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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概要

东洋油墨集团为了实现集团制定的长期构想“SCC2017”愿景，于 2011 年
4 月转型为控股制，启动了在控股公司下设置事业公司，
实施集团“连峰经营”模式下的新的公司治理体制。

公司概要

事 业 概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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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油墨集团
关联公司 ： 国内 22 家，海外 60 家
　　　　　（合并子公司 70 家，权益法适用公司 12 家）
合并收入 ： 2,795 亿 5,700 万日元
合并员工人数 ： 7,781名

[ 控股公司 ] 东洋油墨 SC 控股株式会社 ／
 TOYO INK SC HOLDINGS CO., LTD.
总部所在地 ：邮编 104-8377 东京都中央区京桥 3 丁目 7-1 相互馆 110 大厦
创业 ： 1896 年（明治 29 年）1月 8 日
创立 ： 1907 年（明治 40 年）1月15 日
代表取缔役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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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事业公司］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
 　TOYOCOLOR CO., LTD.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 ／
 　TOYOCHEM CO., LTD.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 ／
 　TOYO INK CO., LTD.

● 高功能颜料 ● 颜料・颜料分散体
● CF 糊剂 ● 着色剂
● 显示材料 ● 记录素材涂料

● 涂工材料 ● 树脂
● 胶粘剂 ● 制罐涂料
● 复合接着剂 ● 天然材料
● 热熔胶

● 凹版油墨 ● 薄膜苯胺印刷
● 凹印溶剂 ● 丝网油墨
● 纸箱苯胺印刷 ● 凹版设备・制版

● 胶版轮转油墨 ● 金属油墨
● 胶版单辗式油墨 ● 印刷材料，设备
● 报纸油墨 ● 平板印刷相关系统
● UV 硬化型油墨 ● 喷墨

有机颜料

粘合材・涂工材产品

凹版油墨

胶版轮转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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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方针
　　东洋油墨集团，从1999 年开始发行《社
会与环境活动报告》。2014 年版报告书，按
照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指南进行
编写。
　　继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 2014》发行之
后，我们参照中国政府推荐的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指南“CASS-CSR3.0”（中国社会科学院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编写），以 2013 年东
洋油墨集团的中国集团公司在中国的社会与环
境方面的活动为中心 , 编写了《东洋油墨集团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
　　报告所涉及活动内容截止于 2014 年 6
月。本报告书，主要介绍了东洋油墨集团在中
国的集团公司的责任管理、社会责任、市场
责任以及环境责任。

参考指南

・  中国社会科院《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
CASS-CSR3.0》

・ 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 3.1》
・ 社会责任相关的国际标准《ISO26000》

＜联系我们＞

东洋油墨 SC 控股株式会社
集团公关办公室
邮编 104-8377
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京桥 3 丁目 7-1 
相互馆 110 大厦
TEL ：81-3-3272-5720
FAX ：81-3-3272-9788
E-MAIL ：
info@toyoinkgroup.com
网站 ：
http://schd.toyoinkgrou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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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中南美

东洋油墨 SC 控股株式会社（在中国办事处）

★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东洋粘合材加工 ( 天津 ) 有限公司

江苏东洋亚邦颜料有限公司

江苏东洋亚邦颜料有限公司

　 上海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 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台湾东洋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东洋油墨亚洲有限公司

　  珠海东洋科美化学有限公司
★ 珠海住化复合塑料有限公司

台湾东洋彩光股份有限公司

★ 台湾东洋彩光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成都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成都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 江门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江门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珠海住化复合塑料有限公司珠海东洋科美化学有限公司

★ ：ISO14001 认证取得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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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 经营数据

东洋油墨集团在中国关联公司（1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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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并与社会和谐共存的
企业集团为目标推进 CSR 经营。

制定新中期经营计划与向行动指南中增加新的
观点
　　东洋油墨集团于 2014 年 4 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中期

经营计划“SCC- Ⅲ～进化计划～”。在以前实施 SCC-Ⅰ和

Ⅱ期间，我们在面临各种困难的情况下，强化收益基础并加

速全球化拓展，最终达成了历史最高的合并结算销售额和

营业利润。SCC- Ⅲ是收获 SCC-Ⅰ和Ⅱ期间重点投资领域

的成果并铺就今后10 年的前进道路的进攻型中期经营计

划，进一步指明了作为 2017 年的目标设置的“SCC2017”

的理想状态。因此，为体现向进攻型的进化这一深远意义，

我们将其命名为“进化计划”，并将公司口号“SCC”由原

来的“向特殊化学产品制造商挑战”重新定义为“向科技型

企业转变”。在该定义中，我们融入了坚持化工这一核心产

业的同时以科学的思路为全世界人民创造多样化的生活文化

做贡献的内涵。 

　　此外，在东洋油墨集团的行动指南中，我们在以往提出

的 CS（顾客满意）、ES（员工满意）、SS（社会满意）三项之外，

又新增了 SHS（ShareHolder Satisfaction ：股东满意），

今后将以提升这 4 项满意度为目标推进企业活动。我们希

望重新回到股份公司的原点，努力提升企业价值，不辜负股

东的嘱托。为此，东洋油墨集团的全体员工将通过合理的信

息公开和双向沟通、充实内部统制和合理的资产管理等努力

开展健全的企业活动。

以社会课题观点推进事业
　　在向科技型企业进化的 SCC- Ⅲ中期计划期间，我们重

新审视以前的 4 大事业领域，制定了 “生命科学”、“沟通科

学”、“可持续性科学”这 3 大发展领域。

　　近年来，自然灾害、环境、能源、人口的低出生率老龄化、

粮食和饮用水缺乏等社会课题日益表面化，人们对社会和未

来的担忧也逐渐加深。我认为今后企业将愈发需要具备以下

能力：解决这些社会课题的“解决社会课题能力”，从无法

预测的危机中迅速恢复的“危机恢复能力”以及以可视化为

前提的健全的领导致辞经营所实现的“建立来自社会的信任”

的能力。

　　东洋油墨集团为了成为具备上述能力的企业，需应站在

消费者的观点重新认识人们面临的课题，并清晰认识到应该

从本质上进行创造、贡献的生活文化的方向性，即东洋油墨

集团应该解决的“社会课题”。为此，我们从社会课题的观

点重新设置了 3 大领域。

　　东洋油墨集团在“生命科学”、“沟通科学”、“可持续性

科学”各领域下还分别设置了重点领域，希望通过开展持续

性的事业活动，为实现消费者的健康生活和充裕的精神世界

以及可持续性社会做出贡献。

为了进一步加强 CSR 活动
　　以往，我们一直根据于 2005 年制定的“CSR 宪章”、

“CSR 行动准则”推进 CSR 活动，其后为了能够以更加全

球化的观点来开展工作，东洋油墨集团于 2012 年度依据与

社会责任有关的国际标准“ISO26000”的 7 大核心主题对

CSR 活动进行了评价和梳理。我们将继续着重推进被判断

为今后需要加强活动的“人权”、“公正的事业条例”、“消费

者课题”、“参与社区活动和社区的发展”等这些主题。

　　此外，2014 年度还设置了以核心主题为根据的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这是本年度的一项新举措。对

于“人权”、“劳动条例”等项目，虽然目前的阶段还很难用“全

球化 CSR”的观点来设置具体的数字目标，但是我们决心

将本次的 KPI 设置作为第一步，今后再通过重新审视和新的

设置，并在全集团内进行共享以进一步加强 CSR 活动。

　　在 SCC- Ⅲ的最后一年的 2017 年，东洋油墨集团将迎

来成立 110 周年，我们希望在此后的 10 年、100 年也继续

成为能够大力支持消费者的生产制造公司。我们东洋油墨集

团将继续努力，争取成为能够获得全世界人民认可的并与社

会和谐共存的企业集团。

东洋油墨 SC 控股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社长兼集团 CEO

北川 克已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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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人民的富足生活作贡献的东洋油墨集团
　　东洋油墨集团从 2014 年 4 月1日开始推进“SCC- Ⅲ～发展规划～”。在 SCC 理念从 “向特殊化学产品制造商挑战 / 

Specialty Chemical maker Challenge”， 向“科技型企业变革 /Science Company Change”进化的同时，对东洋油墨集团

的“沟通科学”、“生命科学”和“可持续性科学”三大业务领域进行了重新定义。

　　此外，支持以上业务领域的技术基础设施 “技术平台（TPF）”，也在三个传统的“特殊材料”、“材料深加工”和“加工部品材料”

基础上，向“提供知识经验”领域扩展。为此，新增加了 “模块设计”和“解决方案”。

　　基于这些新的业务领域和技术平台，促进业务和技术领域发展，作为科技型企业，将继续为世界人民的富裕生活而做出应

尽的贡献。

东洋油墨集团中国业务及发展
　　东洋油墨集团在中国的 14 家企业拥有 26 个业务处，针对中国市场的发展，生产和供应各种规格产品。东洋油墨集团把中

国作为重点地区，并积极推动现有基地的业务扩展和向内陆地区的发展。作为这项计划的一个环节，先后在 2012 年成立合资

公司江苏东洋亚邦颜料有限公司 ；2013 年成立了成都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为了实现 SCC- Ⅲ最终年度的海外销售比 50％的目标，设定中国地区的销售目标为 475 亿日元。通过在中国内陆地区的基

地建设，把扩大液体墨水、胶印油墨业务，推动色剂和功能材料业务的拓展作为重要发展战略。此外，加强电子、光学相关业

务基础并扩大包装、能源相关业务。

在中国的业务发展计划

提供产品最佳的使用方法和设计性，
产品设计等方案

解 决 方 案

努力从客户的角度对产品进行
验证、开发和应用

模 块 设 计

运用独创的加工技术
顺应不断高度化和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加工部品材料

为特种材料
提供高性能和高附加值化

材 料 深 加 工

强化现有材料功能，促进向特种材料
和先端技术演变

特 殊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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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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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 Ⅲ向科技型企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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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企业历程

1896
创业者小林镰太郎在东京市日本桥本银町〔现东京都中央区日本
桥本石町〕开设私人经营的 “小林油墨店”。

1907
改制为株式会社（资本金 30 万日元、股票总数 6,000 股），并更
名为“东洋油墨制造株式会社”。
将公司总部搬迁至京桥区南锻冶町〔现中央区京桥〕。

1910
开始生产并销售涂料油漆。

1926
在上海开设海外首家办事处“东洋油墨制造公司”。

1936
在京城〔现韩国首尔市〕开设办事处。

1937
开始生产酞菁蓝颜料。

1947
开始生产并销售有机溶剂型凹印油墨。

1949
上市销售胶状塑料着色剂（色浆）“TV Color（用于氯乙烯）”。

1951
与美国 Interchemical 公司〔现 BASF SE/ 巴斯夫公司〕签署有
关印刷油墨的技术支援合同。

1954
与 Interchemical 公司签署有关颜料印染剂“Aridye”及金属用
涂装剂 “Finishes”的技术合作合同。

1957
接受从 Interchemical 公司的技术引进，开始进行粘合剂的技术
开发。

1959
川越工厂建成〔现东洋科美株式会社川越制造所〕。

1960
总部新办公楼建成。
设立 Oriental 化成株式会社〔现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1961
在香港开设二战后首个常驻员办事处。

1962
上市销售丙烯树脂乳胶“TOCRYL”。
上市销售压感性粘合剂“Oribain”。

1965
在泰国（曼谷）开设常驻员办事处。

1967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市。

1968
在台湾（台北市）开设常驻员办事处。

1969
在美国（纽约）开设常驻员办事处。

1971
守山工厂〔现东洋色材株式会社守山制造所〕投入生产。
成立日本聚合物工业株式会社。
设立东洋制版株式会社〔现东洋 FPP 株式会社〕。

1975
成立东洋 Petrolite 株式会社〔现东洋爱德励株式会社〕。
成立东洋莫顿株式会社。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设立 Toyo Ink Europe 公司。

1976
在美国（乔治亚州）设立 Toyo Ink America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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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埼玉工厂〔现东洋油墨株式会社埼玉制造所〕建成。
在韩国（军浦市）三永油墨＆涂料制造株式会社投入运营。

1984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合并成立 Toyo Ink Australia Pty. Ltd.。

1988
西神工厂建成。
在美国（乔治亚州）设立 LioChem, INC.
在中国（广东省江门市）合并成立江门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在中国（香港）设立东洋油墨亚洲有限公司。
在新加坡设立 Toyochem Ink 公司〔现 TIPPS PTE. LTD.〕。
在 马 来 西 亚（ 雪 兰 莪 ） 设 立 Toyochem 公 司 和 Toyochem 
Graphics 公 司〔 现 皆 为 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 Sdn. 
Bhd.〕。
在 泰 国（ 曼 谷） 设 立 Toyo Toa Coating 公 司〔 现 Toyo Ink 
(Thailand) Co., Ltd.〕。

1989
上市销售誊写薄膜“DYNACAL”。
在菲律宾（Laguna 州）设立 Toyo Ink (Philippines) Co., Inc.。
在韩国（首尔）成立韩一东洋株式会社，

1992
开发利用豆油清漆植物油油墨。
开发出适用于液晶显示器彩色滤光片的光阻油墨。
在中国（广东省珠海市）设立斗门大宇化工厂有限公司〔现珠海东
洋科美化学有限公司〕。
在法国收购 Francolor Pigments 公司〔现 Toyo Ink Europe 
Specialty Chemicals S.A.S.〕。

1993
在中国（天津市）成立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1994
在新加坡设立 Toyo Ink Pan Pacific 公司〔现 TIPPS PTE. LTD.〕。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设立 PT. Toyo Ink Indonesia。

1996
在马来西亚（芙蓉市）设立 T.I.P.P. Malaysia 公司〔现 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 Sdn. Bhd.〕。

1997
开发使用无芳香溶剂的报纸油墨。

1999
发布环境报告书〔现“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 〕。

2000
与阪田油墨株式会社开展资本合作。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设立 Toyo Ink (Middle East) Fze.。
成立 Logi Co-Net 株式会社、ga city 株式会社。

2003
在中国（上海市）设立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 Toyo Ink Vietnam Co., Ltd. 。

2005
开始运行集团 CSR（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制定 CSR 宪章及行
动准则。

2007
創立 100 周年。
开设“东洋油墨专门学校”，作为面向集团员工的人才培养机构。
在印度（新德里）成立 Toyo Ink India Pvt. Ltd. 。
开发出柔性印刷电路板用电磁波屏蔽薄膜“TSS”。

2008
开始长期计划“SCC2017”。
开发出考虑到 CFP 的使用米糠油的胶印油墨“Rice Ink 系列”。

2010
在巴西（圣保罗）设立 Toyo Ink Brasil LTDA.。

2011
转型为控股制公司。
公司更名为东洋油墨 SC 控股株式会社，分割新设两家核心公司：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和东洋科美株式会社。

2012
成立第 3 家核心事业公司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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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的业务与社会的关系

建筑涂料
▲ 内，外饰建筑涂料用分散体

◆ 内，外饰建筑涂料用树脂

手机，智能手机
▲ 有机EL材料

▲ SIM卡着色剂

◆ 光学材料用粘合剂

◆  柔性印刷基板用耐热双面胶

◆ 电磁波屏蔽膜

◆ 电子元件固定用胶

◆  触摸屏电路用导电性油墨

RFID
▲  RFID天线用导电油墨

容器包装
▲  塑料瓶盖用母料

◆ 标签用热熔胶粘剂

■  塑料瓶标签用油墨

报纸，书籍
◆ 装订用热熔胶粘剂

◆  表面光泽处理，保护涂层剂

● 报纸用油墨

电线
▲ 电线用母料

汽车
▲ 内，外饰涂料用着色剂与分散体

◆ 内，外饰用装饰薄膜

◆  绝热材料用，隔音材料用，挡光膜用，
防振材料用粘合剂

◆ 地板垫用热熔胶粘剂

广告牌
●  印刷广告牌用喷墨式

油墨

◆  广告牌用誊写薄膜

办公室
▲  OA设备用树脂复合物

▲  碳粉着色剂

广告牌（巴士）
◆  车辆誊写用薄膜

建筑材料
▲ 内，外饰建筑涂料用分散体

◆  混凝土建筑涂料用功能性树脂

东洋油墨集团提供的各类产品被应用于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例如，书籍、报纸、车站海报等印刷品 ；食品、罐装饮料的包装。

电视画面的色素。智能手机的触摸屏、连接手机部件的多功能粘合构件……。

365 天，我们为世界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断提供支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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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油墨集团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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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波屏蔽板“TSS 系列”
　　独自开发的分散技术和聚合物技术，开发并提供电磁波
屏蔽板。
　　这些屏蔽板通过去除
电路所产生的噪音，防止对
其他电子设备产生干涉，可
实现高品质的信息传输。

太阳能电池用构件
　　开发有助于提升效率和长
期耐候性的太阳能
　　电池封止板以及背板用着
色剂。这些产品通过有效利用
之前曾浪费掉的太阳光，提升
发电效率，提升构件的耐久性，
延长太阳能电池整体的寿命，
从而促进降低发电成本。

▲ 食器・容器用着色剤

◆ 饮料罐涂料

◆ 食品包装标签胶

◆ 吸塑薄膜粘合剂

◆ 纸，塑料容器用热熔胶粘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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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
◆  牛，猪，鸡饲料用笹液寿

农业
◆  农业用材料，薄膜用着色剂

太阳能电池
▲ 背板用着色剂

▲ 密封板材着色剂

◆  背板用粘合剂

◆  集电极用导电油墨

点心，营养品
◆  巧克力，饼干，口香糖用食用天

然色素

◆  营养品，密封装健康食品印字用
天然色素

◆ 笹混合茶“Koyume茶”

电视（液晶）
▲  液晶显示器用抗蚀油墨

▲ 外壳着色剂

◆ 光学控制材料用涂层剂

◆ 光学材料用粘合剂

卫生用品
▲  香波，护发素瓶用母料

▲ 肥皂着色用分散体

▲ 排水管道用着色剂

◆ 笹日和（肥皂）

◆  笹精华配合牙膏

■  香波，护发素换装容器 
包装用油墨

个人电脑（液晶）
▲  液晶显示器用抗蚀

油墨

家电
▲  空调等家电外装机箱用母料

◆ 家电吸塑钢板用粘合剂

◆ 空调换热器涂层剂

地板，壁纸
▲  壁纸用着色剤

■ 装饰材料用油墨

化妆品
▲ 染发剂用分散体

▲ 指甲油用分散体

桌子
■  装饰材料装饰板

用油墨

门
▲  木工涂料用色片

容器包装

书籍
●  胶印油墨

东洋油墨集团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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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告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1 责任管理

东洋油墨集团为了加强与经营相关的监督功能并提升透明性，建立了合理的企业治理体制。
同时，还将 CSR 推进体制融入企业治理体制，由整个集团共同推进 CSR 活动。

企业治理的思路 内部统制

全球化委员会

　　东洋油墨集团将按照与各位利益相关者相同的视点

来评价企业活动，开展经济、社会、人、环境实现平衡

的经营，并定位为形成企业价值，履行社会责任的最重

要课题。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正在推进以下的工作。

●  将事业执行功能移交给各事业公司的同时，为了加

强企业治理，合理运用在集团各公司内适用的书面

请示规定及管理规定

●  完善内部统制系统

●  通过加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计监察人

等法律上的功能制度提升指导及监控功能

●  通过迅速且正确、广泛的信息公开提升经营的透明性

●  强化和充实遵纪守法体制

● 推进地球规模的环境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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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产品与服务提供价值

　　面向市场创造新的“价值”，通过提供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文化发展以

及地球环境的改善有所贡献的产品以及服务，面向客户及最终消费者，努力提供

最高的信赖和满意度。

●追求至诚的事业活动

　　在从原料调拨到产品销售的所有业务阶段，坚持公正合理的交易，本着诚实

守信的原则开展事业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创造健全的利益，并回报给以股东

为首的企业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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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全球规模的环境保护

　　在所有的事业活动中尽力减少对环境的负荷，并将全球规模的环境问题视作

自身应承担的最大责任，积极从事环境保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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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营造一个可以充分发挥自主性与能力、

具有工作价值的、安全的职场环境。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在营造尊重人权、

没有歧视的劳动环境的同时，不允许让雇佣童工以及强制劳动等违反人道的行为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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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油墨集团认为完善和应用内部统制是经营上的

重要课题，董事会针对 2006 年 5 月通过并公布的“内

部统制系统的基本方针”进行持续的重新审视，努力完

善旨在确保业务合理性的业务执行体制及监察体制。

　　此外，在集团总务部下设立“内部统制推进小组”，开展

以内部统制管理系统为基础的文件管理的同时，在由集团监

察室实施内部监察时，确认各部门对内部统制的对应状況。

　　东洋油墨集团在每年 7 月和 11月都召开“全球化委

员会”。与会者包括集团经营会议成员及各地区的代表、

各公司的社长、董事以及相关部门的主管等人士，期间

共享集团的全球化战略与措施，并共享及研讨各地区的

事业战略课题。

　　此外，在该委员会召开的期间，还召开了“全球化顾

问委员会”，以非日本国籍的各公司社长及董事为中心的

成员在这个委员会上共享推进全球化战略所面临的课题

并提出建议。

CSR 宪章（2005 年 4 月 18 日制定）

CSR 行动准则（2005 年 4 月 18 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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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战略 CSR 的推进体制

　　　“经营理念体系”是东洋油墨集团经营的根基，也

是企业文化的基础。该体系实现了企业经营的基本思路

的体系化，并以经营哲学为至高点，其下设置了经营理念、

行为指南、事业行动基准，成为了每位员工都应该实践

的企业活动的指南（行为规范）。

　　另一方面，“CSR 价值体系”则以 CSR 宪章为至高点，

与 CSR 行动准则、CSR 活动方针以及各项措施相关联，

CSR 活动方针前提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实践基于事业行动

基准的企业活动。

　　经营理念体系与 CSR 价值体系是表里如一的，是作

为东洋油墨集团员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的指南。

　　为了推进 CSR 经营，东洋油墨集团在企业治理体制

中融入了 CSR 推进体制，并设置了“CSR 统括委员会”。

关于作为 CSR 基础的风险管理、环境安全、遵纪守法

方面，通过在 CSR 统括委员会之中成立小组并开展活动，

加强应对企业风险等。CSR 统括委员会拟定、推进、跟

踪与 CSR 相关的活动计划，在年度结束时，不仅要总结

各小组的活动并确认下一年度的目标，还将对社会贡献

活动进行评价。

　　此外，除 CSR 统括委员会外，东洋油墨集团还在

2012 年 4 月设立了“品质管理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

的活动，力争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

经营理念体系与CSR价值体系経営の根幹となる「経営理念体系」と「CSR価値体系」が、表裏一体となって東洋インキグループのCSR遂行を支えています。

经营理念体系

将经营的基本理念体系化，
在全集团公司中实现共享（1993年）

CSR宪章

CSR行动准则

CSR活动方针、各种措施

CSR价值体系

从CSR的视点重新认识经营理念体系，
形成CSR宪章与CSR行动准则（2005年）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基于行动准则实践企业活动

东洋油墨集团 营业行动基准
关于每位员工所实践的企业活动的指导方针

经营哲学

经营理念

行动准则

企业治理和CSR推进体制图（2014年度）

集 团 公 司

＜控股公司＞

集团经营会议

集团监查室

执行董事

会
计
监
察
人

外
部
律
师

代表取缔役

CSR统括委员会

监事会
内部监事2人
外部监事3人

董事会
内部取缔役11人
外部取缔役2人

CSR事务局 报告书制作团队

风险管理小组

环境安全小组

遵纪守法小组

股东大会

信息安全办公室
自然灾害风险委员会
海外风险委员会
债权管理委员会 
知识产权风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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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纪守法负责人
遵纪守法办公室（公司内外通报窗口）

经营理念体系与CSR价值体系経営の根幹となる「経営理念体系」と「CSR価値体系」が、表裏一体となって東洋インキグループのCSR遂行を支えています。

经营理念体系

将经营的基本理念体系化，
在全集团公司中实现共享（1993年）

CSR宪章

CSR行动准则

CSR活动方针、各种措施

CSR价值体系

从CSR的视点重新认识经营理念体系，
形成CSR宪章与CSR行动准则（2005年）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基于行动准则实践企业活动

东洋油墨集团 营业行动基准
关于每位员工所实践的企业活动的指导方针

经营哲学

经营理念

行动准则

企业治理和CSR推进体制图（2014年度）

集 团 公 司

＜控股公司＞

集团经营会议

集团监查室

执行董事

会
计
监
察
人

外
部
律
师

代表取缔役

CSR统括委员会

监事会
内部监事2人
外部监事3人

董事会
内部取缔役11人
外部取缔役2人

CSR事务局 报告书制作团队

风险管理小组

环境安全小组

遵纪守法小组

股东大会

信息安全办公室
自然灾害风险委员会
海外风险委员会
债权管理委员会 
知识产权风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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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纪守法负责人
遵纪守法办公室（公司内外通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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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告
Marketing Responsibilities22 市场责任

东洋油墨集团坚持“提供先进的技术和品质”为经营理念之一，以质量第一、客户至上提供深受客户欢迎

的产品为目标。同时，国内外集团企业与业务合作伙伴密切协作推进调拨活动。

积极真诚地倾听并响应市场的呼声，努力打造与各方的信赖关系。

客户责任

◎品质保证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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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业时，按照本公司规定的规则，由

相关部门进行客观的评价及验证，并实施产品化。此外，

东洋油墨集团通过有效运用与品质密切相关的 ISO9001

国际标准，不断充实和强化整个集团内的品质保证体系。

◎品质保证体制
　　东洋油墨集团于 2012 年度成立了“品质管理委

员会”，希望借此来进一步改善和充实品质保证活动。

2013 年度以国内各制造所的品质保证部门为中心，以收

集海外生产据点的品质信息、构建深挖跟进体制为目标，

推行构建海外的品质保证体制，并在其他据点、其他品

种开展凹印事业所展开的品质保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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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股东及股民的责任
◎ IR 活动的思路
　　东洋油墨集团将股东、投资者视作重要的利益相

关者，致力于积极、公正地公开与经营及事业相关的

全部信息。此外，为了缩小国内与海外、个人与机构

投资者等之间的信息差距，我们不断加以完善信息的

公开方式。

◎积极开展 IR 活动
结算说明会的实施

　　东洋油墨集团每年召开两次结算说明会（5 月与 11

月）。在 2013 年度的两次

结 算说明会中，分别有约

70 名证券分析师、机构投

资者、大众媒体等各方人士

出席。

◎信息安全对策
　　东洋油墨集团在风险管理小组中设置了“信息安全

办公室”。各部门选任了“信息安全管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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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根据“信息安全启蒙规则”，以信息安全管理

者为对象，有计划地实施教育培训。发行包括英文版在

内的信息安全通信等，以深化对信息安全的认识。

◎与客户的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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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展览会，努力加强与顾

客的沟通。2014 年 1月还举办了“东洋油墨集团新产品

发布会暨独家展会 2014”。

TPCA Show 2013（台湾 台北）

China Print 2013（中国 北京）

结算说明会

〈2013 年度在海外参展的主要展会〉
● China Print 2013（中国 北京）
● Touch Taiwan 2013（台湾 台北）
● PRINT® 13（美国 芝加哥）
●  Taiwan Printed Circuit Association  

(TPCA) Show 2013（台湾 台北）
● CHINACOAT 2013（中国 上海）
● plast print pack West Africa（加纳 阿克拉）
● PLASTIVISION INDIA 2013（印度 孟买）
●  Collate 2014 Sri Lanka Print Exhibition（斯里兰卡 科伦坡）
●  Print Business Outlook Conference 2014（印度 金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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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责任

个别会议的召开
　　我们与证券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共召开了约 130

次个别会议，对经营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具体说明。

网站上的信息发布
　　官方网站发布了 21 条与经营相关的新闻，刊载

至少过去 5 年以上的《有价证券报告书》、《结算短信》、

《结算说明会资料》以及《股东大会招集通知》、《决议

通知》等内容。

IR 工具的发行
　　《Fact Book》以日英双语版的形式每年发行 1次，

并记载了过去 10 年间的财务数据以及最近结算期内

的事业概况与每一季度财务信息等。

　　《致各位股东》报告书每年发行 2 次，刊载财务信

息的解说、事业课题等内容。

◎公正且合理的调拨活动
　　东洋油墨集团根据“调拨基本方针”，为了对生产材

料进行适当的环境管理并确保品质，提出了缔结“调拨协

定书”、“誓约书”的建议，并与多家交易方缔结了协议。

在选定国内及海外的调拨交易方时，我们将根据“调拨

对象选定基准”就遵纪守法、安全及财务责任、雇用及

劳务条件等方面进行评估。

　　另外，选择供应商时，会适当考察其工厂，届时不仅

会确认工厂的安全性、环境适应性及品质基准，对社会

方面、环境方面的考量也会加以确认。2013 年度对新增

的海外供应商也积极实施了工厂考察。另外，对供应商

的评估也在定期地进行更新，2013 年度对主要的 140

家供应商实施了再评估。

◎贸易管理的扩充
　　目前，如果签订在国家之间进行调整的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议（TPP），特惠贸易关税范围预计将大幅扩大。

东洋油墨集团从价值链的观点出发，则必须提供油墨和

粘合剂等本公司产品的“TPP 区域内生产”证明（原产地

证明＊1）。为了进一步扩充包括该项应对举措在内的贸易

管理的范围，东洋油墨集团于 2013 年 8 月在生产、物流、

调拨本部内设置了贸易管理部。

　　贸易管理部负责进行贸易管理、原产地管理、安全

保障出口管理相关规程、规则的完善、以及面向工厂及

技术、销售、管理部门的说明会。另外，还负责收集包

括是否属于纠纷矿产在内的原材料的原产地信息、出口

时的判定支援等工作。

＊1  原产地证明 ：对区域外和区域内的商品进行分类，仅区域内的商品

贸易才可享受优惠税率的证明。

◎ BCP（事业持续计划）的推进举措
　　重大的自然灾害及石化工厂事故的发生对本公司的

调拨活动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对未实施 BCP 应对

措施的原料及紧急情况下较难稳定供应的原料进行了调

查并加以改善。

　　对调拨来源有限的原料（垄断性原料），自 2012

年度起开始推进其中被认为是极重要原料的替代活动，

2013 年度也设定了很多替代品。建立并推进一个在紧急

情况下也能够稳定调拨的体制。

◎全球调拨
　　东洋油墨集团已启动与发展战略联动的全球调拨活

动，作为全球调拨的重要一环，我们将继续加强国内外

集团公司间的调拨合作。

　　为了推进集团内的原料联合调拨，除了与拥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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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拨活动。

◎全球调拨会议
　　东洋油墨集团为实现集团整体的高效调拨活动，自

2011年度起开始召开全球调拨会议。

　　继 2011 年度、

2012 年度分别在上海、

首尔召开调拨会议后 ；

2013 年度，国内外的

集团公司齐聚东京召开

了“调拨会议”， 并举办

了供应商研讨会和学习会。 调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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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告
Social Responsibilities3 社会责任

东洋油墨集团自觉承担作为“优秀企业公民”对社会的重要责任，积极推进遵纪守法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

此外，挖掘每一个员工的可能性及创造力，致力于为员工创建能够发挥其全部潜力，能够自我实现的环境，

促进安全和防灾的活动，在国内外努力加强事故灾害的预防工作。

政府责任

社区责任

◎遵纪守法推进体制
　　以推进组织“遵纪守法小组”为核心，在包括海外据点

在内的全企业范围内宣传集团关于遵纪守法的理念，并开展

有关法规的教育。

　　此外，以各据点的遵纪守法负责人为中心，积极营造机会，

深化在日常业务中对于遵纪守法意识。

◎内部通报制度（遵纪守法办公室）

　　作为举报窗口，在公司内外都设置了遵纪守法办公室。

基于举报的事实进行调查，如果发现存在问题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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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纪守法监察
　　遵纪守法监察的目的在于构建诚实的团队，由遵纪守法

小组设置主题并实施。 2013 年度实施了以剧毒物管理为主

题的问卷调查和实地监察方式的遵纪守法监察（问卷调查：

46 个部门、实地监察：2 个据点），通过发现风险，纠正问

题来实施改善活动。

◎全球化拓展
　　东洋油墨集团在中期经营计划的措施中提出“通过充实

网络加强全球化拓展”，其中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

巴西等经济发展显著的新兴国家进行了生产据点的扩充，在

中国、印度推进颜料事业的联盟，以及以欧州为主要市场的

UV 油墨厂家 ARETS 公司的子公司化等。海外销售额比率

有所提高，员工中国际型人才占到整个集团的约 58%。

　　在全球共存共生的思路下，东洋油墨集团通过在各所在

国创造就业机会、通过提供符合当地需求的印刷、包装产品

等本业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还努力提高生产、

品质及环境安全水平，贯彻执行遵纪守法、风险管理，在世

界各据点积极培养人才等，为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创造丰富的

“生活文化”。

 海外员工（国际型人才）的变化

年度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国际型人才的数量（人） 4,146 4,219 4,524

国际型人才的比例（％） 56.5 57.7 58.1

◎加强禁止垄断法和转包法培训
　　为了在整个东洋油墨集团内坚决遵守禁止垄断法和转包

法，在国内的10 个营业据点举办了讲习会。

◎实施遵纪守法教育
　　通过“新员工遵纪守法说明会”、“新任管理者研修”、“赴

海外人员研修”、“经营管理知识学习课程”等针对各个阶

层的学习计划，员工结合日常业务来深化对遵纪守法意识

的理解。

◎应对海外法务风险活动的推进
　　将海外据点选定的员工集中到日本总部实施法务研修。

此外，选定存在国家风险的据点所在国家的海外公司，分 5

次对当地员工实施了遵纪守法培训。

　　在海外据点，我们选择了如果违反就存在较大风险的禁

止垄断法和禁止向公务员行贿的主题，通过培训让学员重新

认识到遵纪守法的重要性和违反时的危险性。

◎致力推进通用性设计
　　为了支持各种色觉的人士都能方便使用的“色彩通用性

设计（CUD）”这一理念，东洋油墨株式会社开发了以“UDing”

为主的各种支援工具，并实现免费分发。从 2004 年度起，

至今共送出约15,000 份。

　　2014 年 6月发布了与东京大学联合推出的新的支援工

具“UDing dither”。在原有的 3 种工具软件基础上，通过

提供功能更强大的工具，为今后 CUD 的普及作进一步的

努力。

◎参与“IPPO IPPO NIPPON”项目
　　东洋油墨 SC 控股株式会社自2011年起开始参与经济

同友会的“IPPO IPPO NIPPON”项目。该项目通过经济

同友会向东日本大地震的 3 个受灾县的专门学校和国立及

公立大学法人捐款及提供备品等，以帮助他们购买实习器

材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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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 5S 推进举措
　　东洋油墨集团的海外关联公司也在实践创建职场管理基

础的活动 5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实施安全

教育时，会说明 5S 的重要性，以达到强化进一步活动的目的。

◎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的业绩
　　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

司加强防火管理，定期进行灭

火训练和水枪喷射训练。这些

安全性训练活动得到当地政府

的支持，荣获“上海松江区安全

生产先进企业”荣誉。

14

安全、防灾活动

员工责任

　　东洋油墨集团在国内外的众多事业所中运行生产设备时

会使用到各种化学物质。因化学物质的泄漏、火灾、爆炸以

及生产设备引发的事故，将可能对在那里工作的员工及周围

居民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东洋油墨集团将安全管理、

防止事故灾害作为重点课题加强防范措施。

◎环境安全监察
　　在 2013 年，对台湾东洋油墨股份有限公司，台湾东洋

彩光有限公司，成都东洋油墨有限公司，珠海东洋科美化学

有限公司，江苏东洋亚邦颜料有限公司以及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关联公司进行了环境安全监察。

◎安全教育
　　新工厂启动之际，对当地员工实施了 5S 和静电安全

培训。2013 年，在珠海东洋科美化学有限公司，江苏东洋

亚邦颜料有限公司，以及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以上现场培训。

 海外关联公司员工的董事起用人数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董事 55 名 62 名 54 名

会长・社长 16 名 17 名 17 名

＊兼职情况下按各自职位分别计数

◎尊重人才的多样性
　　东洋油墨集团不分性别、年龄、国籍、身体有无残疾，

力求尊重多样化的价值观、想法和构想。2013 年度接待了

来自欧洲研修课程的研习生。另外，还聘用了5个外籍员工，

2014 年度以后还将继续聘用外籍员工。

◎全球化人才教育计划
　　为了在国内外培养全球型人材，东洋油墨集团以“东洋

油墨专门学校”为中心，开展对员工的培训。

　　对于海外关联公司的员工，除了开展各级别研修外，还

积极开展核心技术研习会、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海外出差

型的制造基础研修等各职务别研修。

　　东洋油墨专门学校 1年内共实施了教育培训 204 天，

国内员工受训人数为1,167名，海外关联公司员工受训人数

为56 名。

干部培训
　　自2009 年起启动了面向海外当地员工的研修。干部培训旨在促进员

工对东洋油墨集团的经营理念、愿景、品牌及事业的理解，构筑全球化网络。

2013 年度共有来自中国、台湾的13 名员工参加。

参加者心声
　　通过 3 天的培训，我感受颇多，

能够与各参与人员相互交流，从中理

解到经营理念、业务领域、事业战略

及集团网络的重要性，并再次认识到

自己身为东洋油墨集团的一员的责任。

今后我也要在中国所属公司内，恪尽

职守，为东洋油墨集团的发展作出应

有的贡献。

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
　　为了强化全球化的制造活动，自2011年度起启动了面向海外关联公司

的环境安全负责人的研修。2012 年度共有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 6 名员

工参加培训。

参加者心声
　　参加本次研修，内容丰富、系统

性的教学课程，使我对环境安全管理

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开拓

了视野。对于本次课程涉及到的知识，

我都会认真吸收、消化，并结合本公

司实际情况作进一步推广、实践，以

推动本公司环境安全管理水平更上一

个台阶。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宋渭骅
江门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徐沛荣（照片右一）

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水枪喷射训练场景

Toyo Ink India 的 5S 标示 PT. Toyo Ink Indonesia 的 5S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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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告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4 环境责任

东洋油墨集团积极在国内外推行“环境、安全基本方针”及“环境、安全行动准则”，努力建设超越国界的

集团文化，并以此推进绿色经营。

在减轻环境负荷的同时，对化学物质进行妥善管理，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发和销售环境友好型产品。

绿色经营

◎环境安全管理体制
　　CSR 统括委员会的专门小组“环境安全小组”主要负责

推进东洋油墨集团的环境安全管理体系。目标的进展状况和

业绩使用环保效率指标等以实现“可视化”，并在 CSR 统括

委员会内进行报告。

　　另外， 作为专业机构，“环境安全推进小组”、“化学物质

管理部”、“贸易管理部”分别负责制定环境安全与保安防灾

的相关计划、根据各国法规进行的原料调拨、推进安全保障

出口管理等。

中期环境目标（2017 年目标）

管理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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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启发、社会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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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地区社会积极交流，实现和谐共存。

环境商务、产品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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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贯彻实施化学物质的管理，确立化学物质品质保证机制，降低产品风险。

环保 / 劳动安全、
风险管理

■ 确立环境污染防止系统，包括海外地区在内，努力消除泄漏及土壤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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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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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动风险交流

法规遵循，国际协调
■ 持续推进遵纪守法活动。

■ 应对全球变暖效应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课题，开展相关活动。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 包括海外生产据点在内，定期实施基于生物指标的环境风险评估，降低排水引起的环境风险。

■ 开展各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活动，例如保护事业所周边生态系统，保护热带雨林等。

◎中期环境目标　

　　2009 年，东洋油墨集团重审历来的中期环境目标，

制定了针对“SCC2017”的新型中期环境目标（2017 年

目标）。“管理系统”、“教育与启发、社会贡献”、“环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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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都设定了具体的目

标并在开展活动。

◎ “环境、安全基本方针”、“环境、安全行动准则”
的制定

　　东洋油墨集团从早期开始就始终致力于降低环境负荷和

安全操作，1973 年设置了“环境改善对策本部”。1990 年，

我们制定了“环境、安全基本方针”及“环境、安全行动准则”

（2011 年 4月修订），在全集团明确了我们的理想目标。

东洋油墨集团 环境，安全基本方针

环境，安全行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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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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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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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致力于开发并提供充分考虑到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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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营造完善的交流环境，
努力提升客户、地区社会以及生活区居民的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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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 6 月制定
2011 年 4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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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態

◎化学物质管理的思路与体制
　　为了安全使用化学物质，必须在进口制造、保存、排放、

搬运等所有环节对化学物质进行正确管理。集团将原料选取

这一生产流程的源头定为管理工作的基点，制定并执行《化

学物质风险管理规则》等公司内部规定。

　　另外，目前全球都在加强对化学物质的管理和限制。为

了顺应这一潮流，集团将原料与化学物质数据库更新为“新

环境系统”，致力于向客户提供恰当的 SDS（化学物质安全

数据表）及应对海外的 GHS＊1 制度。

　　东洋油墨集团在生产、物流、调拨本部中设置了专职部

门“化学物质管理部”。作为 CSR 统括委员会的环境安全小

组的活动，组织成立了化学物质小委员会，以开展集团内部

的联合活动。

◎不使用环境荷尔蒙类物质产品的充实
　　1998 年环境厅（现环境省）作为“疑似可能会扰乱内

分泌作用的化学物质”之一在清单中列举了双酚 A（BPA）。

BPA 被用于食品容器的原料等中，东洋油墨集团开发了用于

与食品直接接触的金属容器的低 BPA 型内面涂料产品，并

从 2000 年起开始开发无 BPA 型产品。近年来，海外针对

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容器，扩大了限制使用 BPA 的规定。为

了应对这一趋势，现正加速开发及投放无 PBA 型的饮料罐、

食用罐的内面涂料的新产品阵容。

◎通过 WET 法＊2 评估工业废水对环境的影响
　　自2007年度起，东洋油墨集团与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环

境研究所携手，通过使用水生生物的管理手法（WET 法），

对工厂排水的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估。WET 法就是将工厂排

水分阶段进行稀释，然后在各浓度的水中加入实验用生物（藻

类、甲壳类、鱼类、细菌），并对水生生物所受到的影响实

施量化的手法。

　　调查后发现，考虑到向河川等的排放条件，国内 4 家制

造所的排水对水生生物几乎不存在风险。今后仍会继续调查，

把握排水中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排水处理方法的改善及维持

管理，努力减少对生物的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

＊2 全排水毒性测试 (whole effluent toxicity，WET) 技术

◎全球化学物质管理
　　东洋油墨集团为了使全世界范围内的化学物质管理实现

标准化，制定了《全球化学物质管理规定》。另外还开发出了

能够应对出口目的地的法规和语言的 “全球化学物质管理系

统”，并作为 SDS 的自动创建系统，在中国、韩国据点率先

投入使用，之后相继在美国、欧洲、东南亚的据点投入使用。

　　除了来自日本的出口产品外，该系统还可对海外关联公

司采用的原材料进行审查并对化学物质信息进行一元化管理。

＊1  GHS（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基于全球统一的标准，根据危险性、
有害性的种类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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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这些信息的系统。

◎考虑生物多样性的原材料调拨
　　 马 来西 亚 的 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 

SDN.BHD（.TSC）积极响应马来西亚政府的“棕榈油多用途

开发方针”，2009 年成功实现了使用棕榈油的印刷油墨的实

际应用，现在生产报纸油墨。TSC从国际非营利组织“RSPO

（可持续性棕榈油的圆桌会议）”的成员单位采购棕榈油，考

虑生物多样性进行可持续发展资源的调拨。

外界的心声

生物是衡量环境影响的标准

　　要达到水质污染防治法的排水标准，

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费用。然而，我

们在之前的大地震中沉痛地感受到，即

使严格遵守法律，有时也难以做到安心

安全。

　　在日本，使用生物鉴定手法来对事

业所排水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的尝试尚

未被法制化，但去了解到排水是否对环

境造成了影响，或者是否存有这样的隐

患是非常重要的。未来的安枕无忧始于对现状的了解。我们期待东洋油

墨集团在今后能够再接再厉。

（独立法人） 国立环境研究所
主任研究员

鑪迫 典久 博士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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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厂 ，产品

◎环保型产品
　　东洋油墨集团设定了产品在各生命周期阶段（从原材料

调拨到废弃、循环再利用）的标准，将符合一定条件的产品

定为环保型产品并进行注册。

◎ 2013 年度的环保型产品的业绩
　　环保型产品在 2013 年度的销售额构成比较上一年度增

加了约 49 亿日元。在所有产品中的销售额构成比较上年度

增加了1.3%，达到了54.8%，但未达成目标的 55%。集团

整体的销售额构成比的增长率近年来持续保持微增的趋势。

　　东洋油墨集团设定了新事业领域，推进可持续发展科学

领域中新能源领域的新产品开发。在整个生命周期有助于减

少环境负荷的产品阵容，我们也希望将其定位成环保型产品，

力求进一步扩大环境经营。

 环保型产品销售额构成比例推移

◎生命周期评估（LCA）
　　LCA 是指就产品和服务在原材料调拨、制造、运输、使用、

消费、废弃、循环利用的所有环节中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进

行定量及多方位评价的方法。

　　东洋油墨集团从 2012 年度起与东京都市大学携手进行

了LCA 评价。

◎米油墨的 LCA 评估
　　我们与东京都市大学携手进行了米油墨“TK NEX 

NV100 RICE”的 LCA评价。将米油墨和传统的 AF 油墨、

大豆油油墨、再生大豆油油墨相比较，对生物多样性、一次

生产、社会资产、人类健康各方面的影响进行了 LCA 综合

评价，结果表明米油墨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各种油墨的 LCA评估（整合后）

◎生物乙醇油墨
　　使用源自植物类原料的生物乙醇的凹版油墨（生物乙醇

油墨）不仅可防止石油资源枯竭，同时在废弃燃烧时由于碳

中和被视为不会产生 CO2，因此对防止全球气候变暖也有一

定的效果。

　　我们与东京都市大学携手对在中国销售的生物乙醇油墨

进行了 LCA评价，并对因原料差异所造成的温室效应气体

的产生量进行了对比。对比的结果表明，与一般的石油类溶

剂的凹版油墨相比，以黑麦和玉米为原料的油墨可减少 CO2

的产生量。

 生物乙醇油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油墨的种类 马铃薯 木薯 黑麦 甘蔗 玉米 石油类溶剂

温室气体排放量
（kg-CO2/kg・油墨）

6.9 8.7 6.5 7.7 6.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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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LCA日本论坛鼓励奖”
　　东洋油墨 SC 控股株式会社在第 9 届 LCA 日本论坛表彰中荣获“LCA 日

本论坛奖励奖”。该表彰是对 LCA 和环境效率方面有出色表现的活动、产品及

服务授予的奖项，本公司的印刷油墨和印刷品相关的碳足迹／碳补偿活动得到

了高度评价。
第 9 届 LCA 日本论坛表彰会颁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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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生物多样性 一次生产 社会资产 人类健康

AF 大豆油 再生大豆油 大米

（千日元／kg）

※  使用植物油墨的印刷品的环境影响评价：参考了荒井翔平、高桥和枝、根本康惠、杉山泰之、
国冈达也、伊坪德宏《第8届日本LCA学会研究发表会演讲主旨集(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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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负荷变化

在中国的环保活动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的活动
　　自从创立以来，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积极推进重视

环保的事业活动，领先业界先后取得了

ISO14001认证，索尼绿色合作伙伴，

中国环保型油墨企业等认证。这些环保

业绩获得好评，入选“国家环境保护最

佳百厂”，并获选环境局主办的参观会

模范公司荣誉。

◎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的活动
　　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的很多产品涉及危险品和化

学物质等，在生产活动中更需要加强环保意识。因此，在生

产活动和事业活动中更重视环境影响，关爱地区和近邻居民，

保护公司员工安全。

　　我们的这些企业环保活动获得好评，先后荣获“2010

年上海松江区外资先进企业”以及“2010/2011上海市外商

　　东洋油墨集团在中期环境目标（2017年目标）和年度目标中，针对能源使用量、废弃物产生量、化学物质排放量等设定了

需要达成的目标值，并开展了减少上述使用量和排放量的活动。

 环境负荷变化

投资优秀企业”荣誉。

　　从 2013 年度起，作为废气削减对策引进天然气锅炉，

推进溶剂的再利用，积极削减废弃溶剂量。此外，对废弃物

进行分类管理，并与当地的工业废弃物处理专业企业联合推

进废弃物的分类处理。

◎江门东洋油墨有限公司的工厂异臭问题
　　江门东洋油墨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凹印油墨、丝网油墨、

金属油墨。从2013年起，陆续有附近居民投诉工厂气味问题。

　　针对此问题，江门东洋油墨有限公司与东洋油墨 SC 控

股株式会社、东洋科美株式会

社等协调改善办法，在对空气

净化器进行改善并设置燃烧装

置后大大减少减少异臭。今后，

我们计划将进一步减少气味对

环境的影响。

环境负荷项目 统计范围 2011年度  　　2012年度  　　　2013年度

能源使用量（㎘）
（原油换算、㎘）

日本国内 41,814 45,128

海外集团公司 31,532 37,547

其中，中国集团公司 15,161 18,865

东洋油墨集团合计
日本国内

海外集团公司
其中，中国集团公司
东洋油墨集团合计

日本国内
海外集团公司

其中，中国集团公司
东洋油墨集团合计

日本国内
海外集团公司

其中，中国集团公司
东洋油墨集团合计

日本国内
海外集团公司

其中，中国集团公司
东洋油墨集团合计

日本国内
海外集团公司

其中，中国集团公司
东洋油墨集团合计

日本国内
海外集团公司

其中，中国集团公司
东洋油墨集团合计

76,346 82,675

废弃物产生量（t）

17,321 16,758

5,756 7,669

540 1,098

23,077 24,427

化学物质排放量（t）

99.5 75.0

157.8 167.1

72.4 69.5

257.3

SOx（硫氧化物）排放量（t）

2.9 2.0

3.6 5.1

3.5 4.0

6.5

NOx（氮氧化物）排出量（t）

68.4 54.7

36.7 38.1

19.1 22.0

105.1

粉尘排放量（t）

（t）

1.7 1.6

5.7 14.4

0 0

7.4 16.0

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77.1 78.8

138.6 128.0

57.6 72.4

215.9

45,322

35,023

18,040

80,345

16,485

7,751

1,518

24,236

80.2

143.0

70.1

223.2

2.6

8.4

4.7

11.0

58.7

38.9

23.7

97.6

1.4

18.5

0

19.9

75.9

166.6

65.2

242.5 206.8

242.1

7.1

92.8

海外集团公司的环境影响数据，取自已获得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关联公司。
数据取值对象公司数：2011年度12家公司（中国3公司），2012年度14家公司（中国5公司），2013年度14家公司（中国5公司）

中国环境型油墨企业认证书

江门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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