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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球化加速和地球环境出现变化征兆的情形下，久保田集团修改了一直以来

的企业理念，在 2012 年，确立了“久保田全球企业形象”作为久保田集团的企业

理念。其中、作为使命，我们提出了“粮食、水、环境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要

素。久保田集团通过优异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为实现粮食的丰产与稳产、提供

安心的供水与废水再生、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作出贡献，并承诺为地球与人类的

未来而持续努力”这一职责。为了实现这一理念， 我们在力求让企业的利益相关

者满意，在保持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这三种价值平衡的同时，推进了

提升企业整体价值的 CSR 经营活动。  

在推进 CSR 经营的过程中，除了久保田集团产品的品质、价格、性能之外，客户

对“这些产品是如何制作的？”等产品制造、维修服务的整个事业过程的关心程

度逐渐提高，为了应对这种态势，我们认为，与承担重要职责的供应商共同拥有

CSR 的认识，互相协调地开展 CSR 活动是非常必要的。恳请广大供应商在参考本

指南的基础上，予以协助和理解，同我们进一步推进 CSR 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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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久保田集团的职责 

粮食、水、环境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要素。 

久保田集团通过优异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为实现粮食的丰产与稳产、提供安心的供水与废

水再生、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作出贡献，并承诺为地球与人类的未来而持续努力。 

 

Ⅱ．久保田集团 CSR 采购指南的目的 

本指南是从 CSR（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观点出发，明确表明对供应商的要求项目，其目的是

为了使久保田集团与供应商互相协助，推进 CSR经营。  

Ⅲ．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久保田集团的资材、采购部门的供应商（外包、施工外包、设备购入、包括程

序、制图作业等的外包委托）。 

 

Ⅳ．久保田集团 CSR 采购指南 

1．客户满意度  

请供应商在努力确保产品安全的同时，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优秀的产品、技术及服务，并追求

客户的满意和信赖。  

※在以下的内容中，“客户”是指①利用久保田集团的产品、技术及服务的顾客；②久保

田集团。 

 

(1)   产品安全和优良品质 

・努力提供安全且品质优良的产品、技术及服务，获取客户的满意和信赖。。为此，不仅要遵

守法令、规格及标准的要求，而且还要在开发、制造、销售以及服务等各个业务过程中，

担当部门要拿出责任感，努力确保安全性以及品质的优良。 

・一旦判断出存在安全上的问题时，要迅速且正确的向相关部门报告，解决问题并防止问

题的扩大 

 

(2)   对客户的要求、不满的应对 

・当客户提出要求和不满时，应站在客户的立场上，进行迅速而切实的应对处理。 

・当客户提出要求和不满，关系到品质改善和投诉的防患于未然时，应适当地公开必要的信

息。 

 

(3)  适当的广告、表示 

应向客户正确地宣传商品的特征等。在对商品进行广告或表示的过程中，不要出现令人对性

能、品质、价格发生误解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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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于遵纪守法和伦理的企业活动 

请供应商遵守与事业活动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其精神，开展符合社会伦理和良知的企业活

动。 

 

(1)   遵纪守法和企业伦理是企业活动的基本条件 

充分认识到坚持遵纪守法和企业伦理是推进企业活动的基本条件，在企业活动的所有方面

都要遵守法令及企业伦理，诚实地开展各项业务。 

 

(2)   遵守各国、各地区的法律和国际规则 

・充分调查并遵守各国、各地区的法律，恰当的开展企业活动。 

・在涉及国际贸易时，要遵守条约、协定等国际规则。 

 

(3)   不正当行为的早期发现以及防范 

・在业务方面，如果产生了违反法律或者企业伦理的怀疑，请向上司或担当部门报告，或

者与公司的举报窗口联系、商量。 

・彻底保护举报者的隐私，不得因其举报行动为由而发生不利于举报者的举措。 

 

(4)   遵守竞争相关法规制度 

「尊重“公正且自由的竞争”原则。遵守反垄断法及其他竞争相关法令，不参与违法行为。  

 

(5)   公平且透明的交易 

・在各种各样的交易对象之间，以公开的交易关系为基本，构建起公平且透明的交易关系。 

・促进供应商遵守法律、担负社会责任。 

・不得利用订货者的立场，向交易方索取财物或者要求特别对待。 

 

(6)   遵守公司内部的规则 

・遵守各种公司内部规则，诚实地开展各项业务。 

 

(7)   禁止损害公司正当利益的行为 

不得利用公司董事、公司员工的立场，谋求个人利益从而损害公司正当利益。 

 

(8)   维护公司的资产   

・不得将土地、建筑物、机械设备、事务用品等公司的资产用于私人目的。 

・不得将电脑、电脑上的软件软件及公司信息系统等信息资产用于业务目的以外的其它用途

上。 

  

 

(9)   尊重并有效活用知识产权   

・尊重专利权、实用新型权、设计权、商标权、著作权、技术经验等他人的知识产权，禁止

不正当使用。  

・适当地管理和保护本公司的知识产权，以防止第三者的不正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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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活用本公司的知识产权。  

 

(10)  机密信息的管理   

・按照法令及公司内部规定，对营业、技术、经营、个人信息等机密信息（不对公司外公开

的业务方面的所有信息）进行适当管理 

・ 即使在退职后，也不能将在职时获知的信息，无论是电子信息还是纸质信息，不经许可带

出公司，加以利用、公开。 

・在获得信息时，应采取正当的方法从具有正当权限的人员手中获取。  

 

(11)  电子信息的安全对策   

为避免电子信息的泄露以及他人的盗用、篡改，要按照法律及公司规定进行恰当的管理，

彻底实施信息的安全对策。 

 

３．尊重人权 

请供应商遵照“世界人权宣言”，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和权力，不侵犯人权。此外，还要尊

重个人隐私，努力保护个人信息。 

（※世界人权宣言是为了尊重并确保人权及自由，作为“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国家应达成的

共同标准”被宣言，并于 1948 年在联合国大会上被采纳。） 

 

(1)   尊重人权  

・支持世界人权宣言，尊重所有人的人权。 

・不以国籍、人种、年龄、性别等任何理由进行歧视和人权侵害行为。 

・禁止强制劳动和使用童工，请供应商也务必遵守这一宗旨。 

・禁止使用确认为反政府武装势力资金源的争议类矿物※ 

一旦被判断为使用了争议类矿物，立即做出不再使用的对应。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周边国家，作为不断出现不人道行为的反政府武装组

织的资金来源的当地出产的钽、硒、钨、金及其衍生物 

 

(2)   禁止性骚扰等行为   

反对性骚扰、职权骚扰以及欺侮弱者等人权侵害行为。应珍惜合作伙伴，努力构建丰富的

人际关系。 

 

(3)   个人信息的保护 

应充分认识到客户以及公司董事、公司员工等个人隐私及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按照法令和

公司内部规定，进行适当地管理，努力防止个人信息的丢失、泄露等现象。 

 

４．创造安全且充满活力的工作环境 

请供应商致力于维持、提高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此外，尊重员工的多样性、创造性和

挑战欲，促进创造充满活力的工作环境。 



 7 

 

(1)   彻底实施安全卫生及健康管理   

   ・为了维护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应采取措施推进设备及作业方法的安全化，努力排除隐

藏在工作岗位中的危险有害因素。 

   ・要在各种工作岗位遵守法令和公司内部规定，实施安全的作业。特别是经营管理干部，要

将安全卫生、健康管理作为事业运营的基本，努力进行设备及机械的改善并创建舒适的工

作环境，履行安全卫生、健康管理上的责任。 

 

(2)   创建充满活力的工作环境 

   ・努力创建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工作环境。 

   ・灵活交流协作，互相关心彼此身心健康。 

   ・尊重员工的多样性与创造性，不断挑战各种变化。 

 

５．保护地球环境与区域环境 

请供应商以实现全球规模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为己任，开展有利于保护地球环境和区域环

境的企业活动。 

（详细内容请参照《久保田集团绿色采购指南》。） 

 

(1)   在所有的企业活动中推进环保活动 

   ・在采购、产品开发、生产、销售、物流、服务等企业活动的所有阶段推进环保措施的实施。 

   ・努力获取供应商对环保活动的理解和支持。 

 

(2)   推进保护地球环境活动 

   ・通过推进地球温暖化的防止、循环型社会的形成、化学物质的管理，为地球环境保护做贡

献。  

   ・通过开发并向社会提供有益于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和产品，为地球环境保护做贡献。 

・要推进关心自然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企业活动。 

 

(3)   推进与区域社会的共生的环保活动 

   ・努力降低环境风险，推进防止环境污染等有利于地球环保的企业活动。 

   ・积极参与区域环境的美化、环境启蒙活动。 

 

(4)   自觉的、有计划地开展环保活动 

   ・构建环境管理系统，制定自觉的、具体的目标和行动计划，推进日常业务。 

   ・推进环保的宣传教育，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 

   ・积极向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发送环境信息。 

   ・通过环境交流广泛收集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改进本公司环保活动中的不足之处。 

 

６．与国际社会和区域社会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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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供应商尊重各国及各区域的文化和习俗，通过与区域社会的交流，建立信赖关系的同时，

作为好公民，力争实现与社会的共生。 

 

(1)   尊重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与习俗 

充分理解各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和社会事件，尊重文化和习俗。 

 

(2)  遵守进出口相关法规制度   

从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观点出发，在货物、技术等的进出口过程中，遵守相关法令及公

司内部规定  

 

(3)   与反社会势力决裂 

面对给市民社会的秩序及安全造成威胁的反社会势力及团体，应抱有毅然决然的态度，与

警察等机构相互合作，彻底与其决裂。决不答应反社会势力的不正当要求。   

 

(4)   对政治、行政的应对处理   

・遵守相关法令，不得实施违法的政治献金以及行贿等行为。在进行政治献金及捐赠等事宜

时，应遵守法令和公司内部规定的手续。   

・在对应国外公务员时，也不得实施贿赂行为。 

 

(5)   招待、赠答、赠与 

不得实施与接受超出社会常识范围的招待、赠答、赠与等行为。 

拒绝以获取利益为目的的一切接待、赠答、赠与行为。 

 

(6)   为社会做贡献 

积极参加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支援活动以及与区域社会的交流、美化活动及志愿者

活动等。 

 

(7)   彻底贯彻安全教育 

应始终遵守交通相关法令及规则，彻底实施安全驾驶。 

 

７． 提高经营的透明度，履行说明责任 

请供应商适时而且适当地发布企业信息，提高企业活动的透明度，履行说明责任。 

 

(1)   适时、适当地发布企业信息 

・应按照相关法令，在适当的时期，采用适当的方法，对经营内容、事业活动等适当的企业

信息进行发布。 

・以股东、投资家为首，与消费者、公司员工、区域社会等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积极沟通，

提高企业活动的透明性，履行说明责任。 

 

(2)   适当的会计处理 

应按照相关法令、会计标准以及公司内部规定，对销售额的计入及经费的支出等进行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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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计处理。 

 

(3)   重视内部审计 

应重视财务报告及业务活动相关的内部审计工作，努力提高业务的质量。 

 

(4)   禁止内幕交易 

应按照增资、减资、合资、合作等未公布的重要内部信息，进行本公司及关联企业的股份

交易等，不得实施“内幕交易”以及“很可能被怀疑为内幕交易的行为”。另外，也不得

将这些信息向包括家属在内的第三者泄露。 

 

以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