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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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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 年 7 月制定，1999 年 3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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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团体

●  联合国全球契约日本网络

●  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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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财团法人安全保障贸易信息中心  等

报告期间爱普生集团的主要变动

●  合并报表子公司增加两家

●  合并报表子公司减少五家

致爱普生集团《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的各位读者

编辑方针

本报告按照《经营理念》分章登载了爱普生集团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编辑之际，我们将《经营理

念》中的“客户”视为本报告的主要读者。在报告中我们尽可能登载实际开展CSR活动的员工的心声及其工作姿

态，并向各位利益相关方传达员工心声。同时，我们还希望它能够成为让员工切身感受到的，能够再次了解公

司的报告书。选定报告内容时我们参考了来自集团内外的读者之声。在特辑中，我们将向读者介绍为实现2009

年制定的长期愿景《SE15》而发挥爱普生的优势，通过商品在新领域里顺应顾客需求的事例。

关于201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我们将在相关项目中汇报爱普生自身的受灾状况以及支援活动等。

对象期间 

2010年4月— 2011年3月　

（注） 包括部分2011年4月以后的最新信息

对象范围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及92家合并报表子公司。环保

活动报告的对象范围为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及21家日本

国内关联公司和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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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指南

●  GRI※1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2006》

● 日本环境省《环境报告指南（2007年版）》

● ISO26000 《有关社会责任的指南》

※1 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制作涉及环境、 
      社会与经济领域的报告书的世界性指南的国际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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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事项  

　　本报告叙述的内容除了爱普生集团过去及现在发生的

事实以外，还涉及将来的预测和计划。这些预测和计划是

根据编辑时获得的信息做出的假设或判断，因条件的变化，

将来的事业活动结果或事态有可能与预测不同，望请谅解。

有关本报告的咨询窗口：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邮编：392- 8502   日本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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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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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发行预定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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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金　532亿400万日元

● 员工总数　合并 74,551人

                   单独 13,311人

公司概要 （截至2011年3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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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长野县诹访市大和三丁目3番5号 

全球网络
● 集团公司数　100家（包括非合并报表子公司及关联公司），其中日本国内25家，日本国外75家

合并业绩

（单位：亿日元）

销售额 9,736亿日元 营业利润 327亿日元 当期净利润 102亿日元

9,7369,853

14,160
13,478

11,224

327

182

503

575

-15

-197-70

190

-1,113

102

（单位：亿日元） （单位：亿日元）

2007年
3月期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2011年
3月期

2007年
3月期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2011年
3月期

2007年
3月期

2008年
3月期

2009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2011年
3月期

　地区统括
　销售、服务基地
　生产基地
　开发基地
　派驻人员事务所及支店

日本    地区销售额  3,675亿日元
　　　  员工人数 　  20,704人

　亚洲　    地区销售额  2,173亿日元
大洋洲      员工人数 　49,093人

欧洲　地区销售额  1,895亿日元
　　　 员工人数　  2,305人

美洲　地区销售额  1,992亿日元
　　　 员工人数     2,449人

日本
37.7% 

美洲
20.5% 

欧洲
19.5% 

亚洲
大洋洲
22.3% 

日本
27.8% 

美洲
3.3% 

欧洲
3.1% 

● 商品发送地区销售额比例
     （2010年4月ー 2011年3月）

● 各地区员工人数比例

亚洲
大洋洲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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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集团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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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信息关联设备事业

　销售额　　　7,029亿日元
　　　　　（与前期比减少1.4%）

　该领域利润　　　 701亿日元
　　　　  （与前期比减少2.2%）

　销售额构成比例※2（2011年3月期）

电子元器件事业

　销售额　　  2,312亿日元
　　　　   （与前期比减少6.8%）

　该领域利润              55亿日元
             （与前期比增加264.3%）

　销售额构成比例※2（2011年3月期）

精密仪器事业

　销售额　　　　682亿日元
               （与前期比增加18.2%）

　该领域利润           33亿日元
   （该事业领域前期为亏损13亿日元）

　销售额构成比例※2（2011年3月期）

其它及集团费用
新业务蕴育工程

集团内部服务业务等

打印机业务 
喷墨打印机、页式打印机、针式打印机、大幅面喷墨打印机以及上述打印机的耗材

介质、彩色图像扫描仪、微型打印机、电子收款机（POS）系统关联商品、喷墨式数字

标签印刷机等

影像设备业务 　　　　　　　　　　   其它
液晶投影机、标签机等               电脑等

石英元器件业务

定时元器件、传感元器件、光学元器件等

半导体业务          　　　　　  显示器业务
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等　　　     用于液晶投影机的高温多晶硅TFT液晶面板、
                               中小型液晶显示器等

手表业务 　　　　　　　　　　 光学业务
手表、手表机芯等　　             　塑料镜片等

工业自动化设备业务

水平多关节机器人、高速IC测试处理机、工业用喷墨装置等

该领域利润推移
（单位：亿日元）

销售额推移
（单位：亿日元）

7,0297,126

2,3122,480

682577

55
15

701717

33

【其它】　 　销售额　　　　12亿日元 （与前期比减少12.7%）

　　　　　  该领域利润    　-2亿日元 （该事业领域前期为亏损1亿日元）
【集团费用】 销售额　　　　37亿日元 （与前期比增加17.8%）

　　　　　  该领域利润　-464亿日元 （该事业领域前期为亏损538亿日元）

2011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2011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23.0%

6.8%

70.0%

该领域利润推移
（单位：亿日元）

销售额推移
（单位：亿日元）

2011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2011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该领域利润推移
（单位：亿日元）

销售额推移
（单位：亿日元）

2011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2011年
3月期

2010年
3月期

喷墨打印机

投影机

大幅面喷墨打印机

喷墨式数字标签印刷机微型打印机针式打印机

页式打印机

定时元器件 传感元器件 光学元器件

电子纸显示控制器 微控制器 高温多晶硅 TFT 液晶面板

手表 镜片 六轴机器人 IC测试处理机

爱普生革新中心

※1 2011年2月1日进行组织变更，把“电子元器件”“信息关联设备”事业合并为一，新设了“电子元器件与信息关联设备”事业。   ※2 计算销售额构成比例的数值中包括内部各领域间的销售额。

※ 自本期合并会计年度起使用新会计标准计算各事业领域的信息，前期合并会计年度的金

   额按照本期合并会计年度各事业领域信息的计算方法重新算出。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各事业领域概况

　　爱普生集团的事业由信息关联设备事业、电子元器件事业和精密仪器事业三大领域 ※1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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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并挖掘顾客价值，为顾客、为社会，

力争成为不可缺少的企业。

5

 高层寄语

 总经理致词



紧紧抓住社会的变化
围绕爱普生的社会环境变化越来越激烈，我认

为其中的几项重大变化潮流与我们的前进方向一致。

首先，第一项明显的变化趋势是新兴国家正牵引着

世界经济的成长，又因为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

到新兴国家，也使新的竞争对手从中脱颖而出。爱

普生将向这些新兴国家的顾客提供与竞争对手不同

的别具一格的价值。

第二项变化潮流是顾客越来越重视环保。石油

等资源的价格上涨、慢性的电力不足等因素促使今

后人们将更加关注环境。我们也将全力以赴创造领

先于顾客环保意识的商品和事业结构。

第三项变化是例如云计算※1与社交网络※2等引

起社会结构变革的基础设备在不断进步。我们将努

力顺应时代浪潮。

“省、小、精”技术※3是爱普生的优势，这项

优势与环保以及各种设备的便携化社会趋势相符合。

例如爱普生的喷墨技术可以被应用于工业标签、纺

织品或工业制品等的印刷，这种必要时印刷必要数

量的生产方法有利于降低环境负荷；投影机中使用的

微显示屏能被用于各种便携设备中，又能应用于大

规格电子广告牌系统※4，是一项非常有潜力的技术；

另外，石英元器件领域的“QMEMS※5”可以不断推

进精密化，既降低成本，又能增大向顾客提供的价

值，是一项十分优秀的技术。爱普生将以这些足以

应对时代最新需求的技术为核心，努力推进紧紧抓

住时代潮流的事业。

　

首先，在此谨向201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的各方表示深切的慰问，由衷祈祷灾区早日重建。

这次大地震中，爱普生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位于日本东北地方的生产基地受灾严重，不得不停止了生产。

爱普生拓优科梦（Epson Toyocom）公司福岛事业所所受的打击尤其深重，有一名员工遇难身亡，又受核电站

事故的影响，生产重开的计划目前仍处于一片空白。但其它生产基地在地区和各交易方的大力协助以及员工们

的全力奋战下，已成功地恢复了生产，速度之快超乎想象。

爱普生作为在日本东北地方拥有生产基地的企业，以及立足于日本的全球性企业，在“有助于顾客”的使命

下，集团董事、员工将团结一致，充分发挥自身能力，全心全意投入到日本经济复兴与世界发展的工作中去。

※1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通过网络利用各种计算机资源的形态。

※2  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  通过网络连接人与人的会员制交流服务。

※3  “省、小、精”技术：  既可以节省能源、时间和顾客所花费的精力，又可以缩小体积、减轻重量及降低环境负荷，还能实现正确性、细致性

        以及精密性等高精度要求的技术，是爱普生的优势技术。

※4  电子广告板系统（Signage Systems）：  用于信息公告或登载广告等的电子显示系统。

※5  QMEMS ：  “Quartz”和“MEMS”的合成词，指使用半导体的精微加工技术“MEMS”加工石英材料后制成的石英元器件。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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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成长的一年
2010年度是面向2015年的中期经营计划的第

二年，爱普生继续实施了2009年度起着手开展的电

子元器件事业领域的结构改革。为了集中爱普生的

优势，我们把中小型液晶显示器事业转让给索尼集

团，在半导体事业中推进了包括更换岗位在内的人

员构成改革，在石英元器件事业中又把工作重点聚

焦到以“QMEMS”为核心的事业。另外，在信息关

联设备事业领域中，为了向遍及世界各地的顾客创

造并提供最佳商品，我们改革了商品化流程，推出

了专门针对各个地区的商品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011年度，我们将朝着新成长方向稳步前进 ,

相信能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实际感受到爱普生的前

进步伐。虽然东日本大地震对生产造成了不可否认

的影响，但我们将努力使2011年度成为面向未来着

实成长的标志性的一年。

电子元器件事业领域

向索尼集团转让中小型液晶显示器事业

半导体事业中推进包括更换岗位在内的人员构成改革

石英元器件事业中把工作重点聚焦到以“QMEMS”为核心的事业

向爱普生的优势集中经营资源

推出了专门针对各个地区的商品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信息关联设备事业领域

为了向遍及世界各地的顾客创造并提供最佳商品，而改革商品

化流程

● 中期经营计划第二年度（2010年度）的成果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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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优势将顾客价值最大化
商品的使用方法及顾客需要的功能因国家和地

区而不同。我们认为应尊重不同的喜好，彻底理解

每个顾客的需求，才能创造出新的商品和业务模式。

2010年度爱普生在印度尼西亚市场推出了搭载

了大容量墨仓的喷墨打印机，得到了广大顾客的好

评。这是我们详细调查了东南亚市场的顾客需求后，

应用爱普生的技术能力创造出符合顾客需求的高品

质商品而获得的成果。我们认为重新分析爱普生的

优势与技术并根据顾客要求具体定制※6，才能创造

出让顾客真心喜悦的商品。

还有，爱普生已在世界各地建立起销售网络及

生产基地，这也是我们的强大优势。例如，中国市

场中用于工业自动化的机器人的销售量突飞猛进，

我们在短时间内就扩大了业务。正因为我们充分利

用了在中国国内已建立起的生产、销售业务基础，

才能如此及时地回应顾客需求。

爱普生全面发挥所具备的优势和业务基础成功

地创造出了满足顾客需求的价值，我们从顾客获得

的“利润”证明了该成果。获得的利润通过分配给各

位股东、交纳税金的形式还原社会，同时作为投资

使企业活动在将来保持持续的发展。这个利润循环

是作为企业必须履行的最低限度的社会责任，我们

期待能够通过持续创造更多的顾客价值，伴随社会

同步发展。

全心全意为顾客、为社会
爱普生在《经营理念》中颂扬信赖经营，即“力争

成为被全世界人们所信赖的公司”，业务也遍及全球

各地。我们将以公平公正的方法创造超越顾客的期

待与想像的价值，成为世界各地的顾客所认可的足

以承担这些职责的公司。我们在品牌口号“Exceed 

Your Vision（梦想让视野无限）”中表明了我们的愿望

与决心。这是爱普生的目标、应履行的职责，这也

是对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承诺。

我最近不断抽时间去日本全国的事业所、营业

处，与管理级别的人员召开对话会讨论《经营理念》

的意义。今后也将与员工保持对话，使全体员工都

能正确理解《经营理念》和品牌口号中蕴含的深远意

义及职责，发挥综合能力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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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爱普生制定了纳入十项原则的

《企业行动准则》，还为实现《经营理念》而编制了员

工的行动方针，将此作为企业活动的根本深入贯彻

到每位员工。全体员工深刻领会该准则，以每位员

工值得信赖的行动，为成为顾客和社会不可缺少的

企业，在世界各地不懈努力。

二○一一年七月

搭载了大容量墨仓的喷墨打印机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董事长兼总经理　

※6 定制： 以满足顾客的需求而进行设定及设计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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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应对社会的巨大变化，成为顾客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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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制定了第－个三年计划 —— 《SE15前期中期经营计划（2009年度－

2011年度）》，以求实现长期愿景。

　　2011年度是三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爱普生将其定为把握时代潮流，为实现《SE15》而启动的新一轮成长

之年。

※ 指形成通用的基础

●《SE15》的愿景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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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绘的理想姿态
下图从技术、业务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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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期待的商品与服务。

而且，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些核心技术的潜力，

还可以对应新兴经济地区的顾客以及商业与工业领

域的顾客等全新领域的需求，实现持续成长。

9

爱普生的经营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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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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盈利体质的切实巩固

2011年度　　

　确立实现《SE15》
  的新成长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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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将《SE15前期中期经营计划》的目标设定如下：

●《SE15前期中期经营计划》的目标

● 各年度目标

长期愿景《SE15》中规定了2015年的业绩目标，

具体是在销售额增长的前提下，销售回报率（ROS）

达到10%以上，股东权益回报率（ROE）持续保持在

10%以上。

由于《SE15前期中期经营计划（2009年度－

2011年度）》的深入开展，第一年度的2009年度实

现了“经常利润盈亏平衡”的目标；第二年度的2010

利用各种方式转变为盈利体质

  将经营资源转移到“能发挥优势的领域”、

“成长领域”和“重点领域”

为了成为强有力的事业集合体而重建事业基础

2010年度的总结与2011年度的任务 年度实现了“当期净利润达到盈亏平衡以上”的目标。

2011年最终年度的目标设定为“确立实现

《SE15》的新成长轨道”。步入《SE15》所示的成长轨

道的起点，以2010年度为止的切实巩固企业盈利体

质为基础，把握变化潮流实现新的成长。

回顾爱普生至今已进行的各种工作和取得的成

果，爱普生将以不变的经营目标和方向，毫不动摇

地实现《SE15》经营战略。

● 长期愿景《SE15》的业绩目标 ● 2011年度的工作

9,7369,853

11,224

2008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2009 2010

    销售回报率 10%    股东权益回报率 10%  以上

               （以销售额增长为前提）

9,700

-0.1

1.8

3.4

4.4

10

销售额（亿日元）

营业利润率（%）

（年度）

5,000

7,500

2,500

0

10,000

（销售额：亿日元） （营业利润率：%）

5

0

10

喷墨打印机

毫不动摇地实现《SE15》的经营战略

面向《SE15后期中期经营计划（2012-2014年度）》

创造并挖掘顾客价值 

步入《SE15》所示的成长轨道的起点，把握变化潮流
实现新的成长

清楚地分析东日本大地震所造成的影响，竭力挽回损失

        

充实商品阵容，为各类顾客分别提供最佳商品

             　

提供与No.1地位相符的丰富商品阵容

            

以“省、小、精”的遗传基因为基础提供竞争性强的元器件

投影机

微型元器件

关于《SE15前期中期经营计划（2009年度－2011年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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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的微压电技术

——实现顾客理想与社会

期望的技术

11

特辑：为顾客，为社会

需要时给需要的地方提供仅需的量
最初，微压电技术作为在纸张上打印信息的

手段而诞生，但现在它已发展成能够进行“按需

印刷”的技术，即可以在需要时给需要的地方提

供仅需的量。实现按需印

刷的微压电技术具备“不造

成打印材料的浪费”、“将

耗电量控制到最小限度”等

优点，是一项顺应时代需

求的先进技术。

　　爱普生从1989年开始开发微压电技术，

四年后搭载了微压电打印头的喷墨打印机

MJ-500首次问世。之后顺应时代的需求，

我们向市场投放了种类繁多的商品。包括

墨水在内的各种技术的开发，与微压电技

术共同发展至今。为顾客 ,为社会，该技术

将面向未来无限发挥其潜力。

微压电技术所描绘的未来

潜力无限
喷墨打印技术在世界上有很多种类，微压电技

术因其自身的多项特征，与其他技术完全不同。其

中最主要的特征是无需加热墨水的爱普生独创的喷

墨方式。这种方式具有对喷出的墨水（材料）限制小

的优点。因此这种技术可以被应用于工业领域。例

如：微压电技术可以喷射混合了糊料和墨水的材料

“印染”布料；也可以喷涂液晶显示器彩色滤光片的

三原色；还可以喷射微小的金属粒子描画电路基板

的布线。将微压电技术的潜力发挥到
最大化的微压电打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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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方式的构造

施加电压使压电元件上升，

决定墨水滴的大小

振动板

压电元件

墨水腔

施加反向电压挤压

压电元件使墨水喷出

施加电压使压电元件

上升，控制喷出后

液面的振动

1

2

3

4

                 何谓微压电技术？

利用因通电而变形的压电元件，施加机械性的压力

使墨水喷出的爱普生独创的喷墨技术。

从家庭到工业，可应用领域广

墨水喷射控制性

可以精密控制墨水滴大小和墨水打印位置

墨水的适应性

可以喷射的墨水种类多

喷头耐久性

喷射墨水的打印机喷头的耐久性强

高精细

应用范围广

生产稳定

　　在下页以后的《特辑1》和《特

辑2》中，我们把焦点对准最大程度

发挥微压电技术潜力，通过商品和服

务实现工业领域及新兴领域顾客价值

及在环保领域做出实践的员工，具体介绍

他们所做的工作。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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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微压电技术拓展商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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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拟到数字——印刷行业的技术转变
现在，大多数标签印刷厂仍然使用原来的模拟印刷机。通常情况下，模拟印刷机适合进行大批量印刷。但

对于小批量印刷，却存在着因每次更换批号时都需要重新准备和库存增大而引起成本上涨的弊端。而且，制版、

对色等工艺中也花费大量的时间，使用过多的资源。

爱普生推出的数字标签印刷机 ,应用了独创的微压电喷墨

方式，因其结构简洁而便于维护保养；设计中又充分考虑到操

作性能，从而实现了标签的高效印刷；而且，该印刷机不需要

使用超出必要量的墨水和纸张等资源，也不需要铝板和药剂等，

从而提高了环境性能，又削减了运行成本并缩短了交货期，是

能够充分满足标签印刷厂商及社会需求的设备。

微压电技术的革新 —— 向新领域挑战

凝聚爱普生的综合实力，

创造顾客价值
数字标签印刷机 SurePress L-4033A

13

特辑1

　　伴随消费需求的多样化，食品、化妆品等众多行业需在更短的周期内投入各种商品，这使商

品的多品种、小批量化成为趋势。与此同时，被称为商品的外在形象的包装和标签也必须随之而

变，这就需要可以顺应新潮流的高效的印刷设备。为了回应印刷行业的需求，爱普生开始了新型

数字标签印刷机的开发工作。

新开发的印刷构件“微压电多功能打印头阵列”上安装了
15个独创的微压电打印头，实现准确、稳定、高品质的
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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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综合实力，创造、制造和提供
2009年3月制定的长期经营愿景《SE15》中，

我们设定了挖掘微压电的核心技术，充分发挥其潜

力，提供商业及工业领域中超越顾客期待的商品

与服务，创造全新的顾客价值（参照第9页）的目标，

作为2015年时爱普生在打印领域中的理想姿态。

爱普生前所未有的大型商品——数字标签印刷

机SurePress的商品化工作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为

此，我们成立了Ｉ（Ｉndustry，工业）项目组。参与

人数虽少，但具备企划、设计、制造、营业与维修

的所有价值链功能，其组织结构类似于创业型企业。

项目组成员带来了之前在其它组织内蕴育的各种专

利技术和经验，通过面对面的密切交流，成功地将

各自的技术经验融合成一体。

挖掘顾客价值，赢得顾客的感动
以往使用模拟印刷机的厂家一直面临如下难题：

对陈列在柜台中引人瞩目的高画质标签的需求的增

加；多品种、小批量标签的高效印刷；交货期短的订

单及时令商品的对应。加班也不能因此而增加回报，

无法确保正当的利润。面对顾客需求的多样化无法

推进开拓获得新顾客的相关业务等。

爱普生为了回应这些需求，提出了包括印刷的

前后工序效率化以及充分发挥微压电技术优势的选

件在内的综合性方案。内容包括：

　1、应用色彩校样处理系统※1使校样工序效率化；

　2、直接印刷DTP排版数据※2，无需制版工序；

　3、使用切割绘图方式※3，不再需要模切刀具。

另外，我们还听取了顾客的意见，使用水性墨

水实现了标签的耐水性，还应顾客的要求实现了可

以使用直接用于模拟印刷的纸张进行印刷，又配备

了15个微压电打印头既实现了高画质又提高了生产

效率。

新开发的水性墨水无需担心毒性、气味和易燃

性。由于使用了加热辅助构件，可以不经过基础

处理就直接印刷到纸张上。与不需要制版工序一

起，这些功能均能使顾客所追求的价值扩展到最大

化。这款同时具备高度环保性能的数字标签印刷机

SurePress于2010年10月在世界范围投放市场。

● 加热辅助构件

数字工作流程
（SurePress）模拟工作流程

设计

制版

印版

印刷前准备

印刷

后加工

检查及供货

设计

数字制版

印刷

后加工

检查及供货

● 模拟印刷与使用SurePress进行数字印刷时的
　 工艺比较

※1 使用可以还原实际印刷颜色的具备色彩管理功能的打印机进行对色的处理系统。

※2 桌上排版（DeskTop Publishing）数据。使用电脑中的专用软件制作而成的含有文字、图像及照片等内容的印刷原稿数据。

※3 用锐利的切刀取代笔式绘图工具，能够切割出程序指定的标签形状的方式。

微压电多功能打印头阵列

送纸器 烘干炉 加热滚筒 收纸器

粘着墨水 定影一次烘干
加热滚筒

二次烘干
烘干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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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爱普生真正实力的一刻
Ｉ项目组成员团结一致攻克接踵而来的各种难

题，终于将SurePress投入了市场。“‘制造为顾客

创造利益的生产设备’是Ｉ项目组参加人员的共同目

标，它使个人意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让我们成长

为强有力的团队”，负责 I项目组开发工作的大重博

士边回顾开发过程边向我们诉说了自己的感想。

Ｉ项目组从工业生产设备部门和家用信息设备部

门中选拔了成员，作为一支新的项目团队起步。大

重向我们说道：“我们的项目组具备从企划设计到销

售服务的所有功能，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为了创造

出新领域的商品与服务，实现

顾客价值的最大化，需要集

中团队的综合能力。但项目

组成员来自工业与家用两个

完全不同的领域，所以从成

立初期起意见分歧就不断。

为此，我们开始了成员

之间再次确认最终目

标、相互认可相互信

赖的工作。这项工

作既让成员们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优势和个性，又跨

越了担当业务之间的壁垒，使领域的差异转变为推

进工作的动力。仅凭家用打印机的知识和经验，毕

竟无法让SurePress的巨大的墨水打印头正常运行。

我们通过融合爱普生的涉及多领域的技术，更凭借

我们对生产制造的热情，使梦想成真。这让我再次

感受到爱普生的真正实力。”

团队—— I项目组
Ｉ项目组的品质保证部长山崎睦明诉说了自己的

感想：“我们不得不同时应对全新领域的商品和全新

的顾客。这时，我们返回原点，把工作重点放在‘为

顾客提供的产品必须稳定运行’之上。因此根据三现

主义 *1，我们考虑自己在顾客现场进行修理与保养是

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让现场工程师在顾客现

场进行修理与保养时能够活跃地开展工作，是为顾

客提供稳定运行的捷径。即现场发生的问题不单靠

现场工程师，而通过Ｉ项目组织整体解决顾客的问题。

所以，我们建立了Ｉ项目组全体成员支持每位现场工

程师的体制。

因为有些无法预测的问

题而给顾客添了麻烦的事情

是有的。这时就通过现场工

程师将问题立即传达到每

位项目组成员，相关

成员可以立即采取

行动，解决顾客的

问题并反馈到商

品中去。

这正是Ｉ项目组取得的成果。今后，我们将充分

发挥高效及机动灵活的优势，项目组的每位成员基

于‘所有的事都与我有关’的观点，为顾客努力付诸

实践。”

Ｉ项目组成员

I项目组　大重 博士 I项目组　部长 山崎 睦明

※1 重视现场、现物、现实（到现场、看现物、重事实）的思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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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顾客的笑颜
现场工程师伊藤善光这样叙述了自身的业务：

“我的工作除了支援顾客以外，还与Ｉ项目组的

成员一起携手制造更好的商品。把在顾客处遇到的

课题向项目组汇报后，成员们一起想办法解决。而

且，遇到不懂的地方也可以立即询问旁边的设计人

员，有问必答，使我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充满干劲

的工作岗位。

与顾客接触时，时刻牢记自己是爱普生的

代表，为顾客带来喜悦是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

当然，有时因无法当场处理而受到顾客的指责，

但这种情况下，只要认真倾听顾客的意见，

就能发现顾客的真正需求。我相信与顾客

保持良好的交流，从顾客的角度出发采

取行动，必定能让顾客满意并形成永

久的信赖关系。” Ｉ项目组　现场工程师 伊藤 善光

顾客之声

株式会社精工创建于明治44年（公历1911年），是农产品综合材料的生产商，业务重点为薄膜二次加工、农产

品包装材料及数字印刷的三大领域。自从十年前引进了喷墨印刷机PL-1000以来，我们与爱普生开始了业务往来。

用PL-1000印刷的带农产品生产者本人照片的可追溯性标签等大受欢迎。为此继1号机引进半年后，又追加引

进了多台印刷机。

2010年10月，本公司引进了数字标签印刷机SurePress，理由是它所具备的色彩还原性足够能让我们有自

信向顾客推荐我们的印刷产品。农产品类的标签中大量使用绿色和橙色，SurePress搭载了双色墨水，因此可以实

现高画质印刷。另一个魅力是可以自由选择印刷纸张。操作性能的提高和无需保养的特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此

外，耐水、耐光等功能方面的品质之高也让我们惊叹不已。而且，引进SurePress后，我们实际感受到了我们可

以为顾客提供更周到、细致的服务。这也是该设备所带来的业务改革效果，它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印刷机。通过

SurePress，我们深切感受到爱普生在印刷行业掀起的新浪潮。数字印刷所带来的利益改善、库存削减、环保等优

点，即使单价相对变高，但整体优势极为可观。我感到通过利用SurePress的简便性及随机应变性确立我们的事业，

可以提高企业价值，最终获得顾客的好评。

本公司于2011年2月迎来了公司成立百年纪念。在新起点的第101年引进与之相符

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数字标签印刷机SurePress，我们深信这又将成为本公司所迈出的强有

力的新一步。

株式会社精工 常务董事　林 正规

（日文网页）株式会社 精工　http://www.seikou-web.co.jp

对SurePress的今后有何期待？

 期待可以实现更小批量的印刷和更便于使用的构造等。
一问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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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装机得出的真正的顾客价值
在印度尼西亚，针对一般消费者的喷墨打印

机被用于商务领域进行大量打印。所以，顾客重

视运行成本，不喜欢频繁更换墨盒。在这样的背

景之下，从外设的墨仓或墨水瓶直接向打印头供

给墨水的经改装的喷墨打印机充斥印度尼西亚市

场。但购买了改装机的顾客虽然可以节省费用，

却会遇到打印不良或墨水泄漏等问题。

倾听印度尼西亚顾客的呼声，掌握顾客所追

求的真正价值后，不得不承认至今为止爱普生与

顾客的交流实际上并没有深入到顾客需求的核心。

开辟新兴国家市场 —— 印度尼西亚

从改装机获取灵感，钻研真正的

顾客价值

搭载了大容量墨仓系统的打印机L100/L200

17

特辑2

　　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牵引者并备受瞩目。这些国家也被称为新兴

市场，预计经济还会高度成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越来越显著。特辑中介绍的印度尼西亚人

口总数为2亿3,000万人，位居世界第四，在新兴国家中也是被寄予高度发展期望的国家之一。

　　爱普生将业务推向海外的历史较长，于上世纪60年代首次建立了日本国外生产基地，在70

年代设立了第一家日本国外销售公司。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爱普生在世界各地接触广大顾客并

提供我们的商品。今天，向符合市场需求的商业模式转变的改革已从印度尼西亚起步并开始逐步

向世界各地扩展。

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人口：2亿3,455万人（排名世界第四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963美元（排名世界第107位）

　经济成长率：6%（排名世界第41位）

摘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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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并提供顾客所追求的价值
“实际了解顾客所追求的价值比用头脑思考客

户价值是什么更重要。掌握市场中所发生的事项后

将真正的顾客价值引进商品的过程非常关键，而且

必须在短时间内进行，所以难度极大。”P.T.Epson 

Indonesia（EIN、 印 度 尼 西 亚）的 印 尼 副 经 理

Muchammad Husni Nurdin如此说道。他又继续表

示：“但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市场中成功地克服了这些

难题。L100/L200的商品化使我们能够向顾客提供

所期待的价值。最终，我们通过商品获得了顾客的

信赖。总之，更多地听取顾客之声，不是从销售的

角度出发，而应站在购买方的立场来考虑是非常重

要的。”

爱普生以前向印度尼西亚市场投放的打印机在

墨盒成本和墨水容量方面都辜负了顾客的期待，结

果事实上改装机反而成为标准化的设备，充斥着印

度尼西亚的市场。首都雅加达市内经销改装打印机

的商店繁多，购买这些改装打印机的顾客使用非爱

普生生产的廉价墨水，与打印质量相比，他们更重

视打印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其中大部分顾客

担心改装机的可靠性、保障和服务。我们从市场上

购买了20台改装打印机进行评价，果真证实了其中

五台改装打印机出现墨水泄漏。

为了尽早提供满足顾客期待的商品，印度尼西

亚当地员工及新加坡和日方人员共同了解了实际情

况，并明确了目标。日方的开发人员认为应解除印

度尼西亚顾客所面临的不安，大幅度推进实现顾客

价值的进程，因此决定响应如此众多的顾客需求，

转换商业模式，符合地区需求。在构想包括销售与

服务的新商业模式的同时，我们把开发目标设定为

用现有机种一半的开发时间，开发出适应当地的价

格、且具有高可靠性的原装墨仓系统并将其商品化。

搭载独创的大容量墨仓系统※1的打印机开发工作由

此起步。

全力以赴回应顾客的呼声
开发的第一步从成本分析开始。焦点是如何实

现印度尼西亚顾客能够接受的价格以及是否符合爱

普生的标准。我们绝对不能开发价低质劣的商品。

  事例介绍1：追求便于使用的墨仓

我们应用积累的墨盒设计经验，独创出符合爱

普生安全标准、成本低、容量足够的大墨仓。在此

基础上我们最注重顾客的使用便利性。我们使墨仓

可以从机身卸下，并重视顾客补充墨水等作业的操

作便利性。还采用了搬运中墨水不会泄漏的构造，

并且在墨水注入的一整套操作中使墨水压力供给保

持稳定上下工夫，这在保证打印品质方面极为重要。

而且，墨水瓶的设计中也特别注意瓶口的形状、

口径以及瓶身壁厚，使顾客便于补充墨水。
新产品发布会（右侧Muchammad Husni Nurdin）

墨仓与墨水瓶

※1 取代通常的墨盒，从外设的墨仓向打印头供给墨水的构造。

18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19

  事例介绍2：不漏液的保证

我们在保证商品基本品质方面投入了自我研发

的技术及经验。由于出厂前的墨仓只要是填充了墨

水就会变成旧产品，所以无法填充墨水进行打印检

查和确认墨水是否泄漏。为此，我们采取了向墨水

供给系统注入加压的空气后，用压力传感器检测的

方法确认墨水供给系统有无泄漏。

因打印检查在喷头组件装入产品前进行，所以

我们能够采取上述方法确认是否泄漏。

通过以上努力开发出的商品在打印机侧面安装

了大容量墨仓，不使用墨盒而改为用墨水瓶补充墨

水等，在印度尼西亚市场推出了与其它公司不同的

独树一帜的商品与服务。顾客可以长期放心使用，

又能够进行高品质的大量印刷。从故障等的修理费

用以及由此而花费的时间来看，向印度尼西亚顾客

提供的 L100/L200的生命周期成本较低。

2010年10月的新产品发布会中Muchammad 

Husni Nurdin满怀自信地向在场记者介绍：“这正是

印度尼西亚期盼已久的商业模式。”爱普生在印度尼

西亚用L100/L200首先掀起了商业模式改革。该商

品准确把握了顾客需求，也正在向世界各地需要它

的地方推广。至2011年5月底为止，继印度尼西亚

之后，又在泰国、印度、中国、韩国及台湾推出了

同样概念的商品。

在雅加达举办的展览会情景

● 生命周期中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的削减（与本公司更换墨盒的打印机的比较）

0 10 20 30 40 50 60

54

29

相当于约 2,500 只足球的体积

（kg-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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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排放量减少了约46%

Epson Stylus T13
（2010年度）

Epson L100
（201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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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制造、产品生产、运输、顾客使用（假
设使用三年）、商品使用完后的废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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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月工作20天、
每天打印20张A4彩色文件为条件计算得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削减效果是按照1kg的二氧化碳约等于100只足球体积而换
算得出。

削减了相当于2,500只足球的二氧化碳

　　与本公司更换墨盒的打印机机型（Epson Stylus T13，面向印度尼西亚市场）相比，L100将商品生

命周期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成功地减少了约46%。这是将墨水供给方式从墨盒改变成大容量墨水瓶后所

取得的成果。

环保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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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们介绍了爱普生以自主研发的微压电技术为核心，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应用潜

力，并在新的领域创造客户价值、开发环保商品的两项事例。我们提供超越顾客想像的

价值，把握并回应世界各国及地区的需求以及顾客的真正愿望，这些正是爱普生所肩负

的使命，也是形成企业价值的源泉。

　　今后，爱普生仍将以“成为顾客和社会不可缺少的企业”为目标，通过商品与服务实

现成长。

我们的想法定会传达给更多的顾客
成本至上的印度尼西亚顾客能否接受L100/

L200的商品价值——这是营业最前线所面临的课题。

在销售活动中向顾客传达爱普生想法之际，我们从

商品企划阶段开始，一贯

将“抑制商品的生命周期

成本”视为最大的顾客价

值。所以，我们首先设法

让代理店理解，包括故

障修理费用等的运行成

本 TCO（Total Cost Of 

Ownership：产品生命周

期中总成本）已被控制在

较低水平。我们严格挑选了有能力向顾客正确传达

商品价值的127家代理店，并且在印度尼西亚各地

举办了20多次以代理店为对象的商品培训会。

EIN负责营业的Devina Erlita Trisnie介绍说：

“我的主要业务是向一般顾客和代理店介绍爱普生商

品的优越性及特征等，以此促进销售。我会尽量去

销售现场直接与顾客进行交流，向顾客说明爱普生

针对印度尼西亚市场推出本商品的理由，通过对其

背景的介绍，让顾客理解爱普生的想法。

但在大多数顾客都注重价格的印度尼西亚，要

说明L100/L200打印机的价格足以与其商品价值是

相符时，有时也会感到很难。这时，我会站在顾客

的立场详细说明该商品在价格以外的价值，例如打

印品质、方便使用及售后服务等，让顾客加深理解。

L100/L200是为了具体实现印度尼西亚的顾客

所追求的价值而推出的商品。我们没有单纯地比较

打印机价格，而是努力让更多的顾客理解从低TCO

得出的长期使用时的放心感。相信我们的想法必定

能传达给更多的印度尼西亚顾客。”

针对代理店的商品说明会

在店内宣传商品的展台

进行商品说明的Devina Erlita Trisnie（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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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经营的概念

爱普生认为，《经营理念》的实现，即实践贯穿

理念的“信赖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根基。我们认为

我们的使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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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信赖的企业，与社会共同发展并为创造良好的

社会作出贡献。

《企业行动准则》与《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

为了明确实践信赖经营的行动依据并在集团整

体内贯彻执行，我们在2005年制定了《企业行动准

则》。我们还重审了2001年制定的《员工行为规范》

（其前身是1997年制定的《管理人员行为规范手册》），

2006年以此为基础制定了《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

明确了每位员工应采取的行动。2009年又对《爱普

生员工行为规范》进行了全面修订。

下图是《企业行动准则》的九大领域，它展示了

实践信赖经营的企业活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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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经营=CSR经营

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

爱普生的企业经营目标=信赖经营的不断实践

（摘录）

企业行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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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顾客价值

我们时刻从顾客的角度，最优先考虑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依靠全球
爱普生每一位员工的不懈努力，自始至终贯彻质量第一的方针，全
心全力创造和提供能够赢得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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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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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 年 7 月制定，1999 年 3 月修订）

爱普生的信赖经营

爱普生实践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企业经营，与社会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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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经营理念》持之以恒

信赖经营的推进体制

为了实践信赖经营，一方面由总公司各主管部

门根据《企业行动准则》推进并支援事业部门的活动；

另一方面，设立“信赖经营推进会议”体制，由总经

理为首的公司全体董事、常务监事及监查室长参加，

在把握集团整体的信赖经营实践情况的同时，切实

提高实践水平。该会议审议守法经营、风险管理及

《企业行动准则》的实践情况等针对信赖经营整体的

事项，同时还包括内部控制体制完备状况的确认、

问题识别以及所采取措施等内容。

关于信赖经营的重要课题，由各事业部长在各

自的事业部和所管辖的子公司内推进；对横贯集团整

体的课题，由总公司各主管部门向各事业部门提供

支援、协同推进。2010年度中，每个季度召开一次

“信赖经营推进会议”，共计召开了四次。

信赖经营推进月

爱普生把每年10月定为“信赖经营推进月”，将

其作为全体员工共同思考信赖经营，重新认识每个

人的行动与信赖经营实践的紧密关系的机会。2010

年的主题是“加深理解《经营理念》与《爱普生员工行

为规范》”，针对每个职场及个人开展的活动是：一起

朗读并讨论《经营理念》；一起阅读并讨论《爱普生员

工行为规范》；接受《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的在线学

习（e-learning）。

信赖经营推进月结束后，我们还进行了问卷调查，

以此掌握活动实施情况，将结果应用到今后的活动中。

中国地区的信赖经营推进活动

中国地区统括公司——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为了贯彻信赖经营的理念，提示员工在日常工作中

采取正确行动，结合中国的法规和社会情况，在《爱

普生员工行为规范》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地区版本，

并在爱普生集团中国地区总经理会议上进行了发布。

同时，我们对其中与日常业务紧密相关的“守

法经营”、“构筑与合作伙伴的信赖关系”、“创造

顾客价值”等内容在公司内部网上实施了在线学习

（e- learn ing）。

我们认为把上

述活动面向中

国地区推广是

一件非常重要

的、有价值的

活动。

首先让我向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的各方表示由衷的慰问。

地震发生后，爱普生依照规定的危机管理程序立即设置了以总经理为本部长的综合灾害对策本部，迅速果断地

采取了各种全面、适宜的措施。

爱普生正按照2009年制定的长期愿景《SE15》开展各种工作。我们认识到近年爱普生在CSR的“经济”、“社会”

与“环境”的三要素中，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有所欠缺，未能满足利益相关方的期待，形

势十分严峻。

为此，在经济环境、社会状况日益变动的情况下，在“创造、制造和提供”这一创

造顾客价值的价值链中，员工及组织依据自身应尽的职责与目的，积极而果断地采取

各种措施加以应对，这显得更加重要。

信赖经营推进室从2010年度起致力于重新明确各组织应承担的责任，以全体最

佳的观点重新评估。

与此同时，2011年度将对《经营理念》的制作背景及其所继承的先辈们的期待进

行整理，通过启发意识，努力使每位员工与组织的使命感保持一致，推进以顾客价值

为基点的业务流程体系化工作。信赖经营推进室　室长 小山 正弘

爱普生（中国）的CSR内部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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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和实践联合国全球契约（GC）
爱普生的业务遍及全球各地，要实践《经营理

念》中颂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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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成为被全世界的顾客

和社会所认可的不可缺少的企业，为此，我们每一

个人都应着眼未来反省今日，以符合国际标准的自

律行动推进事业。

鉴于上述观点，爱普生与联合国全球契约（GC）

所指的方向一致，赞同其作为国际规范在人权（原

则1、2）、劳动（原则3-6）、环境（原则7-9）与防止

腐败（原则10）的四大领域中的十项原则，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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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普
生
员
工
行
为
规
范

我参加了联合国全球契约日本网络的“供应链分会”的活动，作为干事企业的一员履行

职责的同时，还与不同行业的近20家企业的人员一起持续开展活动。

我们充分利用汇集众多企业文化的分会的优势，相互交流经验、课题与见闻见识。分

会不仅是学习的场所，还将活动成果传播给社会、还原到各企业，以构筑更加良好的社会

为目标发挥其作用。

2010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中介绍了我们的一部分工作。分会代

表成员又在11月的联合国全球契约日本网络讨论会中汇报了2010年度活动进展状况。

除了分会的现有成员以外，我们还邀请将来预备参加的企业成员旁听，促进分会活动

更具活力。

在供应链分会所做的工作

信赖经营推进室　田中 弘隆

7月签名承诺自发采取措施解决上述领域中存在问

题。承诺以来，我们分析了爱普生存在的问题与课

题，持续努力改善，并将活动状况依次向各利益相

关方报告。

我们以爱普生的《经营理念》为依据，将具体行

动以《企业行动准则》来规范，通过《爱普生员工行为

规范》详细说明具体的行动内容。

2007年，我们还表明了支持由联合国全球契约

（GC）、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三方提倡的《关注气候·商界

领袖纲领 /Caring for Climate》。

联合国全球契约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Languages/chinese/index.html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爱普生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

爱普生所认为的CSR是贯穿《经营理念》的根本，即实践信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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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的挑战和创新而自豪         
2010年度企业社会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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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理念”分为五章，介绍2010年度

（2010年4月 — 2011年3月）的CSR活动。

客户优先             　　　　　　　   25 - 30页

介绍为创造顾客价值所做的工作

24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为顾客带来喜悦
爱普生随时倾听来自多元化社会的顾客之声，

努力提供使顾客不仅能在品质和功能方面得到满意，

而且在生活中使用时能够感受到喜悦的商品和服务。

我们没有凭借主观区分“能做到的事”和“做不到

的事”，而是不断思考如何才能实现顾客真正的期待，

朝着更高的目标不断挑战。

在推进能够满足顾客需求的各种商品开发工作

中，我们认真仔细地调查顾客的使用环境。例如，

我们以印度尼西亚市场为中心，面向大量使用墨水

的顾客推出了搭载大容量墨仓的打印机。此外，还

针对恶劣的沙尘环境推出了提高防尘性能的投影机。

我们认为这些工作不仅有利于顾客，也是爱普

生提高技术和商品品质的良机。

以100%优质品为目标
品质必定会出现高低不等，但我们认为对于品

质不同的商品，不能只是靠检查识别后就提供给顾

客。我们正通过追究造成问题的真正原因并采取根

本性的措施，努力为所有顾客提供高品质的商品。

生产针式打印机色带的业全电子（深圳）有限公

司将品质检查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转换成“在所有生产

工艺中实现高品质，不依赖于检查”的新观念，通过

提高品质，使检查费用降低到2008年度（活动开始

前）的三分之一。我们将在世界各国及地区推广这样

的工作。

品质理念
（2002年9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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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

    行动准则。

2. 随时随地都应迅速有效的运用 PDC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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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三现主义”： 现场、现物、现实（到现场、看实物、重事实）

※2 PDCA ：Plan（计划）、Do（实施）、Check（检查）、Action（改进） 

顾客价值的创造

爱普生将切实执行《品质理念》、《品质方针》中蕴含的每一项信念，持续不断

地开展能够为顾客提供最好的商品和服务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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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顾客着想的商品开发
尽心尽力为顾客提供“完美如梦的商品”

便携式投影机EB-1775W

3LCD领域中世界最薄※1的厚度为44毫米的便

携式投影机EB-1775W不仅仅是机器薄，还十分重

视设置性和便利性。

“完美如梦的商品”通过细致的市场调查得出的

赢得顾客青睐的便携式投影机的形象是：既轻又薄可

以放入商务提包内、价格下调、使用便利、但不降

低亮度。

“为什么需要制造如此完美如梦的商品？”——

这个疑问直到开发人员在会议中各自扮演了营业员

角色把便携式投影机推销给模拟企业后，才被全体

开发人员真正理解与接受。在短时间内对投影机进

行设置、画面调整、发表、回答提问直到收拾整理

为止，站在顾客的立场试用后发现“大小、便利性方

面都不够，还不行”，必须改进的理由在大家心中悠

然而生。

进行商品开发的全体成员怀着无论如何都要把

这款完美如梦的商品提供给顾客的强烈愿望，凭借

超越现有观念的全新创造及努力，同心协力，有时

跨越了事业部的界限、甚至向集团外部的零部件制

造商寻求协助，终于圆满推出了这款商品。

开发小组的全体成员在初期阶段就明确理解了

共同的目标，这是实现该商品的重要因素。

※1 这是爱普生的调查结果，调查时间为2010年9月时点。

简便、及时、确切地提供必要的软件

“Web Installer”
为了让顾客充分享受打印机、扫描仪等的各种

功能，爱普生在网页中随时提供已升级的软件。

Web Installer是一种可以简单地一次性安装使

用商品所需的软件的工具，能够自动寻找新版本的

软件并进行安装。

我们分析电话服务中心接到的顾客询问后发现，

“不知道怎样通过网页安装软件、很难”的意见很多。

驱动器设计组本着“在2010年度的新商品发售时必

须解决这个问题”的信念开始启动项目，在约半年的

时间内完成了Web Installer。

该组不仅开发了软件，还使软件达到最便于顾

客使用的状态后直接安装在网页中，并可以自动进

行更新功能的服务与支持。由此成功地构建了及时、

确实地提供给顾客且便于使用的软件服务体系。现

在正在更进一步开发可以避免顾客在使用中遇到麻

烦的自动发出更新通知服务的功能。

Web Installer的访问次数不断增多，切实感到

众多顾客都在使用它。我们的工作除了编制软件以

外，为了让顾客使用到最佳状态的商品，还要随时

摸索最有利于顾客的方法，尽快将软件切实送到顾

客的手中。

IJP ·LP企划设计部　科长 二村 和信（右）、河野 公博（左）

“完美如梦的商品”的研发进展与课题交流会议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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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性品质提高顾客价值
“每次使用时都会发出‘砰！’、‘嗙！’的响声，

外壳很令人失望，一看就知道是塑料做的廉价品。”

――使用身边的商品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这

些商品即使功能优良、使用方便，顾客也不会感到

完全满意。商品的质地或色泽等，能给予顾客好感

并使其深感满意的品质被称为“感性品质”。爱普生

正在全力推进提高如下感性品质的工作。

黑色光泽的表面（钢琴黑色调的表面）

我们在商品表面使用了与顾客室内装潢相协调

的呈现绚丽光泽的高品位钢琴黑色调。这是调查了

世界性的色彩流行和用户意见后决定的颜色。该表

面已跨领域地被用于各种商品，形成了一股巨大的

潮流。为降低环境负荷而不使用涂料的制造方法也

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难以留下痕迹或指纹的表面网纹状工艺

我们在打印机表面使用了网纹状工艺，使表面

难以留下痕迹或指纹，手不

容易打滑，由此为顾客提供

了更舒适、更简便的商品。

而且，表面光泽饱满，质地

高雅。

用灯光的闪烁通知打印状态的LED状态
显示灯

在离打印机较远的地方进行无线打印时，为了

从远处也可以根据灯光的闪烁分辨打印机的状态，

我们在操作面板上安装了发出蓝光的LED灯。并试

制了各种样品解决灯光模糊的问题，使灯光更容易

辨认。

至今为止，爱普生着重提高了静态感性品质，

今后还将致力于提高动作、声音等通过视觉、听觉

或触觉感受的动态感性品质。我们的开发将立足于

顾客，创造让顾客感受到舒适愉快的品质。敬请期

待我们今后的商品。 确认感性品质的完成情况（机器设计中心）

我们所追求的感性品质得到了
外界的赞赏

   Colorio打印机

EP-803A
EP-803AW

   Colorio打印机

PX-203

   家庭影院型投影机

EH-R4000
EH-R1000

   幻灯机

ELPDC11

   超短焦互动投影机

EB-450WT
EP-460T

   热敏票据打印机

TM-T88Ⅴ系列

   商务投影机

EB-1775W

获得日本2010年度优秀设计奖的商品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全球服务与支持会议

世界各国及地区的销售部门之间的意见交流

世界各国及地区的销售部门和事业部的负责人员

定期聚集在一起交流信息和意见。

会议中，企划与开发商品的事业部和实际接触顾

客提供服务与支持的销售部门相互确认彼此的作用，

讨论为提高顾客满意度应做的工作。

会议中相互介绍“顾客感到的不便之处与商品需

求”、“通过提供服务与支持而掌握的全球市场情况”以

及“将这些意见反映到商品改善中去的具体事例”等内

容，是随时把遍布全球的顾客与爱普生商品开发、服

务、支持相连接的重要会议。

在销售、服务与支持现场所做的
努力

我们设置可以实际接触商品、创意丰富生活情

趣的场所，开展传播打印乐趣与喜悦的活动。

爱普生新摄影论坛

爱普生以摄影爱好者为对象举办“爱普生新摄影

论坛”活动。该活动目的是为了支援热爱摄影的顾

客在数字环境下制作作品，从2004年起每年召开，

2010年迎来了第七届活动。活动中举办讲座介绍爱

普生的喷墨打印机、扫描仪等最新商品及其使用方

法并进行展示，得到了高度称赞。

论坛中还准备了各种活动，增强顾客亲手制作

摄影作品的乐趣。顾客自己处理照片数据并在专设

区使用爱普生最新型打印机打印输出，顾客可以体

验到使用新商品打印的乐趣。另外 ,我们又举行了

从一般顾客处征集作品的“应征摄影作品展示会”和

从大型摄影俱乐部征集作品的“摄影俱乐部展示会”。

活动会场的墙壁上布满了众多顾客的应征作品。

爱普生影艺坊 （中国）
爱普生影艺坊通过举办知名艺术家的绘画、摄

影作品的展览，成为爱普生与客户交流的重要场所。

北京油画家尹尹红的作品画面浪漫，色彩艳丽，被

各界名人收藏。她的原作通常价格很高，而且原作

卖出之后再也无法被其他人看到，作者总是觉得很

遗憾。不久前爱普生北京影艺坊为她举办了个人作

品展览。当她看到使用“爱普生艺术微喷”工艺输出

的画作时，惊叹不矣，“非常漂亮，这就是我的色

彩！” 作者特别赞扬“原作的高光部分细节没丢失，

色彩的饱和度的还原性极高。而且，通过微喷打印

28

油画家尹尹红（右侧）与影艺坊工作人员进行交流的情景

这种载体，拓展了绘画艺术的表现空间，丰富了艺

术的表现力，打印输出的作品跟原作相比拥有不同

的艺术价值。”

通过这样的展出不但让艺术家和观众们认识到

了爱普生卓越的影像输出品质，还让更多的人有机

会欣赏和购买、收藏这些精美的复制品。收藏者认

为“作品非常逼真，非常有原作的质感，不仅可以装

饰房间，提升家居或办公环境的艺术品位，更有长

期收藏的价值。”

爱普生新摄影论坛中的“摄影俱乐部展示会”

全球服务与支持会议的情景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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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团队之力解决课题（E-KAIZEN活动）
爱普生把小组及个人自己解决身边课题的改善

活动称为“E-KAIZEN活动”并在集团整体中展开。

现在，日本国内外共有约1,800个小组开展着

E-KAIZEN活动，最近的特征是以“100%优质品”为

课题的活动有所增加。例如：开展了题为“向上游工

艺反馈检查结果提高工艺能力”的改善活动等。确保

品质不单纯依靠检查，对存在问题的真正原因采取

措施从而提高品质。同时，这个活动也与品质理念

中倡导的“每位员工努力提供深受顾客喜爱的商品”

的宗旨紧密相连。

每年一次举办的全球小组活动事例发表大会是

小组改善活动的顶峰，2010年度的大会共有来自八

个国家、28个小组发表了改善事例。

大会审查的观点为以下三项，这也有助于培养

人才。

  • 活动是否实际提高了顾客价值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 是否通过实践掌握了符合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手法，
      自己设立课题并采取行动。

  • 改善过程中是否与上级及相关人员充分对话，高效达成更
      高的目标。

总经理直接向最优秀发表小组授予“总经理奖”

的奖杯，向所有发表小组颁发奖状以资鼓励。

全体员工共同创造顾客价值
发薪日是思考顾客满意（CS）日

为了不断创造超越顾客期待的商品与服务，爱

普生认为全体员工应首先了解顾客的感受，诚挚地

接受并理解他们对爱普生的期待与评价，这个过程

无比重要。

因此，我们向员工公开顾客之声，以便让员工

尽可能接触到它们。我们把访问顾客之际听取的意

见、顾客向电话服务中心的反映以及爱普生收到的

来自顾客的信件等尽快向员工公布。

“发薪日是思考顾客满意（CS）日”也是活动之一。

这项活动从2006年起持续至今，每月发薪日时在公

司内部网的宣传网页中介绍来自顾客的指责和表扬，

使员工们开展工作时牢记我们的工资来自顾客。关

于每位员工对这些顾客之声的感想及反映到工作中

去的具体想法，我们实施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在下

月的发薪日时与新的顾客之声同时公开，以此与员

工互相交换意见。

负责“发薪日是思考顾客满意（CS）日”工作的三

泽友美热切地表示：“这项活动也成为让我自己重新

思考‘CS是什么？’的良好机会。顾客花费宝贵的时

间向爱普生提出意见及要求，为了不辜负顾客的期

待，‘应该向员工们传达什么样的内容？’、‘如何让

员工们容易理解顾客的期待？’等等，有很多问题需

要深刻思考。为了让爱普生的商品与服务有助于更

多的顾客、得到更多顾客的喜悦，我将一如既往做

好这份工作。”

全球小组活动事例发表大会的颁奖情景CS品质保证·环境推进部　三泽 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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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ystem：品质危机管理系统）传达第一

信息。根据事故的重大程度，包括经营管理层在内的

集团相关人员迅速掌握信息、分析原因、研讨对策并

基于顾客第一的观点进行适宜的信息披露与市场对应，

还将依照《日本消费生活用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向外

部机关报告或提出申报。

关注细节提升行业客户服务水平
在产品同质性的今天，服务水平被客户所看重，

如何了解并满足客户需求，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通过长期摸索，爱普生建立起客户期待的行业客户

服务模式，即包含销售、技术咨询与维修、主动关

怀与促进、保外服务推进和再次购买各个环节的一

整套管理流程与模式。

在销售环节，掌握顾客真实需求，推荐其适用

的商品；针对客户的特别需求，对机器进行升级或改

造；建立适用行业特点的开机不良处理机制，解决客

户新商品存放期的更换与维修问题。在技术咨询与

维修环节，设立贵宾专线、现地大客户经理、专署

指派服务中心、总部行业服务专员等，第一时间解

决客户遇到的问题；还建立多级别备件库存机制与提

供备用机机制，缩短客户机器故障维修时间；还推出

多种差别化的有偿服务，满足顾客个性化要求。

通过各环节专业周到的服务和细致入微的关怀，

使客户对爱普生商品与品牌长期信赖。

为顾客提供全球统一的高水准的安
全、放心与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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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关于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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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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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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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产品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

对于在顾客处发生的安全性事故，爱普生应用

积累的分析技术彻底追究原因所在，同时将获得的

教训作为集团上下的共同财富用于杜绝再发。

我们还配置了分析专用设备，引进了用于测试

从产品释放的化学物质的装置及分析仪器，包括测

试可能引发建筑物综合症物质的分析仪器，通过测

试确保产品符合爱普

生自主设定的基准值，

致力于制造安全、放

心的产品。而且，从

产品的企划、设计阶

段起消除危险因素及

确保误使用时的安全

等，通过这些工作贯

彻安全品质，并针对

全体员工实施产品的

安全教育等。

迅速果断地对应产品事故的体制

万一发生了安全性事故，爱普生将立即使用

集团统一的信息传达系统QCM（Quality Crisis 

● 发生产品事故时爱普生内部的对应体制

用X线CT装置进行分析的情景

化学物质的测试情景

产品事故的发生

调查

日本国内外销售公司及各事业部市场对应部门

在QCM系统中注册

QCM系统

传达 传达传达

经营管理层

针对各报告的

经营判断与批准

总公司部门

品质保证部门

法务部门

宣传部门

其它相关部门

日本国内外销售公司

服务与支持部门

法务部门

宣传部门

其它相关部门

事业部或关联公司
品质保证担当部门

原因分析

研讨对策

申报的判断

报告、信息共享与对应

报告与申报

外部机关 顾客

适宜的信息披露与市场对应的实施

品质危机管理（QCM）系统：

将日本国内或世界各国、各

地区市场中发生的产品事

故等信息，根据其重大程

度立即直接传达到经营管

理层、总公司、事业部等的

信息传达系统。

30



2008年6月，爱普生制定了《2050环境愿景》。这彰显出在防止日益严重的地球环境问题及构筑可持续

发展社会的方面，作为一家企业所应具备的姿态。基于“减少环境负荷，人人有责”的基本观点，将核心内容

定为削减二氧化碳（CO2）的排放量与维持生物多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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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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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15中期环境活动方针》的实践
实现《2050环境愿景》中描绘的理想姿态需要着实地开展工作并在不同阶段设置里程碑，当达到每个里程碑

时确认并填补应有姿态与现实之间的差距。《SE15中期环境活动方针》是爱普生设定的第一个里程碑。也是描绘

2015年集团理想姿态的长期愿景《SE15》的挑战领域之一的“环境”的活动方针。由此，环境活动方针被纳入事

业方针，将与事业合为一体共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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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环境经营的基础

“决不污染诹访湖”——  从创业初期传承至今的环保意识爱普生将永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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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2006 2008 2010 2015 2050

2050环境愿景

环境交流

生产

商品

新的视角

环保社区

环境教育环境技术

环保

植树与地区贡献

环境技术

环保

顾客

2015

2050

2030

2040

2020

SE15

2050环境愿景

1998

植树与地区贡献

2010

倒推
※

降低生产（工厂）中的环境负荷

降低商品及服务
中的环境负荷

从新的视角
降低环境负荷

维持地球环
境的贡献度

Action07
作为企业责任

应对涉及广泛

的环保问题

SE15
与事业活动

紧密相连
Action2010
环境和经济

直接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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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成《2050环境愿景》的具体方案
制定《2050环境愿景》之际，我们采用了倒推

的方法。先描绘出将来的应有姿态，从应有姿态出

发反思现在考虑需要什么样的措施，用这种方法推

导出的各种措施将成为达成愿景的具体方案。首先，

我们将着实推进生产工厂中降低环境负荷的工作。

其次，在此基础上将加快降低因商品及服务而造成

的环境负荷。最后、爱普生还将进一步从新的视角

向降低环境负荷的目标发起挑战。

2050年的未来目标将通过事业活动而实现。通

过聚焦《2050环境愿景》考虑未来事业，就可以寻觅

出事业和企业的存在意义和发展方向。并且减低物

质依存度的“价值创造重于产品制造”的观点将变得

愈来愈重要。面对2050年的长远未来，爱普生将如

何发展？我们将孜孜不倦地寻求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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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15年的目标姿态

● 通往《2050环境愿景》之路



向环保课题的不懈挑战
爱普生诞生于环境优美的日本长野县诹访湖畔，

不给地区环境带来负荷是创业初期的理念之一。我

们在心中牢记“决不污染诹访湖”、并以此开展业务，

同时我们用“致力环保”的语句在《经营理念》中明确

了创业时的理念。

1980年代，氟利昂破坏臭氧层成为很严重的

问题。1988年8月，爱普生在全球率先宣言要成为

无氟利昂企业。全体员工同心协力开始了挑战，目

标是到1994年3月底实现不使用替代氟利昂类物质

（HCFC），成为名副其实的“全面废止氟利昂”企业。

当时在印刷电路板、显示元器件、塑料镜片及手表

等精密零部件的清洗中使用氟利昂，且使用量以每

年20～ 30%的速度增加，所以不使用氟利昂将使

业务开展陷入困境。

1992年10月，脚踏实地的改善和努力创新的

日益积累终于奏效了，我们提前了一年零五个月圆

满达成了无氟利昂的目标。

达成目标之后我们也没有停步，又继续向全面

废止无氯化有机溶剂发起挑战，并逐步把日本国内

取得的成果转移到日本国外当地法人和合作企业。

针对全球规模的问题，我们本着“合作比竞争更重

要”的基本姿态，积极公开获得的技术经验，为地区

及其它公司的环保活动做出贡献的历程已成为爱普

生环保活动的基础。

环保活动的观点
以全球规模开展事业的今天，本着事业活动会

对地球环境带来负荷的基本认识，在“致力环保”的

理念之下，无论身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我们都会用

同样的标准和一致的目标来推进环保活动。爱普生

对全球规模的问题不是采用竞争的手段，而是坚持

着无氟利昂活动时的基本姿态，通过合作推进环保

活动。上述基本姿态在《环境理念》和《环境活动方

针》中明文表示。

以往，爱普生采取的活动方式是制定环境综合

措施，提出具体目标开展工作。各事业基地以集团

方针为基础开展的环保活动，解决了涉及广泛的环

境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如何让环境活动

和事业活动紧密结合已成为我们的课题。为配合

2009年制定的集团长期愿景《SE15》，我们于2010

年4月制定了《SE15中期环境活动方针》，明确了

2015年的目标姿态，即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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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原有活动

的基础上，正在加快推进各事业战略中降低商品与

服务的环境负荷措施的实施。我们追求商品的小型

化、轻量化以及循环化，使顾客感受到降低环境负

荷的同时，又享受了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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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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公司事业所坐落在诹访湖畔



环境管理体系
集团内的各推进组织（各事业部门、总公司部门、

日本国内外关联公司）根据《SE15中期环境活动方

针》又制定了各自的环境计划并开展活动。每年进行

一至两次的内部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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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循环，谋求持

续的改善。爱普生在日本国内外的制造、销售或服

务方面的主要业务基地都已获得了 ISO14001认证。

环境活动的推进体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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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给周围居民或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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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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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活动主管部长

总经理

集团项目、分会

环境担当本部长 环境推进部长会议

环境活动主管部门

推进体

日本国内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环境推进部长

日本国外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日本国外合并报表子公司日本国内合并报表子公司

事业（本）部
事业（本）部长

环境推进部长

● 爱普生的环保活动推进体制（图1）

环境教育
爱普生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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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 ISO14000活动
本公司从2002年起开始赞助国际艺术技术合

作机构（ArTech）开发的儿童环境教育项目“儿童

ISO14000”。通过孩子们领先参加该活动，从而带

动提高家庭整体的环保意识。

培训名称 接受培训人数

ISO14001环境监查人教育 66人　（累计 1,932人）

※1 在线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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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的接受培训人数。

培训名称 公开日期※1 接受培训人数※2

环境基础教育（与自然为友） 2002年04月  526人（累计 16,991人）

地球环境技术（环境相关法律） 2003年12月 511人（累计 11,094人）

2010年版环境基础教育Ⅱ 2010年12月 15,103人

● 2010年度环境教育成果 （日本国内）

※1 本文的“PDCA”是Plan（计划）、Do（实施）、Check（检查）、
       Action（改进）的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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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营

爱普生将环保置于经营的轴心开展企业活动。

面向儿童及其家长的环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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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会计

为了推进环境经营，爱普生定量把握环保成本与效果并进行评估。

　（单位：亿日元）
● 2010年度环保成本及效果表

内容
环保成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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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 单位 数值

S
E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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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节能商品的社会性节能效果 万kWh 11,550

环境研究开发 0.0 30.3

防止地球温暖化 2.5 2.4 节能、温暖化物质排放量的削减效果 4.2 ▲1.8 CO2削减量（节能+温暖化物质的对策） 吨CO2 16,661

环境负荷化学物质的削减 0.0 1.3 环境负荷化学物质使用量的削减效果 0.0 1.3 化学物质削减量 吨 25

废弃物处理、再生利用 0.0 8.1
削减废弃物排放量取得的效果及分类

出垃圾中的再生利用品而获得的收入
2.5 5.6 因排放物削减措施而获得的削减量 吨 1,002

水的有效利用 0.0 1.3 削减水使用量、再生利用的效果 1.9 ▲0.6 削减的水使用量、再生利用量 km
3

1,848

向地区、国际社会的信息公开与贡献 0.0 1.1 在集团官方网页上登载环境活动信息、绿化或地区清扫等

遵守法律法规（防止公害等）、绿化、美化 2.3 3.2 法律法规等违反件数 5件

被污染的土壤及地下水的净化等 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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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3.9 因集团内教育而获得的节约效果 5.5 ▲1.6 环境基础教育、内部环境监查人员教育、环境专业教育等

                     合　　　计 4.9 60.1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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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对数字尾数进行了去尾处理，所以内含总和与数字合计有可能不一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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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会计的观点
作为推进环境经营的指标之一，爱普生定量把

握环保成本与效果并进行评估，为环保活动助一臂

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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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家关联公司（日本国内16家、国外20家）。

• 统计对象为已获得 ISO14001认证且本公司的出资比例超过50%的关联公司

  中，实施收集环境会计数据的公司。

2010年度统计结果
环保投资总计4.9亿日元，其中防止地球温暖化

相关的环保投资为2.5亿日元（占51%），防止公害

相关的环保投资为2.3亿日元（占47%）。这些投资

用于引进节能型工厂基础设备和生产机械装置，同

时，还着重用于开展防止化学品泄漏等防止公害的

对策措施中。

另一方面，环保费用总计60.1亿日元。其中环

境研究开发费为30.3亿日元（占50%），在费用中所

占的比例最大。环保研究开发费中，环境友好型商

品的开发占据了75.6%（右图示）。这是爱普生在销

售的商品群中不断提高使用时的节能性能，又积极

推进替代含有化学物质等环境友好型商品的开发而

发生的费用。

在节能、削减废弃物的措施等方面我们已把握

了其经济效果，效果总计金额为14.1亿日元。在节

能方面，通过对设备运营进行彻底的效率化改善而

获得了4.2亿日元的经济效果；在削减废弃物的工作

中，通过采取削减废弃物排放量以及从垃圾中分类

出可再生利用物品的措施获得收入，赢得了2.5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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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

示，我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切实提高了经济效果。

30.3亿日元

节能商品的开发 39.5%

替代所含化学物质 9.3%

3R※1设计 6.5%

其它环境友好型商品的开发 20.4%

节能工艺的开发 15.2%

防止地球温暖化工艺的开发 5.1%

其它环境工艺的开发 4.1%

环境友好型商品的开发 75.6%

※1 3R 是指 Reduce（抑制废弃物发生）、Reuse（产品及零部件的反复使用）、

    Recycle（促进资源再生利用）。

● 环境研究开发费的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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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比竞争更重要
爱普生认为，解决环境问题不能依靠企业间竞

争而应相互合作共同挑战。因此，我们向社会无私

地贡献至今为止所积累的环保技术经验及事例。

学习再生利用的拆卸实验讲座
日本长野县饭山北高级中学是日本文部科学省

的“特级科学教育学校制度”的指定学校。该制度是

为了培养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才而充实了数理课程的

教育制度。作为教育的一环，该校举办了电脑拆卸

实验讲座。爱普生派遣员工作为讲师前往学校，通

过让学生们亲手拆卸电脑并分类，向学生们讲解了

电脑中使用的各种资源以及再生利用的重要性。

集团外部讲演活动
爱普生应地区及各种团体、学校等集团外部的

邀请，通过讲演会和讲座介绍爱普生的环保观点及

活动事例。2010年度中进行了十多次讲演。

电脑拆卸实验讲座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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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节能巡检队”来到台湾
“节能巡检活动”以爱普生总公司向所在地的日

本长野县诹访地区企业散发汇编有爱普生所积累的

节能技术的《事例集》为契机，开始接受这些企业的

节能诊断要求。信州节能巡检队的前身“诹访地区节

能巡检队”于2000年成立，2005年应长野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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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son Taiwan Technology & Trading Ltd.

（ETT、台湾）也独自开展了各种环保活动，ETT确

信如果能在台湾也开展节能巡检活动，必能为社会

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为了学习信州节能巡检队

的活动经验，ETT的成员数次接受了巡检活动的实

际培训，同时又向台湾的企业、团体进行了宣传。

2010年12月，在总公司的支援下，以ETT为中心

成立了“台湾节能巡检队”。

Coco Wang是成立时的骨干成员之一，她充满

自信地表示：“把信州节能巡检活动中的成功事例推

广到台湾及全世界是非常有价

值的。今后，我们也将与其它

企业和团体合作推进台湾的节

能巡检活动。”

环保技术经验的提供

挑战环境问题仅凭一个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应靠全球的企业。

所以爱普生向社会无私奉献自身的宝贵环保技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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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 Brand & Corp. Div.

Div. Manager， Coco Wang

代表事例：                                             （日本国内）

• 在土木学会召开地球环境论坛；

• 在名古屋大学环境学研究科举办讲座；

• 在诹访红十字病院举办演讲会；

• 在东京经济大学举办讲座。

陪同节能诊断的被诊断方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所做的努力
2010年度中发生了多项有关生物多样性的重

大事件。首先，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了

第十届生物多样性条约缔约国会议（COP10）。其

次，发生了对生态系统造成沉重打击的巨大事故，

即2010年4月发生的墨西哥湾原油外泄事故，以及

2011年3月的日本核电站事故。这两起事故重新为

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意识到石油、

电力等重要能源是社会和企业活动不可缺少的支柱，

但这些能源又与生物多样性紧密关联。

第十届生物多样性条约缔约国会议中采纳了《名

古屋议定书》和《爱知目标》。《爱知目标》中阐述的

20项目标中也包括对企业的要求。爱普生在2008

年发表的《2050环境愿景》中表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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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事业维持生物多样性”

和“提高员工对生物多样性的意识水平”是爱普生的

基本观点。表1中汇总了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五大因

素、与爱普生的关联性以及降低影响因素的具体活

动。我们首先应采取的行动是再接再厉、着实推动

已经进行的“降低事业中的环境负荷活动”。

影响因素 与爱普生的关联性 活动主题 主要工作

气候变化 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 防止地球温暖化
商品节能设计
生产、 运输对策

土地利用 因挖掘地下资源而改变地貌

资源循环

省资源

商品的省资源与再生利用
削减资源投入
废弃物再资源化

入侵物种 因原材料、 零部件等的运输而迁入

过度消费 森林资源的消耗

污染
因管理不彻底而使化学物质泄漏到

环境中
化学物质管理 削减产品含有量及制造时的使用量

● 环境措施与生物多样性的关联（表1）

爱普生与生物多样性
我们的生活依赖于生物多样性。从爱普生的事

业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来看，我们在接受各种恩惠

的同时，也影响着生物多样性。如果生物多样性不

健全，我们的事业活动与员工的生活就将无法维持。

参与“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倡议组织”
的活动

爱普生自2008年5月起参加了由各方企业自发

组成的“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倡议组织（JBIB）”，积极

参与倡议组织中的研究活动，致力于将事业活动与

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具体化。另外，我们还在集团外

部的讲演中介绍了爱普生的观点，得到了多方赞同。

2010年度，我们在东京、京都、名古屋及长野等地

进行了讲演和事例介绍。

● 爱普生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爱普生

事业活动 员工的生活

地下资源
生态系统服务

生物多样性因采伐资源及
原料化而造成的影响

直
接
与
间
接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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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爱普生认识事业活动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通过事业保护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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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红海龟活动
位于日本千叶县的鸭川海洋世界配合政府行政

部门，对濒临灭绝的红海龟进行调查研究及保护。

爱普生为了让积累的技术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经

过研讨于2010年6月开始支援该活动。

红海龟的孵化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遮盖

龟卵的砂中的温度和孵化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为

此，爱普生应用独自的无线通信技术开发出的传感

模块构建了检测处理系统。该系统的特点是可以在

土壤、水和砂中进行数据通信，这是一般的无线技

术无法实现的。2010年夏进行了实际测试，成功实

现了不用挖出泥沙而能够直接测量遮盖龟卵泥沙中

的温度并掌握了孵化时间。2011年亦将继续支援该

活动。

日本国外当地法人的植树活动
爱普生本着在每个事业基地推进有实效的贡献

活动的想法，开展与地区实际情况相符的活动。植

树绿化活动是主要活动之一。Epson Precision

（Philippinnes）Inc.（EPPI、菲律宾）从2004年8月

起，在玛其林山开始了植树造林活动。2010年度共

有135名员工参加了植树活动，预定将在2012年

迄的三年计划中造林15,000平方米。

另外，EPPI考虑到青少年不能只上网参加种植

植物经营农场的游戏，更应实际体验植树造林，所

以还设立了针对青少年的活动项目，和当地61名高

中生及两名老师一起进行了植树。

“神宫寺百年之林”的护林活动
为了增加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生物多样性的

员工，爱普生正在向员工提供接触自然的机会。我

们从2008年度起支援总公司事业所所在地的日本长

野县诹访市神宫寺生产森林合作社的“神宫寺百年之

林”计划，供员工们亲身体验护林工作。2010年度，

员工与当地居民一起举办了森林维护管理、自然观

察会、森林休养等活动。活动举办时，我们注重家

属的参与及活动的可持续性。

我们的红海龟卵调查研究及保护活动被贵公司视

为正在全力推动的环保活动之一，给我们提供了大力

的协助。贵公司的温度传

感器可以连续测试砂中的

温度，孵化传感器成功收

集了砂中已孵化的小海龟

的动作。

相信在贵方的技术协

助下，今后海龟保护活动

将有更大的发展。

对爱普生的期待

鸭川海洋世界 鱼类展示科

鱼类第一经理

齐藤 纯康

玛其林山的植树活动 （EPPI、菲律宾）

在阔叶林中种植树苗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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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海滩“海龟之滨”中设置传感器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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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原材料采购（选择）

关注整个商品生命周期，从企划、到设计及采购的环节中纳入

构成环境友好型商品的各种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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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从商品企划到使用后的整个
过程的环保

爱普生的环保工作不只局限于从企划到设计、

生产过程等自身的事业活动，而注重商品的整个生

命周期，致力于与顾客及业务合作伙伴一起降低环

境负荷，扩大活动范围。

商品开发的基本方针
顾客使用的商品对环境的影响基本决定于企划、

设计阶段。爱普生制定了开发阶段的三大基本方针：

“节能设计”、“省资源”、“排除有害物质”，作为环

境友好型生产制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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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8年起给予奖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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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中我们按照商品开发的基本方针，对有

关环保型设计及制造工艺等技术的开发成果申请了

专利并不断积累。

积极公开商品的环保信息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已完成了三种类型（参见

第40页的表1脚注）的环境标志的标准化工作，以此

作为显示商品环保性能的指标。我们努力提供符合

世界各国及地区的环境标志的商品供广大顾客选择。

爱普生的环境标志制度（Ⅱ型标志）
爱普生结合原有的公开环保档案（环保规格）的

形式，于2009年12月起开始实施环境标志制度（II

型），以求让顾客更容易理解商品或服务的环境特性。

我们在小册子、产品说明书、销售包装箱上标

示了如下例所示的商品或服务的环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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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保相关发明的专利申请件数指数 （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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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信息
• 与2008年上市的EB- X6相比体积约缩小了30%

  （示例，具体参见第45页）

其它

制造工艺

节能设计

省资源

（年）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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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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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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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数指数） ※ 将 2007 年定为 100 时的件数指数



国际能源之星的第三方认证制度
2011年1月，国际能源之星制度从原来的自我

宣言型转变为第三方认证型。爱普生对此迅速采取

了措施，于2月取得了喷墨打印机的第三方认证。

作为法务担当负责与认证机构签约的高林祥子

诉说了自己的感想：“在缔结合同的过程中为日本总

公司和负责顾客应对

的 Epson Amer ica, 

Inc.（EAI、美国）之间

牵线搭桥，作为填补

日美文化差异的桥梁，

为合同的签署做出了

贡献。”

生产材料的100%绿色采购
爱普生力争优先采购环境负荷低的生产原材料。

2004年起，生产原材料的采购使用全球统一标准，

保持着100%的绿色采购率。

该标准根据最新法律动向随时修订，不断提高

绿色采购水平。我们还在交易条件中规定供应商必

须提交爱普生规定的产品中不含有禁止含有的化学

物质的证明、不使用禁止使用的化学物质的证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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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德国 蓝天使 ●

中国 中国环境标志 ● ●   ● （墨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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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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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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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标志⋯ 由第三方机构制定判断标准并认证的标志。

I I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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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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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爱普生针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环境标志而进行的工作（表1）

及确认是否符合特定管理物质的管理水平的资料。

特定有害化学物质的全球性对应
爱普生在世界各国及地区逐一应对各项化学物

质法规，以实现商品在全球统一标准下出厂的目标。

另外，针对有可能有害却没有法律限制的物质，我

们也积极使用其它物质替代或废止。

例如，我们将从2012年1月1日起废止作为环

境激素对环境或人体产生影响的特定邻苯二甲酸酯

类和部分有害的溴化阻燃剂。

《REACH》规则的对应
针对欧洲限制化学物质的《REACH》规则，爱普

生将继续开展以下对应工作。

爱普生将依据行业标准，运用含有化学物质调

查体系，高效并切实地对应来自法律、顾客与社会

的要求。

• 对年生产、进口一吨以上化学物质的企业，积极推进 

   其履行注册义务。

• 履行成品中所含高关注度物质的重量百分比达到0.1%

   以上时的信息传达义务和年超过一吨时的申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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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戴围裙，从而减少了空调使用量和空气洁净设备，

又通过使用LED照明等，使工厂耗电量成功减半。

活动还产生了连带效果，这就是作业人员摆脱了非

常不便的防尘服，因此也提高了组装品质。

使用绿色电力，降低环境负荷
作为防止地球温暖化的措施之一，爱普生自

2001年度起一直与日本自然能源株式会社签订风力

发电委托合同。至今为止的发电

总量达到1,737万千瓦。2010年

度我们将年192.5万千瓦的绿色

电力委托给能代风力发电所。这

大约相当于爱普生总公司事业所

用电量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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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分

解处理后排放与减少使用量的两种方法进行削减。

2010年度，集团内的全球合并报表公司都完成

了削减地球温暖化物质的目标。各年度排放量的推

移如图1所示。

挑战“非常规”，实现制造工艺中的
耗电量减半

在洁净车间生产扫描仪是至今为止的常规做法。

但我们从“为什么必须在洁净车间生产呢？”这样朴

素的疑问开始了摆脱洁净车间的活动。

PT.Epson Batam（PEB、印度尼西亚）通过一

丝不苟地分析尘埃（垃圾、灰尘等），创建了仅限双

手附近的局部洁净作业环境，而不影响性能的新扫

描仪组装线。该生产线不需要穿防尘服，作业中只

※ 不包括爱普生拓优科梦（Epson Toyocom）

     公司福岛事业所2011年3月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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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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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扫描仪制造工艺（检查）

绿色电力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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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制造（生产）与物流（运送）

无论生产还是运送，爱普生都将努力降低环境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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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普生的零排放活动

有关能源管理方面的个人表彰
2011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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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on Logistics Corporation

的员工获得了下列能源管理方面的个人表彰。

“习以为常”地持续开展环保活动
东北爱普生株式会社为了削减清洗用乙醇的使

用量，反复进行了实验，在保证品质的条件下成功

地废止了部分清洗工艺。还通过有计划地停止生产

装置、改善基础设备等方法，切实削减了能源使用

量。又把以前作为工业废弃物处理的废塑料区分

成26种有价回收物，在每天的工作中实践“混在一

起是垃圾 ,区分开来变为宝”的环保观念。另一方面，

通过在员工家庭内开展“环保挑战积分拉力”的活动，

培养对环境的高度意识。由此，业务中的环保活动

也变成了“习以为常”的活动，扎根于业务中。

当我们向设施技术组的齐藤美纪询问这项活动

的动力时，她笑着回答：“有乐趣的完成工作是我们

持续进行环保活动的秘诀。而且，亲眼目睹活动效

果、感受行动的意义，这些都

是活动的源泉。今后我们仍将

为降低环境负荷、削减成本和

提高企业价值做贡献。”

零排放
爱普生在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同时，积极开展

零排放活动，努力削减投入资源与废弃物。

爱普生的零排放活动由“再资源化活动”和“省资

源活动”两部分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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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关联公司均已实现了再资源化。新加入爱普生集

团的事业基地也正在依次实现再资源化。在巩固再

资源化活动的前提下，现在的活动正转变为以改善

生产工艺为目的的“省资源活动”。爱普生开展再生

利用活动，将工厂内的排放物作为资源在工厂内再

次利用，以此减少资源投入并进行资源循环。

东北爱普生株式会社 
设施技术组　齐藤 美纪

表彰名称※1 获奖人数

能源管理功绩者表彰 8人

能源管理功劳者表彰 4人

能源管理优秀技能者表彰 5人

※1  主办单位： 经济产业局、电气使用合理化委员会、财团法人节能中心

“再资源化活动”的定义

  将排放物全部再资源化
 （排放物的100%再资源化）
  可燃垃圾每人每天平均50克以下

“省资源活动”的定义

 削减投入资源
 通过循环利用资源等削减废弃物
 排放製品

投入資源
转变

再资源化活动

循环
再生利用

非循环
再生利用

产品

废
弃
物
等

省资源活动

非循环
再生利用

循环
再生利用

削减投入量

产品

工厂 工厂

集团内资源循环

集团外资源循环

投入资源

集团内资源循环

集团外资源循环

削减投入量

投入资源

● 废弃物排放量的年度推移

50,000

40,000

30,000

20,000

10,000

0

（排放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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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42,525

2006

45,449

2005

40,934

2007

35,368

2008

50,638

2002

50,290

2003

48,693

2004 2010

32,432

2009

32,535

※ 不包括爱普生拓优科梦（Epson Toyocom）公司福岛事业所 2011 年 3 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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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资源再生利用方面所做的努力
作为水资源管理的一部分，爱普生从风险管理

的角度出发重视“水”和”资源”，努力推进降低环境

负荷及法律对应的工作。

在制造工艺中，我们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工厂用

水的水质恶化、提高工厂排水的再生利用率并加强

应对有关水质的法律法规。以天津爱普生有限公司

和Epson Telford Ltd.（ETL、英国）为例，这两家

公司使用独自的墨水废液处理系统，经过废液沉淀、

微生物净化处理及最终过滤后，使含墨废水重新作

为生活用水或设备冷却水使用。脱水处理后产生的

污泥也被作为水泥的辅助材料再生利用。

2010年度爱普生使用的1,070万立方米水中，

依靠上述方法在内再生利用的水达到了190万立方

米，约占17.8%。（具体参见第49页）

防止公害及废弃物管理的内部监查
根据《爱普生集团防止公害及废弃物管理监查实

施标准》，2010年度我们针对35个事业基地（日本

国内21个，日本国外14个）实施了内部监查。监查

中被指出的事项均已改善完毕，确认了防止公害与

废弃物管理已得到了妥善的实施。

超过法规限值、投诉与事故
2010年度发生的排水超过法规限值（含油2起、

水温过高1起、氢离子浓度1起、浮游物质量1起）

和投诉（振动1起）的事件，对此我们均向有关行政

部门进行了报告并实施了改善。

43

化学物质管理
爱普生认为“任何化学物质均存在风险”。从这

样的观点出发，我们本着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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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度起，爱普生在日本国内外所有生产

基地运用独自的化学物质数据管理系统“E-Chem”，

对信息进行全球性的一元化管理，从事化学物质的

管理及削减工作。我们应对了因日本的《化学物质管

理促进法》的修订而使化学物质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

（PRTR）的对象物质出现的新增和变更，而且包含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在内，同时对其进行管理和

削减。为了减少排放到环境中的数量，我们正在持

续推进化学物质的替代、削减使用量、引进无害化

焚烧处理设备等各种措施。

自2010年度起，各事业部新使用以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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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达成目标的成果。

我们还公开这些化学物质的数据，与周围居民

沟通交流以此建立信赖关系。

超过法规限值：5起 　  投诉：1起　   事故：0起

● 天津爱普生的墨水废液处理工艺（简图）

废液罐和含墨水

的废水

沉淀池 微生物净化处理

处理后的水

●  VOC处理量、排放量的年度推移

●  PRTR对象物质处理量、排放量的年度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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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吨）

（年度）2006 2007 2008

日本国外排放量

日本国内排放量

处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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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

14.4

1,003

12.3

6.8

803

4.6

1,045

1,500

1,250

1,00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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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0

2010

1,139

976

12.3

处理量
（旧对象物质）

日本国外增加物质

日本国内增加物质

处理量（吨）

※ 随着 PRTR 法实施令的修订，从 2010 年起正在变更对象物质。

※ 依据《电气电子行业 PRTR 指南（修订第二版）》，排水中的氟化合物不再属于水域排放量

   的统计对象，2009 年度以前的数据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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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品质管理强化活动”的推进
爱普生分析废弃物中隐藏的危险性与有害性，

加强包括分析结果在内的相关信息得到切实传达等

的全盘管理，并且为了安全管理废弃物，开展实施

了“废弃物品质管理强化活动”。

土壤与地下水的净化
以总公司事业所为首的各事业所继续实施抽水

净化及阻挡措施，处

理地下水中的含氯有

机溶剂。

削减运输中的二氧化碳的活动
爱普生以高效运送商品、零部件和废弃物的方

法致力于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我们继续实施转

换运输模式、重整物流基地、改善装载和包装方法

以提高车辆装载率，以及重新调整运送频率和车次

等措施。

● 日本国内物流中的CO2排放量

如下所示，爱普生根据实际的物流状况而随时

改善运送方法，实现效率化。2010年度因日本国内

运输而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0.9万吨，销售额

原单位比2009年度减少了9.4%。

在日本国外所做的努力

爱普生与遍及全世界的关联公司合作，努力通

过空运向海运转变的运输模式转换，合并或废止物

流基地等方式，提高运输效率。

例如Epson America, Inc.（EAI、美国）从2009

年10月起参加了美国环境保护厅（EPA）举办的智慧

运输项目。该项目以提高运输能源效率、削减二氧

化碳和大气污染物质的排放量为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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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参加企业一起为实现美国环境保护

厅设定的削减目标而持续努力。

2010年度由于暂时使用了空运，二氧化碳排放

量受此影响比2009年度增加了19%。今后，我们

还将以环境负荷小的运输手段及方法为顾客提供商

品及服务。

● 日本国内及国际物流中的CO2排放量

事业所 2009年3月 2010年3月 2011年3月 对策

总公司    88    36    28
阻挡对策、抽水净化，

监控

盐尻   2.8   1.5    0.75
阻挡对策、抽水净化，

监控

富士见 0.26 0.16  0.14
阻挡对策、抽水净化，

监控

诹访南 0.13 0.14  0.14
阻挡对策、抽水净化，

监控

松岛 0.09 0.13  0.13 阻挡对策、监控

● 各事业所的地下水数据与净化对策
（单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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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I的环保活动
http://www.epson.com/cgi-bin/Store/Landing/Environmen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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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爱普生拓优科梦（Epson Toyocom）公司福岛事业所 2011 年 3 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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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爱普生拓优科梦（Epson Toyocom）公司福岛事业所 2011 年 3 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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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事例：

• 工业废弃物的长途货车运送改为海运；

• 通过集中或分散，实现仓库配置最佳化；

• 与顾客合作削减发送次数；

• 车辆规格最佳化；

• 与其它公司共同发送。

地下水采样的情景



使用“省、小、精”技术降低环境负荷
在以信息关联设备为代表的各事业领域中，爱普生使用省资源、小型化、高精密（省、小、精）的技术，不

断提供环境负荷小的商品。以下用“环保信息”的方式向您介绍2010年度代表性商品及其环保特性。

※1 总耗电量根据爱普生的评估条件算出。以每天复印五张A4彩色文件，每天开机八小时，关机16小时为条件算出。随顾客的打印机使用情况而变。
※2 是通常模式（322W）与节能模式（212W）的比较。关闭滑盖时减少灯泡的输出，抑制耗电量。
※3 按照国际能源之星规定的测量方法得出的典型能耗（TEC）。随顾客的打印机使用情况而变。
※4 基于Eco leaf环境标志的评价结果，在使用四年的设定条件下计算得出（显示屏除外）。随顾客的使用情况及选件组成而变。

● 大幅面打印机 GS-6000

● 喷墨打印机 EP-803A ● 针式打印机 VP-F2000

● 页式打印机 LP-S8100 ● 台式电脑 Endeavor ST150E

● 便携式投影机 EB-1775W

• 与2005年上市的PM-A890相比实现小型化，尺寸缩小了约34%

• 与2009年上市的EP-802A相比，一日的总耗电量减少了约7.5%※1

环保信息

• 使用不含致癌镍化合物、减小溶剂墨水特有的气味的“活的色彩
    GS”的溶剂墨水，改善了打印时的工作环境

环保信息

• 休眠状态时约2.7W的节电设计

• 提供可以只更换色带的色带盒

环保信息

• 与2008年上市的EB-1735W相比体积缩小了约28%

• 使用滑动式镜头盖，耗电量减少了34%※2

环保信息

• 典型能耗（TEC）为1.27kWh/周※3，实现A3高速彩色打印时日本国

    内最低水平，致力于办公室节电

• 与2006年上市的LP-S7000相比实现小型化，尺寸缩小了约40%

环保信息

• 与2010年上市的Endeavor AT980E相比生命周期中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削减了53%※4

• 实现了通常情况下约16.1W的低耗电

环保信息

※ 第45页、第46页中的耗电量等均为日本国内所测数据。商品型号也仅限日本国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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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商品（使用）

爱普生努力为顾客提供环境负荷小、增添生活色彩的商品。



（评估条件） 按照爱普生的评估条件计算。以每天复印或打印五张A4彩色文件，每天开机八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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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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A890

※ PM-9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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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墨打印机一天总耗电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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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灯泡

（年度）

EB-1775W　

※1 “E-TORL”是“Epson - Twin Optimize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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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使用方法
爱普生在“环保产品2010”展览会中提出了实现

大画面、高精细影像的投影机所应具备的全新使用

方案。

使用虚拟※1化技术加工数码相机所拍摄的三

维全景影像后，用投影机进行投影。这项使用方案

既可以削减展示空间和展示物品，也无需前往被拍

摄的地方，可以在办公室等处体验身临其境的感觉，

还可以减少使用交通

工具等从而降低环境

负荷。

绿色使用
热敏票据打印机TM-T88V在不需要变更顾客所

使用的应用程序的条件下，与2006年上市的TM-

88Ⅳ相比票据纸张使用量可最大减少30%。

开发负责人横山和幸谈到：“我们最初的提案是

缩小打印。为了回应顾客需求，我们在不改变打印

信息的条件下，又增加了削减

纸张功能和有效利用票据顶端

部分的空白的功能。这些功能

降低了环境负荷，对此大家都

感到非常满足。”

※1 这里是指与现实非常相似的虚拟世界。

环境友好型商品
http://www.epson.com.cn/eco%5Fsite/lifeCycle/utility.asp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46

BS企划设计部　横山 和幸 通过虚拟影像看到的本公司展区



商品的回收与资源再生
为了构筑循环型社会，需要在企业、政府行政

机构及消费者共同协作的基础上，对已使用完的商

品进行适当的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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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完商品的回收及资源再生的体系。（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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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度的市场回收量为78.6吨，其中再生

原材料61.0吨。

 

墨盒回家工程

“墨盒回家工程”是一项由六家

打印机制造商共同开展的活动。从

2008年起步以来，在广大顾客的大

力协作下，回收数量不断增加。回收

点起初设置在日本全国的邮局内，现

在该活动也得到了日本各级政府机关

● 已使用完的墨盒及鼓粉盒的回收与再生利用系统（图1）

的协助，在政府行政管理设施内也进行回收。收集

的墨盒被重新转化为资源，杜绝了资源的浪费，为

建立循环型社会助一臂之力。

　

向日本国外稳步拓展

爱普生预定从2011年下半年度起将“墨盒回家

工程”推广到日本国外，计划与其它公司一起在新加

坡的主要图书馆内设置回收点进行墨盒和鼓粉盒的

回收。

Epson Singapore Pte.Ltd.（ESP、新加坡）的

Richard Yeo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墨盒回家工程在日

本取得成功之后将推广到新加坡，这项活动有助于

提高对墨盒和鼓粉盒再生利用的

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将在整个新

加坡岛上建立起高效的回收网络，

使这项活动成为新加坡环保工作

的重要一步。我们将在‘Green, 

Recycle Cartridge（墨 盒 再 生，

推动环保）’的口号下推进活动。”

ESP Environmental & 

Qua l i ty Management 

Specialist

Richard Yeo

再利用

在日本各地
的回收箱

分类等工作

再生利用
工厂

环保型鼓粉盒

再生墨盒

墨盒零部件

再生利用

集团内部使
用的集装箱

建筑材料

拟木

助燃剂
作为制铁厂等的
高炉还原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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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与资源再生（再生利用）

即使是顾客已使用完的商品，爱普生也要负责做好再资源化工作。

回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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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欧洲、中东及非洲的简称。

在世界各国及地区所做的努力
2003年欧盟制定了《废弃电子电气设备指令

（WEEE指令）》以后，世界各国及地区制定法律要求

制造商进行商品的回收及资源再生的进程不断加速。

为了满足世界各国及地区的要求，爱普生完善

了全球体制，推进整机的回收与资源再生。我们除

了整机以外，现在还在3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回收、

再生利用耗材的工作。

在中国，继2009年开通爱普生回收咨询热线之

后，2010年度在全

国25个爱普生4S※1

店、北京市蒲黄榆第

一小学、中央民族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学校实施了耗材的回

收活动。

欧洲的墨盒回收项目

Epson Europe B.V.（EEB、荷兰）从2000年起

在法国、德国及意大利开始了墨盒等耗材回收项目，

2008年起在EMEA※1各国开展。该项目以邮寄回收

和回收箱的方式，向顾客提供回收利用墨盒的机会。

自2008年1月起，在欧洲的几个国家中，在可

以购买爱普生商品的、且与社区紧密相连的4S店内

设置回收箱开始回收耗材。特别是英国国内的4S店

数现在已达到210家。这项工作可以为顾客节省准

备邮寄箱和邮寄等的时间。用回收箱收集的墨盒被

运到处理中心进行资源再生。

EEB的Christ ine Clabots向

我们表示：“为了进一步提高顾客服

务以及改善性价比等，我们重审了

2010年度的活动。现在这项回收

项目已在24个国家中展开，今后

还将扩大到波罗的海各国。” EEB 环境部门　生
命周期评估部门助理
Christine Clabots

● 各地区资源再生推进体制

整机守法回收项目

美国（州单位）
加拿大（州单位）
欧盟所属27国
挪威
瑞士
日本（仅限电脑）
韩国
台湾

整机自主回收项目

中国
香港
日本（仅限业务单位）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印度
澳大利亚
智利

耗材自主回收项目

美国
加拿大
哥伦比亚
比利时
捷克
丹麦
芬兰
法国
奥地利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爱尔兰
意大利
卢森堡
荷兰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挪威
瑞士
土耳其
中国
香港
日本
韩国
台湾
菲律宾
新加坡
澳大利亚
南非

● 五大地区整机回收量年度推移

15,000

10,000

5,000

0

（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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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12,540

2008 2010

10,480

欧洲

美洲

亚洲

中国

日本

※ 回收量年度推移中使用的是实际回收量与已承担费用的预计回收量的合计。

※ 各地区分别适用守法或自主回收项目中的任意一项。（参见右表）

● 五大地区墨盒、鼓粉盒回收量年度推移

1,370

2001

2,500

2003

3,510

2004

4,150

2005

4,668

2006

1,510

2002 （年度）

4,260

2007

3,900

2009

4,070

2008 2010

3,330

※ 回收量年度推移中使用的是实际回收量。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单位：吨）

欧洲

美洲

亚洲

中国

日本

在蒲黄榆第一小学回收墨盒的情景

※1 Sale（销售）、 Sparepart（零部件）、Service（售后服务）、 Survey 

       （信息反馈）的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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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自来水   490万m3

工业用水 440万m3

地下水   140万m3

能源

电力       99万MWh
燃料         140万吉焦

原材料

金属            2.5万吨
塑料            7.4万吨
电子零部件 0.5万吨
纸张            2.9万吨
其它            2.4万吨

化学物质     6.8万吨

水的再生利用
190万ｍ3

向大气排放

CO2                71万吨
SOx          0.036万吨
NOx          0.023万吨

排水           800万m3

废弃物

再资源化量   3.1万吨
填埋处分量 0.11万吨

商品出货量    14万吨

能源

燃料 390万吉焦

向大气排放

CO2  20万吨

能源

电力 59万MWh

向大气排放

CO2  25万吨

商品回收

1.4万吨

再使用与再生
利用量 1.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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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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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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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实绩

在此汇总爱普生的物质流与《SE15中期环境活动方针》的年度实绩。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50

《SE15中期环境活动方针》2010年度实绩
爱普生从2010年度起开始依据《SE15中期环境活动方针》开展环保活动，努力降低适应各事业战略的商品

与服务中的环境负荷。

为了实现《SE15中期环境活动方针》中指出的“五大目标姿态”，2010年度以各事业体为主体制定并推进了

各种措施，由此获得的效果是把在商品及服务领域内开展的环保活动与事业发展合为一体。而且，生产领域中

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圆满实现了集团整体的削减目标。

【照片1】3LCD领域中世界最
薄便携式投影机EB-1775W

【照片2】搭载了大容量墨仓
的喷墨打印机EC-01

【照片3】进行节能诊断的“台湾节能
巡检队”队员

【照片4】鸭川海洋世界内的人工海滩
“海龟之滨”中刚孵化的小海龟

2015年的目标姿态 2010年度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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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品中追求小型化、轻量化与节能化，例如便携式投影机EB-1775W通过改进光学引擎和冷却

方法，与2008年上市的原有机型EB-1735W相比体积缩小了约28%，实现了小型化。【照片1】  

・・・・・・・・・・・・・・・・・・・・・・・・・・・・・・・・・・・・・・・・・・・・・・・・・・・・・・・・・・・・・・・・・・・・・ 第45页

在生产工序中实现了集团整体制定的2010年度削减目标。

　• CO2    ： 与2006年度相比削减26%　・・・・・・・・・・・・・・・・・・・・・・・・・・・・・・・・・・・・　第41页

　• 排放物： 与2006年度相比削减24%　・・・・・・・・・・・・・・・・・・・・・・・・・・・・・・・・・・・・　第42页

　• 水       ： 与2006年度相比削减39%　・・・・・・・・・・・・・・・・・・・・・・・・・・・・・・・・・・・・　第43页

　• 化学物质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PRTR）对象物质： 与2006年度相比削减14%　・・・・・   第43页

　•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 与2006年度相比削减35%　・・・・・　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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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5月起不需要传统墨盒的新概念喷墨打印机EC-01投放日本国内市场。该产品搭载的大

容量墨水盒的墨水量相当于一台普通打印机全生命周期中所使用的墨水总量。墨水最多可填充三

次，实现打印机整机的再利用。【照片2】

通过“墨盒回家工程”扩大日本国内使用完墨盒的回收网。　・・・・・・・・・・・・・・・・・・・・・・・　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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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针对印刷行业的喷墨式数字标签印刷机SurePress L-4033A投放市场，该印刷机

不需要模拟印刷中所需的制版胶片和显像液等。　・・・・・・・・・・・・・・・・・・・・・・・　第13页-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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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先行应对有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限制规定，推进技术开发与评估。　・・・・・・・・・・・　第40页

强化公害与废弃物监查工作，预防日本国内外各生产基地的环境风险。　・・・・・・・・・・・・ 　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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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企业和团体的协作之下成立“台湾节能巡检队”，免费进行节能诊断，为亚洲的节能做出贡

献。【照片3】　・・・・・・・・・・・・・・・・・・・・・・・・・・・・・・・・・・・・・・・・・・・・・・・・・・・・・・・・・　第36页

利用传感技术，与鸭川海洋世界共同开展红海龟的保护活动，通过技术向保护生物多样性发起挑

战。【照片4】　・・・・・・・・・・・・・・・・・・・・・・・・・・・・・・・・・・・・・・・・・・・・・・・・・・・・・・・・・　第38页

在日本国内外各生产基地开展植树造林、针对下一代的环境教育等地区贡献型环保活动。　       

・・・・・・・・・・・・・・・・・・・・・・・・・・・・・・・・・・・・・・・・・・・・・・・・・・・・・　第34页、第36页、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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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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人来连接、支撑和培育爱普生集团”，以

此致力于人才开发与教育。

支援人才开发的脱产培训

爱普生依照《人才开发方针》从人才培养方面支

援《SE15》的实现，使每位员工都能作为团队的一

员，理解自身的职责及被赋予的期待，勇于挑战课

题，通过工作实现成长。为了能让每位员工承担起

所期待的职责，我们实施了教育培训，来提高团队

内沟通交流的质量和解决课题的思维能力。

管理级别新人事制度的引进
爱普生的企业形象目标是：力争成为不断创造超

越顾客想像的“顾客价值”的企业，作为社会“不可缺

少的企业”而持续生存。

为了创造顾客价值并使其最大化，爱普生需要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事业基础与核心技术为根基，

持续创造出感动顾客、让顾客感受喜悦的商品，成

为强有力的事业集合体。

所以，我们必须在组织和团队内建立起能够随

时发挥最大力量的机制，形成良好的状态，使组织

内的每一位员工都能完成被期待的职责。

爱普生预定将于2012年4月引进管理级别新人

事制度，目的在于为创造顾客价值而实现最佳的机

制及公平公正的评价、待遇并有利于培养人才。

在培养人才方面，我们将重新整理承担职责的

人才的必要条件，同时明确爱普生视为珍宝的价值

观及行动，包括在业务推进上除了专业技能以外，

有助于团队充分发挥综合能力、对周围带来优良影

响的行动等。

爱普生利用各种形式培养人才，使其能担负起

被期待的职责。但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让每位员工在

创造顾客价值实现事业战略的同时，自身也随之成

长。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2010年度中，我们制定了新制度的框架，又举

办了说明会向所有事业部长和部门长说明了新制度

的宗旨，以求理解。

人才开发与教育
人才开发的观点

爱普生认为每位员工都是“人财※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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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主轴放在人才培养上。

● 教育培训体系（日本国内）

董事

事业
部长

部长

科长

主事

主任

C等级

新员工

干部
培养

F0

F1

F2

F3

管理
人员

事业
部长

部长

科长

各资格、
等级

主任
培训

C等级
培训

新员工
培训

守
法
教
育

集团共通

各
职
种
的
专
业
教
育

专门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岁
以上

现场
支援

技能经验

跨
国
负
责
人

海
外
赴
任
人
员

现
场
实
习
的
在
职
培
训
支
援

各
种
技
术
能
力

各
种
概
念
性
技
能

各
种
人
际
能
力 自

我
启
发
支
援

自我
启发

国际

 全体员工： 在完成团队内要求自身承担的职责的基

础上主动学习、成长，填补自身能力与技能方面的

不足。

   管理人员： 向团队成员传达期待的任务的基础上，

努力创建任何形式的便于成员学习的环境。

● 脱产培训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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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普生的人才培养

爱普生尊重基本人权，构建消除歧视、公正平等、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51

尊重个性、发挥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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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员工教育

进公司后的第一年是用于学习对待工作的基本

态度及工作的推展方法的教育期间，但在这个期间

内能够学到的知识有限，所以我们主要招收已完全

具备了作为社会人、企业人的基础实力的人才。在

招收面试中，我们确认应聘人员能否适应爱普生的

企业氛围、能否理解并赞同爱普生价值观（Epson 

Values：尊重爱普生的历史和员工们视为珍宝的价值

观）等。另外，我们还重视审查是否已具备了日本经

济产业省提出的“社会人基础能力”，即“前进能力”、

“解决能力”和“团队中的工作能力”的三大能力，以

及进入公司后能否发挥这些能力。

进入公司后的集中教育以理解爱普生员工的必

备知识和价值观以及学习作为新社会人、新职业人

的心理准备并掌握商务实务基础为目的，主要学习

公司的构成、财务报表的读法、各项人事制度、《爱

普生员工行为规范》及其它在公司内工作时必要的知

识，同时还学习爱普生价值观（Epson Values）。另

外，通过学习交换名片、接电话和接待来宾等商务

礼仪，使新员工们进入分配的岗位时能马上应用。

为了能让新员工体验到爱普生的起源——“生产

制造的精神”并铭刻在心，我们以“生产制造等于人

才制造”为口号在“生产制造实际培训”中进行为期两

周的实习。新员工们拆卸、组装打印机和手表、接

受品质管理教育和生产管理教育等，从中学习对待

工作的基本态度和工作的开展方法。我们通过让新

员工体验站立一整天进行锉刀作业和钢锯切断作业

等的实习，改变其自身观念以形成社会人的意识，

养成遵守规则与礼仪的习惯。还指导新员工们如何

大声打招呼等。

人才培养的基本是在职培训

员工集中教育只是员工培养的一小部分，人才

培养的基本在于所属职场中进行的在职培训。每位

新员工进入分配的职场后都将配备培养负责人。培

养负责人和上级一起制作为期一年的培训计划。培

训工作以职场进行的在职培训为主轴，根据需要还

实施专业教育或生产、销售实习等，从而提高培训

效果。从进公司两三年的员工中选拔培养负责人，

希望能通过指导后辈也促进其自身成长。爱普生将

人才培养视为职场中上级领导和培养负责人的重要

任务之一，也十分重视现场进行的实践教育。以职

场中的实践培养人才，使新员工们能够尽快、正确

且轻松地完成工作。

手表拆卸组装实习的情景

● 2010年度主要实施的在线学习 （e-learning）

※1 守法教育

※2 从公开日到2011年3月底为止的接受培训人数

培训名称※1 公开日 接受培训人数※2

2010年版信息安全基础篇 2010年  3月 19,697人

《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 前篇 2010年10月 16,377人

采购基础《转包法》 2010年10月 12,478人

2011年度安全保障贸易管理教育基础篇 2010年11月 12,277人

2010年版环境基础教育Ⅱ 2010年12月 15,103人

《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 后篇 2011年  2月 11,086人

2011年版信息安全基础篇 2011年  3月   4,6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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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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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年度各级别人员接受培训的实绩 （日本国内）

培训名称 对象人员 接受培训人数 培训率

新员工进公司时的集中教育 新员工 279人 100%

C等级培训
被新评定为C等

级的人员
322人 98.8%

主任培训 新任主任 251人 99.2%

新任科长培训 新任科长   78人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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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制造人才培训中心
从创业期的时钟制造开始，传承至今的超精密

加工技术和机电一体化技术是由众多先辈们花费了

大量时间和心血培育的重要遗传基因。为了把这些

遗传基因代代传承下去，爱普生于2002年11月设

立了“生产制造人才培训中心”。

生产制造人才培训中心举办了各种实习培训项

目，例如：新员工生产制造实习、事业部生产现场的

效率化指导、生产管理培训、机电一体化培训、零

部件加工基础技能培训、工艺类重点技术基础培训

及设备改善与改良的培训等。

在此之上，为了在短时间内将选拔出的年轻人

才培养成日本国内领先水平的生产骨干人员，我们

还向技能奥运会日本大会、国际大会挑战。2010年

度，在第48届技能奥运会日本大会中取得了一块银

牌、敢斗奖三名的优秀成绩。我们还开设了尖端技

术培训中心，每年从理工科大学毕业的新员工中挑

选十名左右的人员，用两年时间将其培养成技术开

发的骨干。我们通过这些工作，努力培养具备精神、

技能、体力、知识的技术人员；视野广阔有能力推动

生产制造的技术人员；果断勇敢地挑战、意志坚定保

证完成任务的人才。

2010年新进公司的生产制造人才培训中心尖端

技术培训生中入阳一满怀豪情地表示：“培训中我学

到了涉及各领域的广泛知识以及作为生产技术人员

的思维方式等，能学到这么多的知识，我感到非常

荣幸并感谢公司给予我这个机会。今后我会努力在

生产制造方面为公司做贡献。”我们也非常期待他今

后能茁壮成长为肩负“生产制造的爱普生”未来的栋

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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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员的雇用
爱普生为残疾人员准备了手语翻译等，让残疾

人员能够接受与健全人同样的内部培训或升级面试，

促进其积极发展。而且，为了确保提供与残疾状况

相符的工作环境及职业种类，顺利推进雇用及岗位

分配，爱普生专为雇用残疾人设立了特例子公司

Epson Mizube Corporation和Epson Swan, Ltd.,。

除了这些工作以外，我们又积极支援残疾人技

能比赛和运动会等，与社会和地区携手促进残疾人

员的就业。

Epson Mizube Corporation和Epson Swan, 

Ltd.,注意建设方便任何人工作的环境，充实了支援

人员并进行了设备的无障碍化工作，还鼓励员工们

取得资格，提高员工的自身能力。例如获得了公司

内部“一级焊接”技术资格的人员利用掌握的技术在

残疾人员技能奥运会日本大会中取得了银牌，又将

技术应用到业务中去。

另外，爱普生拓优科梦水晶元器件（无锡）有限

公司积极响应无锡人保局的积极促进残疾人就业的

号召，在2010年12月举行现场招聘会，共招聘了

九名残疾人员工，公司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和具体

情况，分别安排不同的岗位，发挥他们的特长。在

日常的工作中，公司特意定制了粉红袖套，以便在

实际工作中对这批特殊人员进行关照。同时，公司

管理人员也会不定期与这批特殊人员进行沟通交流，

为了帮助和解

决他们在实际

生活和工作中

的问题。

装置控制培训实习中的中入阳一

焊接作业的情景Epson Mizube Corporation中
获得了公司内部“一级焊接”技术
资格的员工

公司总经理与粉红袖套员工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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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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2004年在联合国全球契约上

签字表明了上述态度。我们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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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度骚扰咨询窗口收到的咨询件数为20

件，我们本着严格保护个人信息的原则对此进行处

理。另外，我们还设置了守法帮助热线和员工咨询

室等各种窗口，又通过信赖经营推进会议的定期报

告或在公司内部宣传公报中登载等方法提醒注意，

以防舞弊的发生并努力防止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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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为98%）。而且，女性的平均

工龄为22.4年，超过了男性工龄的18.4年。

在促进生活与工作相平衡方面所做
的努力

包括抚养下一代在内，为了能让员工放心工作，

爱普生不断推进工作与生活相平衡的环境建设。因

我们所做的各种努力而被认定为“符合标准的一般事

业团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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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积极支援抚养下一代活动

的企业所颁发的认定。

2010年度中，我们根据2009年度制定的《第

三期一般事业团体行动计划》，进行了不让休职前的

技能落伍，实现顺利复职措施的研讨，并更新有关

生育育儿的网页。为了进一步推进工作与生活的平

衡，我们还实施了事业所内设托儿所的试点工作。

到2012年3月底为止，我们预定实施的工作包

括每周一次定时下班日的彻底执行和每周两次定时

下班日的推进、卫星式办公室或在家工作等远程工

作体制的实现等。爱普生今后也将继续推进工作与

生活相和谐的各种措施。

领域 　　　　　　　　　　　　制度的内容

育儿 育儿休假、育儿短时间工作、育儿休假、在家护理服务

护理 护理休假、护理短时间工作、护理休假

退休后
退休金（养老金固定缴款制度，固定缴付企业年金制度（年金基金））、资

产增值养老金储蓄奖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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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增值购房储蓄、资产增值购房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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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团体签约的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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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内）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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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性 女性的获得休假率※2 男性※3

2010  　82 64            100%   　18  （15） 2

2009 　74 53            100%  　 21  （20） 0

2008 　73 62              98%  　 11  （10） 4

2007 　77 70            100%  　  7（6） 3

※1 包含了健康休假的人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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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括号内表示获得健康休假的人数

支援抚养下一代的认定标志

（单位：人）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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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积极开展了

NESP活动，旨在根除工伤事故。

Epson Telford Ltd.（ETL、英国）在公司内面向

管理监督人员实施由职业安全卫生局（IOSH）认定的

安全管理讲座。Michael Brooks（照片后排右）在听

讲之后十分感慨，他表示：“讲座让我充分理解了组

织内部安全卫生管理的重要性及作用。作为一名管

理人员，我将通过工作的标准化率先行动，成为员

工的模范。”

Epson Toyocom Malaysia Sdn.Bhd.（ETMY、

马来西亚）通过举办“安全卫生环境展”，让员工们在

展示会中亲身体验，从而提高安全意识。参观了展

示会的Ahmad Danial Kumar bin Abdullah叙述了

自己的感想：“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活动，让我再次

感受到了安全卫生的重要性。”

劳动安全卫生的基本方针
开展全球性活动，争创“危险为零” 

爱普生认为，维持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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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体质的基础。在

总经理的“安全与放心是企业的生命，我将率先致力

于安全活动以供示范”的宣言之下，我们正在全世界

范围内推进劳动安全卫生活动。

我们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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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中推进。该活动以依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指南构建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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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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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 a l t h  M a n a g e m e n t  

System）

ILO-OS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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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外当地法人日本国内事业所与关联公司

● NESP的定位

● 工伤事故度数率的推移 （日本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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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度20102008200720062005

0.4

0.2

0.6

0.8

1.0

1.2

0

安全卫生环境展的情景 （马来西亚）

向安全管理讲座的结业人员颁发认定书时的情景 （英国）

爱普生将劳动安全卫生视为企业活动的根本。

劳动安全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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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个性、发挥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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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身心健康  
《健康爱普生21》的修订

2001年度制定的《健康爱普生21》是一项预防

职业病和维持、增进健康的中期计划。其目标是努

力增进员工身心健康，集团上下团结一致创建适宜

的工作环境。

在定期回顾中发现对于员工而言该计划存在一

些欠缺，比如：目标姿态及重点领域不宜传达和理解。

因此，我们于2010年度对其进行了修订。为了使其

更简明易懂，我们将以前的五大重点领域汇总为“针

对过劳的健康管理”、“生活习惯病”及“心理健康”这

三点，还具体指明了个人努力事项与公司努力事项。

从2011年度起，我们将依照新计划推展活动。

《新心理健康计划》的制定

自2009年度起，我们就开始反复研讨，并于

2010年5月制定了《新心理健康计划》。这个计划的

重点是预防及防止再发，并已向员工贯彻传达。

2006年制定了《心理健康方针》之后，通过约三

年时间的活动，对员工的教育启发已有了进展，员

工增加了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意识也有所提高。

为了让这些成果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以预

防及防止再发为工作重点减少因心理状况不佳而长

期休业的人数，推动形成关系融洽、充满活力的职

场环境，我们将划分成七个分会开展活动。

以上述的日常活动为基础，爱普生还积极接受

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安全审查与认证。

在防火防灾方面所做的努力
主动维护职场及地区的安全、放心与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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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

个集团中实施防火防灾训练。训练内容包括确认平

安以及把握受灾情况的信息传达等。

● 获得第三方机构进行的OSHMS认证的状况

日本国内生产基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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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处）

日本国外生产基地数 取得的OSHMS认证数

欧洲 1 1

亚洲 19 5

北美 4 0

南美 1 0

（单位：处）

日本国内消火栓操作大会的情景

灭火训练的情景（马来西亚）

《健康爱普生21》的宣传单

 日本国内生产基地

 日本国外生产基地

56



组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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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被全世界人们所信赖

● 公司管理体制模式图

选定、免职、监督

报告 选拔、罢免

监查

议案提交或报告选拔、罢免 选拔、罢免

协作 报告

监查

股　东　大　会

议案提交或报告

答辩或报告

答辩或报告

　　　董事选拔审议会

　　　董事薪酬审议会

　　　经营战略会议

　　　信赖经营推进会议

　　　危机管理委员会

　　　经营会议

　　　各种战略会议

董事会

董事长（总经理）

业务执行董事与关联公司负责人

事业部门与关联公司

报告

监查

监查

协作 （内部）

监查室

监事室

会计审计人

监
事
会

业
务
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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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状况
本公司将《经营理念》视为经营的最高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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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内部控制的完善一方面由各主管部门根据《企业

行动准则》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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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提高集团整体内部控制的完善水平。

《企业行动准则》中爱普生视为至宝的价值观无

处不在，它是爱普生在世界各国及地区成为持续得

到信赖的企业的行为依据。我们已将其翻译成14种

语言，在集团中共享。

企业控制体制（公司管理体制）
爱普生对公司管理体制的基本观点是以企业价

值的持续增长为目标，强化经营监查机能并遵守企

业伦理，针对顾客、股东及员工等利益相关方确保

经营的高度透明性与健全性，以此持续信赖经营。

本公司现设董事会及监事会。2011年3月底

董事会在任的董事有十名，以每月一次的频度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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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及适时公开信息等相关事项

做出决策。

董事会中公司外部监事凭借丰富经验及卓越见

地踊跃发言，为董事会决策的透明性与客观性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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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观点

爱普生为坚持实践信赖经营而致力于预防

及处理对集团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的风险。

在集团内构建与不断变化的事业结构和环

境相适应的危机管理对应体制，努力预防

危机或竭力将发生时的受害程度降低到最

小化。

行动指导方针

发生危机时：

1. 跨越部门、级别间的界限，发挥综合能力进

    行处理；

2. 处理时不以内部为优先，而应考虑到企业的  

    社会责任。

在预防危机的工作中：

1. 预测变化并随机应变地修正对应体制；

2. 所有部门以此为己任建立起“日常储备”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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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地震发生之际，我们也按照《危机管理程

序》在长野县诹访市的总公司事业所内立即成立了以

总经理为本部长的“综合灾害对策本部”。

综合灾害对策本部由信赖经营主管部门长等组

成的危机管理委员会担任事务局，并由应对灾害时

所需的具备人事、总务、宣传、生产企划、安全及

环境等专门职能的总公司主管部门构成。

本部收集各地区及各事业基地的受灾信息并进

行分析，研讨最佳对应方针及措施并迅速做出决策，

及时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

首先，我们集中所有精力确认员工及其家属的

平安并确保其安全。

另外，我们针对受灾事业基地的灾后重建和恢

复生产建立了相应的体制，由相关事业部和集团公

司共同合作开展工作。

大地震后两个月，各受灾事业基地已从初期对

应体制转变为恢复生产与重建的体制，明确了应持

续处理的课题和持续推进的工作。所以，我们在5

月25日解散了综合灾害对策本部，在总公司事业所

建立了恢复支援体制。该体制将总经理定为最高负

责人，由生产企划主管部门及信赖经营主管部门组

成事务局，由各项课题相关的总公司主管部门成立

专门小组进行应对。

守法经营与遵守《反垄断法》活动
因涉嫌联合操纵液晶面板价格，美国司法部于

2006年12月对爱普生进行了调查，2009年8月双

方达成了支付罚款的协议而结束了刑事程序。

爱普生将本次事件视为教训，开展了防止再发

的活动。为了构建遵守《反垄断法》的体制，我们首

先制定了集团遵守《反垄断法》的规程及标准，致力

于强化体制。而且，我们还以经营管理层、各事业

部及关联公司等为对象持续召开培训会，以此加深

对《反垄断法》的理解。

今后，我们将把活动推展到日本国外的当地法

人公司中去。

风险管理
作为风险管理中的一个环节，爱普生制定了《危

机管理程序》，其中规定了处理对集团经营带来重大

影响的重大风险的危机管理体制。

《危机管理程序》对强烈地震等巨大灾害也做出

了具体的规定，届时集团整体将在总经理的指挥之

下迅速起动初期对应程序。

关于东日本大地震的对应

爱普生集团在201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

地震中，离震源较近的爱普生拓优科梦（Epson 

Toyocom）公司福岛事业所、位于青森县八户市太平

洋沿岸的Epson Atmix Corporation、日本海沿岸

的东北爱普生株式会社及秋田爱普生株式会社均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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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的安全措施
爱普生在《企业行动准则》之下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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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项。为了在信息安全方面也成为受信赖的企业，

我们积极推进工作让集团中每一位成员都能意识到

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并建立具有实践性的公司管理

结构促成企业风尚。

信息安全体制与管理推进活动

2010年度我们继续开展了完善信息安全体制与

教育的工作，并且在14家事业体中实施了评价信息

安全达成情况的自我检查，对11家事业体实施了内

部监查。我们还对两家事业体实施了集团内部监查，

评估管理措施的完善及运行状况，以便促进事业体

信息安全相关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2010年度内我

们召开了五次信息安全推进联络会，进行活动的横

向展开与进展管理。

为了适应集团内外的环境变化，自2008年度之

后时隔三年，我们对信息安全相关规程与标准进行

了大规模修改。

在《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J-SOX）》
方面所做的对应

爱普生一贯将“信赖经营”视为经营的基础。为

了成为被社会信赖的企业，我们始终贯彻执行守法

工作。本公司的J-SOX对应工作不仅为了守法，更

将其视为降低业务中的风险、强化企业基础的建设

工程。

虽然J-SOX是日本的法律，但因爱普生在全球

开展业务，所以在日本国外也以同样的观点开展着

本项工作。我们跨越了语言及思维方式的壁垒，作

为强化企业基础的活动在集团内全力开展了J-SOX

对应工作。

爱普生在内部控制中采用了自律分散型体系，

即以总公司事业所、事业部和关联公司的各组织体

为责任主体，构筑包括建立、运行、评估、报告及

改善的内部控制体制。以评估工作为例，从J-SOX

活动第一年度起就采用了自律分散型评估体制，以

现场为主体开展工作，由各组织体内选派的评估人

员对所属的组织体进行评估。

J-SOX活动从开始运行起已开展了三年，各推

进体都已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活动，取得的成果是：建

立健全了全球性的内部控制体制；因自律分散型运用

体制的不断展开，使内部控制意识渗透到了业务执

行部门层面。

由此，2010年度合并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也达到

了一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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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情景 培养当地培训员的讲座

● 信息安全体制图

总公司体制

事业体体制

集团主管部门

集团信息安全推进联络会

集团信息安全统括负责人

集团信息技术系统主管部门

监查室

信息安全总括负责人

事业体负责人

推进负责人

各部门

事务局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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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7月的信息安全强化月中以“保护信息，

唯有自己”为口号，开展了员工的启发教育活动。例

如，组织员工共同阅读《信息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指

南》、针对USB内存造成的病毒感染对员工进行教

育等。我们还收集了信息安全危险事例，应用在之

后的措施中。

在教育方面，包括董事在内的所有对象人员约

20,000人均已接受了在线学习（e-learning），我们

还将针对部长、科长继续实施教育。

在信息系统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

我们已开始构建下一代办公室基础设施，让员

工们可以随时安全、放心地利用办公室内的所有电

脑和信息技术处理系统。另外，我们还构建了支援

文件管理的系统，已开始在部分事业部中试点运行。

关于信息安全管理系统认证（ISMS认证），

2010年度中爱普生销售株式会社新获得了该认证。

已获得该认证的数据中心、商务系统事业部以及株

式会社拓优科梦信息系统仍然继续该认证的运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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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本公司内八个部

门实施了内部监查。在已获得了隐私标志的日本国

内三家销售公司中继续进行标志的运用及更新。

在物理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

为了保护人身安全与企业财产，爱普生从2007

年起就启动了提高集团物理安全水平的项目，推进

了各种物理安全强化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主要事

业所已达到的安全水准均符合全球性企业应具备的

水准。因获得了预期的成果，我们在2010年结束了

这项为期四年的项目，将工作编入总务部门的日常

业务，继续开展物理安全强化活动。

2010年度中我们开展了以下活动，旨在强化集

团日本国内公司的物理安全。

知识产权的保护
作为具体实践“信赖经营”的工作之一，爱普生

在充分尊重第三方权利的基础上开展业务。与此同时，

爱普生从保护自身正当权益的立场出发，对擅自使用

爱普生的专利权或注册商标等行为，依据法律采取应

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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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on Atmix Corporation新设的警卫室

爱普生大阪商厦实施了物理安全风险评估并引进

了“G3-ID卡”安全系统。此系统使用安装了 IC芯

片的新 ID卡。

在爱普生影像电子元器件株式会社丰科事业所

（现本公司丰科事业所）和秋田爱普生株式会社新

发行了G3-ID卡并引进了使用该卡的安全系统。

Epson Atmix Corporation加固了公共通道大门

和周围围栏，以此防备可疑人员的侵入。同时还

新设了警卫室，使入场资格审查更加彻底。（下

侧照片）

本公司的千岁事业所、诹访南事业所、松本事业

所、日野事业所、松岛事业所与酒田事业所以及

爱普生拓优科梦（Epson Toyocom）公司伊那事

业所扩大了使用G3-ID卡的安全系统的覆盖范围，

进一步强化了安全管理。

除了上述从硬件、软件方面强化安全的工作以外，

我们还加强了运行管理，例如禁止来访人员单独

进入建筑物内或在建筑物内部走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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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外汇及外国贸易法》的要求 《关税法》的要求

贸易安全保障管理（日本经济产业省）

体制
1.出口管理体制

总括部门的设置
业务、责任分担的明确化

手续
2.是否属于限制物资的判定
3.交易审查 4.出货管理

维持管理
5.监查 6.教育培训
7.资料管理 8.指导子公司
9.事故对应

以CP※1 进行的保证

进出口业务管理（日本财务省）

以CP※1 进行的保证

体制
1.进出口管理体制

总括部门的设置
业务、责任分担的明确化

手续
2.货物与文件一致
3.货物妥善管理 4.安全

维持管理
5.监查 6.教育培训
7.资料管理 8.指导子公司
9.事故对应 10.对业务委托方的监督

贸易安全保障管理与进出口业务管理的共通要点：

1.构建包括设置总括部门在内的管理体制；

2.计划性的教育启发活动；

3.公司的内部监查。

爱普生所做的工作
本公司在贸易安全保障管理方面所做的工作

获得了日本经济产业省认证的“一般包括出口许可

取得企业”的资格；在进出口业务管理方面获得了

日本财务省海关根据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经认证的经营者）制度颁发的“特定出口

者”资格。

我们在日本国外也开展了同样的工作。Epson 

Portland Inc.（EPI、 美 国）、Epson America, Inc.

（EAI、美国）以及Epson EL Paso, Inc.（EEI、美国）

被认证为商贸反恐贸易伙伴（C-TPAT、Customs-

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企 业， 这

是美国海关与边界警卫局为强化进口到美国的货物

安全以及进口过程中的安全而制定的程序，取得认

证的上述各公司在进口货物通关时，可以享受审查、

检查上的优待。

2001年9月11日以后，国际社会整体为了协

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民用机器、技

术转用到武器上，除了欧美先进国家，东盟各国以

及韩国等也制定了战略物资管理法，着手从事贸易

管理。在上述国际局势下，为了在向集团内部以及

顾客提供货物时不受任何阻碍，今后将把已在日本

国内推进的贸易管理指导方针与方法贯彻到整个集

团中去。

贸易管理的国际性框架
爱普生在全球范围内设置了生产和销售基地，

交易方也遍及全世界。作为从事广泛贸易的企业，

重要的是建立体制，以便在事业价值链中顺利地进

行“创造、制造和提供”的工作。

为了维护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已构建了各种

贸易管理条约与公约（参见表1），日本也制定了关于

安全贸易管理的《外汇及外国贸易法》与关于进出口

业务管理的《关税法》。因此，我们必须遵守国际条

约、公约及法律，才能使“提供”工作顺利完成。

本公司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为遵守表2所示

的法律法规以及圆满开展贸易业务而进行贸易管理。

贸易管理中的要点列举如下。　　　　　　　

贸易安全保障管理的要点：

1.判定出口的货物、技术是否属于出口限制对象；

2.进行交易审查，判断出口方或最终需要方是否属    

   于出口限制对象；

3.在出口货物的出货阶段确认上述两项判定及交易

   审查已结束、已获得货物的出口许可，并核对货

   物与出货相关文件。

进出口业务管理的要点：

1.核对货物与出货相关文件；

2.完善保管环境防止货物部分被抽走、被偷换或被

    偷放其它不正当货物等，以及妥善管理出口过程

    中的货物；

3.建立安全的环境抑制公司内外的不正当行为、防

    止货物或顾客信息被不正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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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要求的贸易管理 （表2）

● 国际出口管理的条约与公约 （表1）

对用于开发通常

武器和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通用

品等的贸易管理

限制核武器、生

物及化学武器的

出口

核武器相关

生物武器
禁止条约

(BWC)

化学武器
禁止条约

(CWC)

核武器不扩
散条约

(NPT)

190个国家
签署

163个国家
签署

188个国家
签署

导弹相关 通常武器相关

核供应国集团

(NSG)

46个国家参加 40个国家参加 34个国家参加 40个国家参加

澳大利亚集团

(AG)

限制与导弹相
关的机械材料
及技术的出口

(MTCR)

瓦森纳协定

(WA)

生物及化学武器相关条约

国际出口
管理公约

※1 Compliance Program（遵守法律法规的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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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价值链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贸易管理部

自主报关

NACCS※2（海关）

Globe※1（Web Globe）

※1 办理出口手续的爱普生出口装船处理系统。

※2 用网络连接海关、有关进出口的政府行政

    机关与相关民间企业，处理进出口等相关

    业务的信息处理系统。

订单
顾客审查
判定是否为限制对象

出口请求
安排装船
制作文件 装船 债权计入

报关前最终核查

● 通关时的订正与修正件数指数

2009 20102008

100

57

28

100

80

60

40

20

0
（年度）

（件数指数）

※ 将2008年定为100时的件数指数

承担“报关前最终核查”功能的自主报关

本公司在获得了“特定出口者”认证的基础上，

从2010年起由贸易管理部门进行自主报关。在此之

前，我们把报关业务委托给外部专业报关公司进行。

但自从海关对本公司做出了守法水平及货物管理状

况极为优秀的评价后，我们可以不再利用外部专业

报关公司而进行自主报关。

在事业价值链中，各部门分别承担规定的贸易

管理中的各管理要点。而且，在出口的最终阶段的

通关中，在保持与事业价值链的相对独立性与制约

性的条件下，核查出口物品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限

制物品，以及货物与申报内容是否一致等后，才让

货物通关。申报内容中若有不当立即订正后才让货

物通关，同时向必要部门反馈不当的内容以防再发

（如图 1所示）。

现在，一般货物的自主报关率已达到100%。

2010年度通关时的错误及订正件数已降低到两年前

的三分之一以下，保持着比委托给报关专业公司时更

高的工作品质与风险管理水平。自主报关的做法在集

团内横向展开，爱普生拓优科梦（Epson Toyocom）

公司2010年度的自主报关率也达到了100%。

本公司贸易管理部自主报关业务负责人佐藤双

美热切地向我们说道：“向海关的申报中不能有错误，

而且为了按计划出口而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

大量的申报工作，所以每天都很忙很紧张。但这是

一项重要的业务，非常有意义。”

美国海关与边境警卫局进行的商贸反恐贸

易伙伴企业的实际认证

Epson America, Inc.（EAI、美国）是爱普生

在美国的销售基地，已被认证为商贸反恐贸易伙伴

（C-TPAT）企业。获得认证后的商贸反恐贸易伙伴

企业也将接受美国海关与边境警卫局定期进行的安

全管理体制的实际认证。2011年4月，作为亚洲生

产基地及向EAI的出口方，P.T. Indonesia Epson 

Industry（IEI、印度尼西亚）也接受了实际认证，EAI、

IEI以及本公司贸易管理部门等联合对应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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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价值链与自主报关的关系 （图1）

接受商贸反恐贸易伙伴（C-TPAT）实际认证时的情景

从事自主报关业务的佐藤双美



爱普生集团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CSR采购

爱普生以“公平公正、共存双赢”为原则，与供应商携手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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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全世界人们所信赖

CSR采购的基本观点
构筑与业务合作伙伴之间的信赖关系

爱普生本着“公平公正、共存双赢”的原则，与

遍布世界各国及地区的业务合作伙伴构筑信赖关系，

推进采购活动以实现共同发展。我们认为向市场提

供的商品不仅应保证品质，还应保证在商品及服务

的综合责任中，如人权、劳动和环境等方面达到适

当的水平。因此，爱普生认为与供应商一起推进企

业社会责任（CSR）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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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在选定供应商之际本着这种观点，从技术、品质、

价格、交货期、经营稳定性、社会性等方面选择表

现优秀的企业。

《采购基本方针》与《采购指南》

为了能让世界各国及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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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业伦理、

保护环境与安全卫生等要件，依此开展可持续发展

的采购活动。

利益相关方对商品及服务的综合责任（例如供

应链中的人权、劳动及环保等方面）的关心也日益

高涨。供应商与爱普生的商品及服务密切相关，因

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让供应商按照爱普生基准进行管

理。为此，爱普生依据《电子行业行为准则（EICC、

Electronics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制定

了《爱普生供应商行为准则》，要求供应商遵守。

《爱普生员工行为规范》

经 营 理 念

供应商评价交易

供应商
自我诊断

《企业行动准则》

《爱普生集团
采购管理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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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过程中充分考虑到降低环境负荷的同时，努力维
护实现稳定而合理的品质、价格、交货期。

评价标准

有关采购的

行动规范

爱普生集团
采购相关标准

爱普生集团

《采购指南》

《爱普生供应商

行为准则》

遵守的要求

总公司、各事业部、
关联公司标准

《采购指南》
http://global.epson.com/community/procurement.htm

● 采购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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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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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守法管理方面所做的努力

若在采购中发生违反法律或集团内部规程以及

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不正当行为，将使爱普生辛勤积

累的信誉毁于一旦，集团整体也会遭受沉重打击。

我们将守法管理视为事业活动的前提，遵守日

本国内的《转包法》、全球采购的《关税法》等世界各

国及地区的相关法律和社会规范，持续开展集团内

部教育以及基于集团内部规程的监查，从事尊重竞

争、公平自由的采购活动。

为贯彻公正交易而进行的教育

爱普生将每年10月定为“信赖经营推进月”。作

为推进月的活动之一，我们对全体员工进行了《爱

普生员工行为规范》和《转包法基础》的在线学习

（e-learning），让一般员工也能掌握有关采购的基础

知识。而且，我们在集团内部规程中规定，与供应

商进行价格交涉等各部门从事采购的业务人员及裁

决人员必须接受采购、守法管理的教育并获得认定。

现在为止获得认定的人数已达到约14,500人。

我们认为，通过这些教育让员工亲身体验守法

管理的重要性，在职场中形成自律风尚，将有助于

推进获得利益相关方信赖的采购活动。

在CSR采购方面所做的工作
作为CSR采购的工作之一，我们每年进行供应

商定期评价。这是一项针对供应商的定期的综合评

价。它包括供应商对品质及交货期等的管理体制以

及在CSR方面所做的工作等。2010年度，我们已

要求约1,200家供应商进行了自我诊断，并亲自前

往其中约100家供应商处确认实际情况。

我们还根据需要实施CSR的详细评价，在供应

链中开展CSR活动。2008至2010年度的三年中，

我们在主要事业体中开展了本项工作，已要求374

家供应商进行自我评价，获得了其中362家公司的

答复，回答率为97%。我们又前往给予答复的供应

商中的130家公司确认状况，要求对不健全事项等

进行改善。为了培养评价所需的人才，我们制定了

教育程序，共计317名员工接受了培训。

● 交易方定期评价要领

● 交易方评价体系

● 接受采购业务人员资格认定培训的人数

《采购指南》

·采购的观点及基本姿态

《爱普生供应商行为准则》

·对供应商的要求事项

新交易方评价

每年实施交易方定期评价

CSR 详细评价（覆盖专业领域）

供
应
商

爱
普
生

遵守的要求

评价与改善的要求

2009 2010200820072006 （年度）

5,000

10,000

15,000

0

（人）

11,012

12,429
13,125

13,924
14,582

1.管理整体：              经营的稳定性

2.劳务与道德规范： 在劳务管理及企业伦理上所做的努力

3.安全卫生：              在安全卫生方面所做的努力

4.环保实绩：              为降低环境负荷等所做的努力

5.品质：                      为提高品质所做的努力

6.成本：                      为降低价格所做的努力

7.交货期 ：                 为保证交货期所做的努力

　对 1-7项进行综合评价



2010年度的活动
在《社会贡献活动方针》所示的五大重点活动领

域中，我们着重推进了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活动。若

以金额计算，2010年度的活动相当于约6.5亿日元。

今后，爱普生将作为一名优秀企业公民，以与

社会共存为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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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

贡献活动方针》。理念中浸润了公司和员工共同实践

赢得社会共鸣的各种活动的精神。爱普生基于该理

念，在从事事业活动的世界各地开展着与社区紧密

相关的社会贡献活动。

而且，爱普生还将社会贡献的方针从“美德的社

会贡献”转变为“战略性的社会贡献”。即从单纯的捐

款或赞助改变为从事符合时代潮流的社会贡献，例

如应用支撑事业的技术力量与技术知识或投入人力

进行支援等。

※1 计算金额时除了捐赠、赞助的钱款以外，还把人力、物品等支
       援折算成金额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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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活动

作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公民，爱普生积极开展社会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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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共同发展

社会贡献理念
（2004年3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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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培养
青少年的活动
30%

支援
文化艺术的
活动
13%

参加与支援
地区活动
14%

环保活动
9%

社会福利活动
6%

灾害支援活动
19%

其它
9%

活动费※1总计(合并)

  6.5亿日元

五大重点活动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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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活动
第四届爱普生绿色下一代环保教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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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活动
教育支援项目 （智利）

Epson Chile, S.A.（ECSA、智利）向位于智利

南部的恩塞纳达村的学校提供了各种教育支援。在

ECSA的支援下，该学校达到了智利政府规定的学

校标准，从而可以获得政府的支援。而且，ECSA

还设立了独自的奖学金制度，使优秀的学生能够在

高一级的学校继续学业。现在学生数已增长到180

人，是该地区唯一能够使用信息技术处理设备进行

教学的学校，得到了高度赞赏。

学校还向家长们提供了学习就业知识及技能的

场所。这些支援活动得到了

广泛认可，且在学校名中加

上了“EPSON”，又缩短了

爱普生和村民们之间的距离，

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

担当本项目的Barbara 

Ibarra说：“1985年在当地举

办代理店会议时目睹了这里

的教育情况，ECSA由此启

动了教育支援项目。我们所

进行的教育支援活动将引导

孩子们走上成功之路，意义

极其深远。”

小学生环保安全教育 （中国）
2011年2月、天津爱普生有限公司笑声朗朗，

35位不同学校的小学生齐聚一堂，来参加公司组

织的“倡导低碳安全生活争做绿色小学生”的公益活

动。以往四年天津爱普生都是走进幼儿园去宣讲环

保知识。2011年改变了这种模式，把孩子们请进公

司，向孩子们宣传什么是低碳，怎样低碳和安全常

识等，还借助形象

道具对孩子们寓教

于乐。互动环节的

问答，孩子们更是

积极踊跃地谈出自

己的感想和理想。

东日本大地震支援活动

为了向201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中的受灾

人员表示慰问并为灾区的恢复重建助一臂之力，爱普

生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援。

• 捐款

向日本红十字会支付一亿日元的捐款，资助灾区早日

重建家园。

利用业务优势进行的支援

• 协助照片复原项目

照片中充满着美好的回忆和对亲人的眷恋，但大地震

也摧毁了这些珍贵的照片。所以，爱普生想通过照片

复原给饱受重创的灾区居民带来一丝抚慰，激励他们

重振家园的信心。所以我们赞同社会贡献学会的“守

住你的回忆队项目”的宗旨，既该学会成员（以大学生

和志愿者为中心）从受灾人员处收集沾满了污泥的照

片，将其复原、打印成新照片后送还原来的主人。爱

普生为该项目提供了打印机、扫描仪、电脑、墨水及

纸张，协助照片复原。

• 协助打印灾区地图

爱普生通过独立行政法人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向灾区

志愿者中心捐赠了大幅面打印机。这些打印机被用于

打印灾区地图和卫星照片，可以协助传达受灾信息，

也便于志愿中心制定志愿者的恢复重建活动计划。

• 向避难所捐赠爱普生商品

爱普生通过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及茨城县各地方

政府，向各地的避难所捐赠了投影机、带电视调谐器

的电脑、投影机专用幕布等成套设备以及笔记本电脑，

使受灾人员能通过电视或电脑收集信息、观看电影。

• 爱普生商品的特殊修理措施

爱普生向因本次大地震而导致商品故障的顾客提供特

殊修理服务。

在神户学院大学内进行的照片复原工作时的情景

孩子们积极发言的情景

ECSA
Customer Satisfaction
Barbara Ibarra

ESUCUELA RURAL EPSON ENSENADA

（恩塞纳达地方爱普生学校）

此外，员工们还开展了捐款活动。今后，爱普生

将确认灾区状况及要求的同时，继续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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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奖学金基金会 （香港、日本及韩国）
爱普生为了振兴世界各国及地区的教育、学术

与文化，促进环保活动及地区社会的发展而开展基

金会活动。

1990年在香港成立了基金会，以环保为目的配

合社会上的环保团体开展环保活动或举办以环保为

主题的摄影展，还向学生颁发奖学金，进行灾害支

援活动等。

1997年在日本成立了基金会。其目的是促进亚

洲各国的发展与培养人才、振兴学术、缔结日本与

亚洲之间的友好关系。基金会除了向来自亚洲各国

的留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外，还对国际性的教育、学

术及文化交流事业给予赞助。

韩国的基金会成立于1999年，主要是支援青少

年的国内外培训

及交流、向中学

生、高中生提供

奖学金或提供电

脑等教育设备。

支援文化艺术的活动
对齐藤纪念交响乐团的支援 （日本）

为了促进日本的音乐与艺术的发展，作为爱普

生文化艺术支援活动的环节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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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在长野

县松本市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松本市齐藤纪念音

乐节”的特别赞助公司之一，支援乐团的活动。作为

活动项目之一，音乐节十多年来一直邀请长野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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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教育、培养青少

年。对于孩子们来说欣赏现场演奏的交响音乐会的

机会很少，为孩子们

举办的音乐会也为儿

童们敞开了通向古典

音乐世界的大门。

参加与支援地区活动 
帮助孤寡老人除雪的志愿工作 （日本）

秋田爱普生株式会社每年都组织由员工组成的

除雪志愿队，帮助孤寡老人除雪。

该活动已开展了八年，主要帮助他们铲掉屋顶

上的积雪并对住宅周围进行除雪。秋田爱普生所在

的汤泽市降雪量大，在秋田县内也屈指可数，所以

每天的除雪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劳动。2011年1月共

有12名队员参加了除雪，2011年与往年相比积雪

量突破记录，热切盼望志愿队前来除雪的老人为数

众多，完成除雪作业的队员们，脸上都充满了圆满

完成任务后的喜悦与骄傲。

秋田爱普生通过

除雪志愿队的活动，

力争成为被地区社会

居民所信赖的企业。

地区清扫活动 （世界各国及地区）
为了形成每一位员工作为一名公民积极主动地

参与地区社会活动的精神风貌，爱普生在世界各国

及地区的事业所周围开展清扫活动。

松本市齐藤纪念音乐节的情景

豪雪と戦う除雪ボランティア隊

挑战暴雪的除雪志愿队

红树林生态公园清扫活动 （中国）

“韩国爱普生青少年培养基金会”的颁奖仪式

Road Warrior（道路战士）清扫活动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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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活动
员工志愿活动 （台湾）

2009年，Epson Ta iwan Techno l ogy & 

Trading Ltd.（ETT、台湾）根据员工的志愿成立了员

工志愿者俱乐部。活动的主要内容是陪同残疾儿童

及其家属一起参观科学博物馆或在残疾人员就业的

旧货店中帮助售货等。2010年中共有174名员工参

加了这项活动。和残疾人员一起学习、积累工作经

验，对双方都非常有益。

ETT为了支援员工的志愿活动，从2010年起志

愿服务休假天数增加了一天，变为每年两天，还在

公司内部网上介绍志愿活动，对员工进行启发教育。

慈善马拉松和步行活动 （世界各国及地区）
作为员工参与型的社会贡献活动，爱普生员工

积极参加世界各国及地区举办的慈善马拉松或长距

离步行活动。

面向临终关怀院的捐款活动 （英国）
Epson Telford Ltd（ETL、英国）的员工们把每

月积攒的硬币捐赠给临终关怀院。这是一项面向在

英国天福市进行临终治疗的塞文临终关怀院捐款的

活动，130多名员工基于金额虽然微不足道、但希

望为社会出力的想法而开展了本次活动。

• Epson Portland Inc（EPI、美国）于2010年10月参加

   了以防治乳腺癌为目的的“Race for the cure（乳腺癌

   治疗的长跑活动）”。

• Philippines Epson Optical （PEO、菲律宾）于2010年
   10月参加了“Run for the Pasig River（保护帕西格河长
   跑活动）”。活动目的是为了保护流经马尼拉市内的河流
   不受污染。

• 日本国内的集团公司通过2010年10月举办的诹访湖一

   周步行活动及诹访湖马拉松大会，参与了慈善礼品的企

   划，致力于提高社会福利。

环保活动
爱普生在华公司“地球一小时”活动 （中国）

2011年3月26日20:30，全世界关爱地球的

人们在这一时刻自愿熄灯一小时，以积极行动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这就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发起的“地球一小时”活动。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在2010年4月，基于对此项环保活动的积极参与及

杰出表现，获得了由WWF颁发的“地球一小时优秀

参与企业奖”。2011年“地球一小时”的核心主题不

再仅仅是气候变化，而是更广泛的持续的环保行动。

顺应这一趋势爱普生在华当地法人公司共十家除在

活动规定时间熄灯一小时外，还承诺为环保做出一

个行动改变。同时携手爱普生36家4S店参与活动。

本活动的主要倡言人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法务

部环境企画科的周金萍经理充满自信地说：“公司连

续三年参加本活动，从最初我公司的员工参与，到集

团在华公司及全国范围的4S店开展活动，从只关灯

一小时，到承诺为环保

做出行动改变。在活动

的不断深化中，我深切

感受到公司及员工不断

提高意识并积极为环境

保护付诸实践努力。”

植树活动 （世界各国及地区）
爱普生集结每个员工的力量在世界各国及地区

开展植树活动，为防止

地球温暖化及保护生物

多样性做出贡献。

地区 主要活动

中国

・ 爱普生公益林碳汇经营示范项目（具体参见第69页）

・ 深圳市中山公园植树活动 

・ 福州龙门山植树活动

菲律宾
・ 玛其林山植树造林项目（具体参见第38页）

・ 卡威提市Palay山森林再生活动

印度尼西亚 ・ 加里曼丹岛植树造林活动

葡萄牙 ・ Gardunha Verde Project（加尔杜尼亚山绿色活动）

日本 ・ 神宫寺百年之林活动（具体参见第38页）

Palay山森林再生活动 （菲律宾）

和残疾儿童一起参观科学博物馆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法务部环境企画科　经理 周金萍



市林业碳汇工作办公室是专门负责北京市林业碳汇

工作的政府管理机构，旨在推广林业碳汇理念，充

分发挥林业碳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公

司捐资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北京碳汇基金，与该

办公室合作，在北京百望山森林公园内（占地约为

37,000平方米）开展本项目。在接下来的四年内，

爱普生将对此示范项目进行以碳汇经营为主的森林

抚育、项目碳汇量的计量监测工作，并对公众进行

碳汇科普宣传活动。

北京市林业碳汇工作办公室负责人表示：“爱普

生能够积极参与林业碳汇工作，展示了爱普生对于

环境的重视，同时也为其他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林业碳汇的工作中起到积极的

作用。”活动当天，150名员工及其家属在示范林中

进行了植树、剪枝、灌溉、清除林间垃圾等工作。

地区
本公司与日本国内关联公司举办意见交流会邀

请企业周围的居民参加。通过交流会让地区居民进

一步了解本公司的环保活动及风险管理体制，努力

构建友好坦承的信赖

关系。

2010年度我们

在日本国内的十家事

业所内举办了意见交

流会。

交流活动的观点
爱普生认为交流活动是顾客、股东、投资家、

行政机关、地区、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媒

体、供应商、学生及员工等各利益相关方与爱普生

之间重要的沟通桥梁。爱普生在世界各地开展业务

的过程中注意到各国及地区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同

点，为了打造被世界人民所信赖的交流活动，我们

于1998年制定了《全球交流标准》。作为遵守法律和

国际社会伦理规范的开放式公司，爱普生适时适宜

地传达包括负面信息在内的爱普生的各项信息。为

此，我们通过大众媒体或直接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

积极的交流。

股东与投资家
本公司将股东大会视为与各位股东进行直接

交流的良好机会。在2010年的第68届股东大会

上，总经理直接向各位股东说明了本公司长期愿景

《SE15》的内容、和为实现该愿景的中期经营计划中

第一年度即2009年度的进展情况以及第二年度即

2010年度的工作报告。

在每年的股东大会中，我们都能收到来自各位

股东的广泛意见与询

问。对此，以总经理

为代表的各位董事做

出了坦诚的答复。

行政机构
2010年4月，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与北京市

林业碳汇工作办公室共同在北京百望山森林公园举

行了“爱普生公益林碳汇经营示范项目”启动仪式并

实施了植树活动。爱普生一贯坚持为所在地域环境

做贡献的理念，积极寻求与地域机构的协作。北京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小池清文参加植树的情景

第68届股东大会的情景

地区居民一起参加的意见交流会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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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通过积极主动的交流活动，深化信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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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题，通过持有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构建信赖关系。

各事业本部及日本国外生产基地还定期召开采购方

针说明会，要求供应商理解爱普生的事业计划和采

购方针等并协助实现。

学生
2010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环境文化节

成功举办，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对文化节予以积

极的支持，并派遣企业环境管理方面的领导来到中

国人民大学校园，为同学介绍爱普生的《环境理念》、

《2050环境愿景》及企业在商品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

环境实践活动，向到场的每一位师生分发了爱普生

集团《可持续发展报告》。

大学生们十分珍惜这样的与企业直接接触的机

会，他们表示：“此次讲座不仅了解到爱普生是一个

具有先进环保理念的公司，

更学到了书本之外现实的

企业环境管理实践和经验，

感觉收获丰富，非常有价

值。”同学们对自己所学的

环境专业，更加充满信心。

瞩目爱普生的朋友们
艺术领域

为了支援世界各国及地区的摄影师与用户的创

作活动，爱普生举办了多姿多彩的数字影像大赛。

爱普生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内的展区

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
Epson Deutschland GmbH（EDG、德国）在三

年前加入了德国非政府组织的废纸再生利用推进会

（Initiative Pro Recycling Paper），2011年2月 在

EDG召开了推进会的年度总会。

推进会由23家不同行业的公司组成，目的在于

普及再生纸，与重要政府环境团体和消费者环保机

构密切合作的同时，起到让活动更具活力的窗口作

用。成立后的八年中，废纸再生利用被媒体作为主

题报道，受到了大众的瞩目。

媒体
爱普生的总公司事业所及日本国内各事业所每

年都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2010年11月，

我们接待了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泰国、越南及台湾的30多名记者组成的采

访团。总经理向采访团讲述了作为爱普生的核心技

术即微压电技术的项目负责人的切身体验。这项技

术20年前被用于喷墨打印机成功开拓了消费市场。

现在，这项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以工业数字标

签印刷机为代表

的各种爱普生商

品及事业领域中，

并 成 为 了 这 些

最新技术的基础。

记者们通过采访

对此加深了理解。

供应商
爱普生将供应商视为重要的交易方之一。我们

以对话及会议的方式解决日常业务及技术品质相关

废纸再生利用推进会成员

倾听体验的各位记者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主办的“彩色影像展览会

2010”。在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马来西亚及

台湾举办的大赛获奖作品被登载在本公司的全球网

站上，作品充满了异地风采。但此次在日本国内的

展示，因受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而中止。

http://global.epson.com/SR/community/citizenship/exhibition.html

Epson Aust ra l ia Pty. L td. （EAL、

澳大利亚）策划举办的“The Epson 

International Pano Awards（爱普生国际全景摄

影大奖）”。

http://www.thepanoawards.com

Epson Europe B.V.（EEB、荷兰）策划举办的“The 

Epson Red Sea（爱普生国际水中摄影大赛）”。

http://www.eilatreds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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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此可以向全球员工传达并共享“经营管理层的

观点及想法”及“集团经营的前进方向”等信息。

本网站作为全球性的网络环境，是员工理解总

公司的决策和集团内

部规程等信息、并付

诸行动的工具。目的

之一在于让全体员工

遵守法律并开展被社

会所信赖的企业活动。

总经理与管理人员的对话会

总经理亲自走访集团日本国内的事业所、营业

处，每次都与20名左右的管理人员围坐在一起倾吐

有关《经营理念》的肺腑之言。对话会起步于2009年

度，当时的主题是长期愿景《SE15》，以部门经理为

对象。第二年的2010年度以《经营理念》为主题，对

象范围扩展到科长级人员，共实施了22次。

通过对话会，所有管理人员加深了对《经营理

念》的理解，并且大家又向各自岗位的成员传达了同

样的对话内容，使全体员工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为

创造顾客价值而不断发挥综合能力。

工会

本公司每月一次定期召开劳资协议会和劳资畅

谈会，作为公司经营管理层与日本国内员工的交流

渠道。我们还在各事业所、工作岗位召开畅谈会，

直接传达公司经营管理层的观点及想法，加深了相

互之间的理解。

对外网站

2011年4月，爱普生将全球几乎所有的对外网

站更新为集团统一的新设计，以便能让访问网站的

顾客容易看清和使用，并能够尽快找到寻找的信息。

推进本项工作之际，我们分析了顾客访问履历

及需求，同时考虑到

前来访问的顾客的地

区性和对商品信息的

喜好，采用了符合各

地区特性的菜单结构

及内容分布形式。本

次工作中进行的主要

改善如下所示：

生产制造历史馆

生产制造历史馆中陈列了本公司创业初期至今的

代表性商品与相关贵重资料，也陈列了爱普生力压群

雄在世界上首创的各款商品，可以从中了解到爱普生

的根源及发展历史。自2004年5月开馆以来，共接

待了11,000多位参观者的来访。

员工
内部网站

为了促进世界各地的员工之间的双向交流、提

高员工业务效率，我们在2009年11月设置了全球

网站“WorkPlace（英语版）”，自2010年度起正式启

• 设定了有关基本设计和标识的规则，统一品牌形象，

   便于查看。

• 全球网站使用统一的图像与图标，便于访问。

• 菜单结构融入了各地区的特性，力求满足顾客需求。

生产制造历史馆

“WorkPlace（英语版）”的菜单画面

围坐在一起畅谈心声的对话情景

全球统一的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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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通过定期培训及密切交流，与销售渠道中的各方建

立起牢固的信赖关系。

与销售店之间的交流

根据爱普生交流活动的目的，为了提高品牌知名度，

EPIL对被称为“Star Partner Outlet（授权销售店）”且同

时销售多种品牌商品的销售店进行支援，又将其中的优

秀销售店认定为“爱普生授权销售渠道伙伴”，进行更为

密切的交流，强化协作。

2010年，EPIL迎来了设立20周年纪念，销售额比

2009年度增长了25%，在印度市场显示了其实力及地

位。今后，EPIL亦将注重顾客需求，积极开展各种宣传

活动并实施多种多样的交流措施，不断提高在印度市场

中的品牌价值。

EPIL的Sukumar热切地表示：“为达成高成长目标，

不仅要认真对待市场各领域的顾客需求，还需要采取形

式多样的交流活动，

来提高2015年或更

长远的未来爱普生在

印度的品牌价值，今

后我们将继续推进这

些活动。”

在印度市场中的交流活动

正如国内生产总值（GDP）以8%-9%的速度稳定增长的情况所示，近几年印度经济正在突飞猛进

的发展，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经济强国。为了顺应印度市场的需求，将顾客之声反应到商品中去，

爱普生正在积极努力地开展交流活动。

销售渠道交流活动的培训情景

移动式商品展示台

EPIL班加罗尔办公室

EPIL Finance & Admin & HR Dept Deputy 

Country Manager, T Sukumar （左）

Sales & Market ing Dept Sen ior Genera l 

Manager ,  N Samba Moorthy（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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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印度文化的活动
位于班加罗尔的Epson India Pvt. Ltd. （EPIL、印

度）是爱普生在印度的营业基地之一，已有约20年的历

史，正在不断显露头角。又因销售渠道的独特活动以及

商品自身的高度可靠性，爱普生在印度的销售额稳定增

长。但是，我们也发现在与顾客直接交流方面仍然存在

问题，因此没有赢得高度的品牌知名度。

2010年初，为了在竞争环境日益激烈的印度市场进

一步扩大业务，爱普生在认识到必须充分发挥当地员工

的技能经验，在市场中实现早期成长的基础上，决定团

结一致开展综合措施。同时为了提高品牌价值，获得顾

客的认可，决定在提高品牌知名度及企业活力方面倾注

力量。在上述方针的

指引下，EPIL将交流

活动作为中期计划的

重点，努力倾听顾客

的心声并将其反映到

商品中去。在此为大

家介绍几例代表性的

活动。

品牌交流

2010年度中，EPIL以“See Beyond the Usual（试

着超越常识）”为口号，在人流涌动的地方展开了强化品

牌的宣传活动，以此提高品牌知名度、直接倾听顾客的

心声。其中，EPIL以商品宣传队的形式，将汽车的货台

改装成展示台到各处介

绍商品，直接倾听顾客

的心声。活动中获得的

来自顾客的宝贵意见将

被应用到今后的商品开

发及改良中去。

销售渠道中的交流

EPIL每年都举办让更多销售渠道人员参加的交流活

动，以便深化对爱普生所有商品群的特长及品质等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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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的评价 （主要评价履历）
爱普生通过坚实的企业活动、公开信息以及针对集团外部公开技术经验等活动，为全社会竭诚贡献。爱普

生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不断赢得了来自世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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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摄影记者俱乐部奖”
2011年5月，喷墨打印机“PX-5V”在摄影记

者俱乐部主办的2011年照相机大奖中荣获了“摄影

记者俱乐部奖”。这是自1990年设立

了该奖以来，打印机首次获得的荣誉。。

“PX-5V”兼备高画质、高色彩还原性和

符合顾客需求的使用便利性，得到了摄

影爱好者的认可。这次得奖再次证明了

该打印机的价值。 照片3

照片2

照片1

     有关商品与服务的表彰 主办单位 获奖对象 获奖年月

2010年TIPA“最佳专业照片打印机”奖、“最佳专业照片

投影机”奖、“最佳照片扫描仪”奖

TIPA（欧洲技术影像媒体协会，由欧洲29家主要

的照相机、录像机专门杂志组成的团体）

“Epson Stylus Pro3880”、“Epson EH-

TW5500”、“Epson Perfection V600 Photo”
2010年  4月

2010年最佳校正打印机
EDP（欧洲数码印刷协会，由欧洲有关印刷的专门

杂志社组成的团体） 
“Epson Stylus Pro WT7900” 2010年  4月

2010年售后服务满意度排名首位 日经BP社 Epson Direct Corporation 2010年  7月

EISA “2010-2011年欧洲打印机”奖
EISA（欧洲影音协会，由欧洲50家主要的照相机、

影像、音响专门杂志组成的团体）
“Epson Stylus Pro 3880” 2010年  8月

第四届儿童设计奖（儿童社会支持部门） 特定非营利法人儿童设计协议会 “爱普生打印城（EPSON PRINTOWN）” 2010年  8月

iF Product design award（德国工业设计奖） 社团法人 iF Industrie Forum Design “EH-R4000”、“EP-803A”等6件商品获奖 2011年  3月

     有关环保的表彰

2010年东盟能源奖 【照片1】 东盟能源中心（有关节能的行政机关） Philippines Epson Optical Inc. 2010年  7月

2010年度DEVNET奖 非营利法人日本国际信息发展组织（DEVNET）协会 爱普生集团 2010年10月

第一届中国绿金奖 【照片2】 搜狐网及其它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2010年11月

2010年环保高科技奖 The Consortium Ecoqual'It（环境国际财团） Epson Italia S.p.A. 2010年12月

深圳市“节水型企业”称号 深圳市创建节水型城市联席会议 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2010年12月

环保执行奖 菲律宾经济区厅（PEZA） Epson Precision （Philippines）, Inc. 2011年  3月

     有关安全卫生的表彰

安全卫生优良事业场所厚生劳动大臣表彰奖励奖 日本厚生劳动省 东北爱普生株式会社 2010年  7月

2010年WSHP奖（银奖） 【照片3】 职场安全卫生审议会（WSHC、新加坡） Singapore Epson Industrial Pte. Ltd. 2010年  7月

优秀雇主奖 菲律宾经济区厅（PEZA） Philippines Epson Optical Inc. 2011年  3月

     有关CSR整体（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投资（SRI））的评价与表彰

被选定为道琼斯可持续发展全球指数的SRI指数成份股 道琼斯公司（美国） 爱普生集团 2010年11月

第7届中国最优秀企业公民奖 二十一世纪传媒集团（中国）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2010年12月

调查企业社会责任投资（SRI）的SAM公司的评估中被

认定为“银等级（Silver class）”
SAM公司（瑞士） 爱普生集团 2011年  2月

被选定为富时社会责任环球指数（FTSE4Good Global 

Index）的SRI指数成份股
富时集团（英国） 爱普生集团 2011年  3月

被选定为Morningstar社会责任投资股价指数的SRI指

数成份股 
晨星公司（日本） 爱普生集团 2011年  4月

被选定为埃什贝尔可持续发展指数的SRI指数成份股 埃什贝尔公司（比利时） 爱普生集团 2011年  5月

（2011年4月）

富时社会责任环球指数（FTSE4Good Global Index）
http://www.ftse.com/ftse4good/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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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阅读爱普生集团《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
爱普生认为《可持续发展报告》是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各位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或感想

将被应用到今后的报告制作以及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中去。回答问卷请点击下面网址，感谢合作。

首先向协助《可持续发展报告2010》问卷调查的各方人士表示谢意。我们共获得了来自集团内外的337件

答卷，特此汇报统计结果。

主要的意见和感想

• 希望编辑更多的员工信息。

• 希望充实全球性的信息。

• 希望充实有关保护水资源的工作。

• 希望能设计得更人性化。

• 中文版中编入了当地的内容，感到爱普生从中国的

   利益相关方的角度下了很多功夫。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中的主要改善项目
• 尽量编辑更多的员工信息。

• 以《特辑》为首，尽量采用了全球性的活动信息。

• 在第43页中登载了有关水资源再生利用的事例，在

   第49页中登载了有关物质流的成果。

• 考虑到便于色盲人员阅读以及黑白打印，我们注意了

   照片的大小、图表设计及色彩运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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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的网页：

※ 一般读者与员工的调查内容不同。

容易阅读

57.1%

有些难读

3.6%
非常容易阅读

39.3%

有些难以理解

7.2%
非常容易理解

35.7%

不太充实

10.7%
非常充实

53.6%

容易理解

57.1%

充实

35.7%

是否容易阅读 是否容易理解 内容是否充实

不充实

1.3%
非常充实

10.6%

非常容易理解

9.4%

不太充实 

8.5%

难以理解

0.9%

有些难以理解 

9.9%

非常好

7.3%

不好

1.3%

不太好

8.1%

一般

39.6%

充实

40.0%

一般

41.2%

容易理解

38.6%

一般

40.2%

好

43.1%

整体构成 是否容易理解 内容是否充实

● 一般读者

● 员工

爱普生倾听读者之声

日文网页
http://www.epson.jp/csr

中文网页
http://www.epson.com.cn/aboutepson2011/report.asp

英文网页
http://global.epson.com/SR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1》调查问卷
http://www.epson.com.cn/aboutepson2011/questio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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