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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准则》完成，该准则是行动基准，

也是对供应商的激励工具。关于环

境和社会、双方的供应链相关的 

10 个对象领域，与阿自倍尔株式会

社的行为指南等相结合，详细阐述

了供应商具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例如，在与环境相关的“气候变化”

领域中，记载了在一般企业活动和

生产工程中为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和

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利用。此外，在

与社会相关的“劳动惯例”领域，

阐述了排除过度劳动、遵守与工资

和津贴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人权”

领域，则阐述了禁止因种族、国籍、

性别、宗教、信仰、残疾等原因出

现歧视等的措施必要性。

从二级分包商到下级所有合

作伙伴均致力于 SDGs 工作

2021 年 12 月召开了关于 CSR

采购准则相关的线上说明会。阿自

倍尔的主要供应商 313 家公司中有

276 家公司参加，其中多数通过问

卷调查表明了希望强化措施的积极

意见。从这层意义上讲，可以理解

为这不仅是加强供应链整体措施中

不可避免的必要之事，而且推进措

施对于提高供应商自身的企业价值

也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通过对 502 家供应商的

自我评价问卷的答复进行验证，例

如环保措施方面，在零部件制造商

等制造业和建筑公司及楼宇设备维

护管理公司等服务相关企业之间，

其措施进展情况参差不齐的现状也

突显出来。将此类状况反馈到 azbil

集团的方针 / 战略、体制 / 机制、工

作措施等方面，致力于改善对供应

商的激励和协作方式，以这种形式

持续开展 PDCA 循环。

从履行涵盖整个供应链的社会

责任的视角来看，azbil 集团的合作

对策对象不仅限于直接交易的供应

商合作，还必须包括与供应商合作

的公司如二级分包商、三级分包商

等。关于这一点，azbil 集团在寻求

直接供应商的协助下，正在研究有

效 的 方 法。 为 了 在 2030 年 实 现

azbil 集团 SDGs 目标之一的“供应

链、社会责任”，今后我们将在整个

供应链中努力履行环境和社会两个

方面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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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供应商一起履行社会责任

azbil 集团制定了由四个基本目标构成的“azbil 集团 SDGs 目标”，其中之一为“供应

链和社会责任”。为此，azbil 集团为了在包括产品原材料和零部件，及施工、工程、服

务的采购在内的整个供应链中履行社会责任，以对供应商的激励和协作为基础，设置了

达成度评价的框架，推进着各种活动。

从21世纪初开始展开供应
链中的CSR活动

azbil 集团以“通过以人为中心

的自动化，为人们创造安心、舒适

和满足，为保护地球环境作贡献”

为理念，将 SDGs*1 定位为经营的

重要路标，旨在通过解决全球范围

内日益增加的社会问题来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世界。2019 年，制定了由

“环境 / 能源”、“新自动化”、“供应

链 / 社会责任”、“健幸经营 / 开拓进

取型企业”四个项目组成的“azbil

集团 SDGs 目标”，旨在通过强化各

项措施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直接”

作出贡献。

azbil 集团从 21 世纪初开始，

将 CSR（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活

动的一环，从环境和社会的视角出

发，实践了与现在 SDGs 目标“供

应链 / 社会责任”相关的措施。环保

方面，对产品的零部件实施产品含

有化学物质管理，对欧盟（EU）的

RoHS 指令 *2 和 REACH 法规 *3 等

规定的化学物质含量进行监测。如

超出规定值，则要求供应零部件的

供应商进行改善，并确认修改结果。

此外，实施“绿色采购”活动，优先

选择和采购有利于降低环境负荷的

商品，要求供应商考虑采购对象（产

品和服务）的环保性。同时，确认供

应商通过共享节能措施等，达到了

一定的环境标准。另一方面，从社

会视角来看，为了确保供应商的正当

工作条件，要求签订 36 协定 *4 和

完善就业规则等，敦促采取措施规

避长时间劳动和过度劳动相关风险。

在推进此类供应链活动的过程

中，2014 年从“贯彻企业的公共性、

社会责任”、“遵守公正的交易”、“在

社会行动中秉持对人的尊重”、“推

进环境保护”四个视角出发，明文

规定了采购的应有状态，并制定了

“azbil 集团采购基本方针”。在 azbil

集团内部进行彻底宣传的同时，也

得到了供应商的理解，在整个供应

链中实践了有利于 CSR 的采购活动。

将贯彻CSR的具体措施归
纳为指导方针并提出

然后，azbil 集团随着 2019 年

SDGs 目标的制定，进一步强化了供

应链的工作，为了更加积极地履行

社会责任，构建了以对供应商的激

励和协作为基础的新框架。具体来

说，参考外部机构的 ESG*5 评价方

法，为环境和社会两个范畴设定了

10 个对象领域的评价指标。在“方

针 / 战略”、“体制 / 机制”、“工作措

施”、“有效性评价”这 4 个阶段的

达成度评价中，在验证供应商自我

评价问卷措施的基础上，对一系列

的 CSR 活动进行综合评价。azbil

集团各公司将此 PDCA 循环付诸于

行动，在与供应商持续合作和推进

改善活动的同时，通过向公司外部

公布评价结果，将利益相关者的意

见反馈到改善活动中。

此外，2021 年 11 月《CSR 采

为了整个供应链共同以SDGs为目的履行社会责任，以对供应商的激励和协
作为基础，制定持续改善的框架

气候变化

劳动惯例 品质、顾客

环境管理

污染、资源 生物多样性

健康和安全 社区

水安全、水风险

评价指标的
对象领域

人权

社会供应链

绿色供应链

将SDGs作为共同目的与供应商合作，实现供应链中CSR的价值共享。

评价*

azbil集团自我评价

供应商自我评价

反馈各领域的广大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要求等

Level 1

方针/战略

集团采购基本
方针等的完善
和贯彻

Level 2

体制/机制

集团内体制和
机制的完善

Level 3

工作措施

对供应商进行
激励

Level 4

有效性评价

azbil集团对措
施和激励效果
进行评价

azbil集团的自我评价

＊azbil集团的工作分为4个项目进行自我评价（Level 1 ～ 4），加上供应商的自我评价问卷，
　共计5个项目进行综合评价。

供应链的激励、
协作

向公司外部公开

验证

调查问卷

供应商的自我评价

调查问卷

参考外部机构的ESG评价设定10项评价指标。从环境和社会两方面扩充对象
领域。

供应链中评价指标的对象领域 azbil集团评价供应链CSR活动的PDCA循环

＊1u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在 2015 年召开的联合国峰会上通过的从 2016 年到 2030 年的国

际目标。其目的是实现“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可持续发展的、

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社会，其中包括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

＊2uRoHS指令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欧盟议会和理事会关于限制

电气电子设备中含有特定有害物质的使用的指令）的简称。2002

年颁布第一个 RoHS 指令，2011 年全面修正的欧盟（EU）的有

害物质限制规定。

＊3uREACH法规
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提高欧洲化学产业竞争力等为目的，从

2007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欧洲化学物质的综合性注册、评估、

许可、限制的制度。“Registration（注册），Evaluation（评估），

Authorisation（许可）and Restriction（限制）of Chemicals（化学品）”

的简称。

＊4u36协定
公司要求加班超过法定劳动时间（每天 8 小时，每周 40 小时）

时所需的劳务协议书。

＊5uESG
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Governance（公司治理）

的首字母。为了实现社会和企业的持续增长，需要从以下三个观

点进行考虑。

此篇报道发表于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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