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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前言

三电在全球开展事业活动，与世界一流企业进行交易。
为了和世界一流的客户进行交易，我们也必须保持一流。此
外，三电作为国际社会及地域社会的一员，需要开展与社会
相和谐的各种活动，并且充分尽到作为与地域同步发展的
“良好企业市民”的职责（企业的社会责任）。基于此认知，
作为三电企业理念的第一原则，高举“良好企业市民”“与
社会和谐相处”的旗帜开展企业活动。

同时，我们重视“环境”这一原则。环境保全是本世纪
人类的最大课题，无论对于我们企业，还是对于企业利益相
关者的大家而言，都是今后愈加要关注的事情。

三电为了成为受到全世界各地人们信赖和期待的公司，
于2019年5月制定并启动了中期计划《 SCOPE2023》。此次中
期计划的愿景是「为了实现环境保全和舒适空间相和谐的繁
荣社会，持续开拓时代并成为受到所有人信赖的企业」。

三电在开展企业活动时，也需要让供应商按照三电的企
业理念进行交易。此次，三电发行了《绿色采购方针》，当
中涵盖了三电环境保全采购的必要条件。

特此拜托，供应商在理解此《绿色采购方针》内容的基
础上，与三电共同推进环境保全活动。

三电株式会社

总务本部 本部长 大月 孝宏

ＳＣＭ本部 本部长 孙 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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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的环境理念是“将独一无二的，美丽的地球代代相传”，

并且该使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电将环境活动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绝对条件，同时也是企

业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并且正在努力从防止污染活动和环境保

全活动向环境经营转换。作为在全球开展事业的企业市民，我们于

1993年制定了≪三电环境宪章≫，并将其在全球各个子公司推广，

以落实环境保全活动，在减轻环境负荷的同时实现公司成长。

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彻底排除一切浪费》。为了实现让环境保

全意识渗透到产品开发、采购、生产、物流、销售等企业活动的各

个环节，我们不断完善以ISO14001为基础的环境推进活动。现在，

全球三电集团的48个子公司正在持续进行着环境经营实践活动。

２．三电的环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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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理念

三电作为全球企业市民，认识到地球环境保全是全人类共同的、最重要的
课题之一，为了传承给下一代一个安全的美丽的地球，企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
要在考虑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开展行动。

环境行动指针

1. 在完善推进地球环境保全活动体制的同时，为了确保该活动，实施环境监查，
致力维持并提高该活动。

2. 准确把握由企业活动造成的环境负荷，设定环境目标，在技术及经济允许的范
围内，力图持续降低环境负荷。

3. 不仅要遵守与地球环境相关的所有环境规制，还要设定自主管理基准，防止污
染，并进一步致力地球环境保全。

4. 对地球环境产生负荷的有害物质，要采用代替技术，转换为代替物质，回收或
者再利用等，尽可能削减有害物质。

5. 企业活动的所有方面都要致力节省资源，节能，再利用，削减废弃物。

6. 为了提升地球环境保护相关意识，对全体员工实施环境教育，开展社内启蒙活
动。

7. 放眼广大社会，通过自主参与地域社会的环境保全活动，作为地域社会的一员
为社会做贡献。

8. 关于地域环境保全，为了得到理解和协助，对广大社会进行宣传活动，并根据
需要公开信息。

环境宪章

在三电集团，把环境视为企业理念的普遍价值观，全体员工以企业
理念中提出的想法和行动为依据，开展环境保护行动。并且，为了确保
环境保全活动的实行，制定了《三电环境宪章》，并向全球集团各公司
推广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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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绿色采购是指
三电在采购产品·部品·原材料·辅助资材及物流，和其他

服务时，在原来的品质、价格及运输的基础标准上，还要考虑从
积极致力于环境管理活动的供应商处采购环境负荷较小的产
品·服务，称之为绿色采购。
( 2 ）绿色采购的目的

三电的绿色采购，是通过推进环保商品的制造，以及推进地
球环境保全，来构筑与可持续社会·自然相调和的循环型社会，
为此开展包括供应商在内的环境管理活动，这是绿色采购的目的。
( 3 ）绿色采购方针

绿色采购方针介绍了绿色采购的具体内容，请各家供应商理
解此方针，并积极参与和配合。

３．绿色采购是指

我们的顾客对我们产品的期望是减少包含供应链在内的采购、
生产、使用、废弃的产品生命周期对环境影响。具体来说是指商
品的化学物质管理，节省资源，节能和防止环境污染。

为了对应此要求，三电优先从能理解绿色采购并给与协助的
供应商处进行采购，因此请协助与配合。

请配合绿色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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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采购的对象品种及对应如下表所示。

※○标记项目，是拜托各供应商的项目。

※ＥＭＳ是环境管理体系的简称。

※绿色采购的具体对应，请参阅以下各节中的说明。

※如有不明之处，请咨询各事业公司采购部。

品目
环境信息的

公开

规定及禁用
化学物质的

管理

ＥＭＳ的

构筑

原材料・部品・

组装辅助材料
○ ○ ○

委托加工品 ○ ○ ○

设备·模具 ○ ○ ○

其他间接材料

（文具・家具・IT机器等）
○ ○

运输 ○ ○

４．对象品种及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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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对供应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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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环境信息的公开

为了对应欧洲RoHS指令等，当海内外的客户要求进行环境负
荷的调查时，不仅本公司，也需要供应商在一定时期内给与
对应。
当要求供应商提交环境信息时，请各供应商积极配合。

１）关于环境负荷物质调查
针对供三电的产品·系统·服务中含有的环境负荷物质，进
行具体调查或咨询时，请提交以下数据。

◆汽车事业相关
・ IMDS
・ JAPIA統一数据表
・ MSDS



（２）关于纳入品的规制及禁止化学物质的管理

供给三电的“ 原材料·部品·组装辅助材料”， “委托加工品”，“设
备·模具”，请让供应商保证满足1）不含有《法令禁止物质》，及2）三电要
求的有化学物质管理的《管理对象基准》。

１） 法令禁止物质
主要国家的法令如表-1所示。禁止物质遵守此法令，在2）管理对象基准中

明确了管理法令。

表-１ 主要国家的法令

地 域 法 令 管制、禁止物质 备考

日本 化审法 根据化学物质审查法第一种特定化
学物质表。请确认相关法令原文。

可按照ＪＡＭＰ
进行简单确认。
请参照下述ＵＲ
Ｌ。
http://www.jamp
-info.com/list

安全卫生法 根据安全卫生法制造禁止物质表。
请确认相关法令原文。

毒物剧物法 根据毒物剧物法特定毒物物质表。
请确认相关法令原文。

欧盟
（ＥＵ
）

RoHS 指令 根据欧盟（ＥＵ）的2011/65/EC（
RoHS指令）対象物质群表。请确认
相关法令原文。

ELV 指令 根据欧盟（ＥＵ）的2000/53/EC（
ELV指令）対象物质群表。请确认相
关法令原文。

REACH 规则 根据欧盟（ＥＵ）的ＲＥＡＣＨ规
则对象物质群表。请确认相关法令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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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管理对象基准
三电要求的化学物质管理的《管理对象基准》，根据产
品供应地及顾客要求来定，每次与供应商技术交流时都
会明确此《管理对象基准》。示例如表-2。

※《法令禁止物质》及《管理对象基准》可能会根据顾客及年
度而发生变更。

※请时常确认最新消息。

表-２ 管理对象基准（例）

管理对象基准 基准的内容

ＧＡＤＳＬ 协同讨论日本欧美的汽车，汽车部品，雪花厂家等，按
照汽车的原材料，部品等中含有的物质的国际统一申告
物质表。

化审法 根据化学物质审查法第一种特定化学物质表。请确认相
关法令原文。

安全卫生法 根据安全卫生法制造禁止物质表。请确认相关法令原文
。

毒物剧物法 根据毒物剧物法特定毒物物质表。请确认相关法令原文
。

RoHS 指令 根据欧盟（ＥＵ）的2011/65/EU（RoHS指令）対象物质
群表。请确认相关法令原文。

REACH 规则 根据欧盟（ＥＵ）的ＲＥＡＣＨ规则对象物质群表。请
确认相关法令原文。

CLP规则 根据欧盟（ＥＵ）的CLP规则 Annex VI Table 3.1 及
Table 3.2 的发癌性·生殖毒性·变异原性物质表。请
确认相关法令原文。

POPs 规则 根据欧盟（ＥＵ）的850-2004-EU (POPs规则 Annex 
Ⅰ。请确认相关法令原文。

ESIS PBT 根据欧盟（ＥＵ）のＥＳＩＳ ＰＢＴ表。请确认相关
法令原文。

顾客要求 根据顾客的要求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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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环境管理体系的构筑

拜托供应商实施下述对应事宜。

１）目前正在供货中及即将开始供货的供应商
①请在开始供货前取得《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
认证。

②此外，如果认证期满后请向三电报告继续取得认
证的事实。

２）为了确认是否进行持续活动，会根据需要确认
《环境评审体系》的持续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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