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印刷物由代替大豆油的米糠油
制成的米油墨印刷而成。

混合产品
源自负责任的
森林资源

东洋油墨集团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

【关于封面】

以刻纸画形式分 4个事业领域表现了东洋油墨集团

为丰富社会生活所做出的贡献。

东洋油墨集团的产品分别活跃在“生活与保健”，

“信息与通讯”，“高清与印刷”，“能源与环保”这些领域。



旨 在 成 为 面 向 全 世 界
创 造 生 活 文 化 的 企 业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东洋科美株式会社

　　通过提供以胶印油墨、凹印

油墨为代表的印刷油墨，以及与

印刷有关的各类高功能产品，东

洋油墨集团以“印刷及信息关联

事业”、“包装关联事业”这两大

创业以来的基础事业为中心开展

业务。

　　推动“颜色材料与功能材料

关联事业”的发展，业务从最初

的自家生产印刷油墨颜料发展到

使用颜色材料的塑料用着色剂及

液晶材料等各类功能产品，同时

也致力于不断促进未来材料技术

的发展。

　　推动“聚合物与涂层工艺关

联事业”的发展，业务领域从以

树脂（聚合物）作为核心材料的

饮料罐用涂料、食品包装、标签

用粘合剂等日常用品扩展到电子

设备构件、太阳能电池构件等尖

端领域。

　　强化集团战略机能，推进效率经营，把握

集团整体最佳及各事业最佳之间的平衡点，从

而促进集团整体的价值提升，实践对经济、社

会、人类、环境负责的经营方式。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

东洋油墨集团的理念

尊重人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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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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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营 哲 学

经 营 理 念

行 动 指 南



编辑方针

　　本报告书将重点说明东洋油墨集团在2011年转型为控股制后开展的

社会活动与环保活动，以及成立于2012年4月的“东洋色材株式会社”的

事业内容。

　　报告书以东洋油墨集团的各类产品为中心，通过插图形式简单易懂地

呈现出公司事业与社会的联系。关于主打产品——印刷油墨及聚合物关联

产品方面，则以专题形式就目前为止为实现企业理念Visible Science for 

Life（多彩科技与您同在）所进行的改良及未来的发展计划进行报告。此外，

报告书还包括了在东日本大地震及泰国洪灾后事业持续计划的修改及进

度、品质保证体制等内容。为了便于阅读，本报告书采用了UD字体及色

彩通用性设计（CUD）。

　　在制作本报告书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NPO法人循环型社会研究会（法

人代表：山口民雄先生）提出的宝贵意见，并征求了第三方意见。

I N D E X

报告书的对象范围

■ 对象期间

　　关于《东洋油墨集团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中所采用的数据，

主要引用的是2011年度（2011年4月1日～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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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日

～ 2011年12月31日的数据。另外，由于日语版本发行于2012年

10月份，对于取得了较大进展的事项，将记载截至2012年6月的 

活动。

■ 对象范围

　　关于本报告书中记载的与社会及环境有关的对象范围，可以

参考本报告书第6~7页中的图示。

■ 参考指导方针

● 本报告书

　　报告书的编辑与制作参考了环境省《环境报告指导方针2012

年版》、GRI《可持续性报告指导方针3.1》及社会责任相关的国际标

准《ISO26000》。此外，为了明确与《ISO26000》的关联性，在明示

与本文标题部分相关的《ISO26000》的核心主题的同时，对活动的

对比情况进行了确认。

● 绿色会计

　　东洋油墨集团于1999年度开始引进绿色会计，并从2000年版

环境报告书起对此进行报告。本报告书中绿色会计的统计和分类

参考了以下指导方针。

　・环境省《绿色会计指导方针2005年版》

　・Japan Responsible Care Council 

　  《面向化工企业的绿色会计指导方针》

■ 发行

　 日语版：2012年10月（下次发行预定：2013年10月）

　 英语版：2012年12月（下次发行预定：2013年12月）

　 中文版：2012年12月（下次发行预定：2013年12月）

网站介绍

　　本公司网站的“社会与环境活动”版块刊载有1999年至2011

年的报告书以及环境绩效数据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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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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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丁目3-13

电话: 81-3-3272-5720　传真: 81-3-3272-9788

邮件: master@toyoink.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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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ble Science fo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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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企业治理与CSR推进

18 推进遵纪守法活动

19 信息安全对策

20 风险管理活动

21 　● BCP（事业持续计划）与防灾措施 

22 为了广大的客户／对于股东及股民的责任

23 CSR调拨／全球调拨

社 会 活 动

24 创建生气勃勃的工作环境

26 提升员工的健康与安全

28 与社会携手

环 境 安 全 活 动

30 环境安全的方针／管理体制

31 环境负荷的整体状况／MFCA活动

32 环境目标／业绩

34 环保效率指标／环保型产品

35 绿色会计

36 化学物质的正确管理

38 降低环境负荷

 　● 能源使用量与CO2 排放量

39 　● 抑制废弃物产生量

40 　● 环境污染物质／物流方面的环境负荷

41 土壤、地下水污染对策／减少用水量

42 保护生物多样性

43 环境教育/ 交流活动

44 第三方意见

45 制作、印刷过程中的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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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衷感谢您阅读我们东洋油墨集团的《社会与环境活

动报告书2012》。

自1999年东洋油墨集团首次发行《环境报告书》以来，

今年已是第14期了。2002年起开始发行英文版本， 2005

年更名为“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向读者报告作为化

学制造企业开展的CSR活动。从上一期起，我们开始了中

文版本的发行。作为面向全球的国际型企业，我们努力让

全世界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东洋油墨集团。

如今，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开展CSR活动并发布年

度报告书已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在长期坚持CSR这一

永无止尽的企业使命时，必须意识到，企业是很容易陷入

到“按惯例行事”、“和过往一样”等思考误区的。对履行使

命本身习以为常并非坏事，但一旦失去了最初的紧迫感，

就会出现因惰性而迷失自我的危险。在CSR活动中，这种

心态会令我们偏离“社会所希求的企业形象”，不知不觉

间产生“我们的CSR工作很出色，不会有问题”这样的错觉，

最终甚至会引起严重事态的发生。

因此，为了在积极致力于CSR活动时能够时刻保持紧

迫感，从企业经营到一般业务的所有环节，我们都会去思

考遵纪守法、风险管理、对环境及社会的保护意识等CSR

的方方面面，决不让任何一名员工陷入到惰性状态中去。

同时，我们将这样的CSR活动的成果加以总结，并发行此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换言之，发行本报告书并不是

为了宣传东洋油墨集团的CSR活动成果，而是希望各位读

者能对我们进行监督，比如我们活动中的哪些部分符合了

社会需要，又有哪些部分背离了社会需要。报告书中记载

了我们的活动事例、自我评价及第三方机构的客观意见。

在此之上，希望通过各位读者的进一步审阅，使我们今后

的CSR活动有所改进。请大家务必阅读本报告书，在充分

理解东洋油墨集团CSR活动的同时，畅所欲言，向我们多

提宝贵意见。

东洋油墨集团自2011年4月起转型为控股型公司这

一新型管理体制，新设公司分为控股公司“东洋油墨SC

控股株式会社”与“东洋油墨株式会社”、“东洋科美株式会

社”这两家核心事业公司。2012年4月，集团成立了第三

家核心事业公司“东洋色材株式会社”，实现了由核心事

业企业带动集团整体事业的体制。这是我们鉴于未来发展

战略，为完成向特殊化学产品制造商及全球企业的蜕变所

建立的最佳企业治理架构。控股公司作为集团连峰经营的

中心，在努力提高企业价值的同时，通过提高各项事业中

的决策效率并实现针对事业环境变化及时做出应变的业务

模式，以发挥出企业集团特有的协合优势。

目前，东洋油墨集团制定了作为未来目标及长期战

略构想的“SCC2017”，致力于在2017年3月之前完成“向

世界级特殊化学产品制造商”的转变。在第2阶段的中期

经营计划“SCC-Ⅱ复兴计划”中，集团将包括新体制转型在

内的各项改革定位成“第二次创业”，将“实施开发、开拓、

扩张的新型企业发展模式”、“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为原

则，全力推进生产制造革新，进一步稳固收益基础，强化

风险应对力度”、“落实新治理体制并及实践可持续发展的

经营”作为基本方针，并通过“更积极主动的经营”来实现

这些目标。

本报告书中包括了以“Visible Science for Life（多彩

序 言

作为“携手同行的友好邻居”，
我们将努力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企业  集团，
时刻怀着紧迫感积极致力于CSR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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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您同在）”为主题的专题报道。“Visible Science for 

Life”是东洋油墨集团在SCC2017中提出的企业理念，代

表着我们所希望创造的集团品牌。这一名称包含着这样的

讯息：利用独创的科技力量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技术及产品，

并用可视化（＝Visible）的形式展现在社会面前。

在专题报道中，我们将回顾以“搅拌代加工业＝将顾

客送来的印刷油墨原材料（颜料、清漆等）用机器进行搅

拌混合代加工”起家的东洋油墨集团，如何在创业初期应

对当时的社会需求以及员工们面临的挑战，如何培育出独

到的技术，为哪些市场提供了怎样的产品。从中我们可以

看到员工们的梦想与创意通过科学思考和多年来培养的技

术转化成现实产品的瞬间，以及人们心中所描绘的“更美

好生活”通过东洋油墨集团制作的产品得以实现的画面。

也就是说，利用尖端的科学技术将“无法看见（Invisible）

的梦想”转变为“可以看见（Visible）的现实”，以此美化每

个人的生活，这就是东洋油墨集团的神圣使命。通过本期

的专题报道，我们希望能将公司的形象真实生动地展现在

大家的面前。

尽管本报告书中记载的是我们东洋油墨集团2011年

度的CSR活动（其中也包括部分截至今年6月的事项），但

在这之前的2011年3月11日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同月

15日静冈县东部也发生了地震。在此，我们向受灾各方

谨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东洋油墨集团位于宫城县的销售公司及位于静冈县

的生产设施受到了轻微的损伤，而原料调拨和电力保障方

面也出现了不小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上次的报告书

中已登载了2011年7月底前的应对情况。实际上，到4月

底，状况已脱离“紧急对策”的程度，之后的震后安全监察、

设施的抗震化、原料调拨体制的再调整、电力供应不足及

放射性物质的应对措施等都作为日常业务活动的一环得以

稳步进行。

本报告书中登载了反映其进展情况的BCP（事业持续

计划）的相关内容。另外，关于2011年9月后在泰国发生

的严重洪灾，也对当地法人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报告。

另一方面，环境与安全在东洋油墨集团的CSR活动

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正如我们CSR宪章所述，由于我

们是“能够为社会带来有巨大影响的化学企业”，因此很

早就开始致力于环境保护与劳动安全。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身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化学

物质，其中有些物质会对人们安全、安心的生活造成负面

影响。最近更是发现了可能长期积存在人体内，为健康带

来重大危害的化学物质。东洋油墨集团自40年前起就开

始有组织地实施各项环保活动。2004年以化学物质风险管

理为目的制定公司内部规定，将生产部门、原料调拨部门、

化学物质管理部门进行统合，努力确保客户及各位消费者

能够安全放心地使用我们的产品。

我们东洋油墨集团在此次“第二次创业”过程中，将

作为各位社会同胞的“携手同行的友好邻居”，继续努力

奋斗，力争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企业集团。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社长　北川 克已

作为“携手同行的友好邻居”，
我们将努力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企业  集团，
时刻怀着紧迫感积极致力于CSR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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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收入

各事业收入(合并) 各地区收入（合并） 各地区员工人数（合并）

营业利润/经常利润/研究开发费用（合并结算）

0 （年度）

（百万日元）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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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2007

25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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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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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958

2011

245,337

印刷及信息关联
30% 
(76,108)

包装关联
22% 
(55,562)

聚合物与
涂层工艺关联
21% 
(52,541)

颜色材料与
功能材料
关联
25%
(62,636)

其他
2% (6,073) 欧洲

2% (4,117)

日本
69%
(185,842)

亚洲、
大洋洲
26%
(70,193)

北美、中南美
3% (8,204) 北美、中南美

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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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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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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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6)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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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0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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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东洋油墨集团所处的经营环境相当严峻 ：东日本大地震所造成的原材料供应紧张及电力不足问题严重制约了生

产活动，同时泰国洪灾所造成的供应链混乱、欧洲财政危机的加剧、世界经济的减速、日元升值的加速也使环境进一步恶化。

在这一环境下，东洋油墨集团虽然根据中期经营计划的基本方针——“新型发展模式”、“制造革新”、“控股型公司制度完善

化经营”开展各项事业活动，但超出预想范围的原材料价格急速上涨等因素仍然影响了公司的收益。

（单位：百万日元） （单位：百万日元） （单位：名）

东洋油墨集团的概要
东洋油墨集团为实现长期构想“SCC2017”，自2011年4月起设立由控股公司领导的事业企业，开始连峰经营这一新的企业

治理体制。为了成长为真正的特殊化学产品制造商，东洋油墨集团需要将经营与事业执行相分离，以便能够对日常运营中

发生的问题迅速做出决策并付诸实施。作为施策的一环，东洋油墨集团将颜色材料与功能材料关联事业进行分离重组，于

2012年4月设立了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公司概要

201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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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取缔役会长

代表取缔役社长

资 本 金

：国内／ 22家、海外／ 49家

 （合并子公司62家、权益法适用公司9家）

：2,453亿37百万日元

：7,351名

： 邮编104-8377

 东京都中央区京桥二丁目3番13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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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7亿33百万日元

网站>> http://schd.toyoinkgroup.com/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
TOYO INK SC HOLDING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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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产品开发、新事业开发的基础性技术体系，东洋油

墨集团设定了3 大技术平台，具体为 ：① 特殊材料（进一步

强化现有的颜色材料、聚合物以及光功能材料等的素材以及

合成、变性等技术，进化为下一代通用的素材及尖端技术）；

② 材料深加工（除了现有的核心技术之外，通过运用了纳米

分散、混合化等最尖端技术的素材加工技术，形成与其他产

品的差异性、实现更高功能性、提供高附加值）；③ 加工部

品材料（为满足不断多样化、高端化的市场需求所形成的高

精密度、高端的化技术体系）。国内外集团各公司的研究部门

联合，共同进行相关的研究开发。

　　印刷及信息关联事业是以创业以来的传统印刷油墨为主的事业。东洋油墨

集团的强项在于，从印刷油墨原材料的颜料及树脂，到最终生产出的产品，我

们都能至上而下的进行生产流程。除了注重环境保护方面的油墨产品之外，我

们还开发并提供能够逼真还原监控显示器RGB色彩效果的彩色油墨、工业用途

以及print on demand（POD）用途的喷墨油墨等高性能、高附加值的产品。

● 胶印油墨

● 喷墨油墨

● UV（紫外线）硬化型油墨

● 报纸油墨

印
刷
及
信
息
关
联
事
业

胶版轮转油墨 UV硬化型油墨

　　我们身边充满了琳琅满目的包装产品。我们东洋油墨与集团的各家企业都

进入了包装市场。从食品包装等软包装领域到纸质器物、瓦楞纸板，通过提供

适应用途的油墨以及涂层材料等，为包装的安全与放心、包装制造领域的节能

与省材作出贡献。

● 凹版油墨

● 水性油墨

● 丝网油墨

● 凹版设备・制版

包
装
关
联
事
业

水性油墨凹版油墨

　　树脂（聚合物）属于印刷油墨的原料之一，是东洋油墨集团的核心素材。在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精密设计的聚合物中，融合了长年积累起来的独有技术，并

且不断创造、开拓着新的功能以及新的市场。相关产品可以用于广告招牌、饮

料罐、电子产品，以及作为新一代能源的太阳电池等处，用途极其丰富。

● 胶粘剂

● 罐用涂料

● 树脂　

● 涂工材料

● 复合接着剂  

● 天然材料

聚
合
物
与
涂
层
工
艺
关
联
事
业

金属用表面涂层剂粘合剂、涂工材料制品

　　我们经营印刷油墨主要的色素成分有机颜料，以及与颜料同样具有代表性

的塑料用着色剂等色材。此外，基于在油墨和涂料生产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颜料

细微化技术及分散技术等精华技术，我们还创造出了增添数字画面色彩鲜艳度

的液晶彩色滤光片材料。融合了尖端技术的兼色彩与其他多种功能的产品，可

被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 颜料・颜料分散体

● 塑料用着色剂

● 记录素材涂料  

● 彩色滤光片材料

颜
色
材
料
与
功
能
材
料
关
联
事
业

有机颜料 液晶彩色滤光片材料

事业分布／核心事业公司

研究及开发活动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TOYO INK CO., LTD.

设 立

代表取缔役会长

代表取缔役社长

资 本 金

员 工 人 数

： 2011年（平成23年） 4月1日

： 佐久间 国雄

： 山﨑 克己

： 5亿日元

： 850名

网站>> http://www.toyoink.jp/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TOYOCHEM CO., LTD.

设 立

代表取缔役会长

代表取缔役社长

资 本 金

员 工 人 数

： 2011年（平成23年） 4月1日

： 北川 克己

： 柏冈 元彦

： 5亿日元

： 345名

网站>> http://www.toyo-chem.com/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TOYOCOLOR CO., LTD.

设 立

代表取缔役会长

代表取缔役社长

资 本 金

员 工 人 数

： 2012年（平成24年） 4月1日

： 北川 克己

： 宫崎 修次

： 5亿日元

： 773名

网站>> http://www.toyo-col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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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在国内外各区域设立分公司，真挚地满足安心、安全、环保的世界共同要求以及当地顾客的需求，

为了切实满足当地顾客的需求、向世界各国的顾客提供优质商品而努力进行产品的开发与销售。

特别在安心、安全、环保方面，集团将ISO14001作为持续改善经营的手段，积极获取海外生产企业认证资格。

全球网络、 
ISO14001认证取得状况　（2012年4月1日当前）

★＝ISO14001认证取得据点

 TOYO INK PAN PACIFIC PTE. LTD.〈新加坡〉

★ 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 SDN. BHD.〈马来西亚〉

★ TOYOCHEM INK PTE. LTD.〈新加坡〉

★ TOYO INK (THAILAND) CO., LTD.〈泰国〉

 Sumika Polymer Compounds (Thailand) Co., Ltd.〈泰国〉

 TOYO INK (PHILIPPINES) CO. INC.〈菲律宾〉

★ TOYO INK COMPOUNDS CORPORATION〈菲律宾〉

 PT. TOYO INK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

 TOYO INK (MIDDLE EAST) FZE.〈迪拜〉

 Sumitomo Chemical Polymer Compounds Saudi Arabia Co., Ltd. 

〈沙特阿拉伯〉

 TOYO INK VIETNAM CO., LTD.〈越南〉
TOYO INK INDIA PVT. LTD. TOYO INK COMPOUNDS 

CORPORATION

★ TOYO INK COMPOUNDS VIETNAM CO., LTD.〈越南〉

 TOYO INK INDIA PVT. LTD.〈印度〉

★ TOYO INK AUSTRALIA PTY. LTD.〈澳大利亚〉

 TOYO INK NEW ZEALAND LTD.〈新西兰〉

亚洲、大洋洲地区

TOYO INK EUROPE SPECIALTY 

CHEMICALS S.A.S.

TOYO INK EUROPE PLASTIC 

COLORANT S.A.S.

 TOYO INK EUROPE (PARIS) S.A.S.〈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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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O INK EUROPE S.A.〈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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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ika Polymer Compounds (UK) Ltd.〈英国〉

 Sumika Polymer Compounds (France) S.A.〈法国〉

欧洲地区

台湾东洋彩光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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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住化复合塑料有限公司〈中国〉

 江苏东洋亚邦颜料有限公司〈中国〉

 成都东洋油墨有限公司〈中国〉

 台湾东洋油墨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 台湾东洋彩光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TOYO INK KOREA CO., LTD.〈韩国〉

 HANIL TOYO CO., LTD.〈韩国〉

★ SAM YOUNG INK & PAINT MFG. CO., LTD.

〈韩国〉

中国、东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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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

 研  先进材料研究中心

　 研  未来业务研究中心

★ 研  聚合物材料研究中心

 研  生产工艺创新研究中心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

★ 分  中部分公司

★ 分  关西分公司

★ 制  埼玉制造所

　 售  东洋油墨北海道株式会社

★ 售  东洋油墨东北株式会社

　 售  东洋油墨中四国株式会社

　 售  东洋油墨九洲株式会社

　 他  ga city 株式会社

★ 制  东洋爱德励株式会社

　 他  东洋油墨 ENGINEERING 株式会社

　 售  东洋油墨 GRAPHICS 株式会社

　 售  东洋油墨 GRAPHICS 西日本株式会社

　 售  东洋 SC 通商株式会社

★ 制  东洋 FPP 株式会社

★ 他  东洋 COLORTECH 株式会社

　 他  东洋 B-Net 株式会社

 他  东洋 MANAGEMENT SERVICE 株式会社

★ 制  东洋 Morton 株式会社

★ 制  日本聚合物工业株式会社

★ 制  松井化学株式会社

 他  LOGI CO-NET 株式会社

东洋科美株式会社

★ 制  川越制造所

★ 制  西神工厂

东洋色材株式会社

★ 制  富士制造所

★ 制  守山制造所

★ 制  茂原工厂

★ 制  冈山工厂

日本

报告书的对象范围

本报告书中所记载的“东洋油墨制造”是改制为控股制公司之前的公司名称。

而“东洋油墨”则指在2011年4月转制实行控股制公司之后的核心事业企业之一“东洋油墨株式会社”。

另外，“东洋油墨集团”在包含国内外关联公司（2012年度包括3家核心事业公司在内）的场合下使用。

■ 社会活动  记载有东洋油墨集团在国内外开展的社会活动方面的相关事例。

■ 环境安全活动   记载有东洋油墨集团在国内外开展的环境安全活动方面的相关事例，包括国内关联公司及获得ISO14001认证的海外关联公司在内的环境绩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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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制   制造

售  销售　

研  研究开发

他  其他

分  分公司

　　为强化中国及海外的颜料销售事业，东洋油墨SC控

股株式会社与亚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亚邦集团）共

同设立了合资企业——江苏东洋亚邦颜料有限公司，旨

在通过将亚邦集团拥有的生产设施及在中国国内市场的

营销能力、原料调拨能力、销售能力与东洋油墨集团拥

有的环保能力、安心与安全的技术知识、国际品牌力相

结合，构建一个全球通用的中国有机颜料生产、销售体制。

在中国江苏省常州设立 

颜料合资公司 （2012年4月）

TOPICS

举行记者招待会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设立了东洋SC通商

株式会社，作为东洋油墨集团中担任综合商社功能

的子公司。该公司对包括东洋油墨、东洋科美、东

洋色材在内的集团产品、原材料、间接材料、设备

等的进出口业务进行一元化管理。另外，将在中国

和亚洲地区各个关联公司生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产品积极投放到俄罗斯、中南美洲、非洲等新兴市

场，从对这些新兴国家的市场调研到设立分公司、

供应材料、开拓销路，进行全方位的后援工作，发

挥综合商社的作用。

成立东洋SC通商株式会社  
（2011年7月）

关联公司
TOPICS

 TOYO INK INTERNATIONAL CORP.〈美国〉

 TOYO INK MFG. AMERICA, LLC〈美国〉

 TOYO INK AMERICA, LLC〈美国〉

★ LIOCHEM, INC.〈美国〉

 TOYO INK BRASIL LTDA.〈巴西〉

 Sumika Polymer Compounds America Inc.〈美国〉

北美、中南美地区

TOYO INK MFG. AMERICA, LLC LIOCHEM,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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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提供的各类产品被应用于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例如，书籍、报纸、车站海报等印刷品；超市、便利店内陈列的食品、罐装饮料的包装。

电视画面的色素。智能手机的触摸屏、连接手机该部分的多功能粘合构件……。

365天，我们为世界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断提供支援。

事业与社会的联系

　　智能手机用关于色彩的应用软件。拥有基于

色板或关键词的颜色检索功能与保存自己喜欢的

颜色的登录功能。此外，除了从智能手机所拍摄

的图像中抽取颜色并保存的功能外，还实现了为

颜色命名，与软件其他用户共享、

评论、回信等通信功能。

（东洋油墨株式会社）

色彩交流应用软件

“TUBUCOLORTM（粒色）”

　　让人期待高品质的鲜艳包装、透露着十足分

量的书籍装订等，凹印制版及丝网印刷技术能应

用于生活中的各类商品。运用这些核心技术，积

极开展产业用途技术的应用，如电子领域的高精

度凹印制版／高精细丝网印刷等。

（东洋FPP株式会社）

高精度凹印制版／ 

高精细丝网印刷

　　参与以三得利食品国际株式会社的ROSO

（Roll On Shrink On）方式为标准的世界首个热收

缩标签的开发。这次开发的粘合剂即使经过加热

收缩工程也能完美保持标签与接触面的粘合度，

是实现ROSO方式的关键所在。标签厚度仅18微

米，为世界最薄型，并

能比通常产品减少50%

以上的CO2排放量。

（东洋ADL株式会社）

世界最薄的热收缩标签用 

热熔胶粘剂

农业

肥料袋

◆  牛、猪、鸡饲料用笹液寿

电视（液晶）

◆  光学控制材料用涂层剂

◆ 光学材料用粘合剂

▲   液晶显示器用抗蚀油墨

▲   重型袋用母料

电线

▲   电线用母料

木栅

▲   木工涂料用分散体

家电

◆  家电吸塑钢板用粘合剂

▲   空调等家电外装 
机箱用母料

地板、壁纸

■ 装饰材料用油墨

门

▲   木工涂料用色片

纸尿布

◆  纸尿布用热熔胶 
粘剂

▲   透湿复合材料

桌子

■  装饰材料 
装饰板用油墨

书籍、杂志

● 平板印刷油墨

▲ 纸张、杂志用调色剂

太阳能电池

◆  背板用粘合剂

◆  集电极用导电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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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油墨集团的未来目标是使人们的生活与尖端科学技术和谐共生。

“Visible Science for Life （多彩科技与您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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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利用电波进行个体识别）

◆  RFID天线用导电油墨

报纸、书籍

● 报纸用油墨

◆  装订用热熔胶粘剂

建筑材料

▲   重防腐涂料用分散体

宠物食品

◆  搭配笹液寿的宠物食品
（狗食）

广告牌

●  印刷广告牌用 
喷墨式油墨

◆  广告牌用 
誊写薄膜

广告牌（巴士）

◆  车辆誊写用薄膜

建筑材料

◆  混凝土建筑涂料用功能性树脂

建筑涂料

◆  内、外饰建筑涂料用树脂

▲   内、外饰建筑涂料用分散体

容器包装（塑料瓶）

■ 塑料瓶标签用油墨

◆  标签用热熔胶粘剂

▲   塑料瓶盖用母料

◆  内、外饰用装饰薄膜

◆  绝热材料用、隔音材料用、 
挡光膜用、防振材料用粘合剂

◆  地板垫用热熔胶粘剂

▲   保险杠用着色剂

▲   保险杠涂料用分散体

▲   内、外饰涂料用着色剂与分散体

汽车

配管

▲   配水管道用 
母料

点心、营养品

◆  巧克力、饼干、口香糖用食用天然色素

◆  营养品、密封装健康食品印字用天然色素

◆笹混合茶“Koyume茶”

智能手机

◆  触摸屏电路用导电性油墨

◆  柔性印刷基板用耐热双面胶

◆  电磁波屏蔽膜

◆  电子元件固定用胶

◆  光学材料用粘合剂

◆  绝缘防蚀涂层

▲   液晶显示器用抗蚀油墨

▲   触摸屏用保护膜材料

平板电脑

▲   液晶显示器用抗蚀油墨

▲   触摸屏用保护膜材料

卫生用品

■  香波、护发素换装容器
包装用油墨

◆  笹日和（肥皂）

▲   浴室入浴剂用色片

▲   香波、护发素瓶用母料

化妆品

■  化妆品包装用装饰性
油墨

▲   染发剂用分散体

▲   指甲油用分散体

▲   印染用分散体

T恤衫

容器包装

■ 杯面容器用油墨

■ 纸盒用油墨

■ 纸制品、纸杯用油墨

■ 零食点心用油墨

■ 面包、点心包装用油墨

◆  吸塑薄膜粘合剂

◆  标签用粘合剂

◆  纸、塑料容器用热熔胶粘剂

◆  饮料罐（内侧、外侧、瓶盖用）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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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的历史，源于1896（明治29）年，起家于

小林油墨店的印刷油墨搅拌代加工业。在国内行业率先进行

公司法人化、制作油墨样品簿等，积极进行黎明期的新尝试，

作为油墨行业的开拓者发展至今。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当时物资严重不足，制造油墨

所需的许多原材料很难入手。为此，公司决定着手对自家生

产原材料进行研究，并成功实现了自家生产当时尤其短缺的

氯化钡及用于证券印刷的银红。

二战结束后，在京桥总公司的废墟上设立临时事务所，

为了帮助油墨行业更好的发展，东洋油墨制造于1951（昭

和26）年和美国国际化学公司（现为美国巴斯夫公司）在印刷

油墨领域进行技术合作。利用海外技术开发而成的“合成树

脂型油墨”拥有日本国内常用的“聚合亚麻仁油型”无法比拟

的鲜艳色彩、高光泽、高耐磨性等印刷效果。使用了该技术

的“速度之王”系列于1957（昭和32）年开始发售，满足了大

家多年来所追求的速干性、高光泽性及高转移性，为当时的

油墨行业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

另外，在印刷品剧增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随着报刊杂志

的大量印刷，印刷工厂的产业化不断完善，对于油墨的稳定

性及作业效率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为此，我们连续推出了拥

运用创业以来的技术及开发能力
为物资不足的生活做出贡献

通过积极的技术研究创造出 
多种高性能油墨

东洋油墨集团自创业以来，以坚持不懈的研究开发及开拓精

神迅速应对社会的各类问题，为人们的生活做出贡献。在此，

我们将向您介绍不断诞生出技术卓越、高品质的产品，以“特

殊化学产品制造商”的姿态为社会贡献一己之力的油墨事业

的历程及展望。

在任何时代 
都以社会的声音为基准， 
不断进取的油墨事业

重新开张营业。仓库内虽然只剩下仅有的一些材料，但处于

动乱时期的公司员工们齐心协力，开始制造以青色染料为原

料，技术含量较高的书写用墨水。除油墨产品外，还利用现

有的材料制造创伤药、肥皂及鞋油等，为物资严重不足的社

会贡献一份力量，帮助人们早日脱离困境。

刚开业不久的京桥总公司

1896年

“Visible Science for Life（多彩科技与您同在）”。这就是我们的企业理念。

东洋油墨集团追求“可视化的科技”理念，凭借历经一个世纪培育出的技术能力，

通过开发、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为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专题

书写用墨水标签

6色平板印刷 

轮转印刷机

1945年

1896年～

1945年～

—多彩科技与您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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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高速增长，石油资源的枯竭及大气污染等各类环

境问题不断浮出水面，而东洋油墨制造从很早起就着手开发

环保型油墨。1992（平成4）年，开发出国内首个以大豆油调

墨油为原料的植物油油墨，通过使用植物系原材料，成功减

少了石油系原料的用量。另外，在世界全面遭遇粮食危机的

情况下，开始启动从食用大豆油转向再生植物油的原料研究。

2001（平成13）年，公司开发出将菜油等使用后的食用油作

为油墨原料再利用的技术，并成功削减了精炼工序中的CO2

排放量。同时，公司正建立一个回收已用过的食用油的社会

机制，最终实现在平板印刷油墨的全线产品中，将原料转为

再生植物油原料的目标。

除环保方面外，为了倡导包括有色觉障碍的人群及老年

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识别的“色彩通用性设计”，我们开发

了适于各种色觉类型的支援工具“UDing”。如今仍无偿提供

给公共机构、各生产厂家、设计师等各个领域。另外，作

为色彩专业企业，东洋油墨集团致力于色彩通用性设计的启

蒙、普及活动，积极举办色彩通用性设计研讨会，制作对应

UDing的颜色样本等。

从植物系原料转向再生植物油原料
旨在进一步减轻环境负荷

有出色长期稳定性及速干性的“喷墨之王”系列及易于从油墨

罐中倒出的“东洋之王”。之后，又陆续发售了能够提高印刷

质量、可有效防粘脏的高级油墨“超级东洋之王”、未添加烃

类溶剂的紫外线硬化型油墨“速干”等多款系列。我们推出了

各类商品以应对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1990年～

　　听说米糠内富含多种维他命与矿物质，我已经吃了将近

30年的糙米，即使有时生活会不规律，却从未得过病。

　　我个人对米糠也抱有感谢之意，所以当听完米油墨的介绍

后，我高兴地想道“终于出现了我所追求的东西”。在我看来，

为全球规模的环境保护与粮食问题做出贡献，与东北地区有着

深厚渊源的印刷油墨正是日本应当引以

为傲的产品。本公司将尽快全面采用该

系列油墨，相信一定能产生附加价值。

VOICE 客 户 心 声

Hariu Communications株式会社

菊地 淳 先生

1990年

为进一步对社会所面临的课题有所贡献，东洋油墨集团

努力降低长途运输造成的CO2 排放量，以能够回馈地区经济

的“当地生产当地消费”为关键词，力求使用生产基地所在地

区固有的天然物原料。集团开发了以米糠油为原料的环保型

平板印刷油墨“TOYO KING NEX NV100 RICE”，作为一款下

一代的环保型油墨，获得了第21届地球环境大奖的经济产业

大臣奖。除了制作过程中不使用石油系原料并通过当地生产

当地消费尽量减少运输里程之外，集团还致力于使用日本东

北地区制造的米糠油、再生植物油，为东日本大地震的复兴

尽到微薄之力。

在东洋油墨集团的中期经营计划“SCC-Ⅱ”中，以“制造

革新”为主题，力求使用放心、安全的材料，生产出节能省材

的各种产品。将减轻环境负荷作为重要课题，在着手开发环

保型油墨的同时，依靠创业以来培育起来的技术力量迅速回

应今后的社会需求之声，为帮助大家实现富裕的生活做出自

己的贡献。

以当地生产当地消费抑制CO2排放量、
复兴地区经济推动制造革新

2010年～

2010年

使用大豆油调墨油的

油墨

TOYO KING NEX

NV100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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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合剂／黏合剂的起源相当古老，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

最初是利用天然材料沥青，将黑曜石等制成的箭头、箭尾固

定在木枝上。之后，随着人类的发展，粘合剂的技术也开始

不断进步，出现了比天然材料更容易量产的合成粘合剂。将

物品粘合在一起的粘合剂逐渐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

东洋油墨集团的胶粘剂、胶条事业自1957年（昭和32年）

从美国国际化学公司引进海外技术起，开始蓬勃发展。当时，

印刷相关加工领域等广泛的工业领域对粘合剂的需求都有所

提高，本公司在进口销售这类产品的同时，开始积极着手自

家生产技术的开发。其中于1962年（昭和37年）在国内开始

生产的粘合剂“Oribain”，作为东京奥运会时掀起“徽章热”的

粘合剂，受到了民众极大的欢迎。

此外，1964年（昭和39年）开始对双面胶“Double Face”

实施国产化。当时的日本社会对双面胶并不熟悉，而“Double 

Face”则成为了双面胶的代名词。随着商务的多元化，直邮

的需求激增，作为信封开口封条的“Double Face”系列逐渐开

始流行。1973年（昭和48年），极致追求作业性能的Double 

Face改良版发售后，防粘纸的易剥离性及超强的粘合力深受

好评，并有效提升了作业效率。

进入1965年后，社会对于胶粘剂的需求增加，并希望品

质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东洋油墨制造发售了研究已久的丙

烯树脂型粘合剂“BPS3233”等。与以往使用天然橡胶或合成

橡胶的产品相比，在粘合性与耐久性方面性能更为出色，能

够极大地提升工业产品的品质。之后，公司积极着手水性化

方面的研究，开发出丙烯乳胶型粘合剂。同时，也逐渐进入纸、

折缝标签领域。

双面胶方面也以丙烯类粘合剂为主流，广泛应用于家电

产品、纸加工品、化妆品等各个领域。之后扩大应用到汽车、

精密仪器元件等领域的粘合方面，并一直沿用至今。

另一方面，1970年（昭和45年），公司开发出咖喱包装用

杀菌袋，并迅速得到普及。而用于吸塑薄膜的粘合剂除了粘

合强度外，也要求具备耐热性及耐药品性，这些都需要卓越

的技术能力。为此，公司与美国莫顿化学公司签订了有关吸

塑用粘合剂的垄断性进口销售合同，开始销售“Adcote”产品

群。1975年（昭和50年），为了在国内进行正式的制造和销

售，与莫顿化学公司各出资50%成立了东洋Morton株式会社。

1979年（昭和54年），开始在国内投产，为社会创造出食品

包装用或印刷吸塑用粘合剂、功能性表面涂层剂等在我们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产品。

开始生产文具、杂货等日常生活中的 
聚合物关联产品。

随着胶粘剂与双面胶的用途扩大， 
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与时俱进的活跃领域
与胶粘剂／涂装材料息息相关的丰富生活

专题

昭和30～40年代（1955年～1974年） 昭和40～60年代（1965年～1994年）

—多彩科技与您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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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电影节

电影院

剧场版

运用在生产胶粘剂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技术与油墨事业

中创造出的颜色材料，于1989年（平成元年）成功开发出誊

写薄膜“Dynacal”。凭借油墨厂商特有的丰富色彩变化与出

色的户外耐候性，“粘贴涂料”在企业中广受欢迎，为广告牌、

显示器与汽车等街道上的一切场景带来光彩。

在“Dynacal”的开发过程中，公司也积极着手研究全球

性课题的环境对策。2002年（平成14年）所开发的“Dynacal 

Ecosign”是从资源开采到生产制作、废弃的所有过程，都以

环境负荷作为考量的环保型产品。由于在粘合剂或树脂中添

加了丙烯系树脂而非氯乙烯系树脂，可以防止引起二恶英和

酸雨的氯化氢气体出现。另外，丙烯系树脂拥有出色的户外

耐候性，使用寿命较长，也能降低生命周期成本。而且，如

是在丙烯板上施工，废弃时无须剥离誊写薄膜即可回收利用，

能够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量及回收利用时的成本，并大大减轻

环境负荷。

环保型产品的开发已成为所有产品的命题。在粘合剂方

面，除了以往的水性化外，作为行业领军企业的我们也积极

对高固性，低VOC、脱卤素、降低甲醛含量等方面进行研究。

近年来发展迅猛的电子设备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欠缺

的部分。随着设备越来越高端化、微型化，东洋油墨集团开

始着手研究如何将积累的技术与知识应用于电子设备。为应

对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等触摸屏的飞速发展，开发出利用印

刷技术形成电子电路的印刷电子材料。另外，还开发出用于

平板显示器的光学粘合剂、硬化剂等，帮助提高了机器的微

型化及操作性。

另一方面，吸塑粘合剂凭借在食品包装用途上培育出的

耐久性、耐湿热性、强粘合性等专业技术，应用范围已推广

至包装材料以外的领域。“Dynagrand”作为太阳能电池背板用

吸塑粘合剂，有效提高了发电效率及使用寿命，获得市场的

一致好评。而且，现在公司正在进行充电电池背板用粘合剂

的开发，力求提高充电电池隔热膜的生产性、成形性及电池

的使用寿命。

东洋油墨集团凭借推动尖端机器发展的技术开发，不断

丰富人们的生活。同时，为太阳能电池与充电电池等新能源

领域的高性能、低成本化做出贡献，不断致力于创造出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让广告牌与车辆大放光彩的“粘贴涂料”， 
通过使用环保型产品材料 
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从平板电脑到医疗器械、 
太阳能电池、充电电池， 
通过尖端技术丰富社会生活。

用于标签贴纸及建筑材料、家电、精密仪器等各类工业领域的粘合剂。

应用于吸塑薄膜等食品包装及医疗器具包装材料等广泛领域的粘合剂。

以双面胶、素有“粘贴涂料”之称的誊写薄膜等为代表，

广泛运用于汽车、街道广告牌、日常用品等方面的涂装材料。

东洋油墨集团根据社会的变化，进一步发展聚合物与涂层工艺关联事业的应用领域，

同时也积极着手解决全球性课题。

1989年～2008年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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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整个集团经营问题的重要决策机关，东洋油墨集团

每月都会召开董事会。同时，作为业务执行方面的重要决策

机构，还会定期召开“集团经营会议”。另外，为了明确经营

监督功能与业务执行功能的职责分担，集团采用执行干部制

度（任期1年），以加快决策速度，强化对业务执行的监督功

能。东洋油墨集团同时采用监事制度，董事会由11名董事

（其中包括2名社外董事）构成，监事会由5名监事（其中包括

3名社外监事）构成。社外董事、社外监事以东京证券交易所

制定的基准为参考，进行独立自主的判断，并通过出席董事

会等重要会议，以及阅览会议记录、议稿等文件，掌握重要

的经营信息，从公司外部以客观的视点来发挥其监视经营的 

职能。

2011年度，集团召开了17次董事会，在对法令中规定

的事项以及经营有关的重要事项做出决策的同时，也对业务

的执行状况进行了监督。此外，集团经营会议共计召开21次，

核心事业企业的经营会议共计召开12次。

每季度，我们将业绩与经营状况的相关信息通过网站等

媒介予以公布。另外，在2011年5月与2011年11月，我们

面向广大投资者召开了结算说明会，公布了有关业绩及经营

状况的信息。

为了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我们在代表取缔役直接管

辖的组织体制下，执行着内部统制系统的有效整顿与运用。

由董事会决定“内部统制系统的基本方针”，为确保业务的顺

利执行，努力完善业务执行体制及监察体制。

企业治理推进体制 企业治理的实施情况

东洋油墨集团于2005年制定了CSR经营基本方针——“CSR宪章”与“CSR行动准则”，完善了CSR推进体制。 

2011年4月转制实行控股制以来，集团上下都以实践CSR经营为理念，

在以“CSR统括委员会”及三大小组为中心的“CSR委员会”的带领下，积极推动CSR活动。

东洋油墨集团的经营框架 ：以经营理念为至高点，由实

现价值的“经营理念体系”，以及明确社会责任及所应秉持姿 

态的“CSR价值体系”这两大体系构成，“经营理念体系”与

“CSR价值体系”是表里如一的。

东洋油墨集团在经营理念中以“面向全世界创造生活文

化的企业”为目标，作为世界市场的优秀伙伴，本着化工企 

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展开企业经营。唯有这样，才能有效实践

东洋油墨集团所设想的CSR经营。

为了推进CSR经营，东洋油墨集团在企业治理体制中，

融入了推动CSR的“CSR统括委员会”及遵纪守法、风险管理、

环境安全这三大小组。“CSR统括委员会”实施CSR活动所有计

划的拟定、推进、跟踪，各小组则负责推进针对企业风险等

方面的应对措施。此外，除CSR统括委员会以外，我们还在

2012年4月设立了“品质管理委员会”，通过这一委员会所展

开的活动，来进一步推进放心及安全的产品。

企业治理与CSR推进

CSR的思路 CSR的推进体制

充实企业治理为了实践CSR经营

作为东洋油墨集团经营根基的“经营理念体系”与“CSR价值体系”，两者表里如一，为我们履行CSR提供着支援。

经营理念体系

将经营的基本理念体系化，

在全集团公司中实现共享（1993年）

CSR宪章

CSR行动准则

CSR活动方针、各种措施

CSR价值体系

从CSR的视点重新认识经营理念体系，

形成CSR宪章与CSR行动准则（2005年）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基于行动准则实践企业活动
东洋油墨集团  营业行动基准

关于每位员工所实践的企业活动的指导方针

经营哲学

经营理念

行动准则

【ISO26000 核心主题　组织治理／公正的事业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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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治理体制/CSR推进体制（2012年度）

CSR行动准则 （2005年4月18日制定）

● 通过产品与服务提供价值

　　面向市场创造新的“价值”，通过提供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文化发展以

及地球环境的改善有所贡献的产品以及服务，面向客户及最终消费者，努力提

供最高的信赖和满意度。

● 追求至诚的事业活动

　　在从原料调拨到产品销售的所有业务阶段，坚持公正合理的交易，本着诚

实守信的原则开展事业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创造健全的利益，并回报给以股

东为首的企业利益相关者。

● 积极的交流与信息的公开

　　在企业活动的各个方面，促进与社会的广泛交流，积极公正地公开全部经

营信息。

● 贡献社会的活动

　　在致力于提升具有社会价值的生活文化、以主业为基础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同

时，以与地区社会共存为目标，推进并支援作为良好企业市民的社会贡献活动。

● 促进全球规模的环境保护

　　在所有的事业活动中尽力减少对环境的负荷，并将全球规模的环境问题视

作自身应承担的最大责任，积极从事环境保护活动。

● 营造舒适且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职场环境

　　尊重每一位员工的个性与人格，努力营造一个可以充分发挥自主性与能力、

具有工作价值的、安全的职场环境。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在营造尊重人权、

没有歧视的劳动环境的同时，不允许让雇佣童工以及强制劳动等违反人道的行

为发生。

● 贯彻遵纪守法

　　遵守国内与海外各国的法律法规，遵循国际条约以及地区的社会规范，努

力贯彻基于高度理性、良知与伦理观的价值判断与行为。

● 构筑理想的企业治理

　　针对经营环境的变化与风险管理，构筑可以更加机动并灵活应对的集团连

峰经营体制，建立能够实现“为社会所需的企业”这一理念的经营方式。

监事会
·社内监事　·社外监事

集团经营会议

选任、免职

审计

报告

选定

选任

审计

〈控股型公司〉

审计、协作

协作

协作

统制、管理

遵纪守法办公室
（公司内外通报窗口）

CSR统括委员会

股东大会

选任、免职

监督

选任、免职

代表取缔役

执行董事

集团监查室

社外律师 风险管理小组遵纪守法小组

集团公司

董事会
·社内董事　·社外董事

会计审计师

环境安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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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4月18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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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成　　　　　　达成　　　　　充分达成

2011年度 东洋油墨集团CSR活动方针与业绩

2011年度  东洋油墨集团CSR活动方针 评价 2011年度  主要的活动业绩 登载页

推进、深化遵纪守

法活动 

为了切实履行CSR

经营，推进有着深

厚根基的遵纪守法 

活动。

提出可以感受到以各据点为中心的效率

与实效的高效遵纪守法活动。

● 在对遵纪守法负责人进行集体培训后，由各负责人召开据点会议，明确各据点的具体

课题与解决方法。另外，通过召开培训及讲习会，对员工进行遵纪守法教育。

● 随着公司转型为控股制，也对“事业行动基准”进行了修订。另外，还制作了中、英文

翻译版本，发放给包括海外公司的集团所有员工。

● 修订“遵纪守法事例集”并发放给各据点，以求在据点会议上得到有效利用。

【活动内容】

 ・ 遵纪守法负责人会议 ・ 遵纪守法据点会议

 ・ 遵纪守法监察  ・ 遵纪守法办公室（举报窗口）

 ・ 遵纪守法培训（新员工研修、赴海外人员研修、关联公司的新任董事研修、经营管理者

知识学习项目）

P18应对控股型公司体制下的遵纪守法风险。

将风险管理纳入考量，充实遵纪守法方

面的培训。

充实风险管理活动 

充分探知并把握各

种风险，力图充实

全公司范围的风险

管理活动。

分析确认全公司的风险所在并掌握相关

动向，强化风险应对能力，并积累相关

信息。

● 为应对知识产权的相关风险，新成立了“知识产权风险委员会”。

● 确认风险管理活动团体（各委员会）的年度活动方针，通过风险应对状况的定期报告，

把握整个集团的风险应对状况，强化应对风险的能力。

● 在泰国发生洪灾之际，紧急召开海外风险管理委员会，实施了应对措施。

P20-21

针对各部门年度目标中的日常管理型风

险管理活动，实施持续的监察活动。
● 确认年度初期设定的各部门风险课题以及活动方针，通过对各部门风险应对状况的定

期监查，强化日常管理型风险管理活动。除了公司风险，作为日常管理型风险管

理的一环，在“风险管理小组”对业务中

分门别类的各部门重大风险开展讨论。

东日本大地震后，力图减轻发生大规模

地震时的受灾程度。

● 在修订紧急对策本部手册的同时，制定地震对策（防止倒塌、泄漏、火灾、翻倒跌落情

况）的相关规定。

深化环境安全活动 

在包括海外公司在

内的东洋油墨集团

全体范围内深化环

境安全活动，降低

对环境的负荷，推

进放心、安全的生

产制造机制。

通过在全集团范围推进CO2 削减活动，抑

制全球变暖效应，同时推行防止环境污

染、零污染排放等措施。

● 作为全公司协作计划，为削减CO2 排放量，以制造据点的节能活动为中心，CO2 的排放

量与2010年度相比减少了2.7%（未达成与去年度相比减少5%的目标）。

● 国内所有生产据点继续达成零污染排放的目标。

P38

P39

促进环保型产品的开发与销售，降低产

品使用阶段的环境负荷。

●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与2010年度相比减少了2.7%， 销售额构成比增至52.8%。

● 根据碳足迹认证（CFP）的计算方式，计算出各类产品的CO2 排放量及社会与环境活动报

告书的CFP值。

P34

P45

在工作安全与产品安全这两大方面，完

善相关的规定、规则，同时开展确保安

全的相关活动。

● 对于国内事业所，实施环境安全监察并召开环境安全网络会议。

● 针对海外关联公司，实施环境安全监察（上海、韩国、美国）。东南亚关联公司的环境

安全责任人在日本接受了研修。

● 为了让员工了解各国新化学物质管控法规，以国内技术管理部门为中心，召开国际化

学物质管理网络会议。

P26-27

P36-37

为了降低事业活动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影

响 ，推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活动。

● 对4家制造所的排水问题持续实施了遵循WET※1的环境风险评估。

● 马来西亚的关联公司为生产可持续性棕榈油而继续参加了“RSPO（可持续性棕榈油圆桌

会议）※2”。

P42

强化安全对策，戒备大规模地震的发生。

● 针对东日本大地震实施安全监察的同时，重新制定了“地震对策（防止出现倒塌、泄漏、

火灾、翻倒跌落情况）的相关规定”。

● 对旨在提高设备抗震性的投资及原料调度进行调整，构筑包括海外关联公司在内的生

产互补体制。

P21

实践社会贡献活动 

通过合理的社会贡

献活动，为创建健

全的可持续性社会

做贡献。

作为社区一员，进一步强化在各国事业

据点中的交流与活动，实现和谐共存。
● 在国内及海外的事业所与地区社会进行交流，积极开展社会贡献活动。 P28-29

发挥生产制造企业所拥有的关键技术，

为创建舒适的社会环境做贡献。

● 举办了色彩通用性设计（CUD）的相关研讨会，普及了CUD支援工具“UDing”的专业技术。

● 使用以米糠油为原料的“米油墨”及LED硬化型油墨等，减少整个生命周期的CO2 排放量。

P10-11

P45

基于在2011年度CSR活动方针中规定的“推进与深化遵纪守法活动”、“充实风险管理活动”、“深化环境安全活动”、以及“实践

社会贡献活动”这4个项目，东洋油墨集团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特别通过风险管理及环境安全活动降低大规模地震所带来的风险，通过遵纪守法活动应对转型控股制所带来的遵纪守法风险。

此外，在泰国发生洪灾时，通过紧急召开风险管理小组的海外风险管理委员会等措施迅速应对局势。  

※1 WET（Whole Effluent Toxicity）：通过生物反应，来综合掌握事业场所排水中的化学物质所造成的影响，并采取相关对策的手法。

※2 RSPO（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以棕榈油的可持续性生产、运用为目的的非营利组织。

企业治理与CSR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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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  东洋油墨集团CSR活动方针

自2005年度起，东洋油墨集团就提出遵纪守法、风险管

理、环境安全、社会贡献这四大领域的活动方针，并付诸实践。

2012年度的CSR活动方针中，随着海外事业的加速拓

展，新增了充实海外据点的遵纪守法培训及强化风险管理的

2012年度  东洋油墨集团CSR活动方针

■ 推进、深化遵纪守法活动

为了切实履行CSR经营，推进有着深厚根基的遵纪守法活动。 

● 明确可以感受到以各据点为中心的效率与实效的高效遵纪守法活动。

● 应对控股型公司体制下的遵纪守法风险。

● 在风险管理意识下，充实遵纪守法方面的培训（有意识地拓展海外据点）。

■ 充实风险管理活动

充分探知并把握各种风险，力图充实全公司范围的风险管理活动。 

● 分析确认全公司的风险所在并掌握相关动向，强化风险应对能力，并积累相关信息。

● 针对各部门年度目标中的日常管理型风险管理活动，实施持续的监查活动。

● 除了公司风险，作为日常管理型风险管理的一环，在“风险管理小组”对业务中经过分类的各部门重大风险开展讨论。

● 将在全球开展、强化已在国内实施的风险预防保全措施及出现风险后的各种应对体制。

■ 深化环境安全活动

在包括海外部门在内的东洋油墨集团全体范围内深化环境安全活动，降低对环境的负荷，推进放心、安全的生产制造机制。 

● 通过执行全公司范围的“CO2削减计划”，防止全球变暖效应问题，同时推行防止环境污染，零污染排放等措施。

● 促进环保型产品的开发与销售，降低产品使用阶段的环境负荷。

● 在工作安全与产品安全这两大方面，完善相关的规定、规则，同时开展确保安全的相关活动。

● 为了降低事业活动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影响，推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活动。

● 为了防备大规模地震的再次出现，强化相关的安全对策。

● 伴随据点的优化，对土壤、地下水污染进行调查，并制定相应对策。

■ 实践社会贡献活动

通过合理的社会贡献活动，为创建健全可持续性的社会做贡献。 

● 作为社区一员，进一步强化在各国事业据点中的交流与活动，实现和谐共存。

● 发挥生产制造企业所拥有的关键技术，为创建舒适的社会生活环境做贡献。

项目。另外，在环境安全方面，伴随据点的优化，制定了防

止土壤、地下水污染的对策。而在社会贡献活动方面，将持

续遵循沿袭至今的活动方针，进一步充实活动内容。

※ 划线的项目为2012年度的追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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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纪守法事例集的修订

2011年度，进行了遵纪守法

事例集的修订，在征求各个遵纪守

法负责人意见的基础上，采纳了多

个基于实务的新事例。为了让员工

能活学活用，通过制定具体的指导

方针，告诉员工可能会发生哪些问

题，出现这些问题时应该采取怎样

的行动，深化遵纪守法意识。

 实施遵纪守法教育

将遵纪守法方面的培训作为重点课题，要求员工透彻理

解其中的意义。作为东洋油墨专门学校的课程，系统实施“新

员工遵纪守法说明会”、“新任管理者研修”、“赴海外人员研

修”、“经营管理知识学习项目”等教育培训。通过适于各个阶

层的学习计划，参照日常业务来深化对遵纪守法意识的理解。

 遵纪守法负责人的培养

配置于各据点的遵纪守法负责人（2011年度全国总计

138名）作为提升职场遵纪守法意识的领路人，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本着培养遵纪守法负责人的目的，在京桥、川越、

埼玉地区召开负责人会议。以负责人会议为基础，由各负责

人召开据点会议，确保各据点的课题提炼与解决得到切实的

运用。

 遵纪守法强化月

东洋油墨集团将每年的11月定为遵纪守法意识强化月。

期间，以遵纪守法负责人为核心，在各据点召开会议。配合

遵纪守法强化月，充分利用遵纪守法事例集，提炼遵纪守法

方面的重要课题。遵纪守法小组通过确认课题解决的进度来

降低风险。

东洋油墨集团认为，每一名员工都必须理解遵纪守法的意义，本着遵纪守法的意识来开展企业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在2011年度，为了切实执行CSR经营，推进了深深扎根大地的遵纪守法活动。

基本思路与定位

东洋油墨集团基于“集团全体员工就遵纪守法进行思考

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原则，在日常业务中不断开展讨论，让遵

守伦理及法规的意识普遍渗透到每一名员工的心中。通过让

每一名员工理解并共享关于遵纪守法的理念，激发员工去“提

出疑议”、“发现问题”，在萌芽阶段遏制违反伦理及法规的风

险。唯有让遵纪守法的意识扎根与企业风气内，我们才能与

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存共荣，实现内容更为充实的CSR活动。

遵纪守法推进体制

以推进组织“遵纪守法小组”为核心，在全企业范围内宣

传集团关于遵纪守法的理念，并开展有关法规的教育。此外，

以各据点的遵纪守法负责人为中心，积极营造机会，深化在

日常业务中对于遵纪守法的意识。

 内部通报制度（遵纪守法办公室）

作为关于遵纪守法的举报窗口，在公司内外都设置了遵

纪守法办公室。基于举报的事实进行调查，如果发现存在问

题疑点，将迅速制定相应对策。另外，会尽最大限度保护举

报人，保守秘密。

2011年度活动内容

 事业行动基准的修订

“东洋油墨集团事业行动基准”是东洋油墨集团全体员工

必须遵循的基本思想及行动准则，在遵纪守法活动中也必须

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转制实行控股制后，在对各种法令进

行修正及强化的基础上，修改、添加了实务方面的相应内容。

遵纪守法事例集

推进遵纪守法活动

【ISO26000 核心主题　组织治理／人权／公正的事业条例／消费者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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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安全实态调查

自2009年度起，每年实施以3000名以上的系统使用者

为对象的“信息安全实态调查”，掌握规则的遵守情况，并反

映到启蒙活动中。

 信息安全的启蒙活动

信息安全小册子的分发

自2007年起，我们开始发行培训用的

小册子《信息安全的须知》，并分发给了国

内所有员工（包括派遣职员、业务委托方职

员在内）。开始在公司内部实施定期监察，

以确认每一名员工都随身携带这本小册子，

并切实掌握了其中的内容。

实施信息安全教育培训

东洋油墨集团规定了“信息安全启蒙规则”，并以集团各

公司、各部门的信息安全管理者为对象，有计划地实施教育

培训。信息安全管理者则在所属部门召开启蒙会议，力图让

部门内所有人员都了解相关

内容，努力推进部门内的安

全强化活动。另外，在员工

教育培训计划中加入信息安

全的讲义，力求实现充实的

启蒙教育。

针对派遣员工、业务受托方员工的启蒙与管理

对于在东洋油墨集团中工作的派遣员工及业务受托方员

工，我们向他们出示我公司信息安全指导方针的摘录资料，

在确认他们署名后，才会发行可使用系统的ID。

信息安全通信的发送

我们定期向信息安全管理者发送“信息安全通信”，与其

共享新型信息安全威胁及病毒对策等相关信息。

对海外关联公司的启蒙

自2011年度起，通过在海外集团公司指定的系统窗口，

推进各公司的信息安全实态调查。此外，提供规定、指导方针、

信息安全通信等作为参考信息，努力提高海外关联公司的信

息安全水平。

东洋油墨集团清楚认识到信息资产管理及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在开展有组织的信息安全推进活动的同时，

通过定期的员工教育培训，致力于信息及信息资产的保护管理及其适当合理的运用。

信息安全推进体制

在集团组织“CSR统括委员会”的下属组织“RM（风险管

理）委员会”中，我们设置了“信息安全办公室”。由各部门选

任并配置“信息安全管理者”。以信息安全办公室为中心，通

过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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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信息保护体制

制定“关于保护个人信息的方针”和公司内部章程，为了

维持适当的个人信息管理体制，持续开展公司内部教育培训。

另外，还在各部门选任了“个人信息管理者”，配备了个人信

息底帐，根据信息的内容及形态来采取适当的管理。

信息资产保护体制

为了确保事业的持续性，除了系统运用中心的灾害对策

（地震、火灾、雷击）之外，为了确保主要服务器、机器设备

等在停电时也能保持运转，我们设置了应急用发电装置。在

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之际，这一对策也有效发挥了作用。

另外，针对来自外部的非法访问以及电脑病毒的威胁，我们

采取了预防措施以及相关的监视体制。

主要信息安全推进活动

 基于个人认证的信息资产利用的控制

自2009年度起，我们将使用“公司入门卡”的个人认证

系统导入了公司内部网络的门户网站，由内部网络进行信息

发送时，可以对收到信息的每一名员工进行相关的安全管理。

 针对带出公司的信息设备的管理

对于带出公司的便携式电脑或存储介质（USB存储器等），

在要求加密管理及登录许可制的同时，每年进行盘点以降低

信息安全风险。

信息安全的须知

信息安全对策

专　
　

题

事
业
与
经
营

社
会
活
动

环
境
安
全
活
动

实施信息安全教育培训

【ISO26000 核心主题　消费者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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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推进体制

东洋油墨集团的风险管理活动以“CSR统括委员会”内的

“RM（风险管理）委员会（RM委员会自2011年度起改名为RM

小组）”为推进母体，通过设立作为各重点课题常设执行机构

的RM活动主体以及紧急应对小委员会，构建相应的运营体

制，为确立集团整体的风险管理系统。此外，东洋油墨集团

在发展海外事业的同时，也积极致力于海外的风险管理活动。

RM小组的活动

RM小组主要就各部门的课题持续开展了日常管理型风

险管理活动。由各部门对日常业务中潜在的重大风险进行分

析、分类，然后在RM小组内集中实施评价与研讨，并制定、

实施相应的对策。另外，我们还与“遵纪守法小组”以及“环

境安全小组”实现了风险信息的共享。

2011年度，除了上述的基本活动之外，我们不仅针对在

泰国发生的大规模洪灾探讨了相关对策, 而且在综合考虑了

对公司经营将产生较大影响的知识产权风险（专利保证、专

利侵权、仿牌等）后，设立了“知识产权风险委员会”。

 海外的风险管理活动

关于海外的风险管理活动，由“海外RM 委员会”负责推

进海外关联公司的风险管理活动。2011年度的主要活动内容

如下。

①海外法律法规（GHS※1）对应体制的建立

我们以2010年度启动的“全球化化学物质管理项目”为

主体，推进了对应各国GHS的SDS※2，并继续开发了可发行

产品标签的系统，同时完善了相关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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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DS（Safety Data Sheet）：化学物质等安全数据工作表。在向其他事业者转让、出售

化学物质或产品时，用于告知对方该化学物质的性质、危险性及有害性等信息的文件。

②实施海外安全作业的培训

为了能够使海外据点发生的事故灾害信息能够迅速传达

至包括管理层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

我们再度完善了集团全体的紧急联

络网。此外，我们不仅邀请东南亚

各关联公司的环境安全负责人来日

本参加以环境安全教育为主题的集

体培训课程，而且还统一对中国、

韩国、美国的关联公司进行环境安

全监察并对安全作业的相关体系和

对策进行确认。

③强化对常驻代表的风险管理

作为海外当地的风险对策，我们积极收集各类研讨会、

展示会及研究会的相关信息，并将这些最新信息提供给当地

的常驻代表。此外还开展记录安全与否的训练。

 债权管理的相关对策

东洋油墨集团整体的债权管理对策主要是由“债权管理

委员会”来实施的。2011年度，我们继上一年度后再次召开了

例会，并在会议中根据来自营业现场的定性信息，判断分析

正确的应对策略，并向营业部门提议实施合理的应对措施。

 灾害对策

针对于地震对策，我们推进了“新67（设想ROKUNANA/

震度6-7）委员会”。2011年度，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我

们对过去编制的《首都圈直下型地震对策手册》以及《东海大

地震对策手册》进行了全面重估，编制了不限定灾害种类和发

生地区的《灾害对策手册》。同时，每年实施灾害发生时使用

卫星电话的通信训练以及记录安全与否的训练。有关活动的

详细信息，请浏览下一页中的“BCP（事业持续计划）与防灾措

施”的相关内容。

东洋油墨集团将“充实风险管理活动”作为CSR的活动方针之一，努力构建相应的运营体制，

以确立并强化集团整体的风险管理系统。

风险管理活动

RM小组构成图（2011年度）

新67委员会

信息安全办公室

海外RM委员会

债权管理委员会

知识产权风险管理委员会

RM小组

海外关联公司内的环境安全监察

【ISO26000 核心主题　组织治理／消费者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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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体制的重建

鉴于东日本大地震所造成的损害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

期，我们对过去编制的《首都圈直下型地震对策手册》以及《东海

大地震对策手册》进行了统一，编制了执行效率更高的《灾害对策

手册》。该手册将适用对象的范围扩大到了风水灾害和火灾，并

明确了以3个等级来定义的各灾害等级的行动准则。此外，我们

也对紧急对策本部、各对策小组的编制和职能进行了重新审核，

并通过详细的流程图明示了灾害发生时的对策。

灾害发生时的通信手段

为了确保紧急情况下的通信手段，我们训练员工通过使用移

动电话或电脑上的《安全与否信息系统》来确认安全，并在主要据

点配备了卫星电话。此外，为了能够在灾害发生时维持总公司的

基本功能,我们也针对服务器安置点的分散化进行了探讨。

设备抗震性的强化

基于自2011年6月开始实施的震后安全监察的结果，我们

制订了“有关地震对策（防止出现倒塌、泄漏、火灾、翻倒跌落

情况）的指导方针”。该指导方针明确指出了当发生强度为6级的

地震时，为了防止出现设备翻倒跌落、泄漏、火灾等情况所必须

采取的具体措施。

原材料调拨

东日本大地震后，化学生产企业的受灾导致印刷油墨中使用

泰国的洪水受灾情况

2011年9月后，泰国遭受了过去50年来最惨重的洪灾。洪

灾导致超过200万人的房屋进水，泰国中部大城府省的7个工业

园区被洪水淹没。

TOYO INK （THAILAND）（TIT）的员工全体上下精诚协作，不

分昼夜地在工厂周围设置土壤、铁桶、薄钢板等防洪设施，并不

断监视，使厂区幸免于供水的直接侵害。但是，570名TIT员工

中，约半数当地员工的房屋遭到了洪

水侵害。东洋油墨集团在积极完成部

分TIT事业的生产任务的同时，也为

当地员工送去了公司募集的捐款和援

助物质。

全球灾害对策

TIT遭受到洪灾侵害后，我们紧急召集了风险管理小组，就

收集受灾现场的信息和集团整体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协议。此外，

我们向现场派遣了工程部的员工，对灾害恢复时的安全对策等进

行了确认。同时，我们也扩充了海外的事故信息的联络渠道，完

善了即使在海外的关联公司发生事故、灾害时，也能由集团整体

进行迅速应对的体制。今后，我们将以东日本大地震和泰国洪灾

等大规模灾害为鉴，逐渐在海外各据点实施上述的应对措施。

BCP（事业持续计划）与防灾措施
谨向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的各位深表慰问。

东洋油墨集团针对在此次地震的应对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对受灾情况预计不足、设备的抗震性能不佳、原料调拨以及生产互

补体制等问题，以集团总务部、生产/物流/调拨总部为中心，推进了各项改进措施，并对BCP进行了重新审核。

基于BCP的应对措施

全球灾害对策

（2012年6月30日当前）

的部分原材料陷入了调拨困难的状况。为了尽到供应商的职责，

我们积极调度成品库存并紧急进口，度过了难关。为了应对今后

类似情况的出现，我们开始逐渐替换目前所使用的调拨来源有限

的原料（垄断性材料）。在2014年度之前，我们计划将主要垄断

性材料替换为通用原料或者同时使用两种来源。

对于电力供给不足的应对

为了应对电力供给不足的状况，东洋油墨集团在使用热电联

产系统和自有发电机的同时，在每个区域设定了节电目标，延长

空调、照明以及间接、技术部门的设备的运行间隔，实施包括海

外关联公司在内的生产现场的错时生产、错时运行（昼、夜间的

错时运行）、运行日错时（周六、周日、节假日和工作日间的交替

运行）等措施，有效错开了电力峰值。

对于放射性物质的应对

鉴于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发生的事故，我们于2011年5月在“生

产制造革新委员会”内部设置了“RIS（Radioactivity Information 

Supply）分会”，以专门应对放射性物质的相关状况。对于客户提

出的有关放射性物质的咨询，我们将出具《产地声明书》。企业在

该文件中自主声明其产品的产地的环境放射能级别低于ICRP（国

际放射线防护委员会）的建议值，并附有商工会议所发行的“签章

证明”。同时，我们引进了由第三方机构实施测量的机制以及自

主测量用的仪器，以确保原料和产品都没有任何问题。

TIT的援助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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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保证的思路

东洋油墨集团在从企划、研究开发到销售、售后服务的

各个阶段中均建立了完善的品质保证体系，并始终坚持为所

有顾客提供品质有所保证的产品。该品质中包括了所有与产

品相关的安全方面和环境方面的内容。此外，东洋油墨集团

通过有效运用与品质密切相关的ISO9001国际标准，不断充

实和强化整个集团内的品质保证体系。

品质保证体制

东洋油墨集团于2012年度成立了独立组织“品质管理委

员会”，希望借此来进一步改善和充实品质保证活动。品质管

理委员会主要以生产、物流、调拨总部为核心（事务局 ：企划

室），并由各事业所或事业部的品质保证部、技术创新总部的

相关负责人构成，通过每季度的全体会议来共享各部门的品

质关联信息。此外，通过每月召开品质管理委员会的事务局

会议，对整个集团内的品质状况以及重大品质问题的发生状

况进行确认。

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CS）

 客户咨询窗口

东洋油墨集团生产的众多产品主要针对企业客户，因此

我们通过各销售负责人来提取客户的建议和期望，并加以应

对。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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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及其他与企业活

动相关的内容。

※ 咨询窗口：http://www.toyoinkgroup.com/ja/inquiry/index.html

 与客户的沟通交流

东洋油墨集团开设并运营门户网站“Sommelier”，以满足

客户通过网络订购的需求。门户网站“Sommelier”也通过网络

向广大客户提供东洋油墨集团产品的PRTR信息及SDS（安全

数据表）。

此外，为了通过产品与客户沟通，除每年召开新产品

展示会之外，还参展了“国际综合印刷器材展IGAS2011”和 

“第4届中国国际全印展（All in Print China 2011）”等各种展

览会。

东洋油墨集团在经营理念中提出了“提供先进的技术和品质”，并将保持和提高产品的品质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此外，我们也同时提供SDS等在处理产品时必不可少的重要信息。

个别会议的召开

2011 年度，我们与证券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共召开了约130 次个别

会议，对经营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具体说明。个别会议也成为了与投资者

们展开互动交流的场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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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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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们面向海外投资者制作了主要IR资料的英语版和中文版，

并在英语版和中文版网站上实现了与日语网站的IR内容的联动。

IR工具的发行

《Fact Book》以日英双语版的形式每年发行1次，以数据及插图的方式，

简明地标示出过去10年间的财务数据以及最近结算期内的事业概况与每

一季度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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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2012年3月期的结算说明会配付资料，请参照以下网站链接。

　 http://schd.toyoinkgroup.com/ja/release/2012/12052801.html

为了广大的客户

对于股东及股民的责任

【ISO26000 核心主题　消费者课题】

【ISO26000 核心主题　组织治理】

东洋油墨集团将股东、投资者视作与客户及地区社会同样重要的利

益相关者，致力于积极、公正地公开与经营与事业相关的全部信息。此外，

为了缩小国内与海外、个人与机构投资者等之间的信息差距，我们不断

加以完善信息的公开方式。

● IR活动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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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

的两次结算说明会中，分别有约70名证券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大众媒

体等各方人士出席。在结算说明会中，除

了业绩报告及下一期业绩预测之外，同时

介绍了各事业部分的发展战略的进展情况

以及不同业务领域的新产品概况，向各方

人士传达了集团事业发展的方向性。

● 积极开展IR活动

2012年3月期的结算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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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调拨基本方针”和“调拨对象选定
基准”的CSR调拨

东洋油墨集团通过向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来贡献社会。

同时，通过公平对等的调拨活动与交易对象建立信赖关系，

共同发展。另外，为了实现公平、公正的买卖交易，基于“调

拨基本方针”及“调拨对象选定基准”开展CSR调拨。

 间接材料的CSR调拨推进体制

除了溶剂和树脂等原材料之外，工作服和安全鞋等间接

材料也必须在整个集团内实施管理，并推进CSR调拨。

东洋油墨集团自2011年度起开始构筑间接材料调拨体

系，计划从完成项目开发的2012年度起阶段性地在各据点开

始落实。通过该体系，迄今为止在各据点或部门独立进行的

间接材料的调拨将变得可视，治理将得到强化，固定费用将

被削减，同时，集团将具备同时管理原材料和间接材料调拨

的管理体制。

 全球调拨

东洋油墨集团已启功了与发展战略联动的全球调拨活

动。2011年度，国内外的集团公司聚集在中国上海，召开了 

“调拨会议”。各集团公司为了就原材料调拨达成共识，召开

了旨在增强调拨能力的学习会。与会各方还共同参观了中国

最大的油墨涂料展示会“China Coat”。

另外，作为全球调拨的重要一环，我们将继续加强集团

公司间的调拨合作。为了推进集团内的原料联合调拨，除了

与拥有全球供应能力的供应商加强业务关系，我们将共享原

料信息，在包括国内外关

联公司在内的整个集团

内，在安心安全的前提

下以最优价格推进调拨 

活动。

 BCP应对措施

东日本大地震导致一部分原材料难以调拨，影响到了生

产活动。鉴于此，我们更新了至今为止所有原材料的生产、

库存场所的数据库，对未实施BCP应对措施的原材料及紧急

情况下较难稳定供给的原材料进行了调查并加以改善。通过

这些举措，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也能稳定供给

原料的体制。

 签订调拨协定书、推进合理交易

东洋油墨集团为了对生产材料进行适当的环境管理并确

保品质，提出了缔结“调拨协定书”、“誓约书”的建议，并与

多家交易方缔结了协议。

在选定国内及海外的调拨交易方时，我们将就遵纪守法、

安全及财务责任、雇用及劳务条件等方面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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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为了推进CSR调拨，基于“调拨基本方针”和“调拨对象选定基准”，积极开展调拨活动。

同时，为了实现全球调拨，我们努力与国内外的集团公司、供应商联手，积极开展调拨活动。

在上海召开的调拨会议

CSR调拨／全球调拨

调拨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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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交易商的选定  我们将以遵守法律、社会规范为前提，在评定对方的技术开发力的同时，针对品质、价格、交货期、可靠性、提案能力、信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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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相互理解与信赖关系 我们将会努力加深与交易商之间的相互理解，建立信赖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4、坚持正规合法的调拨活动  我们将始终遵守法规，基于企业伦理来开展正规的调拨活动。并且，我们绝不与交易商之间形成任何私人性质的利害关系。

5、绿色调拨 我们在进行调拨的过程中，始终不懈怠对于资源保护以及环保等问题的关注，致力于维持并改善地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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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交易户的CSR  在开展调拨活动之际，我们始终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牢记在心。我们尤其将ILO劳动基准、遵纪守法、绿色调拨作为选定交易户的基准，

并以此要求或指导交易户。

【ISO26000 核心主题　人权／劳动条例／环境／公正的事业条例】

※关于“调拨对象方选定基准”，请参照网站中的如下链接。http://schd.toyoinkgroup.com/ja/csr/group/procur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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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人才的多样性

东洋油墨集团禁止一切基于人种、宗教、性别、国籍、

年龄等理由的不合理的歧视现象，秉持“尊重人的经营”这一

经营哲学，为了最大限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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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灵活运用人才方面，集团在日本国内积极聘用外籍员

工、提拔外籍干部，在海外关联公司起用董事。另外，为了

使员工能够按照当时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环境选择多样化的工

作方式，自2012年4月起，我们在制度方面引入了可享受半

天休假的半休制度。为了使每位员工能够按照各自的生活计

划合理安排时间，我们还引入了“咖啡馆计划（选择性福利 

制度）”。

 人权的尊重

东洋油墨集团在“事业行动基准”中明确记载了“禁止一

切歧视”、“禁止性骚扰和权力骚扰”、“尊重隐私”、“禁止使用

童工和强制劳动”的规定，在各工作场所召开遵纪守法会议，

积极开展公司内部的启蒙活动。事业行动基准也与海外的关

联公司共享，以求集团内的所有员工都能贯彻。

 育婴支援

东洋油墨集团遵照“下一代养育支援对

策推进法”，获得了下一代养育支援认定标志

“KURUMIN”。2011年度的育婴休假复职率达到

100%。

 雇用残疾人

截至2012年6月，东洋油墨集团（国内）的残疾人雇用率

为1.52%，未达到法定雇用率（1.80%）的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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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油墨集团秉持“尊重人的经营”这一经营哲学，尊重每一名员工的多样性，

并努力创建一个使集团内的所有员工都能够长期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的工作环境。

创建生气勃勃的工作环境

人数 职位所占比例

董事 55名 22.5%

会长、社长 16名 32.0%

2011年3月底 2012年3月底

男 女 计 男 女 计

东洋油墨制造 1,921名 228名 2,149名 — — —

东洋油墨SC 控股 — — — 352名 77名 429名

东洋油墨 — — — 732名 70名 802名

东洋科美 — — — 836名 77名 913名

国内关联公司 927名 126名 1,053名 899名 138名 1,037名

海外关联公司 — — 3,953名 — — 4,146名

2010年度 2011年度

正式职员 零工 正式职员 零工

公司原因 0名 0名 0名 0名

自身原因 28名 17名 18名 15名

离退休 30名 0名 16名 1名

停职期期满 5名 — 1名 —

合同期期满 — 6名 — 16名

合计 63名 23名 35名 32名

年度离职率 1.54％ 11.00％ 0.88％ 10.34％

利用内容 利用者数量

产前产后休假 12名

育婴休假 14名

育婴期间缩短工作时间 17名

※ 兼职情况下按各自职位分别计数。

※  自2011年4月1日起转型为控股制。（东洋油墨制造的在编人员＝东洋油墨SC控股

株式会社＋东洋油墨株式会社＋东洋科美株式会社）

海外关联公司员工的董事起用人数 （2012年7月1日当前）

职员数数据

东洋油墨集团（国内）与国内关联公司  退职理由

育婴支援的相关利用情况（2011年度）

残疾人雇用率的推移

（年度）2010 2011 2012（6月当前）

1.94

1.25

0

（％）2.5

1.521.63

下一代养育支援对策推进法  

第二期行动计划（2010 ～ 2014年度）

 目标1   从多方面创建一个能让员工轻松利用育婴支援制度

的职场环境。

 目标2   持续推行比育儿护理休假法的相关要求更充实，更

灵活的支援制度。

 目标3   完善有益于改善工作方式的劳动条件。

【ISO26000 核心主题　人权／劳动条例】

“KURUMIN”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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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聘制度

东洋油墨集团从2001年起开始回聘退休员工，将2009

年达到退休年龄的员工的回聘期限延长至65岁，形成了符合

一定条件的健康员工只要有意愿即可就业的体制。

 职场交流

从2011年度起，集团实施了交流支援制度，对公司组织

的以交流为目的的旅游及娱乐活动，由公司支付一定的补贴。

本制度除了正式员工，

也适用于临时员工与派

遣员工，旨在全面促进

职场的交流。2011年度，

约有65%的员工参加了

交流活动。

 人材培养的思路

在东洋油墨集团的行动准则

中，明确记载了通过事业活动来

获得顾客满意（CS）、员工满意

（ES）、社会满意（SS）的理念。为

了尊重多样的价值观和职业志向，让每一位员工都能提高工

作品质，集团以“东洋油墨职业进修课程（T-CAP）”与“东洋

油墨专门学校”为两大支柱，致力于人才的培养。

 T-CAP的实施

东洋油墨集团实施旨在促进职业发展的“东洋油墨职业

进修课程”，其中包括“培训性人事调动”、“自主申请获准调

动”、“公司内部公开募集制度”。

“培训性人事调动”是通过更换部门来拓展个人职业的制

度。在“自主申请获准调动”中，根据每年1次的“自主申请

问卷调查”的结果，把握员工的职业志向，并依此安排调动。

基于个人的职业发展非常重要这一考量，目前“培训性人事

调动”和“自主申请获准调动”约占调动总数的85%。此外，

有4名员工通过“公司内部公开募集制度”实现了人事调动。

为了培养全球型人才，我们从2012年度起实施将员工派

驻到海外工作半年的“海外修习制度”，并向海外派驻了5名

员工。

 应对全球化（东洋油墨专门学校）

为了在国内外培养全球型人材，东洋油墨集团以“东洋

油墨专门学校”为中心，开展对员工的培训。

面向国内的员工，集团开办了针对营业、技术、生产、

管理等不同职务以及从新员工到管理层的各级别的课程。另

外，通过“TIG全球人材库”有计划地培养常驻代表候补人员。

面向海外的员工，除了海外关联公司的干部候补人员的研修

之外，同时实施了针对环境安全责任人的研修。

在2011年度，东洋油墨专门学校在1年内共实施了183

天的培训，听讲者总计94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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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海外经营干部候补人员的研修，我拓宽了自己的视野。

同时，对东洋油墨集团的经营理念以及企业应该履行的责任有了

更深的认识。希望自己能运用本次研修中学到的东西，为东洋油

墨集团的发展乃至全世界的生活文化的提高作出贡献。

拓宽经营干部的视野

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品质保证部长

张丽萍

调动内容 2009年度 2010年度 2011年度

实际调动人数 589名 504名 503名

培训性人事调动与 
自主申请获准调动的人数

505名 441名 426名

培训性人事调动与 
自主申请获准调动的所占比例

85.7% 87.5% 84.7%

　 2009年度 2010年度 2011年度

退休者人数 75名 65名 58名

回聘人数 40名 53名 46名

回聘人数

培训性人事调动及自主申请获准调动占总调动数的比例

人材培养的两大支柱

T-CAP 东洋油墨 
专门学校

交流支援（烹饪课程和联谊会）

VOICE 当地员工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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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员工的健康与安全

东洋油墨集团为了维护员工的健康，严格管理工作时间

并积极推进带薪休假。同时，自2009年度起，集团遵照《健

康管理基本方针》开始实施《健康推进五年计划》。

 工作时间的重估和完善

为了在各部门加强时间管理，削减超时工作，集团制订

并实施了“劳动时间管理手册”。2011年度的平均加班时间为

5.7小时/月（2010年度为5.1小时/月）。为此，集团建议实施

半休等制度，让员工获得带薪休假。

健康推进目标

在健康推进活动方面，企业应开展精神健康方面的教育

和启蒙，改善包括吸烟场所等在内的工作环境。在维持个人

健康方面，每位员工都拥有维持自身健康的意识是非常重 

要的。

东洋油墨集团的健康推进五年计划基于上述理念，以①

推进健康、预防疾病、②精神健康对策、③建立健康的工作

环境这三项内容为中心，积极开展各项措施。以下，对截至

健康推进五年计划的最终年度—2013年度应该达成的健康

相关目标值及其进展情况进行报告。

养成运动习惯的员工数量较2010年度有所减少。目

前，精神健康对策以及人际交流的研修正由各事业所筹划并

实施。国内集团公司的员工中

有43%参加了精神健康的研修。

同时，集团在2011年度也实施

了简易职业压力调查，力求提高

员工的自我保健意识。

健康推进五年计划

2011年度，以“禁烟日＆支持禁烟”和“各事业所的健康

推进活动”为中心开展了活动。

在禁烟日＆支持禁烟方面，2010年度的13处据点扩大至

了20处。同时，配合5月31日的世界禁烟日，推行了设定禁

烟时间、限制吸烟场所等举措。

各事业所在健康推进活动方面开 

展了健步、体育大会等各类活动。 

在体育大会中，员工及其家人共

同参与，实现了超越员工之间的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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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会使用到各种化学物质。因化学物质的泄漏、火灾、爆炸以

及生产设备引发的事故，将可能对在那里工作的员工及周围

居民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威胁。东洋油墨集团将继续强化安全

管理、推行防灾措施。

 海外赴任前的研修

赴任海外关联公司的常驻代表遵照东洋油墨集团环境经

营的基本方针—“环境、安全基本方针”及“环境、安全行

动准则”，在生产活动中确保安全卫生，贯彻防火防灾，肩负

着在各海外据点统筹管理环境安全的重大职责。为此，在海

增进健康、预防疾病、保持精神健康。

为了营造一个能让员工健康工作的环境，我们努力完善制度，促进员工的身心健康。

作为安全、防灾活动的一环，集团加强了对海外赴任人员和环境安全责任人的教育以及各项防灾举措。

提升员工的健康与安全

健康相关活动的内容 
（2013年度的目标值）

2009年度 2010年度 2011年度

养成运动习惯的员工数量的增加
（全体员工的30%以上）

25% 27% 25%

以精神健康对策/提升交流能力为
目的的教育、研修听讲者数量的 
增加 （全体员工的50%以上）

26% 35% 43%

健康相关活动的内容与业绩

带薪休假平均取得率的变化※

（％）

（年度）2008 2009 2010 20110

40

50

60

100

47.0
52.2 53.4

50.1

【ISO26000 核心主题　劳动条例／共同参与社区发展】

精神健康研修会

禁烟日的通告

※ 总取得天数÷年内总授予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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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员赴任前，由专业人士进行环境及安全管理的培训，敦

促员工认识到，环境与安全管理是与品质、成本、交货期管

理同等重要的课题。

具体而言，在环境管理方面对削减工厂使用的能源、废

水废气及各类废弃物的必要性和实施方法进行培训；在安全

卫生方面，鉴于过去的事故事例及相关措施探讨如何防止事

故再次发生，诉求预防新型灾害的重要性，并说明风险评估

方法、安全对策的方法等内容，以求强化包括海外关联公司

在内的集团整体的环境安全意识。

 海外环境安全责任人的研修

东洋油墨集团以新兴国家为中心积极推进全球事业发

展。为了支持海外事业，集团自2011年度起全新启动了对

海外事务所的环境安全责任人（当地员工）的培训研修课程。

2011年度，集团邀请了来自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

亚及越南的共7名员工来到日本，实施了两次研修课程，对

东洋油墨集团的安全管理体制、集团的事故事例及危险预测

活动等进行了讲授。7名员工还参观了川越制造所和琦玉制造

所，参加了再现“被夹、被卷”等情境的危险体验教室以及安

全卫生委员会，并体验了静电对策等制造所的安全卫生措施。

在课程的最后，集团要求每位员

工在本次研修的基础上，再次确

认所属据点在安全与卫生风险

上所面临的课题，并予以改进。

安全管理的水准不会一朝

一夕就提升。集团将通过对环境

安全的监察来验证持续性措施

的效果。今后，将在海外各据点

依次开展研修，努力构建PDCA

循环体制，提高集团整体的安全

管理水平。

 工伤防止措施

2008年2月27日，发生了因设备跌落导致集团公司的

员工死亡的事故。东洋油墨集团对这起事故高度关注，为了

不让类似的重大工伤事故再次发生，进一步开展了各类安全 

活动。

纵观近几年的工伤事故，年轻员工及工作经验较浅的员

工受到工伤的情况有所增加。年轻员工由于习惯于至今构建

起的安全环境，缺乏对于危险的认识和感觉，容易不自觉地

做出危险的举动。2012年，为了贯彻安全教育，在既有内容

的基础上加入了危险体验教育

和反复灌输的安全教育等活动，

在整个集团范围内重新构建安

全教育体制。今后，将制订普适

整个东洋油墨集团的安全指标，

防止事故的发生。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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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所的研修

危险体验教育

海外环境安全责任人的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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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国内） 化学工业 制造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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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国内） 化学工业 制造业

停工工伤发生频率※1的推移

停工工伤强度率※2的推移

※1  总计每100万工时中停工工伤引起的死伤者数量。

※2  总计每1,000工时中损失的劳动天数。

※  公司外数据引用自厚生劳动省“平成23年（2011年）工伤动向调查（事业所调查）结

果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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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活动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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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伴随集团转型为新的控股制，“事业

行动准则”在2011年7月被重新修订。

  通过食物促进交流 （东洋B-Net（株））

东洋B-Net（株）是一家从事房地产的买卖管理、保险代理、

旅游、诊断试剂的生产销售、

网上购物等业务的集团关联

公司。但与此同时，该公司

也在员工食堂和公司内部的

销售点“TIG PLUS SHOP”等

场所，由与集团有着业务往

来的地区的生产商以及公司

老员工提供并销售“安心、

安全、新鲜”的蔬菜。我们

认为，这不仅能促进交流，

实现与地区社会的共生，还

能帮助建立起一个员工也能

健康工作的环境。

  实施风险交流活动 （东洋科美（株）川越制造所）

东洋科美（株）川越制造所自2003年开始持续不断地实

施了环境省提出的风险交流模范事业。

2011年7月，我们邀请周边6自治体的代表、周边企业、

埼玉县环境部大气环境课、川越市环境保全课的各方人士共

同开展了风险交流活动。此次，我们运用生物反应手法，对

工厂排水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风险评估（WET），并将评估结

果予以公布，对预防火灾及安全卫生活动等方面的内容进行

了说明，并组织了工厂参观学习活动。在最终交换意见后，

埼玉县政府部门对我们的评价是 ：“从WET等措施可以看到贵

公司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是积极的。消除居民的不安是非常

重要的一件事，希望今后也能够继续保持”。本次活动也被

刊登在琦玉县环境部大气环境科发行的“环境交流事例集”中

（2012年3月发行）。今后，集团将继续致力于降低环境风险，

向附近的居民公开相关信息。

  协助执行“三天挑战”（东洋Morton（株）埼玉工厂）

东洋Morton（株）琦玉工厂协助实施了当地中学生的社会

体验课程“三天挑战”。2011年度，在收到滑川町立滑川中学

的申请后，于11月9 ～ 11日的三天内安排了工厂体验活动。

该校的1名老师和3名学生来到琦玉工厂，换上了工厂准备

的作业服、防静电安全

鞋、安全帽及手套，在

听取了关于实习内容、

注意事项及规则的说明

后，在现场负责人的指

导下体验了简单的实习

作业。

作为SS（Social Satisfaction ／社会満足）的活动之一，集团在通过本业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以与社区共生为目标，

在包括海外集团公司在内的集团整体范围内继续实践在身边即可开展的社区活动。 

“TIG PLUS SHOP”销售的蔬菜类

“TIG PLUS SHOP”

滑川中学1年级学生的实习作业

工厂的参观学习

与社会携手

【ISO26000 核心主题　共同参与社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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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贡献活动的基本理念

“环境交流事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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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TOKYO DESIGNERS WEEK 2011” 
（东洋油墨（株））

东洋油墨（株）参展了在明治神宫外苑举办的“TOKYO 

DESIGNERS WEEK 2011 ～环境与设计展～”（2011年11月 

1日～ 6日）。东洋油墨集团的展位以“追求色彩的无限可能

之计划“1050＋”※”作为参展主题，向设

计师等所有与色彩打交道的人士展示了

通过智能手机以全新方式与色彩互动的

体验企划《Feeling in “1050＋”Colors》。

※  “1050＋”：以“色彩”为核心开展各种尝试、追求无限可能的东洋油墨集团色彩商业

项目。“1050”这一数字代表着本公司色样的数量，展现了东洋油墨的悠久历史。同

时，“＋”这一符号则代表着集团的企业理念（长期构想），象征着向汽车、液晶、有

机EL、喷墨打印机等广泛领域的不断拓展。

  荣获韩国“国务总理奖”“中小企业厅奖” 
（三永油墨＆涂料制造（株））

2012年3月21日，三永 

油墨＆涂料制造（株）的张亨

淳总经理荣获了“国务总理

奖”。该奖项是由韩国政府

颁发，对企业长期在印刷油

墨、涂料制造业领域做出的

贡献予以认可的奖项。另外，

在前一天的3月20日，该公

司在韩国涂料油墨协会成立

50周年的庆典中荣获了“中

小企业厅奖”。

  东洋油墨集团东北Private Show 2012 

“商业配对东北2012”（东洋油墨东北（株））

东洋油墨东北（株）于2012年3月14日在宫城县印刷会

馆举办了“东洋油墨东北Private Show 2012”，传递了 “将地

震1年后作为分界线，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振作，与地震前

相比焕然一新，与客户及地区共同振兴灾区”的心愿。当天，

不仅对从米油墨到化工产品的广泛产品群进行了介绍，还举

办了东北大学栗木一郎副教授的主题演讲“看色彩的原理”等

活动。另外，在前一天

的3月13日，集团参展

了由祈愿东北复兴的300

家企业聚集一堂的跨行

业交流展示会“商业配对

东北2012”。

  日本包装设计协会召开调查研究研讨会 
（东洋油墨（株））

2011年7月6日，社团法人日本包装设计协会（JPDA）调

查研究委员会在东洋油墨（株）京桥总部召开了“第2届调查研

究研讨会”。2011年的研究主题是“通用性设计与包装”，东洋

油墨（株）经营企划部宣传小组在本次研讨会中就调查研究委

员会的活动做了报告，并介绍了会员专用网站“通用性设计＆

包装信息之森”。

此外，本次研讨会中，Ergonomidesign Japan（株）的代表

人Dag Klingstedt先生做了题为“目前必须基于人类工程学角

度学习通用性设计”的主题演讲，其中介绍了通 用性设计先

进国家瑞典的实际事例，并言及了正迈向超高龄化社会的日

本所面临的课题。 

  召开“色彩通用性设计事例介绍研讨会” 
（东洋油墨（株））

2011年8月25日，在东洋油墨（株）京桥总部举办了“色

彩通用性设计事例介绍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就色彩通用性设

计（CUD）的普及状况、有效运用CUD支援工具“UDing”的企业

事例以及工具的具体使用方法进行了介绍和说明，共有120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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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安全基本方针” 
“环境、安全行动准则”的制定

自1973年设置“环境改善对策本部”以来，东洋油墨集

团始终致力于改善安全卫生、减轻环境负荷。1990年，我们

环境安全管理体制

CSR统括委员会的专门小组“环境安全小组”提出了与

“SCC2017”联动的中期环境目标，推进集团的环境安全管理

体系。环境安全小组的下属组织“节能・省材”、“安全”、“化

学物质”、“土壤・地下水污染对策”小委员会，致力于加强各

领域的环境改善和安全作业。此外，在每年2月召开的“环境

会议”中，事业公司及关联公司的代表与相关部门领导就环境

目标的修正以及全公司范围内的环境安全战略进行审议。

  有害物质的管理

2011年度，东洋油墨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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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在国内的

所有事业所对飞散性石棉进行了调查，并完成了相关的拆除

与封锁工程。此外，我们将变压器、电容、荧光灯稳压器的

PCB废弃物保管在国内的13个事业所，并将管理及处理状况

定期汇报给行政部门。

制定了“全公司环境安全管理规程”。1996年6月，基于集团

的经营理念体系，我们制定了“环境、安全基本方针”及“环境、

安全行动准则”这两大环境经营基本方针，在全集团明确了我

们的理想目标。今后也将继续在整个集团内实践环境经营。

东洋油墨集团将“环境、安全基本方针”及“环境、安全行动准则”作为环境经营的基本方针。

通过在国内和海外同时推行此方针，以跨越国境的集团文化的形式推进环境经营。

环境安全的方针／管理体制

【ISO26000 核心主题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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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委员会

负责推进东洋油墨集团环境
安全管理系统的小组。

生产、物流、调拨总部

CSR事务局会

节能·省材小委员会

安全小委员会

化学物质小委员会

土壤·地下水污染对策
小委员会环境安全小组运营会议

环境安全推进部

化学物质管理部

CSR统管委员会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社长

环境安全小组

该组织对根据各国化学物质管理法规进
行的原料调度活动以及产品的国际化所
需要的化学物质信息进行管理。

负责制定环境安全与保安防灾的相关战
略，并与关联部门协作执行战略，进行
业绩评估。

环境安全管理系统的相关组织、体制 （20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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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负荷质量平衡

2011年度，东洋油墨集团下属的两家核心事业企业 

（4处制造所、1处工厂）的环境负荷相比2010年度在整体上

有所减少。随着生产量的减少，能源的使用量、CO2 的排放量

MFCA 活动 （使用MFCA实现能源损耗的可视化）

东洋油墨集团自2008年度起引入了MFCA（物质流成本

会计）※1，并在东洋油墨专门学校中开办了“MFCA实践计划”

的课程，推行了这一环境管理会计的手法。此外，我们也作

为“日本MFCA论坛”的成员参加了“使用MFCA实现能源损耗

的可视化”研讨会。

2011年度，随着地震后的节能意识不断提高，我们在研

讨会中对公用设备※2 的损耗进行了探讨，并对富士制造所及

川越制造所的热电联产系统※3 的能源损耗进行了分析。从各

类型损耗的分析结果来看，能源转换（运动→电气）、散热、

也相应降低。然而，能源使用量的减少率低于生产量的减少

率，能源基本单位相比2010年度反而增加。环境污染物质的

排放量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并且与2010年一样, 本年度也

产生了一定的废弃物最终处理量。今后，集团将进一步加强

减轻环境负荷的活动。

排气热、未利用的低温热等的损耗总计约28%。今后，集团

将根据探讨会的成果，探讨如何有效运行公用设备。

※1  MFCA（物质流成本会计）：关注制造过程中的损耗，将投入该损耗的原材料费用、

加工费、能源耗用费等按“产品负成本”计算，是一种兼顾环境及成本的手法。

2011年9月被认定为ISO14051国际标准。

※2  公用设备：辅助主要设备的设备。

※3  热电联产系统 ：可从1种能源中提取出2种（电能或热能等）以上能源的系统，是自

家发电装置之一。

专　
　

题

事
业
与
经
营

社
会
活
动

环
境
安
全
活
动

该数据为2011年度东洋油墨集团下属的两家核心

事业企业的数据。核心事业企业的4处制造所加上

1处工厂，共占国内所有制造据点能源使用量的约

86%。

※1  这里所说的化学物质，统指PRTR法第一种指

定化学物质以及（社）日本化学工业协会指定物

质群。

产品　184,826t

■油墨

■涂料

■树脂

■胶粘剂

■涂工材料

■化合物

■着色剂

■显示材料

东洋油墨集团在产品制造的过程中使用原料、副资材、能源等，

其所产生的CO2、化学物质、废弃物等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荷。因此，在进行生产时，

我们通过充分掌握INPUT和OUTPUT的整体状况并有效运用资源，积极致力于降低环境负荷。

环境负荷的整体状况／MFCA 活动

【ISO26000 核心主题　环境】

蒸气

冷水

电气

发动机

高温排气

高温水
气

冷却水

热电联产系统的原理

东洋油墨集团
核心事业企业

4处制造所 1处工厂

OUTPUT
CO2

CO2

排放量 70,247t-CO2

（能源来源）

化学物质※1

化学物质 44.4t

排水

排水 262万m3

环境污染物质

SOx排放量 2.7t
NOx排放量 67.3t
粉尘 1.6t
COD排放量 76.5t

废弃物

废弃物产生量 13,071t
废弃物最终处理量 19t

INPUT
能源

电力 5,065万kWh
A重油 1,265kℓ
LPG 33t
城市管道煤气 20,829千m3

原料

溶剂 46,920t
树脂 57,205t
颜料 25,841t
其他 102,903t

合计 232,869t
（化学物质※1使用量 51,354t）

副资材

汽油桶 5,722t
5加仑罐 2,663t
其他金属罐等 1,290t

合计 9,675t

用水

自来水  19万m3

工业用水 0万m3

地下水 274万m3

合计 293万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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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目标／业绩
2009年，东洋油墨集团重审历来的中期环境目标，制定

了针对“SCC2017”的新型中期环境目标（2017年目标）。

为达成这一长远目标，我们在2010年度制定并实施了当

年度的阶段性目标。

中期环境目标（2017年目标） 2011年度 环境目标 2011年度 业绩 评估 刊载页 2012年度 环境目标

管
理
系
统

■ 设定环保效率指标为10.0。 ■ 设定环保效率指标为7.5。 ■ 环保效率指标为7.8。 P34 ■ 设定环保效率指标为8.0。

■ 将MFCA（物质流成本会计）应用于制造所／工
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中，削减“负的
产品成本”。

■ 配合富士制造所引入TPM活动，根据MFCA对
TPM的改善效果进行评估。

■ 作为“日本MFCA论坛”的成员参加了研讨会，实施了公用设备损耗的“可视化”。 P31
■ 将使用MFCA计算出的能源损耗的“可视化”结果与节能活动联系在一起。
■ 采用MFCA对TPM的改善效果进行评估。

■ 国内的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在其经营计划中灵
活运用了ISO14001的机制，并不断致力于进
一步的改善。

■ 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在其经营计划中灵
活运用ISO14001的机制，并不断地致力于进
一步的改善。

■ 国内制造类关联公司均取得了ISO14001认证，并通过内部监察及更新监察继续推进改善工作。 P6-7
■ 国内的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在其经营计划中灵活运用了ISO14001的机

制，并不断致力于进一步的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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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取得ISO14001认证的海外生产制造类关联
公司应实施环境影响评估，为取得认证做好
准备。

■ 三永油墨＆涂料制造（韩国）取得了ISO14001认证。 P6-7 ■ 推进国内的制造类关联公司取得ISO14001认证。

教
育
／
启
发
、
社
会
贡
献

■ 把东洋油墨专门学校的环境教育课程扩展至海
外，充实环境方面的教育培训。

■ 充实环境安全培训教材/课程内容（完善教材
数据库）。

■ 在东洋油墨专门学校开办“海外关联公司干部
候补研修”课程，对海外关联公司的环境安全
责任人进行培训。

■ 制作了面向操作员及课长、管理人员的安全卫生教育资料，并在各事业所开展培训。
■ 购入环境安全教育的DVD资料，对数据库进行管理，为各事业所提供教育资料。
■ 安排东南亚关联公司的环境安全责任人在日本接受环境安全研修。

P26-27
P43

■ 充实面向各阶层的环境安全教育资料，在各事业所开展教育。
■ 在建成海外的凹版印刷工厂后，开展了以静电为主的安全教育。
■ 安排中国关联公司的环境安全责任人在日本接受环境安全研修。

■ 在国内所有生产据点设置可体验危险的教育
场所。

■ 在川越制造所设置了可以体验危险的教育场所。（共5处）。 P27 ■ 在国内的工厂及制造类关联公司设置可以体验危险的教育场所。

■ 与地区社会积极交流，实现和谐共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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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洋Morton（株）琦玉工厂协助实施了当地中学生的社会体验课程“三天挑战”。 P2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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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例设定为60%，
以期改善收益结构，确立一流品牌。

■ 将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例设定为53％ ■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增加了1.5%，达52.8%。 P34 ■将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例设定为5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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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施主要产品的LCA评估，实现产品环境负
荷的定量化。

■ 以印刷油墨产品为重点计算出全生命周期的CO2排放量。 ―—― ■ 将基于LCA的产品环境负荷的定量化扩展至印刷油墨以外的其他产品。

■ 根据印刷油墨的指定PCR ，计算公司自身的印
刷油墨以及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的CFP值。

■ 将CFP计算值等相关信息报至印刷油墨工业联
合会。

■ 计算出《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1》的CFP值，并根据此数据进行了碳补偿。
■ 牵头印刷油墨工业联合会，计算出各种油墨的CFP值，并公布于网站主页。

P45
■ 根据指定PCR，计算印刷油墨以及“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的CFP值。
■ 协助客户计算CFP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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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遵循各国化学物质规定／安全保障贸易规定，
强化对产品及原料的审查与管理。

■ 制订规范全球范围内的化学物质管理的“全球化学物质管理规定”。
■ 成功开发“全球化学物质管理系统”，推进化学物质的成分信息、关联法规信息的统一化管理。

P36-37
■ 积极推进系统的构建，迅速应对海外法规的生效、修订以及SDS的多语

言化。

■ 抽取原料或产品中的高风险化学物质，推行
替代品。

■ 借鉴各国的化学物质法规和自主法规，寻找替换方案。
■ 停止出售含有二氯甲烷等含氯有机溶剂的产品。

P36-37 ■ 根据化学物质法规及风险信息，推行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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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
的化学物质排放量相比2010年度减少2.0％

（122t）。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2010年度的化学物质排放量相比2010年度减少19.9％（99.4t）。 P36-37 ■ 国内生产据点的化学物质排放量相比2011年度减少了2.0%（97t）。

环
保
／
劳
动
安
全
、
风
险
管
理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能
源使用量（原油换算）相比2000年度减少20％

（37,800kℓ）。

■ 作为东洋油墨集团内部的联合活动,继续实施
“CO2削減计划”，构筑至2017年的削减蓝图
并实施进度管理。

■ 继续开展CO2削减活动。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制造类关联公司的CO2排放量相比2010年度减少2.7%（80,842t），未达到减少5%的目标。

P38
■ 作为东洋油墨集团内部的联合活动，持续实施“CO2削減计划”。
■ 将国内生产据点的2012年度的CO2排放量规定为75,000t。

■ 应对国内事业所的电力供给不足。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制造类关联公司的能源基

本单位相比2010年度减少2.0％（150ℓ/t）。

■ 对基于夏季的电气事业法的用电限制以及冬季的节电要求做出了恰当的应对。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制造类关联公司的能源基本单位相比2010年度减少0.6％（152ℓ/t）。

P38
■ 应对国内事业所的电力供给不足及拉闸限电。
■ 国内生产据点的能源基本单位相比2011年度减少2.0％（149ℓ/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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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洋油墨主体的国内运输配送的能源基本单
位相比2010年度減少1.0％（10.9ℓ/t）。

■ 东洋油墨制造及东洋科美的国内运输配送能源基本单位相比2010年度减少0.4％。 P40
■ 国内运输配送的能源基本单位（分母改为t、km单位）相比2011年度减少

1.0％。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
产业废弃物产生量相比2007年度减少50％

（5,080t）。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
产业废弃物产生量相比2010年度减少2.5％

（8,670t）。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产业废弃物产生量相比2010年度减少15.2%（7,541t）。 P39 ■ 国内生产据点的产业废弃物产生量相比2011年度减少5.0％（7,160t）。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用
水量相比2007年度减少20％（245万m3）。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
用水量与2010年度减少3.0%（287万m3）。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用水量相比2010年度增加2.6％（303.8万m3） P41 ■ 国内生产据点用水量相比2011年度减少3.0％（295万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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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复并维护环境。

■ 在改动土地时，实施适当的土壤以及地下水
污染的调查。

■ 在重建十条地区（东京都板桥区加贺）之际，根据东京都条例等实施了履历调查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P41 ■在改动土地时，实施适当的土壤以及地下水污染的调查。

■ 针对环保、劳动安全、保安防灾等问题，架构
一个涵盖海外地区的预防保全系统。

■ 对国内的关联公司通过填写检查单实施了监察。
■ 对海外的关联公司实施了访问监察。

■ 对国内的关联公司更新了“环境台账”并实施了环境安全监察。
■ 对中国、韩国、美国的关联公司实施了环境安全监察。

P20
■ 对国内的工厂以及关联公司实施了环境安全监察。
■ 对海外的关联公司实施了环境安全监察。

■ 在国内4处制造所巡回召开“环境安全网络会
议”。

■ 以国内4处制造所为中心，培养并提高静电管
理者的能力。

■ 每年召开两次环境安全网络会议。
■ 静电管理者的培训无显著进展。

—
■ 在国内4处制造所巡回召开“环境安全网络会议”。
■ 培养静电管理者，完善与静电相关的教育体制。

■ 定期重估资产去除债务，通过处理微量PCB
废弃物等措施削减债务。

■ 计算了国内的资产去除债务，在每季度进行一次重审。
■ 在更换川越制造所的变压器时进行了含有微量PCB的绝缘油处理。

P35 ■ 定期重估资产去除债务，通过处理微量PCB废弃物等措施削减债务。

风
险
交
流

■ 持续发行《东洋油墨集团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
书》，并丰富其内容。

■ 持续发行登载有第三方意见的《东洋油墨集团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

■ 发行了《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1》的日语版、英语版和中文版（第三方意见：循环型社会研究会）。 P43 ■ 持续发行登载有第三方意见的《东洋油墨集团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

■ 通过使用《东洋油墨集团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
书》，与利益相关者展开对话。

■ 参加了由可持续发展通信网络（NSC）主办的利益相关者对话。 P43
■ 通过使用《东洋油墨集团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与利益相关者展开

对话。

■ 推进风险交流（至少在4处制造所每年实施一次）。 ■ 在川越制造所及另一处制造所中开展风险交流。 ■ 在川越制造所，与周边自治会及行政机关等开展了风险交流。 P28-29 ■ 在川越制造所及另一处制造所中开展风险交流。

法
规
遵
循
、 

国
际
协
调

■ 持续推进遵纪守法活动。 ■ 持续推进遵纪守法活动。 ■ 继续实施了有关废弃物处理的遵纪守法监察（以把握现场确认中途处理方作业状况的实施情况）。 P39 ■ 持续推进遵纪守法活动。

■ 应对全球变暖效应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课
题，开展相关活动。

■ 应对全球变暖效应，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推
进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课题，开展相关
活动。

■ 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马来西亚）继续参加了RSPO（可持续性棕榈油的圆桌会议）。 P42
■ 应对全球变暖效应，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推进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

球课题，开展相关活动。

■ 积极在海外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内引进环境
管理系统。

■ 三永油墨＆涂料制造（韩国）取得了ISO14001认证。 P6-7 ■ 积极在海外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内引进环境管理系统。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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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续实施基于WET（Whole Effluent Toxicity）
生物指标的环境风险评估，努力降低制造所
排水引起的环境风险。

■ 继续对4处制造所的排水进行了环境风险评估。 P42
■ 持续实施基于WET（Whole Effluent Toxicity）生物指标的环境风险评估，

努力降低制造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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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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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维持了富士制造所的生态庭院及美国LIOCHEM的动植物栖息地。
■ 在《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1》等中使用了FSC认证纸张。

P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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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度的环境目标与业绩/
2012年度的环境目标

为了达成中期环境目标（2017年目标），设定了2011年

度的目标并开展相关活动。

尽管生产量有所减少，但CO2 排放量相比2010年度减少

2.7%，能源基本单位降低0.6％，均未能达标。由于各事业

所的节能活动的范围有所限制，只有从根本上对生产革新及

生产体制进行重新审视，才能大幅削减能源使用量及CO2 排

放量。集团将通过“CO2 削减计划”等各部门的联合活动来探

讨上述课题，将事业活动反映到环境目标中。

相比2010年度，化学物质排放量与产业废弃物产生量分

别减少了19.9%与15.2%，用水量则增加了2.6%。化学物质

排放量和产业废弃物产生量得到了大幅削减。

虽然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相比2010年度增加

了1.5％，但是仍未达到销售额构成比的目标值53％。另

一 方 面， 东 洋 油 墨 集 团 环 境 经 营 的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环保效率指标为7.8，达到了指标。

由印刷油墨工业联合会牵头推动的印刷油墨 PCR（商品

类别计算基准）已获得认定并予以公布。集团根据该基准计算

出了“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1”的CFP值，并将在今后在

产品开发与研究开发中融入LCA（Life Cycle Assessment）理念，

力争实现环境负荷更低的生产制造。 

作为生物多样性活动的一环，东洋油墨集团针对自家工

厂的排水，与国立环境研究所共同继续使用 WET 生物指标

来进行环境风险评估。今后，作为实施生物指标风险评估的

倡导者，我们将继续实施这一评估，努力降低工厂排水所引

起的环境负荷。 

【ISO26000 核心主题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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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环境目标（2017年目标） 2011年度 环境目标 2011年度 业绩 评估 刊载页 2012年度 环境目标

管
理
系
统

■ 设定环保效率指标为10.0。 ■ 设定环保效率指标为7.5。 ■ 环保效率指标为7.8。 P34 ■ 设定环保效率指标为8.0。

■ 将MFCA（物质流成本会计）应用于制造所／工
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中，削减“负的
产品成本”。

■ 配合富士制造所引入TPM活动，根据MFCA对
TPM的改善效果进行评估。

■ 作为“日本MFCA论坛”的成员参加了研讨会，实施了公用设备损耗的“可视化”。 P31
■ 将使用MFCA计算出的能源损耗的“可视化”结果与节能活动联系在一起。
■ 采用MFCA对TPM的改善效果进行评估。

■ 国内的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在其经营计划中灵
活运用了ISO14001的机制，并不断致力于进
一步的改善。

■ 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在其经营计划中灵
活运用ISO14001的机制，并不断地致力于进
一步的改善。

■ 国内制造类关联公司均取得了ISO14001认证，并通过内部监察及更新监察继续推进改善工作。 P6-7
■ 国内的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在其经营计划中灵活运用了ISO14001的机

制，并不断致力于进一步的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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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取得ISO14001认证的海外生产制造类关联
公司应实施环境影响评估，为取得认证做好
准备。

■ 三永油墨＆涂料制造（韩国）取得了ISO14001认证。 P6-7 ■ 推进国内的制造类关联公司取得ISO14001认证。

教
育
／
启
发
、
社
会
贡
献

■ 把东洋油墨专门学校的环境教育课程扩展至海
外，充实环境方面的教育培训。

■ 充实环境安全培训教材/课程内容（完善教材
数据库）。

■ 在东洋油墨专门学校开办“海外关联公司干部
候补研修”课程，对海外关联公司的环境安全
责任人进行培训。

■ 制作了面向操作员及课长、管理人员的安全卫生教育资料，并在各事业所开展培训。
■ 购入环境安全教育的DVD资料，对数据库进行管理，为各事业所提供教育资料。
■ 安排东南亚关联公司的环境安全责任人在日本接受环境安全研修。

P26-27
P43

■ 充实面向各阶层的环境安全教育资料，在各事业所开展教育。
■ 在建成海外的凹版印刷工厂后，开展了以静电为主的安全教育。
■ 安排中国关联公司的环境安全责任人在日本接受环境安全研修。

■ 在国内所有生产据点设置可体验危险的教育
场所。

■ 在川越制造所设置了可以体验危险的教育场所。（共5处）。 P27 ■ 在国内的工厂及制造类关联公司设置可以体验危险的教育场所。

■ 与地区社会积极交流，实现和谐共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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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洋Morton（株）琦玉工厂协助实施了当地中学生的社会体验课程“三天挑战”。 P2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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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例设定为60%，
以期改善收益结构，确立一流品牌。

■ 将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例设定为53％ ■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增加了1.5%，达52.8%。 P34 ■将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构成比例设定为5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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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施主要产品的LCA评估，实现产品环境负
荷的定量化。

■ 以印刷油墨产品为重点计算出全生命周期的CO2排放量。 ―—― ■ 将基于LCA的产品环境负荷的定量化扩展至印刷油墨以外的其他产品。

■ 根据印刷油墨的指定PCR ，计算公司自身的印
刷油墨以及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的CFP值。

■ 将CFP计算值等相关信息报至印刷油墨工业联
合会。

■ 计算出《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1》的CFP值，并根据此数据进行了碳补偿。
■ 牵头印刷油墨工业联合会，计算出各种油墨的CFP值，并公布于网站主页。

P45
■ 根据指定PCR，计算印刷油墨以及“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的CFP值。
■ 协助客户计算CFP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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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遵循各国化学物质规定／安全保障贸易规定，
强化对产品及原料的审查与管理。

■ 制订规范全球范围内的化学物质管理的“全球化学物质管理规定”。
■ 成功开发“全球化学物质管理系统”，推进化学物质的成分信息、关联法规信息的统一化管理。

P36-37
■ 积极推进系统的构建，迅速应对海外法规的生效、修订以及SDS的多语

言化。

■ 抽取原料或产品中的高风险化学物质，推行
替代品。

■ 借鉴各国的化学物质法规和自主法规，寻找替换方案。
■ 停止出售含有二氯甲烷等含氯有机溶剂的产品。

P36-37 ■ 根据化学物质法规及风险信息，推行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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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
的化学物质排放量相比2010年度减少2.0％

（122t）。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2010年度的化学物质排放量相比2010年度减少19.9％（99.4t）。 P36-37 ■ 国内生产据点的化学物质排放量相比2011年度减少了2.0%（97t）。

环
保
／
劳
动
安
全
、
风
险
管
理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能
源使用量（原油换算）相比2000年度减少20％

（37,800kℓ）。

■ 作为东洋油墨集团内部的联合活动,继续实施
“CO2削減计划”，构筑至2017年的削减蓝图
并实施进度管理。

■ 继续开展CO2削减活动。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制造类关联公司的CO2排放量相比2010年度减少2.7%（80,842t），未达到减少5%的目标。

P38
■ 作为东洋油墨集团内部的联合活动，持续实施“CO2削減计划”。
■ 将国内生产据点的2012年度的CO2排放量规定为75,000t。

■ 应对国内事业所的电力供给不足。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制造类关联公司的能源基

本单位相比2010年度减少2.0％（150ℓ/t）。

■ 对基于夏季的电气事业法的用电限制以及冬季的节电要求做出了恰当的应对。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制造类关联公司的能源基本单位相比2010年度减少0.6％（152ℓ/t）。

P38
■ 应对国内事业所的电力供给不足及拉闸限电。
■ 国内生产据点的能源基本单位相比2011年度减少2.0％（149ℓ/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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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洋油墨主体的国内运输配送的能源基本单
位相比2010年度減少1.0％（10.9ℓ/t）。

■ 东洋油墨制造及东洋科美的国内运输配送能源基本单位相比2010年度减少0.4％。 P40
■ 国内运输配送的能源基本单位（分母改为t、km单位）相比2011年度减少

1.0％。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
产业废弃物产生量相比2007年度减少50％

（5,080t）。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
产业废弃物产生量相比2010年度减少2.5％

（8,670t）。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产业废弃物产生量相比2010年度减少15.2%（7,541t）。 P39 ■ 国内生产据点的产业废弃物产生量相比2011年度减少5.0％（7,160t）。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用
水量相比2007年度减少20％（245万m3）。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
用水量与2010年度减少3.0%（287万m3）。

■ 制造所／工厂及国内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的用水量相比2010年度增加2.6％（303.8万m3） P41 ■ 国内生产据点用水量相比2011年度减少3.0％（295万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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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复并维护环境。

■ 在改动土地时，实施适当的土壤以及地下水
污染的调查。

■ 在重建十条地区（东京都板桥区加贺）之际，根据东京都条例等实施了履历调查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P41 ■在改动土地时，实施适当的土壤以及地下水污染的调查。

■ 针对环保、劳动安全、保安防灾等问题，架构
一个涵盖海外地区的预防保全系统。

■ 对国内的关联公司通过填写检查单实施了监察。
■ 对海外的关联公司实施了访问监察。

■ 对国内的关联公司更新了“环境台账”并实施了环境安全监察。
■ 对中国、韩国、美国的关联公司实施了环境安全监察。

P20
■ 对国内的工厂以及关联公司实施了环境安全监察。
■ 对海外的关联公司实施了环境安全监察。

■ 在国内4处制造所巡回召开“环境安全网络会
议”。

■ 以国内4处制造所为中心，培养并提高静电管
理者的能力。

■ 每年召开两次环境安全网络会议。
■ 静电管理者的培训无显著进展。

—
■ 在国内4处制造所巡回召开“环境安全网络会议”。
■ 培养静电管理者，完善与静电相关的教育体制。

■ 定期重估资产去除债务，通过处理微量PCB
废弃物等措施削减债务。

■ 计算了国内的资产去除债务，在每季度进行一次重审。
■ 在更换川越制造所的变压器时进行了含有微量PCB的绝缘油处理。

P35 ■ 定期重估资产去除债务，通过处理微量PCB废弃物等措施削减债务。

风
险
交
流

■ 持续发行《东洋油墨集团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
书》，并丰富其内容。

■ 持续发行登载有第三方意见的《东洋油墨集团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

■ 发行了《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1》的日语版、英语版和中文版（第三方意见：循环型社会研究会）。 P43 ■ 持续发行登载有第三方意见的《东洋油墨集团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

■ 通过使用《东洋油墨集团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
书》，与利益相关者展开对话。

■ 参加了由可持续发展通信网络（NSC）主办的利益相关者对话。 P43
■ 通过使用《东洋油墨集团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与利益相关者展开

对话。

■ 推进风险交流（至少在4处制造所每年实施一次）。 ■ 在川越制造所及另一处制造所中开展风险交流。 ■ 在川越制造所，与周边自治会及行政机关等开展了风险交流。 P28-29 ■ 在川越制造所及另一处制造所中开展风险交流。

法
规
遵
循
、 

国
际
协
调

■ 持续推进遵纪守法活动。 ■ 持续推进遵纪守法活动。 ■ 继续实施了有关废弃物处理的遵纪守法监察（以把握现场确认中途处理方作业状况的实施情况）。 P39 ■ 持续推进遵纪守法活动。

■ 应对全球变暖效应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课
题，开展相关活动。

■ 应对全球变暖效应，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推
进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课题，开展相关
活动。

■ 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马来西亚）继续参加了RSPO（可持续性棕榈油的圆桌会议）。 P42
■ 应对全球变暖效应，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推进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

球课题，开展相关活动。

■ 积极在海外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内引进环境
管理系统。

■ 三永油墨＆涂料制造（韩国）取得了ISO14001认证。 P6-7 ■ 积极在海外生产制造类关联公司内引进环境管理系统。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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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续实施基于WET（Whole Effluent Toxicity）
生物指标的环境风险评估，努力降低制造所
排水引起的环境风险。

■ 继续对4处制造所的排水进行了环境风险评估。 P42
■ 持续实施基于WET（Whole Effluent Toxicity）生物指标的环境风险评估，

努力降低制造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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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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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维持了富士制造所的生态庭院及美国LIOCHEM的动植物栖息地。
■ 在《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1》等中使用了FSC认证纸张。

P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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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达成　  基本达标　  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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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并参考了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高月弘（当时）所建议的 

方法。

※1  CRA（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为了评定环境问题的优先

次序而开发的一种评估方法。通过对特定地域的环境问题进行汇总列表，从风险

的侧面对问题的影响程度予以比较，评定优先次序。

2011年度的环保效率指标为7.8，超过了7.5的目标。经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没有提升，但主要的环境负荷项目被成

功削减。

今后，集团将继续提升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降低环境

负荷，为达成中期环境目标（2017年的环保效率指标为10.0）

而努力。 

环保型产品的提供

东洋油墨集团设定了产品在各生命周期阶段（从原材料

调拨到废弃、循环再利用）的“环保型产品”标准，将符合其

中一个以上标准的产品定为环保型产品并进行注册。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可通过公司的会计系统进行统计。

环保型产品在2011年度的销售额构成比相比2010年度增加

1.5%，达到52.8%，未达到2011年度的目标值53%。

今后，集团将继续推进环保型产品的开发与销售，为实

现2017年度销售额构成比达到60%的中期环境目标而努力。

此外，在现有的基准上，将对降低客户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环

境负荷的相关基准进行完善，重审环保型产品的基准。

环保效率指标

环境经营的KPI——环保效率指标通过以下公式来计算。

“环保型产品销售额指标”是指以2000年度为基准

（=100），将环保型产品销售额予以指标化的数值。“综合环境

负荷指标”是指以2000年度的负荷量为100，用自行定义的

偏重度将生产阶段中的环境负荷予以指标化的数值。偏重度

以国立环境研究所实施的“比较风险评估（CRA）”※1 的结果

重要的环境负荷 环境负荷的代替指标 偏重度（%）

全球变暖 CO2排放量 30

废弃物增多 废弃物最终处理量 20

水质污浊 COD排放量 10

大气污染 NOx、SOx排放量 10

有害化学物质增多 化学物质排放量 30

东洋油墨集团根据环保型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程度以及生产中的环境负荷的比重，计算出“环保效率指标”，

作为反映环境经营进度的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继续实施改善措施并公布信息。

环保效率指标／环保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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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值 综合环境负荷指标

环保型产品销售额构成比的变化

“环保型产品销售额指标”与“综合环境负荷指标”的变化

“环保效率指标” 的变化

代表性环境负荷和偏重度

环保效率指标  ＝ 
环保型产品销售额指标

综合环境负荷指标

【ISO26000 核心主题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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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 绿色会计

关于2011年度的“环保成本”，将核心事业企业东洋油

墨与东洋科密以及国内6家主要关联公司合计，与2010年度

相比，投资额增加了114百万日元，费用额减少了172百万

日元。排除生产数量增减的影响，“环保的物量效果”与上一

年度相比的结果显示， PRTR物质及日化协对象物质的排放量

呈正效果，总排水量呈负效果，而反映排水净化程度的COD

排放量呈正效果。“经济效果”与2010年度相比基本持平，环

境商务达到2,500万日元。 
资产去除债务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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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PCB（聚氯联苯）的机器类废弃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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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期的资产去除债务为3100万日元。

其中，PCB曾被用作电气设备类的绝缘油，但1972之后

被禁止制造和进口。事业单位必须依法对含PCB的废弃物进

行恰当的保存与管理，并在2016年7月前完成处理工作。另

一方面，部分1972年之后生产的电气设备类的绝缘油中仍含

有微量的PCB，这类情况可以通过无害化处理认定设施来进

行处理。 

2012年5月，东洋油墨集团在更换川越制造所的变压器

时，对含微量PCB的绝缘油进行了处理。今后，集团将继续

有计划地对各事业所保管的微量PCB设备类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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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尽可能定量地把握环保成本和预期效果，高效推行环保措施。

去除有形固定资产时产生法律责任的资产去除债务也被定量化并公示，以此履行说明责任。 

绿色会计

【ISO26000 核心主题　环境】

经济效果

分类 2010年度 2011年度

1. 有价物的出售 22 26

2. 节能 33 35

3. 省资源效果 388 401

4. 容器等的回收再利用效果 28 7

5. 废弃物处理费用节减效果 12 12

　　经济效果的合计 483 481

　　环境商务 5,343 2,500

环保成本

分类
2010年度 2011年度

投资额 费用额 投资额 费用额

事业领域内成本 120 1,275 77 1,033 

明细

公害防止成本 13 714 36 499 

地球环保成本 44 127 33 157 

资源循环成本 63 434 9 377 

上、下流成本 0 111 9 112 

管理活动成本 6 449 4 461 

研究开发成本 214 3,323 363 3,397 

明细
产品开发成本 159 3,083 323 3,227 

技术开发成本 55 239 40 170 

社会活动成本 0 2 0 2 

环境损害应对成本 0 32 0 15 

合计 340 5,192 454 5,020

统计期间：2011年4月1日～ 2012年3月31日

统计范围：核心事业企业（东洋油墨、东洋科美）、主要国内制造类关联公司

※ 该期间的研究开发费总额（合并）：6,950百万日元。

统计范围：东洋油墨、东洋科美

※ 环保型产品的销售额乘以营业利润率后的金额。

（单位：百万日元）

（单位：百万日元）

环保的物量效果（事业领域内）

统计范围：东洋油墨、东洋科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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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内容
标示环保效果的指标

指标的分类 2010年度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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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38.5 -0.8

水资源投入量（万m3） 283.6 292.4 -23.2

PRTR物质及日化协对象
物质使用量（千t）

57.4 51.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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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 70.2 -1.3

PRTR物质及日化协对象
物质排放量（t）

65.0 44.4 17.3

总排水量（万m3） 261.2 261.7 -13.9

废弃物产生量（千t） 14.2 13.1 0.4

废弃物最终处理量（t） 9.1 19.0 -10.4

SOx排放量（t） 2.5 2.7 -0.3

NOx排放量（t） 69.8 67.3 -1.1

粉尘排放量（t） 1.4 1.6 -0.3

COD排放量（t） 87.3 76.5 6.4

川越制造所的微量PCB绝缘油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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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排放量较大的据点的生产量增加，统计

范围有所扩大，因此海外据点的排放量大幅上升。今后，东

洋油墨集团将继续优化处理方法，正确处理VOC（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努力削减化学物质的排放量。另外，您可通过我

们的官方网站了解到东洋油墨集团的制造所与工厂在2011年

度的“第一种指定化学物质的名称、排放量及移动量”的数据。

  顺应海外化学物质相关规定

至此，海外的化学物质注册是由当地的各事业企业分别

进行的，但随着新兴国家对化学物质的管理和限制越发严格，

东洋油墨集团正通过化学物质管理部积极完善统一管理体

制。在欧盟、中国、台湾及菲律宾，注册国的事业据点及网

络体制得到了完善，在整个集团内建立起了全球规模的的化

学物质的注册管理体制。

今后，集团将继续对韩国版REACH※1、美国TSCA※2 及亚

洲各国的相关法规等全新颁布或修订的法规进行全球化管理。

※1 韩国版REACH：化学物质登记及评估的相关法律（化评法）。

※2  TSCA（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 Chemical Substance Inventory）：美国有毒物质

控制法。

  全球化学物质管理规定

为了加强供应链的信息传递以及对国际性化学物质法规

的顺应能力，东洋油墨集团制定了规范全球化学物质管理的

“全球化学物质管理规定”，以“规则与基准”、“教育”、“系统”

为3大活动支柱，强化东洋油墨集团的化学物质管理。

化学物质管理的思路与体制

东洋油墨集团将化学物质管理视为重要的环境安全/CSR

活动之一。为了安全使用化学物质，必须在进口制造、保存、

排放、搬运等所有环节对化学物质进行正确管理，将原料选

取这一生产流程的源头定为管理工作的基点，制定并执行《化

学物质风险管理规则》等公司内部规定。

目前，全球都在加强对化学物质的管理和限制。为了顺

应这一潮流，集团将原料与化学物质数据库更新为“新环境

系统”，致力于向客户提供恰当的SDS（化学物质安全数据表）。

集团同时还建立了适用范围更广的“全球环境系统”，以此应

对海外的法规。 

化学物质排放量

2011年度，我们继续对化学物质排放掌握管理促进法（化

管法）中的第一种指定化学物质以及（社）日本化学工业协会

（日化协）指定的物质群实施了化学物质排放量的统计。

2011年度，核心事业企业东洋油墨与东洋科美的排放量

为44.4t（相比2010年度减少31.7%），国内关联公司的排放

量为55.0t（同比减少6.9%），海外关联公司的排放量为157.8t

（同比增加109.6%）。国内的核心事业企业和关联公司的排放

量均有所减少，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对处理方法进行了重审，

使得化学物质的使用量大幅削减。

掌握及管理
化学物质的
特性、法规

掌握及管理当前
使用中的化学物质

化学物质管理

环境·安全基本方针 环境·安全行动准则

遵循环境相关法规

化审法（化学物质审查规则法）

WEEE、RoHS、REACH

GHS

环保型技术

环保型产品

制造工序的环保

化学物质管理的思路

为了预防化学物质所隐含的风险，东洋油墨集团完善公司内部规程及管理系统，顺应国内外各类法制法规。

同时我们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测定化学物质的排放量，以降低其排放。

化学物质的正确管理

化学物质排放量的变化

【ISO26000 核心主题　环境】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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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地使用我们的商品，集团决定立即停售含有含氯有机溶

剂的商品。

同时，作为替代品推广的不含有含氯有机溶剂的产品也

必须遵守消防法、有机溶剂中毒预防规则、特定化学物质残

障预防规则等法律。除了清洗剂，我公司对这次并未出现问

题的产品也将对标签、安全数据表以及使用说明书等进行确

认，确保客户能安全放心地使用产品。

  对于有机颜料中无意含有PCB的应对

2012年2月，化成品工业协会向经济产业省汇报了有关

有机颜料中无意含有多氯联苯（PCB）的情况。东洋油墨集团

确认了上市销售的有机颜料产品的PCB含有状况，在2012年

5月向行政当局做出第一次答复的时间点，未在本集团的产品

中发现任何含有超出指定PCB浓度的有机颜料。此外，在生

产和使用有机颜料的国内事业所对其排水的PCB浓度进行自

主测定后，证实所有的事业所均达到了特定工作场所的污水

排放标准。

  全球化学物质管理计划

自2009年度起，除了通过既有IT 系统继续对原料和产

品进行化学物质管理之外，东洋油墨集团推行了制作SDS、

掌握PRTR排放信息等化学物质管理。该系统和以获得新原

料为基础的公司内部流程相配合，通过与日常业务的紧密结

合，加强管理的确凿性。不仅如此，通过开发“全球化学物

质管理系统”，对东洋油墨集团所使用的化学物质的成分信息

和相关法规信息进行统一管理。为了迅速、准确地应对SDS

的多语言化以及海外的法规制度，我们试图建立起一个在整

个集团内进行合作的体制。

①原材料的GHS信息管理

集团参考从供应链得到的信息，有效运用各国法规及危

险有害性数据等外部数据库，对原材料的GHS信息与有害性

信息进行管理。此外，我们计划通过“全球环境系统”将全球

各国的数据汇集在一起，并将其有效运用在当地的化学物质

管理中。

②化学物质管理系统的进展状况

为了在生产、销售活动中规范化学物质的管理标准，集

团正在全球各据点落实“全球环境系统”。首先从已引进GHS

制度的日本、台湾、中国、韩国开始，最终计划在所有海外

据点落实该体制。 

③实施持续性教育

在国内外各据点，集团针对广泛的职业类型开展化学物

质管理活动的说明会和学习会。同时，化学物质管理教育被

加入到东洋油墨专门学校的国际商务学科课程中，以此强化

海外据点的化学物质管理。

  含氯有机溶剂的管理

据报道，校准印刷公司的某位员工因使用含二氯甲烷、

二氯丙烷等含氯有机溶剂的清洁剂而患上胆管癌并不治身亡。

东洋油墨集团的产品中不含任何此类含氯有机溶剂，但

在东洋油墨（株）及部分关联公司从溶剂制造商购买的产品

中，有部分清洗剂含有含氯有机溶剂。尽管尚不能确定含氯

有机溶剂是否是胆管癌的直接原因，但为了让客户能够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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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企业违反“外汇及外贸法（外汇法）”的事例频发，

安全保障贸易管理越来越严格，并受到高度重视。东洋油墨集团

在拓展全球业务的过程中，作为一家被国际社会信赖的企业，建

立了基于外汇法的“安全保障贸易管理”体制，严格并确凿地实施

清单控制/全面控制等出口管理，在正确理解法律规定的基础上，

以合理的应用规则开展业务。

VOICE 来自员工的心声

（右）

推进“安全保障贸易管理”，

成为被国际社会信赖的企业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
生产、物流、调拨总部

化学物质管理部 审查组
马场 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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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2010年度均有所减少。因此，国内整体的能源使用量和

CO2 排放量相比2010年度均有所下降，但核心事业企业的能

源基本单位却小幅增加（204ℓ/t→209ℓ/t）。在海外关联公司，

针对已取得ISO14001认证的生产据点进行统计，尽管2011

年度加入了三永油墨＆涂料制造（株），但能源使用量与2010

年度基本持平, CO2 排放量则有所减少。

  应对电力供给不足

针对限制用电及节电要求，东洋油墨集团在各区域设定

了节电目标，削减功率峰值。具体措施包括延长空调、照明

及间接、技术部门的设备的运行间隔、在包括海外关联公司

在内的生产现场实施错时生产、错时运行（昼、夜间的错时

运行）、运行日错时（周六、周日、节假日和工作日间的交替

运行）等。

此外，通过热电联产系统的单独运行以及引入自家发电

装置等措施来应对拉闸限电。同时在每周和每月定期确认整

个集团的功率峰值，并公布在公司内部的门户网站上，以此

提高节电意识。

这一系列的活动使

得对象事业所在限制用

电及要求节电期间达成

了预期目标。

“CO2削减计划”

东洋油墨集团设定了至 2016年为止将CO2 排放量相比

2009年度削减15,000t（2016年的国内生产据点的CO2排放量：

68,000t）的目标，并基于“CO2 削减计划”推行各种活动。

2011年度，由各制造所的环境安全责任人、核心事业企

业的经营企划部、生产物流总部等构成的组织在集团内共同

协作，继续实施了削减CO2 的各项举措。我们在活动中针对

国内关联公司的能源“可视化”以及各事业所开展的节能活动

和工艺创新进行了探讨，并对包括联盟在内的生产计划进行

了重估。在2011年度，国内生产据点的CO2 排放量的目标

相比2010年度减少5%（78,930t），但实际成绩仅降低2.7%

（80,842t）。在2012年度的“CO2 削减计划”中，将对最合理

的生产体制进行重估，推进削减CO2 活动，努力达成75,000t

的排放量目标。在海外的关联公司则推行基本单位的削减，

而不是CO2 的排放总量。

2011年度的能源使用量／CO2排放量

2011年度，东洋油墨集团的2家核心事业企业（东洋油

墨、东洋科美）以及国内关联公司、海外关联公司的生产数量

东洋油墨集团的事业活动需要使用各种能源，如电力、石油类、瓦斯等。

集团将准确掌握能源使用量，努力实现节能作为经营的重要课题之一，致力于防止全球气候变暖。

能源使用量与CO2 排放量

【ISO26000 核心主题　环境】

降低环境负荷

能源使用量与基本单位的变化

CO2排放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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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自家发电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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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的相关活动

在废弃物的相关法规制度不同的海外，东洋油墨集团同

样致力于抑制废弃物的产生量并削减最终处理量。2011年度，

废弃物的产生量因生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在海外的关联公司，

通过引入废弃物基本单位（每单位生产量的废弃物产生量）这

一概念，推进了废弃物基本单位的削减及废弃物的妥善处理。

  产业废弃物的产生量

东洋油墨集团将废弃物作为有价物加以利用，促进其再

生循环，同时致力于削减产业废弃物（委托第三方处理时会

发布声明的废弃物）的产生量。在2011年度的环境目标中，

将制造所、工厂及国内制造类关联公司的产业废弃物产生量

设为较2010年度减少2.5%（8,670t）。2011年度产业废弃物的

实际产生量为7,541t，达到了标准。今后，集团将推进废弃

物的循环利用，努力削减产业废弃物的产生量。

  废弃物的正确管理和信息共享

在2011年4月生效的修正废弃物处理法中，企业的应尽

义务中增加了处理状况的现场确认这一内容，一些地方政府

已将现场确认定义为企业的义务。  

东洋油墨集团对各排放企业的信

息进行统计，对中途处理方进行高效

的现场确认。另外，作为环境教育的

一环，集团向员工租借现场确认及废

弃物管理方面的培训DVD，在水平方

向共享信息。

关于废弃物的想法与活动方针

东洋油墨集团根据环境省的《大量排放型企业产业废弃

物处理计划手册》，在国内事业所范围内除了委托承包商处理

产业废弃物外，还将有价物和公司内被再循环利用的中涂处

理前的废弃物量作为“废弃物产生量”进行统计。另外，将焚

烧等减量措施之前的废弃物量作为最终处理量进行计算。

在 2002年2月召开的环境会议中，东洋油墨集团将零污

染排放定义为“最终处理量相对于废弃物产生量的比例（最终

处理率）在1％以下”，在国内事业所维持现状，在海外事业

所努力达标。

2011年度 废弃物产生量／最终处理量

2011年度的废弃物产生量与2010年度相比，核心事

业企业（4处制造所、1处工厂）减少了1,116t（7.9％），国内

关联公司增加了512t（13.7%），海外关联公司增加了1,021t

（21.6%）。国内的增减主要是受到了生产量的影响，而海外

关联公司的产生量有所增加则是由于统计范围中新增了取得

ISO14001认证的公司。另外，如采用与2010年度相同的统

计范围，海外关联公司的废弃物产生量增加了228t（4.8%）。

由于制造所在分解作业中会产生必须填埋的废弃物，因

此2011年度的最终处理量增至19t，国内关联公司减少至

3t。从结果上看，国内所有的事业所均达到了本年度的零污

染排放目标（最终处理量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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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将事业活动中产生的废油、废塑料、污泥等废弃物视作重大环境负荷之一，

致力于削减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最终处理量，并推行废弃物处理的正确管理。 

抑制废弃物产生量

【ISO26000 核心主题　环境】

废弃物产生量／最终处理量的变化

产业废弃物产生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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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处理方的现场确认

降低环境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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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物流方面的环境负荷

东洋油墨集团正与物流关联公司LOGI CO-NET（株）携手，

致力于降低产品与原材料在运输配送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

负担。2011年度，核心事业企业（东洋油墨（株）、东洋科美（株））

的国内运输量为5,691万t・km，CO2 排放量基本单位为28.2t-

CO2/t（相当于去年的 99.2％），原油换算能源使用量基本单位

为51.3 kℓ／百万t・km（相当于去年的 98.8％）。

另外，随着集团转型为控股制，东洋油墨（株）自2011

年度以来的国内运输量超过了3,000万t・km。因此，作为修

正节能法规定的货主企业，集团从2012年度开始将向经济产

业省汇报能源使用量的削减计划和实际成果。

  努力降低物流事业的环境负荷 

（LOGI CO-NET（株））

作为2011年度降低环境负荷的活动之一，我们通过使用

行驶记录仪提高了配送路线的效率，推进了环保驾驶。

行驶记录仪能够记录专用车辆的位置信息和行驶路线，

并通过PC对数据进行分析，实现了物流的“可视化”。通过对

大量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提高配送路线的效率（提升装

载能力、减少行驶距离），使专用车辆的燃油消耗降低了3.5%。

此外，我们还在日报中记录空

转、突然加速、突然启动等环

境及安全数据和得分结果，与

驾驶员携手精诚协作，推进环

保驾驶。

2011年度环境污染物质的排放量

为了减少锅炉等燃烧设备产生的氮氧化物（NOx）、硫氧

化物（SOx）、粉尘等大气污染物质，东洋油墨集团在国内进

行燃料转换,引入热电联产设备,正确管理燃烧条件。在海外，

对获得ISO14001认证的据点进行了统计，尽管2011年度

新增了1个据点，但是海外的NOx排放量和国内一样，相比

2010年度有所降低，其他的大气污染物质基本持平。反映水

质污浊程度的化学需氧量（COD）在国内和海外都有所下降。

环境污染物质的排放浓度在国内外各据点均维持在低于

规定值的水准。今后，集团将努力进一步降低环境污染物质

的排放浓度。

【ISO26000 核心主题　环境】

为减少大气污染物质、水质污浊物质的产生量，

东洋油墨集团正在强化对于锅炉等燃烧设备及排水的管理。

同时，也在努力削减在运输、配送产品时由汽车产生的CO2 排放量。

环境污染物质 /物流方面的环境负荷降低环境负荷

装有行驶记录仪的车辆（川口事业所）

化学需氧量（COD）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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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地区曾经有过三氯乙烯等的使用记录，但是新大楼的规划

建设用地中没有发现任何土壤、地下水受到污染的情况。今

后，集团将继续对规划转让用地的土壤污染状况开展调查。

对于修正水质污浊防止法的应对

修正水质污浊防止法自2012年6月起生效。此次修正的

主要内容为 ：①有害物质指定存放设施等对象设施的扩大、

②遵守结构等相关标准、③强制性定期检查。东洋油墨集团

的事业所拥有水质污浊防止法中规定的设施，在修正法实施

前与有关行政部门进行了协商，并提出了在部分事业所设立

有害物质存放设施的申请。此外，集团还依据相关法规开始

了定期检查。

用水水源和使用量削减

2011年度，东洋油墨集团在国内生产据点的用水量约

303.8万m3，相比2010年度增加了2.6%。用水量的约9成来

自地下水。

生产颜料的富士制造所的用水量约占东洋油墨集团国内

用水总量的7成。为了提高富士制造所的用水效率，我们对

蓄水槽进行了改造，从地下抽取的水首先作为冷却水循环使

用，之后再用作工程用

水，以此削减用水量。今

后，我们将合理运用水泵

来降低抽水量，通过更有

效地利用水资源，努力削

减用水量。

推进体制与已开展过的活动

东洋油墨集团开设了“土壤・地下水污染对策小委员会”，

除了调查国内外关联公司使用特定有害物质的履历之外，同

时在污染风险较高的事业所实施包括自主采取相关对策的措

施。

2006年，发现东洋印前处理（株）九州事业所与东洋制

版（株）※ 存在六价铬污染的问题，我们迅速将相关的调查结

果报告给了行政部门，执行了适当的清除、净化作业。另外，

出售给中日本高速公路（以前的日本道路公团）的富士市内第

二东名高速公路建设用地被检验出二恶英，集团根据由学者、

行政人员、周边居民等组成的对策委员会的决定，实施了“防

止污染扩大的对策措施”。

※ 东洋印前处理（株）与东洋制版（株）随着组织变更合并成为一家公司，并更名为东洋

FPP（株）。

土壤、地下水污染对策

  防止二恶英类污染扩大对策 （富士制造所）

针对富士市的二恶英类化学物质引起的土壤污染问题，

集团通过采取钢板桩以及混凝土浇筑设置隔水壁、铺设防护

砂和隔水板、浇灌沥青路面等措施，积极实施了“防止污染

扩大的对策措施”。2011年3月15日在静冈县东部发生地震时，

我们实施了隔水壁的目视检查，

确认了并不存在破损等问题。

今后我们将定期实施巡视，并

通过设置在周围的观测井，每

年对大气中的二恶英类化学物

质进行4次测定。

  十条地区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实施

集团计划在十条地区的部分土地上建设新大楼，并转让

剩余部分的土地。伴随这个计

划，集团遵照东京都环境保护

条例以及板桥区纲要，调查了

土地以往的使用情况，并针对

新大楼的规划建设用地的土地

污染状况进行了调查。尽管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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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自主采取措施在内，东洋油墨集团真诚地针对土壤与地下水污染开展各种活动，今后特别是在对据点实施优化时，会

依照法令和条例等有关规定，针对土壤与地下水污染的问题推进各项措施。此外，集团将继续致力于削减制造所、工厂等

的用水量。

新大楼的规划建设用地

隔水墙的设置工程

土壤、地下水污染对策／减少用水量

用水量的变化

200

100

0 （年度）

300

40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万m3）
核心事业企业（4处制造所＋1处工厂） 国内关联公司

294.3 283.6 292.4296.3 290.7

10.3 9.6 11.2 12.3 11.4

【ISO26000 核心主题　环境】

自来水
28
（9.1％）

工业用水
6.5
（2.1％）

地下水
274.1
（88.8％）

2011年度用水水源明细
（单位：万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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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植物栖息地的维护 （LIOCHEM, INC.）

美国LIOCHEM, INC.密切关注着化学物质泄漏到河流的

情况，为了在紧急情况下截下排水，设置了采用混凝土结构

的堤防和低地。低地附近的一带现在成为了LIOCHEM, INC.

的动植物栖息地，保留着原始的植被。栖息地是在LIOCHEM, 

INC.取得ISO14001认证前的1994年建立了。

  参与RSPO 

（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 SDN. BHD.）

马来西亚的TOYOCHEM SPECIALTY CHEMICAL SDN. BHD. 

（以下简称TSC）从2008年开始参加国际非营利性组织“RSPO

（可持续性棕榈油的圆桌会议）”。RSPO针对生产棕榈油时断

开热带雨林和使用农药等各种问题，制定了8项基本原则和

39个标准，致力于确保棕榈油的可持续性生产。另外，TSC

配合马来西亚政府的“棕榈油的多用途开发方针”，在2009

年成功生产出棕榈油的印刷油墨。目前，此类油墨作为报纸

油墨和数码相机包装专用的

零VOC平板印刷油墨，被众

多报社和印刷公司所采用。

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方针

东洋油墨集团在2009年度制定了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基本

方针。同时，在《东洋油墨集团营业行动基准》中明确记载了

“开展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自然保护活动”这一内容，积极推行

生态系统的保护活动。 

  继续通过生物测定※1评估环境影响风险

自2007年度起，东洋油墨集团与（德国）国立环境研究

所携手，通过使用活体水生生物的新型管理手法（WET法），

对工厂排水的环境负荷进行了评估。该方法已被欧美各国和

韩国采用，日本的环境省目前也正在探讨引进这一方法。具

体而言，该方法将稀释后的工厂排水暴露在实验用生物（藻

类、水蚤、斑马鱼、发光细菌）中，通过量化各生物的反应来

推算环境负荷。

至2011年为止，被评估的4处制造所的排水在实际放流

条件下对于生态系的影响风险微乎其微。今后，集团将继续

实施调查和监视，通过把握排水中对环境造成负荷的要因来

彻底执行维护和管理，努力降低排水的环境负荷，保护生物

多样性。

※1 一种测定生物对于物质的反应，确认安全性与毒性的方法。

为确保事业活动不对生物的多样性带来负面影响，东洋油墨集团在5年间对工厂排水的环境影响风险进行了评估。

同时，集团依照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方针，广泛开展各类活动。

保护生物多样性

东洋油墨集团积极开展着事业活动具有影响力的各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活

动，将此视为企业的重要使命。

1. 东洋油墨集团在原材料调拨时，始终考虑到生物多样性的课题，致力

于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 东洋油墨集团积极开发尽量避免使用会危害到生物多样性的化学物质

（尤其是会扰乱内分泌的所谓环境荷尔蒙类物质）的产品，并不断扩充

无环境荷尔蒙的产品群。

3. 东洋油墨集团积极推进着维持、保护地区水质的活动。

4. 东洋油墨集团积极推进降低VOC的措施，不仅于集团公司本身，对客

户方的使用过程，也设法减少产品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影响。

5. 东洋油墨集团同时还与行政机关及各类团体协作，共同在国内外事业

所实施并支援与当地地区特点密切关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

6. 东洋油墨集团不断推进着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各种启蒙及教育培训 

活动。

东洋油墨集团 
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方针

棕榈油油墨

【ISO26000 核心主题　环境】

要达到水质污染防治法的排水标准，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

费用。然而，我们在之前的大地震中沉痛地感觉到，即使严格遵

守法律，有时也难以做到安心安全。

在日本，使用生物反应手法来对事业所排水的环境影响进行

评估的尝试尚未被法制化，但去了解到排水是否对环境造成了影

响，或者是否存有这样的隐患是非常重要的。未来的安枕无忧始

于对现状的了解。我们期待东洋油墨集团在今后能够再接再厉。

生物是衡量环境影响的标准

（独） 国立环境研究所
主任研究员

鑪迫 典久 博士

VOICE 外 界 的 心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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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展“2011生态产品展”

东洋油墨集团参加了在东京Big Sight

举办的环境展示会“2011生态产品展”

（2011年12月15日～17日），通过图示

板和实物展示向与会各方介绍了生物多

样性保护活动和环保型产品等内容。

  参展EXPO 2012全球碳博览会

2012年3月，为了向各界提供推进

低碳社会的相关信息，“EXPO 2012全球

碳博览会 ～以碳行动振兴日本！～”在

东京国际论坛举行，东洋油墨集团在博

览会中对《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1》

中的碳补偿活动进行了介绍。

  名古屋市高年大学鯱城学园内的讲座 
（日本中部地区分公司）

名古屋市高年大学鯱城学园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创造生活

价值，同时培养人才以贡献社区活动而设立的，拥有有众多

学习热情高涨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学员。日本中部地区分公

司自2005年以来持续开办讲座，在2012年1月，我们花了

约1个半小时，就印刷油墨的环境负荷、碳足迹的“可视化”

以及降低环境负荷的活动进行了说明。

环境教育

东洋油墨集团在对各阶层进行培训时开展环境安全教

育。每年4月由环境安全推进部举办讲座，让新员工了解到

安全卫生的重要性、东洋油墨集团的CSR方针以及各种环保

活动。2011年度，集团就

安全卫生的基本内容、东

洋油墨集团的事故灾害状

况、CSR与环境的各项活

动以及环境法的体制等进

行了说明。

环境交流活动

  继续发行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

为了让东洋油墨集团在新体制下能够精诚团结，同时明确

并广泛宣传集团在社会与环境方面的活动方针和目标，集团于

2011年10月发行了《社会

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1》，

并在同年12月发行了报告

书的英语版以及首次登场

的中文版，并分发给了国

内外的利益相关者。

  参加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

东洋油墨集团在2012年3月参加了由可持续发展通信网

络（NSC）举办的利益相关者对话，从企业的角度向横滨国立

大学、中央大学、明治大学、法政大学这4所大学中学习环

境报告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说明了CSR和环境活动的内容，

并回答了学生们的提问。

本《社会与环境活动

报告书2011》收到了以下

的各方意见和评价，报告

书的制作过程中也参考了

这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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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油墨集团在继续发行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的同时，向各利益相关者公开环境安全活动的进展与成果。

此外，通过对员工进行培训，使环境安全的理念渗透至每一位员工。

环境教育 / 交流活动

学生们的反馈意见

《值得评价的部分》

・ 除了正面内容外，报告书也记述了未达成目标的情况。

・ 报告书谈到了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应对和灾害对策的相关内

容，让我们感受到了企业关注当下社会，为实现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而开展企业活动的姿态。

・ 除了日语版，还同时发行了英语版和中文版，迎合了全球化

读者的需求。

《尚待改进之处》

・ 不是很清楚企业具体在哪方面重点做了努力。

・ 除了目标与业绩，如能一并说明今后的对策，报告书会更加

易懂。

新员工研修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2011

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

EXPO 2012全球碳博览会

展馆中的展示

参加2011生态产品展

【ISO26000 核心主题　环境／共同参与社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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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书是在认真探讨了我们的意见之后整理成册的。

这里的第三方意见，是在经过报告书制作过程中的两次意见

交换后执笔的。

在报告书的董事长致辞中，董事长要用自己的话去阐述

CSR的方针和思路，让读者感受到集团的领导力。同时，致

辞的内容与报告书的信息要相互一致并统一。本董事长致辞

达到了这个要求，并且浅显易懂地传达了报告书的整体概要，

是一篇出色的致辞。

此外，本报告书有3点值得给予高度评价。首先，报告

书刊载了堪称东洋油墨创新史的专题报道。特别是关于油墨

事业，详述了各时代的社会背景和课题，内容翔实，具有说

服力。我们在阅读报告书时饶有兴趣地了解到，原来开发米

油墨可以有效运用到国产资源，而且还与东日本大地震的受

灾地区的复兴息息相关。

其次，报告书刊载了社会各界所关心或忧虑的事。灾害

对策、放射性物质的应对、停售含有被怀疑会导致胆管癌的

含氯有机溶剂的商品、有机颜料中无意含有PCB的情况的应

对等便是典型的事例。除了企业需要的信息外，敏感捕捉并

提供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这对于解决信息的非对称性而言是

至关重要的。

第三，报告书积极公开了土壤、地下水污染及工伤等负

面信息，使内容在整体上较为平衡。能够这样诚实地公开负

面信息及相应对策，让读者感受到了透明度和真实性。

如上所示，本报告书完成度较高。然而，进一步应对社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循环型社会研究会

该市民团体站在全球视角，探索与自然生态系和谐共生的下一代循环型社会的应

有形态，对在地区建立起由市民、企业、行政构成的循环型社会所需的施策进

行相关的研究、支援和实践。同时，研究会通过CSR研讨会对“CSR的理想姿态”

进行探讨，并向各界提供意见。

http://www.nord-ise.com/junkan/

敏锐捕捉社会关心事，
平衡客观的报告书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循环型社会研究会
代表 山口 民雄（中）　
副代表 田中 宏二郎（右）
理事 久米 谷弘光（左）

第三方意见

会的需求、制定新的指导方针并应对全球化标准也是不可或

缺的。我们期待东洋油墨集团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能够做到

以下3点。

首先，要充实海外的相关信息。从各地区的员工人数来

看，日籍员工仅占总体的43%。我们希望报告书能积极从海

外现场收集信息，增加海外的相关内容。在环境方面，海外

关联公司针对其化学物质排放量的激增有哪些对策，这是我

们非常想了解的。

其次，要运用ISO26000实现CSR活动的高度化。虽然本

报告书首次将核心主题体现在正文标题中，但今后，希望能

进一步探讨核心主题的每个课题，将目前的“保护型CSR”扩

大为“战略型CSR”，使共同价值的创造达到一个新高度。

第三，要充实报告书的区域版本。目前除了日语版之外，

还同时发行了英语版和中文版，但中文版中几乎没有在中国

的事业信息，这样的报告书是无法满足中国读者的期待的。

本报告书在专题报道、灾害对策与有害化学物质的应

对、负面信息的公开等方面得到了较高评价，但在意见交

换中，也收到了关于CSR活动的评价和持续改善的批评意

见，其中提到每年的CSR活动方针无大变化，并且没有表明

PDCA在正常运作。就这些问题，将对整个集团范围内针对

ISO26000的36个课题的活动及其进展状况进行确认，重新

评估CSR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针等相关事宜，以“进

攻型CSR”为目标开展活动。

关于海外的相关信息，我们将有效运用“全球环境系统”

对化学物质进行管理，努力收集信息。同时，我们计划制作

网站报告的基本雏形，并最终发行CSR报告书的网站报告。

东洋油墨集团将充分参考循环型社会研究会及社会各界

的宝贵意见，积极推行CSR活动并提高报告水准。

宝贵意见 CSR委员会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制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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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印刷过程中的环保措施
东洋油墨集团积极推进色彩通用性设计（CUD）和使得产品与服务的环境负荷“可视”的碳足迹（CFP）。

本报告书继续通过了CUD和CFP认证，并实施了碳补偿。

为了支持各种色觉的人士都能方便使用的“色彩通用性

设计（CUD）”这一理念，东洋油墨集团开发了“UDing”，并从

2004年开始免费分发。至今为止已送出14,000多份UDing，

被各界人士广泛使用。

本报告书在制作阶段也使用了“UDing”进行设计，采用

了右图所示的“CUD工作流”。该方式还通过了NPO法人色彩

通用性设计机构的认证。

制作时的考量—“UDing”

※  DDCP（Direct Digital Color Proof）：将电脑制作的数据以无限接近于实际印刷物的颜

色进行印刷的数字打印系统。

印刷过程中的环保措施

碳足迹认证（CFP）

所谓CFP，是指将产品与服务在其生命周期（从调拨原

材料到废弃、循环再生）的各个阶段下所排放的温室效应气

体换算成CO2 排放量以使之“可视化”的数据。在2009年度至

2011年度的3年间，经济产业省等机构推行了“碳足迹试行

事业”，制订了出版物及印刷油墨等各种产品与服务的各产品

品种计算基准（PCR），并引入了验证CFP值

的制度。

本报告书也是依据“宣传及业务用印刷

制品”的PCR计算出了CFP值，并通过了验证。

碳抵消

所谓碳补偿，是指通过在其他场所减排、调整吸收量来

补偿（抵消）排放的温室气体。

本报告书中的整个生命周期排放的CO2

由J-VER“福冈市营林间伐促进项目”来补

偿，以此降低环境负荷。（碳补偿供应商 ：

三菱UFJ Lease（株））。

▼碳抵消的形成机制

CO2的产生 CO2的吸收

资金等支持

证书

碳抵消

福冈市营林J-VER

CFP标志

色彩通用性设计（CUD）工作流程

本报告书的生命周期各阶段下的CFP

●  用“UDing”边确认边设计

●  在DDCP系统中，输出东洋油墨

标准色的色彩通用性设计简介

●  向客户确认

原型（original） 第一色觉障碍 第二色觉障碍

将在“UDing”检查完毕的数据导入DDCP※ 系统

DDCP系统内的颜色变更

※2 将温室效应气体换算为CO2 的数值。

CFP値：500g-CO2 e（每册）

原材料调拨阶段 400g-CO2e※2

校正用纸／ CTP版／印刷用纸／油墨／湿水／装订材料／包装材料

废弃、循环再利用阶段 10g-CO2e
焚烧处理／循环再利用的准备

使用、维持阶段 0g-CO2e
使用（读书）

流通阶段 42g-CO2e
用于发送的材料  总部／工厂、分店／展示会等／普通读者  废弃物的正确处理

生产阶段 48g-CO2e
DTP ／刷版／印刷／裁切、装订／包装  废弃物的正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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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印刷物由代替大豆油的米糠油
制成的米油墨印刷而成。

混合产品
源自负责任的
森林资源

东洋油墨集团

社会与环境活动报告书

【关于封面】

以刻纸画形式分 4个事业领域表现了东洋油墨集团

为丰富社会生活所做出的贡献。

东洋油墨集团的产品分别活跃在“生活与保健”，

“信息与通讯”，“高清与印刷”，“能源与环保”这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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