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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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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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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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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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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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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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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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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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