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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乐报告书由上述4部分构成。其编辑的目的是在传达歌乐“企业力”的同时，
对歌乐的CSR（企业的社会责任）所做出的努力进行通俗易懂地报告。

公司概况／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书／环保报告书/财务报告书(中期计划· 2013年3月回顾)

● 报告对象范围
国内外合计对象子公司

● 报告对象期限
2012年度（2012年4月1日起至2013年3月31日）的实际业绩。其中也包含部分2013年度的记事。

2014年
● 预计下次发行

赤松绘里子、石田礼、上原章子、佐仓美香、徐庆龙、

堂出佑加、中原史江、野波伸寿、藤枝照久、丸山基诚、

茂木宪司、杨树栋、吉田绫子、梁丽华、廉美兰

◎ 咨询处

■ 关于公司概况和财务报告书，请咨询社长室公关负责人。
■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书和环保报告书，请咨询CSR推进室。

TEL: 048-601-3700（代表）

● 编辑方针

● 内 容

◎ 编辑委员 
   （歌乐报告书编辑委员会） 歌乐株式会社

http://www.clarion.com/

总部·技术中心

总 部 事 务 所

330-0081

330-6030

埼玉县埼玉市中央区新都心7番地2     TEL: (048) 601-3700
埼玉县埼玉市中央区新都心11番地2  LAND AXIS TOWER 30F     TEL: (048) 601-3700

该报告书的内容也可在网络上查阅。http://www.clarion.com/jp/ja/company/effort/index.html

在该报告书印刷装订13500份时，所排放出的
CO2排放量1095.92Kg，通过CARBON FREE 
CONSULTING株式会社（碳排许可咨询株式会
社），根据福岛县郡山市的企业创制的排放权（日

本国内信贷）获得碳补偿，为防止地球变暖做出贡

献。

证明书编号：1306272104493

本刊物所使用的纸张,帮助
推广有效地使用间伐木材

从而推进森林再生



歌乐所处的市场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为应对激烈变化

的市场环境，歌乐的商业模式也在迅速地适应和升级。从以导

航、音响领域为中心的车载设备制造事业向包含软件服务在内

的“汽车云信息网络服务”事业，安心、安全领域的视认系统事

业发展，推进企业活动领域的升级进化。

在客户需要的时候，使用最佳的方法，为其提供生活空间里

所需的各种信息的共享和服务，从而实现可以令人切实感到安

心、安全、舒适并且方便使用的、具有附加价值的“链接型”产品

和服务。

而且，综合管理包含汽车、人和环境在内的信息，为每个客

户提供这些信息，提供最安全舒适的价值。歌乐通过对综合性

信息管理和最佳用户界面实施同步开发和连接配合，提供具有

独自魅力的顾客价值。此外，歌乐也在包括与降低环境负荷相关

的能源管理在内的社会设施贡献方面，持续追求将来无限扩展

的变革。

企业理念

企业愿景

歌乐将世界分成五个区域推进事业的运营。这五个区域分别

是“日本”、“美洲”、“欧洲”、“中国”、“东盟·印度”。各个区域都

有统管功能、旗下有市场、开发、生产、销售等各种功能。而且，

在地域轴、顾客轴、商品轴方面，通过有机地融合各自的功能，

在第一时间向所有区域提供最合适的商品和服务。这不是由日

本总部主导实施，而是让所有区域承担责任和权限，并迅速开展

合作，从而构建更加高度化的全球经营体制。

追求真正的全球化企业

歌乐作为日立集团的一员，正在各个方面创造出协同效应。

与日立制作所情报通信系统公司在云信息网络服务“Smart Access”上密切合作，充分利用与IT平台相关的该
公司丰富的事业成果和技术技巧。

为了向客户提供更安全和安心的驾驶，与行车控制系统占据很大市场份额的日立汽车系统公司一起，通过车辆信

息和歌乐车载机器的融合，探索新的价值。

日立制作所拥有非常充实的研究开发体制。以Vision System（视认系统）中的图像识别技术为开端，通过将日
立研究所的优秀研究成果应用到歌乐的产品中，本公司有可能将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投放到市场。

充分发挥日立集团的综合力量，创造协同效应

当前，地球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即气候变暖已经跨越

国境，以全球形态呈现出来，并以异常惊人的速度在变暖。随着

地球环境的急速变化，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社会，环境

问题的攻关活动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歌乐，环境问题被定位为经营课题，在全球开展歌乐环境

行动计划，同时还不断推进海外的环境经营。为了能够成为“世

界真正需要的企业”，应该从诸如顾及环境和环境攻关活动是

企业的使命这种想法出发。

为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做贡献

致客户：在社会变化和技术进步中，歌乐将努力在第一时间

察觉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先进功能的独特商品。并努力创造

让客户称心满意、令客户安心和喜悦的商品。

致股东：歌乐立志于把企业体制改革成更强健的企业。为了

取得进一步发展，歌乐今后也将继续挑战更高的目标。

致交易商：歌乐集团团结一致，把车载信息设备和“汽车云

信息网络服务”事业作为经营的支撑。在市场环境变化、全球

化、技术进步等等我们周边的环境加速变化的过程中，要第一时

间构建灵活的体制，每天行动。歌乐常常思考探索并迅速地付诸

行动。

致全体职员：只有每个职员都共享企业的价值观，并竭尽全

力，歌乐才能得以发展。为此，我们将努力创造让职员感觉“作

为歌乐集团的一员，实在是太好了”的环境。

致利益相关者

从车载信息设备制造商转变到
车辆信息系统供应商

表达的是“娱乐与讯息相伴，舒适与安全随行。

歌乐，感动一路”的歌乐品牌所实现的价值。

基本理念 歌乐追求声音、信息和人之间更美好的联系，

通过创造有价值的商品，为创建富裕社会做出贡献。

用独特的创想和先进技术，将移动空间中声音和信息通信的联系升级进化到全新的

领域。为全世界的客户提供安心、安全、舒适和感动。

我们将继续走在行业的前列，准确捕捉市场需求，向未来不断成长。

行动指南

经营姿态 ● 提供良好的产品和服务，带给客户满足与喜悦。
● 以创意和技术创造新的价值。
● 尊重每位员工的人性能力，培养自由豁达的企业氛围。
● 致力于人、社会与自然间的和谐发展，维持良好的环境。
● 为了地区社会的发展，完成企业肩负的责任。
● 提高企业利润，实现可持续发展。

● “雄心”—通过自我创新和自我激励，实现自我的持续发展。
●“创意”—培养创意，创造新价值，将梦想变成现实。

●“诚信”—诚实守信，勤勉进取，赢取客户和公众的信赖。

歌乐株式会社　　董事总经理

我们歌乐经营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和产品附加值的源泉，如

今正经历着全球性的巨大变化。我们认识到，市场本身迎来了结

构性变化。而且，我们歌乐集团应该把这种变化作为大好时机，

并牢牢把握住。

现在，为了同时实现“强化经营基础”和“打造发展基础”，

我们正在推进结构改革。着眼新商品领域的开拓和成长市场，朝

着真正的全球化，开始着手对策活动。

为了把握各种各样的市场特性，提供更为先进的商品和服

务，我们也在挑战新技术的开发。我们的最大优势是迅速地将开

发成果所孕育出来的商品和服务提供给客户。

我们一直把“We are Clarion”的精神铭记在心，全体人员
团结一致向前迈进。作为日立集团的一员，我们履行社会责任，

立志作为社会所需要的企业不断发展下去。

在人 ·社会 ·环境的
巨大变化中，

追求真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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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理　事 （截至2013年6月21日）

公司概况

公司领导 （截至2013年6月21日）

主要交易金融机构

董事会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常务董事

常务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专职监事

监事

监事

监事

本田 恭彦
泉 龙彦
金子 彻
川本 英利
河元 哲史
和田 直士
新保 邦彦
大町 秀雄
川端 敦
笠井 成志
藤村 一路
笹井 保大
栗原 和男

吉峰 彻郎
大谷内 信之
松冈 義久
村上 浩一
田村 英之
田中 健弘
堀 厚夫
细川 晃二
山田 隆
保罗·拉赫纳
约金·鲁斯

RESONA银行
瑞穗银行

三井住友银行

三菱东京UFJ银行

歌乐株式会社

Clarion Co., Ltd.
〒330-0081
埼玉县埼玉市中央区新都心7-2
电话048(601)3700　
〒330-6030
埼玉县埼玉市中央区新都心11-2
电话048(601)3700
1940年12月18日
261亿日元
282,744,000股
合计 1,772.88亿日元（截至2013年3月）
单独 1,317.25亿日元（截至2013年3月）
合计 9,978名
单独 1,564名（※派驻人员除外）
汽车云信息网络服务、汽车导航仪、汽车音响、

车载摄像头、影像设备、巴士设备、通信设备

公司名称

总部·技术中心

　

总部事务所

成立年月日

注册资金

已发行股份总数

营业额

员工人数

主要产品

公司概要 （截至2013年3月31日）

＊本田恭彦和川端 敦是公司的外部董事。
＊笹井保大和栗原和男是公司的外部监事。

加盟团体

日本汽车车体工业会

Clarion 概要

百万日元 千美元

2012 2013 2013

财务年度

  营业额 ¥186,711 ¥177,288 $1,885,048
  营业利润 7,873 3,210 34,141
  本期纯利润 7,532 1,358 14,445

财务年度末

  总资产 122,821 117,398 1,248,258
  净资产 16,579 22,002 233,948
  付息债务 41,927 41,921 445,733

日元 美元

2012 2013 2013

每股数据

  本期纯利润 26.71 4.82 0.05
  派息 — — —

歌乐及其合计对象子公司

2013年财务年度：2012年4月-2013年3月

为方便起见，美元金额按1美元=94.05日元来换算。

COMPANY PROFILE

“歌乐追求声音、信息和人之间更美好的联系，

 通过创造有价值的商品，为创建富裕社会做出贡献。”

（摘自《基本理念》）

■ 公司概要
　　　● 概要／财务摘要 ⋯ P04
　　　● 全球网络 ⋯ P05
　　　● 商务介绍 ⋯ P07
　　　● 先进技术 ⋯ P09
　　　● 品质管理 ⋯ P13
　　　● 历史沿革 ⋯ P15
　　　● 交流活动 ⋯ P17
　　　● We are Clarion ⋯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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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 
(俄亥俄办事处)

 ELECLA
 (墨西哥城办事处)

CCA 
(得克萨斯办事处)

CCA 
(硅谷研发中心)

CCA 
(田纳西办事处)

CT

CSM

CT（浜松营业所）
CT（名古屋营业所）

CT（大阪营业所）
CT（广岛营业所）

  DCOE
（长春办事处）

  DCOE
（北京办事处）

CTC

CHI（香港办事处）

CGB（英国）

DCOE（上海办事处）

CXEE（厦门办事处工厂）CXEE（厦门办事处研发）

CAP（澳大利亚）

CEF（南锡办事处）

CCA (密歇根办事处) CCI (加拿大)

CCA (肯塔基办事处)

ELECLA (圣胡安尔里奥办事处)

 CEF
 (巴黎办事处 )

CED（德国）

CCA (赛普拉斯办事处)

CMS

CHE（匈牙利）

CAT（泰国） DCOE（东莞办事处）

CM/CPM（马来西亚）

CIL（印度）

CBL(巴西 )

欧洲地区

● 销售公司
● 生产公司
● 开发公司
● 歌乐总部据点
● 相关公司
● 销售代理店

日   本
● 歌乐株式会社（CT）
● 歌乐营销株式会社（CSM）
● 歌乐制造及服务株式会社（CMS）

亚洲 /大洋洲地区
● 歌乐（香港）实业有限公司（CHI）
● 东莞歌乐东方电子有限公司（DCOE）
● 厦门歌乐电子企业有限公司（CXEE）
● Clarion India Private Limited (CIL)
● Clarion (Malaysia) Sdn. Bhd. (CM)
● Crystal Precision (Malaysia) Sdn. Bhd. (CPM)
● Clarion Asia (Thailand) Co., Ltd. (CAT) 
● Clarion (Taiwan) Manufacturing Co., Ltd. (CTC)
● Clarion Australia Pty. Ltd. (CAP)

美洲地区

网罗世界深化区域性的独自全球网络
全球网络

在云计算等通信设施急速发展的背景下，歌乐把从车载信息

设备制造商到车辆信息系统供应商的变革作为目标，推广独自的

全球化战略。具有各自区域的统管功能，同时又以地域、顾客、商

品为轴线覆盖市场的高度供应链，能够及时为全世界的客户提供

最适合的商品和服务。今后也将积极重组组织机构和推进持续性

改革，让“Clarion”品牌确实渗透到世界和各区域的市场中。

歌乐总部·技术中心 (CT) 总部事务所 (CT·CSM)

● Clarion Europe S.A.S. (CEF)
● Clarion Europa GmbH (CED)
● Clarion (G.B.) Ltd. (CGB)
●  Clarion Hungary Electronics Kft.

(CHE)

● Clarion Corporation of America (CCA)
● Clarion Canada Inc. (CCI)
● Electronica Clarion, S.A. de C.V. (ELECLA)
● Clarion do Brasil Ltda. (CBL)
● Ultra Industrial S.A. de C.V. (UL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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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销售对象的营业额比率

主要客户

歌乐把智能手机的庞大程序灵活运用在汽车方面，并把“连接智能手机”作

为基本功能，于2012年6月开始启动汽车云信息网络服务“Smart Access”。本
公司的最新AV导航支持“Smart Access”。网络广播应用软件、新闻应用软件、
SNS应用软件使用最适合车内利用时的界面设计。歌乐将以全球为单位全面推广
“Smart Access”服务，并持续地投入与此相应的车载终端，从而向世界用户提
供新价值。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汽车云信息网络服务

歌乐长年专研音响技术，追求车内的最佳音响环境。与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和

智能手机之间的无缝配合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在不必要声音的反射和吸收强烈的

车内也可以实现音响室般的理想音场。这种独创的音响技术可以说是歌乐音响系

统的强大优势。歌乐在世界上率先开发了车载用环保高音质的“全数字扬声器”并

于2012年12月在日本开始销售。该技术将促进适合新一代环保车的车载音响系
统的产品化。

车载音响系统

近年来，“给驾驶员提供安心与安全”的车载摄像头的需求越来越大。歌乐

不仅生产一直以来用于确认后方的摄像头，还将可以360度监视车辆周围情况的
全景俯瞰摄像系统以及可以探测到靠近的人车并告知驾驶员的探测系统等各种

应用程序产品化。今后，歌乐亦将积极致力于先进技术的开发，大力普及可支持

安全驾驶的视认系统。

安全驾驶支持系统（视认系统）

在巴士设备领域中，歌乐在日本拥有最高市场占有率。在采用了数据电子看

板系统的巴士车内显示屏上，对停靠站进行介绍，显示路费信息等，开展企业/店
铺的动画宣传和静态宣传，采用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的数字电子看板解决方案

“Sign Channel”播放新闻、天气预报等信息。巴士车内的电子看板与普通的街
头数字电子看板相比较而言，其广告效应更强，今后，歌乐将继续探讨满足使用者

需求的更高服务，并将其投入市场。

商务用车载系统

以卓越的技术力和高度灵活的生产体制，歌乐赢得

了全球市场的高度评价。通过提供纯正设备的OEM※，

歌乐与世界的主要汽车制造商建立了长期可靠的信赖关

系。本公司OEM领域中的商务开展以1951年向日野雷诺
供应纯正收音机为开端。现在，向全世界提供各种各样

的车载设备，可以称之为本公司业务的中心。今后，随着

在先进国家中混合动力车和电动汽车等的普及，车载设

备需要进一步升级进化。另一方面，在急速成长中的新兴

国家市场中则需要的是符合各区域要求的产品。在瞬息

万变的车载市场中，歌乐凭借其长年培育的车载适配技

术和抢先察觉客户需求的提案建议能力，力求OEM业
务在全球规模中进一步发展壮大。

在全球市场引以自豪的OEM业务

2010年，日产汽车在日本、美国、欧洲销售的电动汽车
(EV)“Leaf”车辆标准装载有本公司的汽车导航仪。这
是世界首创的EV专用系统，在以往的导航功能上装载诸
如根据充电状态显示预计到达的区域、充电指南、简易充

电地点检索、显示电力消耗状况等多种专用功能，以便让

驾驶员安心驾乘EV。此外，为了实现采用远程信息处理
远程操作空调、从车外确认充电状态、探测信息发送等

功能，本公司还开发并供应用来与数据中心互相通信并

处理信号的远程信息处理单元。

采用汽车导航仪和远程信息处理单元支持电动汽车

引领车载领域的下一代产品
商务介绍

IT技术的惊人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也给汽车行业
带来了巨大影响。用户即使是在车内也可以自由自在

地“与外界链接”获得各种大量信息和服务。在这种市

场环境里，歌乐提出“从车载信息设备制造商”转变到“

车辆信息系统供应商”，并将其作为中期目标，对网络

信息、摄影图像信息、感应信息、车辆控制信息等进行综

合管理，力求提供歌乐独特的新颖顾客价值的企业。在

朝着“车辆信息系统供应商”的目标进行变革之际，歌

乐在2012年度向世界发布了“moves you·connects 
you”。其体现的歌乐品牌思想是“娱乐与讯息相伴，舒
适与安全随行。歌乐，感动一路。”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原始设备生产商）

售后市场
28%

OEM 72%

（截至2013年3月）

售后市场：一般零售+车型选配

※远程信息处理单元的供应仅面向日本。

电动汽车专用导航仪

远程信息处理单元
显示预计到达区域 搜索充电地点

显示电力消耗状况 定时充电

  2012年度
   获得日野汽车颁发的“改善成本优秀奖”
“生产协作特别奖”“品质管理优良奖”

  2012年度
 获得北美日产颁发的
“零缺陷奖”

2012年度
获得埼玉县技术品牌
企业认证

 2012年度
 ATTT奖
“产品&硬件部门优秀奖”

2012年度
Mobile Electronics News（U.K)
The ICE Gold Award for "Best Single 
DIN AV Head Unit" for 2012-2013

获得Honda Access 
Europe N.V.颁发的
“杰出表现2011奖”

获得斯巴鲁(SOA)
“银奖”

（提案/开发/品质的综合评估）

  2012年度
  获得铃木汽车颁发的
“VE·VA提案奖”“最佳伙伴奖”

  2012年度
  获得日产汽车颁发的
“创新奖”

  2012年度
  获得本田阿克塞斯颁发的
“优良感谢奖”

  2012年度
  获得本田颁发的
“交货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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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效果控制器

● 与以往的方式相比较

● 便携式全数字扬声器“ZP1”

● 天花板嵌入式全数字扬声器“ZF160”

● 音响恢复器

● 面向智能手机的音响程序（开发中）

● 虚拟低音器

● 音量调节器

我是系统企划部1组成员，担任“Smar t 
Access”服务的企划工作。现着手推进智
能手机程序和车载设备的联动功能相关的

规划/开发。对于云服务和车载设备的融合
这一全新的规划范畴，我会一直带着挑战的

心态来开展工作

作为第一先行开发部的一员，我担任回路设

计的工作。在全数字扬声器的开发中，不拘

泥于自己的工作范围，从专用IC到孕育产品
的整个过程，我都积极参与挑战。为了将前

所未有的具有最佳音质的全数字扬声器变成

社会可以接受的商品，我将与全体成员一起

尽心尽力。

演唱效果

通过高音区增补信号的生成，

改善压缩音源的音质

对播放音源的音量差进行补正，

减少音量操作的麻烦

通过智能手机程序，无论谁都可以轻松地调整车载设备的

音响参数或实施自动音场补正

歌乐首次在世界上把环保和高保真音响两者兼备的

全数字扬声器产品化。

歌乐的全数字扬声器“01DRIVE”系列是数字信号
处理技术“Dnote”※1和本公司研发的车载音响技术融合

开发的产品，通过把数字音源信号以Digital to Digital
的完全数字传输方式输入扬声器，毫无遗漏地表现出音

源信息，实现高质量音质的播放。而且，实现了大幅度的

省电，如驱动电压降到以往的一半以下，消耗电力控制在

约1/8※2等。

本公司从2012年12月开始在世界上首次销售车载用
全数字扬声器系统“Z8/Z17F”、“Z17R”及便携式全数
字扬声器“ZP1”。并在2013年4月开始销售住宅用天花
板嵌入式全数字扬声器“ZF160”。
今后，歌乐将推进实现更高音质和更高输出功率的

专用IC、专用扬声器单元等的开发，进一步加快下一代音
响系统的开发。

 世界首创的全数字扬声器
“01DRIVE”的产品化

为了在车辆特有的恶劣环境中也能实现最佳的音响

效果，歌乐倾力开发独自的音响处理技术“Intelligent 
Tune”。迄今为止，“演唱效果控制器”、“虚拟低音器”、
“音响恢复器”、“音量调节器”等音响功能已经实现产

品化。

现在，除了对新式音响功能的开发以外，歌乐还根据

用户的喜好，致力于与车载设备协作的智能手机音响程

序的开发，力求可以简单地在车内创造音响效果。

独自的音响处理技术“Intelligent 
Tune”的开发

车辆系统通过与IT技术相结合，将大量信息传达给
驾驶员，这种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歌乐当然要发展导

航仪和音响系统，但也要通过与车辆合作，推进综合系

统“Smart Cockpit”。
“Smart Cockpit”通过将歌乐事业领域的车载信

息设备、摄像头及感应器，还有“Smart Access”综合
起来，在连结车内与车外的情景中，实现各种顾客价值，

为驾驶员提供“安全”、“放心”、“舒适”的综合系统。

作为车辆信息系统运营商，提出综合系

统“Smart Cockpit”的建议
作为采用汽车云信息网络“Smart Access”的服

务之一，歌乐面向全球市场，已经开始了推广智能手机

协作功能。

虽说统称为“智能手机协作功能”，但其应用的方

法有两种。

一是将既有的智能手机程序功能简单地应用在比

智能手机画面和音响系统更大的车载机中。

二是根据歌乐自身或汽车制造厂家的需求，通过智

能手机，提供车辆专用的CRM/VRM的独特功能。
首先，通过第一个方法在日本、北美、欧洲市场推

进既有智能手机程序的协作应用。而且，免费程序种类

也将以丰富多彩的Android™程序为中心，在增强可协
作程序的同时，对后一个应用方法的市场投放进行规划

和探讨。

今后也会以此“智能协作功能”为开端，通过

“Smart Access”，向市场提供使用大型数据、人工智
能和声音识别等云技术的功能所带来的新附加价值。

“Smart Access”智能手机
协作功能正式投放市场

随着网络以世界规模在大力推进扩展及智能手机的普

及，也要求汽车通过网络持续提供更新的方便性、功能性

以及魅力性。歌乐瞄准全球化市场的未来，为了进一步提

高车载信息系统的魅力，面向提供附加“链接”价值的汽

车云信息网络服务“Smart Access”。歌乐作为“车辆信
息系统供应商”，通过向汽车厂商提供OEM产品和售后
市场产品的销售，扩展新一代车载设备阵容。

※1　 株式会社Trigence Semiconductor的注册商标，该技术通过调制数字音响信号，
直接输入多个扬声器单元和音圈，从而再现声音。

※2　耗电约1/8：本公司产品比较

■ 以往的方式

■ 全数字方式

● 车载用全数字扬声器系统
　“Z8/Z17F”“Z17R”

控制演唱形象，移到听者面前
  通过附加谐音，
感觉低音域的增强

声
压
［

dB
］

频率［Hz］

基音 附加谐音

扬声器再生带宽

数据

数据
数据

音

音模拟

D/A
转换器

数据调制器

数据音源

数据音源

功率
放大器

为了人·汽车·环境的未来 强化支持下一代产品的技术开发能力
先进技术

系统企划部

飞山 宽之
第一先行开发部

富田 阳纪遥控器 扬声器单元 驱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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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可以安全安心生活的汽车社会，歌乐应用

图像处理•图像识别技术，致力于开发辅助停车和行车的

视认系统。其中心是显示车辆周边信息的全景俯瞰影像

的开发，和通过摄像头检测靠近行人及车辆的探知功能

的开发。此外，还倾注精力强化视认系统的主干产品——

高性能化视认系统 (摄像头应用商品群)
摄像头的商品力。通过超广角镜头扩大视野，开发在夜里和

强逆光的严酷光环境下可以提供自然影像的逻辑电路，通过

感光单元的应用，正确地向视认系统传送更多的影像信息，

提高其可靠性。

虽然速度快，但要绕道

虽然近，但有高低差 稍微要绕道，但路面平坦

● 使用后视摄像头的图像识别功能探测车辆/步行者 ● 全景俯瞰影像

● 面向Android™的Smart Access程序开发

本公司最新的全景俯瞰影像不仅可以为驾驶员提供自己车辆周围的视野辅

助，该系统通过与图像识别技术组合，还可以探测来自各个方向的障碍物，并

向驾驶员发出警报。

歌乐推行关心地球的行车辅助技术和产品制造，推行

“绿色导航”理念，开发出了“节能路线搜索”等功能。

“节能路线搜索”可以根据预测行驶模式和地形信息

等，查找出到达目的地所用燃料更少的路线。这些功能与

减少CO2的排放和节约油费也紧密相关，是对地球和驾

驶人员都有利的功能。可以预计，今后混合动力车和电动

车也会普及。为了应对像这样的下一代环保车，歌乐将继

续对环保功能进行开发。

实现顾及地球环境的环保驾驶

卓越技术创造汽车社会新形态
先进技术

半透明型影像显示示例

(半透明左侧窗显示)

全景俯瞰影像显示示例

(全景影像和前方摄像头影像)

● 使用后视摄像头的图像识别功能探测车道线 

使用超广角镜头

探测靠近的步行者

本公司的全景俯瞰影像采用的是超广角镜头，因此，与通常的后视摄像头相

比，其显示的范围更为广阔。系统应用图像识别技术，探测左右方向的障碍

物，辅助倒车。

后视摄像头也可以用于倒车以外，如通过图像识别技术探测车道线，向驾驶

员发出偏离车道线的警告。

摄像系统开发部

谷口 贵士

在提高行车中驾驶员的自由度的同时，还可以确保

安全性，可实时获取高层次信息。车载设备领域培育起

来的丰富知识技巧和不拘泥于现有概念的崭新视点创造

出了人与设备之间的全新联系。通过使用与新世界入口相

符合的创新UI（用户界面），下一代车载信息系统将会加
速发展下去。

UI(用户界面)成为与新世界连接的
入口，让车载设备焕然一新

● 应用软件例

支持“Smar t Access”上的与 iPhone®相连接的应用软件除TuneIn 
Radio®等第三方提供的应用软件外，还配备了本公司开发的应用软件。这都

是建立在至今为止面向车载设备开发培育起来的既安心又安全的UI（用户界
面）技术知识（按钮的大小、文字尺寸、对比配色、阶层构造）的基础上。

继去年的iPhone®协作程序，歌乐对Android™程序进行了开发，以便让更多
的顾客可以使用。歌乐为了让设计和使用适于Android™顾客所熟悉的感觉，
并且从方便Android™用户使用的理念出发，潜心设计了UI（用户界面）。

应用软件“Smart Access”：
车载首页界面

面向Android™的程序“Calendar4car”
车载设备显示界面

※示意图像

面向Android™的程序“Weather4car”
车载设备显示界面

※示意图像

 面向Android™的程序
“Calendar4car”
 智能手机显示界面

 面向Android™的程序
“Weather4car”
 智能手机显示界面

● 节能路线搜索

考虑所有条件，搜索节能路线
◎是否有高低差，需要频繁操作油门

◎是否堵车

◎到达目的地的距离是否最短等

例如：

① 高 速 公 路：最快到达目的地，但绕远路而且堵车耗时间。

②一般公路、山路：直线距离短，但有高低差，要频繁开关油门。

③一 般 公 路： 稍微有点绕远路，但因为道路平坦，
油门开关次数少，也不会堵车，可以很快到达。

从面向组装设备这种狭隘世界的UI设计被
转移到面向iOS®和Android™的广阔UI世
界，我在毫无经验的状态下开始着手程序的

开发。当今世界的进步比以往更加迅速，为

了不被这种速度所淘汰，我一边向相关部门

的成员学习，一边推进开发工作。我希望能

够让更多的人体验Smart Access协作程
序，从而得到更多的反馈意见。

设计部

青山 纪章

我在摄像系统开发部开发全景俯瞰映像的

产品。通过从技术和工艺流程两方面对顾客

的要求进行分析，有计划、有效率地开发软

件，做到确保高质量。在某国外OEM产品开
发中要求取得AutomotiveSPICE 3级能力
认证※，虽然同时开展产品开发和工艺流程

改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出现成效时，我

确实感觉到了自己的成长。今后，我将以更

强的进取心向前迈进。

※AutomotiveSPICE：指的是规定车载软件开发过程框架的
    行业标准的过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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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 
大家好！我是生产技术部的岡部。以前做过回路
设计业务，现在在生产技术部量产技术组工作，

工作范围从开发品评价到量产后跟进为止。我将

充分发挥自己的经验，并与大家共同配合，每天

致力于维护和提高产品质量

我的部门是信赖性保证部，工作是对试作品实

施品质确认试验。我们会设想世界上各种客户的

使用环境并实施试验，确认产品质量是否妥当。

为了将可靠、安全放心的产品送到客户手中，我

今后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从用于确认产品动作的检查设备的程序设计，到为

了检查小型化回路和零件的实际安装状态，歌乐积极引

进高精细摄像机和X射线设备。在生产线上，从日本国内
到国外都采用统一的检查管理，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个歌

乐工厂，都构建了可以保证相同品质的体制。

为世界市场所认可的

生产系统和品质管理的确立

歌乐配备有满足OEM客户要求的可靠品质保证体
制。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包括2012年4月开始投产的泰
国工厂在内，所有歌乐集团的生产公司都取得了以

ISO9001为基础的汽车行业固有的品质管理系统国际规
格ISO/TS16949认证。而且，歌乐还构建革新商品领域
（Smart Access等）的品质保证程序，在顾客服务方面
也努力强化体制，做到可以满足全球客户的要求，以“顾

客满意和确保信赖”为目标，致力于提升品质保证体制。

从汽车产业到新事业领域，

着眼于世界基准的品质保证体制

品质保证体制

模拟设计 生产体系

电波暗室

振动噪音评估装置

声场解析实验

汽车防护装置

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构建不动的信赖感，追求毫不妥协的品质
品质管理

从热带到极寒地带、从沙漠地区到湿度100%的多
雨地带，歌乐生产的车载设备在世界各种气候下和环境

中都必须发挥稳定的功能。无论是售后市场产品，还是

OEM产品，歌乐作为客户的最佳伙伴，为了持续提供可
靠的品质，而不断努力创建严格的品质评估体制。

承耐苛刻车载环境的

严格的品质评估体制

在三维CAD设计阶段，歌乐通过对照明的光解析、设备
内部的热解析、零件的强度解析、公差解析，确保万无一失的

设计品质。而且，对组装效率的研究也充分利用仿真技术，力

求提高产品质量。

试听室

 光解析
（操作按钮的照明）

 零件强度解析
（树脂零件）

生产技术部  

岡部 豊
品质保证部  

猿田 和弘

生产线（实际装机）

托盘（pallet）检查线

复合试验机（温度+振动）

尘埃试验机 冷热冲击试验机

防水试验机

跌落冲击试验机

自动重复耐久试验机

为了扩大在新兴国家特别是发展显著的中国市场的事业和确保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成本，歌

乐大力强化CXEE（福建省厦门市）的开发功能。
CXEE开发中心于2010年开始正式扩大规模，人员数量从2010年12月时的190人增加到

2013年3月时的592人，约增加了3倍。
今后，CXEE开发中心不仅要开发面向中国国内的产品，还要作为全球开发基地，开发面向

全世界的产品，因此，其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全球顾客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

技术能力和产品质量。

强化在中国的开发功能—构建全球开发基地

CXEE开发中心（福建省厦门市）

热解析（空气气流的解析）

热传导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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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歌乐是与汽车产业的历史同步走来的，

也并不为过。日本最初的汽车收音机、日本最初的

汽车立体声音响的销售等，从车载设备的黎明期开

始，歌乐就作为行业的领跑者一直引领时代潮流。

其企业姿态是，要充分理解驾驶需求并采用可靠的

技术予以响应求，更要通过丰富的创造力提出特色

产品方案。从汽车收音机开始，历经汽车AV、汽车
导航的时代，车载信息设备领域迎来了具有巨大可

能性的转换期。今天，歌乐正在从车载信息设备制

造商向“车辆信息系统供应商”进化。

1940

1960

1950

1990 2000 2005

2001

2002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1980

1990

19701940年12月／在东京都文京区白山
前町21番地设立白山无线电机株式
会社，开始制造电池式家用收音机。

注册资金 18万日元
1943年11月／与龙泽无线电机工业
（株）合并，改名为帝国电波（株）。

1970年2月／从东京和大阪证券交
易所市场第二部升入第一部。

1970年4月／在东京都涩谷区道玄
坂设置公司总部事务所。

1970年12月／公司名称改为歌乐有
限公司。

1970年12月／在马来西亚合资设立
首个海外工厂（CM）。
19 7 5年6月／创办“歌乐女生”
（Clarion Girl）大赛，Agnes Lum
成为第一代“歌乐女生”。

1976年8月／推出商务卡拉OK音响"
卡拉OK 8"和车载磁带编辑装置
"Dubbing X"。
1978年10月／在日本福岛县郡山市
设置东北事业所。

1980年11月／公司总部事务所迁至
东京都涩谷区涩谷。

1983年7月／设立法国工厂（CEF）
1983年11月／在群马县邑乐郡设立
群马事业所。／在墨西哥设立制造公

司（ELECLA）。
1987年7月／车载CD播放器
CD5000上市。
1989年10月／在菲律宾设立制造公
司（CMCP）。
1992年2月／推出日本第一代语音
提示型导航仪NAC-200。

1993年4月／在日本国内首次获得
符合SS无线调制解调器技术标准的
证明。同时，推出无线调制解调器。

19 9 5年1月／设立香港管理公司
（CHI）。
1995年3月／所有歌乐事业所取得
ISO9001认证。
1995年4月／在中国设立制造公司
（DCOE）。

1996年5月／推出支持VICS的车载
导航系统。

1997年4月／设立浜松营业所。
1997年10月／在匈牙利设立制造公
司（CHE）。
1998年1月／与美国微软公司共同开
发车载微机（Clarion AutoPC）。
1998年12月／世界首创的“Clarion 
AutoPC”正式在美国上市。

1999年8月／与日立公司合作开发
ETC（自动收费系统）。
1999年12月／向法国雪铁龙公司开
始供应OEM产品“AutoPC”。

1951年2月／开发并推出日本第一
代汽车收音机。

1958年6月／成功出口汽车收音机
到美国，奠定今天汽车音响出口的

基础。

1959年5月／汽车收音机从日产汽
车公司获得了原装产品指定。

1962年8月／上市东京证券交易所
市场第二部。

1963年10月／开发第一代车载立
体音响并于次年8月开始上市。
1967年9月／在埼玉县户田市新建
埼玉事业所。
1968年3月／推出日本第一代车载
磁带立体声音响。

1969年8月／上市大阪证券交易所
市场第二部。

2000年3月／设立歌乐销售公司。
2000年4月／日本国内5个事业所取
得ISO14001认证。
2000年12月／日立公司、歌乐、
Xanavi Infomatics共同设立合资
企业HCX公司。
2001年5月／总公司事务所迁至东
京都文京区白山。

2001年8月／歌乐启动了MEDAMA
奖学金。

2001年10月／推出支持收费道路自
动收款系统（ETC)的车载机。
2001年11月／AutoPC CADIAS
在日本东京车展上参展。

2002年3月／向美国推出卫星广播
接收器。

2002年9月／总部事务所迁至埼玉
县户田市。

2002年10月／在歌乐东北制造公司
统合歌乐自机生产部、歌乐供销管理

部，公司名称更改为歌乐M&L公司。
2002年12月／日本首创的车载微
机“AutoPC CADIAS”上市。

2003

2004

2003年2月／世界首创，后部确认
用的俯瞰摄像系统（显示从正上方

看下来的影像）供应给日产汽车。

2003年6月／HDD（硬盘驱动）搭
载AV导航系统上市。
2003年8月／开始向中国上海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供应车载CD音响。
2003年10月／推出支持日产信息服
务“Car Wings”，并搭载HDD AV
导航系统。

2 0 0 4年 2月／世界首款搭载有
Linux和JavaTM J2ME CDC的商
务车车载信息终端上市。

2004年6月／业界首款2DIN尺寸的
7英寸监视器和搭载有HDD的AV车
载导航系统上市。

2004年7月／业界首创的路面巴士
停靠站名称显示器用的FM文字多
重播放调谐器上市。

2005年1月／业界首创的可操作使
用显示器上的虚拟iPod界面，操作
iPod主机的视听中心在美国上市。

2005年3月／为保时捷日本公司的各
车型开发AV导航系统。
2005年5月／业界首款iPod兼容AV
一体型HDD导航仪在日本国内上市。
2006年6月／首次在中国和北美市场
输入车载导航仪。

2006年7月／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旅
游驾驶信息网站“Movieum”（用动
画来介绍全国观光地）开放。 
2006年12月／日立公司成为母公司。
2007年1月／Xanavi Informatics成
为全资子公司。

2007年1月／首次向丰田汽车供应车
载音响（由大发汽车公司合同制造)。
2007年4月／开始公共汽车定位ASP
服务。

2007年4月／歌乐M&L公司接管歌乐
公司的生产管理和生产技术功能，公

司名称更改为歌乐Protech制造有限
公司。

2007年7月／开发并推出商务用车载
导航仪“Solid Navi”（CQ-8000）。

2007年8月／公司总部事务所迁至
埼玉新都心，名称更改为“总部事务
所技术中心”。

2007年12月／7英寸 DVD AV中
心“VRX935VD”和6碟DVD换碟
机“V C Z 6 2 5”（美国款式）被
N A S A、国际宇宙站（ I S S :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采用。

2008年6月／高级HDD导航
“CRASVIA”系列、存储型SDD导
航“Smoonavi”系列上市。

2009年4月／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
Xanavi Infomatics公司。
20 0 9年4月／歌乐销售公司更名
为Clarion Sales & Marketing
公司。

2009年7月／首次向三菱汽车的电
动车（i-MiEV）提供SDD导航仪。
2009年10月／2009年5个机种获
得优良设计奖。

2 0 1 0年 1月／向印度的 T a t a 
Motors nano提供车载音响。
2010年4月／歌乐制造PROTECH
公司与歌乐服务公司合二为一，公司

名称更改为歌乐制造与服务公司。

2010年5月／搭载提示环保驾驶建
议、节能路线搜索等新功能的车载

导航“Smoonavi”系列 2010年机
型上市。

2010年10月／总店注册地址转到
埼玉新都心，名称更改为“总部技术
中心”。

2011年3月／开发世界首创的车载
用全数字扬声器。

2011年4月／白山分室座间事业所
集中到埼玉新都心，新开设“总部事
务所”。

2012年6月／构建面向汽车的云信
息网络服务“Smart Access”，开
始在北美的服务。

2 012年6月／对应云信息网络服
务“Smart Access”的导航系统
上市。

2 0 0 8年11月／便携式通信终端
Clarion MiND在北美上市。

1940年−  1990年 2000年−  2013年

1968年日本首创
推出车载磁带立体声音响

 1992年 日本首创
  语音提示型导航仪（地图导航
  系统）NAC-200”上市

1993年 日本首创
混合型导航系统“NAX-700”上市

 1995年 售后市场首发
  2DIN CD/车载磁带一体机
“ADX8155”上市

1996年
1DIN款CD/DSP控制,
5英寸液晶显示器TV/AM/FM接收
装置VRX8250上市

1996年
  高性能高音质CD主机
“DRX9255”上市

 2002年 日本首创
  采用Windows CE 为操作平台并搭载
“Access Navi”通信型导航系统

2004年 世界首创
世界首款搭载有Linux和JavaTM 
J2ME CDC的商务车车载信息终端
上市。

2005年 业内首创
推出可全面调控iPod®功能的1-DIN
尺寸视听中心“VRX755VD”。

1998年 世界首创
与美国微软公司合作开发车

载微机“AutoPC”，并在美国
正式推出世界首创的

“Clarion AutoPCTM”。

2008年
地面数字TV调谐器Bluetooth®内置

7英寸VGA 2DIN /DVD/
HDD AV-Navi系列“CRASVIA
(NX808)”上市

2008年
便携式通信终端“Clarion MiNDTM”

在北美上市

从车载领域的领跑者到新时代的挑战者，继续描绘新的未来
沿   革

1948年 日本首创
开发并推出车载收音机和公共汽车

PA系统。

1951年 日本首创
歌乐推出第一代原装收音机

日野雷诺“Le Parisien”

 1981年
  车载立体音响
“City Connection”上市

1963年 日本首创
开发车载立体声音响并于次年正式

推出上市

 2007年 世界首创
 商务用SDD导航仪
“Solid Navi”上市

2013

  2012年
“01DRIVE”第2弹
  便携式全数字扬声器“ZP1”上市。

  2013年
“01DRIVE”第3弹
  天花板嵌入式全数字扬声器
“ZF160”上市。

 2012年
  7英寸 VGA 2DIN地面数字TV/
  DVD/SDAV-Navi系统
“SD AV 导航仪（NX712）”上市

 2012年
“01DRIVE”第1弹
 车载用全数字导航/扬声器系统
“Z8/Z17F”上市。

2012年12月／世界首创的全数字扬
声器系统“01DRIVE”系列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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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2013 International CES
（消费者电子展）”同时参展
（美国）

 2012年
“CEATEC JAPAN 2012”参展

 （东京）

  2012年
“Istanbul Autoshow 2012”参展 
 （土耳其）

 2012年
“Bologna Motor Show”参展
（意大利）

2012年
“AMICOM 2012”参展 

（德国）

2013年
“Bangkok International 

Motorshow 2013”参展
（泰国）

 2012年
 在“Select Citywalk”展览
（印度）

2013年 　 
“Auto Shanghai 2013”参展　

（中国） 

2013年
“东京汽车沙龙2013”参展
（东京）

  2012年
  在“DLF Promenade”展览
（印度）

  2012年
  举办“Tech Show
（技术展览会）”
（总部·技术中心）

  2012年
“全国公共汽车
  事业者大会”参展
（东京）

许许多多的国家和地区，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市场趋

势⋯⋯随着歌乐的活动领域走向全球化，歌乐与客户之间

的交流也显得日益重要。企业姿态的广为人知、品牌的认

知、产品信息的提供和新技术的PR、宣传广告等的促销
宣传活动、门户网站的扩充等等，歌乐面向世界各国的利

益相关者开展的活动涉及方方面面。以“Clarion”品牌为
核心的全球化战略、重视地域性的地方化战略，歌乐将其

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与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积

极地开展交流活动。

战略性的全球化交流活动把人、企业和社会联系起来
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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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企业是由志向高远的人才汇聚在一起成立起来的。歌乐在

开展丰富多彩的全球网络时，世界各国都有活跃的职员们，他们是

代表着“Clarion”品牌的面孔。无论谁都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感
和责任感，为了与世界各国的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每天都在付诸

努力。正是每个职员的存在才有了歌乐价值再度提升和飞跃未来的

坚实基础。

我在制造部的电路

板生产线工作。刚进公司时，

对产品制造内容全然不知，现在

作为帮手，我已经掌握了电路板生

产线所有工序的操作，我的任务是跟

进生产线操作者的工作。为了生产出更

好的产品，今后我也将继续努力。

歌乐制造和服务（CMS）
后藤　里沙

我在CMS从事制造
管理工作。虽说我进公司

已经是第四年了，但每天想

着“现场管理很难”，我还是希

望我在跟进现场时，现场和周围的

前辈们能够鞭策我鼓励我。为了做到

让客户满意，今后我将继续努力加油。

歌乐制造和服务（CMS）
大仓　学

到今年为止，我进

公司已是第八年了，我的

工作是采购电气相关零部

件。现在，面对瞬息万变的中国

零件采购环节和生产计划，为了做到

在必要的时候购进必要的数量而不断努

力。工作有些忙，但也可以了解到其他公司

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岗位工作，我感到很

开心。

歌乐中国（DCOE）
张　瑜

我是陈春山 ,
2010年进入歌乐集

团(DCOE平谦F),刚进入
歌乐时是在技术部负责涂装

方面的工作,.由于13年进行树脂
成型事业.现担任树脂生产部模具技术方

面的工作.树脂事业作为歌乐集团的一项新事业,他
寄与了很多歌乐人的厚望与期盼.我们必须坚持不
懈的把这一事业做好,做强..也非常感谢各位同
仁对我们这一事业的支持。

     歌乐中国（DCOE）
陈　春山

大家好！

我是海外O E M
营业部的岡部。历经4

年的海外售后市场后，现

在从事面向海外汽车厂家的接

单活动～交货销售。虽说我经验尚浅，

每天都还在学习，但我会珍惜与当地法

人及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努力做到

可以熟练处理自己所负责的机种。

海外OEM营业部（CT）
岡部　三奈

我于2010年11月进
入歌乐公司，从事欧洲质

量保证的管理工作。通过该工

作，有机会与歌乐相关人员进行

沟通，我受益匪浅。我的目标是，为

保证满足客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做到在

歌乐集团内外构建良好关系。

歌乐法国（CEF）
朱利安·司诺利诺

大家好 !我叫艾德·卢拓，
在CCA担任OEM营业经理。办

公室在俄亥俄州郊外的都柏林街，

经营北美地区的OEM产品。我从事汽
车行业35年，进入CCA公司已有10年了。

作为CCA的一员，我感到非常自豪。歌乐被
认为是汽车行业中质量很好的优秀品牌。

We are Clarion!

歌乐美国（CCA）
艾德·卢拓

我是C X E E的周艳丽，
2004年8月入社以来，一直担

任Audio机种的软件开发。不
论是最初的市贩机种，还是现在

的OEM机种，我们始终秉着品质
第一的原则进行设计并不断创新。在

歌乐，跟与精力充沛的同僚一起工作,虽然
有时工作很忙很累，但是过得很开心。今后

我会更加努力，不断提升个人能力。

      歌乐中国（CXEE）
周　艳丽

大家好！

我是托雷斯·阿鲁巴连

伽。在CCA担任销售报告的
管理。在歌乐工作已有25年。

工作是管理东海岸地区的销售公

司和邮购大公司Amazon.com的市场
销售额和库存管理的报告。对我来说，歌乐

可以提升我的动力，在这25年里让我学到了
很多东西。

歌乐美国（CCA）
托雷斯·阿鲁巴连伽

我叫诺鲁曼·非拉。

2007年进入歌乐公司，在
CED负责产品管理和市场。

我认为，在欧洲区域，德国迎来了

十分严峻的时期。我将每天致力于提

高产品质量，扩大在欧洲市场的占有份额。

今年，为了将歌乐的战略传达给客户，我们

正在策划大型活动。We are Clarion!

歌乐德国（CED）
 诺鲁曼·非拉

我在法人营业部

解决方案推进课主要

负责与业务用导航合作的

车辆管理系统、安全驾驶支持

设备。在车辆信息系统运营商的变

革要求中，我将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满

足法人顾客的多样化需求。

歌乐营销（CSM）
小林　美范

大家好！

我是阿尼克，从事产品

出厂协调工作。2004年开始
在CHE工作。通过自己负责的

成品出厂管理，我觉得自己和很

多客户，还有歌乐集团的很多成员

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歌乐匈牙利（CHE）
      克巴奇·司奇·阿尼克

作为负责国内汽车

厂家的OEM营业人员，我
的工作是开展导航仪、音响、

摄像产品等的提案、接单活动、

既有商务的跟进等。在每天四处

奔走的同时，我切实体会到了可以与

很多人接触的自豪感。

  国内OEM营业部（CT）
渡边　新

作为市场营销人

员，我负责包括歌乐所

在地的埼玉市在内的埼
玉、东京区域内的零售店和

汽车销售店。作为离终端用户

最近的歌乐职员，我会负起责任，

为“Clarion”品牌的提升做出贡献。

歌乐营销（CSM）
   岩崎　贤治

大家好！

我是维蒙拉托·西拉番

朴恩。大家都叫我朴恩。我

于2011年进入歌乐公司。当时
工厂还很小，现在产量增加了很

多。我的工作是负责包括汇款在内的

银行业务等与银行打交道的事情。在这

里，我成长了许多。而且，我也负责跟进处理国内

外账号，工作很开心，今后，我会继续在自己的工作

上竭尽全力。我会与歌乐集团全体共同努力，对客

户做到“moves you, connects you”，并通
过我们的努力，进一步提升歌乐品牌。

歌乐泰国（CAT）
维蒙拉托·西拉番朴恩

 
我是CXEE制造

技术课的林秋霖。1998
年11月进入厦门歌乐。目前

担任同安工厂的制造技术方面的

工作，每天为工装设备的维护、生产

资料的对应及生产现场的改善而不懈努力

着。能成为歌乐的一员我感到自豪，今后也

将再接再厉与课内全员一道把工作做得更

好。厦门是个不错的地方，各位有机会不

妨来厦一游。

歌乐中国（CXEE）
林 秋霖

胸怀品牌的自豪与热情、
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歌乐职员

We are Clarion

Company Profi le 2013Company Profi le 2013 2019



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书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作为强化公司治理体制功能的一个环节，2006年起推行内
部管理体制的重新整顿。

2006年，随着公司法的施行，歌乐按照董事会决议重新制
定的“内部管理系统基本方针”，在全公司重新整顿体制，每年

实施对经营者进行考评。2007年起，作为日立集团的一员，以日
本国内外集团公司为审记对象，开展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管理

整顿工作，每年向日立制作所报告整顿情况评估报告。2008年
起，歌乐集团依照金融商品交易法（J-SOX）实施内部管理整顿
和评估，每年向金融厅提交内部管理报告书。

从以往各年度的评估结果来看，歌乐不存在内部管理上应

公开的重大缺陷。对评估过程中检查出的不完善事项迅速实施

改善，这与内部管理的质量提升密切相关。今后，继续开展此类

活动，从“根据法制要求完善内部管理”转变成“为了进一步提

高集团整体的经营质量而推行内部管理”。

● 公司治理体制图

● 内部管理的实质性提高

“提供良好的产品和服务，带给客户满足与喜悦。”

“以创意和技术创造新的价值。”

“尊重每位员工的人性能力，培养自由豁达的企业氛围。”

“致力于人、社会与自然间的和谐发展，维持良好的环境。”

“为了地区社会的发展，完成企业肩负的责任。”

“提高企业利润，实现可持续发展。”
（摘自《经营姿态》）

■ 公司治理体制
　　　● 公司治理体制⋯P22
　　　● 内部管理⋯P22

■ 企业社会责任（CSR）经营
    和合规守法体制的确立
　　　● 企业社会责任（CSR）经营⋯P23
　　　● 合规守法推进体制⋯P23
　　　● 歌乐集团行动规范⋯P23
　　　● 合规守法活动⋯P24
　　　● 合规守法咨询举报窗口⋯P24
　　　● 合规守法风险评估表⋯P24
　　　● 合规守法教育和研修⋯P25
　　　● 合规守法监查/合规守法意识调查⋯P25
　　　● 全球性的企业合规守法活动⋯P25
　　　● 风险管理体制⋯P25

■ 企业与股东、投资者
　　　● 提高股东价值⋯P26

■ 企业与客户
　　　●  确保客户满意和信任⋯P27
　　　●  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P28
　　　●  产品责任和信息安全⋯P29

■ 企业与地区社会
　　　●  社会贡献活动⋯P30

■ 企业与供应商
　　　●  公正交易⋯P31

■ 企业与职员
　　　●  雇用⋯P32
　　　●  人事待遇制度⋯P33
　　　●  人才培养⋯P33
　　　●  工作生活平衡⋯P34
　　　●  安全卫生管理⋯P34

内 容

公司治理体制

整顿内部管理的活动

公司设有由9名董事(其中2名外部董事)和4名监事（其中2
名外部监事）构成的监事董事会。公司董事会决定集团整体的经

营基本方针和重要经营旨意，并指挥和监督业务的执行。各监事

从客观的角度监视和核查董事职务执行情况，定期与董事长交

流意见，力求提高监查的实效性和效率性。还设有辅助董事会的

经营会议，经营会议由董事和理事等成员构成，对经营方向与方

针给予明确化。

内部监查部门定期对公司内各部门和集团各公司实施内部

审记，对业务活动的效率性、合法性、公司规程遵守情况等进行

核查，并向董事长报告审查结果，同时，根据需要实施评估和改

善指导。

歌乐像这样不断充实管理体制来确保经营透明性和健

全性。

歌乐重视公司治理并建立完善公司治理体制。

通过重新完善风险管理体制和内部管理等活动，不

断努力确保经营的透明性。

公司治理体制

（截至2013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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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一直专注于国内的市场营销业

务，2 0 1 3年 4月开始在企业社会责任
（CSR）推进室工作。我们要在从2003年
开展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歌乐企业伦

理的渗透。以有歌乐作风为骄傲，我希望自己

可以挺起胸膛说出公司名称，可以为“企业人

集团”的建设做出贡献。
● 环境管理/环境顾及型产品/环境保护活动/环境教育

歌乐的企业社会责任（CSR）由环境、社会和经济等3个方面构成，
通过完成各方面的课题，推进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经营。

歌乐的企业社会责任（CSR）经营

● 歌乐展开合规守法方案

● 合规守法活动的历程

● 咨询/举报状况

企业理念

合规守法方案

● 歌乐集团行动规范
● 合规守法推进体制
● 合规守法风险评估
● 教育与研修

● 咨询与举报制度
● 合规守法监查
● 意识调查
● 支援相关公司的开展

歌乐集团的活动从合规守法扩充到CSR

● 合规守法/内部管理/品质管理/
个人信息管理/信息安全/

社会贡献/雇用/人才培养/安全卫生
● 财务概况 /

股东利润分配 /合理的交易

第1章   诚实公正的事业活动
第2章   环境保护
第3章   与社会的关联
第4章   尊重人权
第5章   经营基础
第6章   行动规范的遵守机制
第7章   高层经营者的责任
第8章   关于适用性

歌乐集团行动规范

企业社会责任（CSR）推进室
丸山 基诚

社会方面 经济方面

环境方面

企业社会责任
（CSR）经营的

确立

合规守法风险评估表

歌乐把风险排查作为合规守法项目的重点开展活动。

各部门抽取与实际业务相关的法令和合规守法风险，分析

其产生的危险度和影响度，并对其分析结果及其对策/防止措施
制成“合规守法风险评估表”进行管理。每年还为降低风险而制

定计划、实施计划，并将其结果与改善活动结合起来。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歌乐于2003年度提出了“以企业理念核心的合
规守法项目为基础，确立企业伦理”的方针。歌乐在

日本国内外全体集团推广合规守法项目的同时，加强

合规守法体制，把建设诚信透明的企业作为目标。

企业社会责任（CSR）
经营和合规守法体制的
确立

今后的时代所谓的“有价值的企业”是指，通过充分理解社

会的要求和期待值，并将其穿插在事业活动中，确实履行社会责

任，并获得客户以及社会的信任，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企业。同时，

向社会表明自己应前进的方向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以此观

点出发，除了推进一直以来所开展的合规守法活动和环境保护活

动以外，为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歌乐也会准确把握社会
要求和期待值，进一步充实歌乐集团的活动。

至今为止，歌乐还通过支持未来一代、支援受灾地区等各种

活动，不断为地区社会付诸贡献。在进一步推进这些活动的同时，

歌乐将充分考虑作为企业应该怎样为社会做贡献、怎样履行其责

任、是否为社会所需要的企业，从而开展更加具体的活动。并进一

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CSR）经营质量的强化。

开展企业社会责任（CSR）经营活动
为了响应社会要求，歌乐实施合规守法活动，包括国外公司

在内，集团团结一致致力于环境保护、为地区社会做贡献等活动。

其结果是，这些活动在集团整体扎根下来，遵守法规法令的意识

得到进一步提高。但遵守法规法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仅是“遵照

法令开展事业活动”并不能说明企业履行了社会责任。歌乐把社

会对企业的要求和期待值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2003年7月成立了以社长为委员长的“合规守法委员会”，定
期对活动方针进行确认，定期对合规守法问题交流意见，推进合

规守法意识的形成。从2013年度起，国内相关公司也加入该委员
会，统一开展活动。

海外相关公司，通过

与各公司推进责任人携手

合作，让活动活跃起来，

促进信息的共享。

合规守法推进体制

合规守法委员长：社长

组织委员

委员

事务局

歌乐集团行动规范
歌乐于2011年对2003年活动开始时制定的“合规守法行动

方针”进行修改，制定了“歌乐集团行动规范”并在集团全公司推

广开来。通过这次修改，歌乐成为日立集团成员之一的这一事实

也得到明确化。

与合规守法行动准则一

样，歌乐集团行动规范也通

过网络向职员宣传告知，同

时还通过公司主页向公司外

部广泛公布。

合规守法咨询/举报窗口
2003年11月开设“合规守法咨询举报窗口”。通过咨询，把

违反合规守法事件防患于未然，通过肯定举报行动，创建无法违

反合规守法的风气。同时也可以受理匿名咨询，为了创建更方便

咨询和举报的环境，2004年11月开设了公司外部的受理窗口
（电话、传真）。而且，2006年4月，随着公益举报者保护法的施

行，运用方法和机制作为“公司内举报规程”被确定和周知。从

窗口开设到2012年度的总咨询举报数有201件（月平均1.9
件）。如图表所示，与最初的举报件数相比，咨询数居多。因此，

该窗口也发挥沟通交流的窗口作用。

导入期 2003年~ 巩固期 2004年~ 充实期 2007年~

  ● 策划制定合规守法行动指南
● 设置合规守法委员会

● 设置合规守法推进室
● 制作合规守法风险评估表

● 开始实施部门意见听取会
● 设置举报窗口

● 开始实施公司内部教育
 （管理层研修/新员工研修）

  ● 合规守法风险对策

   按照计划开始实行PDCA管理
 （以本部为单位）

  ● 开始实施合规守法意识调查
  ● 开始实施合规守法审记

  ● 扩充举报窗口
 （利用外部服务公司）

  ● 开始实施在线教育

  ● 制定合规守法基本规程
● 参与日立集团活动

● 合规守法风险对策
   根据计划更新PDCA管理程度

 （以部门为单位）
● 制定歌乐集团行动规范，

   取代合规守法行动指南
 （2011年）

  ● 策划制定行动指南（日本国内）   ● 策划制定行动指南（日本国外）   ● 开始召开相关公司联络会议（日本国内）
  ● 巡回检查国外相关公司
  ● 海外相关公司最佳实践奖表彰

  ● 策划和实施合规守法风险对策计划

总
公
司

相
关
公
司

进行说明。每年还例行召开部门意见交流会、合规守法意识调查

和合规监查。今后也将继续开展此类活动，进一步降低风险，提升

全球合规守法活动水平。

※ PDCA循环：是一种持续性地重复“制定计划（Plan），执行计划（DO）
计划，实施评估（Check），进行改善（Action）”过程的模式。

合规守法活动
2003年开始的合规守法活动，歌乐在导入时期就制定了行

动指南并建立了推进体制，同时也在日本国内外集团公司进行推

广。而且还整理法律依据和合规守法风险，以风险评估表为基

准，在各部门实行PDCA※循环，重点实施降低风险的活动。此
外，为了继续实行启发意识的活动，每年以全体管理职员为对

象，召开研修会议，列举其他公司的事例、新规章和修订法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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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前10名（2012年3月31日）● 各种语言版的歌乐集团行动规范

■ 危机管理体制的确立
为了能够及时应对火灾、大地震、自然灾害等企业所面临的

多种多样的风险，歌乐制定了“危机管理手册”。而且还设置了

横贯组织和集团的“危机管理委员会”，确立了危机管理体制。

在定期召开的危机管理委员会上对风险对策进行研究讨论，并

将其决定事项在全公司内展开推行。

歌乐认为，“及时准确地向股东和投资者公示歌

乐事业活动状况和财务内容等经营情况，同时，明确

传达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针”是非常重要的。歌

乐通过公司首页和“股东通信”准确地公示信息。

企业与股东、投资者

提升股东价值
歌乐迎来了进入日立集团的第7年。通过进一步推进营业、

技术、采购等领域的融合，让企业变革成“有价值的企业”。同

时，以车载设备专业制造商至今为止培养起来的信任和实绩为

基础，努力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实现进一步的飞跃，提高股东价

值。

为了向股东、投资者传递企业愿景和事业战略，歌乐确定了

信息公示政策。这项政策一直是站在股东和投资者的立场上，迅

速、正确和公平地透露信息，同时，遵守法令及交易所相关规

则，以真诚的态度公正地提供公司信息。

通过公示委员会的设置等，按照该公示政策公正及时准确

地公示信息。 

● 股东状况（截止2013年3月31日）
　可发行股份总数：450,000,000股
　本期末已发行股份总数：282,744,185股
　股东总数：17,047名
　人均持有股份数：16,586股

● 持有者分布状况（截至2013年3月31日）

● 持有股份数分布状况（截至2013年3月31日）

（注） 1.除上述以外，库存股份810,521股
2.持股比率是在扣除库存股份后进行计算的。
3.信托银行各公司的持有股份中含有信托业务相关的股份数。

股东通信 IR说明会

■ 及时公开信息
股东通信是用来向股东们告知公司经营状况、企业活动和

实际业绩等情况的手册，每年刊发2次，分别于6月份和1月份发
行。该手册精心编排内容，尽量做到让股东更方便阅读和理解。

在公司首页的IR库上适当地为股东、投资者登载和更新公司决
算等信息。关于IR活动，如果股东和投资者提出咨询，我们将会
努力做到迅速回应。

为了将歌乐集团的经营状况反映在合并财务

报表上，掌握和理解日本及当地法人所在国

家的会计基准等信息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引

进“IFRS（国际财务报告基准）”，我将目光
瞄准国内外，努力开展每天的业务。

会计部　

梅津 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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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守法教育与研修
合规守法教育按级别在全公司内持续进行。实施新职员合规

守法方案教育以及管理层课题集合研修。2012年，以环境规章
制度和环境活动、风险管理、出口贸易管理等课题为中心实施教

育。该研修内容以Cascade（阶梯状）方式对各部门的一般职员
实施教育培训。而且，2 0 0 4年以管理层为对象开始了
e-learning（在线教育）。目前对一般职员也实施同样的研修教
育，努力向全体职员渗透合规守法项目。还使用案例手册和视频

等，在提高合规守法意识上做出努力。

管理层研修会

合规守法监查/合规守法意识调查
为了确认规格标准遵守情况和合规守法问题发生情况，从

2004年开始实行“合规守法监查”。以所有的各个本部为对象，
对部门活动、法令遵守情况、信息安全和降低风险计划的进度

状况实施确认并提供必要的改善指导。此外，作为监视的一个环

节，定期对全体职员展开“合规守法意识调查”并公布结果。

● 合规守法意识调查
  〔2012年9月实施  以全体职员为对象  回答率86.4%〕

全球范围的合规守法活动
合规守法方案向集团全体推广开来，目前，导入合规守法方

案的相关公司日本国内2家，国外16家。
各个公司都以总公司的集团行动规范为准，制定各自的行

动规范。在日本国外，不仅制作成英语版，还制作成中文版、马来

西亚语等8种版本。在纳入公司的规章制度的同时，实施彻底的
教育。此外，还和本部一样推进合规守法方案的核心“风险排

查”及其对策计划的实施。

风险管理体制
为了对企业的各种风险进行正确管理并采取对策，维护和

提升企业价值，而制定并运用“风险管理规程”。风险管理体制

由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全体经营的风险采取对策，其下设有的危

机管理委员会、合规守法委员会、开示委员会、信息安全委员会、

贸易管理委员会、环境委员会及品质会议等组织对各自领域进

行处理。而且，这些活动由内部监查组定期监查，实行PDCA循
环，与持续改善联系起来。

■ 沟通交流
定期与日本国内相关公司召开联络会议，确认活动计划和

实施状况，同时共同分享活动课题。还通过召开意见听取会和实

施合规守法审记，提高活动水平。

通过在日本国外相关公司各据点召开意见听取会，据点定期

提交报告及其活动跟进，促进活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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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客户满意与信任
■ 品质方针

歌乐提出的企业愿景是“要通过独特的创想和技术，把移动

空间中的声音与信息通信的联系推向新的领域。要向世界各地

的客户提供放心、安全、舒适、感动。我们的目标是一直领跑在

行业前列，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发展未来”。

为了实现这一愿景，要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让组织内

部人员都了解满足客户需求的重要性，并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

于此，歌乐将品质基本方针规定为“确保客户满意与信任”，并

遵照该方针推进活动，力求提高本公司的社会存在价值。

赢得客户对企业的信任并不是一朝一夕即可促成的。而好

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却很容易因为区区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就

此丧失。为此，歌乐要做到每件产品都能够让客户满意，积累客

户的满意度，建立起“下次也用歌乐”的信任感，并把这种信任

感作为职员的骄傲，把品质作为重要的经营指标而付诸努力。

■ 品质保证体制的构建
无论歌乐品牌产品，还是OEM产品都备有确实的品质保证

体系，满足客户需求。作为其中一个环节，包括2012年4月投产
的泰国工厂在内的歌乐集团的所有生产公司都取得了以

ISO9 0 0 01为基础的汽车行业特定的品质管理系统 ISO/
TS16949认证。

另外，构建了对应汽车安全规格ISO26262的体制。在向客
户提供安心、安全、舒适的技术的同时，为确保客户的满足和信

赖，努力完善品质保证体制。

■  变革商品领域（网络服务事业/视认系统等）
品质保证程序的强化

2012年夏天开始了“Smart Access”的服务。为把急速扩
大增加的多彩多样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与车载机器融合，以及

为客户提供各种信息，正在构建异同于过去的以硬件商品为中心

的品质保证体系。

我进入公司已是第23个年头了。今年4月从中
国DCOE派驻地回到总公司。我们部门是确
保歌乐所有产品质量的部门。我们的工作内

容是对从供货、市场投诉问题的现场确认到

分析不良、处理顾客报告等各种业务的超人

集团。以行业No.1的品质保证、客户满意度
为目标，天天努力。加油！

客户品质情报部

嶋田　稔

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

在提升技术开发与产品品质的提升的同时，为了提高客户满

意度，歌乐还着力充实“客户与企业的交流线”，把握市场需求，

通过“向公司内相关部门有效反馈意见”努力“提升商品和服

务”。

■ 充实客户与企业交流
企业与客户交流线的核心是支援客户。客户咨询室提供日本

全国包括手机在内的免费电话服务(2012年度：约5.3万件)。另
外，在免费电话服务时间外，也可以通过公司主页用电子邮件咨

询。对于咨询次数多的问题，还会编入“关于产品的Q&A”中。访
问主页的客户也很多（2012年：1,100万件以上）。在对象产品分
类中，关于导航仪的咨询超过约80%，原本应该向汽车制造商咨
询的有关前装产品的咨询也在增加。

今后，随着“Smart Access”和CV（商务汽车）相应的商
品、摄像商品事业的加强，顾客咨询室也会继续强化支持体制。

结合品质管理体制，加强与客户之间的沟通交

流。这是因为客户是CS（客户满意度）活动的原点。
歌乐把客户的意见作为重要信息反馈到公司内部，并

加以灵活应用。与客户同行，赢得客户的坚实信任和

满意，这是歌乐的目标所在。

企业与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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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需求，强化公司内反馈体制
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客户提出的咨询、意见和要求，努力做到

迅速、准确地回答。把客户的声音汇集在每月发行一次的“客户

报告书”中；在每月召开一次的“CS（客户满意）会议”上讨论产
品功能及销售/修理/服务体制改善，并予以实施。

近来，关于导航仪的咨询占咨询量的大半。对导航地图上的

设施信息和到达目的地的路线介绍提出的咨询和修改要求很多，

这些信息都通过专门票单进行管理，并反馈给地图数据公司。内

容经详查后，则在下一年度反映出来。

2006年开始，集团全体公司可通过网络阅览客户的声音及
其相应措施，做到信息共享。

基于客户的意见实施的改善事例有：HDD导航界面上的
OFF/时间扩大显示；操作音的开/关；记载新道路/市町村合并状
况的主页（地图更新时用作参考）；在主页记载每个产品的地波

数字电视调谐器连接方法，产品目录/使用说明书的显示和表现
方法的改进等。

导航界面

主页登载界面

HDD导航大画面时间显示

主页登载地图数据库更新内容

Topics 
为了创造光明繁荣的未来

NX613
兼容“Smart Access”

什么是用户所喜欢的产品和服务？

研究讨论本公司在未来世界市场及业务领域中的形象，以声音、

信息和人之间更美好的联系为主题，不同年代的和不同观点的研究人

员进行热烈讨论。

修理 13.7

连接/安装 15.6%
购入咨询 14.1%

其他 13.9% 规格/功能 23.1%

操作方法 19.6%

● 电话咨询内容明细 ● 客户反馈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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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

海  外

在客户咨询室，我每天都受理各种各样的

咨询。现在引进了搜索系统（CTI），可以
立即搜索从过去到现在的各种商品信息，

我们力求构建可以准确迅速回复咨询的体

制，不断提高顾客满意度。作为该系统的

SE，我会努力做好管理、运用和改善工
作。

客户咨询室

河野　太郎

歌乐集团以成为优秀的企业市民为目标，在世界

各地举办各种地区社会支援活动。通过在各国开展

贡献地区社会的活动和支援自然灾害受灾区等多种

活动，积极地为地区发展做贡献。

企业与地区社会

社会贡献活动
歌乐集团把地区社会贡献活动、自然灾害时对灾区的支援

活动、与地区的交流活动等放在重点位置，以各事业所为主体开

展社会贡献活动。

■ 歌乐匈牙利（CHE）康复设施、学校等多方面志愿活动
2012年9月、10月，把假肢安装支援站、教会附属小学的围

栏修缮、涂装、修建花坛、整理

庭院等作为CHE的正式活动给
予实施。

■  歌乐墨西哥（ELECLA）3年前开始的在墨西哥
Vaquerias 地区的植树活动

2012年全年共植树3300株，今后每月将进行浇水等定期维护。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产品责任与信息安全
■ 产品责任

歌乐不仅认识销售产品的特性，注意产品安全性，同时还充

分理解产品安全相关法律和安全基准（制造物责任法、消费生活

用品安全法、道路运输车辆保安基准等），并严格遵守这些法律

基准，通过评估产品的安全性，维护和提高质量水平，致力于提

供可以让客户满意和安心使用的产品。

近年来，导航仪盗窃事件急速增多，警察发出的关于产品

自身配备“密码”的咨询、被盗/盗窃物品没收相关的咨询也在
增加。

为应对这种状况，歌乐于2006年投入可以对被盗申报和用
户注册数据、修理数据、地图更新数据进行自动核对的“被盗物

品确认系统”，实施迅速准确的核对工作。

在配合警察搜索方面，对参与犯罪的车辆上装载的导航仪

上所记录的轨迹解析等全年达到50件以上。其中也有的被用作
重大事件的证据。

● 被盗物品确认系统

■ 个人信息管理
已购买商品的客户所提供的信息可以为售后服务和产品开

发提供帮助。关于个人信息的操作处理，我们制定了个人信息保

护方针并在主页上公开。并且，制定了个人信息管理条例，遵照

条例妥善地管理和运用。

具体做法是，设置个人信息保护总责任人，其下在各部门设

置个人信息管理责任人进行管理。并定期对管理情况实施监查，

召开意见听取会，彻底落实安全管理。此外，还定期对员工实施

教育，加深包括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内的守法意识。

■ 信息安全
为了避免因信息泄露和软件的不正当使用造成的企业丧失

信任，避免因不正当的访问造成系统瘫痪等风险的产生，特别制

定信息安全政策，对信息资产实施保护。具体做法是，实施对服

务器室等区域的出入限制和对使用软件的监视。

在信息资产的访问方面，通过密码等认证系统实施保护，采

取数据加密等技术性措施。

另外，还通过信息资产风险分析和e-learning（在线教育）
在全公司内实施教育，提高职员的安全意识。与此同时，每年实

施信息安全监查，每月对对外开放的服务器实施脆弱性检查，早

期把握问题点并进行改善。还与日立集团共享这些内容，共同采

取对策。

■ 参加郡山采女节“舞流”
2012年8月，以歌乐制造和服务（CMS）为代表的50名歌

乐职员作为郡山日立集团会的成员，参加了为激活区域社会、以

福岛县郡山站前为会场而召开的采女节的主要活动“舞流”。

■ 参加日本埼玉市马拉松志愿者活动
2013年3月25日由埼玉市主办的“埼玉市马拉松大会”拉

开帷幕。作为贡献地区社会和提升品牌价值活动的一个环节，歌

乐参与赞助本次大会。在大会前日，歌乐集团职员及其家属约

120人作为志愿者参加了大会的举办准备工作。

■ 荒川清洁支援活动
2012年6月24日参加了由童子军东京联盟主办的荒川清洁

支援活动。该活动通过清

捡河岸处的垃圾，同时思考

江河水质、自然恢复等问

题，还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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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日本在内，歌乐还在全球规模内加强与供应

商在事业战略、技术战略、市场战略上的团队合作关

系。通过公开公平的交易，提高竞争力，从而实现真正

的双赢关系。近年来，歌乐还与供应商携手制定了

“绿色采购指导方针”，推行关心环境的采购活动。

企业与供应商

采购开发部

柴田　阳平

在采购方针说明会上获得表彰的供应商(日本)

*VEC（Value Engineering for Customers）活动：日立集团开展的VE活动。
VE指的是，对成本和性能相关的各种要素进行分析，以最低的成本提供具备客户要求的
功能的产品。

※以下是歌乐公司的各种制度。

■ 采购交易说明会
在推进顾及企业社会责任的采购活动中，与供应商的合作

是必不可缺的。歌乐每年召开采购方针说明会，除了对采购方针

进行说明以外，还邀请供应商配合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和关心环

境相关的活动。2012年3月在日本和中国召开的说明会，共有
308家公司（日本163家、中国145家）出席了会议。针对采购活
动，已制定出“绿色采购方针”并与供应商共同开展关心环境的

活动。并且在成为日立集团的一员后，在推行企业社会责任之

际，歌乐也向供应商传达“日立集团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攻关方
针”。此外，还定期与日立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会合，实现信息共

享。

■ 供应商年度表彰制度
每年实施供应商表彰制度，促进供应商开展改善活动，以提

高竞争力；促进采购商开展提案活动，以应对高附加价值产品。

该制度表彰的是在全年的Q（品质）、C（成本）、D（交货期）、
VEC*活动中成绩特别优秀的供应商。2012年度表彰了7家日本
公司和5家中国公司。今后也将通过此类活动，加强与供应商之
间的合作。

■ 关于与供应商的公平交易的教育
为了遵守法律条令和推行公平公正的交易活动，采购人员

定期参加关于防止分包工厂拖延付款等相关的外部研修活

动。2012年度有2名职员参加了外部研修。定期实施部门内教
育，致力提高CSR意识。

今后也将积极应用外部研修和e-learning（在线教育）开
展关于采购活动相关法律教育和采购实务业务能力的教育，努

力提高每个人的能力水平。

● 无差别的全方位型
● 以人为本
● 透明的过程

各种价值观的融合

基本方针

雇用

■ 招募人才与多种价值观的尊重
歌乐寻求的是“有强烈自律（立）心的人=可以独立思考，积

极进取，有好奇心，擅长学习的人”。在录用人才时，重视目标人

才，以人才为本位进行选拔。在选拔过程中，通过面试对全体应

聘人员进行评估，审查沟通能力和特别的构思能力。评估内容全

部反馈给内定人员，确保选拔过程的透明性。

■ 残疾人雇用的促进
歌乐努力扩大残疾人雇用。2013年度，残疾人雇用率达

2.1%，超过了法定雇用率（2.0%）。

■ 雇用机会均等法的贯彻
推进改革，通过对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中的性骚扰之类的

相关法令要点实施研修等，给予启发，推进人才录用的多样性发

展，让各种属性各种价值观的人才和有想法的人才能够大展身

手。

职员中女性比率占12%，虽说比较低，但2013年度新毕业
学生中女性录用比率已达到27.3%。根据基本方针，在人才录用
中没有男女之差。

女性活跃的职场越来越多地向设计、采购、营业等各种职务

种类扩展。

■ 雇用基本方针
歌乐致力于确保和培养具有各种价值观的人才。而且，正

如“歌乐集团行动规范”所提倡，歌乐十分尊重各自的人权和人

性。

● 新毕业生男女录用比率

歌乐以人为本，重视录用有强烈自律（立）心的人

才。运用可以调动每个职员积极性的人事待遇制度，

同时还通过培养具有全球化思维和突破性思维的人

才，提高职员的丰富个性和挑战精神。

企业与职员

<前辈：崔>
我至今还记得，小高刚被分配到生产企划这个她

自己不怎么熟悉的部门时脸上带着些许困惑。但

她现在态度很积极，性格很开朗，扎实稳固地学习

和吸收生产知识和技术。期待她今后能够在这些

知识和技术上加入外国人特有的全球化观点，积

极付诸行动。

<学徒：高>
同样是外国国籍的小崔作为我的前辈，不仅在工

作上，还在各种事情上，他都很热心地指导我，为

我打消了被分配后的诸多不安。今后，我会努力奋

斗，追赶前辈，争取能够成为全球化人才，开拓更

多的领域。

 生产企划部
崔　祯午

生产企划部 
高　洋

公正交易
■ 采购方针

在与供应商的交易活动中，歌乐以良知和诚信为原则接物待

人。以公开公平的态度开展交易活动。而且还积极采用日本国内

外的新供应商，为集团在6个国家的7家生产公司，开展全球性
采购活动。在供应商的选择上，不仅考虑产品质量和技术开发能

力，还着眼于其对顾及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

重视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流，同时共享事业战略，努力构建可

以提高彼此竞争力的合作关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采购方针
♦ 构建最适地采购体制
♦  强化采购开发机能
♦  改善调配体系
♦  扩大间接用材的采购范围

    目标
 通过推进全球性采购和调配活动，提高对整体经营
的贡献度

    策略
1.推进全球化采购政策 
2.推行绿色采购
3.降低开发阶段的总成本
4.提高零部件质量
5.推进企业社会责任
6.推进采购保全策略

我的工作是负责选定用于本公司产品的新零

部件，在满足设计部门和QCD要求的条件
下，选择决定最合适的零部件。为能提供客

户满足的产品，我会重视与零部件供应商的

合作关系，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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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 自我实现的确立
● 自由豁达的风气酿造
● 自律（立）型人才的培养

结合职务、职责及其
发挥的能力分别待遇

基本方针

人事待遇制度
■ 人事待遇基本方针

歌乐在企业理念中提倡“尊重人性和能力，创建自由豁达的

风气”。为了让每个职员带着自律（立）意识，在职场中努力进

取，歌乐根据该理念制定了根据职务职责及其发挥的能力进行

考核的人事待遇制度。

系统使用

人数

教育课程

登记总数

全年听课总人数

（总计）

人均

听课件数

人均全年

教育时间

1,527人 821 课程 11,218人 7.5件 16小时

目的 教育课程示例

商务技巧
研修

管理技巧
研修

掌握职务要求的
业务知识与技巧

分级管理研修

做人技巧
研修

掌握职务要求的
交流能力

领导技能、教练技能、
建导（ Facilitation）技能、
演讲演说技巧等的研修

全公司通用知识研修
掌握与职务无关的
通用必要技能

规则 /步骤 /守法、
系统与工具、成本原价、
顾客意向、安全卫生健康、
企业社会责任（CSR）等的研修

核心技术研修
全公司需重点
强化的技能学习

全球化研修

专业技术研修
各职务要求的专业
能力掌握与提升

新技术新事业相关的研修

▶挑战新事物。
▶有强大的团结力（团队合作）。
▶个人专业技术水平高。
▶注重客户和社会贡献。
▶具备全球化观点和意识。
▶每个人都通过工作不断成长。

人才培养

而且，本公司在日本首次引进导师制度，从新职员阶段开始

就热心给予照顾和培养。

※全球化人才

具备在国外就职和全球化业务中可以顺利完成业务所需的沟通能力、领导能力、交涉能力、

异文化理解能力等实际业务经验，无论在全球经济的哪种层面都可以做出成果的人才。

※ 导师制度
该制度为1个新职员（学徒）安排所属部门的1名老职员作为导师，促进新职员早日实现自律
（立），支持公司人脉网的构建。

※教育管理体系全年使用情况（2012/4～2013/3)

■ 人才培养的基本方针
为了应对世界的急剧变化，歌乐致力于专业集团的培养。而

且还给全球化人才※作出定义，不断录用并培养可以在全球发挥

能力的人才，将个人与组织的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

■ 教育体系
歌乐为了实现“目标人才形象”，而设置有如下教育体系。

■ 人才培养支援
在人事管理的IT系统内，除了公司举办的集合教育外，自主

学习的个人学习信息也会登记在系统内进行管理，应用于人才

培养。

基本方针

 “守护安全与健康最为优先”

安全卫生管理

设置安全卫生委员会，努力建设安全卫生的职场环境，同时

充分理解并遵守业务上的安全卫生相关法令条文等。

心理健康研修

■ 安全卫生委员会
安全卫生委员会每月定期召开会议，根据基本方针就安全

卫生相关课题进行研究讨论。

■ 劳动灾害的防止
把确保职员安全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同时，为了履行企业的

社会责任，以发生0件重大灾害为目标研究安全对策。2012年度
没有发生重大灾害。

■ 身心健康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习惯病的风险也在增高。歌乐认

为，只有职员身心健康，才能提高企业的活力。

1.身体健康
为了尽早发现职员的疾病，发病风险较高的35岁以上的职

员可以在医疗机构接受可当日往返的综合体检，获取更高精度的

诊察结果。诊察结果由产业医师和保健师进行确认，并向诊察结

果有异常的人实施保健指导。

我利用公司的工作时间短缩制度，在育儿期

间负责开发日程的管理、担任语言讲师等

等，工作非常充实。虽说我也曾因孩子生病

突然请假，但得到职场的支持。我在育儿和

工作上都非常努力。

开发管理部

曹　玉鸣

目标人才形象

2.心理健康
为促进心理健康，公司设有“电话咨询”“面对面咨询”体

制。“面对面咨询”由产业医师、保健师、精神保健指定医生、产

业保健心理健康协调员对个人实施保健护理。而且，为了让职员

了解心理健康对策的重要性，了解症状不佳者的应对方法，公司

每年还实施“心理健康研修”。2012年度有390人参加研修，了
解精神保健、自我保健的重要性，并通过事例对必要的知识和处

理方法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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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研修机关组织的内部环境监查员研修

内 容

● 环境管理
　　　● 环保方针 ⋯ P36
　　　● 环保推进体制 ⋯ P36
　　　● 关于教育/训练 ⋯ P36
　　　● 环保相关法规制度等的遵守情况 ⋯ P36

● 考虑环保的产品
　　　● 对符合环保产品的攻关活动 ⋯ P39

● 目标与实际成绩
　　　● 活动与实际成绩 ⋯ P40

● 事业活动与环境负荷
　　　● 物质流 ⋯ P41

● 环境会计
　　　● 2012年度的统计结果 ⋯ P42

● 环保活动
　　　● 生态系的保全 ⋯ P37
　　　● 防止地球变暖 ⋯ P37
　　　● 资源的循环利用 ⋯ P38
　　　● 化学物质管理活动 ⋯ P38

歌乐为了进一步强化环保攻关活动，于2008年3月修订了
环保方针。根据该环保方针，歌乐集团把“资源的循环利用”、

“防止气候变暖”、“生态系统的保全”作为三大支柱推进环境

保全活动，旨在提供能够为构建可持续社会做出贡献的产品和

服务。

环保方针

歌乐为了人和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有效利用

地球有限的资源等，旨在推进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企

业活动。今后，也将基于企业理念，继续推进技术方

面、经济方面、人才方面等集成的环境保护活动。

环境管理

歌乐为了推进环保活动，于2000年取得了ISO14001的认
证。截止2 0 0 8年3月底，海外相关公司的7个据点完成了
ISO14001的认证。诸如此类，歌乐努力构建环境管理体系，致
力于建立健全集团统一的环境推进体制。歌乐还以环境委员会

为中心推进活动，日本国内各个据点为了把握环境管理体系的

合理实施和维护情况，每年由外部认证机关实施1次定期审查，
每年实施2次内部审查。

环保推进体制

歌乐为了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以全体职员为对象，系统地实

施教育。

● 环境一般教育
由环境管理部门对全公司的部门领导实施教育。其部门领导

组织包括日本国内相关公司在内的全体职员实施1年1次以上
的教育活动。2007年起也开始实施e-learning（在线教育），
2012年度的参加率达到99%。

● 按级别教育
由人事环境管理部门主办，从部门领导到新职员，分级别实

施环境管理系统教育。

● 内部环境监查员教育
实施由外部研修机构组织的内部监查员研修和由公司内主任

内部监查员组织的内部监查员研修。

● 对指定业务从事者的专业教育
把法制规定上的有资格者、与环境影响显著的相关业务从事

者定义为“指定业务从事者”，实施与各自职务相应的专业教

育。为迅速应对紧急事态，还定期实施模拟训练。

关于教育与训练

歌乐将环保相关的主要法规制度和客户提出的要求事项等

输入数据库里，在全公司推行共享。每个月对其遵守情况进行确

认，并由环保委员会在全公司内实施评估和确认。而且，推进部

门还排查日常运用中与法律条令规定的基准值偏离的项目、与环

保相关的事故、投诉、风险，按照自主基准进行管理。

环保相关法制规定的遵守情况

ENVIRONMENTAL REPORT

环保报告书

歌乐集团将环保活动作为经营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在车载系统为主体的

设计、制造及销售的事业活动中，推行降低环境负荷的全球化生产活动，

通过以下活动实现可持续社会的发展。

环保方针

1） 对本公司产品和服务引起的环境影响实施评估，设定环保目的和目标，并加以实施。
同时，每年还重新评估更新目标，持续改善给环境带来的负荷。

2)  减少产品中的有害物质、节省资源、降低耗能等，推进环保型产品和服务的提供。

3）推进节省能源，为防止地球变暖而努力。 

4）推进废弃物的减少和再循环利用，努力实现循环型社会。

5）致力于事业所的绿化和周围景观的改善，注意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生态系的影响。

6）积极预防因事业所的排水、油类和有害物质的泄漏造成环境污染。

7）遵守环保相关法规制度和公司同意的其他要求事项及自主基准等。

8）让全体职员周知环保方针，通过教育与训练，启发和提高环境保护相关的知识。

9）该环保方针在向公司外部公布的同时还积极公开信息，开展交流活动。

改订 2008年3月11日

2012年度ISO14001外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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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苗代湖舟津浜清扫活动

墨西哥植树活动

空调由燃料式冷温水发生方式变更

为多功能热泵空调

引进LED照明

泰国红树林植树活动

猪苗代湖天神漂浮水草回收活动

■ Clarion ECO Garden 的建设
对福岛据点的部分地区实施绿化，整顿生活环境“Clarion 

ECO Garden”。这作为生物多
样性保全策略发挥着重要作用。

■ 歌乐法国（CEF）保护蜜蜂活动
为了让CEF的成员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公司正在挑战养

蜂。法国也因为农药等的影响，蜜蜂越来越少。为了理解这种状

况，保护蜜蜂，去年8名志愿者设置了蜂窝箱。前些日子已收获了
蜂蜜。今年又增加了32名
伙伴，所以计划再增加4
个蜂窝箱。

■ 海外植树活动。
作为生态保护的环节之一，歌乐也积极致力于海外植树

活动。

■ 参加福岛县猪苗代湖志愿者活动
作为环保制造部会的环境协作活动，歌乐于2012年6月23

日（周六）参加猪苗代湖舟津浜清扫活动，10月13日（周六）参
加猪苗代湖天神漂浮水草的回收活动。志愿者活动对造成猪苗

代湖的水质恶化的水草进行清除并实施清扫垃圾活动。歌乐积

极地推进猪代湖水质改善和生态系保全活动。

生态系统的保全

歌乐通过减少废弃物活动、化学物质管理活动、

生态系的保全活动、防止地球气候变暖活动等各种

各样的环保活动，致力于减少事业活动给环境带来

的负荷，履行社会成员的责任。

环保活动

作为防止地球气候变暖的攻关活动，歌乐在全公司的节能

活动中，特别推进减少用电量和燃料使用量，力求减少CO2排放

量。此外，还在积极致力于重视环境的高效运输的同时，研究探

讨减少产品中CO2的排放量，为防止地球气候变暖做贡献。

防止地球温暖化

■ 绿墙活动的实施
在2012年度，歌乐继续开展“绿墙”活动。企业社会责任

（CSR）推进室环境部给有意向者分发苦瓜和喇叭花的种子，
在各个家庭种植“绿墙”，推进节电活

动。而且，为提高节电意识，推行使用

歌乐液晶温度计。

■ 歌乐制造和服务（CMS）引进节能设备
CMS去年对办公楼实施耐震施工时，引进了多功能热泵空

调和LED照明等节能设备。以往的空调是以煤油为燃料，通过吸
收式冷温水发生器运行的，CO2排放量大，环境负荷很大。本次

引进多功能热泵空调，力求降低环境负荷。引进这些设备，预计

每年CO2排放量可以减少64吨。

● CO2排放量(全能源）※使用去年电力CO2排放系数的计算

※ 使用日本通用株式会社的ECO2 
AWB筹集CO2信贷和向日本政府

还款账户转移或返还。

■ CO2排放信贷（排放权）的使用

通过使用有CO2信贷的国际航空运输服务，开展关心环

境的全新攻关活动。结合国际航空运输服务的使用，根据京

都机制筹集CO2信贷，转移/返还到日本政府还款账户。
根据CO 2信贷的筹集情况，为筹资地的项目“印度卡纳

塔克州的社会基础设施”间接地做出贡献。

类型：京都机制信贷/CER
项目：印度卡纳塔克州风力发电项目

[NSL27.65MW]Wind Power Project in 
Karnataka, INDIA
联合国CDM理事会 登记编号：0998

为了实现循环型社会，歌乐致力于减少事业活动中产生的废

弃物排放总量，此外，还推进开展循环利用活动。本公司自2011
年起把零排放定义改为“据点排放的废弃物99.5%以上循环利
用，最终处理量不高于0.5%”，开展攻关活动。此外，还通过
改善制造过程和分解排放物，从而降低非法处理的风险，推进

物质材料的循环利用。

通过巡查废弃物分类状况，推进教育与启发活动，扩大有价

物质等，2012年度，排放物99.9%实现了循环再利用。歌乐将
推进更加高度的循环再利用，推进产品再资源化的技术，致力于

进一步降低环境负荷。

资源的循环再利用

● 废弃物排放量与循环利用量

为了降低环境污染风险和遵守法制规定，歌乐通过教育与

启发活动贯彻化学物质管理。而且，歌乐还尽可能降低生产时使

用的化学物质排放量，并积极推进低环境负荷化学物质的切换。

目前围绕用量大排放多的焊锡、废油、VOC（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对象物质为中心推进管理活动。

化学物质管理活动

■ PRTR法对象化学物质的管理
对于PRTR（化学物质排放把握管理促进法）报告义务以外

的少量的化学物质，歌乐也运用系统把握其使用量和排放

量。2012年度，歌乐日本国内事业所全体的PRTR法对象化学
物质总使用量为703kg，使用量不在报告义务以内，因此没有成
为需呈报的对象。对于PRTR法对象以外的化学物质，歌乐也对
其使用量和排放量进行管理，致力于减少使用量和排放量。

ENVIRONMENTAL REPORT

■ 削减CO2排放量的活动

日立集团提出了在2015年度减少能源使用量原单位15% 
（同比2005年度）的目标并开展相关活动。如果将歌乐集团
2012年度使用的全部能源换算成CO2排放量，可以得出CO2排

放量是8021吨。2012年度，由于受原子发电站运行停止的影
响，电力CO2排放系数大幅增加。按去年的排放系数计算，CO2

的排放量为5，788吨。

压缩机

经热回收装置
冷却后的
气体混合物

压缩机因热气
排放变成高温的
气体混合物

热回收装置
（热交换）

热交换器温水供给

热水贮存箱

热水供给

自来水补给 热水循环泵

为职员

淋浴供应热水
热水循环泵

■ 歌乐中国（DCOE）开展减少CO2排放量活动

DCOE利用制造工序中使用的压缩机所产生的余热，向职
工宿舍供应热水，从而实现节省能源的目标。通过该项改善活

动，达到每年降低耗

电120MWh、减少轻
油44kL，为每年减少
205吨CO2排放量做

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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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乐从环保的观点出发，努力扩大符合环保的产

品范围。为了对产品的材料、零部件、制造工艺、物流

乃至客户使用阶段、报废与再循环利用为止的整个产

品生命周期实施评估，歌乐从产品开发阶段开始实施

自主规定的环保评估，并根据其结果标示环保标志。

考虑环保的产品 ■ 开发适合环保的产品
歌乐从开发阶段开始，按照自主评价基准的8个设计评估项

目实施环保评估。通过致力于覆盖产品生命周期的环保影响评

估的LCA（生命周期评估），力求开发低环境负荷的产品。
而且，为了响应欧洲REACH规则等日本国内外法规制度和

汽车制造商的要求，歌乐在采购原材料阶段推进绿色采购等，从

开发阶段开始就排除限制物质，促进环保顾及型材料和零部件

的使用。

符合环保的产品攻关活动

产品生命周期整体的环保影响评估

绿色采购

•绿色采购指导方针 
•化学物质管理指导方针 

采  购

报  废

生  产

物流与销售策划与设计

客户使用

再利用与再循环

环保评估
符合
环保的
产品

① 减量化
② 长寿命化
③ 再资源化
④ 分解容易化

⑤ 环保性
⑥ 节能性
⑦ 信息提供
⑧ 包装材料的
     评估

开  发

AV导航仪NX712

车载用全数字扬声器Z17F

全数字扬声器AV导航系统Z8/Z17F

便携式全数字扬声器ZP1

■ 歌乐环保标志的标示
歌乐为了促进提供考虑环保型产品，实施减量化、长寿命

化、再资源化、分解容易化、环保性、节能性、信息提供、包装材

料的评估等8项环境评估。特别是对满足本公司独自基准要求的
售后市场产品被认定为考虑环保型产品，标示环保标志。

● 标示环保标志的产品事例

■ 节能扬声器的上市
歌乐已经开始销售世界首创的全数字扬声器系统

“01DRIVE”。该系统可以高效率应用数据源，从而将驱动电压
减为原来的一半以下，耗电量控制在原来的约1/8，实现了绝对省
电功能。通过该技术，不仅可以为汽油发动机车，也可以为混合

动力车和电动车、怠速停止的汽车等追求省电的环保汽车提供

最适合的高音质汽车音响系统。

而且，便携式全数字扬声器ZP1的背面搭载有太阳能电池
板，因此，可以用太阳光充电，也可以在没有电源的紧急时刻进

行使用。

■ 绿色采购的推进
歌乐正在推进绿色采购活动。通过该活动，积极地降低产

品生命周期全阶段中的环保负荷。为了推进低环保负荷物品的采

购，歌乐于2010年改订“绿色采购指导方针”，与供应商协力推
进符合各种法律规制和行业标准的产品制造。

■ REACH规则的应对
歌乐响应2007年6月生效的REACH规则并推进相应举

措。REACH规则的目的在于，对欧洲内流通的几乎所有的化学
物质赋予安全评估的义务，通过登记、评估其化学物质的信息情

况，把化学物质给“人”和“环境”带来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内，把化学物质管理相关的企业责任明确化。歌乐使用JAMA数
据表※，推进掌握含有物质的信息。

另外，关于REACH规则附属提及的含邻苯二甲酸脂部品
的禁止使用，歌乐及早就制定了自己的标准，努力减少增加环境

负荷物质的使用。

※JAMA表格：由JAMA（日本汽车工业会）和JAPIA(日本汽车零件工业会）双方形成标准的成分调查用数据表。

考评

A⋯完成计划、保持良好状态
B⋯部分计划未完成或计划执行中
C⋯计划未完成或发生问题

活动与实际业绩

歌乐深刻认识到本公司的事业活动与社会、环保

有着密切关联，并努力开展关爱社会和关爱环保的

攻关活动。

目标与实际业绩

Topics 

作为歌乐品牌活动之一，歌乐中国

（CXEE）于2012年7月23日组织各部门志愿
者在厦门郊外的梵天寺开展清扫垃圾活动。志

愿者们对垃圾进行清扫，分类，积极地推进歌

乐集团的环保活动。

CXEE会全力以赴为区域社会作贡献。

梵天寺垃圾清扫活动

（*1） 全数字扬声器系统“01DRIVE”上市 （*2） 循环再利用率
通过对废弃物分类状

况实施巡查等活动，

保持99.5%以上的循
环利用率

（*4） 福岛县猪苗代湖
 志愿者活动

（*3） CEF养蜂志愿活动

※关于目标的制定，计划从2013年度开始与日立集团环境行动计划的内容相统一

环
保
工
厂

主　题

环
保
管
理
及
其
他

环
保
产
品

适合环保的

设计

推进并研讨减轻环境负荷的设计
对目前减轻环境负荷的设计状况
调查和采纳事例的汇总

全数字扬声器系统的商品化（*1）
决定禁止含有邻苯二甲酸盐新零部件的使用。
推进替代品的替换。

  减少2.8%
（主要原因是核发电站停止，
   电力CO2排放系数增加）

泰国工厂生产产品卸货港转移到离客户较近的
地方，缩短了卡车运输的距离。

循环利用率99.9%（*2）

继续ISO14001认证

客户产品环保调查期限遵守率100%

CEF养蜂志愿活动开始（*3）
参加福岛县猪苗代湖志愿者活动（*4）

持续实施监视监查

实施对新进职员、环保领导、内部监查员、
管理层的环境教育
实施环保e-learning（在线教育） 受课率99%

考虑环保型产品的开发

推进邻苯二甲酸盐替代品的替换

基准年度比CO2排放量减少17%
(福岛据点 同比1990年度的实绩）

限制化学物质

削减废弃物

防止地球变暖

2012年度目标 2012年度活动实际业绩 2013年度目标

考虑环保型产品的开发

推进限制含有邻苯二甲酸盐的
零部件使用

通过玻璃隔热，推进温度上升对策。

推进降低环境负荷的设计

继续保持零排放

取得ISO14001的修订信息以及探讨
基准类的修订工作

实施公司内分级教育

遵守客户产品环境调查期限

继续监查监视

继续实施地区交流活动

  原单位基准年度比能源使用量减少8.9%
（福岛据点 同比2005年度实绩）

评价

A
A
A

B

A
A
A

A

A
A
A

环保ISO

环保教育

环保信息

环保活动

环保社会活动

泰国工厂生产品的物流效率化

继续保持零排放

维持环保ISO认证

实施公司内分级别教育

严格遵守客户产品环保调查期限

实施土地土壤水质监查活动

继续实施地区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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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利用回收箱

歌乐对伴随事业活动产生的环境负荷进行把握和分析，积

极地推进环保活动的进一步提高。该物质流汇总的数据是关于

日本国内歌乐集团产生的环境负荷中能源和化学物质使用量等

的输入数据和CO2、废弃物的排放量等的输出数据。歌乐今后

将继续收集和分析数据，有效地减少环境负荷。

物质流

歌乐不断把握包括日本国内集团公司在内的环

境负荷情况，集团全体共同推进环保活动。而且为把

握至今为止的活动相关的费用和投资额，作为环境

经营评估的工具，还引进了环保会计。

事业活动与环境负荷

物质流

<实施范围>
● 日本国内的实施对象为以下两个据点。

■ 埼玉据点（埼玉县埼玉市）
● 歌乐株式会社 总部·技术中心
● 歌乐株式会社 总部事务所
● 歌乐销售与市场株式会社　

<实施期间>
● 实施期间：2012年4月1日～2013年3月31日

■ 福岛据点（福岛县郡山市）
● 歌乐株式会社 东北事业所
● 歌乐制造与服务株式会社

为了更有效率地推进环境活动和实施持续性改

善，歌乐自2002年起引进了环保会计。根据以环境
省“环保会计指导方针”为基准制定的“歌乐环保会

计指导方针”进行统计并公开，2005年起向海外扩

大目标。通过积极地公开环保信息，不断努力让人们理解

歌乐的环保活动。

环保会计

◎ 实施期间／2012年4月1日～2013年3月31日
◎ 统计范围／歌乐及日本国内外相关公司（日本国内2个据点、日本国外主要生产公司4家）

2012年度统计结果

产生效果的内容
体现环保效果的指标

（单位）

日本国内

环境负荷
环保效果2010年度 2011年度 2012年度

事业区域内成本

相应的效果

关于事业活动中投入的
资源的效果

用电量（千Kwh） 14,734 13,071 13,445 △374

燃料使用量（原油换算　） 439 425 400 25

热能供应使用量（GJ） — 723 618 105

关于事业活动排出的
环境负荷及废弃物的效果

CO2排放量 (t-CO2) 6,693 5,720 8,021 △2,301

废弃物最终处理量（t） 2 4 1  3

上游与下游成本

相应的效果
事业活动中产生的
财产与服务相关的效果

循环利用量（t） 835 840 874 △34

循环利用率（%） 99.8 99.5 99.9 —

包含海外4个据点
在内的环境负荷

2012年度
38,623

900

618

24,551

1,665

—

—

● 环保效果

（百万日元） ● 经济效果（日本国内） （百万日元）

项  目 有效果的
主要内容

年   度
2010 2011 2012

关于事业活动中投入的

资源的环保效果

水电煤气费·
复印·EDP
用纸的采购等

△35 △4 △8

关于事业活动中排出的

环境负荷及废弃物
一般·产业废弃物
处理费用等

2 0 △1

事业活动中产生的

财产与服务相关的效果
轻量化效果等 40 42 38

运输及其他相关的

环保效果
汽油与轻油
使用量等

△1 △9 0

有价物品等的出售利益
有价物品与废弃物
循环出售价

20 23 △26

合   计 26 52 3

项  目 有效果的主要内容
年   度

2010 2011 2012

事业区域内成本 70 76 58

上游与下游成本
绿色采购费用与容器包装循环
再利用费用等

11 35 20 

管理活动成本 取得认证·维持费用·教育费用等 15 18 18 

研究开发成本
产品与制造工艺环境负荷的
降低和减少等

7 21 21 

社会活动 自然保护、绿化、美化等 10 10 10 

环境破坏对策成本 土壤改善对策等 0 0 0 

费用合计 113 160 127 

投资合计 0 0 0 

● 环保成本（日本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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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企划与设计 采   购 生   产 物流与销售 客户使用 循环再利用与废弃

作为促进环境保护的一个环节，歌乐泰国（CAT）的50名职员代表首
次实施了红树林植树活动。面对红树林每年都在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陷入艰难的状况，泰国正在呼吁人们提高地球环境的再生能力和促进环境

保护活动。虽然在与泥土的格斗中，全身变得脏兮兮的，但我们感受种树，

体验红树林植树的辛苦的同时，也感到非常满足。

而且，我们也认识到，虽然泰国一年四季都像夏天一样，是一片纯绿

色的国土，但因环境变化，重要的树林环境也在减少。今后，CAT计划继续
开展每年2次的环境活动（包括地区贡献活动在内）。

歌乐墨西哥（ELECLA）称之为“环境宣传活动”，对职员及其家属
开展关于循环利用的意识提升活动。通过把植物油、电池、家电设备带到

公司，统一给予循环利用，力求在公司内外提高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意识。

在这次活动中，539L植物油、106Kg电池及4.6吨家电设备得到了
回收再利用。ELECLA今后也将继续开展提高职员及其家属环境意识的
活动。

水资源 能 源 原材料
 自来水(千吨） 34 电力(千KWH） 13,445 化学物质(t) 1,756
工业用水(千吨） 0 城市天然气 (千m3) 0 焊锡(t) 23
 工业用水※ (千吨） 11 汽油 (kl） 50 金属零件

※ 经过净化后作为非饮用水的工业用水 LPG (m3） 2,088 电气零件

煤油 (kl） 353 树脂零件

轻油 (kl） 15 包装材料

重油（kl） 0
热能供应（GJ） 618

排放物 废弃物
CO2排放量(t-CO2) 8,021 废弃物排放量(t) 875
废水排放量 (千t) 26 　内) 化学物质(t) 6

　内) 焊锡(t) 23
循环利用量(t) 874
最终处理量(t) 1
循环利用量(％) 99.9

OUTPUT

Topics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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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与预测相关的注意事项

本报告中记载了本公司今后的计划和战略等与将来的业绩相关的内容，所依据的是根据本公

司现在获得的信息进行的判断和假设。这些判断和假设含有不确定性和风险，因为各种因素

的影响，可能与将来本公司的实际业绩有较大差异。风险和不确定性包括本公司市场的经济

状况等方面的内容，但不仅限于这方面的内容。

本公司集团把“歌乐追求声音、信息和人之间更美好的联

系，通过创造有价值的商品，为创建富裕社会做出贡献”作为基

本理念开展活动。

去年，由于汽车行业中从高级车到轻小型车的转换、售后市

场中的供给过剩以及销售疲软引发价格跌落等原因，本公司受

到了极大影响。

在公司所处经营环境发生激烈变化的情况下，本公司集团

切实把握市场构造和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从“产品”、“地域”、

“顾客”的三维视点出发，致力于开拓新区域、新商品领域，努

力为将来的发展夯实基础。

为扩大企业价值，本公司集团重视合并经营，不断推进合并

收益力的提升和合并现金流经营。力求在2016年3月结算期合
并销售额达到2300亿日元，合并营业利润率达到5%以上。

在汽车行业中，智能手机兴起、IT行业的渗入、事业从硬件
向软件转移等等，经营环境发生着急剧变化，而且市场构造的变

化越来越突出。在这种市场环境中，本公司在力求加大销售以往

商品的基础上，努力扩大与提升收益相关的新商品领域。还有，

以商品·地域·顾客为主轴，研究讨论向哪个地区的何种顾客提

供何种产品，进一步推进按此分配资源的三维战略。

 可以预测，2014年3月主要顾客向小型车转移将会进一步
加速，OEM市场乃至售后服务市场的销售状况将会更加严峻。
在这种状况下，本公司启动紧急项目，通过提高开发效率，从而

控制固定费用，并不断致力于降低材料费等变动费用，力求确保

收益。

公司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每年都在发生显著变化，在这过程

中，本公司作为日立集团的一员，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力求成为

被社会所需要的企业并不断发展下去。

经营的基本方针

经营目标指标

应该解决的课题

经营方针和
中期经营目标

财务回顾

业绩回顾
本合并财务年度（2012年4月1日-2013年3月31日），由于

前半年环保车补助金的影响以及轻型汽车的销量增加，国内汽

车行业业绩超过前一年度实绩，美洲和亚洲业绩也在稳步推

移。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本公司集团立足全球视点，通过在最
适合的地区进行生产，将购买功能和量产开发功能转移到国外

等措施，力求彻底降低成本。集团全体团结一致，致力于控制固

定费用，推进具有收益力的企业体质的构建。

 本公司集团2013年3月结算期的合并销售额为1772亿8千
8百万日元，与上期相比减少5.0%。虽然以国内和东南亚新兴国
家的OEM（以对方品牌进行生产）市场为中心的销量有所增
长，但是总体情况还是受到了欧美市场销售减收等的影响。

在损益方面，由于高价格产品安装率的降低以及开发费用

的增加等原因，合并营业利润为32亿1千万日元，与上期相比减
少59.2%。而且，考虑到最近业绩并对回收可能性进行研讨，其
结果是，剔除一部分递延税款资产，合并当期纯利润为13亿5千
8百万日元，与上期相比减少82.0%。

区域业绩（向外部顾客销售）如下：

■ 日本
虽然本期国内新车销售台数与前年同比增加10%，但高价

格产品的销售却在减少。

区域销售额为964亿6百万日元，与上期相比减少0.5%。由
于商品构成的变化及开发费用的增加等原因，营业利润为19亿6
千3百万日元，与上期相比减少69.0%。

■ 美洲
美国经济恢复开始显现，雇用形势得到改善，资金调度变得

容易。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新车销售恢复到了金融危机前的水

平。然而，由于主要客户的车型年度切换，高价格产品的销售在

前半期结束，以及上年度对历年决算公司的决算期实施统一的

影响，销售额减少。

销售额为542亿8千8百万日元，与上期相比减少12.5%。受
减收影响，营业利润为7亿6千1百万日元，与上期相比减少
42.8%。

■ 欧洲
欧洲的财政金融危机长期化稍有好转，但雇用形势仍然处

于严峻状态。受到OEM市场销售停滞不前以及与上期相比欧元
贬值的影响，销售额为97亿3千3百万日元，与前期相比减少
10.2%。

在损益方面，虽然努力压缩销售费用和一般管理费等费用，

但受减收影响，利润损失0百万日元（上期是2百万日元的利润）。

■ 亚洲澳洲
随着泰国新工厂的运转，东南亚的OEM市场销售呈现良好

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受到中国国内日本车销售进度减缓以及上

年度对历年决算公司的决算期实施统一等影响，区域销售额为

168亿6千1百万日元，与上期相比减少0.4%。
受减收影响，营业利润为3亿2千3百万日元，与上期相比减

少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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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投资 ■ 现金流 ■ ROE + ROA

■ 本期每股纯利润 ■ 总资产·自有资本·自有资本比率 ■ 折旧费

■ 营业额·海外营业额·海外营业比率 ■ 营业利润·营业利润比率 ■ 本期纯利润·本期营业额纯利润比率
关于财务状况的分析

现金流

本期期末的流动资产为663亿9千5百万日元，与上期期末相
比减少了104亿3千6百万日元（13.6%）。其原因是现金及存款
减少了60亿4千6百万日元，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减少了37亿7
千3百万日元，库存品减少了21亿8千5百万日元。
由于泰国工厂投产需增加机械设备等原因，有形固定资产为

257亿6千7百万日元，与上年期期末相比增加了26亿5千7百万
日元（11.5%）。无形固定资产由于软件开发等原因，与上期期末
相比增加了16亿5千6百万日元（9.5%），无形资产为190亿1
百万日元。而且，投资及其他资产为62亿3千3百万日元，与上期
期末相比，增加7亿1百万日元（12.7%）。基于上述结果，总资产
与上期期末相比减少了54亿2千2百万日元（4.4%），总资产为
1173亿9千8百万日元。
负债合计为953亿9千5百万日元，与上期期末相比减少了108
亿4千6万日元（10.2%）。其主要原因是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减
少了87亿5千万日元。纯资产为220亿2百万日元，与上期期末相
比增加了54亿2千3百万日元（32.7%），其原因是列入了13亿5
千8百万日元的本期纯利润，而且受日元贬值影响，汇率换算调
整账款增加了34亿3千2百万日元。其结果是，自有资本比率为
18.6%，与上年度年末相比上升了5.3个百分点。

采购债务虽有减少，但由于列入税金等调整前本期纯利润、折

旧费以及销售债权的减少等原因，营业活动的现金流收入为54
亿8千8百万日元（上期收入163亿4百万日元）。

 由于取得有形固定资产及无形固定资产等原因，投资活动现
金流支出113亿5千万日元（上期支出115亿8千7百万日元）。
其结果是，自由现金流支出58亿6千1百万日元（上期收入47
亿1千7百万日元）。
财务活动现金流支出5亿6千4百万日元（上期支出7亿5千1
百万日元）。

基于上述结果，本期期末现金及现金等同物的余额为55亿6千
4百万日元（上期期末余额为116亿1千万日元）。

营业活动CF          投资活动CF          财务活动CF

总资产       自有资本        自有资本比率

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比率 本期纯利润       本期营业额纯利润比率营业额       海外营业额        海外营业比率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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