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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公司至今以热水业务为主，并致力于通过热水提供优质丰富的生活。这是公

司固守不变的理念。但“优质丰富”的概念会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例如，

在当今，如果我们脱离了地球环境将无法实现真正的优质丰富生活。高效利用有

限的化石燃料，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替代，兼顾经济与环境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发

展才能带来真正的优质丰富。 

 

本公司的CSR方针旨在通过深度融合“根据事业战略追求经济价值”、“将社会

需求与期待积极融入CSR并予以实践”、“保持能率的风格”这三方面，为全体利

益相关人带来全新的幸福感。 

2012年12月，公司在联合国提倡的“联合国全球盟约”十原则中签字。根据联

合国全球盟约的四领域十原则，为实现社会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将根据企

业理念及国际性框架开展活动。 

 

近年，本公司在每天的业务活动中实际感受到了快速变化的采购环境。为应对

这样的市场环境变化，本公司也将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

采购活动，并不断进行改善。 

 

为此，我们制定了“能率集团 CSR 采购指南”。 

希望各位员工能够参考本指南，同时也希望客户能够推进CSR采购举措。 

 

 

 

 

 

 

 

 

国内事业本部 生产本部 本部长 

董事兼常务执行董事 水间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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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尊重人权・・・・・・・・・・・・・・・・・・・・・・・・・・・5 

1）尊重人权 

2）禁止性骚扰及职权骚扰 

2．提高客户满意度・・・・・・・・・・・・・・・・・・・・・・・・・・・・・5 

1）商品安全与质量保证 

2）满足客户需求 

3．秉持守法与企业伦理开展企业活动・・・・・・・・・・・・・・・・6 

1）守法与企业伦理 

2）禁止强制劳动及雇用童工 

3）遵守贸易规则 

4）落实信息管理 

5）贯彻信息安全 

6）尊重知识产权 

7）禁止谋取私利 

4．交易公正透明・・・・・・・・・・・・・・・・・・・・・・・・・7 

1）遵守合同协议事项 

2）尊重公正及自由竞争 

3）公正采购 

4）接待、送礼、赠与 

5．与地球环境及社会共存・・・・・・・・・・・・・・・・・・・・・7 

1）致力于保护地球环境 

2）致力于开展低环境负荷的采购 

3）禁止使用争议矿物 

6．完善劳动环境・・・・・・・・・・・・・・・・・・・・・・・・・8 

1）落实安全卫生及健康管理 

2）营造充满活力的职场 

  



 

IIII．．．．能率集团的能率集团的能率集团的能率集团的

【【【【不辜负社会的期待不辜负社会的期待不辜负社会的期待不辜负社会的期待

我们在开展采购工作中会注意以下事项

·

·

·

【【【【我们的重视点我们的重视点我们的重视点我们的重视点

为实现社会与企业共同的可持续发展

框架

融入

新的幸福感

 

·对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做到

·与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构建

 

能率集团的能率集团的能率集团的能率集团的

不辜负社会的期待不辜负社会的期待不辜负社会的期待不辜负社会的期待

我们在开展采购工作中会注意以下事项

·开展环保采购

·开展公平透明的采购

·开展尊重每一个人的采购

 

我们的重视点我们的重视点我们的重视点我们的重视点

为实现社会与企业共同的可持续发展

框架，通过深度融合

融入CSR并予以实践

新的幸福感。 

对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做到

与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构建

 

企业理念 

基本姿态 

企业伦理规范

能率集团 

行动标准 

CSR观念 

能率集团的能率集团的能率集团的能率集团的CSRCSRCSRCSR举措举措举措举措

不辜负社会的期待不辜负社会的期待不辜负社会的期待不辜负社会的期待】】】】    

我们在开展采购工作中会注意以下事项

开展环保采购。  

开展公平透明的采购

开展尊重每一个人的采购

我们的重视点我们的重视点我们的重视点我们的重视点】】】】    

为实现社会与企业共同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深度融合“根据事业战略追求经济价值

并予以实践”、“

 

对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做到

与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构建

 

 

 

企业伦理规范 

热水与健康热水与健康热水与健康热水与健康

创建优质丰富的生活创建优质丰富的生活创建优质丰富的生活创建优质丰富的生活

（能率集团的基本姿态基本姿勢

1．为客户提供安全放心的商品

2．提供感动客户的价值

3．坚持开展公正透明的企业活动

4．保护地球环境

（能率集团的

CHANGE       

CHALLENGE

CREATE   

（能率集团的企业伦理规范

1．遵守法律与在公司内部落实

2．根据道德观及伦理观开展行动

3．光明正大开展行动

举措举措举措举措    

我们在开展采购工作中会注意以下事项

开展公平透明的采购。 

开展尊重每一个人的采购。 

为实现社会与企业共同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事业战略追求经济价值

“保持能率的风格

对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做到“将心比心

与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构建“双赢

  

热水与健康热水与健康热水与健康热水与健康    温爱与安乐温爱与安乐温爱与安乐温爱与安乐

创建优质丰富的生活创建优质丰富的生活创建优质丰富的生活创建优质丰富的生活    能率能率能率能率

能率集团的基本姿态基本姿勢

为客户提供安全放心的商品

提供感动客户的价值

坚持开展公正透明的企业活动

保护地球环境、为他人着想

能率集团的3C） 

CHANGE       我们将不断进行

CHALLENGE  我们将不断进行

    我们将不断进行

能率集团的企业伦理规范

遵守法律与在公司内部落实

根据道德观及伦理观开展行动

光明正大开展行动 

-3- 

我们在开展采购工作中会注意以下事项，不辜负社会的期待与要求

为实现社会与企业共同的可持续发展，能率的

根据事业战略追求经济价值

保持能率的风格”这三方面

将心比心” 

双赢”关系，

 

温爱与安乐温爱与安乐温爱与安乐温爱与安乐    

能率能率能率能率    

能率集团的基本姿态基本姿勢） 

为客户提供安全放心的商品 

提供感动客户的价值 

坚持开展公正透明的企业活动 

为他人着想 

我们将不断进行变革变革变革变革 

我们将不断进行挑战挑战挑战挑战 

我们将不断进行创造创造创造创造 

能率集团的企业伦理规范） 

遵守法律与在公司内部落实 

根据道德观及伦理观开展行动 

 

不辜负社会的期待与要求

能率的CSR方针根据企业理念以及国际性

根据事业战略追求经济价值”、“

这三方面，

，实现共存互荣

 

不仅仅是

态”、“

“行动标准

我们也将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融

入我们所重视的想法及理念

挥能率特色

不辜负社会的期待与要求

方针根据企业理念以及国际性

“将社会需求与期待积极

，为全体利益相关人带来全

实现共存互荣。 

不仅仅是“企業理念

“3C”、“企业伦理规范

行动标准”，同时在采购方面

我们也将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融

入我们所重视的想法及理念

挥能率特色。 

不辜负社会的期待与要求。 

方针根据企业理念以及国际性

将社会需求与期待积极

为全体利益相关人带来全

企業理念”、“基本姿

企业伦理规范

同时在采购方面

我们也将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融

入我们所重视的想法及理念，并发

方针根据企业理念以及国际性

将社会需求与期待积极

为全体利益相关人带来全

基本姿

企业伦理规范”、

同时在采购方面，

我们也将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融

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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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ⅡⅡⅡ．．．．能率集团能率集团能率集团能率集团    CSRCSRCSRCSR采购指南的目的采购指南的目的采购指南的目的采购指南的目的    

本指南目的在于，在开展公平、公正、透明的采购活动中以遵守企业伦理为根

本，在经营、环境、社会等各个方面承担作为企业的责任，开展能够帮助生产满

足客户需求商品的采购活动。 

    

ⅢⅢⅢⅢ．．．．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以能率集团的物料采购部门为中心，包括制造部门、生产管理部

门、开发设计部门、生产技术部门、品质保证部门等所有与客户及物流公司相关

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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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ⅣⅣⅣ．．．．能率集团能率集团能率集团能率集团    CSR CSR CSR CSR 采购指南采购指南采购指南采购指南    

＜＜＜＜本公司的措施以及对客户的希望本公司的措施以及对客户的希望本公司的措施以及对客户的希望本公司的措施以及对客户的希望＞＞＞＞    

 

1111．．．．尊重人权尊重人权尊重人权尊重人权    

我们在开展活动时会自觉做到“最大程度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 

 

1）尊重人权 

无论公司内外，我们会在所有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尊重人权，并将其所谓所

有事业活动的大前提。同时，不会以种族、国籍、性别等任何理由采取歧

视或侵害人权的行为。 

2）禁止性骚扰及职权骚扰 

我们将努力保持没有骚扰的职场环境，让每一名员工能够相互以礼相待。 

 

对于客户，我们希望遵守所有人的尊严与权力，避免会侵害人权的企业活动。 

 

2222．．．．提高客户满意度提高客户满意度提高客户满意度提高客户满意度    

为了向客户可放心使用的商品，为客户带来舒适生活，我们将不断采取措施提

高设计质量、生产质量、施工质量以及CS应对质量，以满足客户需求。 

 

1）商品安全与质量保证 

在设计及生产阶段，我们将主要根据各类标准、指标及管理方式开展日常

活动，提高质量，从而为客户提供安全高质量的商品。 

2）满足客户需求 

本公司接待中心所收到的“客户心声”将会反映到企业活动中，努力改善

商品及服务，预防不良情况的发生，同时提高质量及安全意识。 

 

对于客户，本公司希望能够确立质量保证体制，保证部件满足本公司所要求的

质量，同时确立并维护部件供应体制，以确保部件能够稳定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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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秉持守法与企业伦理开展企业活动秉持守法与企业伦理开展企业活动秉持守法与企业伦理开展企业活动秉持守法与企业伦理开展企业活动    

我们会遵守各国及各地区相关法律，并遵循社会伦理及情理开展企业活动。 

 

1） 守法与企业伦理 

我们深知坚持守法与企业伦理原则是推进企业活动的基本，在所有企业活

动中，我们将会严格遵守法律及企业伦理，诚实守信开展业务。 

 

2） 禁止强制劳动及雇用童工 

禁止存在强制劳动及雇用童工的行为。 

 

3） 遵守贸易及交易规则 

我们将开展公正的贸易及交易活动，以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 

 

4） 落实信息管理 

我们深知公司的机密信息是宝贵的财产，因此在事业活动中我们将会充分

注意并管理所使用的信息。 

同时，我们将对个人信息进行妥善管理与保护。 

 

5） 贯彻信息安全 

事业活动中所使用的信息将会根据公司内部规则进行妥善管理，同时确保

信息安全，防止发生信息泄漏的事件。 

 

6） 尊重知识产权 

我们会遵守其他公司的知识产权，不会非法使用。 

同时，有效利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并进行妥善管理，防止他人非法使用。 

 

7） 禁止谋取私利 

我们充分认识到能率集团的利益也是我们自身的利益，因此不会通过损害

公司的利益来换取个人利益。 

 

对于客户，我们希望能够遵守各国以及各地区的相关法律，在遵循社会规范及

伦理的基础上开展企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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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交易公正透明交易公正透明交易公正透明交易公正透明    

我们会确保采购工作公正、公平、透明，与客户构建共存互荣的关系。 

 

1） 遵守合同协议事项 

我们将根据公司内部规则签订合同并履行遵守，以实现公平公正交易。 

2） 尊重公正及自由竞争 

我们尊重公正自由竞争，不开展不当及不公正的交易。 

3） 公正采购 

在采购部件时，我们将通过合理标准公正选拔客户，并以平等立场进行交

易，绝不滥用优势地位。 

4） 接待、送礼、赠与 

我们不会向客户提供超出社会常识范围的接待、送礼、赠与等行为，也不

会向客户索要。 

 

对于客户，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企业活动建立持续健全的信赖关系。 

 

5555．．．．地球环境与社会共存地球环境与社会共存地球环境与社会共存地球环境与社会共存    

我们将通过事业活动为保护地球环境做出贡献，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中。 

 

1） 致力于保护地球环境 

我们将开发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技术与产品，并通过将其提供给

社会来为保护地球环境做出贡献。 

2） 致力于开展低环境负荷的采购 

我们将通过管理使用的化学物质名称及含量努力削减有害物质，为保护地

球环境做出贡献 

3） 禁止使用争议矿物 

我们努力不采购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周边国家等出产，并为武装势力资金

来源以及可能导致争议地区人权侵害的争议矿物。 

 

对于客户，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供应部件实现保护地球环境，并通过企业活动为

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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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完善劳动环境完善劳动环境完善劳动环境完善劳动环境    

我们将努力维持并改善职场环境，确保安全卫生，使全体员工能够放心工作。 

 

1） 落实安全卫生及健康管理 

我们对职场环境进行定期检查，并采取能够进行改善的有效措施，以确保

员工能够健康安全地进行工作，同时确保职场安全卫生。 

 

2） 营造充满活力的职场 

我们将不断推进职场内的顺利沟通，关心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努力营造

一个阳光活力的职场环境。 

 

对于客户，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企业活动努力维持并提高安全健康的职场环境。 

 

 

 

 

 

 

 

本指南的相关问题请咨询以下部门。 

生产本部 物料采购部：nrwsizai@noritz.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