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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价／“◎”：大幅度实现、“○”:实现、“-”:单年度不作评价的目标与实际成绩、“×”:未实现 

 

重点措施 中期环境行动计划目标 2013 年度目标 2013 年度实际成绩 自我评价 

1．环境友好产品     

1-1 积极取得各国环境标志与应对新标准 (1) 切实应对销售网点提出的希望与要求，努力取得以蓝色天使标志、生

态标志为首的各种环境标志，例如国际能源之星标志、北欧白天鹅标

志、EPEAT 标志、中国环境标志 I型等。 

涉及的全部产品均取得环境标志。 实现。 

○ 

(2) 符合蓝色天使标志、生态标志的新标准(2012 年以后)要求，继续开展

取得工作。 

符合蓝色天使标志新标准(UFP)的要求。 完成了应对新标准的工作。 
○ 

1-2 提高产品的节能性 (1) 产品均符合国际能源之星标志、蓝色天使标志、生态标志、中国能效、

日本领跑者标准等各种节能标准的要求。 

涉及的全部产品均符合节能标准的要求。 实现。 
○ 

(2) 在各产品领域实现领先于行业的节能性能。 实现行业领先水平的节能性能。 在全部产品领域实现。 ○ 

1-3 符合排放(TVOC、UFP、噪声等)标准 (1) 以足够充裕的条件符合排放标准的要求。 涉及的全部产品均符合排放标准的要求。 实现。 ○ 

(2) 符合蓝色天使标志新标准、德国新法(UFP)等的新标准要求。 符合蓝色天使标志新标准的要求。 实现。 ○ 

1-4 扩大再利用材料的使用率与使用量 涉及的全部产品均符合不断扩大的各种标准。 涉及的全部产品均符合 EPEAT 标准的要求。 实现。 ○ 

1-5 提高重复使用性与再利用性(产品本身、

耗材) 

(1) 推进耗材再生事业中的减少再生工序设计、削减交换零件、交换零件

的低成本化。 

墨水盒再利用率保持在 50%以上。 实现。 

○ 

(2) 扩大可使用闭环式原料的零件范围。 

1-6 通过推进捆包最佳化，来降低物流成本

与削减 CO2 

(1) 为降低物流成本，捆包最佳化与在物流过程中削减CO2排放量齐头并进。 推进捆包最佳化。 2014 年度继续努力。 
- 

(2) 推进适当材料的选定以及减小捆包尺寸与重量的工作。 

2．削减事业所的环境负荷 

2-1 削减集团整体的 CO2排放量 除去物流，将日本国内事业所、海外生产基地、海外销售网点以集团整体形式

进行合计，削减年率为 1%的 CO2排放量(销售额单位能耗比)。 

较 2012 年度削减 1%。  较 2012 年度削减了 11.0%。 
○ 

2-2 削减日本国内 8家事业所的 CO2排放量 削减年率为1%的CO2排放量，2015年度的CO2总排放量较1990年度削减25%(绝

对值)。 

同上。 受酷暑影响,CO2排放量有增加的倾向，但通过节能活动,相比 2012

年度为±0%(同值)。 

相对于 2020 年度中期目标(2013 年度的目标是较 1990 年度削减

23.0%)，实际成绩是削减了 23.4%，保持在了目标线以下。 

× 

2-3 削减海外生产基地(除美国以外)的 CO2

排放量 

削减年率为 1%的 CO2排放量(销售额单位能耗比)。 同上。 主要由于空调、照明、动力方面的节能活动与销售额恢复，CO2排

放量较 2012 年度削减了 13.7%。 

相对于 2020 年度中期目标(2013 年度的目标是较 2006 年度削减

15%)，实际成绩是削减了 26.9%，提前七年实现目标。 

◎ 

2-4 削减物流过程中的 CO2排放量 制定排放量的管理标准，削减年率为 1%的 CO2排放量(单位能耗比)。 设定削减物流过程中 CO2排放量目标。 完成目标设定。 ○ 

2-5 减少生产基地的用水量 2015 年度的用水量较 2010 年度减少 5%(销售额单位能耗比)。 未设定单年度目标。 较 2010 年度减少了 16.1%的用水量。 ○ 

2-6 海外生产基地环境保护活动的全球管理 构建遵守生产基地所在国环境法令法规以及适当处理废弃物等的全球管理体

制。 

同上。 对所有生产基地与生产活动有关的对象法令法规名单和遵守情况

进行了确认。 
- 

2-7 通过 ISO 14001 认证 新建立的生产基地与销售网点均通过 ISO 14001 认证。  株式会社益星歌通过 ISO14001 认证。 销售网点：5处(株式会社益星歌、其它 4处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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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措施 中期环境行动计划目标 2013 年度目标 2013 年度实际成绩 自我评价 

3．应对法令法规与社会动向     

3-1 在全球范围内应对化学物质法规 (1) 切实应对 REACH、RoHS、TSCA 等相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法规。 应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法规。 实现。 ○ 

(2) 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战略进行立案，2015 年度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的活动。 继续进行战略立案。 - 

3-2 在全球范围内应对产品节能法规 运用首屈一指的节能性能应对 ErP、俄罗斯产品法规、韩国能源法、中国能效、

日本节能法等相关产品节能法规。 

应对产品节能法规。 实现。 
○ 

3-3 应对不断扩大的生产厂家责任 (1) 提高为应对 WEEE/包装材料指令等向有关部门提交的数据精度。 为了提高上交数据的精确度，继续在产品出厂时对

产品进行计量，确认重量变动。 

为了提高上交数据的精确度，继续在产品出厂时对产品进

行计量，确认重量变化。 
○ 

(2) 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产品的闭环式回收再利用系统。 构建全球系统。 2014 年度继续努力。 - 

(3) 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耗材的回收再利用系统，努力向各销售统括公司推广。 向各统括销售网点推广回收再利用系统。 同上。 - 

3-4 开示与产品有关的综合性环境信息 (1) 在全球范围内开示产品的环境负荷信息。 对销售公司 100％开示新产品。 实现。 
○ 

(2) 开示遵循生态宣言(ECMA370)的产品信息。 

3-5 采用认证纸 推进采用 FSC 等认证纸。 未设定单年度目标。 日本国内销售公司的产品目录开始使用 FSC 认证纸。 - 

3-6 推进绿色采购 (1) 强化对商业合作伙伴(供应商)的监查以及教育，提高环境意识，切实遵

守法律法规。 

通过修订绿色采购基准书、发送与 REACH-SVHC 物质

追加有关的事先通知等信息传达以及对商业合作伙

伴的监查，努力提高商业合作伙伴与集团内部对绿

色采购的意识，推进遵纪守法工作。 

实现。 

○ 

(2) 构建对包装材料原料纸的原产地、违法砍伐、回收再利用等实施管理的

体制。 

掌握对象工厂的再利用率（5家工厂）。           

遵守欧盟木材法规。 

继续对 5家对象工厂的包装材料再利用率进行调查掌握。  

对对象包装材料以及产品的合法性实施调查，确认了其合

法性。 

○ 

4．环境交流 

4-1 推广与市场营销活动融为一体的

“Brother Earth” 

通过在新产品以及新事业中对环境的关爱、从包括公众媒体在内的网站发送环

境信息、对“Brother Earth”天文馆的宣传，积极推进环境诉求等工作。 

对配置在新产品上的环境技术、关爱环境的工厂进

行宣传报导。 

通过环境特别网站"brotherearth.com"传达信息。

对产业机械行业顶级的节能“电源再生技术”、应对工厂环

境的“生态工厂”进行了宣传报导。 ○ 

4-2 推进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中心的环境社

会贡献活动  

各地区在员工参加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积极举办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开展的

环境社会贡献活动。将其中部分活动作为环境特别网站的点击捐助对象活动登

载在网上，同时促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在全球 22 处网点继续开展顾客、员工参加型的环境

社会贡献活动。 

在 33 处网点实施。 

○ 

4-3 通过提高员工的环境意识，推进防止地

球温室化效应活动  

在全球积极推进 Brother 环保积分活动的开展，同时努力推进各网点的环境贡

献度测定工作。通过提高员工的环境意识，切实实现整个集团的 CO2排放量削减

目标。 

Brother环保积分活动参加人数17,000名 (较2012

年度增加 15%)。 

Brother 环保积分活动的参加人数达到了 21,440 名(较

2012 年度增加了 4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