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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的CSR是指为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的每一位员工在日常工作中时刻心怀利益相关者以
及社会而展开行动。

CSR宪章
我们东洋油墨集团自创立以来，通过业务经营、产品及服务，以创造客户、员工及社会的生活文化为目标，一
直优先致力于实现与社会的共存，赢取用户信赖，并履行作为企业集团的责任。
现在，我们重新认识到自身作为以化学制造业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可能会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因此，我们
认为，应当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关系。为此，我们站在与利益相关者相同的角度对自身的企业活
动进行评价，将实现在经济、社会、人与环境各方面保持平衡的经营，创造企业的有形与无形价值，以及履行社会
责任作为最重要的课题。
今后，东洋油墨集团也将继续坚持公正且自由的竞争，努力为实现未来富有文化的幸福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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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行动准则
通过产品与服务提供价值

促进全球规模的环境保护

面向市场创造新的“价值”
，通过提供对人类生活

在所有的事业活动中尽力减少对环境的负荷，并将

质量的提高、文化发展以及地球环境的改善有所贡献的

全球规模的环境问题视作自身应承担的最大责任，积极

产品以及服务，面向客户及最终消费者，努力提供最高

从事环境保护活动。

的信赖和满意度。

追求至诚的事业活动

营造舒适且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职场环境
尊重每一位员工的个性与人格，努力营造一个可以

在从原料调拨到产品销售的所有业务阶段，坚持公

充分发挥自主性与能力、具有工作价值的、安全的职场

正合理的交易，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开展事业活动。通

环境。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在营造尊重人权、没

过这些活动，创造健全的利益，并回报给以股东为首的

有歧视的劳动环境的同时，不允许让雇佣童工以及强制

企业利益相关者。

劳动等违反人道的行为发生。

积极的交流与信息的公开
在企业活动的各个方面，促进与社会的广泛交流，
积极公正地公开全部经营信息。

贡献社会的活动
在致力于提升具有社会价值的生活文化、以主业为
基础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
以与地区社会共存为目标，
推进并支援作为良好企业市民的社会贡献活动。

贯彻遵纪守法
遵守国内与海外各国的法律法规，遵循国际条约以
及地区的社会规范，努力贯彻基于高度理性、良知与伦
理观的价值判断与行为。

构筑理想的企业治理
针对经营环境的变化与风险管理，构筑可以更加机
动并灵活应对的集团连峰经营体制，建立能够实现“为
社会所需的企业”这一理念的经营方式。
2005年4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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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承诺

着眼于未来，描绘愿景
我 们 过 去 曾 提 出 了 两 次 长 期 构 想， 分 别 是
“ TAKE
OFF 2007 ”
和
“ SCC2017 ”
。
TAKE OFF 2007（ 1999年度～ 2007年度）是为

业的转型，率先引入创新、全球扩展和网络的概念。
对东洋油墨集团来说，经营理念体系是
“超越时代的
永恒支柱”。另外，长期构想是每隔10年，根据时代需求

了让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事业环境实现突破，作为
“ 21

对作为最上层概念的经营理念体系进行重新理解的愿景。

世纪愿景”而规划的公司的理想，构建了作为现在事业开

通过长期构想预测10年之后的未来，让全体员工共享公

展基础的领域和技术平台，为打造具有挑战性的公司风

司的理想姿态。正因这如此，本公司才没有被短期出现

气而进行了变革。另外，SCC2017（ 2008年度～ 2016

的事件所干扰，免受美国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等重大

年度）则把理想姿态理解为从特殊化学品企业向科技型企

外部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公司的发展。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社长兼集团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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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迎接创业200周年的到来为目标，
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CSR活动。
本报告书中，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进展之一，在专

2015年9月，在联合国峰会上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

题部分报告了
“透皮贴剂”的工作情况。同时，在环境方

标
（ SDGs ）中，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展开行动，在2030年

面，记载了关于近年来倍受重视的供应链中的CO2排放

之前彻底消除贫困，保护地球，让所有人都过上和平、富

量（ Scope3 ）和水资源的保护问题。

裕的幸福生活。

本公司从2018年1月开始，将集团的决算期统一为

在下一个10年，由于社会课题逐渐增多，导致对我

12月， 则2017年 度 是 从2017年4月1日 至12月31日

们的最终客户―消费者的安全、安心地生活造成威胁的事

的9个 月 时 间。 因 此， 我 们 把2017年 度 定 位 为SCC-Ⅲ

态亦随之增加。另一方面，由于集团经济的发展，使得

（ SCC2017的最后一个中期经营计划）的收官之年以及与

国际机构的功能逐渐减弱，这就要求我们民间企业肩负

长期构想的第一个中期经营计划衔接的准备之年。作为

更多的社会职责。在产业方面，受到IoT、AI等第二次信

长期构想的承前启后之年，将通过积极的构想，整个集

息技术革命的影响，技术与价值创新正在加速向前发展，

团共同努力，解决以往的遗留课题，推进企业体质的变革，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气候波动、恐怖袭击、信息

以迎接下一个10年的到来。

安全等对人类来说过去从未经历的情况也可能会突发性

让100年后的同事回顾东洋油墨集团的历史时，评价

地出现。在前景越来越不明朗的未来时代，我们站在长

下一个10年
“是实现了飞跃性发展的10年”
，我们要怀着

期视角的思维方式变得愈发重要。

这样的梦想，迈出眼前的第一步。

2016年，东洋油墨集团自成立的起点——“小林商
店”的创业开始，已经度过了120年的岁月。我们将明确
SCC2017完结后的下一个10年的新
“理想姿态”
（长期构
想），通过构成长期构想的中期经营计划
（中计）与年度计

经营理念体系

划
（年计）的PDCA循环，以迎接创业200周年为目标，实
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长期构想及中期经营计划将在2018年的报告书中记
载。
）

经营哲学
尊重人的经营

经营理念

在社会与事业环境不断发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为了
实现以创业130周年或者200周年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安于现状，积极地思考下一个课题

我们东洋油墨集团的目标是成为面向全世
界创造生活文化的企业。

及其解决方案，与自己的同事一起展开具体行动。同时，

●

为全世界人民的富裕和文化做出贡献。

●

创造新时代的生活价值。

●

提供先进的技术和品质。

经过反复验证，最终取得成果。

行动指南

为理想姿态的实现迈出变革的第一步
关于CSR活动的课题，我们从2016年度开始就东洋
油墨集团的重要课题展开讨论，并已基本完成了重要课
题的设定工作。关于设定过程，
已在本报告书中详细记载。
今后会将其落实到中期经营计划与年度计划之中，各部

●

为提高顾客的信赖和满意度献计献策。

●

对实现多样化的个性理想予以尊重。

●

与地球和社会共命运，以良好市民的意识从事
活动。

●

尊重股东权利，努力提高股东的价值增强市场
的评价度。

门设定KPI，实施PDCA循环，和经营作为一个整体推进

东洋油墨集团 CSR 报告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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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的概要

2016年度的经营数据

东洋油墨集团

合并收入

关 联 公 司 ：国
 内22家、海外55家
（合并子公司67家、权益法适用公司10家）
合 并 收 入 ：2,684亿8,400万日元
合并 员 工 人 数 ：8,021名

（百万日元）

300,000

279,557

286,684

283,208

2013

2014

2015

268,484

248,689
200,000

100,000

[控股公司]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
TOYO INK SC HOLDINGS CO., LTD.

0

2012

2016

总 部 所 在 地 ：邮
 编104-8377
东京都中央区京桥2丁目2-1

营业利润/本期净利润/研究开发费用
（合并结算）

创

（百万日元）

业 ：1896年（明治29年）1月15日

创

立 ：1907年（明治40年）1月15日

取 缔 役 会 长 ：佐久间 国雄
代表取缔役社长兼集团CEO ：北川 克己
资

本

金 ：317亿3,300万日元

20,000

营业利润

15,000
12,260
8,714
7,186

10,000

2012

设

立 ：2012年（平成24年）4月1日

代表取缔役社长 ：宮崎修次
资

本

7,434

12,687

7,390

2013

2014

2015

2016 （年度）

各事业收入(合并)
（单位 ：百万日元）

其他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TOYOCOLOR CO., LTD.

7,340

12,190

5,000

0

[核心事业公司]

7,794

13,304

研究开发费用
19,222

18,470

18,210

17,547

员 工 人 数 ：432名
网站＞＞http://schd.toyoinkgroup.com/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本期净利润

19,728

（年度）

2.2％（ 6,115 ）
包装关联

22.9％（ 62,965 ）

颜色材料与功能材料关联

24.0％（ 65,935 ）

金 ：5亿日元

员 工 人 数 ：694名
网站＞＞http://www.toyo-coℓor.com/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
TOYOCHEM CO., LTD.
设

印刷及信息关联

29.7％（ 81,651）
各地区收入
（合并）
（单位 ：百万日元）

非洲

立 ：2011年（平成23年）4月1日

0.1％（ 309 ）

代表取缔役社长 ：高岛 悟
资

本

金 ：5亿日元

聚合物与涂层工艺关联

21.2％（ 58,325 ）

欧洲

员 工 人 数 ：418名

4.6％（ 12,212 ）

网站＞＞http://www.toyo-chem.com/

北美、中南美

5.1％（ 13,660 ）

日本

57.9％（ 155,308 ）
亚洲、大洋洲

32.4％（ 86,992 ）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
TOYO INK CO., LTD.
设

立 ：2011年（平成23年）4月1日

代表取缔役社长 ：山崎 克己
资

本

金 ：5亿日元

各地区员工人数
（合并）
（单位 ：名）

日本
欧洲

39.7％（ 3,187 ）

6.5％（ 523 ）

员 工 人 数 ：763名
网站＞＞http://www.toyoink.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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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中南美

亚洲、大洋洲

4.7％（ 377 ）

49.0％（ 3,934 ）

事业部门
颜色材料与功能材料关联事业
颜色材料与功能材料关联事业经营的是

●通用颜料 ●高性能颜料 ●颜料分散体 ●塑料着色剂
●记录传媒材料 ●LCD彩色滤光片用材料
2016年度销售额构成比

以有机颜料（同时也是印刷油墨的主要原材料

合并收入

78,465

之一）为母体，通过颜料材料技术、有机化学

25％

合成技术、以及先进的分散技术的融合生产

71,878

营业利润（百万日元）

65,935

7,290

出来的产品，东洋色材株式会社作为其核心

4,461

4,595

2015

2016

事业公司，通过集团各公司展开相关业务。
2014

聚合物与涂层工艺关联事业
以东洋科美株式会社作为核心事业公司、

●涂工材料
●罐用涂料

●胶粘剂 ●复合接着剂
●天然提取物

●热熔粘合剂

2016年度销售额构成比

（年度）

●树脂

合并收入

营业利润（百万日元）

60,894

58,325

5,547

6,641

2015

2016

在集团各公司开展的聚合物与涂层工艺关联
事业由两大产品阵容构成，分别是充分利用

59,495

了聚合物合成技术的丰富产品阵容和将功能
性材料进一步
“ SHINKA（进化、深化、新化、

22％

3,646

伸化）”
的涂层工艺产品阵容。

2014

包装关联事业
以东洋油墨株式会社作为核心事业公司，

●凹印油墨 ●柔印油墨
●凹印设备·制版

●丝网油墨

（年度）

●凹印溶剂

2016年度销售额构成比

合并收入

营业利润（百万日元）

64,623

62,965

2,723

2,871

2015

2016

由集团各公司共同开拓包装市场。在食品包
装等软包装领域，为了确保消费者的安心与

63,114

安全，在推广油墨的水性化等环保型产品的
同时，利用各种系统和专有技术，为客户的
包装制造工序的环保以及节能、省材做出贡

23％

献。

1,768
2014

印刷及信息关联事业
对于自创业以来一直以印刷市场作为主

（年度）

●胶印油墨（轮转，单张） ●UV（紫外线）固化油墨 ●报纸油墨
●金属油墨 ●喷墨油墨 ●各种印刷材料及机械
2016年度销售额构成比

要目标的东洋油墨集团来说，印刷及信息关

合并收入

营业利润（百万日元）

87,468

87,439

2,639

2,977

3,317

2014

2015

2016

81,651

联事业是重要的基础事业之一，以东洋油墨
株式会社作为核心事业公司，在集团各公司

30％

开展事业。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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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网络

（ 2017年4月1日当前）

★ ：ISO14001认证取得基地

欧洲地区
★ TOYO INK EUROPE SPECIALTY CHEMICALS S.A.S.〈法国〉
TOYO INK EUROPE FRANCE S.A.S.〈法国〉
TOYO-ARETS INTERNATIONAL N.V.〈比利时〉
TOYO INK EUROPE N.V.〈比利时〉
TOYO INK EUROPE UK LTD.〈英国〉
TOYO INK ARETS DEUTSCHLAND GmbH〈德国〉
UAB“ TOYO INK ARETS BALTICA ”
〈立陶宛〉
TOYO INK TURKEY KÜMYA SANAYİ A.Ş.〈土耳其〉
★ TOYO MATBAA MÜREKKEPLERI SANAYİ VE TİCARAT A.Ş. /
TOYO PRINTING INKS INC.〈土耳其〉

整合欧洲的合并子公司
过去，东洋油墨集团在法国由TOYO INK EUROPE SPECIALTY
CHEMICALS S.A.S.从事高性能颜料的开发与制造、销售业务，由TOYO
INK EUROPE S.A.S.从事特殊化学产品
（颜料、喷墨油墨、胶粘剂及其相
关产品）的销售业务，由TOYO INK EUROPE PLASTIC COLORANT
S.A.S.从事塑料着色剂及复合材
料的制造与销售业务。
2016年11月1日 进 行 了 公
司合并，把TOYO INK EUROPE
SPECIALTY CHEMICALS S.A.S.
作为存续公司，其目的是在加强
经营基础的同时，提高对客户的
提案能力，加快东洋油墨集团在
欧洲地区的事业开展。

TOYO INK EUROPE
SPECIALTY CHEMICALS S.A.S.

亚洲、大洋洲地区
★ TIPPS PTE. LTD.〈新加坡〉
★ 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 SDN. BHD.〈马来西亚〉
★ TOYO INK (THAILAND) CO., LTD.〈泰国〉
TOYO INK (PHILIPPINES) CO. INC.〈菲律宾〉
★ TOYO INK COMPOUNDS CORP.〈菲律宾〉
TOYO INK VIETNAM CO., LTD.〈越南〉
★ TOYO INK COMPOUNDS VIETNAM CO., LTD.〈越南〉
PT. TOYO INK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
PT. TOYO INK TRADING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

TOYO INK（ THAILAND ）CO., LTD.

TOYO INK INDIA PVT. LTD.〈印度〉
HEUBACH TOYO COLOUR PVT. LTD.〈印度〉
TOYO INK ARETS INDIA PVT. LTD.〈印度〉
TOYO INK (MIDDLE EAST) FZE.〈阿联酋〉
TOYO INK ARETS MIDDLE EAST FZE.〈阿联酋〉
★ TOYO INK AUSTRALIA PTY. LTD.〈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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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 INK VIETNAM CO., LTD.

TOYO INK INDIA PVT. LTD.

中国、东亚地区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在中国办事处） ★ 江门东洋油墨有限公司〈中国〉
★ 珠海东洋科美化学有限公司〈中国〉

〈中国〉

江苏东洋仁欣颜料有限公司〈中国〉

★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中国〉

★ SAM YOUNG INK & PAINT MFG. CO., LTD.〈韩国〉

四川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中国〉

★ 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中国〉
东洋粘合材加工(天津)有限公司〈中国〉
深圳东洋油墨有限公司〈中国〉

HANIL TOYO CO., LTD〈韩国〉

成都东洋油墨有限公司〈中国〉

上海东洋油墨有限公司〈中国〉

东洋油墨亚洲有限公司〈中国〉

TOYO INK KOREA CO., LTD〈韩国〉

东洋油墨极东有限公司〈中国〉
东大立化工有限公司〈中国〉
★ 台湾东洋先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上海東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北美、中南美地区
TOYO INK INTERNATIONAL CORP.〈美国〉
TOYO INK AMERICA, LLC〈美国〉
★ LioChem, INC.〈美国〉
TOYO INK ARETS CANADA INC.〈加拿大〉
TOYO INK ARETS MEXICO, S.A. de C.V.〈墨西哥〉
TOYO INK MEXICO, S.A. de C.V.〈墨西哥〉

TOYO INK AMERICA, LLC.

TOYO INK BRASIL LTDA.〈巴西〉

日本

● ：制造

◆ ：销售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

■ 材料科学研究所
■ 创新研究所

■ ：研究开发

▲ ：其他（功能公司）

◆ 东洋油墨九州株式会社

东洋油墨集团总部搬迁
东洋油墨集团总部因京桥二丁目西地区城

▲ ga city 株式会社

市再开发事业而于2013年5月临时搬迁，现该

★ ● 东洋爱德励株式会社

事业已经完工，因此于2016年11月搬回了在

▲ 东洋油墨ENGINEERING株式会社

以前总部所在地竣工的再开发栋（建筑名称 ：京

■ 解析技术研究所

◆ 东洋油墨GRAPHICS株式会社

桥EDOGRAND ）
。

■ 生产工艺创新研究中心

◆ 东洋油墨GRAPHICS西日本株式会社

★ ■ 聚合物设计研究所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 ● 富士制造所

◆ 东洋SC通商株式会社
★ ● 东洋FPP株式会社

★ ● 守山制造所

▲ 东洋B-Net株式会社

★ ● 茂原工厂

▲ 东洋MANAGEMENT SERVICE株式会社

★ ● 冈山工厂

★ ● 东洋莫顿株式会社

★ ● 川越事业所

★ ● 松井化学株式会社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


▲ LOGI CO-NET株式会社

★ ● 川越制造所

“京桥EDOGRAND”
通过百叶窗／遮阳蓬等
阻 挡 日 照， 并 采 用 了
LED照 明、Low-E中 空
玻璃等技术，在国内的
建筑环境综合性能评价
系统
“ CASBEE ”相当于
S级。 确 保 了 优 异 的 环
保性能。

东洋油墨集团总部

★ ● 西神工厂
★ ● 尼崎工厂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

◆ 中部分公司
◆ 关西分公司
★ ● 埼玉制造所
 【关联公司】

◆ 东洋油墨北海道株式会社
◆ 东洋油墨东北株式会社
◆ 东洋油墨中四国株式会社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尼崎工厂
为了扩大东洋油墨集团的生命科学事业，尼崎工厂、尼崎
研究开发中心于2016年7月1日加入东洋科美株式会社，正式
成为集团的一员。
尼崎工厂从1992年开始从事医药产品的生产，约有50名
员工从事粘贴型医药产品的制造与开发工作。在获得了医药产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 尼崎工厂

品的制造业许可的制造设施中，依据
“关于医药产品的制造管
理与质量管理的标准
（ GMP标准）
”
进行粘贴型医药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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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与社会的联系
我们所生产的各种产品遍布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包括您在平时不经意间使用的物品、看到的物品在内，本公司的产品随时陪伴在您的身边－
东洋油墨集团在历经一个多世纪岁月积累的技术实力的基础上，站在消费者的视角洞察产品与服务的需
求，通过提供让大家满意的产品，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提供帮助。

食品、营养补品

容器包装
▲ 餐具、容器用着色剂
◆ 饮料罐用涂料
◆ 标签用粘合剂
◆ 吸塑薄膜用粘合剂
◆ 纸张、
塑料容器用热熔胶粘剂
◆ 食品直接接触用涂层剂

◆ 巧克力、饼干、
口香糖用食用天然色素
◆ 营养辅助食品、胶囊、
糕点打字印刷用天然色素
◆ 水果用蜡
◆ 笹混合茶“Koyume 茶”
◆ 含竹叶提取物咖啡

■ 纸制品、纸杯用油墨
■ 零食点心用油墨
■ 面包、点心包装用油墨
■ 杯面容器用油墨
■ 纸盒用油墨
● UV 固化油墨

太阳能电池
▲ 背板用粘合剂
▲ 密封板材着色剂
◆ 背板用粘合剂、涂层剂

家电
▲ 空调等家电外装护板用着色剂
▲ 空调过滤器用颜料分散体
◆ 空调过滤器用粘合剂
◆ 家电用品层压钢板用粘合剂

沙发、箱包、
学生书包

容器包装（塑料瓶）
▲ 塑料瓶盖用着色剂
◆ 标签用热熔胶粘剂
■ 标签用油墨

▲ 皮革用颜料分散体

报纸、书籍
◆ 装订用热熔胶粘剂
● 报纸用油墨

桌子
■ 装饰材料装饰板用油墨

电视（液晶）
▲ 液晶显示器用抗蚀油墨
▲ 外壳着色剂
▲ 塑料涂料用颜料分散体
◆ 光学控制材料用涂层剂
◆ 光学材料用粘合剂

面巾纸

纸尿布

▲ 面巾纸着色用颜料分散体

▲ 透湿复合材料
◆ 纸尿布用热熔胶粘剂
■ 纸尿布用水性油墨

地板、壁纸
▲ 壁纸用着色剂
◆ 地板用树脂、蜡
■ 装饰材料用油墨

书籍、杂志
◆ 装订用热熔胶粘剂
◆ 表面光泽加工、保护涂层剂
● 平板印刷油墨
● UV 固化油墨

门
▲ 木工涂料用颜料分散体

卫生用品
▲ 香波、护发素瓶用着色剂
▲ 肥皂用颜料分散体
▲ 排水管道用着色剂
◆ 笹日和（肥皂）
◆ 香波、护发素换装容器包装用粘合剂
■ 香波、护发素换装容器包装用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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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
▲ 染发剂用颜料分散体
▲ 指甲油用颜料分散体
◆ 化妆品用树脂、蜡
◆ 口红用天然色素

宠物食品
◆ 搭配笹液寿的宠物食品

▲ 颜色材料与功能材料关联事业 ◆ 聚合物与涂层工艺关联事业 ■ 包装关联事业 ● 印刷及信息关联事业

医疗
◆ 粘贴型医药产品
◆ 检查芯片用胶带
◆ 医疗胶带用粘合剂
■ 医药产品包装用印刷油墨

建筑材料

移动电话、智能手机

◆ 混凝土建筑涂料用功能性树脂

▲ 有机 EL 周边材料
▲ SIM 卡用着色剂
▲ 阻焊剂油墨用颜料分散体
▲ 图像传感器用彩色光阻剂
◆ 光学材料用粘合剂、UV 粘合剂

建筑涂料
▲ 内、外装建筑涂料用色材
◆ 内、外饰建筑涂料用树脂

◆ 柔性电路板用功能性胶粘片
◆ 电磁波屏蔽板
◆ 电子元件固定用胶
◆ 光学控制材料涂层剂
◆ 触摸屏表面保护用微粘保护膜

平板电脑
▲ 液晶显示器用抗蚀油墨
◆ 触摸屏电路用涂层材料

电脑（液晶）
▲ 液晶显示器用抗蚀油墨

办公室
▲ OA 设备用树脂复合物
▲ 色粉着色剂
▲ 涂装纸用颜料分散体
◆ 色粉用定影剂

横幅、条幅
▲ 印染用颜料分散体

公路
▲ 公路涂料用
颜料分散体

广告牌（巴士）
◆ 车辆誊写用薄膜

广告牌
◆ 广告牌用誊写薄膜
● 印刷广告牌用喷墨式油墨

农业
▲ 农业用材料、
薄膜用着色剂
◆ 农药缓释剂用聚合物

电线
▲ 电线用着色剂

木栅
▲ 木工涂料用分散体

T 恤衫
▲ 印染用分散体

汽车
▲ 汽车内外装用色材
▲ 锂离子电池用功能性分散体
◆ 锂离子电池用粘合树脂
◆ 内、外饰用装饰薄膜
◆ 隔热材料、隔音材料、挡光板、防振材料用粘合剂
◆ 地板垫用热熔胶粘剂
◆ 装修板临时固定用热熔胶
◆ 发动机零部件铸造用蜡

饲料
◆ 牛 、猪 、
鸡饲料用笹液寿

东洋油墨集团 CSR 报告书 2017

10

专题

作为科技型企业，

Life
Science

为人们的健康生活
做出贡献
东洋油墨集团将充分利用材料的加工技术，
为了医疗与保健领域对社会做出贡献而不断发起挑战

在全球不断扩大的医疗与保健需求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和医

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增进健康和享受更好医疗服务的关

疗。另外，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和先进医疗的普及，以日本

注度也在不断扩大。“希望永远健康地生活下去”是全世界

为首的发达国家出现了医疗费上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

各国人民共同的心愿，因此，医疗相关需求显得比以往任

人们对自我治疗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对于身体的轻度不

何时候都要更加迫切，健康相关课题将会对社会的方方面

适，自己在家中进行护理，责任由自己承担。

面造成影响，所以在当今社会，在医疗与保健领域的举措

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迅速的新兴国家，随着生活水

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

作为创造生活文化的企业思考“健康”
东洋油墨集团始终坚持的目标是实现在经营理念中提
出的
“成为面向全世界创造生活文化的企业”。我们所有的
企业活动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断

健康

思考如何为人们的生活做出贡献的态度是我们事业的根基
所在。

·医疗（医药产品）
·保健
·健康支持
·护理支援 等

特别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安心、安全”和“健康”是重要
的理念。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化学企业，本公司集团满足
了国内外严格的环境与安全法规要求，
“安心、安全”是本公
司产品开发的最重要的基础。以此为立脚点持续开展材料
研究，将最大限度地发挥材料特性的加工技术作为技术平
台，诞生出了陪伴人们日常生活的众多产品。
在追求
“安心、安全”进程的延长线上，基于更加积极、

安全

安心

·负面清单
·化学物质法规
·各国规则

·危险物质排除
·可追溯性
·信息公开

主动地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想法，发现了“健康”这一关键词。
医疗与保健领域是我们将过去积累的技术力量横向推广，
打破现有框架而发起的新的挑战。

技术平台

11

东洋油墨集团 CSR 报告书 2017

通过聚合物技术扩展的医药产品的新的可能性
～开发可为安心、安全的医疗做出贡献的透皮贴剂～
目前，作为医疗相关产品之一，我们正在加大力量开
发可充分利用聚合物（树脂）技术的透皮贴剂。粘贴型可分

透皮贴剂的优势

为局部药（所谓的膏状药）和全身药
（经皮吸收型制剂）两种。
其中，全身药是将胶带、贴状的药剂粘贴到皮肤上，利用皮

方便服药困难的
老年人以及婴幼儿
使用

肤吸收药剂，通过血管将有效成分输送到全身的医药产品。
这种医药产品方便老年人等不能服药的患者使用，粘贴一
次便可确保药剂的持续吸收，所以药剂在血液中的浓度稳
定。另外，与口服药物不同，有效成分在被肝脏代谢之前
就能到达患部，达到更高的药效，同时，不会受到饮食内
容以及食品成分的影响，具有很多的优势。
透皮贴剂的使用也非常简单，在家庭医疗、护理、看护
等方面的应用很值得期待。虽然这是一种还属于发展过程

操作简单，
可发挥稳定的
效果

中的医药产品，但在过去只有口服药的药剂中，也有能够
通过采用透皮贴剂而发挥优势的产品，作为在“如何粘贴？
如何让其发挥作用？”方面拥有专业技术的企业，将积极为
医疗一线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

也不用担心
忘记服药

利基药物“透皮贴型医药产品”
透皮贴剂作为药剂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剂型，种类还比较少，但已经在全球范
围内实现了实用化。东洋科美株式会社正在生产心绞痛用胶带制剂、哮喘用胶带制
剂，今后将继续推进患者以及医疗一线所要求的“对皮肤、对人体无害的透皮贴剂”
的开发工作。

为提高QOL做出贡献的生命科学的未来
医疗的世界拥有极其严格的法规，开发负

的真挚的努力必将挖掘出新的市场，获取作为

担大，和工业材料等相比，加入的门槛更高。

今后发展基础的经验与专有技术。以此为开端，

通过对这种困难的领域迎难而上来磨砺新的开

形成各种衍生效果，实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的

发能力，扩大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舞台―这就是

技术力量的创新。

东洋油墨集团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倾力于医疗与
保健领域的原因。

我认为，医疗与保健的理想姿态是一个有
各种手段促进健康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能够

简单地从外部引进拥有必要技能的人才即可，

QOL（ quaℓity of ℓife 生活质量）将得到大幅提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
医疗科学部
部长

本公司通过不懈地努力，不断积累经验值才是

高。从为扩大选项做出贡献的角度来说，生命

小山 俊幸

最重要的。虽然目前的产品数量还很少，但是

科学是能够将本公司的产品与服务以各种不同

我坚信，对以透皮贴剂为首的医药产品所付出

的形式进行拓展的领域。

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提高开发能力并不是

选择符合自己的健康管理与治疗方法，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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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管理
2016年度的CSR活动方针与七大课题
为了养成让国内外的东洋油墨集团每一位员工都积极
主动地开展活动的风气，本公司制定了2016年度的活动方
针，即
“推进东洋油墨集团全员参加的CSR活动”。通过推进
全员参加的CSR活动，实现解决社会课题和谋求集团发展
（提高企业价值）的目标。

CSR的推进体制
CSR统括委员会
・CSR目标及活动方针

CSR推进小组
进行针对CSR重点课题的工作推进与进度管理

的设定
（向经营层报
告）
・CSR活动的推进、评
价、跟进

守法合规小组
促进与经营相关的遵纪守法与企业道德的确立

CSR事务局

守法合规负责人

此外，我们重新认识到东洋油墨集团的活动是立足于
生产制造的，因此CSR统括委员会对具体的活动内容进行讨
论后，设定了七大课题。根据2015年12月实施的自我评价

报告书
制作团队

守法合规办公室
（公司内外通报窗口）

风险管理小组
促进风险发生的防患于未然以及风险受灾的减轻措施

的结果，考虑到我们是化学厂商，因此将“加强缓解气候波
动、环境保护的对策”、“完善注重安心与安全的质量保证体

信息安全办公室

系与合理地披露产品信息”作为重要课题。

自然灾害风险委员会

为了推进CSR活动，在守法合规小组、风险管理小组、

海外风险委员会

环境安全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
“ CSR推进小组”，在稳步推

债权管理委员会

进CSR重点课题的同时设定符合CSR改进要求的课题，并按

知识产权风险委员会

照各个主题开展活动。
环境安全小组

过去的三个小组将分别站在各自的视角对东洋油墨集

促进整个集团的环境管理体系

团的CSR活动提供支持。另外，将各小组的海外应对工作也

节能·省材小委员会

加入到了活动方针之中，以推进全球范围内的CSR活动。

安全小委员会
化学物质管理小委员会
贸易管理小委员会
土壤·地下水污染对策小委员会

CSR的活动主题与2016年度的业绩
活动主题

加强缓解气候波动、环境保护的对策

2016 年度的主要业绩
・通过努力节能，同上一年度相比，减少了国内的 CO2 排放量。
・已经开始讨论关于缓解气候波动的长期目标。
・为了确认事业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对事业所周边的公司所有森林实施了生物调查。

完善注重安心与安全的质量保证体系与 ・通过品质管理委员会的活动，减少了品质事故。
・推进作为工序异常主要原因的人为失误的消除活动。
适当地披露产品信息
・落实国内的 SDS 发放工作，现已发放完成。
提高海外基地对公司理念、
方针的理解程度

・包括具体案例在内，对海外 25 家公司进行了经营理念体系与年度方针等说明。
・向海外经营层发放资料，在各种培训班上进行讲解，通过全球化委员会进行讨论。

完美多样化人才录用措施与促进
健康经营工作

・推 进 女 性 的 活 跃 ：加强女性的录用（女大学毕业生的录用比例超过 30%）
、职业开发支援、持续开展以
上司为对象的培训。
・雇 佣 残 障 人 士 ：研究 2017 年度的大学毕业生录用、残障人士的实习。
・推 进 保 健 工 作 ：推进被抚养人的健康体检、完善健康体检项目。

提高劳务管理与信息管理的水平

・劳务管理 ：开展与就业管理体系调整相关的合理的劳务管理的启蒙工作。
・信息管理 ：引进针对型攻击的对策产品，并开展启蒙活动。

完善符合各地区具体情况的守法合规体制
・在海外各公司设置并开始运用“当地法务窗口”。
和咨询窗口
加强与当地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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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闲散农田开展农业业务（与当地合作推进推广工作）。
・继续开展东洋莫顿、川越制造所的地区交流活动。

东洋油墨集团的CSR

2017年度CSR活动方针
在2017年度，东洋油墨集团将开展把财政年度变更为

别制定了活动计划。上述的活动方针和计划在征得经营层

2018年1月～ 12月的准备工作（参见第20页），自2018

的同意后，于2017年2月召开的全公司会议“ CSR会议”中

年1月起启动基于长期构想的下一个中期经营计划。因此，

进行了报告。

2017年度的集团经营方针的口号是
“进行SCC －Ⅲ进化计
划的最后冲刺，向下一阶段的腾飞发起挑战”。另一方面，

<2017年度CSR活动方针>

在针对“ CSR报告书2016 ”的第三方意见中，给本公司提出

促进经营战略与CSR活动的联动

的意见是 ：为了实现经营与CSR的整合，需要进行下一个中

1. 解决SCC-Ⅲ的遗留课题
2. 制
 定与下一个长期构想、
			
重点课题
中期经营计划联动的CSR活动计划
①重新审视CSR的重要课题

期经营计划与CSR活动计划的整合。
因此，2017年度把CSR活动方针确定为“促进经营战
略与CSR活动的联动”，把“解决SCC-Ⅲ的遗留课题”作为重

②制定CSR（包括CSV ）
的中长期计划

点课题之一。另外，关于在2016年度制定的七大课题，分

与利益相关者的关联
东洋油墨集团的事业活动与各方利益相关者有关。
我们尊重广大的利益相关者，开展各种各样的交流活动，构建信赖关系与协作关系，努力完善CSR活动。

●股东大会
●决算说明会
（每年召开两次
（ 11月、5月）
）
●单独会议
（大约召开100次）
●网站的信息披露			
（发布约20条与经营相关的新闻稿）
●通过IR工具披露信息			
（发行
“ Fact Book ”
、
“至各位股东”
）
●SRI问卷调查的应对

●工厂视察
●问卷调查等各种调查的实施

●参加当地举办的活动
●风险交流活动
（→P45 ）
●参观工厂
●接纳实习生
（→P46 ）

●营业部门的顾客应对
●客服窗口的应对
●网站的信息披露
●举办展示会、Private Show等
（→P43 ）

顾客

股东、
投资者

员工

东洋油墨
集团

交易商

当地社会

行政机关

地球环境

●职场交流
●劳资协议会
●公司内部报刊、公司内网
●内部通报制度
（→P41）

●参加行政机关主办的研讨会
●协助行政机关主办的活动
●行业团体的交流
●法律法规相关的申报、报告

●与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共同研究
（→P37、P38 ）
●实施环境培训
●发表CSR报告书等
（→P47 ）
●环境相关问卷调查的应对
（→P47 ）

东洋油墨集团 CSR 报告书 2017

14

为了重要课题的设定
东洋油墨集团在直面社会课题的同时，强烈地意识到，为了促进集团的发展和提高企业价值，需要设定重要课
题（对经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重大影响予以应对的课题），并从 2016 年度起开始了设定重要课题的相关活动。
目前还处在重要课题的设定过程当中，现将过去的过程以及今后的预期报告如下。

重要课题设定过程

STEP

1

STEP
根据各种指南等找出候选的
重要课题

2

确定重要课题的优先顺序

对国际性的指南以及化学厂商中存在的重要课题等进行

在找出的重要课题项目的基础上，由CSR推进小组以
“对

研讨，作为东洋油墨集团可能对经济、社会、环境造成的重

利益相关者来说的重要程度”和“对东洋油墨集团来说的重要

大影响的因素以及必须应对的课题，找出了候选的重要课题。

程度”为座标轴，确定各项目从高到低的优先顺序。

关于CSR的各种指南

行业中存在的
重要课题

来自利益相关者的
评价和期待

什么是东洋油墨集团的
重大影响

找出候选的重要课题

各种指南
ISO26000、OECD跨国企业行动指南、环境报告指南、GRI指南第4
版、企业治理准则、IIRC框架、SDGs、联合国全球契约

等

CSR推进小组确定重要课题的优先顺序

高

所找出的重要课题的匹配结果
●应对海外的环境法规
●基于交流科学的创新

●提高员工的健康水平
●完善地区交流活动

对利益相关者来说的重要程度

（利益相关者的评价和对决策的影响）

●推进零排放工作

●提供安全、安心的产品

●合理的信息披露
●全球性的人权尊重与人权教育
●推进BCM
●推进缓解气候波动对策
●提高客户满意度
●真正的全球化

●提高女性、老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基于生命科学的创新
●推进安全防灾活动
●尊重人才的多样性
●基于可持续性科学的创新
●在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恢复方面的举措
●完善全球化人才培养与
●为解决地区的课题做出贡献
教育研修制度
●防止腐败和贪污
●土壤、地下水污染对策
●推进化学物质管理
●提高品质保证体制的水平
●提高劳动安全卫生水平 ●充分利用当地的未利用资源
●加强价值链的合作

●环保型产品的开发与普及

●推进大米油墨的普及

●提高残障人士雇佣率
●推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推进环境教育

●避免对供应商的人权评价与袒护
●完善守法合规体制与咨询窗口
●降低物流中的环境负荷

●经营理念与CSR价值体系的共享

●推进风险管理、灾害应对工作
●推进CSR采购
●确保集团的整体性
●与人权相关的投诉处理与解决

●推进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

●纠正被区别对待和不平等

●提高客户的安全卫生水平
●消除强制劳动和雇佣童工

●完善育儿与护理支援制度

●确保外部董事的独立性
●推进海外市场的“当地生产当地消费”

●推进守法合规教育

●提高环保效率指标

●公正的营销与交流

●保护消费者数据与个人隐私
●供应商的劳工实践评价
●关于劳工实践的投诉处理与解决

●为消除贫困和饥饿做出贡献

●为当地的教育文化做出贡献
●对颜色管理、通用设计的支援

（组织的经济、环境、社会影响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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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对东洋油墨集团来说的重要程度

东洋油墨集团的CSR

STEP

3

实施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

本公司认为，在设定重要课题时，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客观意见与期待，设定更具妥当性与实效性的重要课题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与外部的有识之士的对话、以及公司内部的研讨会等形式，在公司内外反复进行交流，进一步缩小了重要课题的项目。

■横滨国立大学
2016年11月，在横滨国立大学国际社会科学府商

■核心事业公司・经营本部
2016年12月，在CSR推进小组研讨的重要课题项

学院与10名可持续性专业的社会人士、研究生就2016

目的基础上，与三家核心事业公司的经营本部进行对话，

年度的CSR报告书进行了对话。

站在事业公司的视角对课题进行了评价。

我们收到了需要根据下一个经营计划设定中期目

重新审视重要课题的重要程度，将提高客户满意度

标、根据SDGs、巴黎协

作为最优先课题，新增

定等国际动向确定CSV

加了“提供安心、安全的

的方向性和目标的意见。

产 品 ”、“ 推 进BCM ”等
的项目。

■循环型社会研究会
2017年1月，和对CSR报告书提出了第三方意见、

■内部研讨会
2017年4月举办了员工参加的研讨会。本次研讨

并对候选重要课题项目的查找提供了帮助的循环型社会

会的举办目的是，针对从候选的重要课题中选出的
“具

研究会进行了对话，对之前的过程进行了说明，并重要

有东洋油墨集团特色”的重要课题，希望员工能够在充

课题的挑选展开了讨论。

分理解并认可的前提下进行落实。

通过对话，循环型社会研究会提出了如下的意见 ：

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门、从事各种不同业务、肩负东

需要研讨是否应将“员工的健康”等目前受到极大关注的

洋油墨集团未来使命的员工共聚一堂，分成了5个研讨

项目作为重要课题，在对重要课题进行分组时，不要拘

小组，针对怎样的利益相关者采取怎样的举措？用怎样

泥于一般的指南，把东洋油墨集团一直珍视的经营理念

的语言进行表述？理想姿态是怎样的？等议题，各个小

等的共识作为切入口会

组就各自的想法和思路

更有说服力。

进行了讨论。
通过这一最终过程，
进一步集中了重要课题
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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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重要课题的设定

STEP

4

重要课题与KPI的设定

在吸纳公司内外意见的同时，将集中的重要课题作为最终方案，重新对理想姿态、分界线（影响的范围）、与SDGs的关联
性等问题进行了整理（参见下图）。
今后通过向CSR统括委员会、经营会议汇报该方案等方式进一步展开讨论，最终确定为东洋油墨集团的重要课题。
另外，确定的重要课题将反映到下一个中期经营计划之中，同时设定KPI，利用PDCA循环进行管理。

东洋油墨集团的重要课题（案）
重要课题

1

2

3

4

5

提供超出客户期待的价
值，推动社会的发展

通过创新性技术实现与
环境的共生

实现与供应链的双赢，
相互切磋交流

重视员工，
追求幸福与工作价值

构建对信任提供可靠保
障的牢固的企业基础

理想姿态

分界线

通过超出客户期待的具有独创性的产品与服务，提供有助于社
会创新与课题解决的价值。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广大的利益相关

SDGs 的关联目标
构建产品与技术
创新的基础

制造责任、
使用责任

客户、社会

者的信任，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通过创新性的环境技术，在产品和服务的两个层面形成社会的
领导企业。另外，通过涵盖上游和下游的事业整体的举措，为

制造责任、
使用责任

制定针对气候波动的
具体对策

对所有人做到
和平与公正

制造责任、
使用责任

环境

实现社会与环境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站在对等的立场尊重供应链，通过彼此的相互激励构建稳固、
双赢的信任关系。另外，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相互协调，不断

供应链

发起新的挑战。

确立每一位员工的人格和多样性得到尊重、员工主动追求工作
价值与自我实现的风气。另外，开放、包容，像家庭一样的职

做到男女平等

无论是工作价值还是
经济增长

员工

场环境成为在国内外实现创新的基础。

通过守法合规和交流等的实践，确立对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提供
可靠保障的牢固的企业基础。另外，这一基础也是继承历史，
使公司发展到 200 周年的稳固基石。

（间接性的所有利益

消除人与国家的
不平等

对所有人做到
和平与公正

相关者）

关于重要课题的设定
为了实现我们所居住的地球这个宇宙飞船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国家和政府的职责之外，企业的
真正参与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必须通过充分发挥各企业的特点与优势的企业活动，在解决社会与
环境课题的过程中积极选择密切相关的课题，并为此做出积极地贡献。
重新审视过去以
“被动式的CSR ”为中心的活动，我们从2016年度开始寻找为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而应解决的课题，通过对话设置偏重度，确定其中的重要课题。我们将设定有助于同时促进社会
CSR统括委员会委员长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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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东洋油墨集团特点的重要课题，将其落实到各部门的KPI之
中，并通过重新设定更加积极、主动的CSR活动，实施PDCA循环，促进与经营战略联动的CSR活动。

东洋油墨集团的CSR

CSR活动的KPI业绩与目标
会议”上确认了 KPI 的成果。另外，2017 年度的

除 2016 年度设定的 CSR 的活动主题之外，东
洋油墨集团从 2014 年度开始，在 ISO26000 的核

CSR 活动方针之一是“解决 SCC- Ⅲ的遗留课题”，

心主題与课题的基础上，设定了 CSR 活动中的 KPI，

我们将继续设定 KPI，推进相关改善工作。

并对其进度进行了确认。在 2017 年 2 月召开的“CSR
ISO26000的核心主题与KPI业绩与目标
核心主题

评价 ：

KPI

每年 2 次

每年 3 次

每年 2 次

100%

100%

100%

风险管理小组会议的召开

每年 3 次

每年 3 次

每年 3 次

全球公司内部信息共享媒介
（全球公司内刊）的发行

每年 4 次

每年 4 次

每年 4 次

100%

100%

100%

对集团关联公司的渗透

在国内培训及海外访问时进行说明
（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

持续开展在培训和海外访问
时的启发活动

100%

100%

100%

0件

0件

0件

13 件

16 件

10 件

海外赴任人员的人权教育受训率
人权

全球人事政策的制定
育婴休假复职率

劳工实践

发生重大事故
发生与过去发生的事故类似的事故
事故发生率 ※

2.0

2.8

2.0

77,287t
（比上年度减少 0.8%）

75,000t
（比上年度减少 3%）

能源基本单位（海外）

168.1L/t
（比上年度减少 1%）

167.0L/t
（比上年度减少 1.6%）

165.3L/t
（比上年度减少 1%）

用水量

287 万 m3
（比上年度减少 2％）

284.9 万 m3
（比上年度减少 2.8％）

279 万 m3
（比上年度减少 2％）

化学物质排放量

84.0t
（比上年度减少 2％）

85.7t
（比上年度减少 0.1％）

83.9t
（比上年度减少 2％）

产业废弃物产生量

7,230t
（比上年度减少 5％）

7,827t
（比上年度增加 2.9％）

7,600t
（比上年度减少 2.9％）

运输配送的环境负荷

47.9kL/ 百万 t・km
（比上年度减少 1％）

48.6kℓ / 百万 t・km
（比上年度增加 0.3％）

48.1kℓ / 百万 t・km
（比上年度减少 1％）

63%

59.2%

63%

9.3
（比上年度提高 0.4 点）

8.7
（比上年度提低 0.2 点）

9.3
（比上年度提高 0.6 点）

0件

0件

0件

100 人

197 人

200 人

新登录时的调查的继续

无新登录

比上年度减少 10%

比上年度减少 15%

比上年度减少 10%

专利申请件数的计划达标率

80% 以上

106%

80% 以上

实施风险交流

2 件以上

1件

2 件以上

比上年度增加 3%

比上年度增加 8%

比上年度增加 3%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
环保效率指标
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的行政指导为零
公平运行实践

消费者问题

社区参与和发展

2017 年度目标

75,000t
（比上年度减少 3.7%）

CO2 排放量

环境

分包法讲座的听讲
有关纠纷矿产对采购对象的更新调查实施率
工序异常的发生件数

当地产物资在公司内的使用及销售
※事故发生率

不仅仅是停工工伤（停工 4 天以上的工伤事故）
，还包括非停工工伤、火灾、
泄漏等与保安防灾相关的事故，为了降低其发生率，做出了“事故发生率＝
100 万总实际劳动小时数的（停工＋不停工＋保安防灾）事故发生率”的定
义，将 2016 年的目标设定为 2.0，并为了完成该目标而开展了活动。
在 2016 年，国内的停工工伤的件数有所增加（参见第 28 页）
，停工工伤
发生件数比 2015 年度大幅减少，事故发生率为 2.8。但是，相对于 2.0 的

-

新登录时的调查的继续

事故发生率的推移
5
4
3

3.46

3.30

2.79

3.14

2.80

2

2.00

目标，连续两年未达成目标，2017 年将继续以 2.0 为目标，推进防止事故
灾害发生的活动。

未达成

2016 年度业绩

守法合规基地会议的实施率

评价

部分达成

2016 年度目标

定期召开 CSR 统括委员会

组织治理

达成

1
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目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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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治理

企业治理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处于集团的一元化管治的
企业治理基本方针

中心地位，执行制定集团战略、风险管理以及履行说明责
任的统领业务。此外，为了实现集团的可持续发展以及

1. 尊重股东的权利，努力确保股东实质的平等性。
2. 与各种利益相关者保持适当的协作。
3. 通过公司信息（亦含非财务信息）的适当披露确保透明

中长期的企业价值提高，将依据基本方针，不断完善企
业治理工作。

性。

另一方面，各事业公司则根据最符合各事业领域的

4. 董事会认识到针对股东的受托者责任，努力维持和提高

特性的执行体制推进事业，以提升顾客满意度及增强竞

董事会功能。

争力。控股公司和各事业公司通过履行各自的责任，力

5. 与拥有符合中长期股东利益的投资方针的股东进行建设
性对话。

求推进效率经营，提升经营的透明度，实现企业价值的
最大化。

企业治理体制（ 2017年度）
股东大会
选任、解任

选任、解任

选任、解任

指定、报酬相关咨询委员会
答复·报告

咨询

控股公司

审计监察人

董事会

监察

内部取缔役11人、外部取缔役3人

监事会
内部监事2人、外部监事3人

报告
监察

合作

集团经营会议

选定

经营重要事项以及应提交董事会审
议的法定事项的协商机构，功能与
董事会类似

集团监查室
对事业活动是否合法、正当进行验证
与监查的部门

监察·合作

CSR统括委员会

代表取缔役

业务执行功能

监督

选任

执行董事

CSR推进小组

风险管理小组

指定、报酬相关咨询委员会
出于进一步提高董事会的指定、报酬
决定过程及其内容的透明性及客观性，自
选人及其报酬进行审议后，向定期股东大
会提交提案。

守法合规小组

另外，该委员会由符合本公司规定的
“关于外部董事或外部监事独立性标准”的
两名外部董事出席。

守法合规办公室

（公司内外通报窗口）

统制、管理

集团公司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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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部董事的独立性的基准”登载在了本公司网站的“ IR信息”中。

东洋油墨集团 CSR 报告书 2017

連携

外部律师

环境安全小组

2017 年起设置了咨询委员会，在对董事候

为了应对2015年6月施行的
“企业治理准则”，本公

全球化治理

组织治理

企业治理准则的应对

全球化委员会

●

司于2015年11月制定了
“企业治理基本方针”
（ 2016年6

东洋油墨集团在2016年7月和11月召开了两次“全

月修订），并将“企业治理报告书”提交给了东京证券交易

球化委员会”会议。集团经营会议成员、各地区的代表、

所。

各公司的社长、董事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分享和讨论了集

性。
WEB

团的全球化战略、政策以及各地区的事业战略课题。另外，

人权

今后将继续积极地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和确保透明

在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作为全体参加人员的共识，发表

“企业治理报告书”、“企业治理基本方针”登载在了本公司网站的
“ IR信息”中。

监事会由包括3名外部监事在内的5名监事构成。外

亚洲地区会议

●

2016年12月，在越南河内召开了由来自东盟六国、
印度、迪拜等10家公司负责人参加的2016年地区代表会
议。

部监事通过和外部董事一起出席董事会等重要会议、阅览

通过全球化委员会的信

重要文件等方式把握经营信息，站在基于外部视角的客

息共享和对各公司重点课题

观立场，起到经营监视功能。

的 讨 论， 与 会 人 员 一 致 同
意推进全球化网络的应用、

和章程、是否适当进行审计，将审计结果向代表取缔役及

创造新的事业、开拓新的地

内部控制主管董事报告。

区，相互协作推进事业活动。

换会，进行审计的协作。同时，集团监查室长参加监事
与审计监察人的意见交换，加强三方审计的合作。

内部控制系统的持续改善

中国地区会议

●

2017年3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了“ 2017年度中
国地区会议”
。在对东洋油
墨集团的2017年度经营方
针以及核心事业公司的海外
拓展方针等事宜进行说明

活动的有效性和效率，确保财务报告的准确性，东洋油

后，各公司发表了2017年

墨集团对“内部控制系统的基本方针”进行了持续改善。

度的重点课题和措施。

部控制系统进行文件管理的同时，通过内部审计确认各

经营干部与取缔役的报酬
取缔役的报酬在股东大会的决议确定的取缔役报酬
限额的范围内，在各职位的基准报酬额的基础上，综合

中国地区会议

决算期（事业年度最后一天）的变更
社区参与和发展

部门对内部控制的应对情况。

消费者问题

为了遵守与事业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提高事业

此外，在集团审计室成立了
“内部控制小组”
，在依据内

亚洲地区会议

公平运行实践

另外，监事和集团监查室原则上每个月召开信息交

环境

集团监查室对集团各公司的业务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劳工实践

审计系统

了“共同宣言”。

东洋油墨集团作为“为世界做出贡献的科技型企业”
，
为了推进全球化事业的一体化经营，进一步通过经营信
息的适时、适当披露实现经营的透明化，将把集团的决算
期统一成全球标准的12月。
作 为 决 算 期 变 更 的 过 渡 期 间， 第180期 计 划 采 用

考虑经济形势、经营业绩以及主管职务的评价等因素后决

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9个月决算。另外，

定。另外，针对除外部取缔役之外的取缔役，在上述报

目前决算期不是12月31日的合并子公司也计划同时进行

酬总额的额度内引入了股份报酬型股票期权。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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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治理

风险管理
东洋油墨集团在风险主管董事（风险管理小组负责

风险管理小组的活动

人）的领导下，对集团整体的风险进行一元化统一管理。
另外，集团的各公司、各部门找出在日常业务中潜在的风
险，对其进行评价和研讨，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风险管理小组依据发生频率和重大程度对各公司、各
部门的风险进行评价，
制作风险图并在全公司共享。同时，

险管理小组按课题设置了五个常设实施部门（委员
会）。以各委员会为中心，推动整个集团的风险应对工作，
各委员会通过自律性地活动加强风险管理。
●

在向经营层汇报重大风险的同时，风险管理小组确认降
低重大风险相关活动的进展情况以及达成度。在发生有

通过推进信息泄漏的预防措施及构建紧急应对体制，
力图降低信息风险。

可能导致重大风险的新问题时，召开由相关方参加的小
型委员会会议，采取应对措施。
2016年度已将风险管理活动扩大至海外关联公司，
并已开展降低风险所需的PDCA循环工作。

信息安全

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实施信息安全强化月、调查信息
安全的实际情况、信息资产管理、改进信息安全规则与完
善推进管理体制、信息安全启示活动、网络攻击对策、各
种研修以及在海外基地的启示教育等。
●

债权管理
采取了关于集团整体债权管理的措施，在营业提供的

2016年度的风险管理活动方针
基于以下观点，以全员参加的意识开展风险管理活动。

1. 利用过去积累的经验，由各公司、各部门自主开展风险

定性信息的基础上，定期召开讨论应对措施的例会，应对
债权回收风险，并加强了海外关联公司的风险掌控与管理。
●

管理活动，对已经预测到的风险做到防患于未然。

2.

持续验证已经预测到的风险发生后的应对措施，努力防
止风险的扩大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自然灾害风险的应对情况
为了确保可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事业持续性而开展

了风险管理活动。
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各种训练、加强发生地震、台风

3. 根据事业的扩大、扩张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研讨可能

等情况下的应对措施、BCM体制建设、海外基地的风险

出现的新风险。

应对现状调查以及应对手册编制等。
●

知识产权风险的应对情况
设想可能发生的专利保证、知识产权侵害、品牌模仿

海外预测的重大风险

等的知识产权风险，并开展相关活动。具体包括对其他

·静电导致的起火、爆炸事故

·欺诈

·恶臭问题

·信息泄漏

公司侵害本公司集团专利权的风险的应对工作、本公司集

·恐怖袭击、灾害、流行病

·守法合规的违反

·经济不稳定、供应商破产

·转让定价税制、增税

团产品的仿制品的监视与对策、与专利申请相关的合同风

·外汇汇率波动

险的应对工作。
●

海外风险的应对情况
设想海外特有的风险，如示威游行、暴动、恐怖袭击、

流行病等人与物的风险或税务风险等，加强相应对策。
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加强海外的预测风险查找及其
应对措施、开展海外驻在员的平安确认训练、持续发布海
外的危险信息以及提醒信息，加强因政局不稳等原因导
致的恐怖袭击发生地区的员工安全保障、海外关联公司的
税务业务情况调查、针对驻在员以及海外关联公司的风险
管理启示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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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因2016年4月发生的熊本地震而受灾的人民表示

灾、倾倒跌落）的规则”。
明确了在预测地震烈度为
“ 6强”时防止设备发生倾

组织治理

BCM（事业连续性管理）与灾害对策

倒、跌落、泄漏和火灾的具体措施。
在国内的事业所正在积极推进抗震诊断、厂房加固、

诚挚的问候。
东洋油墨九州株式会社南九州营业部
（熊本市南区）
受到了货架和桌子上的PC倾倒、产品掉落等的灾害，但

老旧建筑物拆除、设备固定、引入抗震应对设备等工作。
原材料的稳定采购

●

建筑物和设备没有出现重大损失。
东洋油墨集团针对在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的应对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发生熊本

性原料）中的主要原料，我们开展了使用通用品替代垄断
性原料和增加资源供应商的工作。

地震时，以生产与物流本部为中心，在掌握受灾情况的

此外，为了确保原材料的稳定采购，我们还从设计
阶段开始开展了防止出现垄断性原料的活动。

员密切配合，努力保证了产品与商品的供应。同时，设

●

劳工实践

同时，与LOGI CO-NET株式会社和各基地的物流相关人
想包括本公司在内的化学企业可能发生的事故，构建了

人权

在东日本大地震后，针对采购资源受限的原料
（垄断

生产完善体制的建设
针对大规模灾害和供应链的事故案例，确立了涵盖

事故恢复以及产品供应的体制，并推进BCM工作。

国内、海外生产基地的生产完善体制，并完成了防止事业

BCM的思维方式

受到重大影响的系统构建与生产完善手册的编制工作。
为了尽快在危机事态中恢复，明确了在生产停止1 ～
①确保运行与提供水平
达到目标以上

事先

②在目标期限内制定恢复
计划

事后（初期应对与 BCP 应对）

实施 BCP 后的
恢复曲线

目前的预测
恢复曲线

2个月时的生产完善体制所需的行动计划。
此外，依据事业连续性管理系统
（ BCMS ）的国际标
准
“ ISO22301 ”制定了BCP，部分事业所已经取得了管
理系统的认证。

目标

总部大楼的BCP

目标
目标与目前的恢复时间的差异

时间轴

东 洋 油 墨 集 团 于2016年11月 将 总 部 搬 回 至
原总部所在地竣工的再开发栋
（ 建 筑 物 名 称 ：京 桥

消费者问题

目标：在达到运行与提供水平及制定恢复计划之前的期限内所需要的最低水平

公平运行实践

运行与提供水平

恢复

100％

环境

灾害
发生

EDOGRAND ）。京桥EDOGRAND采用了以紧固的地
●

建立应急体制
为了在发生大规模灾害时掌握全体员工是否平安，

根据受灾情况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对平安确认系统进行
围减灾判断位于受灾地的员工，并发布必要的信息。
此外，风险管理小组的自然灾害风险委员会根据员
工的回信邮件，掌握人身受灾与直接灾害的大小，努力
确保对事业连续性来说最为重要的员工的安全。
●

加强设备的抗震性能
依据在东日本大地震后实施的地震后安全审计结果，

东洋油墨集团制定了
“关于地震对策
（防止倒塌、泄漏、火

的中间免震构造。在免震层设置的隔震支座（层压橡胶）、
液压式阻尼器、弹性锁止机构
（国内首次采用）可对地震
的摇晃周期进行调整，吸收大地的能量，防止天花板破
损以及办公家具倾倒等二次灾害的发生。

社区参与和发展

了彻底改进。与灾害信息联动，自动根据震级、受灾地范

基作为支撑层的直接基础和拥有国内最高等级耐震性能

另外，在设施内
设 置 了 储 备 饮 用 水、
保存食品、简易厕所
等仓库。在发生灾害
时，将成为回家困难
者的支援基地。另外，
东洋油墨集团还设置
了紧急用发电机和防
灾储备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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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尊重人权
东洋油墨集团依据
“尊重人的经营”的经营哲学，努

的教育。在对具体的实例展开交流的同时，关于在海外

力打造培养多样性人才和让其充分发挥作用的风气，尊

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尊重人权的问题举办了讲座。同时实

重人权，遵守各国的劳动法，开展尊重各地区的文化与

施了关于人事管理的教育，以及在与海外人士共同工作

价值观的事业活动。

的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有关尊重地区的文化和习惯、实

最大限度地尊重自己的存在、对方的存在、每个人的
存在，这是东洋油墨集团的思想根基。

在全球范围内尊重人权
在全球开展业务的厂商需要关注事业活动对人权造
成的负面影响。

现与当地的共同发展的教育。
另外，在以新任管理层为对象的研修中，也开展了
关于尊重人权的教育。通过对权利骚扰、性骚扰、LGBT
等的理解，尊重每一位员工的个性与人格，让每一位员
工都能够充分发挥自主性与能力，推进具有工作价值的
安全的职场环境建设工作。

在事业行为准则中明确了“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
“禁止性骚扰和权力骚扰”
、
“尊重个人隐私”
、
“禁止使用
童工和强制劳动”，并通过在各职场召开守法合规会议等
方式，积极开展公司内部启发活动。同时，与海外关联
公司共享事业行为准则，在全集团落实尊重人权的理念。
另外，考虑到近年来关于人权的国际趋势，本公司
制定了以构建和完善集团海外公司的人事管理体制为目
海外赴任前研修人权教育

的的“人事方针”，并贯彻实施。这是将东洋油墨集团人
事战略中的基本方针进行体系化的举措，今后将继续开
展活动，加深员工对人权的理解。

关于人权的教育

人事方针中关于多样化人才与人权的方针

东洋油墨集团在积极推进事业的全球化拓展工作，
从2013年度开始，在海外赴任前研修中引入了人权启发
事业活动对人权造成的影响例
·怀疑供应商使用童工、强制劳动

采购

23

久共存，通过创造新的生活价值而让世界各国人民过上更
加幸福的生活，我们特做出如下保证。
●尊重人权
支持世界人权宣言，积极推进人权启发教育，杜绝任何

·供应商提供的化学物质信息不充分，对员工及消
费者的健康造成损害。

格地管理。

·劳资之间的交涉不正常，因发生罢工、联合抑制
导致生产停止。
·工厂排放的废气、废水引起大气、水质污染，给
当地居民的健康带来损害。

销售

条、思想、教育、是否残疾，为了实现与世界各国人民的长

·怀疑供应商使用刚果及其邻近国家出产的矿物原
料（冲突矿产）。

·海外的关联公司要求员工加班的时间超过了当地
的劳动标准，支付了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

生产

无论人种、国籍、民族、性别、社会身份、年龄、宗教、信

·化学物质（危险品）的信息提供不充分，给消费
者带来健康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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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骚扰。另外，尊重个人隐私，对信息采取谨慎、严
●遵守各国的劳动法
不把与业务没有直接关系的不合理的理由作为雇佣时的
判断标准，不依据不合理的理由解雇员工。另外，坚决
杜绝强制劳动和使用童工。
●尊重人才的多样性
不被过去的成功体验以及现有的方法所束缚，不对多样
化的人才进行区别对待，并通过相互尊重，打造让每一
位员工都能体验到工作价值的组织。另外，开展尊重各
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价值观的事业活动。

劳工实践

多样化人才的活用
TOPICS
组织治理

多样化人才的录用工作

获得了L星标志认证

无论性别、年龄、国籍、是否残疾，东洋油墨集团努
力尊重多样化的价值观、思路与构想。国内在2016年度

2017年3月，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获得了

也录用了外籍员工，今后将继续推进外籍员工的录用工

基于女性活跃推进法的“ L星”标志认证。录用、继续
就业、劳动时间、丰富多彩的职业规划方案等四个项

的研修等方式，推进能够让外籍员工充分发挥作用的接

目的业绩受到高度评价。本公司从2015年度开始持

纳体制构建工作。

续开展促进女性员工职业规划

人权

作。通过提高日语能力的教育、确保与外籍员工顺利沟通

形成的研修，通过这种方式，

截止2017年6月的残疾人雇佣率为1.92%，低于法

进一步打造可以让女性员工充

定雇佣率（ 2.0% ）
。在今后的录用与配置过程中，将充分

分发挥作用的环境与风气。
劳工实践

考虑残疾人的适应性，为实现长期劳动而进一步采取措
施。
东洋油墨集团职员人数
充分发挥老年员工的作用

●

为了让员工长期发挥作用，从2014年9月开始，将
60岁退休制改成了63岁退休制。
长期工作与职业规划的体制。
此外，关于继续雇用制度，建立了可工作至65岁的

充分发挥女性的作用

●

东洋油墨集团今后将继续推进落实此项措施，构建

东洋油墨 SC 控股

370

88

458

342

90

432

东洋色材

646

71

717

622

72

694

东洋科美

341

34

375

371

47

418

东洋油墨

703

67

770

692

71

763

国内关联公司

747

147

894

736

144

880

国内计

2,807

407

424

3,187

海外计

－

－

4,902

－

－

4,834

总计

－

－

8,116

－

－

8,021

3,214 2,763

公平运行实践

再雇用体制，继续发挥多位再雇用员工的经验和专长。

2016 年度
男
女
计

环境

随着引入63岁退休制，人事制度也转变为重视员工

（単位 ：名）

2015 年度
男
女
计

无论是什么性别，都可以提高个人能力，充分发挥作用
般企业行动计划”中提出的一个目标是日本国内女大学毕
业生的录用比例达到30％，2017年4月入职的女性新员

海外关联公司员工的董事起用人数

（単位 ：名）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董事

54

52

57

会长、社长

17

14

11

消费者问题

的环境。在2016年4月公布的
“基于女性活跃推进法的一

工比例达到34％。新入职的女性员工比例连续两年达到
30％以上，而且女性员工被分配到各个不同的部门。今

退职人数和退职理由
（国内）

作用的工作领域。
另外，为了打造可以让女性员工充分发挥作用的环
境与风气而开展了研修活动。
通过以女性员工为对象、以提高职业规划意识为目的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公司原因

0名

0名

自身原因

55 名

72 名

离退休 ※1

5名

4名

停职期期满

1名

1名

合同期期满

50 名

52 名

的培训和以上司为对象、以为女性员工的职业规划形成提

合计

111 名

129 名

供支援的意识改革为目的的培训的双轨机制，致力于促

年度离职率 ※2

1.76%

2.30%

进相互理解的工作。

社区参与和发展

后将继续积极录用女性员工，扩大女性员工可充分发挥

※1 ：退休时未引入 63 岁退休制度的国内关联公司的退休人数
※2 ：年度离职率根据因自身原因和停职期满而退休的人数与员工人数的比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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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实践

创造富有活力的职场
VOICE

推进合理的劳务管理

育婴休假利用者的心声

东洋油墨集团积极完善就业环境，在重视员工的工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
集团人事部

作与生活的平衡的同时，确保做出工作成果。
为了实施更加合理的劳务管理，2016年对就业管理
系统进行了调整，在国内共计25个基地举办了74次说明
会。说明会上，重新向大家贯彻了就业管理的基本规则、
以及本来的目的和意义，加深了大家对劳务管理的理解。

我在妻子生产后和年底取得了一个月左右的育婴休假。
在刚开始准备育婴的时间申请育婴休假，不仅减轻了妻子
的负担，同时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作为父母
的责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由于夫妻双方都在上班，分担了保育园接送和家务劳

另外，同时实施了对各基地管理人员的教育，分享了劳

动，所以我在有限的工作时间内不断思考如何才能提高工

务管理的课题和现状，对开展合理的时间管理和掌握工

作效能，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我对整个公司提高了男性

作情况提供了支援。

取得育婴休假的机会感到非常欣慰，同时也得到了职场的
上司以及同事的理解，非常感谢公司能给我这样的机会。

平均加班时间与休假取得率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6.4

7.0

6.7

带薪休假取得率（%）

56.4

57.0

58.9

半休制度取得率（%）

61.4

63.1

65.4

平均加班时间（小时 / 月）

2016 年度

交流支援
为了促进员工之间的交流，本公司引入了对以职场
为单位的娱乐活动费用进行部分支援的制度，每年针对

育婴支援

东洋油墨集团的全体员工提供两次支援。

2015年5月第2次取得了下一代养育支援认定标志
“ KURUMIN ”
。此外，自2015年4月起，开展了下一代

各地举办了BBQ、保龄球比赛等联谊会和活动等，每
年都有许多员工参加。

养育支援对策推动法的第三期行动计划。
促进管理职及员工对男性取得育婴休假的理解和启
发，2015年度有5名、2016年度有17名男性员工取得
了该休假，育婴休假取得人数明显上升。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年1月，在德里工厂和古吉拉特工厂举办了
“家庭日”

100

100

100

活动。邀请员工家属参观工厂，

产前产后休假（人）

26

18

19

并对员工工作成绩进行了表彰。

育婴休假（名）【女性】

29

34

39

之后举办了运动会，员工及其家

育婴休假（名）【男性】

1

5

17

育婴期间缩短工作时间（人）

24

25

26

人一起表演节目，欣赏了传统舞

育婴休假的复职率（%）

护理支援制度
为了加深对护理的理解和认识，东洋油墨集团在11
月11日（好日子好日子）的
“护理日”发布了
“工作与护理两
不误的思想准备”
的信息。
此外，在公司内部召开了生活计划研讨会，在加深
对护理的理解的同时，介绍大家参加护理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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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海 外 措施
•TOYOINKINDIAPVT.LTD.

育婴支援的相关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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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蹈也品尝了当地美食。

家庭日
（古吉拉特工厂）

•TOYOINKCOMPOUNDSVIETNAMCO.,LTD.（ TICV ）
越南每年有两个妇女节（ 3月8日 ：国际妇女节、10月20
日 ：越南妇女节）、两个妇女节
都是尊重女性的节日。TICV当
天对所有女性员工赠送花束。另
外，在女性员工方便的日期组织
了聚餐活动和当天往返旅行。

妇女节的聚餐会

东洋油墨专业学校

为了尊重员工多样化的个人价值观和职业规划志向，
培养能够高质量工作的人才，本公司通过
“人才轮岗制度”

组织治理

人才培养

出于人才培养和风气改革的目的，2007年开设了东
洋油墨专业学校。

和“东洋油墨专业学校”
的两大支柱致力于人才培养工作。

以按阶层研修、按工种研修、全球化人才培养研修、
自我启发为中心，制定了挖掘人才和培养未来经营干部

人才轮岗制度

2016年度的研修天数达到157天，研修参加者高达

人才轮岗制度是由
“培训性人事调动”
、
“自主申请获
准调动”、“公司内部公开招募制度”
、
“海外研习制度”构

1,331名次。

成的制度。

●

新培训 ：创新精神创发计划
自2016年8月 起， 以 营 业 部 门、事 业 技 术 部 门、

的职业规划的形成。
“自主申请获准调动”是在每年一次

R&D部门的核心员工为对象，新实施了
“创新精神创发计

的“自行申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将本人的意愿反映到

划”活动，该活动共计举办了7次。计划的目的是培养作

人事调动之中的制度。

为创新者的精神，掌握实现梦想所需的领导能力，制定

另外，“公司内部公开招募制度”是员工能够自己选
择希望挑战的工作的制度，2016年度有4名员工进行了

了新的事业方案，并向经营层进行了展示。
把拥有各种不同背景的员工召集在一起，就可以不
环境

调动。

劳工实践

“培训性人事调动”是通过有计划的调动，促进个人

人权

的基本方针，积极开展各种研修和自我启发活动。

拘泥于一个视角，而是站在更多的视角提供解决方案，

在“海外研习制度”方面，将3名员工派驻到美国、泰

发表内容将为东洋油墨集团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国、菲律宾的集团海外公司半年左右。
公平运行实践

研修参加者的心声
海外研习制度

派遣国 ：美国
（ LioChem, INC. ）

海外干部培训
我所属的TOYO INK ARETS UK LTD.在东洋油墨集团中
是一个资历比较浅的公司。通过本次研修，系统地了解了集团

说，参加本次研修的使命是提高该公司的开发功能，开展新市

的体制以及事业部门等。同时认识到，除了与油墨相关的技术

场以及尖端技术的调查。

之外，东洋油墨集团还拥有树脂、颜料等各种各样的技术，建

在海外有各种各样的人，许多情况下无法进行沟通，因此

立在各项技术之上的一站式服务才是集团最大的优势所在。
在研修计划中，对各公司所面临课题的解决方法展开了讨

能够为你做什么”，即使在英语沟通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准确

论。各个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和商业习惯，因此这对重新认识

地传递自己的主张。通过这一经验，我学到了根据对方的需求

本公司事业战略的
“理所当然”
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机会。

社区参与和发展

我很注意如何去读懂对方的发言内容和意志。通过特别明确
“我

进行交流的重要性。

消费者问题

位于亚特兰大近郊的LioChem, INC.主要从事着色剂与凹
印油墨等制造销售业务。对于参加了12年的R&D活动的我来

我想今后将充分利用通过整个研修学到的东洋油墨集团的

在研修期间参加的学会中，通过与世界知名化学企业技术

优势与历史、以及本次构建的网络，为

人员的讨论，获得了关于核心技术

公司事业的进一步扩大而努力。非常

的进化、深化方向性的灵感。通过

感谢能够有参加本次研修的机会，我

此项活动，能够以新客户开拓为契

会把这次学到的知识与本国的同事进

机，获得新的商机等，这是在国内

行分享和推广。

的R&D部门所无法经历的活动。
中里睦（照片左起第3位）

Jamie Poyner
TOYO INK ARETS UK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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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实践

提升员工的健康与安全
●

提升员工健康水平的措施

利用员工食堂促进健康的举措
东洋油墨集团出于延长员工的健康寿命之目的，在

精神健康措施

员工食堂开展了预防生活习惯病的工作。

●

为预防和及早发现精神健康疾病，从2009年度起

在总部（京桥）的食堂，与食堂公司合作，除了提供
“均

引入了以全体员工为对象、由员工自行实施的压力检查。

衡午餐（热量600千卡左右、蔬菜的使用量140克以上、

2016年度的实施率为90.2%。

食盐摄入量3克以下）
”等考虑了整体均衡的菜单之外，还

对于希望进行高压力判断的人员，由医师进行面谈
指导，并利用在全国主要基地的协商室的内部协商人员
与外部心理咨询顾问室持续跟进员工的精神健康情况。

让食堂公司增加了沙拉吧、中碗等补充容易摄取不足的蔬
菜的菜单。
另外，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

对新员工和管理人员进行定期面谈。此外，针对停

SDN. BHD.（ TSC ）
（ 马来西亚）的莎阿南工厂从2016年

工员工设立了“复职支援项目”
，帮助他们切实地恢复到

10月起开展了由人事组主导的“ Heaℓthy Wednesday

工作中。

Project ”
。除了大量使用香料和油的典型马来西亚料理

建设确保健康工作的环境

之外，人事组对食堂的运营者提出了新菜单和烹饪方法

●

东洋油墨集团与健康保险组合、产业医生等合作，开

的方案，在每周三的早餐或者午餐提供健康菜单。

展了确保健康工作所需的环境建设工作。在员工的健康
体检中，除了法定项目之外，还增加了下表所示的项目。
另外，对个人的健康促进活动提供了费用补助。
健康体检项目

对个人的补助

腹部超声波检查

健身会费

乳房超声波检查

计歩器、人体成分监测仪、
血压计购买费用

子宫癌检查

糖尿病预防健康食品

肿瘤标志物 CEA

预防接种费用

肿瘤标志物 CA19-9

短期住院体检费用

肿瘤标志物 PSA

戒烟药物费用

均衡午餐

讨论健康菜单的情形（ TSC ）

TOPICS

促进健康活动

●

获得“健康经营优良法人”认证

针对员工及其家属持续开展促进健康的举措。毎年9
月至11月在整个东洋油墨集团举办的健步活动—“秋季健
步行”到2016年度已经是第5次举办，登记人数和参加人
数逐年增加。这不仅促使员工养成了健康习惯，也有利于
促进职场的沟通。另外，本公司努力提高被抚养者的健康
体检参与率，在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方面，除了提供费用补
助之外，还通过在公司建设参与环境而提高参与率。

东洋油墨集团在经济产业省实施的健康经营度调
查中，连续两年被评为同行业排名20％以内的企业。
另外，获得了由经济产业省负责推进、日本健康
会议负责认证制度运营的
“第1届
人2017 ～白色500 ～”的认证。
健康经营优良法人的认证
制度是在着眼于地区健康课题
以及日本健康会议推进的促进
健康的举措的基础上，对在健

促进健康活动的参加率、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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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秋季健步行

22％

28％

36％

被抚养者健康体检

73％

87％

84％

流感疫苗预防接种

39％

46％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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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经营的实践中表现出色的大
企业、中小企业等的法人进行表
彰的制度。

健康经营优良法

经营理念
环境安全基本方针、行动准则
事业行为准则

CSR统括委员会
组织治理

确保员工安全的举措
东洋油墨集团的整体活动

火灾、爆炸、化学物质泄漏、生产设备导致

·对国内外事业所的安全监察
·制造所网络会议、安全网络会议
·东洋油墨专业学校
（新入员工教育、海外赴任者研修、海
外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
·反复安全教育、过去事故回顾日历

的事故不仅会对现场工作的员工的健康与安全
造成损害，而且还有可能危及到附近的居民。
东洋油墨集团在
“环境安全行动准则”中规
动基准中也规定了
“为防止事故的发生而做好万
全的准备”
、
“对建筑物和设备等采取安全对策”
。
通过在各个级别、各个阶段开展安全、防

人权

各事业所

定了
“努力做到安全生产和保安防灾”
，在事业行

安全卫生 ：安全卫生委员会、安全卫生周
防灾 ：自卫消防队
（综合防灾训练、紧急行动训练）
教育 ：讲习会、危险体感教育、预防中暑
自主活动 ：手势确认与口头确认、KYT、风险评估

劳工实践

灾活动，加强安全管理和防止事故灾害发生的
遵守法律法规 ：劳动安全卫生法（有机则、特化则）、消防法、有毒有害物质控制法等

工作。

停工工伤发生频率及强度率的变化

发生频率强度率的变化

●

虽然在制造所、工厂等生产部门没有发生停工工伤，但在

0.298

0.148

0.730

0.145

0.690

化学工业

0.850

0.820

0.760

0.810

0.880

制造业

1.000

0.940

1.060

1.060

1.150

东洋油墨集团（国内）

0.001

0.445

0.015

0.006

0.012

化学工业

0.120

0.120

0.170

0.040

0.030

制造业

0.100

0.100

0.090

0.060

0.070

公平运行实践

定了防止再发的措施，并在集团内部推广。

强度率

技术部门和营业部门却发生了。现已查明事故原因，制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东洋油墨集团（国内）

环境

增加了58天，在发生频率和强度率方面都超过了上一年。

发生频率

在国内与上年相比，停工工伤增加了4件，停工天数

发生频率 ：为总计每 100 万工时中停工工伤引起的死伤者数量，表示的是停工工伤发生的频率。
强度率 ：为总计每 1,000 工时中损失的劳动天数，表示的是灾害的严重程度。
公司外数据引用自厚生劳动省“平成 28 年（2016 年）工伤动向调查”

TOPICS

消费者问题

参加者的心声

海外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

我是作为技术部门的人员参加的，对本次研修中强调

2016年11月 ～ 12月， 在PT. TOYO INK INDONESIA

的环境、安全的重要性加深了理解。共享了本公司在安全方

（ PTI ）举办了“第6届海外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共有来自东南

面的成功举措，也学习了其他公司的案例。同时，与其他

亚、法国、土耳其等6个基地的11名代表参加。
本研修是东洋油墨专业学校生产工学科的研修项目之一，

研修活动中学到的知识，加深对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
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环境安全水平。

对事故案例及其对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

策、静电安全等议题展

更好的环境和安全，我

开了讨论，参加者参观

们需要携起手来，共同

了PTI工 厂 并 进 行 了 讨

为保护地球与人类做出

论，最后就本自事业所

贡献。

的风险应对情况以及今
后的活动各抒己见。

海外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的情形

社区参与和发展

在海外基地举办是继泰国、中国
（上海）
之后的第三届。

公司处于相同立场的人自由地交流。我将充分利用在本次

Ma. Racqueℓ J. Romero（照片正中）
TOYO INK（ PHILIPPINE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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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环境安全管理
基本方针、行动准则

环境安全管理体制

东洋油墨集团从早期开始便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

CSR统筹委员会的
“环境安全小组”
根据中期环境目标

性，始终致力于降低环境负荷，1973年设置了
“环境改

和每一年度的目标，推进东洋油墨集团的环境安全管理。

善对策本部”
。

关于可定量化的环境目标，作为KPI，其成果等在全

1995年发表了实施
“责任关怀”的宣言，1996年根

公司会议“ CSR会议”进行讨论。

据责任关怀的思路，制定了
“环境、安全基本方针”、“环

此外，成立了
“环境安全推进部”
、
“化学物质管理

境、安全行动准则”
（ 2011年4月修订）
，在全集团明确了

部”、“贸易管理部”作为专门机构，分别进行制作环境安

我们的理想目标。

全和保安防灾等计划、遵守各国法规的化学物质信息管
理、原材料与产品的原产地管理和安全保障出口管理。
国内外的集团下属公司以主管事业公司作为主体推

环境、安全基本方针

进环境管理工作。

东洋油墨集团自创业以来，通过色彩的开发，帮助人们改
善生活文化。在经营活动中，除了遵守国内外法律法规，
我们还时刻关注着与事业活动、产品服务及人类息息相关
的安全、健康、地球环境保护、节能省材等课题，始终不忘

环境安全管理相关组织与体制
代表取缔役

与地区社会的和谐共存。
今后，我们将继续基于
“可持续性发展”这一国际原则，严
守“东洋油墨集团CSR宪章”，不断改善环境与安全意识，

CSR统括委员会

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立场，进一步履行所应负起的社会责
任。

生产与物流本部

环境、安全行动准则

环境安全小组
推进东洋油墨集团的环境安全管理。

环境安全推进部
制定与环境安全、保安防灾等相关的战略，与相关部门
合作，执行战略和进行业绩评价。

化学物质管理部

1. 每个员工作为地区社会的一员，应时刻意识到地球环境
保护的问题，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

制定和推进与遵守各国的化学物质管理法律法规相关的
综合性战略。

采购本部
贸易管理部

2. 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致力于开发并提供充分考虑

制定与贸易管理、原产地管理、安全保障出口管理相关
的规定与规则，收集包括是否属于冲突矿产在内的原产
地信息，提供出口时的判定支援。

到环境保护及人类健康的产品。

3. 在生产过程中，在安全作业、保安防灾的同时，节能省
材，努力减轻环境负荷。

4. 积极提供产品及环境、安全的相关信息，并营造完善的

CSR会议

交流环境，努力提升客户、地区社会以及生活区居民的

这是东洋油墨集团关于CSR活动的全公司会议。由所有董事、
执行董事、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关联公司社长等构成。其目的
是共享包括环境、安全在内的CSR活动的方针、战略和业绩。

环境、安全以及健康。

5. 遵守法律法规，在配合行政措施的同时，积极致力于应
对全球规模的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

取得ISO14001认证
珠海东洋科美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的塑料事业部于

1996年6月制定
2011年4月修订

2016年启动，仅用了短短8个月的时间，便在2017年1
月取得了ISO14001认证。取得认证后，满足了新客户
的各种认证监察要求，与新客户已开始业务合作。另外，
在中国环境意识不断高涨的背景下，该工业园区的领导
对此表示感谢，称赞说 ：
“取得了ISO14001认证，不愧
是日资企业”。

29

东洋油墨集团 CSR 报告书 2017

组织治理

中期环境目标的总结
东洋油墨集团在2009年制定了与理想姿态
“ SCC2017 ”相对应的、截止2017年3月期的中期环境目标
（ 2017年目
标）。在该目标中，
“管理系统”
、
“教育·启发、社会贡献”
、
“环境商务、产品安全”
、
“环境保护与劳动安全、风险管理”、
“风险交流”、“法规遵循、国际协调”
、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等7个项目设定了具体目标，并开展了相关活动。相对于主要
目标的结果和课题如下所示。

人权

相对于主要中期环境目标的结果和课题
中期环境目标（2017 年目标）

结果和课题

设定环保效率指标为 10.0。

8.7 ：
“综合环境负荷指标”持平，未达到 10.0 的目标。
课题 ：推进降低环境负荷的活动。作为环境经营指标使用。

海外的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取得 ISO14001 认
证，并持续致力于进一步的改善。

在环境目标活动期间，取得了认证的公司扩大了 4 家（包括 2017 年度取得的一家，总共扩大 5 家）。
课题 ：向新兴国家的关联公司扩大。充分利用有助于遵守法规、降低环境负荷的 ISO 机制。

把东洋油墨专门学校的环境教育课程扩展至海
外，充实环境方面的教育培训。

2011 年开始举办“海外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而从 2014 年度开始，在东南亚、中国的关联公司举
办该项研修。
课题 ：以中国、东南亚为中心，构建各地区持续开展环境安全教育的机制。

与地区社会积极交流，实现和谐共存。

持续开展了接纳当地中学生的社会体验讲课（东洋莫顿）、实习（马来西亚、泰国等）。
课题 ：加强各事业所与地区社会的和谐共存以及社会贡献活动。

管理系统
劳工实践

教育・启发、
社会贡献

环境商务、
产品安全

以印刷油墨为中心，利用 CFP（碳足迹）和 LCA 实现环境负荷的可视化，并实施了碳补偿。
课题 ：通过产品开发、研究开发构建可进行 LCA 评价的机制。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化学物
质排放量相比 2007 年度减少 35％（120t）。

89.1t ：通过产品的水性化、配方的调整等方式，在 2011 年度达成了目标。
课题 ：为了满足海外 VOC 法规的强化要求而抑制化学物质排放量。国内继续减少排放量。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的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中
的能源使用量（换算成原油）同 2000 年度相
比减少 20％（37,800kℓ）。

43,390kℓ ：同 2000 年度相比减少了 3,825kℓ（8.1%），同能源使用量最多的 2006 年度相比减少
了 7,470kℓ（14.7%），但未能达成目标。
课题 ：包括海外在内，制定中长期减少目标并推进节能工作。

东洋油墨集团运输配送的能源使用量（每单位
搬运量所消耗的燃料量）相比 2010 年度减少
10％。

48.6kℓ / 百万 t・km ：吨公里的能源使用量同 2010 年度相比减少了 5.5%，但未达成目标。
课题 ：掌握并减少供应链中由原材料、产品的运输配送导致的环境负荷。

环保与劳动安全、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的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中
的 产 业 废 弃 物 产 生 量 同 2007 年 度 相 比 减 少
风险管理
50％（5,080t）。

针对环保、劳动安全、保安防灾等问题，架构
一个涵盖海外地区的预防保全系统。

对国内外的事业所总共实施了 76 次环境安全审计。在国内召开了 22 次安全网络会议。在国内的制造
所、工厂建立了危险体感教室。
课题 ：继续开展环境安全监察。在国内外召开安全网络会议。

持续发行《东洋油墨集团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
书》，并丰富其内容。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6 年度继续发行了“CSR 报告书”。在英文版的基础上，从 2011 年开
始发行中文版。获得了“环境交流大奖”等表彰。
课题 ：参考“GRI 标准”等，丰富报告书的内容。同时研讨综合报告书的发行。

推进风险交流（至少在 4 个制造所每年实施一
次）。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川越制造所与周边的自治会、企业、行政等持续开展风险交流活动。
课题 ：除国内之外，扩大包括海外在内的开展风险交流活动的事业所。

持续推进遵纪守法活动

确认水质污浊防止法、有毒有害物质控制法等的应对情况。接受了关于 PCB 废弃物的管理和下水道法
的行政指导。
课题 ：掌握包括海外在内的环境安全法规，推进遵守法规的工作。

包括海外生产据点在内，定期实施基于生物指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标的环境风险评估，降低排水引起的环境风险。

社区参与和发展

284.9 万 m3 ：减少了 21.7 万 m3（7.1%），但未达成目标。
课题 ：研讨有助于水的有效利用的产品制造。减少海外用水量。

消费者问题

法规遵循、
国际协调

7,827t ：减少了 2,344t（23.0%），但未达成目标。
课题 ：研讨有助于减少废弃物排放的产品制造。减少海外的废弃物排放。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的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中的用
水量同 2007 年度相比减少 20%（245 万 m3）。

风险交流

公平运行实践

灵活应用 LCA（生命周期评估），在产品开发与
研究开发中实施环境负荷的“可视化”，开发更
多新型的环保型产品并投入市场。

环境

将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例设定为 60%， 59.2%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在活动期间增加了约 196 亿日元，销售额构成比也增加了 12.7%。
课题 ：基于 CSV 的观点，调整环保型产品的标准和扩大环保型产品的登录。
以期改善收益结构，确立一流品牌。

使用 WET（Whole Effl uent Toxicity）持续开展废水的环境风险评估。实施了维持工厂周边的动植
物栖息地和生态系统调查等举措。
课题 ：研讨如何降低废水的环境风险，在海外基地推广专有技术。

关于2017年4月之后的环境目标（ 2027年目标），我们将依据长期构想和目前正在制定的中期经营计划的内容推进目标
设定工作，并计划在目前中期环境目标的达成点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巴黎协定等环境制约以及各种指导方针设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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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环境目标与业绩

东洋油墨集团依据中期环境目标（ 2017年目标）制定了
每个年度的目标，并开展相应活动。2016年度的目标和业绩
如下表所示。
2017年目标是以2016年度（ 2017年3月期）作为终点，

2016年度的环境目标与主要业绩、2017年度的环境目标
项目

2016 年度的环境目标

2016 年度的主要业绩

评价 ：

评价

达成

部分达成

未达成

2017 年度的环境目标

管理
系统

◦环保效率指标比 2015 年度提升了 0.4 点。
（9.3）

◦环保效率指标同 2015 年度相比减少 0.2 点。
（8.7）

◦环保效率指标比 2016 年度提升了 0.6 点。
（9.3）

◦努力充实国内外生产基地的安全教育。

◦在国内的生产基地实施安全讲话。

◦努力充实国内外生产基地的安全教育。

◦在海外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时，实施了关于静
电的安全教育。

教育·启发、社会贡献

◦海外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将继续在海外生产
基地实施。

◦在 PT. TOYO INK INDONESIA 举办了针对
东南亚、法国、土耳其等 6 个基地的环境安全
负责人的研修。

◦将继续在中国和东南亚开展关于环境安全的研
修。

◦力求充实在国内工厂、生产关联公司的危险
体验培训。

◦在丰富危险体感教育内容的同时，对于未引入
相关设备的事业所，将借用其他事业所的设备
开展教育工作。

◦力求充实在国内工厂、生产关联公司的危险体
验培训。

◦持续开展接收本地中学生的社会体验课堂“3
天挑战”
（东洋莫顿株式会社埼玉工厂）

◦通过工厂参观学习，或接受实习生等，强化与
地区社会的交流。

◦在海外建设可开展危险体验培训的地点。

◦通过工厂参观学习，或接受实习生等，强化
与地区社会的交流。

◦在海外配备可进行危险体感教育的教育工具。

◦借用埼玉县川越市、狭山市的闲散农田，委
托 地 权 人 进 行 管 理， 栽 培 芒 果 和 葡 萄， 用
“AMAMIGOE” 品 牌 进 行 销 售。
（东洋 B －
Net 株式会社）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比 2015 年度提
升 2.7 点。（63%）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同 2015 年度相比
减少 1.1 点。
（59.2％）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比 2016 年度提升
3.8 点。
（63％）

◦在力求扩大环保型产品规模的同时，创造出
运用碳补偿的环境商务。

◦以 LED-UV 油墨等印刷油墨为中心，实施产品
的 LCA 评价。

◦在力求扩大环保型产品规模的同时，创造出运
用碳补偿的环境商务。

环境商务、产品安全

◦持续开展了已实施碳补偿的米油墨的销售。
◦将充分利用海外关联公司的系统推进 GHS 应
对工作。
◦持续开展 REACH 及海外登录制度的应对工
作。
◦力求风险评估的落实。
◦正确应对基于劳动安全卫生法的化学物质风
险评估（对象物质的增加等）。

环保与劳动安全、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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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海外关联公司的系统推进 GHS 应对工作。

◦加强在中国的信息收集体制。

◦推进 EU REACH 登录以及在泰国、越南等东
南亚地区的法规制度应对工作。

◦推进 EU REACH 登录体制的强化工作。

◦建立风险评估的推进体制，使用日本化学工业
协会的评价软件“BIGDr”开展风险评估工作。

◦风险评估工作将持续实施。

◦对因为劳动安全卫生法施行令的修订而追加的
27 种物质也开展风险评估工作。

◦依据劳动安全卫生法应对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估
工作，从而降低风险。

◦国内生产基地的化学物质排放量比 2015 年
度减少 2%。（84.0t）

◦国内生产基地的化学物质排放量比 2015 年度
增加 3.8%。
（89.1t）

◦国内生产基地的化学物质排放量比 2016 年度
减少 2%。
（87.3t）

◦国内生产据点的 CO2 排放量比 2015 年度减
少 3.7%。（75,000t）

◦国内生产据点的 CO2 排放量比 2015 年度减
少 0.8%。
（77,287t）

◦国内生产据点的 CO2 排放量比 2016 年度减
少 3%。
（75,000t）

◦国内生产据点的能源基本单位比 2015 年度
减少 2％。（161ℓ /t）

◦国内生产据点的能源基本单位比 2015 年度增
加 0.8％。
（163ℓ /t）

◦国内生产据点的能源基本单位比 2016 年度减
少 2％。
（160ℓ /t）

◦国内运输配送的能源基本单位比 2015 年度
减少 1％。（47.9kℓ / 百万 t·km）

◦国内运输配送的能源基本单位比 2015 年度增
加 1.5％。
（48.6kℓ / 百万 t·km）

◦国内运输配送的能源基本单位比 2016 年度减
少 1％。
（48.1kℓ / 百万 t·km）

◦国内生产据点的产业废弃物产生量比 2015
年度减少 5％。（7,230t）

◦国内生产据点的产业废弃物产生量比 2015 年
度增加 2.9％。
（7,827t）

◦国内生产据点的产业废弃物产生量比 2016 年
度减少 2.9％。
（7,6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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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环境目标目前正在研讨过程中，另外由于2017年度的
CSR活动方针之一是“解决SCC-Ⅲ遗留课题”，所以2017年
度也是按照2017年目标制定的目标。

评价 ：

2016 年度的环境目标

2016 年度的主要业绩

评价

部分达成

未达成

组织治理

项目

达成

2017 年度的环境目标

◦国内生产基地的用水量比 2015 年度减少
2％。（287 万 m3）

◦国内生产基地的用水量比 2015 年度减少
2.8％。
（284.9 万 m3）

◦国内生产基地的用水量比 2016 年度减少 2％。
（279 万 m3）

◦对土壤、地下水污染和 PCB 废弃物等进行负
遗产处理。

◦在东洋 FPP 株式会社北海道事业所依据指示措
施进行“地下水的水质测量”
。实施部分原位
置防溶措施的施工。

◦对土壤、地下水污染和 PCB 废弃物等进行负
遗产处理。

人权

◦对国内 3 家工厂实地确认，在 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 SDN. BHD.（马来
西亚）实施环境安全监察。

◦对国内的工厂、关联公司以及海外关联公司实
施环境安全监察。

◦在制造所举办安全网络会议，在实施制造所
的相互监察的同时，力求实现安全对策的共
享。

◦每年召开三次安全网络会议，实施制造所的相
互监察。

◦通过坚持召开安全网络会议和实施相互监察实
现安全对策的共享。

◦今后将继续开展静电对策委员会的活动，在
推进关键人才培养和完善等工作的同时，扩
充在国内外的静电防灾教育。

◦静电对策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修订静电
防灾细则，完善教材，开展各基地的静电指南
修订等工作。

◦今后将继续开展静电对策委员会的活动，在推
进关键人才培养和完善等工作的同时，扩充在
国内外的静电防灾教育。

环境

◦对国内的工厂、关联公司以及海外关联公司
实施环境安全监察。

劳工实践

环保与劳动安全、风险管理

◦在 TOYO INK（THAILAND）CO., LTD. 采
取符合关于厂区内土壤、地下水污染的泰国工
业省令的应对措施。

◦在实施海外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时，开展静电
安全教育。

◦推进工厂报告的发行工作。

◦东洋莫顿株式会社埼玉工厂等发行工厂报告。

◦在国内外的事业所实施风险交流活动。

◦川越制造所与周边自治会、企业及行政机关等
进行了风险交流。

◦在国内外的事业所实施风险交流活动。

◦持续推进守法合规活动。

◦持续开展对国内产业废弃物处理厂家的实地确
认。

◦持续推进守法合规活动。

◦继续发行《CSR 报告书》
。
◦推进工厂报告的发行工作。

消费者问题

法规遵循、国际协调

◦“CSR 报告书 2016”用日文、英文、中文发
行（第三方意见 ：循环型社会研究会）
。

公平运行实践

风险交流

◦继续发行《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国内外的事业所虽然没有发生需要应对紧急事
态的环境事故。
◦珠海东洋科美化学有限公司（中国）的塑料事
业部取得了 ISO14001 认证。

◦推进海外的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取得
ISO14001 认证，积极引进环境管理系统。

◦持续实施基于 WET 的环境风险评估，努力降
低制造所排水引起的环境风险。

◦继续对 4 个制造所的排水实施了基于 WET 环
境风险评估。

◦持续实施基于 WET 的环境风险评估，努力降
低制造所排水引起的环境风险。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社区参与和发展

◦推进海外的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取得
ISO14001 认证，积极引进环境管理系统。

◦另外，利用实验室级别对可应用于实际的工厂
的降低排水负荷的方法进行了研讨。
◦推进各种保护生物多样性活动，例如保护制
造所 / 工厂周边的生态系统，积极使用 FSC
认证纸张等。

◦进行了 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 SDN. BHD. 从 RSPO（可持续性
棕榈油的圆桌会议）采购棕榈油及 Liochem,
INC. 的动植物栖息地的维持。

◦推进各种保护生物多样性活动，例如保护制造
所 / 工厂周边的生态系统，积极使用 FSC 认
证纸张等。

◦在《CSR 报告书 2016》等中使用了 FSC 认
证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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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环境负荷
环境负荷质量平衡
东洋油墨集团在产品的生产活动中使用原材料、能源、水等，并且排放CO2、化学物质、排水、废弃物等，这些都对环
境造成了负荷。
核心事业公司的4个制造所和4家工厂的INPUT、OUTPUT量如下表所示，东洋油墨集团在掌握上述全貌的同时，通
过推进资源的有效利用，致力于降低环境负荷的工作。

INPUT

OUTPUT

原料

核心事业公司

40,305t
43,231t
26,400t
118,888t
228,824t
54,896t

溶剂
树脂
颜料
其他
合计
（化学物质※ 使用量）

CO2
CO2
排放量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
4 个制造所＋ 4 家工厂

化学物质※
化学物质 ※

副资材
汽油桶
5 加仑罐
其他金属罐等
合计

5,411t
2,521t
791t
8,723t

电力
A 重油
LPG
城市管道煤气

5,914 万 kWh
702 kℓ
35t
20,576 千 m3

用水
自来水
工业用水
地下水
合计

CO2 排放量的变化
（t）

84,475

80,000

■涂料

■转化品

■树脂

■着色剂

■胶粘剂

■显示材料

7,752
5,657

84,199

60,000

79,932
74,507

60,610

40,000

5,602

5,423
80,621
71,864

71,919
61,507

1.0t
52.7t
1.7t
76.1t

废弃物产生量
最终处理量

15,102t
61t

能源使用量

核心事业公司
（ 4个制造所＋4家工厂）

能源基本单位

核心事业公司
（ 4个制造所＋4家工厂）

国内关联公司

海外关联公司
300

（kℓ）

7,312

72,288

76,393

75,517

能源使用量和
基本单位的变化

SOx 排放量
NOx 排放量
粉尘排放量
COD 排放量

废弃物

本化学工业协会指定物质群。

海外关联公司

261 万 m3

环境污染物质

70,000

7,800
5,664

排水

工厂占国内所有生产基地能源使用量的约92%。
※ 这里所说的化学物质，统指PRTR法第一种指定化学物质以及日

国内关联公司

75,204

78,046

■涂工材料

核心事业公司
（ 4个制造所＋4家工厂）

7,750
6,814

■油墨

该数据为2016年度东洋油墨集团下属的三家核心事业企业的数据。
加上东洋科美株式会社尼崎工厂，核心事业公司的4个制造所和4家

15 万 m3
1 万 m3
261 万 m3
276 万 m3

77.4t

排水

产品 176,986t

能源

100,000

80,621t-CO2

（能源来源）

（ℓ/t）

234

60,000
50,000

42,891

40,000

73,274

227

229

229

225

214
41,890

41,227

41,567

37,378

36,694

35,023

40,090

39,803

36,391

200

37,347

30,000

59,768

61,619

100
20,000

20,000

0

4,324

10,000

2000

2013 2013 2014 2014 2015 2015 2016 2016（年度）
（系数固定）
（系数固定）
（系数固定）
（系数固定）
※电力的排放系数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洋油墨集团为了明确本公司为减
少CO2排放所做出的努力，针对2012年度之后的CO2排放量目标和业绩，将排放系数固定为
在2011年度的节能法报告中使用的数值进行管理。

0

2000

3,432

3,724

3,725

3,706

3,587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年度）

61
60

废弃物产生量/产业废弃物产生量/最终处理量的变化

（t）

52

废弃物产生量

国内关联公司
海外关联公司

50

20,000

（t）

15,000

13,700
2,785

10,000

7,751

9,288

7,793

7,669

8,366
3,039

5000

5,281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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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86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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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0

4 4 1,887
2013

5,587
3

3
2014

1,828

5,871
5

产业废弃物产生量

6,192
1,738

2015

5

最终处理量
20

核心事业公司社
（ 4个制造所＋4家工厂）
国内关联公司

30

3,323

3,513

3,521

40

15,102

14,832

13,417

13,237

核心事业公司社
（ 4个制造所＋4家工厂）

核心事业公司社
（ 4个制造所＋4家工厂）
国内关联公司

10

1,635

2016

0

东洋油墨集团依据
“关于通过供应链排放的温室气体

东洋油墨集团的核心事业公司
（ 4个制造所和4家工

排放量计算的基本指南”计算了从供应链的上游至下游的

厂）使用燃料时的直接排放
（ Scope1 ）和使用从外部采购

整个事业活动中排放的CO2排放量。

的电力等的间接排放（ Scope2 ）合计值是81,573t。与
之 相 比， 供 应 链 的 上 游 和 下 游 的 排 放 量
（ Scope3 ）为

指南中所示的15个项目中选择8个项目计算的。租赁资

703,408t，占供应链整体排放量的89%左右。另外，
“采

产（项目8和13 ）包含在使用资产的事业所的Scope1、2

购的产品与服务”在Scope3整体中所占比例高达90%左

之中，另外特许经营
（项目14 ）及投资
（项目15 ）与本公司

右。
针对通过本公司的产品开发减少CO2排放量的可能

品的加工、使用、废弃
（项目10、11、12 ）
，由于本公司

性大的项目10 ～ 12，今后将继续开展计算工作，同时

属于B to B企业，产品涉及方方面面，查明所销售产品

与有关利益相关者共享信息，推进供应链整体的CO2排

的加工、使用和废弃极其困难，因此本次没有计算。

放量管理和减少工作。

●

环境

Scope3

劳工实践

的活动无关，因此没有计算。另一方面，关于所销售产

人权

供应链的上游和下游的排放
“ Scope3 ”
，是从基本

组织治理

供应链中的CO2排放量

未包含在Scope1、2中的
燃料及能源相关活动
（项目3 ）

供应商企业等
采购的产品与服务
（项目1 ）

●

Scope1

运输、配送（上游）
（项目4 ）

●

●

使用从外部采购的电力等

本公司
●

●

●

事业活动中产生的
废弃物（项目5 ）

燃料使用

资本
（项目2 ）
●

出差（项目6 ）
通勤（项目7 ）

消费者问题

●

●

公平运行实践

Scope2

产品、商品的废弃

产品、商品的使用者

供应链CO2排放量的明细

项目1
630,100

项目2
23,806

●

产品、商品的使用
社区参与和发展

运输、配送
（下游）
（项目9 ）

●

本次未计算

项目3
12,347

项目4
20,426

项目5
8,406

项目6
351

项目7
1,113

项目9
6,859

49,685 31,888

Scope
1
0

Scope
2

Scope
3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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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规的应对
土壤、地下水污染的应对

对氟利昂排放抑制法的应对措施

东洋油墨集团在环境安全小组中成立了
“土壤、地下

东洋油墨集团依据氟利昂排放抑制法，在各公司选

水污染对策小委员会”
，开展包括国内外关联公司在内的

任管理者和筛查对象设备，开展了简易检查和由专业企

土壤、地下水污染的应对工作。

业实施的定期检查工作。

根据土壤污染対策法进行实施调查的结果，东洋FPP

国内的集团公司第一类特定产品的保有台数合计为

株式会社北海道事业所
（札幌市）于2016年3月31日被札

2,398台，其中，需要定期检查的设备为364台。此外，

幌市指定为
“需采取措施的地区”
。作为指示措施，2016

2016年度没有出现计算泄漏量达到1,000t-CO2以上、

年度实施了4次
“地下水水质检测”
，确认4次的检测结果均

需要向行政机构报告的事业所。

符合地下水标准。在需采取措施地区的4个区划
（ 282.4㎡）
实施了六价铬的原位置防溶措施的施工，在采用防溶措施
后的土壤、地下水检测中，六价铬浓度均符合地下水标准。
2016年10月，关于工厂厂区内土壤、地下水污染
的泰国工业省令开始施行，作为省令适用行业，TOYO
INK（ THAILAND ）CO., LTD.需要定期对土壤、地下水

废弃物的合理管理
废弃物处理法规定，应尽到作为排放企业的努力义
务，确认所委托的产业废弃物的处理状况，部分自治体
还要求必须履行现场确认义务。
东洋油墨集团在实施现场确认的同时，制作了通用

进行监测。2017年5月，依据工业省令的规定，向工业

的检查表。将现场确认后

省提交了化学物质的使用、保管情况以及土壤、地下水试

的检查表在公司内部的系

样采集地点的图纸等资料。

统中共享，以提高效率。
另外，还开展了将产业
废弃物处理企业变更为
“优
秀认证符合企业”的工作。

产业废弃物处理业者的现场确认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西神工厂）

对VOC法规的应对（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原位置防溶措施的施工
（东洋FPP株式会社北海道事业所）

土壤、地下水试样采集地点的确认作业
（ TOYO INK（ THAILAND ）CO., LTD. ）

有害物质的管理
东洋油墨集团在国内的12家事业所保管变压器、电

量征税制度实现了法制化。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于2015年引进了新的VOC处理装置。通过处理方法的
改 进，VOC排 放 量 降 至
标 准 的 一 半 以 下， 享 受

容器、荧光灯镇流器等PCB废弃物，并向行政机构报告了

了VOC排放税优惠政策。

管理与处置情况。在低浓度PCB废弃物方面，已经将所

另 外， 还 安 装VOC监 控

保管的此类废弃物全部处理完毕。关于高浓度PCB废弃

系统，并因此取得了环保

物的处理，为了加快处理速度，正在推进向JESCO（中间

局的信任。

储藏与环境安全事业株式会社）登记的工作。截止2016
年度末，国内PCB废弃物的保管量为变压器、电容器等
49台，荧光灯镇流器1,301台。
2016年 度， 未 从 事 业 所 收 到 任 何 有 关 含 有 石 棉、
PCB的有害物质泄漏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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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环境保护法”修订后，VOC排放标准和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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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处理装置
（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
2016年度，国内外的事务所未发生需进行紧急事态
应对的环境事故。此外，也没有环境相关法规规定的行
政指导。

环保型产品／环保效率指标
环保效率指标

东洋油墨集团设定了产品在各生命周期阶段的标准，

环保效率指标是表示环保型产品销售额增长率的
“环

将符合一定条件的产品确定为
“环保型产品”
，并进行注

保型产品销售额指标”除以造成环境负荷的要素的指标

册。在原材料阶段开展不使用有害化学物质和积极采用

“综合环境负荷指标”后的数值，数值越大，则说明环保

天然材料的工作，另外在客户的使用阶段不断开发能够

经营的程度越高。

环保效率指标

环保型产品的标准例

环保型产品销售额指标

=

综合环境负荷指标

※环保型产品销售额指标、综合环境负荷指标均使用以2000年度为基准
（ =100 ）的指数化数值。

缩短反应时间

2016年度的环保型产品销售额减少，所以环保効率

降低物流时的负荷

减轻容器重量

指标为8.7（同上一年度相比减少0.2个百分点），未达到

使用阶段

有助于客户的环境改善、降低环境负荷

9.3的目标。本公司将继续充分利用LCA评估，增加环保

废弃、再生利用阶段

减少废弃物、排水量、生物降解、再生利用适合性

型产品的比重，降低环境负荷，努力提高环保效率指标。

降低 LCA 值

相对于过去的产品降低 CO2 排放量

环境

改善生产工序

劳工实践

【采用未使用有害物质的材料】
无卤素、无有害化学物质、无溶剂
【使用石油之外的材料】
充分利用植物资源、使用天然材料、使用再生原料

人权

为节能做出贡献的产品。

原材料阶段

组织治理

环保型产品

环境相关指标的推移

2016年度增加了12种电池用分散体
（锂离子电池材
料）产品，但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同2015年度相比减少

综合环境负荷指标

最终的比例是59.2%。
（ 3家核心事业公司 ：60％、两家

450

关联公司 ：51.5% ）

300

今后将继续提高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扩大

150

对产品的LCA评估，推进注重整个生命周期的产品开发

7.2
422

8.9

8.6

8.2

514
484

8.7

10
9
8

492

7
6

447

5
4
3
100

100
1.0

0

2000

56.6

2012

54.6

2013

56.2

2014

57.7

2015

56.2

2
1
0

2016（年度）

消费者问题

工作。

环保效率指标

600

公平运行实践

了4.7%，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减少了1.1个百分点，

环保型产品销售额指标

TOPICS

为了在食品上实现高品质、安全地直接打印
的，由植物、天然材料由来色素以及食品
材料构成的环保型产品。

化妆品、染色用途中广泛使用。另外，将

东洋爱德励株式会社千岁工厂利用东

其实现油墨化的
“ Rio Fresh ”
系列
（可食性

洋油墨集团多年积累的提取技术、分散加

油墨）实现了在巧克力、曲奇饼干、仙贝等

工技术，在从原料检查到出厂检查的严格

点心类以及鸡蛋、健康食品用胶囊上的直

品质管理的基础上进行提取、精制和制剂

接打印。

化，提供以Rio Fresh系列为首的天然材

可食性油墨是依据食品卫生法制造

社区参与和发展

红花色素等植物由来天然色素
“ Rio
Fresh Coℓor ”作为着色剂制剂而在食品、

料。

使用Rio Fresh系列打印的仙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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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水资源
东洋油墨集团把水资源视为重要的自然资本之一，

排水的生物影响评估及减少排水

努力减少水使用量和排水量，降低排水对环境以及生物

东洋油墨集团通过WET※1持续开展工厂排水的环境

所造成的影响，掌握水对事业持续带来影响的风险，并
致力于降低风险的工作。

影响评估。
2016年度有一家工厂达到了TU※2＝20，各个工厂

对水环境的负荷

考虑到向河流等排放的条件，判断几乎对生物没有影响。

东洋油墨集团国内生产基地的2016年度水使用量为
3

284.9万ｍ ，其中92%依赖于地下水。另外，海外关联
3

公司的水使用量为132.7万ｍ 。东洋油墨集团一直以来

另外，为了降低TU，开展了各排水路径等的生产品类重
新确认，造成生物影响的有机化合物分解方法等的研究
工作。

通过坚持使用循环冷却、将地下水作为冷却水使用后再用

东洋油墨集团着眼于WET的指南化动向，通过积极

于工序水
（反应、清洗等）等方式，努力减少水使用量。国

地举措降低排水对生物造成的影响，并将充分积累专有

内的水使用量在持续减少，2016年度同上一年度相比减

技术，以应对新兴国家等引入WET相关水质法规的需求。

3

少了8.2万ｍ （ 2.8% ）
。海外则基本与2015年度持平。

※1

另一方面，关于导致水质污浊的排水中的COD（化
学需氧量）
，负荷量大的事业所对COD实施连续监测，并

WET（ Whoℓe Effℓuent Toxicity ）：指将排水分阶段进行稀释，然
后在各浓度的排水中放入实验用生物（藻类、水蚤、鱼类），评估对生
物造成的影响，并进行定量表示的方法。

※2

TU ：对实验用生物无影响的排水的稀释倍率

实施了降低COD的项目等。在2016年度，国内的COD
排放量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而海外则同上一年度相比
减少了21.4t（ 15% ）
。

水风险的评估与应对
东洋油墨集团使用世界资源研究所
（ WRI ）的评估工

水使用量／排水量的变化

（万 m3）

350
300

具
“ AQUEDUCT ”
，基于以流域为单位的物理性水资源

水使用量
中核事業会社・国内関係会社
水使用量 核心事业公司·国内关联公司

排水量
中核事業会社・国内関係会社
排水量 核心事业公司·国内关联公司

水使用量
海外関係会社
水使用量 海外关联公司

排水量
海外関係会社
排水量 海外关联公司

309.2
273.3

301.6

309.5
265.8

293.0

276.6

业所、海外32个事业所实施了水风险评估。

284.9

271.0

265.6

250

140.8
119.9

137.5

110.9

136.7

132.2

113.8

105.0

132.7

122.1

100

较高，另外，印度、中国等国家由于水处理基础设施缺乏，
存在水质恶化的潜在风险。

50
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年度）

2011年 在 泰 国 发 生 大 规 模 洪 水 时，TOYO INK
（ THAILNAD ）CO., LTD（ TIT ）采取了提高变压器和配
电盘的高度、加盖混凝土围墙等措施。另外，为了防止浸

COD的变化
核心事业公司·国内关联公司

（t）

200

海外关联公司

150

143.6

128.0

75.9

78.8

122.2
83.9

90.3

75.9

水而采取了设置沙袋，明确电路断开程序等措施。
根据“ AQUEDUCT ”的结果，通过向洪水风险大的

166.6

100

在评估后发现，有几家事业所的水量与水质风险较
高，东南亚以及中国（特别是华南地区）发生洪水的风险

200
150

量、水利用相关法规和企业评估的风险，对国内15个事

76.4

事业所推广TIT做法的方式
来降低风险。针对水质风险，
将采取引进净水设置和降低

50

排水的环境负荷等对策。
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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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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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2016 （年度）

加高变压器的高度
（ TIT ）

保护生物多样性／ LCA（生命周期评估）
LCA、碳足迹（ CFP ）的措施

东洋油墨集团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在
“东洋

东洋油墨集团采取了产品与服务的环境负荷
“可视

油墨集团事业行为准则”中明确阐述了
“在包括保护生物

化”措施。制定了印刷油墨的CFP计算所需的PCR（产品

多样性在内的自然保护活动中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各种

项目规则），公布了本公司的印刷油墨的CFP值。

活动”，而在当地开展了植树造林活动以及建设生物花园

另外，从2012年开始，与东京都市大学共同持续
开 展 产 品 的LCA评 估，2016年 度 开 展 了 使 用UV油 墨、

团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方针”
，并开展了相关活动。

LED-UV油墨的印刷品的评估工作。根据评估结果得知，

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方针在本公司网站的“社会与环境活动”中有所刊载。

作为地区水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之一，本公司从

印刷阶段的电力消耗导致的CO2排放量最大。另外，使
用LED-UV油墨时的电力消耗量小于过去的UV灯方式，
使用LED-UV油墨的印刷品能够比使用UV油墨CO2排放
量减少18%。

2007年度开始，与国产环境研究所利用WET共同开展

本报告书就是使用LED-UV油墨印刷的。根据CFP计

了工厂排水的环境影响评估，并采取了降低风险的措施

算，每份报告书的CO2排放量为540g-CO2e。另外，使

（ 2016年度的评估结果在P37上记载）
。

劳工实践

工厂排水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估

●

人权

等活动。东洋油墨集团在2009年5月制定了
“东洋油墨集

WEB

组织治理

保护生物多样性

用J-VER对全部CO2排放量进行了碳补偿。

参加2017年1月由埼玉县西部环境事务所主办的水
环境

环境研讨会，向埼玉县的相关人士以及县内的事业所介
绍了东洋油墨集团持续开展的工作情况。另外，2017年
2月在东洋科美株式会社川越制造所实施的风险交流活动
公司所有森林的生态系统调查

●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川越制造所拥有与厂区相邻的公
司所有森林。在2016年12月～ 2017年1月，对该公司
所有森林实施了生态系统调查。调查后发现有如下的植
林地具有连续性，是上述鸟类、

期待对环境课题做出贡献
对出版物和容器包装等不可或缺的印刷油墨通过利
用石油代替资源和抑制VOC的产生等方式，开展了各种
降低环境影响的工作。为了证明上述对策的效果和开展今
后的环境对策，必须实施着眼于生命周期的评估（ LCA ）。
东洋油墨集团比其他公司更早地关注LCA，从全面的

哺乳类的觅食或者栖息场所。

观点分析本公司的环境评估工作，可以说在该领域起到了

今后将继续开展调查工

领导作用。将该成果通过学会、CSR报告书等方式进行公

作，确认川越制造所的生产活

开，充分地表明了该公司产品的环境绩效，对保证环境品

影响。

质和创造企业价值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社区参与和发展

动没有对周边的生态系统造成

消费者问题

物、鸟类和哺乳类，川越制造所的公司所有森林和周边的

VOICE

公平运行实践

中，对川越制造所的评估结果做出了说明。

目前，达成SDGs（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成为全球的
共通目标，希望该公司能够从气候波动、水、资源等各个

已确认的主要生物种类

植物

赤栎树、栎树、昌化鹅耳枥、朴树、山樱、大柄冬青、
野茉莉等

鸟类

山斑鸠、小星头啄木鸟、山雀、栗耳短脚鹎、银喉长尾山雀 ※、
暗绿绣眼鸟、白腹鸫、红胁蓝尾鸲 ※、锡嘴雀、斑鸫、
白鹡鸰黑背眼纹亚种、三道眉草鹀 ※ 等

哺乳类 本土狸
※这三种是
“埼玉县红色数据手册2008动物篇”
（埼玉县）收录品种。

角度，对提高印刷油墨的环保性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东京都市大学
环境学部
教授

伊坪德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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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质的正确管理
另外，基于风险管理的观点，根据所使用原料、产品

东洋油墨集团制定了
“化学物质管理规程”
，依据原

的危险有害性、所使用的量、用途以及使用环境进行正确

料及产品中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基准进行正确地管理。

地管理。

依据新采用原料的审查基准
“新原料审查规则”和“化
学物质风险管理规则”
，持续开展降低化学物质风险的工

全球的化学物质管理

作。
此外，作为可应对海外GHS※制度及各国法律规定的

东洋油墨集团制定了
“全球化学物质管理规程”，构

化学物质管理系统，推动
“全球环境系统”的运用，依据

建和运营着集团海外公司统一的标准管理机制。

各国的法规制作使用当地语言的SDS（安全数据表）
，提

另外，在各集团海外公司推进
“全球环境系统”
（管理

供正确的信息。

法律法规及注册信息，制作符合各国要求的SDS、标签

设立专职机构
“化学物质管理部”
，并作为CSR统括委

的东洋油墨集团独有系统）的运用工作，对全球产品的原

员会的环境安全小组开展活动，组织成立了化学物质小

材料信息以及化学物质的法律法规信息实施一元化管理。

委员会，以期集团内部的紧密合作。

利用这种方式，通过使用当地语言的SDS和标签，向世界

※ GHS（ Gℓobaℓℓy Harmonized System of Cℓassification and Labeℓℓing

各国的客户提供产品中的化学物质信息以及产品安全使

of Chemicaℓs ）：基于全球统一的标准，根据危险性、有害性的种类和程

用信息。

度对化学品进行分类，并通过提供标签显示或者安全数据表一目了然地掌

和欧洲的REACH以及日本的化学物质审查管理法一

握这些信息的系统。

样，海外各国同样也在推进化学物质注册制度的法制化

化学物质风险管理规则

工作。针对这种形势，通过利用集团海外公司之间的信

化学物质风险管理规则中规定，在对环境和人体造

息网络以及海外咨询公司的协助，构建守法和能够迅速

成重大影响的化学物质中，将被国际条约和国内外的法

应对的体制。特别是在泰国建立现有化学物质的存货清

律法规列为禁止物质的物质作为
“ TIG（东洋油墨集团）含

单方面，积极向政府当局提供了信息。

有禁止物质”，将对含有量及用途范围有限制的物质作为
“ TIG含有限制物质”
、将推进减少与替代使用的物质作为
“ TIG含有监视物质”
，从原料采用到产品的各个环节对含
有物质进行管理，作为整个东洋油墨集团的管理基准实
现标准化。

化学物质的流程与管理

采购

制造

销售
标签

化学物质的合法性、危险有害性的管理

原料

●新原料审查规则

●化学物质风险管理规则

产品

●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估

SDS

其他公司产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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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化学物质的管理

销售商品

产品信息的管理与提供

劳动安全卫生法修订后，规定必须履行化学物质的
风险评估义务，因此东洋油墨集团在国内的生产基地、

东洋油墨集团销售印刷相关材料等其他公司的产品
（销售商品）。

R&D部门等所有使用上述化学物质的事业所建立了风险
评估推进体制，并选任了化学物质管理者。

上述销售商品按照与本公司产品相同的经营标准，
实施内部审查，努力进行考虑顾客安全的经营和管理。
此外，根据厂商提供的信息，在各种法律规定等有
所修改时，努力确保能够迅速提供顾客所需的信息。

2017年3月1日，劳动安全卫生法施行令修订后，追
加了27种物质，针对这些物质也实施了风险评估，采取

人权

掌握适用化学物质的情况，利用日本化学工业协会
的评估软件
“ BIGDr ”
推进风险评估工作。

组织治理

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估

销 售 商 品 的SDS可 通 过 东 洋 油 墨 客 户 门 户 网 站
“ Sommeℓier ”获得。
我们对客户使用有机溶剂时的

劳工实践

了降低风险的对策。

主要注意事项进行了简单地汇总，

VOICE

发行
“关于有机溶剂的正确使用”的
小册子，并提供保护用具。

关于全球化学物质管理措施
我认为，东洋油墨集团的化学物质管理强化与标准化

措。

未来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活动。

化学物质的排放量

开展全球化化学物质管理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遵守各
国的化学物质法规的机制建设上，而是需要通过不断地努
力，建立让客户能够安全地使用产品的机制。
收具有不同文化与习惯的海外相关

我 们 统 计 了 化 学 物 质 排 放 把 握 管 理 促 进 法（ PRTR
法）的第一种指定化学物质，以及日本化学工业协会指定
的物质群的2015年度排放量，其中核心事业公司的排放

法 规， 关 注 化 学 物 质 的 国 际 动 向，

量为77.4t（ 上年同比增加5.6％）
、国内关联公司的排放

改进管理标准。

量为11.7t（ 上年同比减少5.6％）
、海外关联公司的排放

沈

迪

量为171.6t（上年同比增加0.9% ）。
核心事业公司的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油墨用树

消费者问题

东洋油墨SC控股
采购本部
化学物质管理部

公平运行实践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与环境相和谐的产品制造经验，吸

环境

工作对我们化学厂商实现与地球的和谐发展、构建美好的

今后计划在海外推广相同的举

脂的内制化导致使用的溶剂量以及向大气的排放量增加。
今后也将继续削减用量，同时加强相应措施，通过
改善生产工艺，抑制化学物质的产生及去除已产生的化
学物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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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和发展

■核心事业公司（4 个制造所＋ 4 家工厂）
■国内关联公司 ■海外关联公司

化学物质排放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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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运行实践

守法合规
东洋油墨集团的守法合规活动根据
“必须让每位员工
考虑守法合规”这一基本理念，通过日常业务持续开展关

守法合规小组的活动

于守法合规的讨论，让遵守法律法规的意识充分渗透到
每一位员工的心中。

依据守法合规活动方针，以守法合规小组为主体，
在整个集团范围内开展与如下项目相关的活动。

以CSR统括委员会的守法合规小组为主体，在全公司

●

范围内发布针对守法合规的思维方式，开展关于法律法
规等的教育。

应对海外法务风险活动
将中国和印度作为重要基地，把对公务员的行贿作

为中心主题，对当地员工实施了守法合规培训。同时，

此外，以各基地的守法合规负责人为中心，积极提

就法务方面令人担忧的事项听取了当地员工的意见。

供在日常业务中加深守法合规意识的机会。

此外，努力完善了相关体制，确保在发生法务风险
时可迅速、正确地予以应对。
●

2016年度的守法合规活动方针

守法合规负责人的培养
在国内24个基地举办了培养守法合规活动负责人

为切实执行CSR经营，实施守法合规措施，确保公平运行实践，
并营造维持该公正性的职场环境。

1. 完善海外法务风险体制。（全球治理）
2. 先行开展发挥基地主体实效性的守法合规活动。
3. 实施加强风险意识的守法合规培训。

（ 2016年度，全国共214人）的会议。
之后，在各基地召开了由守法合规负责人主持的会
议，开展了查找问题、制定和执行解决对策的活动。
●

守法合规强化月
东洋油墨集团将每年的11月作为守法合规强化月，

开展基地会议。

内部通报制度

确认并探讨各基地所发现问题的应对情况和新产生

作为守法合规的咨询窗口，在公司内外设立了守法

的风险等，以落实、提高和强化CSR及守法合规意识。
2016年度与上一年度一样，是和加强信息安全的工

合规办公室，同时制定了
“守法合规办公室运用规程”
，

作一起实施的。

确保通报窗口的公正、合理的运用。
基于咨询内容对事实情况进行调查，在有存在问题

●

的担忧时，将迅速制定相应对策。另外，会尽最大限度
保护举报人，保守秘密。

守法合规教育
针对各级别、
各职务的员工实施了
“新入职员工守法合

规说明会”
“新任管理者研修”
、
“海外赴任者研修”
、
“全球
、

另外，2016年没有发生与重大风险相关的举报。

经营管理计划”
“针对海外员工的核心技术研讨会”
、
“海外
、
干部培训”
“内幕交易研讨会”
、
“建设业法研讨会”
、
等计划。
此外，为了在集团内部贯彻落实反垄断法、转包法，

咨询、通报者 在东洋油墨集团工作的所有人员
（员工、合同制员工、小时工、临时工、派遣员工·业务委托员工等）

咨询、通报
调查、回答

相談·通報

书面、电子邮件、面谈、电话、
在公司内网上的“合规窗口”的
发贴

公司内部窗口

书面、
电子邮件、
面谈、电话

公司外部窗口
联络

（法律事务所）

报告
CSR统括委员会
守法合规小组负责人（董事）

在国内15个营业基地举办了关于反垄断法的讲习会，以
及在国内11个制造基地举办了关于转包法的讲习会，以
加深员工对法律的理解。
●

守法合规监察
守法合规监察以建立诚实的组织为目的，每年由守

法合规小组设定主题并加以实施。
2016年度以国内集团下属公司的营业部门为对象，
实施了关于反垄断法（同业联盟等）问卷调查，开展了查
找风险以及纠正、改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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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采购
东洋油墨集团在通过向客户提供优秀的产品为社会

●贯彻采购基本方针



作出贡献的同时，通过公正对等的采购活动与供应商建

方针的内容，并做到共享。
2016年度对采购基本方针进行修订后，在事先获得

购基本方针”及“采购对象选定基准”开展CSR采购，通过

所有客户理解的同时，包括海外的供应商在内，努力让

CSR采购确保整个供应链的守法性，并为改善劳动环境与

供应商在理解采购基本方针的基础上配合东洋油墨集团

地球环境作出贡献。

的采购活动。

人权

另外，在开展公平、公正的采购交易过程中，基于“采

近年来，在OECD跨国企业行动指针、加利福尼亚

验证、监察等

●

为了让国内及海外的供应商理解并遵守采购基本方

Act 2015 ）的架构中，也要求企业履行包括其供应链在

针，将针对供应商开展验证作业与监察工作，并建立发

内的社会责任。

现问题时的报告制度，对其纠正措施提供支援等。

劳工实践

州供应链透明法、英国现代奴隶法案
（ Modern Sℓavery

我们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将通过与供应商的合作采

组织治理

立信赖关系，以谋求共同发展。

在与日本国内的供应商签订合同时，加入采购基本

加深东洋油墨集团员工的理解

●

取如下措施。

要求集团全体员工遵守东洋油墨集团的CSR宪章和行
动准则。
今后，在此基础上将对与采购活动相关的员工进行

采购基本方针

在为开展事业活动而进行采购的过程中，我们将会从长远
的角度出发，与交易商展开公平公正的交易。

培训，让其掌握排除供应链中各项问题所需的应对方法。

全球采购活动

2.交易商的选定
我们将以遵守法律、社会规范为前提，在评定对方的技术

东洋油墨集团已启动与发展战略联动的全球采购活
动。
为了推进集团内的原料联合采购，除了与拥有全球

力、信息提供能力等一些有关经济合理性、经营可靠性等
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性的考量，以合理的基准来选定交易
户。

3.相互理解与信赖关系
我们将会努力加深与交易商之间的相互理解，建立信赖关

供应能力的供应商加强业务关系，我们将共享原料信息，
在包括国内外关联公司在内的整个集团内，在安心安全
的前提下以最优价格推进采购活动。

我们将始终遵守法规，基于企业伦理来开展正规的采购活
动。并且，我们绝不与交易商之间形成任何私人性质的利
害关系。

5.绿色采购
环保等问题的关注，致力于维持并改善地球环境。

6.保密
对于交易过程中获知的与营业或技术有关的机密，未得到
交易商的许可，我们绝不向第三方泄露。

7.交易户的CSR
在开展采购活动之际，我们始终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牢记在
心。我们尤其将ILO 劳动基准、遵纪守法、绿色采购作为
选定交易户的基准，并以此要求或指导交易户。

购基本方针、采购须知、原料探索、价格谈判、成本压缩、
主要原料信息等讲义、讨论，支援集团海外公司的采购活
动。

对冲突矿产的应对

社区参与和发展

我们在进行采购的过程中，始终不懈怠对于资源保护以及

消费者问题

另外，面向集团海外公司的采购相关人员，通过采

系，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4.坚持正规合法的采购活动

公平运行实践

开发力的同时，针对品质、价格、交货期、可靠性、提案能

环境

1.公平公正的交易

本公司采取了相关措施，确保不使用刚果民主共和
国与邻近国家出产，成为当地武装势力资金来源的
“冲突
矿产（黄金、锡、钽、钨）”。
我们已经确认，在至今的直接以及间接交易中，所
有的采购原材料均未使用冲突矿产。
今后也将在采用新原料时继续进行调查和确认，并
强化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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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问题

为满足客户的需求
与客户的交流
我们在公司网站上开设了客户专用的咨询窗口，客
户可以通过该窗口向我们咨询产品、服务及企业活动相关
的内容。海外咨询窗口还可以使用英语及中文应对电话
咨询。

个人信息的保护
东洋油墨集团正在开展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以及个
人信息保护的工作。
在制定
“个人信息保护方针”
、
“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方针
的个人信息使用原则”等规定的同时，制定了
“个人信息管

还通过门户网站
“ Sommeℓier ”向顾客提供产品的

理规程”
，各部门选任了个人信息管理者。通过个人信息管

PRTR（化学物质排放移动量）信息及SDS（化学物质安全

理台账对信息进行适当的管理，做到不辜负客户的信任。

数据表）
。另外，参展各种展览会，通过产品充实与客户
的交流。

TOPICS

与海外客户的合作
在德国举办的世界最大规模印刷与跨媒体解决方
案展“ drupa 2016 ”期间，德国的软包装用印刷机厂
商
“温德默乐与霍尔舍公司
（ W&H ）
”在伦格里希举办
了开放参观日活动。其中，使用了东洋油墨株式会社
高性能材料Week 2017

的LIOFLEX AQUA LIONA NF的 展 示 是 在6月2日、
3日的两天内进行的，共有500人次前往参观。AQUA

Private Show的举办
在东京国际论坛
（ 2017年2月2 ～ 3日 ）和 大 阪 国
际 会 展 中 心（ 3月10日 ）举 办 了
“ 东 洋 油 墨 集 团Private
Show ～ TIG EXPO 2017 ”
，共计3,161人次参加了本
次专题展会。

LIONA NF是一种可以实现500m/分的高速印刷、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软包装吸塑用水性柔印油墨，这种印
刷速度使用过去的水性油墨是很难实现的。
另外，东洋油墨的 FLASH DRY 系列被德国的印
刷机厂商KBA公司认证为UV胶印单张印刷机的推荐油
墨，drupa 2016展会期间的6月4日，在KBA公司的
展位举行了签约仪式。

在Private Show上介绍了东洋油墨集团在核心技术、
最新技术的基础上，为电子、能源、医疗、保健、包装、商
业印刷等各种产业领域提供的环保型产品、功能性产品、
解决方案和服务。另外，作为首次尝试，本次邀请了活
跃于汽车、化妆品及住宅相关领域的三名设计师担任讲解
员，举办了题为“产品制造的关键在于
‘颜色’
”的小组讨
论。

海外交流活动
东洋油墨集团也参加海外展会，积极推进与海外客户的
交流。
2016年度参展的主要海外展会
·drupa 2016（德国）
·eℓectronica / productronica India 2016（印度）
·第6届中国国际全印展（ Aℓℓ in Print China 2016 ）
（中国）
·Labeℓexpo India 2016（印度）

TIG EXPO 2016 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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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
组织治理

提供安全、安心的产品

获得爱琴海质量奖

品质保证的思维方式

●

东洋油墨集团在从企划、研究开发到销售、售后服务
的各个阶段中均建立了完善的品质保证体系，并始终坚
持为所有顾客提供品质有所保证的产品。开发新产品、新
此外，运用品质相关国际标准
“ ISO9001 ”
，充实并

爱琴海质量奖的European Foundation for Quaℓity
Management（ EFQM ）Exceℓℓence Awards是 最

人权

事业时，根据本公司规则进行评估与验证，实现产品化。

2016年11月，Toyo Printing Inks（ TPI ）作 为
土耳其的油墨厂商首次获得了
“爱琴海质量奖”。获得

具权威性的奖项。
TPI在2014年～ 15年参加的EPQM计划中，获得

加强集团整体的品质保证。

了审查员特别奖。另外，EFQM在从2014年开始的全

品质保证体制

●

国 提 高 质 量 活 动 中，
2015年 获 得 了 四 星

团所有生产基地的品质保证体制和提高品质保证水平而

级 认 证，2016年 获

开展活动。在每个季度召开的品质管理委员会会议上，

得了最高的五星级认

分享了国内外所有生产基地的品质提高活动战略。

证。

劳工实践

以“品质管理委员会”为中心，为了建立东洋油墨集

国内开展了减少工程异常※1的活动。此外，为提高品
质保证体制的水平，在海外开展
“自行改善生产制造”的
环境

活动。

TOPICS

※1 工程异常 ：有可能导致投诉、不合格等潜在风险的异常
●

减少工程异常

在海外取得ISO9001认证

程异常的工作，采取了彻底地原因分析以及采取防止再
发的对策。2016年度的工程异常件数同2013年度相比
减少约22%。另外，合格率※2也提高至99.92%。

东洋油墨集团在海外开展了取得ISO9001认证的
工 作。2017年4月，TOYO INK MEXICO, S.A. de
C.V.的瓜达拉哈拉
工厂、TOYO INK
INDIA PVT. LTD.

为因素的异常，因此引入了
“手势确认与口头确认体感装

的古吉拉特工厂取
得了该认证。
TOYO INK INDIA PVT. LTD.的成员

降低人为失误的发生。
另外，在发生人为失误时，使用
“大脑生理学检查表”
分析发生机理，以防止人为失误的再次发生。
合格率 ：合格品相对于制造业绩数的比例

相关方的点评
ISO认证是成为该地区的着色剂与复合材料主要供应
社区参与和发展

※2

消费者问题

通过对工程异常原因的分析来看，多数是起因于人
置”
，通过模拟体验手势确认与口头确认的重要性，努力

公平运行实践

作为国内生产基地的品质保证活动而开展了减少工

商所需的重要战略，对Toyo Ink Mexico来说是一个重要
的里程碑。该成果表明了本公司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
的态度。我对我们的团队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取得认证的成绩深感自
豪，这将促使我们未来取得更大的
成功。
John Easℓey
TOYO INK MEXICO S.A.de C.V. 社长

手势确认与口头确认体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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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和发展

作为社会的一员
●

为了社区的发展

通过农业产业实现与当地的共同发展

（东洋B－Net株式会社）


东洋油墨集团将与社会共生的基本原则定义为 ：
“理

东洋B－Net株式会社通过川越市农业委员取得了农

解市民的基本想法、重视消费者的观点、考虑到每个人的

业法人的认证，借用临近川越制造所的闲散耕地等安装

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及效果、尽到社会责任。
”

栽培用大棚，将具体工作和管理业务委托给地权人，栽

根据这个基本原则，在
“事业行动准则”中明示出每

培芒果和葡萄等农作物。

位员工具体应该怎样行动，并分发给全体员工。

另外，为了提高认知度，注册了“ AMAMIGOE ”的
家族品牌。与当地的观

东洋油墨集团社会贡献活动的基本方针

1.通过事业活动为社会做贡献
通过事业活动为社会做贡献。同时，作为构成社会一分子

光协会和地方人士一
起， 通 过 开 展 推 广 活
动等推进品牌化工作。

的“良好市民”，认清所应承担起的职责，积极参与各种社
会活动。

2.形成重视社会贡献活动的企业风气

有线电视采访

为了形成重视社会贡献活动的企业风气，我们利用业务中
积累起来的关键技术，开展各种赞助活动，并积极奖励、

教育、文化活动

支持员工的志愿者活动。
●

接收社会体验讲课“ 3天挑战”

（东洋莫顿株式会社埼玉工厂）


社区参与

东洋莫顿株式会社埼玉工厂从2001年度开始，每年

风险交流活动

配合接受当地中学生参加的社会体验课堂“ 3天挑战”
。

●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川越制造所、

西神工厂）
川越制造所自2003年开始实施环境省的风险交流样
板事业以来，每年都在开展风险交流活动。
2017年2月邀请周边6个自治会的代表、周边企业、
埼玉县环境部、川越市环境保全课等约30名客人参加，

2016年度出于对夏季中暑的担心，首次举行了冬季
体验学习活动。来自滑川町立滑川中学的4名初中二年级
学生从2017年2月7日起，历时三天时间，体验了制造、
品质保证、生产管理、技术部门的工作。
同学们在寒冷的冬季进行工作体验后，感受到了工

举办了环境安全工作的说明、环保设备与新厂房的工厂参

作的艰辛和对工作的责任，听到同学们的这些感想，对

观、意见交换等活动。

接纳方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今后将继续开展这种

另外，西神工厂
（神户市）2017年2月参加了日本化

活动，让中学生获得更好的体验。

学工业协会举办的
“第7届兵库地区的区域对话”
，包括事
业所概要、产品介绍等内容在内，以保安防灾、环境保护
工作情况为中心，就RC（责任关怀）
活动进行了说明。

参观川越制造所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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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部的工作体验

一想到平时吃的点心里使用

东洋油墨集团在全球共同发展的思想指引下，通过

的是东洋莫顿生产的粘合剂，工

在各国的当地创造就业、结合当地需求推广印刷与包装产

厂里的工人在工作的时候肯定非

品等公司主业，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

常自豪。
能够让我在三天的时间里获

另外，通过提高生产、品质、环境安全水平，贯彻守
法合规、风险管理，在各基地积极培养人才等方式，为各

人权

得十分难得的体验，非常感谢。

组织治理

创造就业、开发技术

“ 3天挑战”
的感想

个国家和地区创造“生活文化”做出贡献。
另外，随着各项事业的海外销售额比例的提高，国
际性人才也占到了集团整体的60.3%。

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 SDN.
BHD.（马来西亚）
每年都会接纳大学生的实习。
2016年度接纳了两名大学生，分别在工厂实习了三
个月和五个月。其中，
一名大学生毕业后便到该公司上班。
另外，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环境安全推进部在
市大学的学生实习。
在学习处理各种化学物质的东洋油墨集团的化学物

年度

海外销售额比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33.2

33.9

40.2

43.0

42.2

国际型人才的数量（人） 4,219 4,524 4,686 4,902
国际型人才的比例（％） 57.7

58.1

59.2

60.4

4,834
60.3
环境

2016年度也接纳了LCA评估的共同研究单位――东京都

海外员工
（国际型人才）
的变化

劳工实践

接纳大学生的实习

●

全球的生产支援

●

在印刷油墨事业方面，近年来，在巴西、印度等新兴
国家开展了工厂建设工作。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埼玉制造所通过接收来自世界各

了环境影响评估，参观了制造所，并访问了国立环境研

地的生产基地研修、建设新工厂、提高现有基地的生产效

究所。

率、提供品质管理支援等方式，在2014年度至2016年

公平运行实践

质管理与环境管理的同时，依据PRTR物质的排放量实施

度期间，提供的海外支援业绩（支援人次）高达2,102名。
从部门负责人到主管，各种支援者通过当地的工厂

消费者问题

向世界宣传本公司印刷油墨的力量。

VOICE
感受到了工作的辛苦和工作价值

会上是如何被使用的”，我通过实习学习了企业的化学物质管理
方法。
通过对制造现场的参观，我了解到各种降低环境负荷以及

分应用到实际的社会之中时，进一步激发了我对研究的兴趣。

社区参与和发展

为了学习在大学研究室专攻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在社

在本次的实习中，我不仅了解了化学物质管理的情况，而
且和活跃于社会的各方人士一起相处了长达10天的时间，这对
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确保劳动安全的举措，这在平时是看不到的。印象特别深刻的
是环境交流，感觉制造所和周边居民构建了非常良好的关系。
使用各事业所的PRTR数据掌握环境影响情况是和我专攻的
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直接相关的主题。掌握环境影响情况和
整理信息，通过CSR报告书等形式对外发布信息，这就是为环

东京都市大学环境学部

境相关工作的可视化做出了贡献。在了解到我们的研究已经充

奥村真太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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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外部的评价
●

日本化学工业协会RC奖“努力奖”
社团法人日本化学工业协会
（日化协）为了进一步发

●

被选定为“ SNAM可持续发展指数”投资对象股票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被选定为损保JAPAN日本

兴亚资产管理株式会社（ SNAM ）运营的“ SNAM可持续
发展指数”的投资对象股票（指数成分股）。
“ SNAM可持续性运用”是对ESG（环境、社会、企业

展和扩大化学行业的RC（责任关怀）
，每年对取得了出色
成绩或者做出卓越贡献的事业所、部门等颁发
“ RC奖”
，

治理）的评价较高的企业进行广泛投资、面向年金基金、

同时在会员之间共享关于杰出活动的信息。

机构投资者的责任投资产品。

作为“东洋油墨专业学校”教育的一部分，从2011年

该 指 数 的 成 分 股 根 据SOMPO风 险 管 理 株 式 会

开始，每年开展针对海外环境安全负责人的研修，在第

社实施的
“ 山 毛 榉 森 林 环 境 问 卷 调 查 ”以 及 株 式 会 社

10届 日 化 协RC奖

INTEGREX实施的“ INTEGREX调查”的结果，每年进行

中， 海 外 环 境 安 全

调整。

负责人研修工作得

通过上述调查，本公司在

到 了 高 度 评 价， 因

ESG方 面 的 工 作 受 到 高 度 评

而获得了
“努力奖”
。

价，继上一年度之后，又被选
定为指数成分股。

●

环境交流大奖“优良奖”
设置环境交流大奖这一表彰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对

●

CDP

优秀环境报告书及环境活动报告等表彰，促进企业等的
环境经营以及环境交流工作，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东洋油墨集团的
“ CSR报告书2016 ”在第20届环境

CDP是开展环境领域相关工作的国际NGO要求在
FTSE指数中选定的企业披露环境战略以及温室气体排放
量的项目。

交流大奖环境报告书奖项中，获得了59个优良奖
（第20
届环境交流大奖审査委员长奖）
之一。

东洋油墨SC控股从2014年开始答复气候波动问卷，
对2016年答复的评价是“ C ”※。
除CDP之外，本公司还接受了EcoVadis、Sedex、
FTSE Russel等关于CSR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调查，接受了
客户根据“电子行业CSR联盟（ EICC ）行动规范”实施的审
计。
东洋油墨集团在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进行改善的同时，
通过进一步推进CSR活动，努力取得更高的评价。
※A
 wareness Level ：实施有关环境问题的一揽子披露，并依据气候波
动变更经营战略，减少 GHG 排放量，确定气候波动的机会与风险。

点评
这是依据ISO26000的核心主题，传达人权工作的先
进性以及诚意的报告书。在环境教育方面，针对新入职员
工教育、CSR采购、全球人才培养等课题，充分实施了国内
外员工的研修。
NPO参与了报告书的编辑，促使工厂与当地居民不断
展开对话，希望将国内的CSR活动业绩推广到集团海外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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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意见

重新审视
“增长的质量”
，
实现可持续发展

NPO 法人循环型社会研究会
代表 久米谷 弘光先生（中）
理事 山口 民雄先生（左）
理事 田中 宏二郎先生（右）

组织治理

NPO法人连续几年参与报告书的制作过程以及第三方意
见的情况非常少见，我对贵公司宽广的胸怀以及为持续改善
报告书所做的不懈努力深表敬意。

另一方面，从2016年度CSR活动的KPI业绩来看，在劳
工实践、环境中存在未达成的项目。但是，没有充分介绍未
达成的原因以及下一年度之后为了达成目标而应采取什么措

作为本报告书的参考指南之一，在G4（ Sustainability

重要课题的关注”，这在本次修订GRI标准后也未发生变化。

人权

Reporting Guideline Version4.0 ）中 特 别 重 视 的 是“ 对

施。报告书最重要的不仅仅是PD（ Plan・Do ），同时也应
详细描述CA（ Check・Action ）。
在序言中有“为了迎接创业200周年的到来而实现可持续
成长”的表述。在将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之一定位为
“增长战

的报告书同上年相比增加了1.47倍。本报告书也是一样，

略”以来，“可持续增长”已成为我国的重大政策目标，联合

用了三页的篇幅记载了重要课题的确定过程，该过程采用了

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 SDGs ）中也提倡
“实现全面的可持续

G4中所示的确定→决定优先顺序→确认妥当性等步骤。而

增长”
。但是，罗马俱乐部早在1972年就指出了
“增长的极

且，应该得到高度评价的是以我们为首的很多利益相关者参

限”，执笔这一报告的梅多斯等人在20年后的1992年发表

与
（利益相关者参与）报告书的制作，对“吸纳客观意见和期

的著作
“超越极限”中指出，增长已经超过了极限，
“现在需

待，确保制作成具有妥当性和实效性的报告书”所做出的努

要的不是增长，而是发展”。

力。

劳工实践

根据本研究会的调查，2016年版记载了重要课题确定过程

在 气 候 波 动、生 物 多 样 性 丧 失 的 问 题 不 断 深 化 的 背 景
下，制定“可持续增长”目标时必须审视“增长的质量”。在
ISO26000中规定，“利益相关者参与是组织履行社会责任

将重要课题“落实到各部门的KPI之中···促进与经营战略

相关工作的中心”。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利益相关

联动的CSR活动”
。

者的参与，而不是独断性地开展事业。我希望能够经常审视

环境

我期待贵公司从下一年度开始，敏锐地捕捉社会环境的变
化，在开展下一阶段评审的同时，如CSR统括委员长所说，

ISO26000中有“在整个组织中整合社会责任所需的指

公平运行实践

“增长的质量”
，在企业经营的多个层面落实参与工作，以实
现可持续发展。

南”的章节，如其所述，CSR活动与经营的整合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经常强调这一点。在本报告书中，高层承诺明确表示
“和经营作为一个整体推进CSR活动”，在2017年度的CSR

希望在下一个长期构想、中期经营计划之中具体、明确地描

CSR 工作坊是一个市民团体，它从地球的观点思考应该传承给下一代
的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社会发展方式，并向所属地区的市民、企事
业单位及行政单位为形成循环型社会而进行的工作进行研究、支援和
实践。CSR 工作坊研究“CSR 的理想目标”并开展建议活动。
官方网页 ：http ：//junkanken.com/

述应如何联动。

得到第三方意见

CSR 事务局

报告书制作团队

定中的中期经营计划以及年度计划之中，并为此设定KPI。

究会给我们提出了“站在更加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视点，确定

关于P18所示的KPI，我们依据新的重要课题进行了调整。

重要课题，设定KPI，集团全体员工共同推进”、“需要通过下

特别是关于环境的KPI，我们将在努力降低环境负荷的同时，

一个中长期经营计划和CSR活动计划的整合来实现经营与CSR

制定面向下一个十年的环

的整合”等意见。我们认识到这是必须尽快解决的课题，并采

境目标（环境愿景）。这些

取了应对措施。

工作将在2018年的报告

在循环型社会研究会的协助下，我们与利益相关者不断展

社区参与和发展

在上一年度CSR报告书中的第三方意见中，循环型社会研

消费者问题

活动方针中也写明了
“促进经营战略与CSR活动的联动”
。我

NPO 法人循环型社会研究会

书中记载。

开对话，确定了5个重要课题，目前刚刚整理出解决上述课题
的头绪。今后将依据长期构想，把上述重要课题落实到正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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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股份信息
财务信息(合并)
增减率（%）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销售额（百万日元）

248,689

279,557

286,684

283,208

268,484

-5.2

销售成本（百万日元）

190,670

215,401

222,944

218,077

203,093

-6.9

销售费及一般管理费（百万日元）

40,472

44,427

45,529

46,660

46,167

-1.1

营业利润（百万日元）

17,547

19,728

18,210

18,470

19,222

+4.1

经常利润（百万日元）

18,468

20,553

19,411

18,697

19,257

+3.0

8,714

12,260

13,304

12,190

12,687

+4.1

综合收益（百万日元）

18,169

30,351

32,605

5,576

13,077

+134.5

设备投资额（百万日元）

13,121

12,828

12,730

11,541

14,191

+23.0

969

1,140

1,284

1,426

1,813

+27.1

3,204

3,186

3,082

2,918

2,831

-3.0

净资产（百万日元）

161,322

186,608

213,756

214,673

219,691

+2.3

总资产（百万日元）

299,571

336,601

364,262

360,526

365,214

+1.3

71,059

74,441

66,924

67,303

63,464

-5.7

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百万日元）

17,460

17,603

25,702

25,886

23,197

-10.4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百万日元）

-14,363

-13,249

-6,198

-17,457

-10,611

－

财务活动的现金流量（百万日元）

-1,465

-7,305

-13,585

-5,975

-11,059

－

35,333

34,723

42,546

43,744

44,132

+0.9

29.20

41.09

44.60

40.87

42.95

+5.1

－

－

－

40.86

42.92

+5.0

12.00

13.00

14.50

15.50

16.00

+3.2

525.62

606.39

694.62

697.57

730.49

+4.7

营业利润率（%）

7.1

7.1

6.4

6.5

7.2

－

ROE（自有资本利润率）（%）

5.8

7.3

6.9

5.9

6.0

－

ROA（总资产利润率）（%）

2.9

3.6

3.7

3.4

3.5

－

自有资本比利（%）

52.4

53.7

56.9

57.7

58.4

－

总资产周转率（倍）

0.8

0.8

0.8

0.8

0.7

－

15.1

10.1

12.6

11.0

12.5

－

7,469

7,781

7,919

8,116

8,021

-1.2

（2016/2015）

经营成绩（财政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本期净利润（百万日元）

折旧费（百万日元）
研究开发费用（百万日元）

财务状况（财政年度末）

付息负债（百万日元）

现金流量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百万日元）

每股的信息
本期净利润（日元）
潜在股份调整后本期净利润（日元）
股息（日元）
净资产（日元）

财务指标

市盈率（倍）
员工人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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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信息
（截至2017年3月31日）
法定股份总数

800,000,000 股

流通在外股数

303,108,724 股

股东人数

10,075 人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场第一部

所有者别分布
股份的状态（每 1 个申购单位为 1,000 股）
区分

金融商品
交易业者

外国法人等

金融机构

股东人数（人）

1

59

25

180

177

3

9,630

10,075

持有股数（申购单位）

2

67,805

2,584

110,112

62,605

5

58,878

301,991

持有股数的比例（%）

0.00

22.45

0.86

36.46

20.73

0.00

19.50

100.00

其它法人

个人以外

个人及
其它

不足申购单位的
股份状况（股）

政府及
地方公共团队

个人

计

1,117,724

大股东
排名

公司名称

持股数（千股）

所持股份数相对于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

1

凸版印刷株式会社

68,234

22.51

2

SAKATA INX 株式会社

11,676

3.85

3

日本 Master Trust 信托银行株式会社（信托口）

8,959

2.96

4

日本 Trustee Services 信托银行株式会社（信托口）

8,548

2.82

5

株式会社日本触媒

8,306

2.74

6

全国共济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7,865

2.59

7

东洋油墨集团员工持股会

6,705

2.21

8

株式会社三菱东京 UFJ 银行

5,366

1.77

9

株式会社瑞穗银行

5,365

1.77

东洋油墨供应商持股会

4,267

1.41

10

股价的变化
（东京证券交易所）
1,000

（日元）

股价

19,066

日经平均股价

19,189

19,340

17,690

800

16,543

16,613

16,069

16,168

16,586

16,737

466
407

477
422

476
412

459
413

442
412

466
433

498
456

520
462

547
504

560

569

588

531

526

536

（円）

16,000

14,000

12,000

200

0

20,000

18,000

17,045

600

400

19,194

2016 年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17 年
1月

0

2月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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