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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概要
2011 年 4 月，为了实现企业的理想目标，将东洋油墨制造株式会社更名
为东洋油墨 SC 控股株式会社，并转型为控股公司制。核心事业公司《东
洋色材株式会社》《东洋科美株式会社》《东洋油墨株式会社》的 3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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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方针
东洋油墨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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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东洋油墨集团的中国集团
公司在社会与环境方面的活动为中心 , 发布
了本报告书《东洋油墨集团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 CSR Report 2015》。
本报告书，主要介绍了中期经营计划和
业务领域，在中国地区的事业发展状况以
及东洋油墨集团的产品和社会的联系等。此
外，参照中国 CSR 指南，对本集团在中国
的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环境
责任做了相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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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合作，在各领域实现有前瞻性的发展，为集团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公司概要
东洋油墨集团
关联公司 ：日本国内 22 家，海外 57 家
（合并子公司 67 家，权益法适用公司 12 家）
合并收入 ：2,866 亿 84 万日元
合并员工人数 ：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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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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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人数 ：454 名

核心事业公司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TOYOCOLOR CO., LTD.
设立 ：
2012 年（平成 24 年）4 月 1日
代表取缔役社长 ：
境 裕宪
资本金 ：5 亿日元
员工人数 ：744 名

颜色材料与功能材料关联事业
以作为印刷油墨的主要原材料的有机颜料为母体，
综合运用颜色材料技术、有机化学合成技术、分
散技术，制造出各种产品。如具有难燃性、导电性、
成型便利性、电磁波屏蔽功能等的塑料用着色剂、
源于纳米级的分散加工技术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
彩色滤片材料等，产品涵盖多项领域。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 TOYOCHEM CO., LTD.
设立 ：
2011 年（平成 23 年）4 月 1日
代表取缔役社长 ：
高岛 悟
资本金 ：5 亿日元
员工人数 ：373 名

聚合物与涂布加工关联事业
将印刷油墨原料之一的树脂（聚合物）作为核心材
料，融合独家技术，创造出新的功能与需求。涂料、
树脂、胶黏剂、工业用胶带等产品，从食品包装、
封条标签，拓展至汽车、家电、电子、保健、新
一代能源等市场。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 TOYO INK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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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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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人数 ：852 名

包装关联事业
以水性凹印油墨和水性苯胺印刷油墨产品为代表的
适用于不同用途的油墨和涂层材料被充分应用于包
装印刷、加工等多个领域。在食品包装等软包装领
域中，东洋油墨集团不仅提供更加放心、安全的材
料，还根据各种系统和经验，为制造工序内的环境
保护和节省能源、节省材料做出了贡献。

印刷及信息关联事
上述领域是东洋油墨创立以来最重要的基础事业
之一。我们的优势是从原材料的颜料和树脂到最
终产品都坚持本公司自制生产，开发并提供环境友
好型产品和高功能、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此外，东
洋油墨还通过对印刷工序的标准化支援、对色彩
管理和色彩通用性设计的支援等提供对社会有贡
献的解决方案。

2014 年度 经营数据
▶ 合并收入

▶ 营业利润 / 本期净利润 / 研究开发费用（合并结算）
营业利润

（百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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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事业收入（合并）

包装
关联
21.5％
（63,114）

2010

2011

▶ 各地区收入（合并）

（单位 ：百万日元）

其他
1.9％
（5,704）
印刷及
信息关联
29.7％
（87,468）

0

2014 （年度）

聚合物与
涂层工艺关联
20.2％
（59,495）

2014 （年度）

（单位 ：名）

欧洲
2.6％（7,465）
非洲
0.1％（401）

北美、中南美
4.9％
（13,983）

2013

▶ 各地区员工人数（合并）

（单位 ：百万日元）

颜色材料与功能
材料关联
26.7％
（78,465）

2012

亚洲、
大洋洲
35.4％
（101,550）

北美、中南美
4.3％
（344）

亚洲、
大洋洲
50.9％
（4,027）

日本
57.0％
（163,285）

欧洲
4.0％
（315）

日本
40.8％
（3,233）

中国地区员工人数 ：2,070人

中国地区收入 ：503.66亿日元

SCC- Ⅲ与事业务领域
东洋油墨集团从 2014 年 4 月 1 日开始推进“SCC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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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事业领域和支持事业领域的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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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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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 术 平 台

新事业领域

解 决 方 案
提供产品最佳的使用方法和设计性，
产品设计等方案

为心灵富足做贡献

沟 通 科 学

模 块 设 计

电子
高精彩

努力从客户的角度对产品进行
验证、开发和应用

（Fine imaging)等

加工部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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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 料 深 加 工
为特种材料
提供高性能和高附加值化

特 殊 材 料
强化现有材料功能，促进向特种材料
和先端技术演变

为健康生活做贡献

生 活 科 学
包装
保健等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社会做贡献

可 持 续 性
科 学
环境保护
能源相关领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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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通过产品来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文化，努力成为永远为
社会所需要的企业
从创业至今坚持以“消费者立场”解决社会课题
“印刷事业肩负着国力之源——普及学术教育的重任。
通过不断提高印刷油墨的质量，支持印刷事业，为社会做

能发电设备，采取了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但是，我们也
认识到，实现环境负荷低的“生产制造”也是重要的社会
课题，并致力于进一步降低环境负荷。

出应尽的贡献。”这是 1907 年创业理念文书中的语句，蕴
含了着眼于下一代国家栋梁的教育培养，并以企业的事业
解决这一社会课题的志向。

作为在全球持续发展的企业
我们开展了诸多措施，包括增强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设
备、在中国与印度 成立 颜料合 资 企业、发挥 TOYO INK

如今继承该创业原点的，是从 2014 年启动的中期经

ARETS（比利时）的力量拓销 UV 油墨等。此外，也充实

营计划“SCC- Ⅲ～‘进化’计划～”。我们将 SCC- Ⅲ定

了营业和技术部门的当地人才。2014 年度，根据中国的

位为“向科技型企业转变”。本构想的起点是“在世界各地

CSR 指南，发行了区域版报告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生活的各类人群”，事业的目标是“社会课题的解决”，方

CSR Report 2014”。因此，在本报告书充实了海外基地

法是
“以化学产品作为基轴”，并在思维上超越上述框架，
“以

的信息。

科学的创意思考事物，并付诸于具体行动”。这就是东洋油
墨集团的目标。

在海外市场，通过创造就业、降低环境负荷、安全作
业等企业活动，为当地做出贡献，成为深受当地爱戴的企业，

在本报告书的专集部分，就东洋油墨集团的 3 大事业

这一点尤为重要。其中，安全作业是企业活动的原点，需

领域“沟通科学”、
“生命科学”、
“可持续性科学”，介绍了

要重新认识其重要性，在全球开展安全与防灾的措施。希

社会课题以及为解决这些课题所开发的产品例子。希望各

望东洋油墨集团能与全世界的同伴携手共进，持续发展。

位能由此了解东洋油墨集团向科技型企业转变的措施。
公司成立 120 周年的 2027 年，东洋油墨集团必定能

为了推动与加强 CSR 活动
我们的事业核心是化学产品制造业，事业活动可能会
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建立

够成为真正的国际化科技型企业。公司将始终坚持“从消
费者的立场捕捉课题”这一主题，在下一个 10 年，下一个
100 年，通过生产制造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

及维持良好的关系十分重要。因此，我们制定了
“CSR 宪章”、
“CSR 行动准则”，并开展活动。活动主体是“CSR 统括
委员会”，根据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的核心主
题与课题，评估各项措施，努力推进更广泛的 CSR 活动。
从 2013 年度起，全公司规模的“环境会议”改为“社
会与环境会议”，在全公司共享劳工实践、CSR 采购与社
会贡献活动。此外，从 2014 年度起，根据核心主题了设
定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确认 其进 展情
况。在 2015 年度，为按照 CSR 理念与经营理念开展活动，
制作了“基地经营指南”并加以运用。通过以上活动，进
一步加强了 CSR 活动。

兼顾生产制造与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
2015 年度，将进一步完善日本国内基地的基础设施。
以制造所为中心进行增产，以应对国内外均有所增加的产
品阵容，同时扩充包装用油墨的评估设备类产品。
我们将制定面向 SCC- Ⅲ最后一年的中期环境目标，
并努力实现该目标。同时，随着国内基础设施的完善，部
分事业所呈现出环境负荷增加的趋势。除引进节能设备等
各种对策外，2014 年度引入了用于售电和自身消耗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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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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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在中国地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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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把推动全球化作为业务成长的主导方针，在中国地区拥有
各事业收入（合并）
各地区销售（合并） 13 家集团公司并积极开拓商务网络。以提高集团的
各地区员工人数（合并）
（単位：百万日元）
（単位：名）
（単位：百万日元）
企业价值作为目标，加强并完善日本与海外基地的密切合作体制，同时，积极贡献于各基地的
“生活文化”创造。

其他
2％（5,722）
印刷及信息关联
30％
（85,520）

颜色材料与功能
材料关联
26％（76,346）

北美、中南美
4％
（10,881）

北美、中南美
4％
（313）

欧洲
3％
（10,587）

欧洲
4％
（301）

东洋油墨集团首次开拓海外分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

地区 13 家集团公司及分公司、分工厂 ，在约 20 个城市中

1920 年在中国上海开设基地。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设立

开展业务。中国地区的销售额高达
503 亿日元，此外，海外
亚洲、

包装关联
22％
（62,530）

亚洲、
大洋洲
31％
（95,522）

聚合物与涂层工艺关联
20％
（56,499）

当地法人正式开展中国业务。1987 年在上海设立常驻人员

大洋洲
从业员工约
日本2,070 名，规模仅次于日本。
50％
62％
（192,946）

办事处，于翌年的 1988 年，成立了作为本集团在中国的

（3,910）

日本
42％
（3,257）

作为东洋油墨集团 SCC - Ⅲ中期计划的重要举措之一，

中国地区营销额在经济增长势头日趋强劲的中国内陆地区开设基地
：605.98亿日元
中国地区员工人数 ：1,992人
第一家制造公司江门东洋油墨有限公司。同年，为了在香港
（成都东洋

和中国本土拓销东洋油墨集团产品，在香港成立 Toyo Ink

油墨有限公司及四川東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积极拓展凹版

Asia。之后，中国政府放宽对外国企业投资限制政策，东洋

印刷油墨及胶版印刷油墨销售领域。同时，在现有的沿海区

油墨集团乘上中国经济高度成长的快车，进一步扩大了在中

基地，增强聚合物产品和印刷油墨等生产设备投资，完善与

国的业务领域。

当地企业合并的颜料生产与销售体制。今后，中国地区将作为

发展至今，东洋油墨集团已经拥有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

东洋油墨集团的全球 SCM 与成长战略的核心积极发挥作用。

东洋油墨集团在中国的关联公司

①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天津市）
② 东洋粘着材加工 ( 天津 ) 有限公司（天津市）

成都东洋油墨有限公司（四川省成都市）⑪

③ 上海东洋油墨有限公司（上海市）

四川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四川省成都市）⑫

④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市）

⑤ 江苏东洋亚邦颜料有限公司（江苏省常州市）
东洋油墨亚洲有限公司 ⑥
（香港特別行政区）

⑬ 台湾东洋先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深圳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⑦
（广东省深圳市）

珠海东洋科美化学有限公司 ⑧
（广东省珠海市）
珠海住化复合塑料有限公司⑨
（广东省珠海市）

⑩ 江门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

①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⑥ 东洋油墨亚洲有限公司

⑪ 成都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1993 年成立。印刷油墨及墨水用颜料、
树脂制造。

1988 年成立。各种印刷油墨，印刷工艺相关产

于 2013 年，为了在中国西南部扩大业务而成立

在东北部及东部沿海及南部有 12 家销售分公司。

品。胶粘剂，颜料等化工产品的销售。

的公司。凹印油墨的制造销售。2014 年秋，新

② 东洋粘着材加工 ( 天津 ) 有限公司

⑦ 深圳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2007 年成立。主营汽车内饰零部件制造、加工、

1994 年成立。汽车内装饰零件制造、加工，印

⑫ 四川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销售及技术开发。

刷油墨、印刷工艺相关材料及机械、机器的销售。

2014 年成立。为了加强内陆部的生产体制，于

③ 上海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⑧ 珠海东洋科美化学有限公司

1996 年成立。东洋油墨印刷工艺产品其他集团

1990 年成立。有机颜料・颜料分散体，塑料着

⑬ 台湾東洋先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各种产品的销售。

色剂、复合材料的制造和销售。

2015 年成立。液晶显示器彩色滤光板用抗蚀剂

④ 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⑨ 珠海住化复合塑料有限公司

2003 年成立。功能性树脂·胶粘剂，凹印油墨

与住友化学合资在 2005 年成立。主要面向汽车

及塑料着色剂的制造和销售。
（合并前的上海东
洋塑料着色剂于 1995 年成立）

⑤ 江苏东洋亚邦颜料有限公司
亚邦集团合资（出资比例 50 : 50）在 2012 年

（聚丙烯 PP）复合材料的制造和销售。

工厂投产。

2015 年春，作为胶印油墨制造新工厂投产。

油墨的制造、销售，印刷油墨，印刷相关材料，
颜料，光学材料和粘性粘结剂的进口、销售。
（合并前的台湾东洋油墨股份有限公司，台湾东洋彩光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1988 年，2001 年成立）

⑩ 江門東洋油墨有限公司
1988 年成立。凹印油墨，丝印油墨，制罐涂料
和树脂制造和销售。

成立的颜料制造及销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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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集

SCC - Ⅲ向科技型企业变革
为了更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合并台湾 2 公司
2015 年 1 月，台湾东洋彩光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作为存留公司，吸收合并台湾东洋油墨
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合并后的新公司名为“台湾东洋先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本次合并，将更有效的推动顺应市场变化和多样化的成长战略计划，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谋求更广泛的业务效率化。
合并后的新公司
公司名称

台湾东洋先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TOYO ADVANCED SCIENCE TAIWAN CO.,
LTD.（TAST）

总部所在地

台湾台北市中山區號 6 楼 318 松江路

法人代表

总经理 大嶽

业务内容

液 晶显 示 器 彩 色滤 光板 用抗蚀 剂 油墨 的 制 造与
销售。
油墨印刷，印刷相关材料，颜料，光学材料
以及胶粘剂的进口、销售。

修

台湾东洋先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典礼（2015 年 3 月）

东洋油墨集团在台湾地区的事业活动，从最早的台湾

台湾东洋先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洋油墨的前身公司起 发 展至今经 历了约 50 年的岁月。
2001 年成立台湾东洋彩光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了在台湾的

业务及包装相关业务，随着台湾经济发展两家公司也顺利
的扩大了业务范围。
2015 年 1 月 1 日，为了更加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两家
公司宣布合并，重新命名公司并搬迁公司总部。新公司总
部设立在台北市中心，台湾东洋油墨股份有限公司的调色
设备，搬迁至传统基地台北工厂，台湾东洋彩光股份有限公
司的彩色滤光板材料生产工厂统合在传统的台南工厂，至此，
在新业务体制正式开始启动。

涂层
工艺

包装
材料

聚合物
台湾

信息

功能
材料
颜色
材料

印刷

油墨股份有限
东洋
公司
台湾

业务。而台湾东洋油墨股份有限公司专营印刷、信息关联

洋彩光股份有限公
司
湾东
台

颜色材料、功能材料相关业务以及聚合物、涂料加工相关

通过对公司的重组更有效的发挥协同效应，以此加强
台湾地区新产品开发及提高顾客服务的速度，进一步拓展
业务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提高顾客和生活者的满意度。协

协同效应

同效应不仅给台湾地区带来发展，也将会带动中国本土及
东南亚地区本集团的进一步成长。

新总部办公室（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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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工厂（台南市）

在四川省建设新工厂，促进内陆地区的发展
东洋油墨集团为了促进内陆地区的发展，先后在 2013 年成立“成都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
2014 年成立“四川東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新工厂也先后投产。
通过两家公司进一步提高在中国内陆部的生产基地的产能，面对当地需求提供各种产品系列。

2015 年 4 月，四川東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的新工厂竣工典礼正式拉开了在四川的产品生产
序幕。四川東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为天津东洋油
墨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总部设立在四川省成
都市，主营胶版印刷油墨制造与销售。
成都市是拥有丰厚的历史、自然、文化资源
的旅游城市，同时也是电子信息、食品、医药
等产业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产业城市。虽然有

四川東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工厂竣工典礼

观测认为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
调整阶段，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南
内陆部地区的中等收入层的迅速增加等经济增长势头日趋强
劲，并且成都毗邻的西北地区也存在潜在的巨大的发展空间。
四川東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将开展商业印刷、出版印刷
油墨以及 UV 油墨等高功能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业务。成都东

洋油墨有限公司（江门东洋油墨和东洋油墨 SC 控股有限公
司合资公司）包装市场方面也计划扩大业务范围，加强凹印
油墨的制造与销售能力。将以这两家公司双轮驱动加速并巩
固中国内陆部的制造基地建设。进一步提高交货的灵活应对
能力以及客户服务能力，通过提供当地需求的产品系列提升
东洋油墨的品牌地位，努力开拓新的市场。

成都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四川東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东洋油墨集团中国业务及发展
东洋油墨集团在中国的 13 家企业拥有 20 个业务处，

为了实现 SCC- Ⅲ最终年度的海外销售比 50％的目标，

针对中国市场的发展，生产和供应各种规格产品。东洋油墨

设定中国地区的销售目标为 475 亿日元。通过在中国内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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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的基 地建设，把扩大液体墨水、胶印油墨业务，推动色剂

和向内陆地区的发展。作为这项计划的一个环节，先后在

和功能材料业务的拓展作为重要发展战略。此外，加强电子、

2012 年成立合资公司江苏东洋亚邦颜料有限公司 ；2013 年

光学相关业 务基础并扩大包装、能源相关业务。

成立了成都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2014年度
华北

2015年度

2016年度

拓展印刷油墨业务，加强产能
生产开始胶粘剂，从合资公司提供颜料

华东
华南

扩张颜料分散体
内陆部

液体墨水生产、胶印油墨生产

东洋油墨集团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015

6

事业与社会的联系

事业与社会的联系
东洋油墨集团的产品应用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除了着色和包装，还活跃在信息传递、
能源、保健等领域，为我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办公室

建筑涂料

▲ OA设备用
树脂复合物
▲ 色粉着色剂

▲ 内、外装建筑涂料用色材
◆ 内、外饰建筑涂料用树脂

电脑（液晶）

▲ 内、外装建筑涂料用色材

建筑材料

▲ 液晶显示器用
抗蚀油墨

饲料

◆ 混凝土建筑涂料用
功能性树脂

电线

◆ 牛、猪、鸡饲料用
笹液寿

▲ 电线用着色剂

广告牌（巴士）
◆ 车辆誊写用薄膜

T恤衫
▲ 印染用分散体

容器包装
▲
◆
◆
◆
◆
■
■
■
■

餐 具 、容 器 用 着 色 剂
饮料罐用涂料
标签用粘合剂
复合 薄 膜 用 粘 合 剂
纸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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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栅

容器包装（塑料瓶）

▲ 木工涂料用分散体

▲ 塑料瓶盖用着色剂
◆ 标签用热熔胶粘剂
■ 标签用油墨

纸尿布
◆ 纸尿布用热熔胶粘剂
▲ 透湿复合材料

报纸、书籍
◆ 装订用热熔胶粘剂
◆ 表面光泽加工、
保护涂层剂

■ 纸盒用油墨

● 报纸用油墨

7

太阳能电池用构件

电磁波屏蔽板

有机颜料

饮料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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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包装

工业用双面胶布

▲ 颜色材料与功能材料关联事业

◆ 聚合物与涂布加工关联事业

■ 包装关联事业

● 印刷及信息关联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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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牌
● 印刷广告牌用喷墨式油墨
◆ 广告牌用誊写薄膜

农业
▲ 农业用材料、
薄膜用着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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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 木工涂料用颜料
分散体

桌子
■ 装饰材料
装饰板用油墨

化妆品
▲ 染发剂用颜料分散体
▲ 指甲油用颜料分散体

家电
▲ 空调等家电
外装护板用着色剂
◆ 家电用品
层压钢板用粘合剂

宠物食品
◆ 搭配笹液寿的
宠物食品

平板电脑

地板、壁纸

食品、营养补品

卫生用品

▲ 液晶显示器用抗蚀油墨
▲ 触摸屏电路用涂层材料

▲ 壁纸用着色剂
■ 装饰材料用油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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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移动电话、智能手机
▲
▲
◆
◆
◆
◆
◆

有机EL周边材料
SIM卡用着色剂
光学材料用粘合剂
软性线路板用功能性胶粘片
电磁波屏蔽板
电子元件固定用胶
触摸屏电路用导电性油墨

◆ 光学控制材料涂层剂

汽车
▲
▲
◆
◆

汽车内外装用色材
锂离子电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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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含竹叶提取物咖啡

书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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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胶带用粘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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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板印刷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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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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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 的思路

东洋油墨集团将按照与各位利益相关者相同的视点来

东洋油墨集团的“经营理念体系”是其经营基础，是

评价企业活动，在经济、社会、人、环境方面实现平衡的

以经营哲学为基石，由经营理念、行动准则、商业行动基

经营，并定位为形成企业价值，履行社会责任的最重要课

准构成，每位员工都应该实践的企业行动规范。

题。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正在推进以下的工作。

“CSR 价值体系”则以 CSR 宪章为基石，根据 CSR
行动准则、商业行动基准实践企业活动，并在 CSR 的活

●	为了将事业执行功能转移给各事业公司并加强企业
治理，合理运用适用于集团各公司的决议规程及关
联公司管理规程

动及各项措施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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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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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 的推进体制

●	强化和充实守法合规体制

东洋油墨集团设立了“CSR 统括委员会”
，将 CSR

●	推进地球规模的环境保全

推进体制融入企业治理体制并实践 CSR。通过在 CSR
统括委员会成立小组，加强作为 CSR 基础的风险管理、

此外，针对从 2015 年 6 月开始适用的企业治理规定，

环境安全及守法合规。

目前正推进各项措施，以在通过董事会和集团经营会议的审
议后公开信息。

内部统制
东洋油墨集团认识到完善并运用内部统制是经营上的

标准化手册与指南的运用
作为“全球标准化计划”的一环，东洋油墨集团正在
制作及运用“业务标准化手册”
。2015 年 6 月制作了“基
地经营指南”
，为国内外基地的经营者提供业务指导。

重要课题，继续重估在董事会通过决议的“内部统制系统
的基本方针”，努力完善业务执行体制和监察体制，以确
保业务的顺利进行。
此外，在集团监察室下设立“内部统制推进小组”，
根据内部统制系统进行文件管理，同时通过集团监察室进
行内部监察，确认各部门对内部统制的应对状况。

TOPICS ：全球化委员会
东洋油墨集团每年举办 2 次“全球化委员会”
，由

2015 年 2 月， 在台湾举 办了“2015 年度中国 地

集团经营会议成员、各地区代表、各公司社长、董事与

区会议”
。在说明并讨论了东洋油墨集团的经营方针与

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共享并

中国地区 SCC- Ⅲ中期计 划

探讨集团的全球化战略、措施

的开展情况后，各公司发表

及各地区的事业战略课题。

了 2014 年度的事业概要与

此外，以非日本国籍的各

2015 年度 的 计 划。 通 过 此

公司社长、董事为核心，每年

次会议，确立了加快发展战

举办 2 次“全球顾问委员会”
，

略，促进中国地区事业持续

共享课题并征集建议，以推进

发展的方针。

全球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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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会议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CSR 宪章和 CSR 行动准则
2014 年 4 月，东洋油墨集团年度经经营方针中写入

CSR 宪章（2005 年 4 月 18 日制定）

了“重视 CSR 挑战真正的社会满意（SS）”的口号，并于

我们东洋油墨集团自创立以来，通过业务经营、产品及服

2005 年制定了 CSR 宪章和行动准则。

务，以创造客户、员工及社会的生活文化为目标，一直优先致

CSR 行动准则（2005 年 4 月 18 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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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产品与服务提供价值

现在，我们重新认识到自身作为以化学制造业为核心的企

● 追求至诚的事业活动

业集团可能会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应当

● 积极的交流与信息的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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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贡献社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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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促进全球规模的环境保护

经济、社会、人与环境各方面保持平衡的经营，创造企业的有

● 营造舒适且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职场环境

形与无形价值，以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最重要的课题。

● 贯彻遵纪守法

今后，东洋油墨集团也将继续坚持公正且自由的竞争，努

● 构筑理想的企业治理

力为实现未来富有文化的幸福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东洋油墨集团公司治理和 CSR
◎经营理念体系和 CSR 价值体系
经营理念体系

CSR价值体系

将经营的基本理念体系化，
在全集团公司中实现共享（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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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哲学

CSR宪章

经营理念

CSR行动准则

行动准则
东洋油墨集团 营业行动基准

基地经营指南
业务标准化手册

关于每位员工所实践的企业活动的指导方针

CSR活动方针、各种措施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基于行动准则实践企业活动

◎企业治理和 CSR 推进体制图（2015 年度）
股东大会
任免

任免

任免

会计监察人

监察

＜控股公司＞
董事会

监事会

CSR事务局

报告书制作团队

内部取缔役11人
外部取缔役2人

内部监事2人
外部监事3人

风险管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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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安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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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察

报告
协调

集团经营会议
选定

集团监查室
代表取缔役
监督

CSR统括委员会

执行董事

守法合规负责人
守法合规办公室
（公司内外通报窗口）

协调

守法合规小组

公司外部律师

选任

统治·管理

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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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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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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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为与社会和谐共存的企业集团，我们明确了对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责
任，并实施了各种交流活动。通过活动，我们把收集到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反映在企业活动中来，藉此与利益相关者建
立良好的关系。
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
● 营业部门的顾客应对
● 客服窗口的应对

顾客

● 网站的信息披露
● 举办展示会、Private

Show等

员工

股东、
投资者

● 股东大会
● 决算说明会、单独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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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各种IR工具披露信息
● SRI问卷调查的应对

交易商

● 工厂视察

东洋油墨
集团

行政机关

● 协助行政机关主办的活动
● 行业团体的交流

● 问卷调查等各种调查的实施

● 法律法规相关的申报、报告

● 网站的信息披露

● 参加当地举办的活动
●风险交流活动

● 参加行政机关主办的研讨会

当地社会

地球环境

● 与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共同研究
● 实施环境培训
● 发表社会、环境活动报告书等

● 参观工厂

● 环境相关问卷调查的应对

● 接纳实习生

客户责任
◎化学物质的正确管理
东洋油墨集团构筑集团海外公司的生产基地和网络，
作为可应对海外 GHS 制度及各国法律规定的化学物质管理
系统，推动“全球环境系统”的运用。统一管理东洋油墨
集团产品的原材料信息、
化学物质的法律规定，
通过 SDS（安
全数据表）和标签，以使用国的语言提供化学物质信息。

培训。并且进行“信息安全实际调查”以及“信息安全会议”
。
通过发行包括英文版在内的信息安全通信等，以深化包括
海外基地在内的对信息安全的认识。
在个人情报保护措施方面，制定“个人信息保护関方针”
以及公司内部章程的同时，持续举办公司内部教育活动。
此外，在各部门选任“个人信息管理者”
，完善个人信
息明细，根据信息的具体内容、形式采取 妥当的管理、努

◎产品品质保证

力成为被客户信赖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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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公司规则进行评估与验证，实现产品化。
此外，运用品质相关国际标准“ISO9001”
，充实并
加强集团整体的品质保证，东洋粘着材加工（天津）有限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取得了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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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Pack Arabia 2014”
（UAE）
、
“Expo Print Latin America 2014”
（巴西）
、
“Labelexpo
Americas 2014”
（美国）
、
“中国国際全印展（All in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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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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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安全管理者为对象，有计划地实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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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2014）
”
（中国）国内外的展览会，努力加强与顾客
的沟通。

Marketing Responsibilities

TOPICS ：支持持续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努力开发能够降低环境负荷的油墨
东洋油墨集团以现有的 UV（紫外线）固化技术为基础，开发了“LED 固化型
UV 平板印刷油墨”、
“LED 固化型 UV-IJ 油墨”、
“高感度 UV 平板印刷油墨”。新
UV 油 墨 产品 通 过 提 高 UV 感 度（ 固 化 性 ）， 减 少了 UV 灯具， 并 通 过 LED 等 节
能 UV 照射装置进行干燥，为印刷工艺的节能做出了贡献。此外，由于其不会排放
VOC，可针对纸张以外的各种材料进行印刷，有望在各种信息传播领域得到应用。
UV 固化型油墨

伙伴责任
◎公正且合理的采购活动

◎ BCP（事业持续计划）的推进举措

东洋油墨集团根据“采购基本方针”
，以生产材料的妥

重大的自然灾害及石化工厂事故的发生对本公司的调

善环境管理与品质保证为目的，与多家供应商签订了“采

拨活动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因此，我们对紧急时难

购协议书”
、
“协议文件”
。在选定国内及海外的采购交易方

以稳定供给的原材料进行调查，在全球进行复数原材料采

时，我们将根据“采购对象选定基准”就守法合规、安全

购，推进紧急时的代替生产体制，我们将继续努力组建更

及财务责任、雇用及劳务条件等方面进行评估。

稳定的采购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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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增的海外供应商
也积极地实施了工厂考察。

◎对纠纷矿产的应对
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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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矿物（黄金、锡、钽、钨）
”
，东洋油
墨集团为在采购活动中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相关措施，以

◎全球采购

确保不使用纠纷矿物。经确认，迄今为止，在各供应商的

东洋油墨集团已启动与发展战略联动的全球采购活

大力合作下，不仅是直接交易，间接交易的采购原材料也

动。为了推进集团内的原料联合采购，除了与拥有全球供

均未使用“纠纷矿物”
。今后也将在采用新原料时继续进行

应能力的供应商加强业务关系，我们将共享原料信息，在

调查和确认，并强化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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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股东及股民的责任
◎ IR 活动的思路
东 洋 油 墨 集 团 从“ 公 平 披 露 信 息 ” 的 观 点 出
发，努力为股东和投资者提供公正、准确的经营与事
业信息。 此 外， 引进日本 版管 理 者 守则 (Japanese
Stewardship Code) 后，国内外对 ESG（环境、社会、
治理）投资的关注度均有所上升。在披露信息的过程中，
将积极应对 CDP 等国际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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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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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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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开展 IR 活动

通知》等内容。

结算说明会的实施

IR 工具的发行

东洋油墨集团每年召开两次结算说明会（5 月与

《Fact Book》以日英双语版的形式每年发行 1 次，

11 月）
。在 2014 年度的两次结算说明会中，分别有约

并记载了过去 10 年间的财务数据以及最近结算期内

60 名证券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大众媒体等各方人士

的事业概况与每一季度财务信息等。
《致各位股东》报

出席。

告书每年发行 2 次，刊载财务信息的解说、事业课题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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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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社会责任

进守法合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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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法合规推进体制

◎内部通报制度（守法合规办公室）

以推进组织“守法合规小组”为核心，在包括海外基

作为举报窗口，在公司内外都设置了守法合规办公室。

地在内的全企业范围内宣传集团关于守法合规的理念，并

基于举报的事实进行调查，如果发现存在问题疑点，将迅

开展有关法规的教育。

速制定相应对策。另外，会尽最大限度保护举报人，保守

此外，以各据点的守法合规负责人为中心，积极营造
机会，深化在日常业务中对于守法合规意识。

秘密。

◎应对海外法务风险活动的推进

◎实施守法合规教育

2014 年度，在 5 处重要的实施场所，对当地员工进

通过
“新员工守法合规说明会”
“新任管理者研修”
、
“赴
、

行了以反垄断法及向公务员行贿为核心主题的守法合规培

海外人员研修”、
“经营管理知识学习课程”
、
“面向海外员

训。同时，
就法务上令人担忧的事项进行了意见听取。此外，

工的关键技术基础讲座（核心技术）
”等针对各个阶层的学

努力完善了相关体制，确保在发生法务风险时可迅速、正

习计划，参加培训的员工结合日常业务更加深化对守法合

确地予以应对。

规意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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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并探讨针对所抽选课题的应对状况和新
产生的风险等。2014 年度，与信息安全强化月共同举办。

社区责任
◎全球化拓展

◎全球生产支援

在全球共存共生的思路下，东洋油墨集团通过在各所

从很早以前我们就开始了在海外基地开展油墨业务，

在国创造就业机会、通过提供符合当地需求的印刷、包装

2013 年度在巴西，2014 年度在印度分别建设第 2 工厂，

产品等本业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还努力提高

开始在新兴国家建设大型工厂。埼玉制造所作为母工厂，在

生产、品质及环境安全水平，贯彻执行守法合规、风险管理，

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研修的同时，积极开展对这些新工厂

在世界各据点积极培养人才等，为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创造

启动和现有基地的生产能力的提高及质量管理的支援。

丰富的“生活文化”
。

2013，2014 年度的制造厂员工赴海外支援时间（总

此外，事业整体的海外销售额比率升高，国际型人才
约占集团整体的 59%。

天数）分别 462 天、787 天，2015 年度总时间超过 1,000
天。广泛派遣从部门长到负责人等支援人员，通过当地工
厂向世界展示公司的印刷油墨生产实力。

海外员工（国际型人才）的变化
年度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国际型人才的数量（人）

4,219

4,524

4,686

国际型人才的比例（％）

57.7

58.1

59.2

TOPICS ：海外关联公司的社会贡献活动
Toyo Ink (Thailand) Co., Ltd.
● 护理学生的短期与中期实
习与工厂参观活动。
● 泰国的儿童节活动（捐赠
文具和体育用品）
。
护理学生的实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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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 Ink India Pvt, Ltd.
● 建 造 Delhi 工 厂 前 的 花
坛。 进 行 浇 水 和 管 理，
在美化景观的同时，确
保夜间不会因对面车辆
的灯光刺眼而引发事故。

工厂前的花坛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OPICS ：在工厂内建造清真寺（对当地宗教信仰的考量）
在 PT. TOYO INK INDONESIA，为尊重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作为福利的一环，
在建立新凹版印刷工厂的同时建造清真寺，并于 2014 年 6 月竣工。伊斯兰教徒每周
五都会去清真寺做礼拜，而骑摩托车去附近村落的清真寺需要 10 分钟左右。现在每
到周五的礼拜时间，清真寺也向附近公司的员工和当地居民开放。前来的人们纷纷表
示感谢，比如“清真寺就在附近，很方便”
、
“可以有效利用时间，很高兴”等等。
PT. TOYO INK INDONESIA 内的清真寺

员工责任
◎全球型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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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油墨集团，积极培养全球化人材，并以“东洋油

疾，力求尊重多样化的价值观、想法和构想。在员工录用

墨专门学校”为中心，进行各种员工教育。面向国内的员

上，录用 9 名外籍员工，今后也继续扩大录用。此外，在

工教育课程有，营业、技术、生产、管理等职种课程，对

2013 年度参与欧盟培养人才计划，2014 年度录用 1 名

从新员工至经理层各阶层制定相关课程并开展教育培训。

海外实习研修生。

此外，通过运用“TIG 全球人才库”
，对驻在员候补进行有
计划性的培训。

海外关联公司员工的董事起用人数

对海外关联公司员工，在行政经理培训分类研修之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外，还开积极举办关键技术基础讲座（核心技术）
，环境安

董事

55 名

62 名

54 名

全负责人研修，海外出差类制造业基础研修等职种研修。

会长・社长

16 名

17 名

17 名

东洋油墨专门学校实际业绩为 1 年 182 天举办培训，听

＊兼职情况下按各自职位分别计数

课员工日本国内 1,237 名，海外关联公司员工 46 名。

安全、防灾活动
东洋油墨集团在国内外的众多事业所中运行生产设备

游行和罢工、恐怖袭击、流行病、信息泄漏、债权回收风

时会使用到各种化学物质。因化学物质的泄漏、火灾、爆

险等的应对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

炸以及生产设备引发的事故，将可能对在那里工作的员工

◎对赴海外人员实施环境安全研修

及周围居民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东洋油墨集团将

前往海外关联公司赴任的常驻代表，负责确保安全卫

安全管理、防止事故灾害作为重点课题加强防范措施。

生和防火防灾、降低环境负荷等责任，肩负着履行各基地

◎发行海外风险分类对应指南

环境安全统筹管理的责任。为此，在海外人员赴任前，进

东洋油墨集团在促进全球化的同时对参与全球化的员

行环境及安全管理的培训，以提高其管理水平。

工的风险进行分析，并发行《海外风险分类对应指南》
。本
指南中，明确了从海外关联公司向日本国内有关部门的联
络路径，报告对象的判断基准。此外，对发生自然灾害、

TOPICS ：海外关联公司的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
东洋油墨集团，开设了针对海外关联公司的环境安全
负责人研修课程。从 2011 年度至 2013 年度，邀请海外
环境安全负责人赴日进行研修培训，2014 年度在 Toyo Ink
（Thailand）Co, Ltd. 聚集了来自东南亚、印度等 6 个国家 7
个基地的 14 名人员，集中学习了环境安全管理及对策。

参加者心声

对于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学员而
言，这是一次能够学习东洋油墨集
团旗下各公司的情况的很好的机会。
通过意见互换，可以从各学员获得
不少知识和信息，有助于实现安全
作业。我觉得今后通过加强东洋油
墨集团旗下各公司的紧密协作，能够
TOYO INK (THAILAND) CO., LTD.
实现进一步的合作与信息互换。
Thawat Tacharoenmueng

东洋油墨集团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015

14

活动报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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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发和销售环境友好型
产品及环境交流活动。

绿色经营
◎环境安全管理体制

◎“环境、安全基本方针”
、
“环境、安全行动准则”

CSR 统括委员会的专门小组“环境安全小组”根据中

东洋油墨集团从早期开始就始终致力于降低环境负

期环境目标及年度目标，负责推进东洋油墨集团的环境安

荷和安全操作，1973 年设置了“环境改善对策本部”
。

全管理体系。对目标的进展状况和业绩使用环保效率指标

1996 年，我们制定了“环境、安全基本方针”及“环境、

等以实现
“可视化”管理，
并在 CSR 统括委员会内进行报告。

安全行动准则”
（2011 年 4 月修订），在全集团明确了我

另外，作为专业机构，
“环境安全推进小组”
、
“化学物

们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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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推进安
全保障出口管理等。

东洋油墨集团 环境，安全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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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安全行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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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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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安全、风险管理”
、
“风险交流”
、
“法规遵循、国际协

制定了针对“SCC2017”的新型中期环境目标（2017 年

调”
、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等 7 个项目都设定了具体的目

目标）。
“管理系统”
、
“教育与启发、社会贡献”
、
“环保与

标并在开展活动。

中期环境目标（2017 年目标）
管理系统
教育 / 启发、
社会贡献

环境商务、产品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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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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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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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交流
法规遵循，国际协调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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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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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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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续推进守法合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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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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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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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继续发行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
自 1999 年起，东洋油墨集团每年发行《社会与环境

◎中国版报告书的发行
2014 年度，首次发行了中国版报告书《中国企业社会

活动报告书》
。目前共发行有日语版、英语版、中文版，向

责 任 报告 CSR Report 2014》
。以

包括海外市场在内的员工、顾客、行政机关等分发。
《社会

中国 关联 公司的 CSR 活 动为中心，

与环境活动报告书 2014》荣获第 18 届环境交流大奖“环

根 据中国独自的 CSR 指南“CASS-

境报告书领域”的优秀奖。

CSR3.0”
（中国社会科学院 CSR 研究
中心）
，介绍了“责任管理”
“市场责

审查委员的评价

制定了 3 大新事业领域，提出了向科技型企业转变的

任”
、
“社会责任”
、
“环境责任”相关
的各种措施。

目标，其中在环境方面，已完成了可持续性科学的事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CSR Report 2014》

业领域，完善了环保指数，在温室气体排放量方面也
掌握到了 Scope3。同时，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例如
在产品开发中引入 LCA，采用非化石原料等。今后，
为实现低碳化社会，在同一概念中设定长期目标等，
通过宣传各个措施的成果，作为更好的交流工具可以
加以应用。

◎与价值链的交流
CDP 是与机构投资者合作，要求企业披露针对气候
变化、水、森林环境等的战略、风险及具体活动（表现）
，
并进行分析、评估的非盈利团体。东洋油墨 CS 控股（株）
也包括在 500 家日本企业调查对象（日本 500）范围内，
并做了回答。
此外，TOYO INK ARETS N.V. 被评为 2014 年 CDP
的供应商气候变化表现先进企业（SCPLI）
。

绿色生態
◎保护生物多样性活动
东洋油墨集团在 2009 年度制定了有关生物多样性的

◎工厂排水的环境影响评估
2007 年度起，东洋油墨集团与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环

基本方针。在进行事业活动的过程中，明确记述了在生物

境研究所携手，通过使用水生生物的管理手法（WET 法 ：

多样性的维护活动中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各种活动。

Whole Effluent Toxicity）
，对工厂排水的环境影响进行

*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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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评估。WET 法是指将工厂排水分阶段进行稀释，然后

◎ Check dam installation（森林再生）

斑马鱼）
，定量确认对水生生物影响的方法。

在各浓度的排水中加入实验用生物（细菌、水蚤、藻类、

TOYO INK
（THAILAND）
Co., LTD. 进行了名为
“Check

我们对日本国内 4 所工厂制造所的排水进行继续评

dam installation”的森林再生活动。这是支援泰国陆军的

估，2014 年度 TU（Toxicity Unit ：不影响生物的必要稀

工作，向山中的河流投入岩石。这样可以减弱河流的水势，

释率）在 1 ～ 10 范围内。这是实际向河川放流生物条件

扩大流域，以期确保树木的繁茂，维护当地的生态系统。

上来看几乎对生态系统不构成风险。
此外，在实验室水平下探讨了在实际工厂可应用的排
水负荷降低方法。根据获得的知识，对排水处理工艺进行
优化，降低对生物的影响，努力维护生物多样性。

Check dam installation

水蚤

斑马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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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厂，产品
◎碳足迹（CFP）与碳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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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油墨集团计算《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和“米

料调拨到废弃、循环再利用）的标准，将符合一定条件的

油墨”的生命周期内的 CO2 排放量（CFP）
，实施碳补偿。

产品定为环保型产品并进行注册。
2014 年度起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统计范围，从目前为
止的核心事业公司 3 家公司扩大至关联公司 2 家公司（东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的生命周期各阶段下的 CFP

洋莫頓株式会社，东洋爱德励株式会社）
，因此，环境友
好型产品的销售额比 2013 年度增加了 8.2 % 。所有产

427g-CO2 e※ 1

原材料采购阶段

校正用纸／ CTP 版／印刷用纸／油墨／湿水／装订材料／包装材料
※1 将温室效应气体换算为 CO2 的数值。

生产阶段

54g-CO2 e

DTP ／刷版／印刷／裁切、装订／包装

废弃物的正确处理

品占销售额构成比比 2013 年度减少了 0.5 分为 54.3 %
（核心事业公司 3 家公司 ：55.7％、关联公司 2 家公司 ：
41.8 %）
。

流通阶段
用于发送的材料

48g-CO2 e

总部／工厂、分店／展示会等／普通读者

使用、维持阶段

废弃物的正确处理

0g-CO2 e

使用（读书）

环境友好型产品例

废弃、循环再利用阶段

● Rio Alpha（吸塑薄膜油墨）：非甲苯

CFP值 ：540g-

● Akuwakonte NEO（苯胺印刷油墨）：水性
● Toyomeruto（热熔胶粘剂）：无溶剂
● DYNACAL 环保标志（标线片）：免卤素（PVC）
● TOYO KING NEX NV100（单张印刷油墨）：
免 VOC 成分

11g-CO2 e

焚烧处理／循环再利用

CO2e（每册）

◎ LCA（生命周期评估）活动
LCA 是从原材料采购、制造、运输、使用及消费，废
弃处理和回收的全部环节的产品和服务对环境影响进行定
量与多面性评价方法。东洋油墨集团与东京都市大学共同

● TOYO KING NEX NV100 米（米油墨）：
免 VOC 成分，使用植物油

实施，环境友好型油墨的 LCA 评价等。
印刷物的整体生命周期的评价中，造纸和印刷环节的
影响远大于油墨的影响。大豆油墨，米油墨，棕榈油油墨

TOYO KING NEX NV100 米（米油墨）
米油墨是指不包含任何原油性有机溶剂，而只使
用再生植物油和米糠油的油墨。迄今为止，米糠油被

等印刷油墨中，米油墨对环境影响最少。这是因为，米油
墨多使用再生植物油，也是使用在进行精米处理时废弃的
米糠榨油是主要原因。今后我们也将进一步应用 LCA 评
価结果，开发对环境更友好的产品。

认为不适于用于印刷油墨原料，东洋油墨集团成功地
将米糠油转化为油墨原料，其性能与传统原料等同或
超过传统原料。此外，米糠油原料榨油后的米糠作为
家畜饲料有效利用，容易形成当地生产当地消费地产
地消的循环型环保模式。

各种印刷油墨的 LCA 评估（仅 CO2 的结果）
0.3

（kg- CO2）

0.243

0.262

废弃、循环利用
使用
运输

0.2

0.158

0.1

0

TOYO KING NEX NV100 米（米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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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油油墨

大豆油油墨

米油墨

生产
原材料采购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环境负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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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负荷项目

统计范围

能源使用量
（原油换算、㎘）

废弃物产生量（t）

化学物质排放量（t）

SOx（硫氧化物）排放量（t）

NOx（氮氧化物）排放量（t）

粉尘排放量（t）

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t）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日本国内

45,322

45,291

海外集团公司
其中，中国集团公司

35,023

36,694

36,649

18,040

18,865

18,460

东洋油墨集团合计
日本国内

80,345

81,985

81,601

16,485

16,758

16,930

海外集团公司
其中，中国集团公司

7,751

7,669

7,793

1,518

1,098

1,249

东洋油墨集团合计
日本国内

24,236

24,427

24,723

80.2

75.0

80.8

海外集团公司
其中，中国集团公司

143.0

167.1

154.5

70.1

69.5

54.6

东洋油墨集团合计
日本国内

223.2

242.1

235.3

2.6

2.0

0.4

海外集团公司
其中，中国集团公司

8.4

5.1

4.9

4.7

4.0

3.8

东洋油墨集团合计
日本国内

11.0

7.1

5.3

58.7

54.7

53.8

海外集团公司
其中，中国集团公司

38.9

38.1

37.6

23.7

22.0

21.0

东洋油墨集团合计
日本国内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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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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14家公司（中国5公司），2013年度14家公司（中国5公司），2014年度14家公司（中国5公司）

◎引进太阳能发电设备
2014 年 12 月及 2015 年 1 月，东洋油墨集团分别

TOPICS ：TOYO INK ARETS N.V. 的活动

在守山制造所和冈山工厂建立了425kW 及 1,358kW 的

TOYO INK ARETS N.V. 是 2013 年 加 入 东 洋

大规模太阳能发电设备，开始了以固定价格收购的售电事

油墨集团的公司，在比利时工厂生产 UV、EB（电子

业。此外，在埼玉制造所、川越制造所、富士制造所、川

线）固化型油墨等。2012 年，将所有供电源转换成来

口中心 4 个基地建立了 50kW 级别的小型太阳能发电设

自 100% 可再生能源（主要为风力与太阳能）的“绿

备，从 2015 年 1 月开始运行。这些电力都用于公司使用，

色电力”
。通 过 这一措施，2013 年以 后，该公司的

减少了购买的电量，同时也减少了夏季的高峰用电量。

Scope2 排放量为 0 顿。此外，该公司的产品 UV/EB
油墨、清漆不含 VOC 成分，固态成分较多，因此与水
性或溶剂型油墨相比，1 次运输可运输双倍量的油墨，
有助于降低物流的环境负荷。

TOPICS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的活动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仓库屋顶设置太阳能发电板

中国政府将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的
运用作为国家重点能源战略加以推动，太
阳能发电是国家现正推行的绿 色能源之
一。天 津东洋油墨根 据东洋油墨 集团的
经营理 念与行动准则以 及 天 津市的节能
计 划，在 2014 年 11 月安装了发电量 为
246.96kW 的设备，成为天 津 市 西青开
发区首家引进太阳能发电设备的企业。我
认为这是体现公司的环保意识和对中国社
会的责任意识的举措。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设备部 陈 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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