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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时间范围

报告组织范围

报告发布周期

报告数据说明

报告可靠性保证

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为增强数据可比性，部分内容超出上述时间范围。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电装在华合资、独资事业体。

报告为年度报告，本报告是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发布的第1份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中所使用数据均来自公司正式文件和统计报告，所引用的数据为最终统计数，

财务数据如与年报有出入，以年报为准。

公司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和误导性陈述。

 关于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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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愿景

电装公司是一家面向大型汽车制造商，提供汽车技术、系统及零部件的供应商。

我们致力于创造优质的产品，研究并开发先进的技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电装理念指导我们公司的行动，确保电装永远是受世界各地人们信赖的公司。

我们的愿景是打造一个事故发生更少、更安全、更环保的未来。

电装理念

我们的一切行动都秉持我们的理念来执行：“创造价值，憧憬未来，

为实现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

长期方针

阐述了我们 2020 年长期方针的口号是“守护地球和生命，为下一代

创造美好未来”。

中期方针

中期方针阐述了至 2018 年需要巩固的关键业务领域和功能，确保实现

长期方针的目标。

电装精神

电装的价值观和原则被称为电装精神。它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全体员工

共同遵循的指导原则。

电装理念

1949年
公司创立

累计获得 61块
技能奥运大赛奖牌

环境、安心、安全

年销售额达到

404亿美元

误差控制在

0.001mm的精细加工

研发投资额

占年销售额的9%

拥有

150,000名员工，
200 家集团公司

参加电装交流服务日的人数

累计达到40,000人

在世界范围内累计获得

38,000项
发明专利

长期方针

中期方针

年度计划

电装精神

行动指针

经营方针体系

电装日本总部大楼  

公司简介

电装集团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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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装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DENSO(CHINA)INVESTMENT CO.,LTD.
成立：2003年2月
Established:Fed,2003
出资方：株式会社电装(100%)
Investor:DENSO Corporaion ( 100%)
注册资金：2.66亿美元
Capital:US$266 million
董事长兼总经理：木村和昌
President:Kazumasa Kimura
员工数：960名 (截至2017年3月31日)
Employees:960( As of Mar.31,2017)

烟台首钢电装有限公司
Yantai Shougang DENSO Co.,Ltd.
烟台首钢丰田工业空调压缩机有限公司
Yantai Shougang TD Automotive Compressor Co.,Ltd.
合肥达因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Heifei Dyne Auto Air Conditionor Limited Company
扬州杰信电装空调有限公司
Yangzhou Jiexin DENSO Air-Conditioner Co.,Ltd.
丰田工业电装空调压缩机（昆山）有限公司
TD Automotive Compressor Kunshan Co.,Ltd.

电装（常州）燃油喷射系统有限公司
DENSO (Changzhou) Fuel Injection System Co.,Ltd.

阿斯莫（杭州萧山）微电机有限公司
ASMO Hangzhou Xiaoshan Small Motor Co.,Ltd.

东莞 Dongguan
东莞精刻电子有限公司 Dongguan JECO Co.,Ltd.

台湾电综股份有限公司
DENSO Taiwan Corp

佛山丰田纺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Toyota Boshoku Foshan Co.,Ltd.

无锡电装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Wuxi DENSO Automotive Products Co.,Ltd.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DENSO （China）Investment Co.,Ltd. Wuhan Office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DENSO （China）Investment Co.,Ltd. Jinan Office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
DENSO （China）Investment Co.,Ltd. Changchun Office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DENSO （China）Investment Co.,Ltd.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DENSO （China）Investment Co.,Ltd. Chongqing Office

巩诚电装（重庆）有限公司
Gongcheng DENSO （Chongqing） Co.,Ltd.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DENSO (China) Investment Co.,Ltd. Shanghai Office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技术中心
DENSO (China) Investment Co.,Ltd. Shanghai Technical Center
电装（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DENSO Software Shanghai Co.,Ltd. 
上海电装燃油喷射有限公司
Shanghai DENSO Fuel Injection Co.,Ltd.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DENSO (China) Investment Co.,Ltd. Guangzhou Office
广州电装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NSO Co.,Ltd. 
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
DENSO (Guangzhou,Nansha) Co.,Ltd. 
阿斯莫（广州）微电机有限公司
ASMO (Guangzhou) Small Motor Co.,Ltd.
广东劲达电装冷链设备有限公司
Guangdong KINGTEC DENSO Refrigeration Equipment Co.,Ltd.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天津西青分公司
DENSO (China) Investment Co.,Ltd. Tianjin Xiqing Office
天津电装电机有限公司
Tianjin DENSO Engine Electrical products Co.,Ltd. 
天津阿斯莫汽车微电机有限公司
Tianjin ASMO Automotive Small Motor Co.,Ltd. 
天津电装电子有限公司
Tianjin DENSO Electronics Co.,Ltd.
天津电装空调有限公司
Tianjin DENSO Air-Conditioner Co.,Ltd.
天津富奥电装空调有限公司
Tianjin FAWER DENSO Air-Conditioner Co.,Ltd.
天津电装空调管路有限公司
DENSO Air Systems Tianjin Co.,Ltd.
天津丰田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Tianjin Toyota Boshoku Automotive Parts Co.,Ltd.
电装（天津）空调部件有限公司
DENSO （Tianjin）Thermal Products Co.,Ltd.
电装（天津）汽车导航系统有限公司
DENSO （Tianjin）ITS Co.,Ltd.
电装（天津）车身零部件有限公司
DENSO （Tianjin）Body Parts Co.,Ltd.
日联汽车零部件贸易（天津）有限公司
J-WORKS Parts Sales（Tianjin）Co.,Ltd.

佛山 Foshan

杭州 Hangzhou

上海 Shanghai

扬州 Yangzhou

合肥 Hefei

济南 Jinan

烟台 Yantai天津 Tianjin

北京 Beijing

长春 Changchun

武汉 Wuhan
重庆 Chongqing

无锡 Wuxi

昆山 Kunshan
常州 Changzhou

统括公司   Business 1家

技术开发   Research&Design 1家

生产公司   Manufacturing 27家

销售公司   Sales 1家

特约维修   After-sales Service 242家

守护地球和生命，为下一代创造美好未来！ 

　　电装于2013年发布了面向2020年的长期方针，将“保护地球环境”和“打造安心、

安全的汽车社会”作为目标。

　　汽车在为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环境污染、交通事故等负面影响。而电装

将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些负面影响，为全世界的人们带去汽车的便利与乘驾的

喜悦。

　　在中国，电装将加大对起停系统等降低油耗技术、电动车及混合动力车等新能源

技术的投入力度，为保护地球环境贡献力量。同时，通过强化主动安全性产品的开发，

让我们的汽车社会更加安心、安全。

关联公司
Consolidated Subsidiaries

1994：2

1995：3 1987：1 

1996：5

1997：7 2003 ：12 2005 ：23 2007 ：25

2002 ：8 2004 ：16 2006 ：24 2008 ：26

2011：27 2014：29

2012：28 2017：29

萌芽

汽车零部件及系统供应商电装来到中国。

面对这个蕴含巨大潜力的新兴市场，电装从

售后服务入手，开始了对中国市场细致的

探索。在探索过程中，电装逐步深入中国市场

拓展业务，开拓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电装

之路。

成长

1994年，电装在中国大陆合资成立了第一家

生产公司－烟台首钢电装有限公司，并在此

后根据北方客户需求陆续建成了五家生产

公司，逐渐形成并完善了以华北地区为中心

的特定产品供货体系。电装在中国之路上

成功跨过了一条新的分水岭。

壮大

2003年，统括中国全盘事业的区域总部－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集团资源

得到有效整合，业务逐步规范化、系统化。

成功开拓了南方市场并强化本土技术开发能力，

逐步构筑了全方位业务网络，并积极承担着企业

社会责任，在通往成功的中国之路上竖起了

一座又一座里程碑。

腾飞

作为世界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的专业厂商，

电装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做到最好。深入中国

市场，提供中国用户更加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深植中国社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中国

开拓出更加宽广、更加长远的电装之路。

中国事业网络

中国事业沿革

公司简介

 电装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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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装公司是一家面向大型汽车制造商，提供汽车技术、系统及零部件的供应商。

我们致力于创造优质的产品，研究并开发先进的技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全球方针

基本方针 具体活动

在中国地区各电装集团公司中，开展了以下企业伦理（合规）方面的活动：

　　一直以来，电装都秉承着“严格遵守各国

法律，员工遵循高度价值观并坚持公正、诚实

地行动”的方针，致力于成为受社会信赖和认

同的企业。在2006年，电装制定了明示每个员

工行为规范的“电装集团员工行动指南”，并

通过研修、职场恳谈等活动在公司内积极

推广，致力于合规活动的彻底执行。

　　电装于1997年成立了“企业伦理委员会”，由董事担任委员长。

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区总部设立了“企业伦理责任人”体制，

根据各地区的特性因地制宜地导入组织体制。此外日本、北美、

欧洲、中国、东南亚、印度、韩国等各地区的法务担当者通过信息、

课题的共享促进企业伦理的推广。

反垄断法举措

　　2010年2月美国司法部对电装北美子公司进行调查以后，电装

高度重视并加大了对于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由董事长担任“反垄断

法合规委员会”的委员长，严格监督管理反垄断法的彻底实施。

推进体制

教育・咨询

　　电装持续开展各种教育启发活动，提高员工的合规意识。

内部通报制度

　　电装对于业务上的违规案例，通过邮件、电话、书面和面谈等

形式向地区总部及关联公司进行通报。

活动点检和改善

　　电装定期进行合规活动点检，以检验活动推行效果。发生为

题后，及时向公司领导汇报并进行改善防止再次发生。

　　针对新加入公司的职员开展了4次（每3个月一次）合规

相关的培训，使每一个员工从最初进入公司之时起，就能

意识到合规的重要性以及公司对于合规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为避免出现反垄断法相关的违规行为，电装采用当面

讲解与视频讲解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20家集团公司的员工，

开展了反垄断法相关的守法培训。通过本次培训，参加人员

加深了对相关法规、公司规定的理解，提升了工作能力。

　　《员工行动指南》是电装集团每位员工的行为标准，为使

新修订的《行动指南》得以广泛宣传，特采用动画形式，制作了

学习教材，并在各集团公司内组织观看。全集团3万多名员工均

参加了学习，最终学习完成率达到90%以上，并获得了员工的好评。

　　在每年的12月，电装会策划并举办各种宣传活动，以在

集团公司内传播合规的重要性、提高每位员工遵纪守法的

意识。例如，在去年的合规留言征集活动中，收集到了700

多份有关合规工作的感言或建议。

　1. 针对新入职员的合规培训

　3. 反垄断法相关培训

　2. 面向公司全员的《员工行动指南》学习活动

　4. 企业伦理（合规）活动月的宣传活动

企业社会责任 —— 合规管理

电装中国活动

电装（中国）集团企业伦理管理体制

时间：09年3月开始正式推进集团企业伦理体制建设
对象：包括DICH在内的电装具有控股权或掌握经营权的集团内子公司及其分公司，迄今为止共22家公司

集团企业伦理责任人：总经理
集团企业伦理副责任人：副总经理

集团企业伦理事务局：法务部

电装中国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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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 —— 社会贡献活动

全球方针

电装集团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关注领域

企业社会责任框架

推进体制

　　自从1949年电装公司成立以来，我们

积极贯彻公司的管理理念（电装理念），

不断创造价值、憧憬未来，为实现更加美好

的世界做出贡献。我们坚信，从概念到生产，

我们的技术必须带来超越功能的价值。它们

必须支持承担更大的社会使命，使电装公司

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与我们周围的

世界保持和谐。

　　我们非常清楚工业必须与自然界和谐

相处，而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并不仅仅是

遵守社会规则（例如法律法规），还应甄别

社会需求，向市场推出合适的产品，为实现

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

　　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愿景通过员工的

日常行为落到实处，他们与我们的关键

利益相关者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以此验证

并确保我们忠诚地坚持电装理念——这是

让我们继续成为全球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的指导原则。

　　电装公司提供让汽车变得对世界各地的

人们更有吸引力、更加有趣和更加便利的先进

技术。同时，电装公司担起降低汽车负面影响

的重任；即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不利环境

影响并减少酿成悲剧的汽车事故的发生。

　　电装公司致力于守护地球（环境）和生命

（安全），为下一代创造美好未来。对于“环

境”和“安全”的重点关注反映了利益相关者

和电装员工大部分人的想法或期望，并且已

纳入电装集团2020年长期方针中。

　　我们肩负使命努力工作，不仅开发能够

最大程度降低环境影响和有助于减少致命交

通事故发生的产品，还致力于通过教育、志愿

者活动和奉献增强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

我们能够取得成功是员工坚持不懈地奉献的

结果，并且我们会在整个电装集团弘扬这些

活动，从而鼓励更多的社区参与。

企业社会责任方针

　　为了有效履行构建可持续社会的

电装企业社会责任使命，我们正式通过

了《电装集团企业行为宣言》，其中阐

明了适用于全球集团公司的指导办法。

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电装公司深谙文化

和历史的重要性，尤其是因为它与重要

的业务实践有关联。因此，除了正式通过

适用于各集团公司的《电装集团企业

行为宣言》，我们还为电装集团员工拟定

了《行为准则》。《行为准则》经过专门

编撰，仔细考虑了地区和文化差异，适用

于日本、北美、欧洲、中国、亚洲及大洋洲、

印度及其他国家/地区。它为我们的员工

提供了可取行为的明确指导原则，让我们

在评估个人行为时有章可循。

　　电装公司意识到有时存在本质上更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在这些情况下，

我们会利用高层会议和专项委员会（例如环境、安全）确定和谈论这些问题，并促进相关部门

一起合作解决复杂的问题。企业规划部门起到集团监管主体的作用，通过跟踪活动

开展，帮助解决部门范围内的各种问题，在公司外部传播相关信息，并促进与关键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沟通。

企业社会责任指导办法

　　电装公司是一家真正的全球性公司，

在38个国家/地区拥有 150,000名员工。

我们认识到我们社区的需求千变万化，

鉴于此，我们制定了一个灵活的企业社会

责任指导办法，使我们的海内外集团公司

能够分担责任，共同规划并实施符合

《电装集团企业行为宣言》的活动。这个

指导办法使各集团公司能够应对每个

公司所面临的具体状况，以及解决各

公司在开展运营的特定地区和国家所

面临的问题。

方针 电装集团的企业行为宣言

股东满意度
客户：建立信任和创造新价值

员工：重视员工并打造激励发奋进取的工作场所

股东与投资者：提高企业价值、重视意见交换

业务伙伴：促进交易开放、公平、透明

全球与本地社区：保护环境、增强安全、贡献社会和贯彻公平的业务实践

风险管理
符合性、信息安全性、其他

股东满意度

风险管理

电装公司

高层管理会议

专门委员会
风险管理会议、信息策略会议、客户满意度改进会议、环境委员会、
安全与健康委员会、内部信息委员会、进出口控制委员会等

监管
企业规划部门

相关部门
（人力资源、总务管理、环境、企业通讯、信息、法律、采购、

销售与市场、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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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装中国活动

中国社会贡献活动

 交通安全

　　以成为“中国必不可少的公司”为目标，结合现地的文化及

风土人情，作为扎根所在地区的企业在中国全面开展社会贡献活动。

涉及的领域包括

　　交通安全，如面向小学低年级学生，做交通安全相关的教育普及；

　　环境保护，如提高DN员工以及地区民众的环保意识；

　　人才培养，如面向大学生提供助学金。

　　以“为社区交通安全做贡献，以实现‘安心・安全的社会’”

为全球方针，将“通过员工参与，主要针对交通弱势群体开展

全面周到的活动”作为全球的共同理念。

中国社会
贡献活动

交通安全 环境保护

人才培养

　　为减少交通安全事故，在公司内开展提高员工遵守交通规则、

安全驾驶意识的一系列活动。同时积极开展提高儿童安全意识的

交通安全讲座活动。

　活动一览

刹车距离测量

路口交通站岗

驾驶员盲区体验

活动合影

交通安全讲座

校企共建签约仪式

・ 与《南方周末》合作，面向全社会征集儿童安全过马路

的口号，力求成为提高全社会交通安全意识的启蒙活动

・ 面向儿童制作上门培训资料、制作、派发儿童交通安全

工具（反光钥匙链）

・ 在分公司（上海，天津，广州，北京）所在地了解小学

需求，开展上门培训，在周边交叉路口开展站岗活动

・ 开展体验式培训，培养儿童“自己想办法保护自身安全

的能力”

・ 针对分公司（新增长春）所在地小学开展上门培训，

在周边交叉路口开展站岗活动

・ 利用电装上海技术中心的基础设施和车辆，开展体验式

培训，培养小学生“自己想办法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

・ 与莘庄工业区、公安部门、当地小学合作实施，计划12月

与鑫都小学成为校企共建单位，在交通安全领域进行

长期合作

・ 号召中国各家工厂在周边学校推广交通安全讲座活动，

 16年先期加入7家工厂

企业社会责任 —— 社会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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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 —— 社会贡献活动

 环境保护

　　每年6月是电装的环境月，电装将“为建设绿色、清洁的社区

做贡献”活动作为全球活动加以推进。活动实施时鼓励员工及其

家人参与活动成为志愿者，一方面形成强烈的集体感，增强凝聚力，

一方面共同为保护环境做贡献。2016年，22家中国各地的生产公司

以及5家分公司参与了这项活动。以及5家分公司参与了这项活动。以及5家分公司参与了这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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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

　　自2006年起随着公司业务规模

不断扩大，电装设立了助学金制度，

向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生活援助，

为地区社会做出实际贡献。

　　2016年以后，随着国家政策以及

大学生群体实际情况的变化，将对

“助学金活动”制度做进一步改善

升级。

受助学生参观上海技术中心

　电装走进交大校园活动——校企合作《工程与社会》课程系列讲座

　吉林大学交流活动

　助学金活动

2017年4月10日上午，DNJP技术人才战略部杨旭华博士、上海技术中心

副所长村田先生等一行人应邀来到交通大学，在东上院报告厅为《工程与

社会》课程的师生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特邀报告。

来自DNJP本社代表杨旭华博士作了题为《我眼中的日本，我心中的

电装》的报告。首先杨博士介绍了电装的发展历史、电装的发展根基（经营

理念）以及电装的DNA。

随后，来自电装上海技术中心的俞锦副部长以汽车冷却系统介绍了

汽车零部件产品开发设计总体流程。徐兆良先生借助实物模型的演示，介绍

新能源车车用热泵空调系统的特点。

这次特邀报告，让同学们深入了解了日本电装的企业文化和人才育成

理念，也启发了学生们关于自身如何成才的深度思考。《工程与社会》课程

还将举办一系列类似特邀报告等形式的活动，导入优质的社会资源，旨在提高

学生的工程意识和综合素质。

11月24日，电装走进交大校园系列活动，电装

作为特邀企业参与主讲《工程与社会》课程系列

讲座，在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F210会议室举办。

本次讲座特邀电装本社部长杨旭华主讲、上海技术

中心所长外山淳一、本部长伊藤肇等电装代表出席

了本次讲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院长奚立峰，

陈江平、陈明、王恩禄、胡海涛、翟晓强等教授

以及本科生、研究生代表参加了本次讲座。

为了能够协助大学更好的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用化汽车技术人才，

从而为中国的汽车技术进步做贡献，作为大学理论教学的补充，电装为大学提供了

侧重于实际应用的柴油发动机技术讲座和汽油发动机技术讲座，同时让广大在校

学生有机会深入了解具有先进技术的电装汽车零部件的产品知识。自2011年起

举办讲座近30次，参加讲座人次超过500人，总体效果良好，受到师生好评。

　上海交通大学交流活动

企业社会责任 —— 社会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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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 

　　作为以为人类幸福做贡献为目标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电装在成立之初便积极

投身环境保护工作。在公司成立的第二年（1950年）便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汽车，早于

电动汽车批量生产40余年。

　　电装集团致力于生产「适合于人和地球环境的汽车」，努力成为可以为「先进的汽车

公司的创造」做出贡献的企业集团。因此电装不仅进行产品的生产，在事业活动的所有

领域消减环境负荷的同时，也追求世界高水平的环境效率和高资源生产性。

　　电装集团在所有的企业活动中，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并谋求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为了在2050年实现地域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电装将通过创造新的环境价值、

捍卫地球环境，为下个时代开拓光明的未来。 

电装中国活动

全球方针

01

02

03

04

05

06

10

07

08

09

ENERGY1/2 CLEAN×2

ACTION 10

GREEN×2

产
品极致

燃油性能

铅丹CO2

造物

低碳
生活・出行

环保意识・
知识・技能

创造环境价值的
管理

社会环境贡献
行动

铅丹
环境承载范围内生产

绿色・自然
丰富多彩的
工作环境

环保材料&
低排放

新绿色技术

工
厂

员
工

经
营

环保活动

环境远景2025

　　电装的环境管理 ～环境价值创造管理～ 

向着「地球环境的维持与平衡」，为「先进汽车社会的创建」

做贡献而努力。

通过解决全球变暖与能源·资源的问题，为维持永恒的地球

环境做贡献。

向所有的事业伙伴传递安心，遵纪守法、与不断发展的社会

共同成长。

向后代传递更加丰富多彩的自然，通过与自然共生的企业

活动，共享自然恩泽。

 能源×1/2

 清洁×2

 绿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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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活动

环境改善事例

 CO2消减

 化学品消减

 用水量消减

 废弃物消减

　工场照明灯改善

　测试用油回收再利用

　生活污水站处理后达标的回用水作为空调冷却塔冷却水再利用（外循环用）

　检测用塑料循环使用改善

原工场照明灯使用250w一盏的卤素灯，电能浪费，而且开启时需要预热10min

设备进行产品洗净、测定使用后油回收到供油机废油油槽内，每天油槽满需要将回收到

废油槽内的油手动排出进行废弃，废弃量600L/周，费用约7.8万元/月

①夏秋季节中央空调冷却系统的冷却水蒸发量很大

需要每天补充水约80-100吨，自来水消耗很大，16年

水费（2.68→3.93元/吨），用水成本增大。

②生活污水站处理后的达标回用水供给洗手间和

草地喷淋外，还有较大富余量排入市政污水系统。

* 污水站设计能力100吨/天，洗手间和草地喷淋用水

约60吨/天，富余回用水量约40吨/天。

检测用塑料板上粘的普通双面胶布，粘贴上样品后无法撕下来，每次使用完后进行报废

处理，一天需要报废10个塑料板。

更换成LED节能灯，由原来的250w变成了88w

将测定设备使用油回流到测试槽内经过滤后再次使用、减少油废弃量

富余回用水量用作空调冷却塔冷却水再利用

（外循环用）。

* 节约水资源约40吨/天。

改善说明：

①从就近公共卫生间接驳回用水管道到冷却塔；

②在冷却塔内安装自动补水浮球

 （补水顺序：回用水—自来水）。

① 重新定制不带双面胶布塑料板

② 选购不粘胶类的双面胶，贴完后能够很容易的撕下来。

改善前

改善前

改善前

改善前

改善后

改善后

改善后

改善后

样品粘在塑料板上

双面胶

样品

双面胶无法去除

改善后重复利用塑料板，大大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新定制
塑料板

购买
不粘胶

贴在
塑料板上

粘上样品 使用完撕下
双面胶重复使用

达标的回用水富余排放
在就近公共卫生间接驳

回用水管道（约25米）到冷却塔。

在冷却塔内安装自动补水浮球
（补水顺序：回用水—自来水）冷却塔外循环水自然蒸发

工
厂
卫
生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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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个人潜能与团队协同 

　　电装公司提供一个能够确保雄心勃勃的员工茁壮成长和促进团队合作的工作环境。

　　我们投资员工是因为我们的成功与他们的个人和职业发展息息相关。电装管理层

承诺尊重每位员工，同时培养他们的个人和团队能力。我们追求以人为本，鼓励所有成员

参与决策，培养合作性团队，以及支持职业发展。

让所有成员参与管理重视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 为职业发展提供支持 团队合作

视每位员工为管理层的一员，他们遵循共同的

公司政策并拥有相同的目标，对个人行为恪守

承诺和承担责任。这种工作环境能够鼓励有

远大抱负的员工积极提出有关改进和正面改

革的意见。我们高度重视和尊重他们的贡献。

通过实施尊重员工的政策，电装公司提供了

稳定的工作环境，尽量降低员工的焦虑感，

提高积极性，并且鼓励长期雇用。

电装公司提供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环境，

有远大抱负的领导者可以发展他们的职业

生涯，实现他们的专业目标。机会包括大型

业务项目、教育计划、工作轮换和培训机会，

例如我们的人力资源发展计划。

我们鼓励在整个组织的员工之间进行开放

式沟通，并且在办公室内/外组织公司活动，

以确保建立良好的关系和促进团队合作。

电装中国活动

　　电装公司人才培养的出发点是“造物即造人”。基于长远观点

开展的人才培养，是新技术革新、高品质以及持续性改善的原动力。

通过实践这一原则，我们实现了企业成长。在工作中不断成长是

电装公司人才培养的基本思想。工作上的各种挑战才是促进成长

外派·海外实习生制度
电装在全球30多个国家拥有200多个集团企业和技术中心，可为员工提供很多机会参与海外赴任地或跨国家、

跨地区的项目工作。在工作中与异文化、拥有不同习俗、不同价值观的伙伴进行合作，从而学会多方面地

思考问题，提升异文化对应力，获得国际化人才所必备的各项能力。

领导力培养课程（GLDP·RLDP）
电装公司提供各地区管理者培养方案RLDP(Regional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以及在总部(日本)

进行的全球干部培养方案GLDP(Global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邀请国际顶级讲师授课，学员通过

组织革新、事业愿景、全球事业战略等有关讲座的学习和讨论,掌握管理干部应具备的各项技能。

分级别/工种教育
为了让员工理解公司对其所处职位·资格所寄予的期待和要求，掌握履行其职责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公司有针对性地

开展“分层级教育”。并设有针对不同工种，培养专业知识·技能的“专业工种教育”。从年轻员工到管理者，电装

公司始终支持不同级别的员工成长，并为其提供实现更高目标的挑战机会。

Do

Action

CheckPlan

具体经验

改善成长

挑战目标
通过工作培养 上司的评价

反馈

最好的机会，安排有干劲的员工担当更高水平的业务，上司在每个

关键节点给予及时的指导和意见反馈，以长远眼光助力于员工的

成长。而工作中难以习得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我们则安排有丰富

的研修科目。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内部业务的细分化,公司

高层和管理者、基层员工之间很难有机会深入的了解

和沟通。 

为促进沟通，倾听员工需求、把握职场的声音，

电装中国定期举办公司高层和管理者之间的合宿（全天

交流会），高层和工会之间的劳资恳谈会，以及经营层

和各部门的恳亲会等活动。此外，公司还不断完善员工

表彰大会制度，对于在业务上取得卓越成绩的团队和

员工进行嘉奖，2016年表彰大会共有140名员工获奖。 

　　随着DICH组织的扩大及日益发展，员工的构成（年龄、家庭构成等）及其对

福利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因此，为了让DICH的福利体系更具竞争力，

通过上下一系列的沟通及对当时的福利项目的整合，在2014年成功导入了“弹性

福利制度”，至今已顺利进入到第4年的平稳运营。

　　员工登录DICH专属的弹性福利平台后，即可自行选择心仪的年度福利项目。

相比过往分散的福利项目，弹性福利制度的福利设置不单只涉及员工本人，

同时，家属（父母、配偶、子女）也均在受惠的对象范围内。例如保险和体检项目的

设置，为员工解决了不少后顾之忧。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承“我的福利我做主”的

理念，不断完善弹性福利制度，为员工提供更有魅力的弹性福利平台。

全球方针

员工发展

人才培养

 OJT(工作中培养)  研修科目（实习生制度、领导力培养课程、分级别/工种教育）

员工福利 员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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