企业、旅馆设施众多，对推进节能方

面的“人员、技术、信息”的需求也大。我们的活动是去

实际的现场做节能诊断，提出具体的着眼点、改善提案

以及费用对效果的评价等，在降低事业所的环境负荷与

削减成本的两方面都能取得巨大的成果。“持续就是力

量 !”——今后我们将更下功夫钻研技

术，为防止地球温暖化而付诸贡献。

表彰名称 获奖年度

 信州环保大奖 2003年度

 长野县县长表彰 2007年度

 日本环境经营大奖（三重县主办） 2007年度

 防止地球温暖化活动环境大臣表彰 2008年度

 资源能源长官奖 2009年度

生产技术中心

五味 修

节能巡检队员之声

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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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件数）

5

2000

6

2002

12

2003

15

2004

27

36

2005 2006

7

2001 （年度）

43

2008

41

2007 2009

40

2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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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50

0

（累计）

件数

累计

长野县诹访地区 全长野县地区

■ 节能巡检队所获得的表彰

■ 节能巡检队的诊断件数

巡检的情景

地球环境推进部

伊藤 胜一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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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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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院儿童学校实施“制作时钟”的课程

2009年7月，在长野县儿童医院的住院儿童学校，

我们为在住院儿童学校中学习的孩子们举办了以“自己的

时钟自己做 !”为题目的特别课程。

住院儿童学校是一所专为在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孩

子们开设的小型学校，本次特别课程共有从小学到初中

的15名学生参加。

儿童们在两周前就开始了表盘的制作。他们各自使

用照片、玻璃珠或绘画等，制作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时

钟。放入电池后指针走动时，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令人

铭刻在心。

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活动 （日本）

至今为止，政府及民间企业等各方对中国四川汶川

大地震的受灾地区给予了各种形式的支援。

2009年5月，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为了让学生们

尽早恢复原来的学习环境，向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中新

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赠送了1,320本英汉字典。

地震发生后，爱普生对座落于严重受灾地区的绵阳

市三台县中新镇中心小学与广元市利州区宝轮一小石桥

村小学提供了共24间临时教室，使约2,000名学生和老

师获得了学习空间。另外，爱普生（中国）的员工也为受

灾地区的重建而进行了捐款。

Epson Colombia Ltda.（哥伦比亚）为提高教育水平，

于2009年8月在地区青少年基金会所有的设施内开设了

电脑教室。

开设教室之际，爱普生除了提供教室布局的设计以

及捐赠计算机、显示屏、打印机等设备与软件、桌椅以

外，员工们还亲自安装了设备和软件等。今后的运营由

基金会的成员负责。电脑教室作为居住在该地区的青少

年学习科学技术的训练中心而发挥功能，为提高教育水

平作出贡献。

爱普生财团（香港）支援香港惇裕学校在校内建设生

态植物园。植物园被命名为“爱普生爱心生态植物花园”，

于2009年10月在小学内正式开园。

在开园式中，财团代表发表了致词，致词中讲到：

“孩子们可以在生态植物园中亲眼目睹生态系统以及植物

的生长情况，深入学习有关知识。我相信这些经验必定

会引导孩子们养成爱护植物、保护环境的观念。”

爱普生希望惇裕学校的孩子们以及前来植物园参观

的人员将获得的体验传播给家人及友人，使环保之环日

益扩大。

孩子们制作的时钟

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活动 （中国）

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1周年——捐赠词典

捐赠的英汉词典 拿到词典后惊喜万分的孩子们

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活动 （香港）

爱普生爱心生态植物花园的开园

前来爱普生爱心生态植物园参观的人员

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活动 （哥伦比亚）

开设电脑教室，提高青少年的教育水平

在电脑教室上课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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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赞同在全球赢得高度评价的齐藤纪念交响乐

团的活动宗旨。为了振兴日本的音乐与艺术，作为爱普

生支援文化艺术活动的环节之一，自1989年欧洲公演

以来一直支援齐藤纪念交响乐团的活动。

从1992年起，本公司又成为了每年在长野县松本

市举办的“松本市齐藤纪念音乐节”的特别赞助公司之一。

音乐节中，活跃在世界各国及地区舞台的音乐家们汇集

长野县松本市，在为期约1个月的音乐节中除了演奏交

响乐以外，还邀请长野县内的小学生以及残疾人学校的

儿童们参加由青年演奏家们为孩子们举办的音乐会。

此外，我们还

支援该交响乐团进

行的海外公演。

2009年8月登陆的第8号台风造成的“八八水灾”，

使台湾、特别是东南地区遭受了重大的灾害。这是50

年来最大的水灾。泥石流冲毁了道路与建筑物，多数山

区居民至今仍然下落不明。中部地区也受灾严重，泥石

流使道路中断、学校倒塌、房屋被埋。Epson Taiwan 

Technology & Trading Ltd.(ETT、台湾 )征集了志愿者，

前往受灾的南投县神木村从事为期两天的救援活动，帮

助受灾人员清理住宅等。

此外，ETT从员工和公司共募集到100万台币，捐

赠给受灾人员以及作为学费捐赠给儿童，此外还捐赠了

打印机并对损坏的打印机

进行了修理等。

Epson Europe BV Israel Office（以色列）于2009

年11月赞助了“2009年红海水中摄影大赛”。

这是座落于红海海滨的以色列埃拉特市每年举办的

大赛，被称为“水中奥林匹克”。参加人员是来自全球的

著名专业和业余摄影师。爱普生从2008年度起作为主

要赞助商参加该大赛。参赛照片有两种形式，它们是“事

先拍摄的水中照片”和“在举办期间潜入海中拍摄的鱼等

生物的照片”。2009年度共有约130名摄影师参加，应

征作品超过1,000幅。大赛的目的也在于宣传保护水中

生物的重要性，它与推进彩色影像与环保的爱普生的形

象一致。

PT. EPSON BATAM（PEB、印度尼西亚）于2010年

1月，就近年愈显突出的地球温暖化问题，向周围小学的

学生们实施了环境教育。该项目除了环境教育以外，还

向学生们介绍了PEB的环保活动，通过对爱普生环境友

好型商品的介绍加深了学生们对爱普生在环保方面所作

的工作的理解。

当天的活动还包括：观赏环保录像、参观PEB工厂

（介绍PEB为环保而进行的工作）、有关地球温暖化的小

问答以及海报制作比赛等。孩子们分为10组，直到结束

为止都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各种活动。海报制作比赛中对

前3名进行了表彰，对参

加的其它学生颁发了参加

奖。孩子们充满喜悦的笑

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当天圆满结束时全体

人员合影留念。

支援文化艺术的活动 （日本）

对齐藤纪念交响乐团的支援

演奏会的情景

支援文化艺术的活动 （以色列）

赞助世界最大规模的水中摄影大赛

颁奖仪式的情景

参加与支援地区活动 （台湾）

在台风受灾地区的救援活动

当地的情况

环保活动 （印度尼西亚）

向地区小学生实施环境教育

海报制作比赛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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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回收家用打印机使用完墨盒的“墨盒回家工程”

是由爱普生、兄弟、佳能、戴尔、日本惠普、利盟6家

公司联合举办的活动。作为“墨盒回家工程”的一环，爱

普生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通称“UNEP”，总部设于肯尼亚内罗毕）进

行了捐赠。

“墨盒回家工程”是2008年4月起由6家公司与日本

邮政集团一起发起实施的。该项目开展共同回收家用打

印机使用完墨盒的活动。6家企业共同认识到将使用完的

墨盒回收并再资源化是作为销售喷墨打印机企业应尽的

社会责任，也是为保护地球环境、构筑循环型社会而必

须解决的课题，在此基础上6家公司共同推出了该项目。

作为“墨盒回家工程”的新措施，我们决定向致力于

解决地球温暖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危机以及资

源效率化等各种地球环境问题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捐款。

通过从侧面支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进行的森林保护以及

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活动，既可以提高项目的社会意义，

又可以更加积极地维护地球环境。

捐赠体系是每6个月统计一次日本全国3,639家主

要邮局以及部分政府部门回收的墨盒总数，将总数乘以

3日元后得出的金额捐赠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一次统

计期间为2009年10月- 2010年3月，之后每6个月进

行一次统计，捐赠与回收数量相应的金额。

“地球一小时”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向全球发出

的一项全球性公益活动，鼓励全社会对气候变暖带来的

挑战采取积极的环保行动。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联合

爱普生在华关联公司以更加积极、务实的态度再次参与

了此活动。

本着尽力去影响他人的目的，爱普生积极在集团内

外开展“地球一小时”的宣传。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在公司主页发布号召书，向顾客及相关方发出“加入地球

一小时”的号召，并聘请WWF的环保专家来公司做“地

球变暖与我们的行动”的主题演讲，同时号召员工参与承

诺签名；爱普生上海印像馆、广州印像馆在馆内张贴“地

球一小时”宣传海报，发放宣传单，并在2009年3月27

日举办特别宣传活动，号召来店顾客参与“地球一小时”；

天津爱普生有限公司开展“地球一小时”参与承诺签名活

动；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和苏州爱普生有限公司布

置了“地球一小时”主题宣传栏；爱普生（上海）信息产品有

限公司组织员工观看“地球一小时”宣传片。

3月27日晚8:30- 9:30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等9家爱普生在华公司以关

闭办公室照明、关闭生活照明、关闭部分厂区照明、关

闭户外广告牌的行动积极参与实施了“地球一小时”活动。

同时此活动所影响到的员工及家属22,708名在家中关闭

照明，加入到了“地球一小时”的行动中。

在由WWF组织的优秀参与企业的评选中，因为爱普

生在此活动中的积极和富有成效的表现，以及对顾客等

相关方的影响力，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从435家参与

评奖企业中脱颖而出，被评选为20家表现突出企业，获

得了“2010地球一小时优秀参与企业”证书。

环保活动 （中国）

通过“墨盒回家工程”支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加入地球一小时，让改变从此刻开始”——爱普生在华关联公司2010地球一小时活动

环保活动 （日本）

使用完墨盒的回收箱

WWF的环保专家来公司做活动介绍 社刊专栏中宣传“地球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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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活动 （中国）

苏州爱普生志愿者为百岁老人庆生

爱普生财团（香港）以及Epson Hong Kong Limited

（EHK、香港）作为主要赞助商赞助了长春社主办的、以树

木为题材的摄影大赛。长春社是在香港开展环保活动的团

体中历史最久的非政府组织。绿化是现代化城市——香

港的重要任务。我们日常使用的纸张、家具，甚至连我们

呼吸的空气，都来源于树木。大赛的目的是向公众提示树

木的重要性并对树木给予我们的恩惠表示谢意，以此呼吁

保护树木。大赛期间展示了从居住在香港的青少年以及一

般人员的应征作品中选出的优秀作品，向来场人员倾诉树

木的重要性。

2009年11月15日，苏州市金阊区老年公寓一位

百岁老人，一袭红袄、头戴寿帽、双手合十，许下心愿

之后，一口气吹灭了三根生日蜡烛，幸福地渡过了百岁

生日。这天，来自苏州爱普生有限公司的30余名志愿者，

为苏州市金阊区老年公寓中60多位孤寡老人举办了主题

为“健康快乐，共创和谐生活”的慰问活动，期间恰逢这

位百岁老人的寿辰。

年轻的志愿者们为老人们现场包馄饨、表演节目、

拍摄照片，老老少少，其乐融融，场面看起来象一个大

家族的“Party”。苏州爱普生的负责人说：“中国人最注重

家的概念，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小家，但这里有大

家。苏州爱普生已经连

续两年慰问金阊区老年

公寓，以后我们每年都

会来，让老人们享受更

多家的温暖。”

2009年9月，Epson Singapore Pte, Ltd.（ESP、

新加坡）为了支援需要援助的儿童，协助新加坡的MILK

（Mainly I Love Kids）和Lake Side Family Center的

两大慈善团体，邀请110名儿童及其父母参加了电影放

映会。

电影放映会在港口的观光船上进行，除了放映影片

以外，还为参加人员提供了自助餐。来自ESP的35名

员工也参加了本次活动。放映时使用了爱普生的投影机，

观众们被鲜艳明亮的影像深深吸引。

活动中还有两位魔术师参加，为孩子们表演了魔术。

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孩子们衷心地感谢我们能让他

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Epson Deutschland GmbH （EDG、德国）从2008年

度起开展了“190天社会服务活动（190 Days of Social 

Commitment）”。这项社会贡献活动的实施方法是由

EDG的190名员工各自取得1天的休假，用于为办公室

周围的社会福利设施以及教育机构服务。

2009年度的主要活动如下：

8月，爱好摄影的员工在杜塞尔多夫的儿童肿瘤医

院的盛夏节期间，前往医院拍摄照片，用打印机输出后，

作为礼物将照片赠送给孩子们。

12月，为了让低收入家庭也能愉快度过圣诞节，在

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和广播台的协助下，EDG员工率先收

集了食物与玩具，赠送

给各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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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以“树木”为题材的摄影大赛

环保活动 （香港）

展示会场的情景

190天社会服务活动的实施

社会福利活动 （德国）

用打印机输出照片的会场的情景

社会福利活动 （新加坡）

举办活动招待需要援助的儿童

活动会场的情景

为百岁老人庆生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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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
2009年4月，为就气候变动对环境所带来的影

响进行相互协作，设立于意大利的爱普生气象预测

中心 (1995年设立 )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建立

了主要合作伙伴关系。

世界自然基金会致力于环保，是世界上最大规

模的自然保护团体，依靠超过500万人的支援者

而运营。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各国开展被称为“绿洲

（Oasis）”的自然保护管理公园的保护活动。在意大

利的绿洲活动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在意大利开展的最

大的项目。

尽管世界自然基金会将“绿洲活动”中观测得到

的信息汇总后应用，但调查研究气候变化时需要更

高精度的气象信息。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爱普

生气象预测中心可以提供高精度的信息，使气候变

化的持续监控变为可能。

监控结果汇总到《自然年鉴》，也被用于爱普生

气象预测中心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网站的信息提供

网页。这使世界自然基金会网站可以随时更新相关

信息，例如动植物的自然观象、花木的开花信息以

及气候变化信息。

交流的基本方针
为了具体实践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流，爱普

生于1998年制定了《全球交流标准》。它成为了实

践各种形式的交流的依据。我们不仅遵守法律法规，

还将依照国际社会的伦理规范，从“开放的公司”的

立场出发开展各种交流活动。

另外，2008年制定的《全球环境交流指南》中汇

总了有关环境的交流方法。我们在使用该交流指南

深入理解了企业活动中的环保工作的基础上发表相

关信息。在针对集团外部的宣传活动中，我们的原

则是适时适宜地发表包括负面信息在内的爱普生活

动情况。

与各位股东、投资人之间的交流
本公司将股东大会视为是与各位股东进行直接

交流的良好机会。在2009年的股东大会中，碓井总

经理直接向各位股东说明了描述2015年度时爱普生

的理想姿态的长期愿景——《SE15》的内容。

在每年的股东大会中，我们都能收到来自各位

股东的涉及广泛的意见与询问。对此，以碓井总经

理为代表的各位董事做出了坦诚的答复。

股东大会的情景

7

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职员的纪念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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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动

我们通过积极主动的交流活动，

深化信赖关系。

与社会共同发展——社会与爱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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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领域的交流
在世界各地举办的照片及影像大赛

Epson Australia Pty. Ltd.（EAL、澳大利亚）于

2010年2月主办的“2010年爱普生国际全景摄影大

奖”以全景照片为对象，为所有摄影师敞开了大门。

我们还支援在新加坡（2009年6月）和马来西亚

（2010年1月）举办的美国著名摄影师的摄影展，并

同期举办了大赛和体验制作等活动。

在日本，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用喷墨打印

机制作摄影作品的乐趣，我们从2006年起举办了

“摄影大奖赛”。

以亚洲各国与地区为对象的“彩色影像大赛”从

1994年开办以来，到2009年为止共举办了16届。

它为进行数字处理的表现方法提供了更多的发表场

所，来自日本、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及印度等众多地区的人员踊跃参加，2009年度的应

征总数为2,358人。

如以上的事例，爱普生为了支援遍布全球的打

印机用户发挥其创造性，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数字影

像大赛。

与员工的交流
CSR思考会
“CSR思考会”从2006年开始起步，到2010年

3月底为止，总计约8,500名员工参加了“CSR思考

会”。2009年度在手表事业部实施，共有240名员

工参加。

思考会既可以为员工提供思考CSR的机会，又

能听取活动改善提案和员工之声，是一项非常有意

义的活动。

与地区的交流
为了让事业所及工厂周围的居民理解我们的事

业和环境活动，爱普生举办了参观活动以及报告会。

2009年度，日本国内的11家事业所中举办了

地区交流，加深了对事业所的环境活动以及风险管

理体制的相互理解。

通过网站的交流
互联网是无边界的。统一爱普生在全球范围内

的网页设计，对爱普生的品牌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

影响。因此，我们正与世界各地的销售公司合作，

朝着统一网站设计的方向努力工作。这可以让访问

爱普生网站的顾客更容易使用网页。以在2011年度

底前实现网站设计全球统一为目标，我们从欧洲和

南亚地区开始依次转换“统一的网站设计”。

与地区居民交换意见时的情景

参观公害预防措施现场时的情景

在新加坡举办的展览会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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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在全球统一的网站首页



邮编：392-8502　日本国长野县诹访市大和三丁目3番5号

电话：0266-52-3131（总机）

http://www.epson.jp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邮编：100005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89号金宝大厦七层

电话：010-8522-1199  传真：010-8522-1139

http://www.epson.com.cn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爱普生深知，有环境，才有未来。规划未来应基于对环境的持久承诺。

因此，我们用心制造品质可靠、绿色节能、循环再生的新型产品，以不断的努力悉心

呵护环境，创造清新绿色的明天。

中国地区的咨询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