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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人才培养 管理团队的培养 职业发展支援体制

 

人才培养

基本方针

不二制油集团认为，为了应对业务所处环境的任何变化，继续不断为社会做贡献，能灵活应对外界变化的组

织建设和人才培养至关重要。为此，我们不仅致力于教育支持，使每位员工自律提升能力，并着力开展旨在

强化组织机构的管理团队培养，支撑业务全球化的人才培养等活动。

我们认为，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关键是人才。员工与公司应是相互扶持成长的存在，基于这种想法制定了《人

才方针》。

人才方针

1. 为积极向上的员工提供各施所长的环境和机会。

2. 作为国际企业，提供容纳多样性人才的就业环境。

3. 建立，运用公平公正的人事制度（考核，待遇，培养）。

4. 充实教育培训制度，努力建立支持自主发展的企业文化。

5. 支援多种工作方式，提供安全舒适的职场环境。

目标

到2020年构建好全球人事体制的基础，达到在全球和各地区舞台活跃的有潜力人才的可视化和对其进

行培养的状态。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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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措施

2018年度，继上年度工作后，继续重点开展“全球人才培养”和“管理团队培养”。不二制油株式会社选

定了14名全球人才，积极实施教育训练，同时对新任管理职务的人员实施了开发管理能力的培训。

推进机制

推進体制 构建全球人事框架

为了使不二制油集团通过集团各公司高管和员工都应遵循的行为原理原则——《集团宪章》的实践，

为社会持续做贡献，集团各公司制定了2019年度“集团宪章实践目标”并作出承诺。同时，通过公司内

部集团宪章研讨会等方式，围绕各自地区和国家的文化，习惯，讨论何种事项是自己能实践的，并在

各公司的导向上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在本公司集团整体的人才善用和培养越来越重要的背景下，为

了构建干部后备人才的可视化，选拔，培养和调配等全球人事体制，我们首先着手于向干部后备人才

听取其意见。

＜集团宪章 研讨会听讲者寄语＞

遵守“安全和品质，环境”，这一点自不消说，我们负有将公司的理念传达给交易方和客户的责任。

我认为直接接触客户的销售人员，尤其要承担这样的职责。（巴西）

我认为，“以人为本”是一个包揽一切的基本思想。自己的安全，生产高品质的产品，保护环境，创

建新技术，为地区社会做贡献。这些都关乎“以人为本”。（美国）

全球化人才培养

不二制油集团要求全球化人才具备的能力



为了培养在国内外都能始终表现出色的全球性人才，作为新的措施，不二制油株式会社自2016年度起

实施全球性人才培养进修计划。

课程为期约6个月，包括全球交流，MBA知识，领导力技巧，语言能力（英语）等训练，以及针对经

营干部的报告陈述。2018年度的进修课程共14人参加，其中有曾在国外工作及预定到国外工作的人

员，与世界各地交易方共事的人员等。我们将把这一进修计划与通过职业发展途径培养人才相结合，

培养全球性干部人才。



全球性人才培养进修（日本）

＜全球性人才培养进修 2018年度受训者寄语＞

不二制油集团控股 全球人才战略组

在这项进修计划中，我学到了许多实际工作场景下的实践性商务技能，诸如全球沟通交流的本

质，用英语开电话会议和作演示汇报等。在全球性人事工作中，经常需要与集团旗下海外公司

的人事负责人协作，和国外人才面谈等，此次学到的技能可以在各种场合发挥作用。今后我也

会通过实践，努力将进修中学到的技巧回馈到全公司全球性人才培养中。

管理团队的培养

将为了尽快培养未来的管理团队人才，2016年度开始，将评价纳入培训中。通过本培训，受训人员认

识到了管理的应有姿态，并能够客观把握自身的课题和优势。受训之后，还对其进行由上司，人事部

共同参与的反馈面谈，以及OJT计划拟定和回顾等，通过周边相关人员深度参与培养过程，帮助其脚

踏实地地成长。

欧洲不二制油公司的人才培养计划（比利时）

欧洲不二制油公司是不二制油集团旗下的公司，2016年度，为了改善团队工作，开发了领导力课程。

课程目的主要是支持和进一步提高员工（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以打造能在复杂而急剧变化的世

界中生存下去的强大组织。



该系列课程从运用“DISC模型”这一行为特征分析工具，把握自己的领导风格开始进入。把握可认识，

具有适应性的“行为特征”，发现自己最能发挥能力的环境和方式，可以推动行为改变。同时，了解自

己的领导风格，形成共同语言，有助于加深对自己和他人的了解，对提升团队内沟通具有积极作用。

今后欧洲不二制油公司也将继续在各部门实施此课程，不断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职业发展支援体制

不二制油集团控股株式会社及不二制油株式会社对取缔役，管理人员，普通员工，新入员工等不同层

级分别安排培训，对接受函授教育的人员实施补贴制度，支援员工提升技能。此外，每个人根据每年

一度职业经历盘点和将今后职业展望可视化的“职业发展沟通表”，每年同上司进行1次面谈，以此推动

员工培养职业能力，并通过恰当分配为员工提供大显身手的平台。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 研修体系図（2018年度）

员工意识调查

为了建设能让员工健康，充满活力地最大限度发挥自己能力的职场，定期进行员工意识调查。让大家

从广泛的观点对所工作的职场环境和制度等坦率发表意见，为各种措施的制定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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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才培养的费用

2018年培训费用总额（不二制油集团总公司＋不二制油株式会社） 約25,858,000日元

员工的人均培训费（不二制油集团总公司＋不二制油株式会社） 約20,170日元

录用和离职

录用者人数的推移 正式员工总离职率的

推移

正式员工因个人原因离职

率的推移

平均工龄

录用者人数的推移



＊2015年以后是不二制油集团总公司及不二制油株式会社的总计。

＊2013年～2014年是集团总公司成立前的不二制油株式会社的实际数值。



在日本多样性推进 工作方式改革 外部评价 劳资对话

 

实现多样性

基本方针

对于在全球开展经营活动的不二制油集团，尊重人才的属性与价值观的多样性，是重要的社会责任。同时，

在社会价值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本集团公司作为食品原料制造商，为了持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需要把握社

会的变化，为解决社会课题作出贡献，提供价值。措施不能只是应对问题（显在需求），对近年来快速变化

的社会要作出预判，选出应当投入的课题（潜在需求）并加以应对，这种创造性今后将越来越重要。在单一

群体之中，创造性也有限。我们认为，多样性人才能够发挥其价值观和个性，是本集团公司为可持续社会不

断创造价值的源泉所在。

本集团公司在集团各公司高管和员工都应遵循的行为的原理原则——《不二制油集团宪章》中，提出了“以人

为本”这一价值观，意思是对于履行工作中的对立方，要贴近其立场来思考，这是本集团公司发挥多样性作

用，推动为社会提供价值的基本思想。

不二制油多样性基本方针

广泛寻求多种多样的人才，打造良好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发挥其能力，加快企业为社会提供新价

值的速度。

1. 在录用，培养和起用等发掘人才的所有阶段中，注意人员结构的多样性

2. 为便于多种多样的人才最大限度发挥其能力，灵活地运行制度

3. 注意战略性地运用多种多样的人才，助推其为社会及公司利益做贡献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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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女性管理人员比例20%＊（日本）。

2020年 实现老龄者和残障人士等多样性员工都能朝气蓬勃地工作的环境完善（日本）

＊2016年度后，我们以“2020年 女性管理人员比例20%（日本）”为目标，积极推动女性员工发挥才能。截至2019年4月，虽

然女性管理人员比例已增加到10.53%，但是可以预计难以达成上述目标，因此，2019年度中要修订目标。当初提出高水准

的目标，使公司内部意识改革有所前进，而从确保绝对数量，培养后备人员，支援女性持续职业发展，推动职场理解等观点

出发，大家也从中认识到了课题。

实现SDGs也提出的“性别平等”，是利益相关者的长远期待，基于此，我们将在2019年度中，“①重新定义多样性的基本方针

②建立包括集团旗下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在内的多样性推进体制 ③提取各地区的多样性课题并重新制定中期路线图及目标”。

进展

2018年度，在定位为多样性领域重点地区的日本，开展了发挥多样性作用的基础搭建工作。具体而

言，例如不二制油株式会社试引进远程办公等，通过建立制度，推动运用多种多样的工作方式。此

外，在与工会对话的基础上研讨人事制度，让多种多样的人才充满活力地发挥才能，并以一定的工作

标准进行公正的人事考评。我们以构建良好的职场环境，让拥有各种背景的人才都能发挥最佳成绩为

目标，今后也会继续调整人事制度。

推进机制

不二制油集团控股为了推进ESG经营，定期召开ESG委员会，作为董事会的咨询机构。在ESG委员会

中审议包括多样性在内的ESG重要事项，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言和汇报。

特别是多样性重点地区日本，在人事部门辖下设立了跨部门式多样性推进机构FAN（Fuji Active
Network），向人事部门提出举措建议，对员工开展启发活动。

支持“多样性”的人事制度

为了推动能灵活应对业务环境变化的多种多样人才发挥其才能，并将其对业务的贡献度更恰当地体现

在待遇上，不二制油株式会社自2015年度后开始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改革的重点为“薪酬制度改革”，

“评估制度改革”，“推进人才培养“这3大支柱。

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容与进展

年度 实施项目 内容

2015年度～2017年度
管理人员 人事制度改革

薪酬制度改革（引进职务工资制度）
人事考评制度改革（明确成果责任）
推进人才培养（多方面评价）

扩大弹性工作时间制度 取消利用时事由的规定



具体的措施

年度 实施项目 内容

2018年度 工会会员 人事制度改革
薪酬制度改革
（取消年龄工资／根据成果和业绩分配
／梳理针对个例情形的各种补贴）

2019年度（预定）
减少劳动时间
修订休息日及休假制度

工作方式改革
完善环境，方便员工请假
修改福利厚生制度

在日本多样性推进

推动女性发挥才能

作为食品原料制造商，不二制油集团要通过业务不断为社会作贡献，捕捉社会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女性的感性，能力和创造力是不可或缺的，为了能让其充分发挥作用，我们着力推动她们闪耀

光彩。对于日本社会和本公司而言，支持女性员工持续职业生涯，扩大她们发挥才能的领域，支援她

们进入管理团队实现职业发展，在推动多样性方面是十分重要的主题。

现在，我们发挥她们女性特有的视角，开展5S（整理，整顿，清洁，清扫，身美）方面的措施等，来

推动职场改善，还将加快完善职场环境，修订制度，同时推进经营改革，让女性员工继续充满活力地

大显身手。

我们还积极起用女性员工作为管理人员。对照2020年度女性管理人员比例达到20%以上的目标，我们

正努力提供机会及培养人才。当初提出这一目标时（2016年4月），女性管理人员比例只有3.78％，

而截至2019年4月，女性管理人员比例已上升至10.53%。然而，由于面临下一期女性管理人员团队培

养等课题，上述目标恐难以达成，2019年度中将修订本目标，并“①重新定义多样性的基本方针 ②建

立包括集团旗下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在内的多样性推进体制 ③提取各地区的多样性课题并重新制定中期

路线图及目标”。特别对于重点地区日本，要制定真正让女性员工充满活力地发挥才能的愿景，并强化

政策措施。

另外，本公司清水社长表示认同日本内阁府“加快女性闪耀光彩，发挥才能的男性领军人物之会＊＊”行

动宣言，面向员工和社会传达多样性在经营中的重要性。

＊统计范围：不二制油集团总公司＋不二制油株式会社－海外派驻者

＊＊加快女性闪耀光彩，发挥才能的男性领军人物之会：以2014年3月28日首相官邸举行的“支持女性闪耀光彩的会议”为契

机，各界领军人物正在扩大行动，积极支持闪耀光彩的女性和意欲闪耀光彩的女性们。在此背景下，由积极推动女性发挥才

能的企业男性领军人物们发出的“加快女性闪耀光彩，发挥才能的男性领军人物之会”行动宣言得以制定出台。



非正式雇佣的正规化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从2017年度起，将有雇用期限合同的“准员工”转为无雇用期限的“地区限定员工”。

另外，对充满工作热情的临时员工，每年都实施一次正式员工录用考试。2019年度6名员工得以录

用，活跃在各个岗位。今后也将通过本制度，积极录用有能力和工作热情的人才。

推动老龄者发挥才能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虽然60岁为退休年龄，但设置了以65岁为上限的退休人员返聘制度。在退休1年前

及退休时进行单独面谈，根据对象人员的意愿和能力为其提供发挥才能的地方。另外，针对55岁以上

不满60岁的员工，自2016年度起开展为退休后的生活规划做打算的“生活规划讲座”。对于参加人员而

言，本讲座是一个具体描绘退休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实现自我的契机。

战略性录用外籍员工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不受国籍所限，大力录用具备符合本公司需求能力的人才，包括研发，企划和管理

等在内，各种领域都有外籍员工活跃的身影。对他们，没有因国籍导致其待遇差异，并在尊重个人特

点和技能的基础上分配岗位。同时，我们也努力打造尊重个人宗教和习惯的职场环境。2018年度，有

4名外籍员工成为我们的新伙伴。2019年度也将有多名外籍员工入职。

推动残障人士发挥才能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雇用残障人士，在关注每个人的个性的同时，切实推动公司内

部朴实无华的启发教育，并拓展发挥其才能的机会等。

工作方式改革

推动工作方式改革的总体情况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推动“工作方式改革”，作为推进多样性的重要政策之一。2016年度，建立了跨部门

式组织——“Creative Work项目”（现CWORK推进会议），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降低实际总劳动时

间和提高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为目的，致力于意识改革，业务改革，制度改革，创建职场这４个方面的



改革。

2017年度，结合弹性工作时间制度的扩大，在销售部门启动了远程办公（在家上班，卫星办公室上

班，移动办公）试运行，2018年度则将对象范围扩大到开发部门和间接部门，2019年度计划进一步扩

大。远程办公的引进在员工中获得好评，大家认为“工作方式灵活，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比过去更方

便兼顾家庭和工作”。

要推动远程办公，就要实现不受时间和地点约束的工作方式。我们运用IT技术，积极推进高效率的沟

通和信息共享，包括无纸化（工作流程电子化等）和会议改革（引进视频会议等）。作为其中之一，

2019年度在全公司引进Office365，目的是通过提高工作效率来提高生产效率以及提高员工工作与生

活的平衡。

＜适用者寄语（间接部门 获得短时工作）＞

“我生了二宝复职后，通过远程办公方式，利用清早时间段处理工作，因为时间有限，让我反

而可以高效处理工作。再不怕从事工作的时间短，能去挑战更难的工作，这使我感到充足，并

且有信心一边带孩子，一边追求自己的职业发展。”

支持构建灵活的职业生涯

外部评价

上述活动受到了高度评价，不二制油株式会社获得了比“Kurumin标志”＊要求条件更高的“白金

Kurumin标志”。

＊Kurumin标志…作为“支持育儿企业”获得日本厚生劳动大臣认定的证明



劳资对话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重视“劳资间的对话”，努力加强劳资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公司与工会积极协商，每月举办“中央劳资恳谈会”，就经营状况和公司方针等信息进行交流。此外，

还根据劳动合同适时召开“劳资协议会”，就员工涨薪，奖金进行谈判，就修改公司规章制度等事项进

行讨论。劳资之间在共享公司业绩，发展趋势，各种经营问题和社会形势等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有序

的谈判和讨论。

基于全球化，少子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进一步完善等，今后更加需要推行多样性

的背景下，我们将依托劳资对话，积极改善人事制度。

数据

各种制度的利用

男女分别利用制度的人数（不二制油株式会社＋不二制油集团总公司）
（名）

男性 女性 合计

2018年度育儿休假请假者人数
（包括产前，产后休假）

28 17 45

2018年度短时间出勤者人数
（取得事由：育儿）

0 25 25

2018年度护理休假
（停工）请假者人数

0 0 0



男性 女性 合计

2015年育儿休假请假者3年稳定率＊ 100.0% 88.9% 92.6%

＊表示2015年度育儿休暇请假者截至2018年的稳定率。

年度有薪休假请假率（2018年度／不二制油株式会社＋不二制油集团总公司）

年次有給取得率 63.0%

员工数据

不二制油集团按地区分类的员工人数
（国内集团公司截至2019年3月底，海外集团各公司截至2018年12月底＊）

（名）

日本 欧美 亚洲 合计（＝合并员工人数）

总数 1,883 1,849 2,231 5,963

男性 1,510 1,403 1,685 4,598

女性 373 446 546 1,365

＊巴洛美巧克力公司为截至2019年1月27日的统计数据。

不二制油集团控股株式会社 员工人数区分（截至2019年3月底）
（名）

男性 女性 合计

正式员工＊・特聘人员 101 34 135

地区限定员工 0 1 1

合同工 0 1 1

平均年齢（従業員） 47歳1カ月 36歳5カ月 44歳4カ月

＊包括执行高管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 员工人数区分（截至2018年3月底）
（名）



男性 女性 合计男性 女性 合计

正式员工＊・特聘人员 950 192 1,142

地区限定员工 109 53 162

合同工 49 33 82

平均年齢（従業員） 43歳8カ月 39歳4カ月 43歳1カ月

＊包括执行高管

不二制油集团 管理人员人数
（国内集团公司截至2019年3月底，海外集团各公司截至2019年12月底＊）

（名）

日本 欧美 亚洲

男性 361 161 174

女性 37 61 60

合计 398 222 234

＊巴洛美巧克力公司为截至2019年1月27日的统计数据。

不二制油株式会社 女性管理人员比例
（％）

2015年4月 2016年4月 2017年4月 2018年4月 2019年4月

女性管理人员比例 3.15 3.78 5.56 8.24 10.53

＊2017年度以前的数值为不二制油集团控股＋不二制油株式会社，2018年度以后的数值按照不二制油集团控股＋不二制油

株式会社－海外借调人员计算。

不二制油集团总公司 取缔役人数（截至2019年3月底）
（名）

男性 8

女性 1

合计 9



返聘（2018年度月平均人数／不二制油株式会社＋不二制油集团总公司）

返聘者人数 29

返聘率 96.7%

残障人士雇用（2018年度月平均人数／不二制油株式会社＋不二制油集团总公司）

残障人士雇用者人数 35

残障人士雇用率 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