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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首先对平素给与本公司在生产・采购活动中的巨大支持和协作，表示衷心地感谢。电装事业体系的构筑正是

得益于与供应商之间坚固的伙伴关系。 

 

托大家的福，汽车和交通社会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目前汽车总拥有台数已超出了11亿台。伴随着新兴国家

的快速发展，到2025年世界人口将增加至80亿人，汽车总拥有量将达到15亿台。其结果，一方面越来越多地

人将享受到汽车带来的便利和自由移动的乐趣，但同时，汽车数量的增加，同样带来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环

境负荷物质的使用对人体健康及自然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确保今后人们对汽车的喜爱不会退减，电装集

团正视这些环境课题，希望本集团能始终成为可提供使汽车价值 大化同时负面影响 小化解决方案的企业

集团。 

 

如上述指南中的承诺，我们发布了「电装集团2030长期方针」，承诺为营造给所有人带来安心、幸福感的动

力社会而努力，持续不断创造新的价值。 

同时，我们将全体员工期待的电装集团始终是关爱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公司的远景融入集团口号，明确了「为

我们的地球、社会、每一个人带来充满希望的未来」的口号。 

 

为了实现上述方针，同时为了应对事业领域和责任要求的不断扩大，强化生命周期的视点，从价值链整体推

进创造环境价值的经营活动，提出了新的环境长期方针「电装环境愿景2025」并展开活动。 

 

我们的产品，由来自于供应商提供的部件・材料，设备・设施・副资材・事务用品等，直接或间接购入的物

品和服务组合而成。为了实现「电装环境愿景2025」，我们认为和供应商携手共进集结全体智慧・集中全力

展开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今后也将和各位供应商在更加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将相互的发展作为经营柱石，

来致力于双方的事业活动。 

 

基于上述的考虑，值此电装环保愿景2025发行之际，修订了「电装集团绿色采购指南」，衷心希望各位能在

理解宗旨・内容的基础上，和我们一起齐心协力展开新指南中的环保活动。 

 

 

安全品质环境本部  本部长  执行干部    ⽵村秀司 

                                

采购总部      总负责⼈  副社长    篠原幸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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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装环境愿景 2025 

我们以「守护地球和生命，为下一代创造美好未来」为口号，将希望本公司始终成为关爱人类和社会的企业

集团的电装集团全体员工的意愿融入在环保愿景之中。 

为了环保愿景的实现，和为了对应对企业的领域和作用扩大的要求，强化生命周期的视点，为了从价值链整

体来推进创造环境价值的经营而如下提出了新的环境长期方针「电装环保愿景 2025」并展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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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的定位 

 

■所谓绿色采购 

是指采购部件·材料·服务时优先选择将消减环境负荷※，不使用指定禁止物质纳入管理的供应商，该

供应商应①遵守环境法规・规范 ②为降低环境负荷※展开活动 ③构筑了环境管理体系 

 

※所谓降低环境负荷，是指降低 GHG（温室效应气体），降低环境负荷物质等以低减给地球环境带来的负

面影响 

 

■绿色采购指南的定位 

本绿色采购指南，总结了电装集团对供应商的期待·依赖事项，作为 One DENSO 通则在全球事业范围内

向供应商展开。 

恳切希望理解本指南的内容，并对本公司的绿色采购活动给予以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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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供应商的拜托事项 

为实现电装环境愿景 2025，各供应商的协作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在本绿色采购指南中，将希望各位能给与协作的事项总结在内。 

如下图将环境愿景与向供应商的拜托事项进行了总结。 

并且，在下一页将拜托事项详细内容汇总在一览表内。 

附表 3 是放大的一览表。 

对于各位供应商，恳切希望能对本公司的绿色采购活动，给与深入理解和大力协作。 

除此之外，要以遵守各国、各地区的法律法规为大前提下给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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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环境管理体系的构筑 

1-1.环境管理体制的构筑 

消减环境负荷物质，需贯穿在企业的所有的活动当中。我们希望电装所有供应商均基于 ISO14001 或

其他第三方认证体系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对于已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供应商，拜托维持、水平提高并定期更新。 

对于没有取得第三方认证的供应商，拜托首先建立起满足下记要点的管理体制，今后持续努力取得第

三方认证。 

   

                 - 记 - 

请在本公司规定的「全球电装环境管理要求（附表 1）」内填写必要事项。 

在附表 1 中表Ⅰ“认证取得”调查部分回复 B，C，D 的供应商，希望在表Ⅱ“环境管理体系构筑自我

诊断”中各项目均能回答“Yes”。 

在回答表Ⅱ“环境管理体系构筑自我诊断”表时，可以参考附表 2“环境管理体系构筑自我诊断指南”。 

 

同时，为实现供应链的整体管理，拜托各位向各位的供应商展开环境管理体系建立的确认、提案·指

导活动，以此向下级供应商不断扩大。 

对每一个供应商的环境管理体制建立状况，我们将另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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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从生命周期整体推进环境管理 

DENSO 在整体的事业活动中致力于消减产品的环境负荷物质的使用，并从全视野角度评价产品的环保

性。在这些活动中，不仅把握本公司产品所带来的环境影响，还有必要把握供应链中的环境影响。对

于纳入属于对象的原材料、部品的各位供应商，拜托提供有关对象品的环境数据。 

届时，将会发送「供应链环境数据调查指南」资料，进行数据调查时希望能遵照此指针要求，提交下

表内的数据。 

 

特别是针对新采用材料/部件及设计变更的材料/部件，有可能会被要求提出与以往材料/部件相比环

境影响方面的变化数据，进行确认。 

 

调查对象 主要调查内容 

DENSO 选定材料/部件 

（根据预估对环境的影响度程度

等每次进行选定） 

材料/部件制造环境数据 

・能源使用量 

・CO2、NOx等向大气中的排放量 

・废弃物量 

・水使用量 

等 

 

＜向本公司提交的资料及提交时期＞ 

提交资料 提交时期 

供应链环境数据调查表 新产品开发时、设计变更时等随时提出（提交期限日前的

两个月左右将会发出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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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环境负荷物质的管理与消减 

2-1.向本公司纳入的产品、部件、材料、副资材（ 终构成产品的物品） 

关于使用环境负荷物质的问题，以欧洲为首各国都在推进法制化，其影响不断增大。特别是针对汽

车行业，在欧洲已经使报废汽车时的环境负荷物质法规正式生效。因此，出于遵守法规的立场当前

对于环境负荷物质的非含有保证已经有了严格要求。 

本公司在这种动向下，正在推进环境负荷物质的使用禁止、消减活动。 

针对本项活动，DENSO 针对向本公司纳入的产品、部件、材料、副资材［以下、简称产品等］的环

境负荷物质制订了相应规定，拜托供应商给予支持遵守各项要求。 

 

（ａ）遵守环境负荷物质相关的设计基准* 

我们要求每家供应商纳入的产品均遵守 DDS2004 基准的要求。 

但是，在基准「申报物质」之中，包含有法规限制仍在研讨中或者预测今后将会受到法规限制的物

质。关于此类物质，有可能会请求供应商给与实施具体的代替技术的开发及消减活动。如有这种情

况时，将另行向各位展开详细内容，届时拜托能给与大力协作。 

*⽇本的情况是 DDS 2004 

 

（ｂ）材料及环境负荷物质信息的提供 

拜托各位供应商，遵守本公司的要求（供应商的品质保证规定手册等），提供材料及环境负荷物质

的信息。 

 

（ｃ）环境负荷物质关联的初品检查结果的报告 

拜托能遵照来自纳入担当部门的指示，向该部门提出初品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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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不含有环境负荷物质管理体制的构筑 

对各位供应商，拜托自公司内构筑产品等不含有环境负荷物质的管理体制。 

此外，为了确认各供应商「不含有环境负荷物质管理体制」的构筑实绩，将在适宜的时机由本公司

实施监察。 

供应商的自主确认表将通过附表揭示。 

2-2.在本公司内使用的材料、副资材
※
等 

关于在本公司内各事业所使用的材料・副资材・药剂等环境负荷物质，拜托能对如下项目给与对应。 

（ａ）禁止物质的含有禁止 

任何向本公司纳入材料、副资材、设备的供应商以及承包施工、清扫、园林绿化等的各供应商，

必须遵守所纳入的材料・带进的材料（含附带在设备上的油剂、农药等化学品），不含有如下的「禁

止物质」。 

1）各国・各地区的禁止生产和使用的物质 

2）DENSO 公司的禁止物质 

本公司有之处详细的禁止物质。具体清单，将在公司网页上查阅详细内容。 

 

（ｂ）材料及环境负荷物质信息等的提供 

对于纳入本公司内使用的材料、副资材的各位供应商，拜托能提供所纳入的材料、副资材的 SDS

（Safety Data Sheets ）。 

 

2-3.向 DENSO 纳入的包装材料 

对于向本公司纳入包装材料的各位供应商，如本公司有要求时，拜托能遵照本公司要求对所纳入

的包装材料内含有化学物质进行调查，并将其结果报告给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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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消减物流过程的 CO2排放量及包装材料 

本公司一直积极致力于物流中的 CO2排放量（能源消耗量）的消减活动。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消减

活动一并展开。我们期待供应商在物流环节也展开相应的活动。 

 

3-1.本公司委托业务物流中的消减 

对于各位受本公司委托从事产品及部件物流的供应商，拜托能理解本公司的 CO2排放量消减的改善活

动，作为物流合作伙伴和本公司共同在推进改善方面予与协作。 

并且，在必要时还拜托能依照本公司要求，提供有关 CO2排放量的信息。 

 

3-2.本公司纳入物流中的消减 

对向本公司纳入部品、材料、副资材等的供应商，拜托能在向本公司纳入的物流中展开降低 CO2排放

量的活动。除此之外，拜托在包装材料也展开消减活动。 

 

＜向本公司提交的资料及提交时期＞ 

没有需向本公司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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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应商的各种环境活动 

4-1.遵守法规 

DNESO 一贯秉承遵守法律法规是环境活动中 重要的项目。 

对各位供应商，也拜托能遵守环境相关法规。 

 

4-2.支持 DENSO 产品开发 

DENSO 致力于生产能贡献于降低能源消耗和 CO2排放量的产品，从而带动降低汽车社会所产生的环

境负荷活动。DENSO 同时推进绿色环保新事业，通过开发绿色环保产品，贡献于全球环境保护和

维持可持续发展、富饶美好的未来。 

一直以来，各供应商对本公司相应的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期待在今后的新产品开发中继续扮演

重要角色、发挥作用。 

4-3.提高环境绩效 

我们期待供应商在各自的事业活动中努力实施改善提高以下环境绩效。 

◇消减 CO2排放量 

◇消减排放物
※
、废弃物

※
 

◇消减水使用量 

◇消减环境负荷物质危害 

 ・控制/消减生产时所使用副资材中的禁止物质（DENSO 指定的禁止物质） 

 ・消减 PRTR
※
对象物质排放量 

 ・消减 VOC
※
排放量 

◇工场・职场绿化的推进 

◇生物多样性维持活动的推进 

  通过推进考虑生物多样性的事业活动，致力于降低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可持续利用 

4-4.员工环境意识向上 

DENSO 致力于通过消减每天在生活和移动中化石能源的使用来实现低碳生活和移动的目标。 

我们拜托供应商鼓励其所属员工实施环保驾驶。DENSO 相信让每一位员工关注于“全球环境保护”

并认识到这是自己的职责，在自己的职场内、生活中实施环境友好活动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是

必不可少的。 

对各位供应商，也拜托能为提高员工的环境意识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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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集 

◆GHG 

是 Green House Gas（温室气体）的略称 

 

◆SDS 

是 Safety Data Sheet（安全数据单）的略称 

 

◆废弃物 

在排放物之中，向回收业者付费后扔掉的物品。 

逆有偿再循环+掩埋废弃物。 

 

◆排放物 

作为不要品从自公司扔掉的所有物品。 

有偿再循环（有价物）+废弃物（逆有偿再循环+掩埋废弃物）。 

 

◆PRTR（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 

对生产、使用、排放属于对象化学物质的企业，为把握、统计、公布其向外部的排放量及废弃处理量

的管理体制。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副资材 

是指洗净用溶剂・切削油等虽并不能成为产品，但在生产工程上必须使用的物品。此外，对于各位供

应商在生产阶段使用的副资材，指其中将纳入 DENSO 的产品生产中使用的。 

 

咨询处 

株式会社电装 采购 DX 改革部 TEL 0566-56-7450  



关于本件的咨询，
请向下述地点联系。

株式会社电装

采购DX改革部

TEL：0566-56-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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