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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的经营理念体系与CSR价值体系是表里如一的，是作为每一位员工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的指南。

CSR价值体系经营理念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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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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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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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理念

尊重人的经营

经营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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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宪章

经营理念

经营哲学
CSR宪章

行动准则
CSR
行动准则

东洋油墨集团
事业行为准则

CSR活动方针、
各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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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D E X

编辑方针

记载内容

●  将如下的指导方针和包括公司内部在内的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意见等作

为参考，同时在考虑过去的报告书内容的基础上选择了记载项目。

●  基于通过事业的开展解决社会课题的观点，专题的部分选择了两个主题。

●  依据社会责任相关的国际标准“ISO26000”的核心主题，对记载内容进行

了分类。

●  考虑到数值数据的可比性，原则上登载时效变化数据。

第三方的意见

●  在编辑阶段，和NPO法人循环型社会研究会（代表：久米谷弘光先生）进

行了对话，将该研究会的意见作为参考，同时请其提出了“第三方意见”。

●  并未实施对活动内容与数据进行验证和保证的“第三方保证”。

报告书的对象范围

■ 对象期间

　　本报告书中所采用的数据，引用的是 2015 年度（2015 年 4 月 1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业绩，关于海外关联公司的环境负荷问题，记载了 2015 年 1

月 1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

　　另外，由于日语版本于 2016 年 11 月份发行，对于取得了较大进展的事项，

将记载截至 2016 年 6月的活动。 

■ 对象范围

● 社会活动

　　以包括海外市场在内的东洋油墨集团的社会活动为对象。 

● 环境安全活动

　　以包括海外市场在内的东洋油墨集团的环境安全活动为对象。关于环境绩

效数据，记载了国内关联公司及取得ISO14001认证的海外关联公司的情况。

　　此外，取得ISO14001认证的海外关联公司的生产量约占海外关联公司整

体的70%。

■ 参考指导方针

● 报告书

·环境省《环境报告指南2012年版》

·社会责任相关的国际标准《ISO26000》

※登载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中规定的标准披露项目的信息

● 绿色会计

·环境省《绿色会计指南2005年版》

·Japan Responsible Care Council

  《面向化工企业的绿色会计指南》

■ 发行

日语版：2016 年 11 月（下次发行预定：2017 年 10 月）

英语版：2016 年 12 月（下次发行预定：2017 年 12 月）

中文版：2016 年 12 月（下次发行预定：2017 年 12 月）

〈咨询处〉

东洋油墨 SC控股株式会社 集团宣传部

邮编 104-8377

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京桥 2丁目 2-1

TEL ：81-3-3272-5720　FAX ：81-3-3272-9788

E-MAIL ：info@toyoinkgroup.com

网站介绍

东洋油墨集团网站的“社会与环境活动”中刊载有 1999 年至 2015 年的报告书，

以及 CSR 和环境安全方针、环境绩效数据等信息。另外，欢迎您通过网站提出

对于本报告书的意见和感想。 

http://schd.toyoinkgroup.com/cn/csr/index.html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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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4月，我们以下一个100年为目标，启动了长

期经营计划“SCC（Specialty Chemical maker Challenge ／

Science Company Change）2017”。一直以来，我们通过以

“revival‘再生’”为目标的经营基础强化、以“Renaissance 

‘复兴’”为标志的新治理体制、控股制的转型、加强协合

等工作，努力践行积极的发展战略。

　　2014年，我们启动了以“向科技型企业转变”为目标

的中期经营计划“SCC-Ⅲ～‘进化’计划～”，制定了3项

方针开展事业活动。

序言

为了打造在下一个 100 年继续和社会共同

发展的创造生活文化的企业

　　在作为SCC-Ⅲ第二年度的2015年，我们提出了“通

过谨慎且大胆的措施与活动，让SCC-Ⅲ进化计划迈上新

台阶”的口号，开展了致力于转变的活动。

进化计划的3项方针

● 加强创新与网络型全球化展开

● 为实现可持续性经营，提升生产制造的水平并实现收益率

的跨越式提升

● 通过向新一代集团治理变革提升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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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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创新和全球拓展实现进一步发展

　　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出让客户满意的

新价值的这种“创新”精神，才是东洋油墨集团作为生产制

造企业实现发展壮大的最重要因素。

　　为了促进创新，在SCC-Ⅲ中，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视角，

重新认识人们所面临的课题，作为东洋油墨集团作为贡献

的核心而确定了三个新的业务领域。

　　在“沟通科学”领域，我们在扩充以电磁波屏蔽薄膜为

首的功能性薄膜产品阵容的同时，积极推进环保型无VOC

单张纸油墨、低温干燥平板印刷油墨的上市等工作。

　　在“可持续性科学”领域，我们将环境和能源作为重

点领域，通过提供锂离子电池电极用材料“LIOACCUM 

ONESHOT WANISU”（详见P10-13）、太阳能电池的背膜用

粘合剂着色剂等产品，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而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另外，在“生命科学”领域，本公司以重视食品安全的

食品包装用印刷油墨和医疗用胶带等为核心推进事业扩大

工作。为了强化事业基础和进一步提高产品开发水平，本

公司于2016年收购了粘贴型医药产品事业，实现了对医

疗与保健市场的直接参与。今后将继续构建可以为解决人

口的低出生率老龄化、医疗费减少等消费者所面临的社会

性课题作出直接贡献的事业。

　　市场正在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我们在2016年迎来

了东洋油墨集团的新成员——土耳其的DYO Printing Inks

公司（现：Toyo Printing Inks公司）。在全球开展事业的过

程中，促进周边地区的生活文化的提高非常重要。土耳其

连接欧洲与亚洲的商业枢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我

们将通过新生Toyo Printing Inks公司的活动，提高包括客

户、员工、以及社会在内的广大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为

土耳其及其周边地区作出最大限度的贡献，同时提高本公

司在全球的存在感。

为了改进CSR活动

　　我们深刻认识到在“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5”的

第三方意见中提到的CSR活动的课题，并积极推进课题的

解决工作。从2015年度下半年开始， CSR统括委员会通过

反复讨论，确定了2016年度的CSR活动重点课题和以全

员参加型的活动为目的的活动方针。此外，在稳步推进重

点课题的同时，为了设定符合CSR改进要求的课题而新成

立了“CSR推进小组”（详见P16-17）。

　　过去的CSR活动把重点放在了提高基础性活动的水平

上，我们东洋油墨集团已经在通过积极的事业活动致力于

社会性课题的解决。基于这种情况，今后将站在广大利益

相关者的视点，确定重要课题，明确与事业的交集，通过

本业推进CSR活动。

　　另外，从本次的报告书开始，将标题从“社会与环境

活动报告书”变更为“CSR报告书”。

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Growth”

　　东洋油墨集团的历史开始于1896（明治29）年，其前

身是小林油墨店经营的油墨搅拌代加工业。2016年时值创

业120周年，我们对这一年的定位是，在巩固SCC-Ⅲ的

成果的同时，保持现有事业的优势，开创新的事业，制定

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举措，使之成为连接下一个长期构

想“Sustainable Growth”转换之年。

　　东洋油墨集团自创业以来，提出了创造生活文化的理

念。今后将继续应对时代的变化，不要认为“做不到”而是

要思考“如何才能做到”，成为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和社

会共同发展的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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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事业企业领导的致辞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成立于2012年4月，是在东洋油墨集团负责颜色材料与功能材

料关联事业的事业企业。我们作为颜色材料的领导企业，通过东洋油墨集团的核心材

料有机颜料和塑料着色剂等的产品阵容，从遍布全球的20多个制造基地向世界各国人

民的生活提供丰富的色彩。

　　同时，通过上述产品的开发改进了材料技术与工艺技术，将事业领域从颜色材料

领域扩展到了电子、显示器件、能源领域，提供满足时代要求和各种需求的产品。

　　现代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应解决的社会性课题。我们东洋色材

公司不仅仅要向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文化提供丰富的色彩，而且在向进一步的技术革

新发起挑战，积极致力于可以为解决社会性课题作出贡献的创新型产品的开发工作。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成立于2011年4月，是在东洋油墨集团负责印刷及信息关联事

业、包装关联事业领域的核心事业企业。

　　我们的产品与服务为印刷品、产品包装提供着色，赋予安全、安心的功能，与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这些都是在印刷阶段大幅削减能源使用量的高感度UV固化型印刷油

墨、在保持食品的鲜度方面必不可少的高性能涂层材料等的尖端产品与技术。通过这

些产品和技术为社会作出贡献是东洋油墨株式会社的使命。

　　我们的优势在于在超过100年的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品牌力量、遍布全球的供应链

网络以及基于科学的产品开发能力。今后将继续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环保型产品阵容、

高性能产品阵容和最尖端技术，提供实现富裕的生活所需的附加值。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成立于2011年4月，是负责聚合物与涂层工艺关联事业的核心

企业。本公司提出了“Polymerizing the Ideas of Tomorrow”的品牌口号，以聚合物为核

心材料，旨在打造始终创造新生活文化的企业。我们的产品与服务涵盖从饮料罐、包

装标签、广告牌、书籍等到智能手机、电视机、汽车等的各种领域，被广泛应用于各

种产品之中，为人们安全、安心、舒适的生活作出了贡献。

　　东洋油墨集团提出的目标“Science Company Change”是以“科学”这一关键词为核

心，旨在不断创造让世界各国人民的未来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舒适的产品与服务。

为此，东洋科美公司以聚合物科学作为技术基础，朝着通过新产品的创造和全球推广

创造新事业的发展战略积极迈进。

代表取缔役社长

宫崎 修次

代表取缔役社长

高岛 悟

代表取缔役社长

山崎 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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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概要 2015年度的经营数据

东洋油墨集团

关 联 公 司

合 并 收 入

合并员工人数

总 部 所 在 地

创 业

创 立

取 缔 役 会 长

代表取缔役社长兼集团CEO

资 本 金

员 工 人 数

设 立

代表取缔役社长

资 本 金

员 工 人 数

事 业 内 容

设 立

代表取缔役社长

资 本 金

员 工 人 数

事 业 内 容

设 立

代表取缔役社长

资 本 金

员 工 人 数

事 业 内 容

： 国内 22 家、海外 57 家
 （合并子公司 67 家、权益法适用公司 12 家）

： 2,832 亿 800 万日元

： 8,116 名

： 邮编104-8377
 东京都中央区京桥2丁目2-1

： 1896年（明治29年）1月8日

： 1907年（明治40年）1月15日

： 佐久间 国雄

： 北川 克己

： 317亿3,300万日元

： 458名

： 2012年（平成24）4月1日

： 宮崎 修次
： 5亿日元

： 717名

： 颜色材料与功能材料关联事业

： 2011年（平成23年）4月1日

： 高岛 悟

： 5亿日元

： 375名

： 聚合物与涂层工艺关联事业

： 2011年（平成23年）4月1日

： 山崎 克己

： 5亿日元

： 770名

： 包装关联事业、印刷及信息关联事业

［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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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 http://schd.toyoinkgroup.com/

网站 http://www.toyo-color.com/

网站 http://www.toyo-chem.com/

网站 http://www.toyoink.jp/

合并收入

营业利润／本期净利润／研究开发费用（合并结算）

0 （年度）

（百万日元）

300,000

200,000

100,000

2015

286,684 283,208

20122011

245,337

2013

248,689

2014

279,557

颜色材料与
功能材料关联
24.7%
(71,878)

包装
关联
22.2%
(64,623)

印刷及
信息关联
30.1%
(87,439)

其他
2.1% (5,980)

聚合物与涂
层工艺关联
20.9%
(60,894)

欧洲
2.7% (7,581)

日本
56.0%
(158,586)

亚洲、
大洋洲
35.8%
(101,330)

北美、中南美
5.4%
(15,276)

非洲
0.1% (435)

欧洲
6.6%
(532)

日本
39.6%
(3,214)亚洲、

大洋洲
49.3%
(4,000)

北美、中南美
4.6%
(370)

各事业收入(合并)
（单位：百万日元）

各地区收入（合并）
（单位：百万日元）

各地区员工人数（合并）
（单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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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0

13,304

18,210

7,794

12,260

19,728

7,186

17,547

8,714
6,950

13,648

7,238

0 （年度）20152011 2012 2013 2014

7,434

12,190

18,470
（百万日元）

20,000

15,000

10,000

5,000

营业利润 本期净利润 研究开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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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中南美地区

欧洲地区

亚洲、大洋洲地区

东洋油墨集团网络

日本

中国、东亚地区

（2016年7月1日当前）　★：ISO14001认证取得基地

TOYO PRINTING INKS INC. 〈土耳其〉

●：制造　◆：销售　■：研究开发　▲：其他（功能公司）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

★ ● 川越制造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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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洋油墨九州株式会社

 ▲ ga city 株式会社

★ ● 东洋爱德励株式会社

 ▲ 东洋油墨ENGINEERING株式会社

 ◆ 东洋油墨GRAPHICS株式会社

 ◆ 东洋油墨GRAPHICS西日本株式会社

 ◆ 东洋SC通商株式会社

★ ● 东洋FPP株式会社

★ ▲ 东洋COLORTECH株式会社

 ▲ 东洋B-Net株式会社

 ▲ 东洋MANAGEMENT SERVICE株式会社

★ ● 东洋莫頓株式会社

★ ● 松井化学株式会社

 ▲ LOGI CO-NET株式会社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

 ■ 材料科学研究所

 ■ 创新研究所

★ ■ 聚合物设计研究所

 ■ 解析技术研究所

 ■ 生产工艺创新研究中心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 ● 富士制造所

★ ● 守山制造所

★ ● 茂原工厂

★ ● 冈山工厂

★ ● 川越事业所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 

（在中国办事处）〈中国〉

★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中国〉

 上海东洋油墨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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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油墨亚洲有限公司〈中国〉

 深圳东洋油墨有限公司〈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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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东洋仁欣颜料有限公司〈中国〉

 成都东洋油墨有限公司〈中国〉

 四川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中国〉

 东洋油墨极东有限公司〈中国〉

★ 台湾东洋先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TOYO INK KOREA CO., LTD〈韩国〉

 HANIL TOYO CO., LTD〈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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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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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SIL LTDA.〈巴西〉

 TOYO INK EUROPE S.A.S.〈法国〉

★ TOYO INK EUROPE SPECIALTY CHEMICALS S.A.S.〈法国〉

 TOYO INK EUROPE PLASTIC COLORANT S.A.S.〈法国〉

 TOYO INK ARETS FRANCE S.A.S.〈法国〉

 TOYO-ARETS INTERNATIONAL N.V.〈比利时〉

 TOYO INK ARETS N.V. 〈比利时〉

 TOYO INK ARETS UK LTD.〈英国〉

 TOYO INK ARETS DEUTSCHLAND GmbH〈德国〉

 TOYO INK ARETS BALTICA UAB〈立陶宛〉

 TOYO INK TURKEY KİMYA SANAYİ A.Ş.〈土耳其〉

 TOYO MATBAA MÜREKKEPLERI SANAYİ VE TİCARAT A.Ş. /
 TOYO PRINTING INKS INC.〈土耳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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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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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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3 2014

85,527

4,263

2015

2,639

87,468 87,439

2,977

营业利润

合并收入

（年度）

事业部门

※其他事业的销售额为2%。

作为颜色材料的领导企业，通过有机颜料的合成技术与出色的分散技术提供涉及方方

面面的产品。

25%

（年度）2013 2014

8,140

76,414

2015

7,290

78,465
71,878

4,461

营业利润

合并收入

2015年度销售额构成比 合并收入/营业利润（百万日元）

颜色材料与功能材料
关联事业

21%

（年度）2013 2014

3,428

56,742

2015

3,646

59,495 60,894

5,547

营业利润

合并收入

我们正在开展充分利用了聚合物合成技术的产品和通过独有的材料加工技术赋予了功

能性的涂层工艺产品的销售工作。这些产品将为能源、电子领域等日新月异的市场提

供新的价值。

2015年度销售额构成比 合并收入/营业利润（百万日元）

聚合物与涂层工艺
关联事业

22%

2013 2014

1,982

62,530

2015

1,768

63,114 64,623

2,723

营业利润

合并收入

（年度）

2015年度销售额构成比 合并收入/营业利润（百万日元）

2015年度销售额构成比 合并收入/营业利润（百万日元）

包括饮品、食品等的产品在内，在将各种产品送到您身边的过程中，包装（容器、包装）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公司从事对上述包装来说不可或缺的印刷油墨的制造与销售

工作。
包装关联事业

对自创业以来一直伴随着印刷市场共同成长的东洋油墨集团来说，印刷及信息关联事

业是最为重要的主力事业。印刷及信息关联事业



书籍、杂志
●  平板印刷油墨

◆  装订用热熔 

粘合剂

◆  表面光泽加工、 

保护涂层剂

事业与社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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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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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电池
▲ 背板用着色剂

▲ 密封板材着色剂

◆ 背板用胶粘剂、 

涂层剂

门
▲  木工涂料用

颜料分散体

容器包装（塑料瓶）
▲ 塑料瓶盖用着色剂

◆ 标签用热熔粘合剂

■ 标签用油墨

面巾纸
▲  面巾纸着色用

颜料分散体

纸尿布
▲  透湿复合材料

◆ 纸尿布用 

热熔粘合剂

■  纸尿布用水性油墨

平板电脑
▲  液晶显示器用 

抗蚀油墨

▲  触摸屏电路用 

涂层材料

食品、营养补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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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含竹叶提取物咖啡

沙发、箱包、
学生书包
▲ 皮革用颜料分散体

地板、壁纸
▲ 壁纸用着色剂

◆ 地板用树脂、蜡

■ 装饰材料用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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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用胶粘剂

■  香波、护发素换装容器 

包装用油墨

电线
▲ 电线用着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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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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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电用品层压 

钢板用胶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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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广告牌
●  印刷广告牌用 

喷墨式油墨

◆  广告牌用 

誊写薄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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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器包装
▲  餐具、容器用着色剂

◆  饮料罐用涂料

◆  标签用粘合剂

◆  吸塑薄膜用胶合剂

◆  纸张、塑料容器用 

热熔胶粘剂

◆   食品直接接触用涂层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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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牌（巴士）
◆ 车辆誊写用薄膜

横幅、条幅
▲ 印染用颜料分散体

农业
▲  农业用材料、 

薄膜用着色剂

◆  农药缓释剂用 

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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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板垫用热熔粘合剂

◆  装修板临时固定用热熔粘合剂

木栅
▲  木工涂料用 

分散体

建筑涂料
▲ 内、外装建筑涂料用色材

◆ 内、外饰建筑涂料用树脂

建筑材料
◆  混凝土建筑涂料用 

功能性树脂

公路
▲ 公路涂料用颜料分散体

饲料
◆  牛、猪、鸡饲料用

笹液寿

报纸、书籍
◆ 装订用热熔胶粘剂

● 报纸用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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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液晶）
▲  液晶显示器用 

抗蚀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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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食品
◆ 搭配笹液寿的 
宠物食品

移动电话、智能手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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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粘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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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触摸屏电路用导电性油墨

◆ 光学控制材料涂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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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科学
为心灵富足做贡献

生活科学
为健康生活做贡献

〈重点领域〉

电子、高精彩（Fine imaging)

〈重点领域〉

包装、保健

科技型企业
为全世界人民的

富裕做出贡献

通过技术向解决
社会课题发起挑战

我们针对为广大消费者考虑的三个业务领域，

实现事业与技术的拓展，

作为科技型企业积极致力于社会课题的解决。  

下面为您介绍对普及可再生能源所不可或缺的

蓄电系统方面的工作。

专题 1

新型普锐斯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的

“ONESHOT WANISU”被应用

于新款普瑞斯的锂离子电池。

可持续性科学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做贡献

〈重点领域〉

环境保护、能源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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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性的能源需求增加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的背景下，本公司正在推进

可再生能源的引入工作。由于引入的过程中遇到了天气和环境导致输出不稳定的

问题，另外，出于灾害对策等的观点，蓄电系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蓄电系统在能源的有效利用方面被人们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是，在普及过程中，

人们也提出了高安全性以及高性能、低成本化的要求。

社会性课题：蓄电系统的高度化与低成本化

开发者访谈

开发未来社会所

需要的技术
“LIOACCUM ONESHOT WANISU”能够为解决

社会课题作出贡献，这也激发了对开发的工

作热情。

开发主管为您讲述开发的心路历程。

杉浦 雅明（右）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功能材料营业本部 市场开发部

广田 尚久（左）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技术本部 颜色材料技术２部

实现锂离子电池电极的质量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 

LIOACCUM™ ONESHOT WANISU™
　　“LIOACCUM ONESHOT WANISU”是利用东洋油

墨集团独有的分散技术，将碳颗粒等的材料事先分

散、混合成最佳状态的锂离子电池电极用材料。

　　在传统的制造方法中，碳颗粒的混合都是在客

户的制造工序进行的，存在无法分散到最佳状态的

课题，而在引入“ONESHOT WANISU”后，碳颗粒的

凝聚少，可以形成均质的电极膜，制造出高品位、

稳定的电池电极。

　　通过大幅提高制造工

序的效率，将混合等工序

的作业时间缩短到了过去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

环境负荷大的溶剂的使用量也减少了40％左右。

　　本产品具有优异的性能，同时可以降低工艺成

本、提高生产能力和降低设备投资成本，因此受到

了客户的高度评价，最终被丰田汽车的混合动力车

“新款普瑞斯®”采用。

东洋油墨集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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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通过ONESHOT WANISU改善的碳颗粒分散效果

隔板

负极

正极

■传统的制造方法 ■使用ONESHOT WANISU

碳颗粒的
凝结

锂离子电池的分解图

球环境的关注越来越高。1997年，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国

际性协议“京都议定书”获得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

社会性课题而受到了关注。

　　“ONESHOT WANISU”的关键词是“分散技术”。

　　印刷用油墨和涂料的主要材料是着色用的颜料。这些

颜料非常容易凝结（结块），这是一种非常难以处理的特

性。为了充分发挥颜料等材料的功能，需要将其均匀混合

到溶液中，保持稳定的状态，使之不出现凝结。而实现这

一目的的技术就是分散技术。东洋油墨集团作为这个领域

的专家，积累了先进的专有技术。

　　另一方面，在锂离子电池中，具有导电性的碳颗粒是

作为构成电极（正极）的材料之一而使用的。这种碳颗粒和

颜料一样，具有容易凝结的特性，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电

池的性能，并且确保生产的稳定，分散技术是成功的关键

所在（参见下图）。

　　2009年，“ONESHOT WANISU”的开发项目正式启动。

以杉浦为首，营业组反复进行开会研究，技术组着手进行

材料的开发工作。目前在技术组担任组长的广田尚久向我

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开发是从分散剂的设计开始的。为了在分子级的极

其微细的世界里达到最佳的状态，我们反复进行了尝试。

　　“ONESHOT WANISU”是利用东洋色材所擅长的分散技

术开发的锂离子电池电极用材料。

　　这个开发项目大概是在10年前开始的。担任营业组

组长工作的杉浦雅明这样回顾。

　　“这项工作的初衷是充分利用本公司在印刷油墨和涂料

方面积累的技术，开拓新的事业领域。最初只是一个空洞

的想法，一直处于在黑暗中摸索的状态。在经过反复的尝

试和失败之后，最终开发出了ONESHOT WANISU的产品。”

　　促成该产品开发的契机是杉浦从某个材料厂商的主管

那里听到的信息。

　　“作为锂离子电池的电极材料之一，碳颗粒在分散方

面好像存在问题⋯⋯”

　　感到灵光一现的杉浦开始和技术主管一起学习电池技

术和该行业的知识。完全是从零开始起步的。

　　当时，小型锂离子电池是主流，汽车等使用的大型锂

离子电池领域还属于未来领域。但是，考虑到今后值得期

待的环保汽车的发展，杉浦预感到这个领域具有很大的发

展潜力。

　　“并不仅仅是市场

的发展潜力，还有一个

原因是我觉得这个值得

挑战。从社会性的角度

来说，也是一个具有必

然性的课题。”

　　这主要是社会对地

契机源于新事业的开拓

作为“分散技术”的专家

实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规格

12 东洋油墨集团 CSR报告书2016



供货。然后，在2015年12月，采用了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最新产品的新款普瑞斯®上市。

　　最近，我们在街头遇到新款普瑞斯的机会越来越多。

　　最近，我们在街头遇到新款普瑞斯的机会越来越多。

关于和最先进的环保汽车一起上路的东洋色材公司的新产

品“ONESHOT WANISU”，广田说：“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

成就感”。

　　“和印刷用油墨、涂料不同，汽车到处都可以看到。

在街头看到时，还可以告诉孩子说：“那辆汽车使用了爸爸

开发的技术哦”。我想这种自豪的心情对于参与这个项目

的任何一位员工来说都是一样的。虽然遇到了重重困难，

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变成了饱含了情感的产品。”

　　杉浦对广田的一番话点头表示同意，并继续说道。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是通过生产制造为地球环境作出了

贡献的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开展这个项目的动力所在。”

　　锂离子电池除了汽车之外，今后还可以用于产业以及

家庭的蓄电系统等，市场将进一步扩大。而且，不仅仅

是在日本国内，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亚洲地区等的世界各

地，其发展潜力将更加巨大。

　　东洋油墨集团的挑战不会仅仅停留在“ONESHOT 

WANISU”上。今后将充分利用本公司积累的独特技术与经

验，为了世界、为了未来不断发起挑战。为了对可持续发

展的社会作出贡献，今后我们将一直努力向前。

　　最近，我们在街头遇到新款普瑞斯的机会越来越多。

追求新的可能性
为了世界、为了未来

“ONESHOT WANISU”所

要求的规格水平远远高

于普通的印刷用油墨、

涂料等。”

　　广田回顾说：以丰

富的技术积累为依托，

实验室水平的开发工作

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

难关在下一个阶段，也

就是如何将其产量提高到制造水平。

　　“所要求的规格水平非常高，而且，其容许范围非常小。

也就是说，稳定地制造固定标准的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为此，在讨论提高产量的初期阶段邀请制造部门参

加，反复进行了讨论。最终，处于制造第一线的主管也加

入了进来，通过大家的集思广义，最终技术开发和制造形

成了一个整体，推进了改善工作。

　　进入2012年之后，项目开始加速，并在静冈县富士

市新建了“ONESHOT WANISU”专用的生产线。虽然还没

有接到正式的订单，但我们决定对开发项目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

　　“在这个项目中，制造技术是关键所在。”在广田说这

番话的背后，还存在一个重大的技术性课题。那就是对锂

离子电池来说，“导电性异物”的问题可以算是它的天敌。

如果在电池内部混入了金属粉等具有导电性的异物，电池

就会出现问题。这是关乎乘坐汽车的乘客安全的极其重要

的课题，为了防止混入，需要在“ONESHOT WANISU”的

制造中也进行彻底地管理。广田这样对我们说。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项目最大的障碍不是设计分

散剂的开发阶段，而是在最后的灌装的阶段。我再次切身

感受到了以制造部门为首的本公司强大的技术实力。”

　　2015年秋季开始“ONESHOT WANISU”的制造，并开

始向锂离子电池的制造基地Primearth EV Energy株式会社

专题 1  通过技术向解决社会课题发起挑战

制造技术促进了项目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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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导者培养计划
参加者的出身国家

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
积极地培养人才

美国

中国

比利时

法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科技型企业
为全世界人民的

富裕做出贡献

为了在全球的发展
东洋油墨集团结合当地的需求提供产品和创造就业机会等，

在通过本业为当地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

开展了尊重宗教以及推进与当地的

交流等各种各样的活动。

2015年度以培养促进全球的

可持续发展的领导人才为目的，

开始了“全球领导者培养计划”。

专题 2

结合当地需求的
产品开发与提供

对当地特性的尊重
与当地的交流

14 东洋油墨集团 CSR报告书2016



东洋油墨集团的全球扩展 海外的销售额比例与员工人数的推移

全球领导者培养计划
（Global Leader Program：GLP）

　　2015年7月和11月，以集团海外公司的干部

员工（6个国家、9名）为对象，在京桥总部实施了两

次“全球领导者培养计划”研修。

　　研修的目的是掌握制定集团海外公司发展战略

所需的战略构建能力。

　　在第一次研修中，举办了关于事业战略立案所

需的基本理论与架构的讲座，就东洋油墨集团在各

地区、各事业的现状与课题、2027年的理想状态交

换了意见。

　　在现场工作中制定各地区的战略计划方案，并

在第二次的研修时分别发表了各地区的2027年的事

业战略计划。

　　今后将继续推进下一代全球领导者的培养工

作，以实现集团海外公司的自主、自立、自走。

　　对东洋油墨集团的全球领导者所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应对

环境变化，实施对公司和组织机构的变革。

　　本次的GLP是为了重点学习事业战略而设计的，通过在线

学习和分组讨论等方式，在短时间内掌握了战略性思考能力。

　　在本次研修中，可以和不同背景的参加者一起展开讨论，

从更多的视角进行事物分析。

　　这对我今后在欧洲地区的事业战略制定方面提供了巨大的

帮助。

　　我觉得本次研修对东洋油墨集团的全球领导者来说是一个

非常好的培训计划。

TOYO INK EUROPE
SPECIALTY CHEMICALS S.A.S.
（法国）

Guillaume Legay

对制定事业战略帮助巨大

　　我通过本次的研修学到的一点是：要想提高战略构建能力，

仅仅通过课堂的讲义是远远不够的。

　　此外，我切身感受到，包括对目前东洋油墨集团的经营模

式进行分析、以及使用架构制定经营模式等在内，需要通过自

己的思考和行动去实践。

　　GLP的参加者拥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而且职业经历也千

差万别。

　　但是，通过本次的研修，对各自所面临的问题与课题进行讨

论，一起分析不同的市场，实现了跨越地区界限的全球战略共享。

　　今后将继续和世界各地的同学一

起，为了开拓新的业务而不断努力。

TOYO INK ARETS N.V.
（比利时）

Avik Chatterjee

跨越地区界限的全球战略共享
参加者心声参加者心声

东洋油墨集团的措施

东洋油墨集团的海外销售额比例、员工人数逐年增加。

为了实现集团的长期成长与发展，集团海外公司实现自主、自立、

自走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需要针对各地区的市场需求，

以宽广的事业视点提供新的产品与服务。

同时，构建与全球集团各公司的网络，

通过发挥集团协同效应促进进一步的发展。

38

43 44

2011 2012 2013 2014 （年度）2015

员工人数（名） 销售额比例（％）

4,1464,146 4,2184,218 4,5244,524 4,6864,686 4,9024,902

31 32

38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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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的CSR

　　2016年度在根据上述课题开展活动的同时，计划举办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会，听取各种利益相关者以及有识之士的意见，对所

设定的课题进行评价和调整。此外，将与下期经营计划联动，确定课题，并根据课题设定KPI，构建PDCA循环。
●今后的方针

加强CSR活动
　　为了研讨CSR活动今后的方向性，针对ISO26000的核心主题和课题，对目前的活动进行了自我评价。在2015年12月召开的

临时CSR统括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对自我评价结果的讨论，判断各项工作基本都已实施。但是，我们也发现在自我评价中存在“虽

然开展了活动，但还不充分”的项目，以及作为使用化学物质的生产制造企业，还需要进

一步加强工作的课题等，因此，根据上述结果确定了2016年度的课题。

　　关于自我评价的结果和2016年度的活动方针与课题，我们将在全公司会议“社会

与环境会议”中进行报告，并登载在公司内部的门户网站上，同时纳入各部门和组织的

2016年度功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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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定了2016年度的CSR活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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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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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了如下的七大课题。根据自我评价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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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合理地披露产品信

息”作为重要课题。

●CSR活动的七大课题 
作为化学厂商的重要课题

CSR的核心课题

解决社会性

课题

集团的

发展

推进东洋油墨集团
全员参加的CSR活动

2016年度CSR活动方针

提高海外基地对
公司理念、

方针的理解程度

　　通过加强对海外相关公司

的说明和对话，做到CSR活动

的贯彻落实。

完美多样化人才录用
措施与促进
健康经营工作

　　在充分发挥残障人士和女

性的作用的同时，通过维持和

增进员工的健康提高企业价值。

加强缓解气候波动、
环境保护的对策

　　在掌握并减少价值链整体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同时，研究关于生态系

统恢复的工作。

完善注重安心与安全的
质量保证体系与适当地
披露产品信息

　　在加强质量管理活动，提供有益

的产品与服务的同时，努力做到产品

信息的适当披露。

提高劳务管理与信息
管理的水平

　　提高劳动环境与工作时间

管理的质量，提供健全的劳动

条件，同时，推进包括个人信

息在内的数据的正确管理工作。

加强与当地的交流

　　在通过事业活动为社会作

出贡献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基础

上，持续开展以各事业所为中

心的交流活动。

完善符合各地区具体
情况的守法合规体制
和咨询窗口

　　在整个集团落实防止收贿

受贿和非法交易等的工作，并

完善降低法务风险所需的咨询

窗口（特别是海外）。

社会与环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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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对本公司的报告书进行自我评价和改善的目的， 

2016年2月举办了“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5阅读会”。

来自东洋油墨SC控股和三家核心事业企业的成员将东洋

油墨集团的CSR活动和报告书的记载内容与其他公司的报

告书进行阅读比较，并以研讨会的形式进行了讨论，发

表了“很期待下一个报告书”、“想把重新发现的本公司的

CSR活动介绍给同事、部下、家人和朋友”的感想。

举办报告书阅读会
本公司的CSR 活动的优点

● 我觉得是以真挚的态度开展CSR工作。

● 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并为了达成目标而开展活动。

● 随着向海外的拓展，加深了对当地和宗教的理解。

● 我觉得是均衡地开展相关活动的公司。

很期待下一个报告书

● 登载可看到CSR活动的课题和PDCA的内容。

● 让内容更加生动，公布具体的数值。

● 进行KPI和目标设定的调整。

● 写明达成目标和未达成目标的原因。

新成立CSR推进小组
　　为了推进CSR活动，在守法合规小组、风险管理小组、

环境安全小组的基础上，新成立了“CSR推进小组”，在稳步

推进CSR重点课题的同时设定符合CSR改进要求的课题。

　　过去的三个小组将分别站在各自的视角对东洋油墨集团

的CSR活动提供支持。另外，将各小组的海外应对工作也加

入到了活动方针之中，以推进全球范围内的CSR活动。

CSR统括委员会委员长

董事　东　真一

V O I C E

关于CSR推进体制的调整

　　2016年度新成立的CSR推进小组并不仅

仅是管理东洋油墨集团的CSR活动，而是站

在客观的视角进行推进，并对其进展情况进行确认的组织。推进小

组的成员是2015年度对CSR活动进行自我评价时的成员，由东洋油

墨SC控股及核心事业企业的主要部门负责人构成，但并不是只由这

些成员开展活动，而是督促各事业企业及职能部门，促进整个东洋

油墨集团的重要课题的开展。

　　本次根据ISO26000的核心主题确定了重点活动课题，但一口气

全部完成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将充分考虑未完成的部分，并就已

完成的课题设定新的课题，稳步推进有连续性的活动。此外，将结

合CSR的改进，设定有利于对CSR经营的发展做出评价的KPI。考虑

到过去的三个小组和推进小组的整合性，计划对小组进行整理。

CSR的推进体制

报告书
制作团队

CSR事务局

（新成立）CSR推进小组
由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及三家核心事业企业

的主要部门负责人构成

CSR统括委员会

风险管理小组
应对目前可预测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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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环境安全措施的落实，提高作为化学公司的信

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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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法合规小组
基于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的观点应对课题

守法合规负责人

守法合规办公室（公司内外通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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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6年3月期的结算说明会分发资料，请参照网站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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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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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厂视察

●   问卷调查等各种调查的

 实施

●   网站的信息披露

●   股东大会

●   决算说明会、单独会议

●   通过各种IR工具披露信息

●   SRI问卷调查的应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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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共同研究

●   实施环境培训

●   发表CSR报告书等

●   环境相关问卷调查的应对

东洋油墨
集团

顾客

股东、
投资者

交易商

行政机关

员工

地球环境
●   参加当地举办的活动

●   风险交流活动

●   参观工厂

●   接纳实习生

当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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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广大股东、投资者在一起
● IR活动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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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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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的两次结算说明会中，分别有约60名证券分析师、

机构投资者、大众媒体等各方人士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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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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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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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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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率的推移※1 事故发生率　不仅仅是停工灾害，还包括非停工灾害、火灾、泄漏等与保
安防灾相关的事故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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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件数”的定义，将

2015年的目标设定为2.0，并为了完成该目标而开展了活动。

 在2015年，国内的停工灾害的件数有所减少，所以，停工灾害发生频率有

所降低（参见P29），但是，不停工灾害、保安防灾事故的发生件数均超过了

2014年，事故发生率达到了3.14，形成了大幅增加的结果。

 为了达到2015年的2.0以下的目标，2016年将推进防止事故灾害发生的活动。

 ※事故灾害按日历年统计，而不是按年度统计。

※2 对供应商的冲突矿产相关更新调查的实施率　关于冲突矿产，未通过文件更
新针对供应商的调查，只针对有新发生的可能性的部分在新原料登录时进行

了确认。因此，2016年的目标将继续延用2015年度的实绩“新登录时的调查”。

ISO26000的核心主题与KPI的绩效、目标

核心主题 KPI 2015年度目标 2015年度业绩 评价 2016年度目标

组织治理

定期召开CSR统括委员会 每年2次 每年3次 每年2次

守法合规基地会议的实施率 100% 100% 100%

风险管理小组会议的召开 每年3次 每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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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
海外赴任人员的人权教育受训率 100% 100% 100%

全球人事政策的制定 对集团关联公司的渗透 对集团关联公司的信息发布 对集团关联公司的渗透

劳工实践

育婴休假复职率 100% 100% 100%

发生重大事故 0件 0件 0件

发生与过去发生的事故类似的事故 13件（比上年度减少25%） 25件（比上年度增加39%） 13件（比上年度减少48%）

事故发生率※1 2.0 3.14 2.0

环境

CO2排放量
78,000t

（比上年度减少2.7%）

77,891t

（比上年度减少2.8%）

75,000t

（比上年度减少3.7%）

能源基本单位（海外）
161.3ℓ/t

（比上年度减少1%）

169.4ℓ/t
（比上年度增加4%）

167.7ℓ/t
（比上年度减少1%）

用水量
294万m3

（比上年度减少5％）

293万m3

（比上年度减少5.4％）

287万m3

（比上年度减少2％）

化学物质排放量
79.2t

（比上年度减少2％）

85.8t

（比上年度增加6.2％）

84.0t

（比上年度减少2％）

产业废弃物产生量
7,044t

（比上年度减少5％）

7,609t

（比上年度增加2.6％）

7,230t

（比上年度减少5％）

运输配送的环境负荷
48.3kℓ／百万t·km
（比上年度减少1％）

48.4kℓ／百万t·km
（比上年度减少0.8％）

47.9kℓ／百万t·km
（比上年度减少1％）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 56.0% 60.3% 63.0%

环保效率指标
9.0

（比上年度提高0.4点）

8.9

（比上年度提高0.3点）

9.3

（比上年度提高0.4点）

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的行政指导为零 0件 0件 0件

公平运行实践
分包法讲座的听讲 100人 183人 100人

有关纠纷矿产对采购对象的更新调查实施率※2 100% 新登录时的调查 － 新登录时的调查的继续

消费者问题
工序异常的发生件数 比上年度减少10% 比上年度减少13% 比上年度减少10%

专利申请件数的计划达标率 80%以上 98% 80%以上

社区参与和发展
实施风险交流 2件以上 1件 2件以上

当地产物资在公司内的使用及销售 比上年度增加3% 比上年度增加8% 比上年度增加3%

 达成　  部分达成　  未达成

东洋油墨集团的CSR

2015年度的CSR活动与2016年度目标
　　东洋油墨集团从2014年度开始，在ISO26000的核心主题与课题的基础上设定了CSR活动中的KPI，并对其进展情况进行确认。

在“社会与环境会议”中确认成果，并设定了新的KPI。

　　另外，2016年度的CSR活动课题（登载在P16）未反映到以下的KPI中，但会根据今后的活动情况，落实到KPI中。

1

2

3

4

5

0 （年度）2012 2013 2014 2015 2016（目标）

3.46 3.3

2.79
3.1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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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治理

企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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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控股株式会社处于集团的一元化管治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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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各事业公司则根据最符合各事业领域的特

性的执行体制推进事业，以提升顾客满意度及增强竞争力。

控股公司和各事业公司通过履行各自的责任，力求推进效

率经营，提升经营的透明度，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董事会

董事会由包括3名外部取缔役（其中，符合东洋油墨SC控股制定的独立性基准的外部取缔役为2名）的14名取缔役构成，是包括制定东

洋油墨集团整体的战略方向在内的重要的经营决策机构，每个月召开董事会会议。

此外，为了明确经营监督功能与业务执行功能的职责分工，董事会选任了执行董事（任期1年），以加快决策速度和增强业务执行的职责

功能。

集团 
经营会议

集团经营会议由社长主持，由取缔役、监事及主要执行董事构成。

作为重要的业务执行决策机构，为了达到与董事会类似的协商和决策的目的，原则上每个月定期召开两次会议。

审计系统

监事会由包括3名外部监事在内的5名监事构成。外部监事通过和外部取缔役一起出席董事会等的重要会议（包括发言）、阅览会议纪要、

会签文件等方式把握重要的经营信息，站在基于外部视角的客观立场，起到经营监视功能。

作为内部审计部门，集团审计室对集团各公司的业务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是否适当进行审计，将审计结果向代表取缔役及内部治

理主管取缔役报告，同时向监事会报告。

集团公司

统制、管理

＜控股公司＞

集团经营会议

集团监查室

执行董事

审
计
监
察
人

代表取缔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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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

选任、解任 选任、解任 选任、解任

监察
监察

报告

选定

选任
监督

合作

监察·合作

CSR统括委员会

企业治理体制（201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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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性。

④ 董事会认识到针对股东的受托者责任，努力维持和

提高董事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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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治理基本方针

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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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治理准则的应对

　　为了应对2015年6月施行的“企业治理准则”，本公司

于2015年11月制定了“企业治理基本方针”，并将“企业治

理报告书”提交给了东京证券交易所。今后将继续积极地

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和确保透明性。

标准化手册、指南的运用

　　东洋油墨集团为了在全球化的企业活动中更加准确地

开展业务，推进业务标准化手册的编写并运用工作。2015

年6月编写了“基地经营指南”，记载了海外基地的经营者

应认识和确认的最低限度的事项。此外，通过向具体工作

人员发放手册等方式，加强海外关联公司的治理工作，确

保其能够充分应对海外事业的扩大和形势变化。

内部控制系统的持续改善

　　为了遵守与事业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提高事业活

动的有效性和效率，确保财务报告的准确性，东洋油墨集

团对“内部控制系统的基本方针”进行了持续改善。此外，

在集团审计室成立了“内部控制小组”，在依据内部控制系

统进行文件管理的同时，通过内部审计确认各部门对内部

控制的应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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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

经济形势、经营业绩以及主管职务的评价等因素后决定。

另外，针对除外部取缔役之外的取缔役，在上述报酬总额

的额度内引入了股份报酬型股票期权。

● 全球化委员会

　　东洋油墨集团在每年6月和11月召开两次“全球化

委员会”会议。集团经营会议成员、各地区的代表、各

公司的社长、取缔役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对集团的全球

化战略和政策、各地区的事业战略课题进行共享和讨

论。此外，2015年度发表了“全球化委员会共同宣言”。

同时还以日本国籍之外的

各公司社长、取缔役为中

心，召开了“全球化咨询

委员会”会议。

● 亚洲地区会议

　　2015年12月，在TOYOINK(THAILAND)CO.,LTD.召

开了由东盟六国、印度、迪拜等共计10家公司负责人

参加的地区代表会议。对各公司的重点课题、事业计

划的进展情况等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大家共同确认，

将齐心合力，在有望实现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亚洲

地区开展事业活动。

● 中国地区会议

　　2016年3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了“2016年度

中国地区会议”。在对东洋油墨集团的2016年度经营

方针及核心事业企业的海外拓展方针等做出说明后，

各公司介绍了2015年度的事业活动和2016年度的计

全球化治理

全球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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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通过本次会议，确认和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战略

以及加强环境、安全等的

管理监督的重要性。

中国地区会议

亚洲地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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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治理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小组针对如下项目，以各委员会为中心推进集团整体的风险应对工作，通过各自的自律性活动

加强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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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风险图后在全公司共享，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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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事业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案例

● 对化学物质、危险品等规定的合理应对

● 对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正确应对

● 市场中专利风险的调查与应对

● 时间管理的贯彻落实与业务的合理化

● 继续开展原产地管理、安全保障贸易管理

● 继续开展SDS（安全数据表）的发放管理

● 实施对营业车辆驾驶员的安全驾驶培训

● 通过授信管理卡贯彻落实授信管理

风险管理小组的活动

基于风险图的应对的思维方式 

受
灾
、
影
响
的
大
小

发生频率

风险

A

重大风险
由经营层负责监控

风险管理小组确认应对情况

通常的风险
由各公司、

各部门负责管理

① 通过找出全公司的风险并把握动向，积累信息，提

升风险感知力与应对力。

② 通过各公司、各部门、各委员会的风险管理活动，加

强针对ISO26000的7大核心主题等各种风险的感知力

与应对力。

③ 找出未开拓地区及领域的潜在风险，推进主动出击

的风险管理活动。

■ 2015年度的风险管理活动方针

大

小

低 高

风险

J

风险

G

风险

D

风险

I

风险

I
风险

H

风险

E
风险

K

风险

C
风险

F 风险

B

●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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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信息安全强化月、信

息安全实际情况调查、智能设备监控的强化、信息安全

标准化指南的制定、信息安全管理体制的完善与运用

状况的确认、以及各种研修及海外基地等的启蒙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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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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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紧急对策本部的启动训练、

信息传递与收集训练、推进BCM体制建设、查找自然灾

害风险等活动积累信息，加强风险应对能力，并推进

了海外基地的灾害对策手册制定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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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等的知识产权风险，并开展相关活动。具体包括对

其他公司侵害本公司集团专利权的风险的应对工作、

本公司集团产品的仿制品的监视与对策、与专利申请

相关的合同风险的应对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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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海外驻在员平安确认训练、海外危险信息与

提醒的持续发布、面向海外驻在员及其家属的出国安全

手册的编写与发放、海外关联公司的税务业务情况调

查、针对驻在员和海外关联公司的风险管理启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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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2016年4月发生的熊本地震而受灾的人民

表示诚挚的问候。

　　针对在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的应对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东洋油墨集团在推进相关应对工作的同

时，预测包括本公司在内的化学公司有可能发生的

事故，构建了恢复与产品供应体制，推进BCM工作

的开展。

BCM（事业连续性管理）与灾害对策

熊本地震造成的受灾及其应对情况

　　2016年4月14日从前震到地震烈度7的主震，我

们遭遇了从未体验过的地震灾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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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建筑物和设备没

有出现重大损失。但是，南九州营业部的部分客户和

供应商出现了重大的受灾情况。

復旧

时间轴目标与目前的恢复
时间的差异

事后（初期应对与BCP应对）事先

100%运
行
与
提
供
水
平

目标

恢复

灾害
发生

目前的预测

恢复曲线
实施BCP后的

恢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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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BCM的思维方式
① 确保运行与提供水平
达到目标以上

② 在目标期限内制定 
恢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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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进行了彻底改进。与灾害信息联动，自动根据

震级、受灾地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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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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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日本大地震后，针对采购资源受限的原料（垄

断性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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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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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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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国内、海外生产基地的生产完善体制，并完成了防

止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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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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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油墨集团在生产与物流本部牵头掌握受灾

情况的同时，努力确保产品和商品的供应。此外，风

险管理小组也启动了紧急对策本部，将全国各基地的

储备品作为救援物资紧急运输到了东洋油墨九州株式

会社总部（福冈市）。此外，向

国内外的东洋油墨集团各公司

发出号召，提供了捐款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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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油墨集团秉持“尊重人的经营”这一经营哲学，为

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每位员工的潜力和创造性，努力创建

一个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环境。此外，作为一项新的

工作，向集海外公司宣传贯彻了2015年制定的决定东洋

油墨集团人才思维方式的人事方针。

　　为了营造培养多样化人才和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氛

围，我们制定了尊重人权、遵守各国劳动法的规定，在尊

重各地区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前提下开展业务活动。

人权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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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教育

　　本公司在积极推进事业的全球化拓展工作，为了在海

外也能够贯彻落实公平的招聘和工资待遇、劳动环境管理

与改善、禁止使用童工和强制劳动等要求，从2013年度开

始，在海外赴任前研修中引入了人权启发的教育。

　　同时，进行人事管理的培训，培养员工在与海外人员

共同工作时尊重当地文化及条例、与当地和谐共存的意识。

多样化人才的录用工作

多样化人才的雇用

　　我们不管什么性别、年龄、国籍，也不管是否有身体

残疾，一直努力做到尊重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想法和创意。

　　在日本国内，2015年度录用了4名外籍的员工，今后将

继续推进外籍员工的录用工作。我们开展提高日语水平的

教育，举办确保与外籍员工顺利交流的研修等，养成一种

接纳外籍员工、让外籍员工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思想认识。

　　截止2016年6月，残障人士的雇用率为1.80％，低于

法定雇用率（2.0%）的水平。残疾员工的平均工作年数为

16.0年。在今后的聘用及人员分配中，我们将考虑到残疾

人的资质才能，建立起一个能让残疾人长期就业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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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引入63岁退休制，人事

制度也转变为重视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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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再雇用体制，

继续发挥多位再雇用员工的经验和专长。

充分发挥女性的作用

　　2016年4月制定了“基于女性活跃推进法的一般企业

行动计划”，其目的是进一步充分发挥女性员工的作用，

并开始了具体的工作。

　　整个集团今后将继续推进此项措施的落实，构建无论

是什么性别，都可以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充分发挥作用

的环境。

尊重人才的多样性

人权

海外赴任前研修中的人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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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职员人数

2014年度 2015年度

男 女 计 男 女 计

东洋油墨SC控股 372 82 454 370 88 458

东洋色材 663 76 739 646 71 717

东洋科美 338 29 367 341 34 375

东洋油墨 722 71 793 703 67 770

国内关联公司 754 126 880 747 147 894

国内计 2,849 384 3,233 2,807 407 3,214

海外关联公司 — — 4,686 — — 4,902

总计 7,919 8,116

（单位：人）

海外关联公司员工的董事起用人数 （单位：人）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董事 62 54 52

会长、社长 17 17 14

※  兼职情况下按各自职位分别计数

退职人数·退职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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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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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度 2015年度

公司原因 0人 0人

自身原因 61人 55人

离退休 6人※1 5人※1

停职期期满 2人 1人

合同期期满 45人 50人

合计 114人 111人

年度离职率※ 1.99% 1.76%

海外措施

工厂内的清真寺

（PT. TOYO INK INDONESIA）

宋干节的活动

（TOYO INK（THAILAND）CO., LTD.）

(1) 积极录用女性员工，扩大其岗位范围

(2) 女性员工的培养与职场意识的改革

(3) 构建所有员工都可以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生气勃勃的工作

环境

■ 基于女性活跃推进法的一般企业行动计划
具体的工作措施

 （计划期间：2016年4月１日～ 2020年12月31日）

充分发挥女性作用的研修

　　从2015年度开始，为了打造可以让女性员工充分发

挥作用的环境与风气而举办了研修。通过以女性员工为对

象、以提高职业规划意识为目的的研修和以上司为对象、

以为女性员工的职业规划形成提供支援的意识改革为目的

的研修的双轨机制，致力于促进相互理解的工作。

女性员工的积极录用

　　东洋油墨集团提出了日本国内的女大学毕业生的录用

比例达到30％的目标，2016年4月入职的女性新员工比例

达到了38％。今后将继续积极录用女性员工，扩大女性员

工可充分发挥作用的工作领域。

 

 

　　东洋油墨集团十分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并实行

全球化推广。对于伊斯兰教徒聚集地，正在推进取得

Halal认证活动，并供应能满足伊斯兰教法餐饮规定

的包装制品等。另外，在工厂内为伊斯兰教徒设置了

名为Musholla的祷告处，同时还能应对他们的斋戒月

（Ramadan）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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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TOYO INK(THAILAND)CO., LTD每年都会在

厂区内举办庆祝泰国农历新年的Songkran（宋干节）活

动。最初是向佛像或者年长者的手上洒水，以此表达

敬意的传统习俗，现在已经演变成了大家相互泼水的

“泼水节”，包括驻在员在内，全体员工都参加了宋干

节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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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实践

创造富有活力的职场

■ 下一代养育支援对策推进法 
第三期行动计划（2015 ～ 2019年度）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平均加班时间与休假取得率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平均加班时间（小时/月） 6.3 6.4 7.0

带薪休假取得率（%） 54.0 56.4 57.0

半休制度取得率（%） 59.9 61.4 63.1

育婴支援的相关利用情况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育婴休假的复职率（%） 100 100 100

产前产后休假（人） 10 26 18

育婴休假（人） 26
（其中，含一名男性）

30
（其中，含一名男性）

39
（其中，含五名男性）

育婴期间缩短工作时间（人） 18 24 25

V O I C E
育婴休假制度利用者的心声

　　妻子回老家生产时，我申请了9天左

右的育婴休假。在即将和新出生的儿子

一起一家三口开始新生活之际取得了育

婴休假，因此育婴准备工作做起来非常

从容，我们顺利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休

假结束后，为了能够早点回家帮着带孩

子，我比以前更加注意业务时间的管理

了。职场的上司和同事对男性参加育婴

活动表示理解，也鼓励我申请育婴休假，

为此我非常感谢他们。 东洋油墨SC控股

集团总务部

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东洋油墨集团积极完善就业环境，在重视员工的工作

与生活的平衡的同时，确保做出工作成果。

　　从2011年开始，为了维持合理的总劳动时间、加强各

部门的时间管理而制定了“劳动时间管理手册”，另外，在

2014年制定了集团共通的“就业管理指导方针”，确保各

事业所、部门建立可进行平稳化运用和检查的体制。同时，

各事业所还开展了“无加班日”和取得连续休假等活动。

育婴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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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男性员工取得了育婴休假。

护理支援制度

　　东洋油墨集团赞同厚生劳动省

加快建设工作与护理兼顾的职场环

境的宗旨，并申请了其象征标志

“TOMONIN MARK”。

　　2014年12月实施了以全体员工

为对象的护理问卷调查，并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完善了福利

厚生制度（自助计划）的护理菜单。今后将继续根据需求开

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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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大家通过健康保险组合参加可掌

握有关护理的知识与技术的护理培训班。

交流支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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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举办了BBQ、保

龄球比赛等的联谊会和

活动等，每年都有很多

的员工参加。

 

支援育婴休假后顺利完成复职

持续提供与兼顾工作育婴有关的信息

致力于创建可安心工作的职场环境

工作与护理的兼顾支援

蓬莱山远足（守山制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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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球这项运动已经成为了交流的平台，所有部门的员工一起

做游戏。我作为冠军队的队长，对比赛的成功举办感到由衷的高

兴，这场胜利是所

有队员共同努力的

结果。通过这种淘汰

制的比赛，同时提

高了职场的工作热

情，为大家提供了

正能量。

V O I C E
通过板球锻炼了“取胜的意志”！

平板印刷生产部门　Saurabh Sharma（照片右侧）

　　2015年7月，东洋油墨株式会社关西分公司

成立了以培养下一代核心人才为目的的学习会

“关西青年培训班”。

　　以新市场的创造为

主题，以新鲜、不拘泥于

固有观念的视角，为了

解决课题而进行了一年

的讨论。

   关西青年培训班的成立

T O P I C S

海外措施

古吉拉特工厂的家庭日 德里工厂的家庭日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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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东洋油墨专业学校”的两大支柱致力于人才培养工作。

人才轮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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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

制度。

　　“培训性人事调动”是通过有计划的调动，促进个人的

职业规划的形成。“自主申请获准调动”是在每年一次的“自

行申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将本人的意愿反映到人事调

动之中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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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有4名员工进行了调动。

在“海外研习制度”方面，将4名员工派驻到印度尼西亚、

泰国、美国的集团海外公司半年左右（详见P30）。

 

东洋油墨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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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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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干部的基本方针，积极开展各种研修和自我启发活动。

2015年度的研修参加人数达到了1,245人次。

 

　　TOYO INK INDIA PVT. LTD.（TIID）在印度从事印刷

油墨与凹印油墨的制造与销售工作，拥有德里工厂（大

诺伊达市）和古吉拉特工厂（古吉拉特州达赫市）的两个

工厂。TIID为员工及其家人提供了进行互动交流的舞台。

　　2015年11月，古吉拉特工厂举办了第二届“家庭

日”。在结束工厂参观和事业概要的说明后，大家一起

做游戏，员工及其家人一起表演节目，并欣赏了传统

舞蹈和品尝了当地美食。2016年1月，德里工厂也举办

了“家庭日”活动，提供了各部门的员工和家人一起交

流的机会。

　　另外，德里工厂应广大员工希望举办板球比赛的要

求，将员工分成4组，以淘汰赛的形式举办了板球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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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实践

提升员工的健康与安全

健康经营度调查结果

秋季健步行的登记人数及参加人数

综合评价  ★★★
（＝排名前20％以内）

健康经营度调查：将“经营理念、方针”、“组织体制”、“制度、措施的执行”、“评价与改

善”等各个角度得分的合计进行标准差分评价，依据由产业医生、保险人、投资者等构

成的标准研讨委员会制定的评价标准进行的调查

海外措施

　　在巴西流行的登革热是通过蚊子传播登革热

病毒的感染症。TOYO INK BRASIL LTDA.为了防止

员工患上该疾病，由安全卫生管理主管向全体员

工进行了有关登革热

感染的机理和防御措

施等的培训。

在职场的提醒标识

为了员工的健康

　　依据“尊重人的经营”的经营哲学，东洋油墨集团认为，

每一位员工都是公司和宝贵财产，建立最大限度地发挥人

力资源作用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为了员工的

健康而开展了包括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精神健康、构建可

健康工作的环境等的各项工作。

健康经营度调查（经济产业省调查）

　　健康经营度调查是2015年10月由经济产业省实施的、

对站在经济的视角战略性开展员工的健康管理工作的企业

进行评价的调查。

　　提高自愿健康体检的参与率的措施、以及咨询窗口制

度等为维持和促进员工健康而开展的各项工作受到了高度

评价，被认定为同行业排名前20％以内的企业。

促进健康活动

　　与健康保险组合及产业医生等合作，实施了确保员工

健康工作的措施。2014年度实施了体检项目的统一化和数

据的通用化，2015年度重点实施了针对糖尿病和高血压

的对策“数据健康计划”。此外，鉴于就业时间的长期化，

在健康体检项目（自愿）中增加了腹部超声波检查和肿瘤标

志物检查。同时，在公司内部的健康体检时还实施了乳腺

癌和子宫癌的体检。

　　从2014年度起，在主要事业所实施了流感的集体预

防接种。2015年度的集体预防接种的接种率为46%。

“秋季健步行”的实施

　　东洋油墨集团在每年的9月～11月都在开展集团共同

参加的健步活动—“秋季健步行”。2015年度是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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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措施

　　为预防和及早发现精神健康疾病，让员工本人意识到

压力后进行“自我护理”，从2009年度起引入了以全体员

工为对象的压力检查。从2015年度开始以网站形式实施，

实施率达到了91.0%。

　　另外，在全国主要基地的公司内部协商室安排了内部

协商人员与外部心理咨询顾问，向希望面谈者提供咨询。

对新员工和管理人员进行定期面谈。此外，针对停工员工设

立了“复职支援项目”，帮助他们切实地恢复到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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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工伤发生频率※1的推移

停工工伤强度率※2的推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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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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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2015年）工伤动向调查（事业所调查）的概况”

海外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

　　2015年12月，在上海东洋油墨制造公司举办了“第5届海外环境安

全负责人研修”，由中国、台湾共8个基地的11名代表参加。本次研修

是东洋油墨专业学校生产工学科的研修项目之一，

在海外基地举办是继泰国之后的第二次。这对构建

中国地区的环境安全管理者的网络来说是非常有意

义的机会。

　　2016年6月，东洋莫顿株式会社埼玉工厂获

得了优秀危险品相关事业所的“消防厅长官表彰”，

作为“获奖代表”，由消防厅长官亲自颁发了奖状。

因为受到了日本化学工业协会推荐，并在10年以

上无灾害生产、危险品的使用量、过去的表彰案例、

县消防本部的审查结果等

方面获得了高度评价，所

以获得了本次的表彰。

      东洋莫顿株式会社埼玉工厂获得
消防厅长官表彰

T O P I C S

表彰仪式

安全、防灾活动

　　东洋油墨集团认识到化学物质的泄漏、火灾、爆炸、生

产设备引发的事故可能会危及工作人员、周边居民的健康

和安全，因此将安全管理、预防事故灾害作为生产的重点

课题，加强防范措施。

发生频率强度率的变化

　　2015年，日本国内生产基地的发生频率、强度率均有

所下降。今后将继续通过风险评估活动或危险体验培训等，

努力减少工伤和减轻损失。

 

东洋油墨集团（国内） 化学工业 制造业

2013 （年）2011 2012 2014 20150

1.5

1

0.5

东洋油墨集团（国内） 化学工业 制造业

2013 （年）2011 2012 2014 20150

0.5

0.4

0.3

0.2

0.1

安全教育活动

● 新员工研修

　　东洋油墨集团在新员工研修过程中讲解CSR方针、环

保相关工作以及劳动安全卫生的重要性。在研修的最后，

各自制作并随身携带“安全宣言卡”。

● 对赴海外人员的研修

　　赴海外人员肩负着履行各基地环境安全统筹管理的责

任，因此，为他们准备了环境安全管理的研修计划。并开

展针对防止静电灾害的专门培训。

● 摩托车安全驾驶讲座

 （TOYO INK COMPOUNDS VIETNAM CO., LTD.（TICV））

　　2015年11月，在TICV以全体员工为对象举办了摩托

车的安全驾驶讲座。TICV制定了

年度无事故的目标，为达成该目

标而展开活动，并对当地居民进

行了启蒙教育。

 

研修参加者巡视工厂

参加者心声

　　更进一步理解了东洋油墨集团

强调环境与安全的意义的重要性。

同时，也和处于相同立场的集团公

司的伙伴进行了推心置腹地沟通。

我将以“与地球和社会共命运”的意

识，把通过研修学到的知识充分运

用到提高环境安全水平的工作之中。

东洋粘着材加工

（天津）有限公司

淳于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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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才的培养与活跃

海外研习制度
海外研习制度是从2012年开始启动的面向国内员工的海外研修制度。

研修受训者在海外集团公司经历实习后，可掌握对海外商务的适应

能力和跨文化的沟通技巧。

Close Up

泰国
TOYO INK

(THAILAND)
CO., LTD. (TIT)

可充分用于法务业务的培训

通过了解日美思维方式的差异，

掌握了逻辑性应对能力

提高产品开发实力

在努力通过英语进行交流的同时，

倾力于对当地的技术支援

美国
TOYO INK
AMERICA
LLC. (TIA)

　　研习制度中最大的使命在于制定美国的守法合

规计划的基本部分。通过守法合规计划的制定与运

用，有可能在发生法律问题时规避诉讼和免责等，

这对降低东洋油墨集团整体的法务风险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过去我对美国法律的知之甚少，制定计划

时主要依靠了TIA的公司内部律师的帮助。

　　本次研修的一个好处在于能够切身感受到日美

之间的思维方式的差异。通过培训学到了在双方的

　　TOYO INK(THAILAND) CO., LTD.（TIT）开展凹印

油墨、平板印刷油墨、涂料、着色剂等的制造销售

工作，拥有500名以上的员工，是在东洋油墨集团

中较大的基地之一。

　　我在本次的研修中主要以提高当地技术人员的

分析技术水平为中心开展了活动。主要工作是教授

他们日本的分析方法，为了确保TIT的设备可以实

施而讨论必要的变更、出于分析的观点为当地所存

在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等等。在传授分析方法的同

时，还教给他们如何深刻挖掘课题、找出根本性的

想法都有道理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有没有折

衷方案等等的考虑方法。这对开展必须进行逻辑

性思考，而且具有说服力的法务业务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培训。

　　我想利用通过研修掌握的技能，在全球化层面，

为了东洋油墨集团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铃木 尚）

问题点，从而提高产品开发实力。

　　但是，有时候自己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却很

难让对方理解，同时深切感受到用英语表达之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分析技术之外，每天还会处

理各种大大小小的技术性咨询，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已经被当地技术人员所接受。

　　今后将继续在提供技术支援的同时，更多地发

现当地的需求和技术的种子，并通过发布和共享为

TIT及东洋油墨集团作出贡献。

（滨田 直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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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外集团所属公司员工的研修
对海外集团所属公司员工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研修。

旨在共享东洋油墨集团的理念、战略、关键技术，支持海外员工在各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5年9月，以集团海外公司的干部

储备员工为对象，在京桥总部和埼玉制造

所举办了为期4天的干部培训。

　　该研修自2009年度起每年举办，本次

有来自中国地区各公司的10名员工参加。

　　本研修的目的是通过共享东洋油墨集

团的理念、对日本的制度的理解、关于现有

课题的讨论等方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战

略执行能力。

　　2015年12月，在京桥总部、埼玉制造

所与埼玉研究开发中心、川越制造所举办

了以集团海外公司的技术类员工为对象的

核心技术研习会。

　　本研修的目的是理解东洋油墨集团的

核心技术，学习提高各公司开发实力所需

的基础性技术知识。

　　本次是继2013年度首次举办以来的第

三次举办，由来自5个国家的7名员工参加。

干部培训

核心技术研习会

参加者心声

V O I C E

其他基地的工作成为解决问题的灵感

　　通过本次研修，除了经营理念、愿景、经营与事业战略之外，还学到

了日本式的经营方式，加深了对整个东洋油墨集团的理解。此外，通过讨论，

共享了其他基地所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这不仅对我，对珠海东洋科美

化学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机会。我今后将珍视通过研修构建的

人脉，努力形成更加稳固的网络。另外，我将充分利用研

修的成果，为了东洋油墨集团的进一步发展更加努力。

珠海东洋科美化学有限公司（中国）

金 全海

参加者心声

V O I C E

通过讨论获得了各种知识

　　在核心技术研习会中，加深了对东洋油墨集团的核心技术的理解，另外，

通过对埼玉制造所的参观，切身体验了日本的生产制造。特别有意义的事

情在于理解了集团整体的核心技术，通过这种方式，明确了本公司已经掌

握的技术和还存在不足的技术。另外，通过讨论，理解了本公司存在的本

质性问题，这对思考今后的产品开发方针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参考。将加强

通过本次的研修认识的朋友之间的联系，在保持意见交换的同

时，扩大本公司的核心技术领域。而且，要把学到的知

识和台湾的同事们共享，而不是自己保留。

台湾东洋先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王 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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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环境安全管理

在本公司网站的 “中期环境目标”内容。

环境安全管理相关组织与体制

代表取缔役

社会与环境会议

CSR统括委员会 环境安全小组
推进东洋油墨集团的环境安全 

管理。

生产与物流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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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本部

化学物质管理部

贸易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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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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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社会与环境活动的全公司会议。由所有的董事、执行

董事、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关联公司社长等构成。共享

东洋油墨集团的社会与环境活动的方针与战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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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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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安全行动准则

基本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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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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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安全管理体制

　　CSR统筹委员会的“环境安全小组”根据中期环境目标

和每一年度的目标，推进东洋油墨集团的环境安全管理。

关于可定量化的环境目标，作为KPI，其成果等在全公司

会议“社会与环境会议”进行讨论。

　　此外，成立了“环境安全推进部”、“化学物质管理部”、

“贸易管理部”作为专门机构，分别进行制作环境安全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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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环境目标

　　2009年，东洋油墨集团制定了针对理想目标

“SCC2017”的截止2017年3月期的中期环境目标（2017年

目标）。在中期环境目标中，“管理系统”、“教育与启发、社

会贡献”、“环境商务、产品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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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项目都设定了具体的目标。

　　关于2017年4月之后的环境目标（2027年目标），将依

据目前正在制定的经营计划的内容进行设定。计划在目前

的中期环境目标的实现程度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巴黎协定

等环境限制及各种指导方针设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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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对策

　　东洋油墨集团在环境安全小组中组织成立了“土壤、

地下水污染对策小委员会”，包括国内外的关联公司在内，

共同致力于对土壤、地下水污染风险的应对工作。东洋FPP

株式会社北海道事业所（札幌市）在2015年6月关停了使用

了特定有害物质特定设施。并依据土壤污染对策法实施

了调查。调查发现，部分调查地点的六价铬、硼、砷的土

壤溶出量出现了超标的问题（并未超过地下水的基准值），

2016年3月31日被札幌市指定为“需采取措施的地区”。今

后将继续在札幌市的指导下采取对策。

有害物质的管理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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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飞散性石棉方面，在拆除施工时重新进行调查，进

行了正确地处理。在东洋FPP株式会社北海道事业所的拆

除时，也是在通过事先调查确认未含石棉后拆除的厂房。

　　在PCB方面，国内的12事业所对变压器、电容器、荧

光灯稳定器等的PCB废弃物进行保管，并向行政机构报告

了管理与处置情况。在低浓度PCB废弃物方面，已经将所

保管的此类废弃物全部处理完毕。

　　截止2015年度末，国内的PCB废弃物（高浓度）的保管

量为变压器、电容器等64台，荧光灯稳定器1,344台。

对氟利昂排放抑制法的应对措施

　　2015年4月，“氟利昂排放抑制法（关于氟利昂类的使

用合理化及管理适当化的法律）”开始施行，要求业务用制

冷空调设备（第一类特定产品）的管理者实施检查等，并在

出现一定量以上的氟利昂泄漏时履行报告等的义务。

　　东洋油墨集团已经在该法规的施行之前开始了各公司

的管理者选任和对象设备的筛查工作，结合法规的施行开

展了简易检查和由专业企业实施的定期检查工作。另外，

国内的集团公司第一类特定产品的保有台数合计为2,294

台，其中，需要定期检查的设备为338台。此外， 2015年

度没有出现计算泄漏量达到1,000t-CO2以上、需要向行政

机构报告的事业所。

废弃物的合理管理

　　2011年4月实施的修正废弃物处理法规定，作为排放

业者应努力做到对所委托的产业废弃物的处理状况实施确

认，并且部分自治体规定要实施现场确认。

　　东洋油墨集团在

实施现场确认的同时，

制作了通用的检查表。

将现场确认后的检查

表在公司内部的系统

中共享，以提高效率。

对VOC法规的应对（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2015年1月，拥有国际上最严标准的环境保护法在

中国施行。受此影响，包括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STIM）以内的16家公

司有义务在2015年12

月末之前遵守新的VOC

排放标准，STIM已经

引入了VOC处理装置。

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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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FPP株式会社北海道事业所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用隔音膜围起后实施了钻孔调查）

低浓度PCB废弃物的处理（埼玉制造所） 低浓度PCB废弃物的处理（茂原工厂）

STIM的VOC处理装置

产业废弃物处理业者的现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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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环境目标与业绩
依据中期环境目标，针对“管理系统”、“教育与启发、社会贡献”、“环境商务、产品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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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项目分别设定各年度的目标并开展了活动。

2015年度的环境目标与主要业绩、2016年度的环境目标

2015年度的环境目标 2015年度的主要业绩 评价 2016年度的环境目标

管
理
系
统

● 环保效率指标比2014年度提升了0.4点。
（9.0）

● 环保效率指标比2014年度提升了0.3点。
（8.9）  

● 环保效率指标比2015年度提升了0.4点。
（9.3）

教
育
与
启
发
、
社
会
贡
献

● 继续在新海外生产基地实施安全教育。 ● 在海外基地投产时实施安全教育。

● 在海外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时实施关于静电
的安全教育。

 

● 努力充实国内外生产基地的安全教育。

● 在海外的核心据点举办海外环境安全负责
人研修（2015年度在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
限公司）

● 在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实施了针对
中国、台湾的8个基地的环境安全负责人的
研修。

 

● 海外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将继续在海外生产
基地实施。

● 力求充实在国内工厂、生产关联公司的危险
体验培训。

● 在充实危险体验培训的同时，采用其他事
业所的设备，在没有引入的事业所进行了
培训。

 

● 力求充实在国内工厂、生产关联公司的危险
体验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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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续开展接收本地中学生的社会体验课
堂“三日大挑战” （东洋莫顿株式会社埼
玉工厂）

● 租借埼玉县川越市、狭山市的闲散农田，委
托地权人进行管理，开始了芒果和葡萄的栽
培。（东洋B-Net株式会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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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
境
商
务
、
产
品
安
全

●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比2014年度提
升1.7点。（56%）

●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比2014年度提
升6.0点。（60.3%）

 
●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比2015年度提
升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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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合环保型产品的基准调整，扩大了注册产
品的规模。

● 持续开展了已实施碳补偿的米油墨的销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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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对2015年度的GHS制度启用国家的增加，
推进系统的构建。

● 推动对韩国、台湾登录法规的妥善管理。

● 应对GHS制度的系统构建已按计划完成。

● 在韩国及台湾的登录法规方面，已和当地基
地一起建立了管理体制，采取了合理的应对
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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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进国内生产基地的风险评估（应对修正后
的劳动安全卫生法）。

● 实施了关于风险评估的教育。

● 通过在各基地建立推进体制和充分利用评估
软件等方式，开展了化学物质风险评估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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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内生产基地的化学物质排放量比2014年
度减少2%。（79.2t）

● 国内生产基地的化学物质排放量比2014年
度增加6.2%。（85.8t）

● 国内生产基地的化学物质排放量比2015年
度减少2%。（84.0t）

环
保
与
劳
动
安
全
、
风
险
管
理

● 国内生产据点的 CO2 排放量比 2014年度减
少2.7%。（78,000t）

● 国内生产据点的 CO2 排放量比 2014年度减
少2.8%。（77,89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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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内生产据点的能源基本单位比 2014年度
减少2％。（160ℓ/t）

● 国内生产据点的能源基本单位比 2014年度
增加0.6％。（164ℓ/t）

● 国内生产据点的能源基本单位比 2015年度
减少2％。（161ℓ/t）

● 国内运输配送的能源基本单位比 2014年度
减少1％。（48.3kℓ/ 百万t·km）

● 国内运输配送的能源基本单位比 2014年度
减少0.8％。（48.4kℓ/ 百万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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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内生产据点的产业废弃物产生量比2014
年度减少 5％。（7,044t）

● 国内生产据点的产业废弃物产生量比2014
年度增加 2.6％。（7,60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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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成　  部分达成　  未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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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目标的项目没有进行修改，报告书中只记载了重要的项目。

 达成　  部分达成　  未达成

2015年度的环境目标 2015年度的主要业绩 评价 2016年度的环境目标

环
保
与
劳
动
安
全
、
风
险
管
理

● 国内生产基地的用水量比2014年度减少5％。
（294万m3）

● 国内生产基地的用水量比2014年度减少
5.4％。（293万m3）

 
● 国内生产基地的用水量比2015年度减少2％。
（287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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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基
于土壤污染对策法的调查和报告。

● 关于低浓度PCB废弃物，已经将所保管的此
类废弃物全部处理完成。

 

● 对土壤、地下水污染和PCB废弃物等进行负
遗产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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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中国地区的新工厂（成都东洋油墨有限公
司、四川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实施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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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续召开国内的环境安全网络会议，实施关
联公司间的相互监察。

● 每年举办3次安全网络会议，实施了工厂、
关联公司的相互监察。  

● 在国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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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加强静电对策委员会的活动，完善关键人
才的培养和教材，扩充在国内外的静电培训。

● 静电对策委员会每年举办两次，并开展了静
电防灾公司内部指针等的调整以及教材完善
等工作。

● 在举办海外环境安全负责人研修时实施了静
电防灾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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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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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行了《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5》的日
语版、英语版和中文版（第三方意见：循环
型社会研究会）。

● 根据中国CSR指南，发行了“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2015”。

 

● 继续发行《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

● 推进工厂报告的发行工作。

● 持续川越制造所的风险交流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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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规
遵
循
、
国
际
协
调

● 持续推进守法合规活动。 ● 作为守法合规监察，在实施关于危险品管理
的问卷调查的同时，还对过去的监察实施了
跟进监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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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续推进守法合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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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外关联公司尚未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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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
护

● 持续实施基于WET（Whole Effluent 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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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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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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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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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5》等中使用
了FSC认证纸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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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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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降低环境负荷

Scope1~3的CO2排放量（东洋油墨集团核心事业企业）

温室效应气体(GHG）

Scope 1 Scope 2

直接排放

·A重油

·城市管道煤气

·LPG

源自能源的间接排放

·电气

其他的间接排放

·事业产生的废弃物

·出差  ·员工通勤

·运输、配送（下流）

Scope 350,016 tons of CO2 31,234 tons of CO2 16,679 tons of CO2
※3

※3 关于Scope 3的计算方法“运输、配送（下游）”引用节能法规定的特定货主的定期报告的数字。
 依据环境省制定的“关于计算通过供应链排放的温室效应气体总量的基本指南（Ver2.2）（2015年3月修订）”计算“事业产生的废弃物”、“出差”、“员工通勤”。

※1 本页中关于CO2 排放量是根据基于温室效应对策推进相关法律的计算、报告、公示制度计算的。

环境负荷质量平衡

　　在产品的生产活动中，使用原材料、能源、水等，排

放CO2、化学物质、排水、废弃物等，这些都对环境造成了

负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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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们根据2015年度的环境负荷，计算出了从

“Scope 1”到“Scope 3”的温室气体（≒CO2）排放量※1。关于

“Scope3”，是从15个项目中选择“事业产生的废弃物”、“出

差”、“员工通勤”、“运输、配送（下游）”等四个项目计算的。

该数据为2015年度东洋油墨集团下属的三家核心事

业企业的数据。核心事业企业的4个制造所加上3家

工厂，共占国内所有制造基地能源使用量的约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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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化学工业协会指定物 

质群。

产品 175,075t

核心事业企业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东洋科美
株式会社、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4个制造所＋3个工厂

OUTPUTINPUT
原料

溶剂 38,715t
树脂 45,859t
颜料 28,021t
其他 116,614t

合计 229,209t
（化学物质※2使用量 51,415t）

副资材

汽油桶 5,549t
5加仑罐 2,577t
其他金属罐等 1,056t

合计 9,182t

能源

电力 5,953万kWh
A重油 624kℓ
LPG 34t
城市管道煤气 20,801千m3

用水

自来水 16万m3

工业用水 1万m3

地下水 268万m3

合计 285万m3

CO2

CO2排放量 79,932t-CO2
（能源来源）

化学物质※2

化学物质 73.4t

排水

排水 266万m3

环境污染物质

SOx排放量 0.8t
NOx排放量 63.3t
煤尘排放量 1.7t
COD排放量 75.6t

废弃物

废弃物产生量 14,832t
最终处理量 52t

■油墨

■涂料

■树脂

■胶粘剂

■涂工材料

■转化品

■着色剂

■显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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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的排放系数受东日本大地震后核能发电站停止运行的影响呈现恶化的趋势。东

洋油墨集团为了明确有关CO2减排的本公司指标，对2012年度以后的CO2 排放量的

目标和业绩，排放系数固定采用2011年度节能法报告中所使用的数值实施管理。

能源使用量和基本单位的变化

CO2排放量的变化

用水量的变化

废弃物产生量／产业废弃物产生量／最终处理量的变化

2015年度的环境负荷

　　与2014年度相比，东洋油墨集团2015年度国内的能

源使用量、CO2排放量分别减少了1,156kℓ（2.6%）、2,274t

（2. 8%），CO2排放量已经达成了目标（78,000t）。通过照

明、空调、锅炉等的设备更新、以自用为目的的太阳能发电

设备的引入、蒸汽线路的修缮等，使CO2排放量减少了约

800t，但生产量的减少对减少CO2排放量影响很大。虽然

做出了节能的努力，但受到生产量减少的影响，能源使用

量除以生产量的能源基本单位与上年基本持平。海外关联

公司的能源使用量、CO2 排出量均有所减少。

　　用水使用量的90%以上都是信赖于地下水，2015年

度通过改进用水的使用方法，减少地下水的抽水量等方式，

减少了16.5万m3（35.3%）。

　　国内的废弃物产生量、产业废弃物（委托处理时发行清

单的废弃物）的产生量分别为18,155t（同2014年度相比增

加7.2%）、7,609t（同2014年度相比增加2.6%），产业废弃

物未达成目标（7,044t）。制造工序的废水通过现有的排水

处理设备无法处理，作为产业废弃物委托外部处理是产业

废弃物增加的主要原因。将通过抑制产生量和研究排水处

理方法等方式减少废弃物、产业废弃物的产生量。在最终

处理量方面，由于将处理低浓度PCB废弃物时未能再资源

化的废弃物也计算在内，因此，同2014年度相比大幅增加，

但各事业所都达成了“零排放（针对废弃物产生量的最终处

理量低于1%）”的目标。

　　锅炉等的燃烧设备产生的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

（SOx）、煤尘排放量（国内）均超过了2014年度，但是，导

致水质污浊的排水中的化学需氧量（COD）的排出量（国内）

比2014年度有所减少。

4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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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换算

能源使用量

能源基本单位

核心事业企业（4个制造所＋3个工厂）

国内关联公司

海外关联公司

核心事业企业（4个制造所＋3个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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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关联公司（系数固定）国内关联公司（系数固定）核心事业企业（系数固定）

核心事业企业（4个制造所＋3个工厂） 国内关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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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事业企业（4个制造所 ＋3个工厂）

国内关联公司

国内关联公司

国内关联公司

海外关联公司

废弃物产生量

产业废弃物产生量

最终处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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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NOx）排放量的变化

硫氧化物（SOx）排放量的变化

煤尘排放量的变化

化学需氧量（COD）的变化

为了降低环境负荷

对蒸发器水槽喷水的设备

废水的蒸馏装置

TOYO INK (PHILIPPINES) CO. INC.工厂楼顶

的太阳能发电设备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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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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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事业企业（4个制造所＋3个工厂） 国内关联公司 海外关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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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事业企业（4个制造所＋3个工厂） 国内关联公司 海外关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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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事业企业（4个制造所＋3个工厂） 国内关联公司 海外关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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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事业企业（4个制造所＋3个工厂） 国内关联公司 海外关联公司

● 对蒸发器水槽的喷水冷却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茂原工厂）

　　用于设备冷却的蒸发器在夏季室外气温升高时，会因为蒸发器水槽的温度上升和冷却效率下降

的原因导致耗电量增加。茂原工厂从2014年8月开始实施蒸发器水槽的喷水实验，确认可以降低耗

电量。2015年度在4个室外蒸发器水槽上引入了喷水设备，在7月至9月的3个月时间里，减少了约

6，200kWh的用电量和3.3t的CO2排放量。

● 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引入 （TOYO INK (PHILIPPINES) CO. INC.）

　　TOYO INK (PHILIPPINES) CO. INC.（菲律宾）在工厂的楼顶引入了88kW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该设

备的预测年发电量约为11万3，000kWh，可提供所需电力的30%左右，每年可减少60t的CO2排放量。

今后还将考虑将周末发电的剩余能源出售事宜。

● 使用现有设施的树脂废水处理 （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中国）在2013年引入新的树脂生产线后，发生了该生产线排放的废

水使活性污泥灭活的事故，导致排水处理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利用现有设备的空闲时间对废水进

行蒸馏，去除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物质，这样便可使用现有的排水处理设备处理生产线废水。通过

采取该措施，原来每年委托外部处理的约200t的废水大幅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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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LCA（生命周期评估）、保护生物多样性

各种报纸油墨的LCA评估（CO2排放量的结果）

本报告书的生命周期各阶段下的CFP值

使用与维持管理阶段
0g-CO2e

原材料
采购阶段
425g-CO2e

总　546g-CO2e※

（每册）

生产阶段
57g-CO2e

流通阶段
49g-CO2e

废弃、循环再利用阶段
15g-CO2e

2015年度4家工厂的排水评估结果

表示各工厂排水的TU（毒性单位）的最大值。

TU＝100/NOEC（无影响浓度、％）

工厂 A工厂 B工厂 C工厂 D工厂 

TU（毒性单位） 2.5 5 2.5 20 

※ 封面的碳足迹数值使用

两位的有效数字表示。 排水采集的情形 使用生物响应的水环境管理研讨会

LCA、碳足迹（CFP）的措施

LCA评估的实施

　　东洋油墨集团为了掌握产品对环境造成的负荷，一直

致力于LCA工作，通过将其应用于产品开发之中，打造环

境负荷少的产品。东洋油墨集团与东京都市大学联合实施

了环保型油墨的LCA 评估，

2015年度着眼于报纸油墨

的历史，对三种不同成分

的报纸油墨进行了评估。

保护生物多样性

　　东洋油墨集团于2009年度制定了有关生物多样性的

基本方针。事业行动基准中明确阐述了在包括保护生物多

样性在内的自然保护活动中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各种活动。

CFP与碳补偿

　　东洋油墨集团通过计算“CSR报告书”以及 “米油墨”

（使用米糠油的环保型油墨）的CFP，实施了碳补偿措施。

此外，利用经济产业省的“活用CFP的碳补偿制度”，取得

了认证标志—“环保标志”。

基于WET的排水的环境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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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Whole Effluent Toxicity），

对工厂排水的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估。WET是指将工厂排水

分阶段进行稀释，然后在各浓度的排水中加入实验用生物

（细菌、水蚤、藻类、斑马鱼），按TU（毒性单位）※1定量确认

对水生生物影响的方法。

　　2015年度在国内的4家工厂持续开展了排水的评估

（评估结果如下所示）。D工厂的TU值显示略高，考虑向河

流等排放的条件，判断各工厂对水生生物造成的风险几乎

为零。此外，在实验室水平下探讨了实际工厂可应用的降

低TU的方法。经确认发现，去除排水中的有机化合物（疏

水性物质）可以降低对水蚤的影响※2。另外， 2016年度还

举办了环境省主办的“关于使用生物水环境进行评价与管

理的方法研讨会”，持续开展WET的制度化讨论。

　　2015年10月，东洋油墨集团对静冈县举办的“使用生

物响应的水环境管理研讨会”提供了协助。

※1 TU 对实验用生物无影响的排水的稀释倍率
※2 “通过WET法降低事业所排水负荷的措施”第22届环境化学讨论会发表（2013年）

 

 

 

听取东京都市大学学生的意见

0.5

1.0

1.5

2.5

2.0

(kg-CO2/kg) 3.0

0 再生大豆油油墨

（现行的成分）
石油类溶剂型油墨

（主体是矿物油）

石油类溶剂型油墨

（矿物油＋植物油）

原材料采购阶段 油墨制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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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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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绿色会计

环保成本

环保的物量效果（事业领域内）

分类
2014年度 2015年度

投资额 费用额 投资额 费用额

事业领域内成本 476 1,194 607 1,217 

明细

公害防止成本 73 628 258 582 

地球环保成本 372 166 315 245 

资源循环成本 31 400 35 390 

上、下流成本 0 125 7 158 

管理活动成本 2 435 0 445 

研究开发成本 289 3,587 419 3,790 

明细
产品开发成本 222 2,868 351 3,051 

技术开发成本 66 718 69 738 

社会活动成本 0 2 0 3 

环境损害应对成本 13 27 11 18 

合计 780 5,371 1,045 5,630 

（单位：百万日元）

统计期间：2015年4月1日～2016年3月31日

统计范围：核心事业企业（东洋色材、东洋科美、东洋油墨）、主要国内制造类关联公司

※该期间的研究开发费总额（合并）：74亿3,400万日元。

统计范围：核心事业企业（东洋色材、东洋科美、东洋油墨）

※计算环保效果时，我们采用与上一年度的生产数量进行调整比较的方法。

※指标的值＝前期环境负荷量等 ×（本期生产量÷前期生产量）一本期的环境负荷量。

※1 包括作为PCB废弃物排放的量。

效果内容
标示环保效果的指标

指标的分类 2014年度 2015年度 指标的值

投入事业中
的资源的相
关效果

总能源投入量
（原油换算：千kℓ） 41.2 40.1 0.0 

水资源投入量（万m3） 301.3 284.9 8.1 

PRTR物质及日化协对象
物质使用量（千t）

50.5 51.4 -2.3 

事业活动中
排放的环境
负荷及废弃
物之相关
效果

CO2排放量（千t-CO2） 74.5 72.3 0.1 

PRTR物质及日化协对象
物质排放量（t）

67.9 73.4 -7.4 

总排水量（万m3） 271.8 259.3 5.0 

废弃物产生量（千t） 13.4 14.8 -1.8 

废弃物最终处理量（t） 3.4 51.7 -48.4 

SOx排放量（t） 0.3 0.8 -0.5 

NOx排放量（t） 53.1 63.3 -11.7 

煤尘排放量（t） 1.4 1.7 -0.3 

COD排放量（t） 83.6 75.6 5.7 

分类 2014年度 2015年度

1．有价物的出售 39 16 

2．节能 62 90 

3．省资源效果 241 219 

4．容器等的回收再利用效果 10 11 

5．废弃物处理费用节减效果 45 38 

合计 397 374 

环境商务 2,551 2,782

统计范围：核心事业企业（东洋色材、东洋科美、东洋油墨）

※ 环境商务：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乘以营业利润率后的金额。

※2 环境商务中包含本公司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售电额。

萤光灯镇流器

2015年度的绿色会计

　　东洋油墨集团2015年度的“环保成本”同2014年度相

比，投资额增加了265百万日元，费用额增加了259百万

日元。在投资额方面，因建设新的涂装厂房而引入了蓄热

除臭装置等设备，大幅增加了“防止公害成本”。

　　在“环保的物量效果”方面，CO2排放量、用水量、排水量、

COD排放都产生了正面效果，但化学物质、废弃物、SOx、

NOx、煤尘的排量则产生了负面效果。因为把PCB废弃物也

计算在内，所以废弃物的最终处理量产生大幅的负面效果。

　　“经济效果”同2014年度相比减少23百万日元，“环境

商务”增加231百万日元。环境商务中包含了本公司太阳能

发电设备的售电额。

资产去除债务

　　对于拆卸、出售、废弃有形固定资产时会产生法律义

务的石绵处理费、土壤污染调查费等，东洋油墨集团将其

事先作为“资产去除债务”计入财务报表中。2016年3月期

的资产去除债务为28百万日元。

　　另外，PCB（聚氯联苯）曾被用作电气设备类的绝缘油

等，用于变压器、电容器、荧光灯稳压器等（高浓度PCB）。

1972年以后所制造的电气设备类的绝缘油中也含有微量

的PCB（微量PCB）。东洋油墨集团对这些PCB废弃物实施正

确的管理（关于保管量请参见P33），并已将其预计处理费

用计入“环境对策准备金”。2016年3月期与PCB废弃物处

理相关的环境对策准备金为278百万日元，环境对策准备

金总额为768百万日元。

　　在“关于推进聚氯联苯废弃物正确处理的特别措施法”

修订后，规定高浓度PCB废弃物的保管企业必须履行在一

定期限内处理的义务。东洋油墨集团正在推进镇流器等的

中间存储、在环境安全事业株式会社（JESCO）进行登录等

的应对工作。

经济效果 （单位：百万日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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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环保型产品、环保效率指标

T O P I C S

　　标签热熔胶是和饮料厂商、机械厂商、标签厂商协作，

结合新标签粘贴系统的启用而开发的饮料PET瓶标签固定

用的热熔胶粘合剂。

　　标签热熔胶无溶剂，在剥离标签时，粘合剂不会残留

在饮料瓶上，所以，适合再生利用。与过去使用收缩薄膜

的标签粘贴系统相比，在降低CO2排放等各种方面降低了

环境负荷，发展成为对现在的饮料行业

提供保障的产品。

　　2015年源于植物性的原料使用率达

到30 ～ 40%，作为环保型热熔胶获得了

生物质标志。

通过饮料行业降低环境负荷（标签热熔胶 东洋爱德励株式会社）

环保型产品

　　东洋油墨集团在环境与安全行动指针中制定了目标，

即致力于开发和提供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关注环境保

护与人类健康的产品，把提供环境负荷小的产品作为最重

要的课题之一。为此，设定了产品在各生命周期阶段的标

准，将符合一定条件的产品定为环保型产品并进行注册。

　　2014年度更加注意降低使用时的环境负荷和降低CA

值等的产品生命周期，而且调整了标准。 2015年度继续

推进整个集团的注册工作，经过不懈努力， 2015年度有接

近600种产品被追加到环保型产品之中，环保型产品的销

售额同2014年度相比增加了5.9%。在所有产品中所占的销

售额构成比例增加了6个百分点，达到了60.3%（3家核心

事业企业：61.0%、两家关联公司：53.8%）。

　　今后将继续提高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例，在使

用安全、安心的原材料的基础上推进产品开发工作，实现

制造时的节能和降低在客户使用阶段的环境负荷。

环保效率指标

　　“环保效率指标”是“环保型产品销售额指标”除以造成

环境负荷要素的指标“综合环境负荷指标”后的数值，数值

越大，则说明环保经营的程度越高。

　　2015年度由于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增加，所以环保效

率指标同上一年度相比增加了0.3个百分点，达到了8.9，但

离9.0的目标还有一步之遥。我们将继续降低环境负荷，推

进环保型产品的开发与销售工作，从而提高环保效率指标。

环境相关指标的推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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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效率指标=
环保型产品销售额指标

综合环境负荷指标

20112000 2012 2013 （年度）201520140

600 环保型产品销售额指标

综合环境负荷指标
环保效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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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爱德励株式会社

千叶工厂　技术部

赤木 太亮

过去的标签
粘贴系统

新标签
粘贴系统

溶剂粘合
剂贴合

套筒加工 标签覆盖 蒸汽加热
收缩粘贴

标签
热熔胶涂敷
标签卷取

标签贴合

CO2发生量：约 1,100t
（每台标签机每年）

CO2排放：约减少 96%

CO2发生量：约 37t
（每台标签机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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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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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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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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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各基地的守法合规负责人为中心，积

极提供在日常业务中加深守法合规意识的机会。

公平运行实践

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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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法合规小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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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统括委员会
守法合规小组负责人

咨询、通报

公司外部窗口
（法律事务所）

咨询、通报
调查、回答

公司内部窗口

书面、电子邮件、面谈、电话、
在公司内网上的“合规窗口”的
发贴

书面、电子
邮件、面谈、
电话

报告

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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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度的守法合规活动方针

内部通报制度

　　作为守法合规的咨询窗口，在公司内外设立了守法合

规办公室，同时制定了“守法合规办公室运用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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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对海外法务风险活动

　　在3处重要的实施场所，对当地员工进行了以反垄断法及

向公务员行贿为核心主题的守法合规培训。同时，就法务上令

人担忧的事项进行了意见听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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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守法合规负责人的培养

　　在国内23个基地举办了培养守法合规活动负责人（2015年

度，全国共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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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并探讨各基地所发现问题的应对情况和新产生的

风险等，以落实、提高和强化CSR及守法合规意识。2015年度

与信息安全强化月共同举办。

● 守法合规教育

　　实施了“新员工守法合规说明会”、“新任管理者研修”、“海外

赴任者研修”、“经营管理知识学习项目”、“面向海外员工的核心

技术研讨会”等针对各级别与职务的项目。此外，为了在集团内

部贯彻落实反垄断法、转包法，在国内14个营业基地举办了关

于反垄断法的讲习会，以及在国内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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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实施了关于消防法规定的

危险品管理与防火体制的问卷

调查，同时对2013年度实施的

有毒有害物质管理相关监察进

行了跟进监察，通过发现风险，

纠正问题来实施改善活动。

关于有毒有害物质管理的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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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油墨集团在通过向客户提供优秀的产品为社会作

出贡献的同时，通过公正对等的采购活动与供应商建立信

赖关系，以谋求共同发展。另外，在开展公平、公正的采

购交易过程中，基于“采购基本方针”及“采购对象选定基

准”开展CSR采购，通过CSR采购确保整个供应链的守法性，

并为改善劳动环境与地球环境作出贡献。

　　近年来，在OECD跨国企业行动指针、加利福尼亚州供

应链透明法、英国现代奴隶法案（Modern Slavery Act 2015）

的架构中，也要求企业履行包括其供应链在内的社会责任。

我们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将通过与供应商的合作采取如下

措施。

● 贯彻采购基本方针

　　在与日本国内的供应商签订合同时，加入采购基本方

针的内容，并做到共享。今后针对海外的供应商，也将努

力共享采购基本方针，通过必要的活动让供应商在理解该

方针的基础上配合东洋油墨集团的采购活动。

T O P I 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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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运行实践

CSR 采购

海外采购要员研修

　　为了在海外进行最优及稳定的原料调拨，东洋油

墨集团从2013年度起实施了海外采购人员研修。面向

集团海外公司的采购相关人员，通过采购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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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供应商的
期待值

（评价基准）

反馈 评价

品质 价格 交货期
技术实力
服务实力

经营
环境、CSR
守法合规

采购对象选定基准的思维方式与运用

采购中的基本思维方式

1. 公平和公正的交易

2. 基于正确的基准选择供

应商

3. 相互理解与信赖关系

● 验证、监察等

　　今后，为了让国内及海外的供应商理解并遵守采购基

本方针，将针对供应商开展验证作业与监察工作，并建立

发现问题时的报告制度，对其纠正措施提供支援等。

● 加深东洋油墨集团员工的理解

　　东洋油墨集团要求全体员工遵守东洋油墨集团的CSR

宪章和行动指针。今后，在此基础上，将对与东洋油墨集

团采购活动相关的员工进行培训，让其掌握排除供应链中

各项问题所需的应对方法。

4. 实践态度端正的采购活动

5. 绿色采购

6. 保密

7. 供应商的CSR

采购基本方针、采购对象选定基准刊载于本公司网站的“社会、环境活动”中。

全球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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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运行实践

化学物质的正确管理

化学物质的流程与管理

原料 产品

其他公司产品 销售商品

化学物质的合法性、危险有害性的管理 

●新原料审查规则　●化学物质风险管理规则

●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估

含有化学物质的管理

采购 制造 销售

SDS

标签

　　东洋油墨集团制定了“化学物质管理规程”，依据原料

及产品中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基准进行正确地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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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此外，

作为可应对海外GHS※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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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各国的法规制

作使用当地语言的SDS（安全数据表），提供正确的信息。

　　设立专职机构“化学物质管理部”，并作为CSR统括委

员会的环境安全小组开展活动，组织成立了化学物质小委

员会，以期集团内部的紧密合作。为了扩充贸易管理，还

在通过“贸易管理部”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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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物质风险管理规则

　　化学物质风险管理规则中规定，在对环境和人体造成

重大影响的化学物质中，将被国际条约和国内外的法律法

规列为禁止物质的物质作为“TIG（东洋油墨集团）含有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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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基于风险管理的观点，根据所使用原料、产品的危险

有害性、所使用的量、用途以及使用环境进行正确地管理。

全球的化学物质管理

　　东洋油墨集团设定“全球化学物质管理规程”，构建了

集团海外公司统一的标准管理机制。此外，推动“全球环

境系统”的引入，对东洋油墨集团产品的原材料信息、化

学物质的法律法规信息进行一元化管理，采用使用国的语

言，通过SDS的标签提供化学物质信息。以中国、台湾、韩

国为首，美国、欧洲的集团海外公司也引入完善。

　　自2015年起，针对在台湾、韩国等新启动的化学物质

登录制度，通过运用集团海外公司的信息网络及海外顾问

的协助，完善可迅速予以应对的体制。

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估

　　劳动安全卫生法修订后，规定制造或使用640种SDS

交付义务适用物质的企业必须履行风险评估的义务（自

2016年6月1日起施行）。

　　东洋油墨集团2015年8月在国内的生产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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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选任化学物质管理者。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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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27种物质的劳动安全卫生法施行令修订版将于

2017年3月起施行。东洋油墨集团今后将在妥善应对法律

修订等工作的同时，积极采取降低风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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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的管理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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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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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

品的SDS可通过东洋油墨客户门户网站

“Sommelier”获得。

　　此外，我们对客户使用有机溶剂时

的主要注意事项进行了简单地汇总，发

行“关于有机溶剂的正确使用”的小册

子，并开始提供保护用具。

化学物质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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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核心事业企业的排放

量为73.3t（上年同比增加8.0％）、国内关联公司的排放量

为12.4t（上年同比减少3.9％）、海外关联公司的排放量为

170.0t（上年同比增加10.0%）。核心事业企业的排放量增

加的主要原因是油墨用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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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管理的扩充

　　东洋油墨集团为扩充全球贸易管理，在2014年度以国

内规章、规则为基础，完善海外贸易管理方针和指南，以

期在基地展开。为了在国内加强管理和推进标准化工作而

构建了贸易管理系统，于2015年7月开始正式运行。并将依

次向海外拓展。

　　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国际经济

合作协议不断推广的环境下，贸易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增高，

东洋油墨集团力求强化应对力。

对冲突矿产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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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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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

保不使用冲突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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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物质排放量的变化

　　ETAD（染料与有机颜料制造商生态学与毒物学

协会）提供有关可执行的保护对策的信息，其目的是

将染料与有机颜料的制造、使用过程中对安全卫生

及环境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

　　要求ETAD会员必须遵守ETAD道德规定及各种

化学品限制。作为核心

事业企业之一的东洋色

材株式会社也是ETAD

的会员，且遵守了道德

规定。

■   遵守ETAD道德规定

ETAD的认证

170.0

73.3

12.4

（年度）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国内关联公司

100

50

150

核心事业公司（4个制造所＋3个工厂）

海外关联公司

200
(t)

0

154.5

67.9

12.9

72.1

157.8
167.1

27.4

66.7
60.1

143.0

13.5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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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问题

关于顾客的满意度

IGAS2015 国际综合印刷器材展 nano tech 2016 第15届国际纳米技术综合

展暨技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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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在海外参展的主要展会

● Gulf Print & Pack 2015（UAE）

● 第3届中国（广州）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PRINT CHINA 2015）

（中国）

● 亚太地区特殊包装膜市场与技术论坛（Specialty Packaging 

Films Asia 2015）（新加坡）

● Label Latinoamerica 2015（巴西）

● Labelexpo Europe 2015（比利时）

● TPCA Show 2015（第16届台湾电路板产业国际展览会） 

（台湾）

Label Latinoamerica 2015 Labelexpo Europe 2015

T O P I C S

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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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通过门户网站“Sommelier”向顾客提供产品的PRTR

（化学物质排放移动量）信息及SDS（化学物质安全数据

表）。另外，参展各种展览会，通过产品充实与客户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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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规程”，各部门选任了个人信息管理者。通过个人信息

管理台账对信息进行适当的管理，做到不辜负客户的信任。

Private Show的举办

　　2016年2月，在东京国际论坛上举办了“东洋油墨集

团Private Show ～ TIG EXPO 2016”。以“东洋油墨集团的

业务领域及其扩展性”为主题，召开了新产品和解决方案

的说明与研讨会。另外，

通过插图和展示介绍了

东洋油墨集团在未来可

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怎

样的价值。

Bridge Report的刊载

　　从2015年6月起在东洋油墨集团的网站上刊载的

“Bridge Report”向个人投资者介绍了事业内容、本公司的

优势以及今后的发展战略等。Bridge Report由株式会社

Investment Bridge制作。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被指定为美国Pantone公

司提供的色彩交流用云解决方案“PantoneLIVE™”

的日本首家认证合作伙伴。

　　Pantone公司实施了对在印刷油墨色彩及其

利用方面具有一定基准以上能力的油墨厂商进行

认证的计划。通过本次合作，与包装供应链相关

的客户可以通过更加准确的色彩再现进行高效地

印刷，并有助于提高品牌颜色的信赖性。

被指定为PantoneLIVETM合作伙伴
（东洋油墨）

TIG EXP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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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异常件数及其因素的推移

海外措施

PT. TOYO INK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
获得铃木最佳表现奖

　　2015年4月24日，在SUZUKI INDOMOBIL MOTOR

公司的供应商会议上，PT. TOYO INK INDONESIA

（PTI）Converting部门获得了“2014年QCD最佳表

现奖”。该奖项是向品质（Quality）、成本（Cost）、

交货期（Delivery）均取得了出色成绩的供应商颁

发的奖项。PTI自2012年开始供应使用胶带的门

饰板表皮产品。

PTI的门饰板表皮产品获得“2014年QCD最佳表现奖”

T O P I C S

为了提供安全、安心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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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质保证体制

　　以“品质管理委员会”为中心，为了建立东洋油墨集团

所有生产基地的品质保证体制和提高品质保证水平而开展

活动。在每个季度召开的品质管理委员会会议上，分享了

国内外所有生产基地的品质提高活动战略。

　　国内开展了减少工程异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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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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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内生产基地的品质保证活动而开展了减少工程

异常的工作，通过充分的原因分析以及采取防止再发对策，

工程异常件数从2012年度的1,227件下降到2015年度的

697件，约下降43%。合格率※1从2012年度的99.89%提高

到2015年度的99.92%，直通率※2也从2012年度的99.41%

提高到2015年度的99.53%。今后将继续减少人为失误，

以及工程异常件数。

※1合格率 合格品相对于制造业绩数的比例
※2直通率 从原材料投入到不进行返修，直接以合格品的状态变成最终产品的合格品

相对于制造业绩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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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油墨集团的着色事业在海外拥有10个基

地以上的工厂，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生产基地网

络。作为其中的一项举措，川越制造所全球着色

生产保证部发行了“品质保证报”，面向与海外基

地的业务相关的员工发行。针对在国内发生的起

因于原料的品质问题，将发生问题的信息与海外

共享，开展共同调查，查找原因并最终解决，同

时将海外基地利用自己制作的设备改善了品质的

案例等信息登载在“品质保证报”上，以提高各基

地的品质保证水平。

“品质保证报”
（川越制造所全球着色生产保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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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油墨集团将与社会共生的基本原则定义为：“理解

市民的基本想法、重视消费者的观点、考虑到每个人的行

为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及效果、尽到社会责任。”根据这个基

本原则，在“事业行动准则”中明示出每位员工具体应该怎

样行动，并分发给全体员工。

通过本报告书报告的三个领域的活动

　　在本报告书中就右侧所示的三个领域对2015年度的活动做出了报告。

　　在教育活动方面，为了让学生对化学感兴趣，我们不断为社会体验课堂提

供支持。另外，还在开展介绍生产制造乐趣的教育活动。

　　在地区贡献活动方面，我们致力于对地区社会的协助与支援、解决广大居民

和地区社会的课题。另外，在海外方面，我们结合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特性开展交

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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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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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员工的志愿者

活动。

■   东洋油墨集团　社会贡献活动的基本方针

  

教育活动

社区参与和发展

作为社会的一员

“3天挑战”的感想

我现在还没想好将来会从事什么职业，但是通过这三天的职业体验，

我觉得哪怕是第一次干也不会感觉畏惧，无论什么事情都想去挑战。

在海外的

活动

　　我在8月～ 9月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实习

生研修。在研修过程中参观了印刷油墨的制

造现场，并学习了所使用原材料的高效采购

系统等。开始我以为东洋油墨集团只是制造

油墨的公司，通过研修了解到除了油墨之外，

还在制造其他各种用途的产品。

　　另外，我觉得CSR报告书有助于提高企

业的认知度和提高企业形象。在研修过程中，各位员工都非常亲切，

消除了我的紧张感，使我的研修非常顺利。

东京都市大学　环境学部

3年　川岛 雄介

地区

贡献活动

在海外的

活动

教育活动

教育活动
地区

贡献活动

东洋莫顿接受“3天挑战”

　　东洋莫顿株式会社埼玉工厂从2001年度开始，每年配

合接受当地中学生参加的社会体验课堂“3天挑战”。2015

年度有来自当地滑川町立滑川中学的三名初中二年级学生

从7月13日开始体验了为期三天的制造、品质保证、生产管

理、技术部门的工作。本次

还有两名该学校的老师中

途参加，饶有兴致地听取

了技术部门对产品特性等

指导内容的介绍。

接收东京都市大学的实习生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环境安全推进部接收了印

刷油墨的LCA评价共同研究单位——东京都市大学的学生

实习生。通过对使用化工产品的制造企业开展的CSR工作

的学习、CSR报告书的比较、工厂的参观和国立环境研究所

的访问等活动，加深了对

生产制造与环境相关工作

的理解。

3天挑战（技术部门的作业体验） 参观川越制造所内

V O I C E
切身感受“在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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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与当地协作的防灾活动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十条中心）

　　十条中心（板桥区加贺）与当地自治会（加贺五四自治

会）、行政机关协作，积极致力于当地防灾活动的开展。

　　2015年10月，与当地人士共同举办了防灾训练。板桥

消防署长、板桥区的防灾管理室、消防团也参加了此项活

动，另有员工60余名、自治会人士50余人前来参加，训练

活动规模之大。除训练以外，还在十条中心举办了自治会

主办的防灾讲演会和防灾座谈会。此外，捐赠了利用板桥

区的防灾器材采购补助制度购买的折叠式背垫。利用本次

训练的机会，将十条中心的停车场提供给板桥消防团作为

休息日的练习场所使用。

教育活动

 

地区贡献活动

和当地人士一起开展防灾训练

防灾讲演会

　　十条中心所在的加贺地区被指定为景观建设重点地区。本公司

也为了给附近居民带来快乐，在临人行道一侧的绿地上新设置了花

坛。同时，员工志愿者成立了园艺部，利用每周三的午休时间打理

花坛。路过的居民会过来打招呼，逐渐开始与当地居民日常交流。

十条中心负责人
松尾 朗

＜召开前＞

参加者的担忧程度

＜召开后＞

有感到担忧的
部分

44%

感到担忧时希望了解什么信息

有感到担忧
的部分

13%
不清楚

13%

几乎没感觉到担忧

57%
不清楚

17%

几乎没感觉到
担忧

35%

完全没有担忧

4% 非常担忧

0%
非常担忧

0%

完全没有
担忧

17%

在海外的

活动

地区

贡献活动

专家对健康的意见

33%

日常的信息公开、
推进交流活动

34%

发生问题时公开
信息的约定

33%

持续开展风险交流活动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川越制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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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5年度的活动中，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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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TE（产品评价技术基础机构）等约20名客人参加，举办

了环境安全工作的说明、环保设备与新厂房的工厂参观、

意见交换等活动。

　　参加人士发出“加深了对工厂的环境安全活动的理解”

的感想，行政机关对活动的持续开展也做出高度评价。

　　通过活动结束后的问卷调查了解到，最初约有一半人

对川越制造所感到担忧，但通过风险交流，感到担忧的人

数比例减少到了13%。感到担忧的人希望了解的信息是“日

常的信息公开”、“专

家对健康的意见”、

“发生问题时的信息

公开”等，我们计划

将上述意见反映到今

后的交流活动中。 参加者参观川越制造所

V O I C E
通过花坛的打理加强与当地居民的交流



50 东洋油墨集团 CSR报告书2016

工厂报告的发行
（台湾东洋先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台湾东洋先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定期发行工

厂报告“环境安全卫生报告书”。该报告书汇总了公司与环

境安全相关的机制和活动业绩等，面向行政机关和客户等

发放。

中国版CSR报告的发行

　　继2014年度之后，今年发行了《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CSR Report 2015》。以东洋油墨集团中国关联公

司的CSR活动为中心，根据中国独自的CSR指南“CASS-

CSR3.0“（中国社会科学院CSR

研究中心），用中文介绍了“责

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

责任”、“环境责任”相关的各

种措施。其目的是通过发放报

告，让行政机关、周边居民、

客户等了解本公司所开展的

CSR工作。

社区参与和发展

儿童节捐赠文具等护理专业学生的实习

对附近野火的灭火活动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CSR Report 

2015》

在海外的活动地区

贡献活动
教育活动

在海外的

活动

  

 

 

接收学生的实习和参加儿童节的活动
（TOYO INK〈THAILAND〉CO., LTD.）

　　TOYO INK (THAILAND) CO.， LTD.（ 泰 国 ）每 年 都

会接收学生的实习。2015年度，来自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的两名学生完成了为期两个月的实习，以及来

自Boromarajonani College of Nursing Nopparat Vajira的22

名护理专业学生和三名老师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实习。另外，

在泰国的儿童节开展捐赠文具和体育用品的活动。

对附近野火的灭火提供协助，防止火势的蔓延
（TOYO INK BRASIL LTDA.）

　　TOYO INK BRASIL LTDA.（巴西）2015年4月在工厂厂

区周边发生野火火灾时，与前来提供生产支援的东洋油

墨株式会社埼玉制造所的

成员一起实施了灭火行动，

防止了火势的蔓延。

大学生的实习
（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 SDN. BHD.）

　　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 SDN. BHD.（马来西

亚）2015年度接收来自University of Nottingham、University 

Malaysia Sarawak、University Pahang Malaysia的三名大学

生，进行了为期4～ 6个月的实习。不仅仅是为学生提供

学习的机会，本公司从事产品开发工作的员工也从年轻的

实习生那里得到了新的想法。

为学校建设提供捐助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中国）为中国印刷油墨协会的

活动提供赞助，并捐助甘肃希望小学的建设。新学校将于

2016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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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第三方意见 CSR统括委员会委员长　东 真一

第三方意见

　　近年来，我们与东洋油墨集团的相关人士不断对话，并执

笔阐述了第三方意见。而且，对东洋油墨集团认真研讨我们的

意见，将其尽可能地反馈到报告中，并不断进行改善的作法给

予高度的评价。

　　通读本报告书之后，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将报告书的标题改

为“CSR报告书”所象征的CSR的进展。在过去的报告书中，作

为CSR活动的内容，主要传递了“守法合规活动”、“风险管理活

动”、“环境安全活动”、“社会贡献活动”的主题。这些一般来说

被称为“保守型的CSR”，而在本报告书中确定了CSR活动的七

大课题，向我们传递了东洋油墨集团在解决社会课题的同时谋

求集团的发展，向“进攻型的CSR”转变的信息。在序言中也明

确指出：“过去的CSR活动把重点放在了提高基础性活动的水平

上，我们东洋油墨集团已在通过积极的事业活动致力于社会性

课题的解决。”。从专题1来看，技术主管的发言—“通过生产制

造为地球环境作出了贡献的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开展这个项目

的动力所在”是进攻型的CSR已经逐渐渗透到工作现场的最佳

例证。

　　另外，过去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真正的全球化”中“真

正”的含义，而在本报告书中进一步明确了它的含义。我国企

业的全球化自20世纪80年代的海外市场开拓期以来，经历了

包括各种曲折反复的过程，现在其本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2010年以后，海外关联公司具有了当地企划部门、当地人事部

门等的管理功能，并开始逐步移交总部管理功能。专题2中提

出“推进下一代全球领导者的培养工作，以实现集团海外公司

的自主、自立、自走”的目标，这表明东洋油墨集团的全球化已

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同时，还充分表达了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

中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习惯，谋求与当地的共同发展，尊重当地

的宗教，扩大就业、为当地经济作出贡献等的各种意愿。希望

今后能够做出进一步深耕“真正”的含义的报告。

　　再者，在序言中提出了“今后将站在广大利益相关者的视

点，确定重要课题，明确与事业的交集，通过本业推进CSR活动”

的目标。今年CSR统括委员会设定的CSR活动的七大课题是站从

内部视点角度特定的课题，并未设定KPI。今后需要站在更加广

泛的利益相关者的视点角度，确定重要课题。针对各个已定课

题设定PDCA所需的KPI，由集团全体员工共同推进。而且，从

经营与CSR整合的角度来说，需要将下一个中长期经营计划和

CSR活动计划进行整合。在SCC-Ⅲ中设定了“沟通科学”、“生命

科学“、”可持续性科学“的三个新业务领域。这和东洋油墨集团

通过本业确定的进攻性CSR的方向是相通的。我期待东洋油墨

集团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巴黎协定”等国际动向，在

下一个中长期经营计划中确定更具野心的CSR方向和发展目标。

NPO法人循环型社会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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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从保守型CSR向进攻型
CSR的转变

　　正如序言中所记载的那样，CSR统括委员会非常重视在上一年度

报告书中所示的第三方意见，积极推进CSR活动的改进工作。在编写

此报告书的过程中，从编辑阶段开始保持与循环型社会研究会的对话，

对CSR活动的理想状态、如何将其反映到报告书之中等问题进行了反复

地探讨。P16的“CSR活动的七大课题”所示的各个课题的权重也是在参

考循环型社会研究会的意见后决定的。

　　我们将进一步改进和深化CSR经营。为此，需要将过去以企业为基

点的CSR活动转变成为以社会为基点的活动，即需要根据社会与环境

的可持续性审视企业的经营。此外，保持企业经营与CSR战略的联动，

推动从保守型向进攻型CSR的转变，作为全公司的活动开展CSR是非常

重要的工作。

　　关于在第三方意见的后半段指出的站在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视点确

定重要课题的问题，我们将和包括循环型社会研究会在内的第三方一

起推进此项工作。另外，在目前正

在制定的下一个长期经营计划中反

映今后将要确定的重要课题。上述

工作将记载到下一年度之后的报告

书中。

与循环型社会研究会的对话（2016年8月实施）

NPO法人循环型社会研究会
代表　久米谷 弘光（中）
理事　山口 民雄（左）
理事　田中 宏二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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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合并)

财务／股份信息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增减率（%）

（2015/2014）

经营成绩（财政年度）

销售额（百万日元） 245,337 248,689 279,557 286,684 283,208 -1.2

销售成本（百万日元） 191,821 190,670 215,401 222,944 218,077 -2.2

销售费及一般管理费（百万日元） 39,868 40,472 44,427 45,529 46,660 2.5

营业利润（百万日元） 13,648 17,547 19,728 18,210 18,470 1.4

经常利润（百万日元） 13,445 18,468 20,553 19,411 18,697 -3.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本期净利润（百万日元） 7,238 8,714 12,260 13,304 12,190 -8.4

综合收益（百万日元） 4,902 18,169 30,351 32,605 5,576 -82.9

设备投资额（百万日元） 9,328 13,121 12,818 12,730 11,541 -9.3

折旧费（百万日元） 1,175 969 1,140 1,284 1,426 11.1

研究开发费用（百万日元） 3,007 3,204 3,186 3,082 2,918 -5.3

财务状况（财政年度末）

净资产（百万日元） 146,913 161,322 186,608 213,756 214,673 0.4

总资产（百万日元） 283,144 299,571 336,601 364,262 360,526 -1.0

付息负债（百万日元） 67,600 71,059 74,441 66,924 67,303 0.6

现金流量

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百万日元） 18,453 17,460 17,603 25,702 25,886 0.7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百万日元） -10,354 -14,363 -13,249 -6,198 -17,457 －

财务活动的现金流量（百万日元） -1,880 -1,465 -7,305 -13,585 - 5,975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百万日元） 32,644 35,333 34,723 42,546 43,744 2.8

每股的信息

本期净利润（日元） 24.26 29.20 41.09 44.60 40.87 -8.4

潜在股份调整后本期净利润（日元） － － － － 40.86 －

股息（日元） 12.00 12.00 13.00 14.50 15.50 6.9

净资产（日元） 479.71 525.62 606.39 694.62 697.57 0.4

财务指标

营业利润率（%） 5.6 7.1 7.1 6.4 6.5 －

ROE（自有资本利润率）（%） 5.1 5.8 7.3 6.9 5.9 －

ROA（总资产利润率）（%） 2.6 2.9 3.6 3.8 3.4 －

自有资本比利（%） 50.6 52.4 53.7 56.9 57.7 －

总资产周转率（倍） 0.9 0.8 0.8 0.8 0.8 －

市盈率（倍） 14.1 15.1 10.1 12.6 11.0 －

员工人数（名） 7,351 7,469 7,781 7,919 8,11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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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别分布

区分

股份的状态（每1个申购单位为 1,000股）

不足申购单位的
股份状况（股）政府及

地方公共团队
金融机构

金融商品
交易业者

其它法人
外国法人等 个人及

其它
计

个人以外 个人

股东人数（人） － 55 29 192 161 4 11,045 11,486 －

持有股数（申购单位） － 71,453 1,420 114,818 57,332 6 56,920 301,949 1,159,724 

持有股数的比例（%） － 23.66 0.47 38.03 18.99 0.00 18.85 100.00 －

股价的变化（东京证券交易所）

19,974
20,404

20,373

17,944

18,374

19,582
19,203

17,302 16,347
16,897

19,919

2015年
4月

2016年
1月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月 3月

（日元） （日元）
股价 日经平均股价

543

589

525

588

467

500

438

518

425

475

441

507

481

516

466

518

418

496

401

460

413

467

577

485

0

300

500

700

900

1,100

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0

22,000

19,768

股份信息（截至201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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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95 4.82 

3 全国共济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8,927 2.95 

4 日本Trustee Services信托银行株式会社（信托口） 8,644 2.85 

5 株式会社日本触媒 8,306 2.74 

6 日本Master Trust信托银行株式会社（信托口） 8,285 2.73 

7 东洋油墨集团员工持股会 6,426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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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东京书籍株式会社 5,326 1.76 

＊不足一千股时舍去。

法定股份总数 800,000,000股

流通在外股数 303,108,724股

股东人数 14,384名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场第一部



100 东洋油墨集团 CSR报告书2016

800D00027CJ18-CZ1216-800

东洋油墨 SC控股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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