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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

基本方针

近年来，地球变暖等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规模问题愈发严峻，开始影响人们生活和企业的经营活动。在此情

况下，不二制油集团作为在地球上开展企业活动的社会一员，认同联合国SDGｓ提出的“可持续社会”，认为

经营活动不能仅仅为了创造经济价值，还需要关怀地球环境。本公司集团属于食品制造业，认识到自己这一

性质在经营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用水和废弃物等领域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因而制定了《环境基本方

针》，包括以下4个项目。

环境基本方针

1. 努力持续改善环境保护活动

2. 严格遵守与环境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其精神

3. 严格遵守与环境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其精神

4. 严格遵守与环境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其精神

目标

制定新环境愿景2030

近年来，涉及气候变化，地球变暖问题的巴黎协定和以SDGｓ为代表的系统化基本思想已逐步完善起

来。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活动方面的举措正在加快，本公司集团也希望作为社会一员，为实现国际社

会以之为目标的巴黎协定做贡献。因此，在考虑，分析2010年提出的《环境愿景2020》进展情况以及

目标设定的妥当性之后，2018年度制定了以2030年为目标的新愿景《环境愿景2030》。今后，它将

替代《环境愿景2020》，作为我们对环境作出更高贡献的目标，推进环境保护活动，达成《环境愿景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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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目标：环境愿景2020

日本国内集团公司

防止地球温暖化 二氧化碳排放量 2020年降低20%（与基准年＊相比）

维护水资源 給排水量 2020年20%低減（与基准年＊相比）

资源回收 再资源化率 2020年达到99.8%以上

针对地球绿化，生物多样性的积极举措

＊基准年：2003～2005年平均值（东京都方式）

海外集团各公司

防止地球温暖化 二氧化碳排放量 2020年降低20%（与基准年＊相比）

＊基准年：2006年

新目标：环境愿景2030

①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2030年总量降低24%（基准年：2016年）

② 降低用水量・・・・2030年单位产值用水量降低20%（基准年：2016年）

③ 减少废弃物量・・・・2030年单位产值废弃物减少10%（基准年：2016年）

④ 资源循环利用・・・・再资源化率99.8％以上

＊①～③适用于整个不二制油集团，④适用于日本

进展

国内集团

目标
2018年实际

成果
达成
率

CO2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集团
总体）

2030年总量降低24%（相比基准年＊） 降低14.1% 59%



目标
2018年实际

成果
达成
率

降低用水量（集团总体）
2030年单位产值用水量降低20%（相
比基准年＊）

降低14.1% 71%

减少废弃物量（集团总体）
2030年单位产值废弃物量减少10%
（相比基准年＊）

增加1% 0%

资源循环利用（国内） 到2030年保持再资源化率99.8%以上 99.33%
未达

成

＊基准年：2016年

推进机制

集团环境管理体制

不二制油集团，在集团宪法中阐明了要将“安全，品质，环境”作为全体员工行动上的价值观，以此为

据制定《环境基本方针》，在事业活动中执行并从集团整体的层面推进提高对环境的意识。

不二制油集团控股为了推进ESG经营，定期召开ESG委员会，作为取缔役会的顾问机构。在ESG委员

会中审议包括环境在内的ESG重要事项，并向取缔役会提出建言和汇报。

2018年度，由品质总监（CQO）作为环境领域最高负责人，推动全集团的措施。

集团旗下各公司每年设置环境目标和KPI，推进活动，不二制油集团控股的生产率推进组立足专业知

识，为各公司推动提供支持。

教育启蒙活动

作为拥有安全，品质和环境方面专业知识的战略立项机构，设置了不二制油集团控股生产率推进组。

生产率推进组定期走访集团旗下公司，开展安全，品质和环境相关教育及启蒙活动。

同时，针对集团旗下海外公司的经营管理层，则利用视频会议，开展环境愿景2030等的理解和渗透活

动。

员工激励

为鼓励通过事业活动为社会作贡献的优秀举措的部门，集团各公司，自2016年起，在表彰制度“经营

奖”中设置了“安全品质环境奖”。每年一次，对集团各公司中取得了优秀成果的公司及部门予以表彰。

通过管理认证



通过ISO14001认证

不二制油集团为了通过遵纪守法和推动环境保护活动，提升社会信任，通过了ISO14001国际环境管

理标准2015年版认证。

在拥有生产基地的8家国内并表公司中，包括承担国内最大产量的不二制油株式会社在内，3家通过了

认证。这3家的产量占集团旗下国内公司产量的约96%。拥有制造基地的15家海外并表公司中，有7家

通过了认证。

最新的ISO14001认证通过情况请参照下述网站。

监察

环境监察

除了ISO14001“外部审核”以外，还以提高集团各公司生产管理水平为目的，实施安全，品质和环境

“内部监察”。

2018年度，集团旗下国内公司66个部门接受了“外部审核”和“内部监察”，均未发现不符合项。此外，

海外公司有6家实施了“内部监察”。

内部监察过程中，并不仅仅确认公司遵照环境规章和环境相关法律规范开展活动的情况，而是会阐述

为什么这些很重要。借助监察，验证和评价集团各公司的措施，对于应当改善之处提出建议，来推

动，改善和提高环境保护活动。

关于环境的重大违反及措施

2018年度，不二制油集团没有发生与环境领域有关的重大违反事件。

外部评价

数据

环境负荷整体示意图（INPUT／OUTPUT）

https://www.fujioilholdings.com/ch/about/authen/iso14001/

获得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气候变化问卷2018 的B名单评价。

在CDP森林问卷2018中，实现日本首次入围A名单。

在DBJ（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环境融资中，获得最高评价。

工厂及事业所节能定期报告书连续4年获得最高级别评价——节能优良企业（S级）。

https://www.fujioilholdings.com/ch/about/authen/iso14001/


不二制油集团为了减少企业活动中产生的环境负荷，把握和分析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物流环节的资材及能

源投入量（INPUT）以及废弃物等的排放量（OUTPUT）。

国内集团旗下公司事业活动造成的环境负荷整体框架（2018年度）

环境监察（内部环境监察，外部审核）实际成果 （国内集团）
（单位：部门）

内部环境监察 外部审核

2014年度
不符合 0 0

观察事项 79 6

2015年度
不符合 0 0

观察事项 67 6

2016年度
不符合 0 0

观察事项 54 8

2017年度
不符合 0 0

观察事项 26 5



内部环境监察 外部审核

2018年度
不符合 0 0

观察事项 59 7

＊2017年度，针对阪南事业所和位于筑波的研究所各1家进行了监察，实施监察的部门共有56个。2018年度，为了监察得更

加详尽，对研究所每个课实施监察，部门增加到66个。

环境会计

在环境会计中，遵照环境省《环境会计指南2005年度版》，对环境保护所花费的成本及其效益进行了统计。

统计对象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单体）

对象时间

2018年4月～2019年3月

计算方法

投资额：将投资目的的50%以上为环境保护的投资额，视为全额环境投资。

折旧费：对于投资目的的50%以上用于环境保护的，追溯到6年前，采用余额递减法一律按10年进行折旧。

对于可直接把握的费用，原则上全额计入；难以直接把握的费用，则根据实际情况按比例计算和统计。

对于环境保护对策带来的经济效益，仅统计了可把握的效益部分。

环境保护成本
（单位：百万日元）

分类 主要措施案例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环境
投资
额

费用
金额

环境
投资
额

费用
金额

环境
投资
额

费用
金额

环境
投资
额

费用
金额

环境
投资
额

费用
金额

领域内成本 108 991 360 908 401 1,202 846 1,313 1,095 1,187

细分 

(1) 防止公害成
本

36.6 353 67 351 67 407 352 420 167 461

(2) 地球环境保
护成本

54.2 326 271 223 287 374 486 486 913 434

(3) 资源循环成
本

16.9 312 22 334 47 422 8 407 15 292



分类 主要措施案例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环境
投资
额

费用
金额

环境
投资
额

费用
金额

环境
投资
额

费用
金额

环境
投资
额

费用
金额

环境
投资
额

费用
金额

上下游成本
无纸箱化设备导
入，绿色采购费
差额等

118 35 1 27 0 3 0 3 0 1

管理活动成本

ISO14001管理
体系的构建，维
护，员工教育，
环境报告书制作
费等

― 248 0 238 0 236 0 236 0 252

研发成本
研究资源高度利
用等

― 142 0 139 0 142 0 130 0 146

社会活动成本

对开展工厂周围
清扫活动和环境
保护等活动的团
体提供支援等

― 4.07 0 3.65 0 3.51 0 3.51 0 4.26

环境破坏应对成
本

污染负荷量摊派
金

― 8.13 0 7.27 0 5.93 0 5.93 0 6.73

合计 226 1,429 361 1,323 401 1,593 846 1,691 1,095 1,597

环境保护效益

环境保护效益
分类

环境绩效指标 单位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投入企业活动
的资源的环境
保护效益

单位产值能源使用量 L/t 158.7 153.4 149.1 152 148

供水量 千m3 2,759 2,845 2,859 2,713 2,555

单位产值供水量 m3/t 5.16 5.16 4.90 4.83 4.46

关于企业活动
所排放的环境
负荷及废弃物
的环境保护效
益

单位产值二氧化碳排
放量

kg- CO2 /t 309 300 291 299 282

废水量 千m3 1,993.00 2,073.00 2,069.00 1,969.00 1,925.66

单位产值废水量 m3/t 3.73 3.60 3.54 3.51 3.36



环境保护效益
分类

环境绩效指标 单位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废弃物排放量 /t 18,456 18,439 19,850 18,529 19,742

单位产值废弃物排放
量

kg/t 21.7 12.4 17.0 33.0 34.5

企业活动所产
出的财富与服
务的环境保护
效益

废弃物再资源化率 % 99.96 99.97 99.94 99.96 99.33

＊因能源换算系数等统计方法有变，故存在与去年报告的数值不同之处。

环境保护对策带来的经济效益
（单位：百万日元）

环境保护效益分类 效益内容

金额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收益
废弃物再资源化产生的有价物出售
收益
（出售豆腐渣，废油，废纸箱）

18 20 21 14 30

节省费用 减少废弃物使成本下降 173 176 156 164 158

合计 191 196 177 177 188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基本方针

巴黎协定生效后，致力于气候变化，全球变暖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认知。本公司集团属于食品制造业，

工厂在作业等过程中使用能源，因此也排放二氧化碳。作为社会一员，我们要为达成巴黎协定积极投入，为

缓解气候变化和防止全球变暖贡献力量。本公司集团在环境愿景2030中提出降低二氧化碳的目标，是遵循

SBT（Science Based Target）的基本方针而制定，今后通过SBT认证也已纳入视野。我们不但要继续在

生产现场开展节能活动，而且要引进能耗低的新设备以及利用可再生能源，推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目标

2030年总量降低24％（基准年：2016年）

进展

2018年度不二制油集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目标 实际成果 达成率

2030年总量降低24% 降低14.1% 59%

＊其中未包含于2018年7月和2019年1月成为集团旗下公司的Industrial Food Service公司（澳大利亚1家工厂）及Blommer

Chocolate Company公司（美国3家工厂，加拿大1家工厂，中国1家工厂）的数据。

2018年度集团旗下国内公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61,557吨-二氧化碳，降至上年度的96.4%。集团旗

下海外公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77,097吨-二氧化碳，降至上年度的91.3%。主要原因如下。

CSR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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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制油（肇庆）有限公司太阳能温水设备

专题“参与CDP”

不二制油集团认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积极披露信息的重要性，自2016年度起参与回答

CDP“气候变化”问卷。

2018年度本公司集团的回答情况可参阅下列URL。（仅日语）

＊如需参考，请注册CDP账号。

数据

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日本）将堺工厂关闭，转让石川工厂。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日本）将部分冷冻机更新为节能型。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日本）将部分油脂生产设备更新为效率更高的设备。

吉林不二蛋白有限公司（中国）因转让，于2018年8月结束生产活动。

山东龙藤不二食品有限公司（中国）完成了调整空调设备，提高热能效率，加强油炸设备隔热，蒸

汽管路集中等措施。

不二制油（张家港）有限公司（中国）实施了空压机整合。

2018年7月开始运行的不二制油（肇庆）有限公司（中国），安装了利用太阳能制备温水的设备。

https://www.cdp.net/ja

https://www.cdp.net/ja


能源使用量（换算为二氧化碳

排放量）和单位产值排放量的

变化

不二制油集团 Scope-1，2能

源使用量（二氧化碳排放量）

＊Scope1和2全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以上获得了第三方验证

CO2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的出处

国内 海外

燃料 《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报告手册》
《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报告手册》
北美：US EPA

电力
《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报告手册》
各供应商的系数

IEA《CO2 Emission from Fuel
Combustion》
规定的各国排放系数
北美：US EPA

能源使用量（换算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单位产值排放量的变化



能源消耗量

能源使用量(换算为原油)和单位产值能耗变化

燃料消耗量

2018年
（单位：kl）

轻油 重油 LPG LNG 煤炭
城市煤

气
可再生能源

国内 0 960 908 573 0 65,343 12

海外 511 81 896 32,371 11,042 5,006 26

合计 511 1,041 1,804 32,944 11,042 70,349 38

总耗电量

2018年
（单位：MWh）

总电量 本公司生产的电量

国内 168,166 108,769



总电量 本公司生产的电量

海外 192,321 0

合计 360,487 108,769



降低用水量

基本方针

不二制油集团在采购作为本公司产品原料的农作物的生产和制造过程中，用到蒸汽等，因而使用水。我们作

为社会一员，为了能持续使用有限的水资源，积极推进降低用水量的活动。

目标

2030年单位产量用水量降低20%（基准年：2016年）

进展

2018年度不二制油集团公司用水量降低

目标 实际成果 达成率

2030年单位产值用水量降低20% 降低14.1% 71%

＊其中未包含于2018年7月和2019年1月成为集团旗下公司的Industrial Food Service公司（澳大利亚1家工厂）及Blommer

Chocolate Company公司（美国3家工厂，加拿大1家工厂，中国1家工厂）的数据。

2018年度，集团旗下国内公司的用水量为2,555千立方米，降至上年度的94.2%。单位产值用水量降

至上年度的92.7%。废水量为1,926千立方米，降至上年度的97.8%。集团旗下海外公司的用水量为

2,163千立方米，降至上年度的90.4%。单位产值用水量降至上年度的89.6%。废水量为1,037千立方

米，降至上年度的92.9%。主要原因是吉林不二蛋白有限公司（中国）因转让，于2018年8月结束生

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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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措施

在水资源濒临匮乏的业务地区的举措

在水资源濒临匮乏的业务地区，不二制油集团积极开展降低供水量和用水量的措施。例如，中国的部

分集团旗下公司因所在地区水资源濒临匮乏，安装了雨水储存罐。既减少供水量，同时在水资源枯竭

时也能持续开展业务，从这一观点来看，其效果值得期待。

数据

全年供水量与单位产值供水量

变化

全年排水量与单位产值排水量

变化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阪南事业所

的再生利用量

全年供水量与单位产值供水量变化



降低废弃物

基本方针

我们认为，作为制造企业，积极减少废弃物，能助推有效利用经营活动所需资材和能源资源，并对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量，减少用水等环境保护整体有所裨益。而且我们认为，作为食品制造企业，努力减少食品废弃很

重要，亦致力于推动延长保质期和对食品废弃物进行再生利用。

目标

2030年单位产值废弃物排放降低10%（基准年：2016年）

进展

2018年度不二制油集团公司废弃物量降低

目标 实际成果 达成率

2030年单位产值废弃物降低10% 增加1% 0%

＊其中未包含于2018年7月和2019年1月成为集团旗下公司的Industrial Food Service公司（澳大利亚1家工厂）及Blommer

Chocolate Company公司（美国3家工厂，加拿大1家工厂，中国1家工厂）的数据

2018年度国内集团再资源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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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实际成果 结果

到2030年保持99.8%以上 99.33% 未达成

集团旗下国内公司2018年度废弃物量为19，742吨，增至上年度的106.5%。单位产值废弃物增至上

年度的104.9%。主要是大阪北部地震影响导致产品废弃以及第21号台风影响导致罐体隔热材料脱落

等因素，造成废弃物量的增加。集团旗下海外公司2018年度废弃物量为23,222吨，降至上年度的

84.4%。单位产值废弃物降至上年度83.7%。

食品再利用措施

日本国内集团各公司根据《食品再生法》，致力于对食品废弃物的再利用。国内集团旗下公司的食品

废弃物产生量2018年度大约为32,332吨，较上年度减少约605吨。再生利用率为97.5%，较去年下降

2个百分点。主要是大阪北部地震中仓库受灾，部分产品发生废弃等影响所导致。

该法对食品制造行业要求的目标是“食品循环资源的再生利用等（食品再生）的实施比例达到85％以

上”，但不二制油集团在2007年度设定目标之时就实现了97.3％以上的高实施率，之后也一直维持这

一水平。我们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持这一水平。



数据

廃废弃物排放量（食品及其他废弃物）

日本国内集团公司废弃物总排

放量和再资源化率

海外集团废弃物总排放量和单

位产值排放量

日本国内集团公司废弃物总排放量和再资源化率



包装材料的削减

为了降低包装材料的环境负荷而采取的措施

商品的容器包装具有以安全，安心的状态将商品送到客户手中，“保护商品品质”的重要作用。但是，

客户使用后，多数成为废弃物也是事实。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以容器包装的3R（减少使用，重复利用，循环使用）为基本方针推进。例如，部分

产品包装需要使用塑料，在使用塑料方面，我们通过薄膜化，努力降低使用量。另外，将用来封纸箱

的树脂胶带更换为纸质胶带的工作也正在推进中。此外，还将小型容器转换成可重复利用的大容量容

器进行使用等，正在推进各种各样的措施。

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减少和更换包装材料，积极致力于生产和运输工序的环境负荷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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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事业活动可能成为波及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

不二制油集团认识到，由于食品制造业的特性，原材料采购和生产活动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具体而言，就是存在原材料（农作物）产地造成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生产活动所排放的水等影响经

营所在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可能。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努力减少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负面影响。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措施

生物多样性友好采购

以农产品为基础原料的不二制油集团认为，应积极推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相关举措。针对因开拓农地

造成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的棕榈树问题，不二制油集团在《负责任的棕榈油采购方针》中宣言：将力

争实现森林零破坏的采购。

通过追求可追溯性到达榨油工厂和与供应商签订合作契约，努力把握和降低风险。此外，在对棕榈油

小规模农家进行教育支援的项目中，通过改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马来西亚沙巴州京那巴当岸

（Kinabatangan）地区的小规模农家的生产率，防止因开拓农地造成的森林破坏以及因化学药品造成

的河川污染，期待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有关《负责任的棕榈油采购方针》和对小规模棕榈油农家的支援活动，请参阅《可持续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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