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

日立建机集团CSR

以集团共同的目的、方针推进 CSR 活动

在国内集团公司开展 CSR 教育

在日立建机卡车公司全体员工会议上对

和 CSR 活动计划情况调查活动

CSR 和品牌管理进行解说

因为有在包括集团公司在内开展 CSR 活动的必要，

日立建机于 2005 年确立了按照
「CSR 的目的」
（主要是

CSR 报告的发行

明确 CSR 活动方向性）和活动主题开展活动的方针，并进

去年年初第一次制作了 CSR 报告书的日文版和英文

行了 CSR 活动开展状况的调查。2006 年在此基础上，制

版。积极地向股东、分析家、合作伙伴、学生等股东分

定 CSR 活动开展计划来推进此项活动。今后，在此活动

发的同时，也在 Web 进行了公开，包括普通民众，尽可

结果的基础上制定下年度的活动计划，正所谓是通过

能增加向各种股东宣传日立建机开展的 CSR 活动。此外，

PDCA 团体来推进 CSR 活动。

也分发给了集团全体员工，以达到全员都了解日立建机

所以对于国内集团 22 家公司进行了 CSR 教育。此外，通

员工会议上，Walter 社长对 CSR 和品牌管理进行了讲解，

过问卷调查和采访的方式进行了 CSR 活动开展情况的调

决定同时进行这两项活动，开展作为「建机人」的 CSR 活

查。在此基础上，国内集团各公司都计划制定 2007 年的

动。

CSR 活动行动计划、开展 CSR 活动。今年打算将此项活动
推广到国外的集团公司。

日立住友重机械建机起重机也制定了企业愿景
日立住友重机械建机起重机制定了「日立」和「住友」
公司的综合企业文化，以创建世界 No.1的建机起重机为
目标，于 2007 年 1月制定了公司的愿景。决定在由企业

集团开展 CSR 活动的目的。今年计划制作在中国能够方

使命、企业形象和行动方针组成的企业理念的基础上开

便使用的中文版 CSR 报告书，同时在 Web 上按照不同活

CSR 的目标

在 2006 年 12 月召开加拿大日立建机卡车公司全体

展 CSR 活动。

动设置专栏，以供股东各位提出宝贵的意见 .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基于我公司企业理念的活动，

基于 TCM 的 CSR 教育

不断为社会做贡献。
」

◆ CSR 活动的 2006 年计划、业绩以及 2007 年目标標

2006 年计划

计划方针

2007 年计划

页码

1. 企业社会责任的自律

・CSR 报告书的发行
・在日立建机及国内集团 22 公司中开展 CSR 教育

・发布了日语版 (06/6) 和英语版 (06/9) 报告书
・实施

P18
P19

・发行日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的 CSR 报告书
・调查海外集团公司教育和活动计划情况

2. 通过开展业务贡献于社会

・继续改善质量
・整理客户信息
・开发新型排雷机
・开发有利于环境的产品
・开发绿色环保产品

“捡拾落穗”8 家公司、全球产品制造审查 1 家公司、PS
（产品安全）
审查 1 家公司
・分别进行：
・实施
・在柬埔寨进行 2 种排雷机试验
・6 种机械产品化
・3 种机械产品化

P22
P24
P12
P42
P43

・继续实施
・采用信息活可的体制
・在地雷受害国开展产品展示
・继续实施
・继续实施

3. 信息公开和共享

・CSR 报告书、CSR 活动在 Web 上的公开
・通过密码、指纹认证等强化信息安全
・检查集团 4 家公司的个人信息保护情况

・在 Web 上公开 CSR 报告书日文版 (06/7) 和英文版 (06/10)，在媒体上适当刊登 CSR 活动
・实施
・在集团 3 家公司内实施

P18
P26
P26

・继续实施
・开始运行安全平台
・在集团 6 家公司实施监查

4. 尊重企业伦理和人权

・日立建机和 REC 公司的全体从业人员、在土浦工厂工作的集团公司全体从业人员的合规性教育
・合规性检查 集团内 6 家公司
・输出管理教育 集团内 1 家公司 输出管理审查 营业综合总部和集团内 3 家公司
・制定防止技术向国外流出的对策
・全公司风险检查

（实施 289 次、出席总人数 6,540 名）
・实施
・在 3 家公司实施
・实施输出管理教育。输出管理监查在销售综合总部和集团1 家公司内实施
・制定了行动规定并传达给相关公司
・进行了信息收集

P21
—
P21
—
P21

・开展集团公司合规性培训
・审查 6 家公司
・在相关部门实施实际业务教育 审查 4 家公司
・在对策的制定方面支援国内集团公司
・探寻公司存在的风险

5. 加强环境保护活动

刊登于第 34 页

刊登于第 34 页

6. 加强社会贡献活动

・制作社会贡献方针
・业务方面有计划的社会贡献

・实施
「富饶的大地」
，特别赞助霞之浦马拉松大会
・决定支援 NPO 法人

7. 创造便于工作的职场环境

・扩大国际业务教育、培养租赁业务人才、培养集团公司人才
・探讨员工满意度调查内容
・全面实施 3C 面谈
・研究精神健康

・为了开展各种教育，霞之浦综合研究所开业
・进行了前期调查
・大概进行了 9 成。对评论家开展培训
・调查了总公司、东西事业部和海外常驻人员的健康情况。决定引进 EAP

P28
—
P28
P29

・继续实施
・实施员工满意度调查
・全面实施 3C 面谈
・引进 EAP

「配件采购基本方针」
，并告知合作伙伴
・修改

P23

・继续实施
・在采购公司实施 CSR 教育

8. 与业务合作伙伴共享社会责任意识

18

2007 年活动成果

「配件采购基本方针」
・修改

刊登于第 34 页
P30
P16, P17

「富饶的大地」
、特别赞助霞之浦马拉松大会
・支援 NPO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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