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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活动的目标和成绩

2018年度的主要活动业绩如下。

2018年度业绩的评价       　  超额完成  　  基本完成～完成    完成度在70%以下   　― : 评价范围外

 ▇ 合规

2018年度目标 2018年度成绩                评价 2019年度目标

继续进行在线形式的合规问题竞猜

●每天进行《合规博士今日之言·每日

一问》

●每年实施 1 次合规问题竞猜

《合规博士今日之言·每日一问》：基本

做到每天更新

合规问题竞猜

实施时间 ：

2018 年 12 月 2 日～ 2019 年 2 月 1 日

回答人数 ：2,250 人 /91.6%

尽可能每天进行《合规博士今日之

言·每日一问》

每年实施 1 次合规问题竞猜

继续对经营干部进行合规意识的普及

活动（每季度进行 1 次）

第一季度（2018/6）和第三季度

（2018/10）实施
每季度进行 1 次

继续进行合规意识调查（每年例行 1 次）

实施时间 ：

2018 年 6 月 18 日～ 7 月 20 日

回答人数 ：

2,389人 /90.7%

每年进行 1 次

●受理通报和咨询件数：8次

 ▇ 风险管理

2018年度目标 2018年度成绩                评价 2019年度目标

继续推进全公司的风险管理活动
对重要风险通过 PDCA 进行评估和管

理（共计对 30 个风险项目对策实施）

在全公司继续推进和开展风险管理

活动

 ▇ 知识产权

●持有专利件数：　日本国内  1,550件　 国外  1,384件

 ▇ 顾客满意度

2018年度目标 2018年度成绩                评价 2019年度目标

继续努力提升顾客满意度   继续实施 继续努力提升顾客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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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质量管理·产品安全

2018年度目标 2018年度成绩                评价 2019年度目标

产品安全检查 ：实施 7 次
实施了 12 次

检查对象多于最初的计划
对象产品 100% 实施

业务流程检查 ：

在 13 个部门实施

在 13 个部门实施

计划实施的部门全部进行了点检  
对象部门 100% 实施

 ▇ 尊重人权

2018年度目标 2018年度成绩                评价 2019年度目标

制定向员工进行宣传“尊重人权的精神”

的规定，总公司人事部门到访各公司进

行确认。

各公司都完成了宣传规定的制作，并根

据规定进行了贯彻周知。
该项工作已完成

制定向员工进行宣传“行为指南”的规

定，总公司人事部门到访各公司进行确

认。

各公司都完成了宣传规定的制作，并根

据规定进行了贯彻周知。
该项工作已完成

●使用育儿长假的人数：21名 　育儿短时间工作的实际人数：24名

 ▇ 安全和健康

2018年度目标 2018年度成绩                评价 2019年度目标

SII 集团综合安全检查（自主检查）：

在日本国内所有机构和国外的工厂实施

-- 继续进行 2017 年度开始的现场确认

在日本国内所有机构和国外的工厂实施

- 继续进行 2017 年度开始的现地确认

SII 集团综合安全检查（自主检查）：

在日本国内所有机构和国外的工厂

实施

急救措施讲座 ：在日本国内机构实施
急救措施讲座 ：在日本国内机构实施 

（174 名听讲）

急救措施讲座 ：在日本国内机构实

施

特定健康检查实施率 ：86% 84.6%※ 特定健康检查实施率 ：86%

※截止至2019年7月时的预估值 

 ▇ 与社会共存

2018年度目标 2018年度成绩                评价 2019年度目标

各个机构继续为所在地做出贡献   
进行地区清扫、献血、捐款和植树等

活动  
各地机构继续为所在地做出贡献   

各个机构继续接受学生参观、体验学习

等  
接受学生参观、体验学习等  

各个机构继续接受学生参观、体验

学习等  

 ▇ 公正、诚实的采购活动

2018年度目标 2018年度成绩                评价 2019年度目标

进行采购人员培训

进行采购内网培训 ※1

进行采购内网培训（上半年 95 名、下

半年 110 名听讲）

进行采购人员培训

进行采购内网培训

继续进行供应商认定制度，完善制度 继续实施
继续进行供应商认定制度，完善制

度

※1 重新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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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产环保型产品

2018年度目标 2018年度成绩 评价 2019年度目标

提高 SII 绿色商品所占销售额

的比例
95% 以上 ※1 97.6% 维持 95% 以上

增加 SII 高级绿色商品的数量 增加 2 种以上 6 种产品 — ※2

※1　由于半导体事业部门不再计入统计范围，重新设定了目标值。

※2　新制度执行的首年度，统计实际数据。

 ▇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2018年度目标 2018年度成绩 评价 2019年度目标

产品中不含有镉、六价铬、水

银和铅

不含有的比例维持在 95% 以

上 ※1
96.1%

不含有的比例维持在

95% 以上 ※1

产品中不含有邻苯二甲酸之类
使不含有的比例在 95% 以上

※2
90.7% ※3

使不含邻苯二甲酸酯类的产

品占比

95% 以上 ※2

※1　面向欧盟国家生产的产品在2006年5月底达到了全面废除其禁用物质。

※2　邻苯二甲酸酯类：不含有DEHP、BBP、DBP、DIBP的目标管理对象为出口国外的产品。

※3　面向欧盟国家生产的产品在2019年5月底达到了全面废除其禁用物质。（法规对象产品）。

 ▇ 防止地球温室效应

2018年度目标 2018年度成绩 评价 2019年度目标

能源消耗所引起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日本国内机构）

在原基础上提高1% 以上

总量 ：

53,652t-CO2

总量 ：

45,086t-CO2※1

比上年 -19.3%

— ※2

（国外机构）

每个机构都比上年减少1%

总量 ：

36,007t-CO2

比上年 +3.8%

—
每个机构

都比上年减少1%

※1　上半年的统计数据中包含了不在联合决算范围内的半导体事业的排放量。

※2　在综合考虑了不在联合决算范围内的半导体事业的排放量后重新设定中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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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源循环

2018年度目标 2018年度成绩 评价 2019年度目标

提高废弃物的资源再生化比例

（日本国内机构）

维持在 90% 以上　
92% 维持在 90% 以上

（国外机构）

每个机构都比上年提升

3 个百分点

71% — 每个机构都比上年提升 3%

减少用水量

（日本国内机构）

维持管理

503 千 m3

比上年 -12%
— 维持管理

（国外机构）

每个机构都比上年削减1%

377千 m3

比上年 +10%
—

每个机构都比上年

削减1%

减少办公用纸量
（国外机构）

每个机构都比上年削减 3%

16t

比上年 -10%
—

每个机构都比上年

削减 3%

※　统计结果包含了不在联合决算范围内的半导体事业的上半年的使用量。

 ▇ 化学物质管理

2018年度目标 2018年度成绩 评价 2019年度目标

减少化学物质 ※ 的排放量
( 日本国内机构 )

与上年相比维持在 5% 以下

27t

比上年 -23%

( 日本国内机构 )

与上年相比维持在 5% 以下

※ 这里指SII所管理的对象物质，即PRTR法所规定物质、HFC类、PFC类、SF6、NF3、VOC。

 ▇ 保护生物多样性

2018年度目标 2018年度成绩 评价 2019年度目标

SII 生物多样性土地使用指南第 3 阶段结束（日本国内机构）

SII 生物多样性土地使

用指南第 3 阶段结束

（日本国内机构） 

继续基于 SII 生物多样性土地

使用指南采取各种措施（国内

外各机构） 

促进保护生物多样性活动的

可视化

盛冈精工电子继续举

办自然观察会和进行

土地使用情况的评估

●千叶县内的3个事业所继续参与千叶县主办的“协助保存姬小松系统”活动，定期监控其成长情况并向千叶县汇报。

●大野事业所继续参与市川市主办的“生物多样性监测调查员”活动，对指标生物进行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