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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富士电机的环保活动 

 

富 士 电 机 根 据 1991 年 制 定 的 企 业 经 营 理 念

（http://www.fujielectric.co.jp/about/company/contents_00_04.html）， 

于 1992 年策划和制定了环保基本方针（2003 年修订），在全公司内遵照该基本方针推广环

保活动。 

 

富士电机  环保基本方针 

1992年制定  2003年修订 

富士电机充分认识到作为地球社会的良好公民所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将

开展地球环保活动定位为经营的重要课题之一，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于下述

基本方针在全球范围开展活动。 

 

1. 提供为保护地球环境作出贡献的产品和技术 

富士电机集团通过向市场提供自己擅长的节能设备、新能源设备、环境测量仪器、

环保设备以及与这些产品相关的技术等，为保护地球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2. 降低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环境负荷 

在向市场提供富士电机集团产品的过程中，努力尽可能降低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报

废阶段的产品全生命周期内的地球环境负荷。 

3. 削减事业活动产生的环境负荷 

为了削减从原材料、零部件采购到生产、物流等企业活动所带来的环境负荷，开展

节能、减少废弃物、削减有害化学物质等环保活动。 

4. 遵守法规限制、标准 

富士电机不仅遵守我们开展业务的国家及地区有关环境的规定，同时还遵守产品使

用国家及地区的环保限制。此外，还根据需要制定自主标准，努力开展环保活动。 

5. 环境管理系统的确立与持续性改善 

富士电机通过完善环保推进体系、设立环境目标等来推进环保活动。此外，还将通

过内部监察等努力实现持续性改善。 

6. 提高员工的意识与社会贡献 

在通过日常业务提高员工环保意识的同时，努力促进每一位员工通过环保活动积极

的为社会作出贡献。 

7. 促进交流 

向公司内、外部公开富士电机的环保活动，在推进与社会、相关方的交流的同时，采纳

其意见，实现环保活动的持续性改善。 

 

 

 

 

 

 

   本环保象征标志体现了                                    富士电机株式会社 

富士电机针对环保的态度                                  代表董事兼董事长 

http://www.fujielectric.co.jp/about/company/contents_00_04.html


4 

Ⅱ.富士电机绿色采购理念 

 

1. 目的 

从积极开展环保活动的供货单位处采购环境负荷更低的材料，从而提供环保的

产品，为保护地球环境、建设循环型社会作出贡献。 

 

2. 适用范围 

（1） 本指南适用于供货单位的环保活动以及向富士电机（株）及其关联子公司

交付的资材。 

（2） 所谓资材是指直接构成富士电机产品的原材料、零部件、产品、设备等外

购件、委托制造、委托加工、委托修理等的外协件（含附属物、包装、以

及其他与产品同时交付的所有物品）以及在制造阶段所使用的原材料、零

部件等内有可能发生残留的物质。 

（3） 本指南同时适用于富士电机委托第三方进行设计、制造、以富士电机的商

标进行销售或分发的情况。 

（4） 用于研究时不属于本指南的适用范围。 

 

         此外，因业务不同，有可能出现本指南未指定的应用情况或者提出单独标准，

详情请向委托调查的富士电机业务部门经办人确认。 

 

3. 富士电机绿色采购指南的体系 

自本 5.0 版起，富士电机绿色采购指南将由“绿色采购指南”（本文件）、“附

属文件Ⅰ 供货单位活动评价表”及“附属文件Ⅱ 管理物质表·不含有禁止物质证

明及所含物质报告数据”三部分组成。

绿色采购

指南 

（本文件） 

[附属文件Ⅰ] 供货单位活动评价表 

【提交文件】 

·环保活动调查票 

·化学物质管理情况调查票 

·自主符合性声明书 

·实施项目一览表兼检查表 

[附属文件Ⅱ]管理物

质表、不含有禁止物

质证明及所含物质报

告数据 

【提交文件】 

·不含证明书 

·含有物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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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项目 

除了质量、价格、交货期等之外，本指南还将对以下三个项目进行评价，对供

货单位选定进行综合判断。此外，如评价分数低于本公司规定基准，可能会重新考

虑合作关系。 

 

 

（1） 环保活动状况 

在选择供货单位时，优先考虑积极开展环保活动的供货单位。有关评价的

详细内容，请参见“附属文件Ⅰ 供货单位活动评价表”。 

 

（2） 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管理情况 

为了对应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限制要求，需要通过整个供应链对各产品中

的化学物质进行管理，优先选择具备管理产品含有化学物质能力的供货单

位。有关评价的详细内容，请参见“附属文件Ⅰ 供货单位活动评价表”。 

 

（3） 交付资材的化学物质含有状况 

富士电机的管理物质主要有以下三个类别。将交付资材中不含①“禁止物

质”及②“附带条件的禁止物质”的物质作为评价条件。此外，对交付资

材中是否含有第三类别的“报告物质”做出评价。 

 

富士电机的管理物质 

① 禁止物质：资材中不得含有 

② 附带条件的禁止物质 

除非符合另行规定的适用除外用途，否则资材中不得含有 

③ 报告物质：对资材中含有情况进行报告的物质 

 

 

各类别的对象物质、适用除外用途的详细内容，请参见“附属文件Ⅱ 管理

物质表·不含有禁止物质证明及所含物质报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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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对供货单位的委托事项 

 

若收到富士电机业务部门的委托，请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下述表中所记载之文件、数

据等。若产品所含有化学物质的管理情况、或提供资材中的含有化学物质发生变更，请

迅速汇报。 

 

提交文件·数据一览表 

评价、确认项目 提交文件、数据 是否提交 

1.环保活动情况的

调查 

①供货单位环保活动调查票 

（附属文件Ⅰ之[附件 1]） 
必须 

2.产品所含有化学

物质管理的调查 

②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情况 

调查票 

（附属文件Ⅰ之[ 附件 2]） 

必须 

③有关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体

系的自主符合性声明书 

 （附属文件Ⅰ之[ 附件 3]） 

必须 

（供货单位自主声明

符合时） 

④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实施项

目一览表兼检查表 

 （附属文件Ⅰ之[ 附件 4]） 

必须 

（富士电机各业务部

门另行指定） 

⑤不含有禁止物质证明 

（附属文件Ⅱ之[ 附件 1]） 

（含指定时需提交分析数据） 

必须 

⑥所含物质报告数据 

 （附属文件Ⅱ之[附件 2]） 
必须 

 

1. 环保活动情况的调查 

请在填写“附属文件Ⅰ 供货单位活动评价表”之“[附件 1]供货单位环保活动调查票”

后，提交至委托进行调查的富士电机业务部门。根据评价结果等需要，可能将进行确认

（含监察）。 

 

2. 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的调查 

（1） 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管理情况 

      请在填写“附属文件Ⅰ 供货单位活动评价表”之“[附件 2]供货单位产品含有化

学物质管理情况调查票”、“ [附件 3]有关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体系的自主符合

性声明书”以及“[附件 4]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实施项目一览表兼检查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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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于委托调查的富士电机业务部门。根据评价结果等需要，可能将进行确认及

指导（含监察）。 

 

（2） 不含有禁止物质等的证明 

请在填写“附属文件Ⅱ 管理物质表、不含有禁止物质证明及所含物质报告数据”

之“[附件 1]不含有禁止物质证明”后，提交于委行证明的富士电机业务部门。

根据需要将实施 IEC 62321等分析以作确认，并对也有可能要求提交结果。 

 

（3） 资材中化学物质含有状况的报告 

请制作“附属文件Ⅱ 管理物质表、不含有禁止物质证明及所含物质报告数据”

之“[附件 2]所含物质报告数据”，并提交于委托调查的富士电机业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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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履历】 

2003年 10月 ：制定第 1版 

2005年 10月 ：修订第 2版 

2007年 10月 ：修订第 3版 

2008年 5 月 ：修订第 3版笔误 

2010年 1 月 ：修订第 4版 

2012年 1 月 ：修订第 4.1版 

2013年 4 月 ：修订第 5.0版 

 

 

【第 5．0版修订内容】 

No. 主要修订内容 页 

1 目录：项目名称更改 1 

2 删除“序言” - 

3 省略“富士电机的经营理念” 2 

4 追加“富士电机绿色采购指南的体系” 3 

5 
将评价项目“环保活动状况”及“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管理情况”的

详细说明记录到附属文件Ⅰ 
4 

6 
在评价报告“交付资材中化学物质的含有状况”之“富士电机的管理

物质”中追加记载“报告物质” 
4 

7 将“富士电机的管理物质”详细说明记录到附属文件Ⅱ 4 

8 更改“提交文件·数据”的名称及说明 5 

9 将“禁止物质”记录到附属文件Ⅱ - 

10 将“附带条件的禁止物质”一览表记录到附属文件Ⅱ - 

11 将“适用除外用途”记录到附属文件Ⅱ - 

12 将“环保活动调查票”记录到附属文件Ⅰ - 

13 将“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管理情况调查票”记录到附属文件Ⅰ - 

14 将“不含有禁止物质证明”记录到附属文件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