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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活动和体育运动领域也跨越国界，分享喜悦。
冲突仍在全世界不断发生。

当今世界，超越文化和思想的壁垒开展对话，已成为高于一切的诉求，

让我们用骑行、垂钓这类全世界通用的语言，为全社会送上感动与祥和。

这是本公司立足“从享受围绕着我们的大自然和世界来促进健康和快乐。”
这一使命所承担的重要职责。

承蒙不弃，本公司还有 3 年就要迎来成立 100 周年的日子。

我们将快速、精准地应对飞速发展的数码创新潮流，作为立足于日本的开发型制造业，
今后也将继续追求富有创意、精工细制的产品制造业，虽仅绵薄之力，亦奉真心诚意，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努力为社会贡献力量。

并将不断加倍努力，继续成为创造和提供丰富、新颖的自行车文化及
垂钓文化的“价值创造企业”。

希望这份报告书能够有助于大家了解我们的情况。

禧玛诺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社长

島野 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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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业价值

提升企业价值
提供激动人心的产品

钓具业务

自行车零部件业务

公路赛组件
“SHIMANO ULTEGRA R8000系列”

在EFTTEX 2017中荣获Best New Reel奖

在欧洲备受关注的钓具展EFTTEX（European Fishing Tackle

SHIMANO ULTEGRA R8000系列，继承了DURA-ACE R9100系

Trade Exhibition）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特举行。来自近40

列在严苛的顶级公路自行车赛天地中锤炼出的最新技术。
以准

个国家和地区，多达231家企业及团体参加了此次第36届展

确的变速和稳定的制动，打造出开合自如的操纵性，进一步提

会，展出了各自的新产品及旗舰产品。
禧玛诺的“TWIN POWER

高车手们的骑行效果。

运动自行车用电动助力单元

“SHIMANO STEPS E8000 系列”

XD”荣获绕线轮门类2017年度“Best New Reel奖”。
SHIMANO ULTEGRA R8000 系列

禧玛诺产品在ICAST上获奖

全球最大规模的钓具展会ICAST（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电动助力山地车（E-MTB）是目前主要在欧洲发展迅速的新类

of Allied Sportfishing Trades）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成功举办，

别，而SHIMANO STEPS E8000则是为这一E-MTB专门研发的

全球200多家企业前来参展。禧玛诺的“SUSTAIN”荣获“Best

电动助力单元。作为常规越野自行车用E6000系列的升级版，

，
“CURADO K”
荣获
“Best Freshwater Reel奖”
。
Saltwater Reel奖”

“SHIMANO STEPS E8000”在保持简洁设计和较高骑乘效率的
基础上，实现了自然的骑乘体验。

PRO Stealth 车座

PRO产品线中作为一级方程式车座，PRO Stealth全新问世。
它

G.Loomis的专业设计经验以及广受好评的鱼竿操作性，与禧

SHIMANO STEPS E8000系列

玛诺的中空技术有机融合，诞生了CONQUEST鲈鱼垂钓专用
钓竿。通过结合Spiral X和Hi-Power X技术，CONQUEST鱼竿
系列实现了更长、更精确地抛头，使得鱼钩固定杠杆更牢固耐

乘效果。采用减震设计，摩擦小，可分散压力来促进血液流动，

运动装备业务

荣获“Best Saltwater Reel 奖”的
SUSTAIN

G.Loomis研发CONQUEST鲈鱼钓竿

轻量耐用，为赢得比赛而设计，可以将动力直接化为纯粹的骑
从而保证全天候的骑乘舒适度。

TWIN POWER XD荣获.
“Best New Reel奖”

用，提升了搏斗性能。
PRO Stealth车座

CONQUEST鲈鱼钓竿

非耐用品中的高端系列
“S-PHYRE”

LAZER发售E-Bike头盔

在主要针对包括职业赛车手在内顶级骑手的鞋具和专业服装

Lazer Anverz NTA E-Bike头盔重量轻，能够满足电动自行车和电动助力车用户

和考究的设计。继上年度鞋具RC9之后，2017年度陆续面世的

拆卸后还可以确保良好的通风。大型遮阳板不但提供宽阔的视野，而且可以抵

等非耐用品中，
“S-PHYRE”系列素来追求绝不让步的最高功能

的一切苛刻要求。
Urban顶盖采用可拆卸式设计，防止骑手被其他元件碰伤，而

有赛车皮肤风衣、抗风针织衫和冬季手套。其中各处采用的尖

御大风、雨水和灰尘。此外，一体化MIPS层能够抵御转动影响，从而实现双重安

端技术，确保在不同骑行条件下维持最佳体感温度。

全保障。

全新.
鞋夹板调整器

Bikefitting.com发售鞋夹板调整器

冬季手套

抗风针织衫

赛车皮肤风衣

全新的鞋夹板调整器使所有销售人员和自行车装配工能够准确、便捷、迅速地
调整鞋夹板。该产品适用于各种品牌和型号的夹板和鞋子。经销商可以把此工
具摆放在鞋子和脚踏板架附近，当然也适合放置在装配车间中。

PEARL iZUMi发售Versa自行车专用服饰

PEARL iZUMi推出了名为Versa的自行车专用休闲服饰产品线。适应骑乘任何
种类的自行车，所有服饰至少满足一小时的骑行。
无论在单行道或土路上，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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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er Anverz
NTA E-Bike 头盔

在城市中，穿着效果均一样休闲轻松，因此Versa获得了骑行爱好者、户外运动
爱好者和市场媒体机构的一致好评。

Versa.
休闲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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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禧玛诺发展的人才培养制度─员工教育
新员工培训

内部控制体系是提升企业价值的基础，是用以确保合规经营和开展业务的体系。

此次将介绍 2017 年 4 月施行的《行为规范（Code Of Conduct）》以及同月修订的《合规指引》。

■修订合规指引

中为全球社会贡献力量，并提高包括客户、股东和交易

观，回应社会信赖，在制定《行为规范》之前，2013 年

作为全球社会企业公民中一员，为了在健康的经营活动

方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对我们的信赖，2016 年 12 月制定了

《行为规范》
（由“法令与伦理观”、
“业务活动”、
“环保

与社会贡献”、
“职场环境”等 4 大主题 15 项原则组成）
，
作为每个人在日常业务活动中必须遵守的方针，并于
2017 年 4 月施行。

本规范将全世界禧玛诺员工遵纪守法的共同理念归纳形
成具体的行为准则，规定了我们每个人作为全球社会的
企业公民应当共享的价值标准。
行为规范（仅摘录条文）

1

法令与伦理观

1-1 遵守世界各国的法律，同时尊重其文化与习惯。

1-2	合理利用咨询窗口等咨询机构，禁止以利用咨询机构为由给予不
利待遇。

1-3 坚决不与反社会势力有任何瓜葛。
2

业务活动

2-1 努力提供放心、安全、可靠的服务和产品

作为全球社会的企业公民，为了秉持世界通用的伦理
在国内分支机构落实了《合规指引》的内容，作为理

应遵循的规则和规范的指南。之后，配合规范企业业
务活动法律等的施行与修订进行了重新探讨，不仅以
发，结合 2017 年 4 月施行的《行为规范》
，以让员工更

推行包括让全世界禧玛诺员工周

自行车通勤运动

’14 年开始

办的推进自行车通勤运动。在为期约 1 个月的该运动中，

办乳癌及子宫癌学习研讨会。同时还由专业医师进行胸
部检查和钼靶摄影（乳房
X 线照相术）。

目的大赛，2017 年，禧玛

防范灾害措施

动。

地开展业务活动。

2017 年 4 月修订的“合规指引”

消防训练

ISO 14001、OHSAS 18001 和本地区安全法要求的举措。

’16 年开始

全体员工参加了训练，确

2017 年 还 邀 请 当 地 消 防
署和马来西亚红十字会来
参加该疏散训练。

认疏散路线，学习在紧急
事态下应当采取的行动。

环保与社会贡献

应急反应培训

3-1 积极开展地球环境保护活动。

3-2 作为企业公民，为地区社会贡献力量。
合规讲座

禧玛诺菲律宾公司根据《菲律宾劳

拓展视野讲习会

’16 年开始

训，旨在提高管理人员的
管理能力和打造领导力。

每年，禧玛诺欧洲公司面向员工举办名为“Inspirience※

Workshop”的讲习会。每次都邀请专业讲师针对各类专
※Inspiration 与 Experience 结合形成的复合词

程的培训。

禧玛诺菲律宾公司开展培

’12 年开始

题进行讲授。

动安全卫生标准》
，实施应急反应流

管理人员培训

’15 年开始

禧玛诺马来西亚公司每年都实施疏散训练，作为应对

禧玛诺菲律宾公司结合“菲律宾防火月”
，开展消防训练。

2-8 不因个人利益而采取损害本公司的行为。

’17 年开始

禧玛诺菲律宾公司邀请当地的专业医师，在公司内部举

伍（38 人）参加了此项运

纪守法启蒙活动，同时努力诚实

2-7 提交正确的财务报告和及时披露信息，同时禁止内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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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乳癌、子宫癌研讨会

诺 捷 克 公 司 共 有 13 支 队

知 和 贯 彻《行 为 规 范》在 内 的 遵

竞争行为。

行为规范的详细内容也同时登载于禧玛诺官方网站上

也面向本科毕业生实施了
新员工培训活动。

’17 年开始

流出对策委员会”组织实施了石油

2017 年，禧玛诺昆山公司

还包括以团队为单位竞赛自行车通勤频率和距离等项

2-6 妥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资产。

4-2 确保健全用工，构建安全健康的职场环境。

作遵循禧玛诺世界共同的理念，思考问题，开展工作。

作为有效发挥内部控制职能的体系之一，我们将持续

修订。

2-5	尊重本公司知识财产，同时尊重他人的知识财产。并禁止不公平

4-1 理解多样性，禁止歧视与骚扰行为。

及化学物质使用训练活动。

禧玛诺捷克公司支持由旨在提高生活环境的捷克团体举

2-4 与包括政治、行政及交易方在内的相关方保持健康正常的关系。

职场环境

括讲座、体验自行车骑乘和垂钓等内容，让每一位员工

加具备社会责任意识为目标，对《合规指引》也进行了

2-3 贯彻安全保障贸易管理，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4

在禧玛诺菲律宾公司，由“化学物质

企业的姿态还以在企业中工作的员工的行为重要性出

2-2 通过公平、自由的竞争开展交易。

3

对新加入禧玛诺的员工实施新员工培训，让他们了解
本公司的发展历史，理解企业理念。实施的课程安排包

■制定《行为规范》

化学物质使用训练

提升企业价值

内部控制体系

禧玛诺学习班

’17 年开始

’13 年开始

禧玛诺学习班是针对全欧洲的管理人员、青年带头人和

新员工的教育项目。旨在推动个人、团队成长或业务发
展，进一步强化禧玛诺的
优势。该项目有效促进员
工职业发展，发挥着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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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业价值

支撑禧玛诺发展的人才培养制度─ 文娱活动
举办体育活动

’96 年开始

举办骑行活动

禧玛诺巴淡公司（印度尼西亚）每年举办 1 次体育活动，通过培养员工的体育精神，

为了振兴自行车文化和提高员工满意度，禧玛诺昆山公司（中国）以内部的骑

到 5 月，各部门派选手出场，在足球、排球和乒乓球等 6 个运动项目上展开比赛。

人数共 20 人，骑行距离达 141 公里。

提升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意识，从而提高生产效率。2017 年举行的活动中，从 3 月

举办趣味自行车活动

’05 年开始

禧玛诺巴淡公司举办骑行活动，在工厂周边地区骑行约 10 公里。每年参加的
员工超过 200 人，尽享骑行的乐趣。

举办趣味垂钓活动

’07 年开始

行俱乐部为核心，在全世界亦屈指可数的优美景点千岛湖举办骑行活动。参加

举办乒乓球比赛

’17 年开始

举办 Summer Outing 2017

’16 年开始

禧玛诺天津公司（中国）为了增进员工健康和提升凝聚力，举办乒乓球比赛。

禧玛诺巴淡公司在当地的管理垂钓场举行内部垂钓活动。在 2017 年，参加活动的

禧玛诺菲律宾公司在当地的水上公园举行休闲娱乐大会。这项活动既是对员

参加，在开始之前还举办讲座供大家学习钓鱼方法，使大家从中亲身体会公司生产

享受丰富多样的水上娱乐游戏，也增进了彼此间的沟通了解。

约 200 名员工分为 10 组，比赛鱼的大小和钓鱼的速度。为了让垂钓初学者也能轻松
的产品为客户带来的乐趣。

举办 QEHS 运动

’14 年开始

工们平日辛勤工作的犒劳，同时也提供了重振精神的机会。员工们一起开心地

支持体育活动

’17 年开始

禧玛诺巴淡公司每年都举办活动，旨在启发员工对 QEHS（品质、环境、健康和

从 2017 年开始，禧玛诺捷克公司为参加体育活动的员工提供支持。举办公司

组装自行车的接力赛和其他各种游戏，提供寓教于乐地学习 QEHS 的机会。

用等。

安全）的意识。除了由当地警察进行自行车安全驾驶讲座以外，还通过用零部件

举办体育活动

羽毛球比赛，为禧玛诺捷克曲棍球队提供支持，并赞助斯巴达勇士赛 ※ 参赛费.
※ 斯巴达勇士赛 ：极其艰巨的长距离赛跑

’09 年开始

禧玛诺欧洲公司以增进友谊为目的，面向员工举办体育活动。2017 年举办的活

动中，大约 90 名参赛者乐享埃因霍温（荷兰）马拉松比赛、Predator（巨型鱼）
垂钓、山地车骑行、奈梅亨（荷兰）旅行等各类活动。

举办儿童垂钓日

’11 年开始

为了让员工的孩子们感受垂钓的乐趣，禧玛诺欧洲公司举办“儿童垂钓日”活
动，向参加活动的孩子们赠送工具箱和鱼竿。

08

09

激发快乐

通过“骑行”
“垂钓”
提出新型城市休闲运动生活方式

2017 年 2 月 8 日，
“SHIMANO SQUARE（禧玛诺广场）”在
Grand Front 大阪知识之都内（大阪市北区）开张迎客。
“激动人心的产品”— 要让人们感受到骑行和钓鱼的

乐趣。此外，向更多的人传递这种快乐，为他们提供感受

快乐的机会，也是本公司的重要活动之一。本公司举办和

赞助的各种自行车和钓鱼活动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快乐，也是

大家交流的平台，我们非常重视这些活动。这次要介绍 2017

年 2 月在大阪市北区开张、旨在传播自行车文化和垂钓文化的

“SHIMANO SQUARE”。

SHIMANO SQUARE 作为提供“相逢”
“价值体验”
“感动
体验”和“治愈、休憩”的平台，设有悠闲的咖啡空间、提
供自行车和垂钓相关信息的研究室空间。

我们希望那些过去不熟悉自行车和垂钓的顾客能够通过
直接接触禧玛诺的产品，了解优质的自行车和垂钓领域
的乐趣，共享新型城市休闲运动生活的体验和价值。

我们的目标是让禧玛诺过去提出的自行车生活、垂钓生
活跨越原有格局，创出新的价值和文化。

SHIMANO SQUARE

大阪市北区大深町 3 番 1 号
Grand Front 大阪北馆 知识之都 4 层

[ 营业时间 ] 10:00 ～ 21:00 [ 定休日 ] 周一
[TEL] 06-4256-6789
[WEB] http://www.shimanosqu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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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方 便 不 熟 悉 自 行 车 和 垂 钓 的 人 随 时 步 入，SHIMANO

SQUARE 在入口处设有咖啡店，让大家有机会驻足。咖啡店
与研究室区域之间的分界，以图书室形式打造，书架上随处

LABO SPACE

SHIMANO
FISHING
GALLERY

陈列着自行车和垂钓景象的立体模型，且通过图书室的空隙，
可见到内部的精美展示，通过这些精心的布置，自然而然地
吸引顾客走进自行车和垂钓的世界。

EVENT
SPACE

SHIMANO
CYCLE GALLERY
LIFE
STYLE
STORE

SHIMANO
NEWPRODUCT
GALLERY

SHIMANO SQUARE CAFÉ
入口

入口

EVENT SPACE

为了让来过这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了解自行车和垂钓的乐
趣，这里还举办各种活动，让大家不断有新的发现和开展更
多交流。

2017 年，我们积极举办了自行车和垂钓方面的讲习会、各类
研讨会以及野外骑行等活动。

SHIMANO SQUARE CAFÉ

请来钓鱼教练作讲师，举办了关于 接待员将应对顾客关于骑行、垂钓
钓真鲷的工具“Tai Rubber（橡胶 的咨询和要求
诱饵）”的入门级讲座

宽敞的咖啡空间恭候客人的到来。在宁静自然的气氛中，度

过优雅的轻松时光。所提供的菜单均使用精心挑选的材料。
图书室里不仅配备了自行车和垂钓方面的书籍，还有令人兴

SHIMANO CYCLE GALLERY

奋的旅行、户外运动以及生活方式相关的书籍。

浅显易懂地介绍自行车的结构、发展历史，以及各个零部件
的作用。还设有展板，展示引发热议的自行车以及自行车具

LABO SPACE

点缀咖啡时光的图书室

从傍晚开始，可在此享受酒吧时光

研究室区域位于咖啡馆内侧，不仅展示禧玛诺的产品，还设

有的潜力。

SHIMANO FISHING GALLERY

垂钓不仅可在河流、海洋、湖泊等不同场景进行，还可以根

有大型显示屏和展板，显示神清气爽的骑行、垂钓场景。

据不同地区和季节，选择不同的方式享受垂钓乐趣。除了展
示钓具产品以外，还提供更广泛享受垂钓乐趣的多种方案。

LIFE STYLE STORE 经 营 优 质、考 究 的 杂
货等各类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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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ANO SQUARE CAFE

垂钓场景的立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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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快乐

协助开展自行车博物馆骑行中心运营工作
’92 年开始

自行车与生活的信息工具“Cyclingood”
’13 年开始

1992 年在总部所在地堺市开馆迎客的自行车博物馆骑行中心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与自行车一同创造的健康而精彩的生

唯一一家自行车专业注册博物馆，馆内有总共大约 300 辆自行

研究“自行车与健康”的关系，并向社

（经营 ：公益财团法人禧玛诺骑行开发中心）。这是日本国内

活”的理念，我们发行了“Cyclingood”。我们与大学联手

车，其中有 1818 年自行车发明之初的 Draisine（复制品）以及

会发布各种相关研究结果的信息，希

奥运会参赛选手使用的最新自行车等。本公司不仅将博物馆
作为自行车的展示场所，还倡导、宣传自行车骑行一族生活方
式，开展着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讲习会等。

LIFE CREATION SPACE OVE

望为推动自行车文化的发展贡献微薄
交通指南 ：JR 阪和线“百舌鸟”站下车后步行 13 分钟
邮编 590-0801 堺市堺区大仙中町 18-2 电话 ：072-243-3196
营业时间 ：10:00 ～ 16:30 定休日 ：周一

钓鱼俱乐部项目 & 禧玛诺 TV

’06 年开始

OVE 作为新自行车文化的传播基地持续开展活动。OVE 提

逛的“OVE 漫骑”
，还通过各种活动，展现骑着自行车优哉
游哉、丰富充实的生活方式。

Shimano Cycling World

’14 年开始

2014 年 9 月，以“发展自行车文化”
“推进自行车生活方式”
“在
东南亚推广禧玛诺品牌”为宗旨，我们在新加坡开设了体验型

展示设施 Shimano Cycling World。我们向观众展示了可以通

过自行车获得的更加精彩的生活方式。还举办了有关骑行路
线和保养维护的研讨会等多种活动，2017 年的观众人数达到
了 5 万 7711 人。

14

官网.
“Cyclingood Web”

免费信息刊物
《Cyclingood》

’00 年开始

钓友们畅意交流，创造新垂钓文化的“钓鱼俱乐部项目”。

倡的不只是骑行到一个确定的目的地，而是改变一下视角，
享受路上的快乐。除了这种像散步一样，随意骑着自行车游

之力。

OVE 南青山

交通指南 ：东京地铁银座线、半藏门线
“表参道”站 或“外苑前”站出站步行 8 分钟
邮编 107-0062 东京都港区南青山 3-4-8 KDXResidence 南青山 1 层
电话 ：03-5785-0403
营业时间 ：10:00 ～ 19:00 定休日 ：周一

禧玛诺通过每年发行 3 期杂志、Skyperfect TV（付费电视）
以及卫视垂钓频道播放电视节目以及网站发布最新信息，
发送关于垂钓的各类话题和信息。

2007 年起，开设全球规模的垂钓频道“禧玛诺 TV”
，作为互联

杂志
《Fishing Café》

网上的内容，可以 24 小时 365 天随时观赏。内容丰富充实，无
论新手还是老手，都能尽情享受。

禧玛诺赛车团队

垂钓频道“禧玛诺 TV”.
http:/tv.shimano.co.jp/

’73 年开始

“禧玛诺赛车团队”创办于 1973 年。除了有助于产品开发的

反馈外，更重要的目的是发展壮大日本的骑行运动。近年来，
提出了“培养世界顶尖水准的选手”的目标。

15

激发快乐

■其他活动

在世界各地举办、协办自行车及垂钓活动。我们长期开展相关活动，为

日本和亚洲各地、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享受自行车和垂钓的活动。这里

活动的主办与赞助

介绍其中部分活动。

自行车活动（主办 / 赞助）
（日本）

禧玛诺铃鹿公路赛（三重）❶

’84 年开始

2017年8月19日至20日，禧玛诺主办的日本

最大规模体育骑行活动第34届“禧玛诺铃鹿
公路赛”在铃鹿赛车场举行。两天时间里，共
有大约1万2000人次参加，享受自行车赛的

乐趣 。禧玛诺约90名员工担任现场工作人
员，为大赛提供了有力保障。
禧玛诺车迷节（长野）❷

’91 年开始

（菲律宾）

禧玛诺节 2017 ❸❹

往返的越野赛为中心，本届又增加了在清晨
街道骑行的Bike-Plant-Bike，参赛人数约
1500人次。

（澳大利亚）

2010年开始在巴西举办禧玛诺节。第一届活
动的参与者约为1700人，到了2017年，圣保
罗在两天内迎来大约2万5500人次参加。我

们举办了可以感受中南美顶级车手现场震
撼感的山地绕圈赛和各类比赛，以及汇集了
约200个品牌的展示会和音乐会等活动，为
大家提供了了解自行车乐趣的机会。
（马来西亚）

’17 年开始

RHB Shimano Highway Ride ❺

2017年4月15日至16日两天时间，在LEKAS

Highway举办利用高速公路角逐的公路自

行车挑战赛RHB Shimano Highway Ride。
从针对高阶骑手的105公里，到面向孩子们

to Cape”。

⓬

提供技术支持

’17 年开始

本公司还会派遣技术支持车和工作人员前往包括顶级专业赛事在内的世界各地自行车运动现场。为确保各

’17 年开始

❷

位参加者的安全，时刻提供技术支持。
上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

Paracycling（欧洲）

’05 年开始

’10 年代后半期开始

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中国）

’12 年开始

为 了 加 大 参 加 公 路 自 行 车 赛 的 机 会，从 今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中国）

环舟山女子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中国）

“Shimano Sprint Series”。众多参加比赛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中国）

Tour of Japan（日本）

年开始在朗塞斯顿、悉尼和墨尔本3处举办

的赛手和观众使赛场充满激动人心的气氛。
（加拿大）

’14 年开始

’06 年开始

❸

自2014年以来，我们一直保持“全加公路越
野锦标赛”的冠名赞助商地位。

我们作为加拿大公路自行车赛车团队“The

H&R Block Pro Cycling Team”的赞助商，

❹

在支持车队参加比赛的同时，还开展走访学

的乐趣。

车手前来参加这一骑行活动。

’16 年开始

2016年举办“Shimano Gran Fondo”
，众多
向赛车场派遣工作人员⓬

’17 年开始

Gold Coast Flathead Classic

’93 年开始

钓后放流形式的钓平头（大型鲶鱼）大赛“Flathead Classic”。禧玛诺作为主
要赞助商，派遣垂钓团队前往这项澳大利亚最大规模的垂钓活动。2017年度
全体参赛者垂钓成果总计5669条。比赛盛况空前。

校等活动，推动运动自行车的振兴。
Shimano Gran Fondo ⓫

等等，在多项赛事中提供支持。

（澳大利亚）

’17 年开始

赞助 H&R Block Pro Cycling Team ❾❿

’96 年开始

垂钓活动（主办）

Canadian Cyclocross Nationals

的7公里，共分为5类路线，参赛者约4000人
次，大家在不同类型的比赛项目中享受骑行

❶

2017年10 月下旬，作为主要赞助商参与了澳

Shimano Sprint Series ❽

’10 年开始

❿

and Play。以骑乘山地自行车在越野路线

大利亚最大规模的山地自行车分段赛“Cape

（巴西）

❽

2017年5月28日，举办第7届Shimano Dirt

次正值第27届大赛，虽然天气差强人意，但
家都十分享受各自的比赛项目。

⓫

’11 年开始

Cape to Cape ❼

是各类项目仍顺利进行，赛手超过2千人，大

❾

2017 Shimano Dirt and Play ❻

2017年7月29日至30日，山地车赛活动“禧
玛诺车迷节”在富士见丽景度假村举行。此

❼

（日本）

❺

禧玛诺日本杯

’84 年开始

禧玛诺日本杯开始于1984年，其宗旨在于提供一个以比赛形式享受垂钓的
平台。目前正在全国规模举办涉及各类钓种的淘汰赛，禧玛诺日本杯的竞技

我们派遣工作人员前往加拿大国内的赛车

水平之高以及规则和排名的正当性均获得了高度评价。

场，支持各类赛事。

其他活动

除了赛事以外，还举办大量让垂钓爱好者更加享受钓鱼乐趣的活动。今后，

❻
16

我们将怀着垂钓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期望，继续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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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环境而付出不懈努力是本公司的职责，也是我

们的使命。为了在制造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负

荷，我们始终致力于开展各种设备改进和革新工作，并

积极参加海岸及河川等野外环境的清洁和环保活动。本

次主要介绍禧玛诺欧洲公司的环境友好理念新总部大楼。

环境的改善与保护

地球环境 —— 这是享受户外运动的基础。为保

环境友好、以人为本的禧玛诺欧洲公司总部
新办公楼

禧玛诺欧洲公司总部新办公楼于 2017 年 1 月完成，根据 "Closer to Nature,
Closer to People" 这一企业宣传词所倡导的设计理念建设而成。建筑物外

观采用玻璃幕墙，彰显企业的透明性，同时与 HIGH TECH CAMPUS 整体形

成协调感。屋顶覆盖太阳能电池板，打造生态友好的公司办公楼。同时，在
新大楼周围栽种草坪、树木，尽可能与自然环
境协调一致。

HIGH TECH CAMPUS
EINDHOVEN

禧玛诺欧洲集团

荷 兰 第 5 位。HIGH TECH CAMPUS 目 前

法国、瑞典、芬兰、挪威、丹麦、波兰、土耳其、德国、意大利

埃因霍温是一座工业城市，人口数量排名
有超过 160 家企业在此设立机构，聚集了

最尖端的技术与人才，是荷兰屈指可数的
研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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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玛诺欧洲集团总部位于荷兰埃因霍温，在比荷卢经济联盟、
和英国设有自行车零部件及钓具的营销网点，以欧洲为中心
广泛开展经营活动。

禧玛诺欧洲公司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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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采取的生态友好对策

重视建筑与自然的协调性，并考虑其可持续性，采取了各种

〈关注小动物〉

环境友好措施。通过覆盖在建筑物屋顶部位的太阳能电池板

办公楼外墙部位安装了“蝙蝠巢箱”
，为蝙蝠夏季繁殖提供最

发电，可以满足年预算计耗电量的 60%，其余部分也使用生

佳环境。并且在大楼附近提供枝繁叶茂的环境，确保爬虫类、

态发电的电力供应。外观玻璃幕墙上垂直安装的白色薄板，

两栖类以及小型哺乳类动物的安身之地。

具有防止室内员工受到直射阳光照射的作用。同时，将这些

〈栽种石楠 ※〉

薄板反射的光线引入室内，确保室内环境的明亮度，从而将

为了让昆虫们继续在此生活，办公楼周围栽种了草坪和石楠。

照明使用量降低到最小限度。另外，建筑物中所有照明均采

用 LED 灯，大幅度降低了耗电量。不仅如此，将来对办公楼

自然光线在白色薄板
上 反 射，使 得 室 内 环
境十分明亮

进行拆解时，其中的 80% 还可以作为建材重新利用于新的建
筑物中。

顶棚一体型冷暖空调系统

采用与顶棚一体的高性能冷暖空调系统。水泵系统用水将地

〈冷空调状态〉

〈暖空调状态〉

热 ※ 送到各楼层的顶棚，从而实现温度调节。办公室内的温

度始终保持恒定。

在设计中，利用办公楼的结构，将新风引入整个办公室。实

泵

有羊群定期前来吃草，使草坪保持一定的高度。希望我们种
下的树木能和周围的自然环境形成协调。

※ 原产于欧亚的常绿灌木。花朵呈小吊钟状。

办公环境采用巧妙设计，让员工舒心
工作

2 层到 4 层是开放区域形式的办公室空间。这里采用“灵活办

公桌策略”
，员工没有自己的专用办公桌。下班回家时，每个

泵

人要将自己的东西收进柜子，使得办公环境始终保持干净整

现舒适的空气环境。

※在地下 10 ～ 200m 深度，其温度全年大致恒定（约 17℃）。

环境的改善与保护

生态友好的总部办公楼

在宽敞的办公空间里.
还设有开放式会议空间

洁。办公桌的高度可以通过电动方式调节，以配合不同使用
利用水泵系统储存地热（冷、暖）.
（地下设施）

者的身高，而且也可以站着工作。同时，为了促进员工身体健

康、充满活力，每周一和周三，公司会提供满满一筐新鲜水果。.
员工可以免费享用自己喜欢的水果。

免费提供水果
站着也可以工作
可以电动方式调节办公桌高度

屋顶整面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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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 年以来，本公司制定了禧玛诺绿色计划（SGP），作为生产低环境负荷产品的准则，与合作企业共同遵照执行。

■符合法律要求，并不断优化

SGP 是公司的采购标准，其中明确了组成本公司产品的原材料、零部件和产品中所含化学物质的管控值，让交易伙

致力于降低环境负荷

’97 年开始

监控噪音		

’99 年开始

为保护水资源，禧玛诺昆山公司安装了净化工厂废水的设施。

伴充分知晓，达到为全世界客户提供环境负荷更低、更放心的产品的目的。

在满足不断提高的法律管制要求的基础上，我们还根据客户和市场的要求修订完善，同时改进禧玛诺的自主标准，
更高效地满足法律要求，不断优化 SGP。

水净化行动		

环境的改善与保护

禧玛诺绿色计划 ’04 年开始

为了控制噪声对禧玛诺昆山公司工厂周边住宅地区的影响以

■根据风险开展工作

及提升工作环境，工厂正在构建监控工厂内噪声的系统。

SGP 是 2004 年推出的。目前，大家遵守该标准的程度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
在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方面存在较高风险，需要重点管控，以防超出标
准值的材料和零部件。

禧玛诺菲律宾
公司成员面向
当地合作企业
举办说明会

2017 年，我们针对风险方面大力开展工作。通过针对负责应重点管控的零部

件材料的部门举办研讨会等方式，在公司内共享风险管理的知识和具体手法，
在提升日常管理水平上发挥作用。同时，根据合作企业确认本公司管控情况

使用压缩托盘		

’14 年开始

禧玛诺昆山公司从 2014 年开始使用以农业废弃物生产的压
缩托盘。这种托盘满足 ISPM15※ 标准，材料中 95% 是水稻
秸秆、小麦秸秆和竹屑，不含甲醛。而且该托盘销售商每销

并填写的“自检单”等材料，一旦评估其需要改善管理的，我们还提供改善意

售 1 只托盘，会向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及其相关团体捐

见，并保持跟进，直到确认其实施完毕，为确保整个供应链的遵守而持续开展

出 1 美元。

扎实的工作。日本国内以及各家海外工厂运用分析仪器，根据材料和零部件
的风险开展内部检查，确认其遵守性，始终生产受客户信赖的产品。

※ 国际性包装材料规定

■路线图

目前，通过运行 SGP 第 9 版，作为路线图上 Stage3 的活动，正在推进高效满足.

用专有设备检查产品

法律要求和加强信息沟通的工作。

与国内外的 SGP 委员会成员协作，利用网络会议系统等技术积极互动，开展提高企业价值的活动。同时，为了实现
总部工厂与海外工厂、销售公司之间信息共享，我们还发布“SGP NEWS”。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合作企业间
的伙伴关系，继续推进环境友好、关注健康的产品生产。

开展节能活动

2017 年 2 月，禧玛诺菲律宾公司获得能源管理体系（ISO50001）
认证。

水资源管理体系		

’16 年开始

禧玛诺新加坡公司引进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管理体

系，截 至 2016 年 度 末，成 功 实 现 节 水 10%。2017 年 获 得
SGP#4,5

禧玛诺绿色计划
路线图

SGP#6

SGP#7

SGP 机制的落实.
法律规范的符合性.

SGP 的有效性.
提高遵守程度.

［企业活动的基本活动］

Stage1

（主要活动）

制作、分发 SGP.

改进自检单

根据法律规范进行修订.
自检单.

首件检查

［提高可信赖性］

Stage2

（主要活动）
回收承诺书.

SGP#8

评估 SGP 交易方
审查交易方

发生问题后改进遵守程度

SGP#9

SGP 优化.
提高应对法律规范的效率.
获取和提供必要信息

［提高企业价值的基本活动］

Stage3

（主要活动）

提高应对法律规范的效率 .
加强信息交流

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通过 SGP − WEB 分发文件

TUVSUD ※“高效率水利用管理体系”认证。

※ 一家在全球开展业务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总部设在德国。

荣获能源效率全国合作伙伴奖

2017 年 10 月，禧玛诺新加坡公司荣获“能源效率全国合作伙

伴奖”。这是一项审查标准严格的奖项，由环境部颁发，旨在
表彰大幅度削减能耗的团体。禧玛诺新加坡公司从 2014 年
开始，为了提高能源效率，制作了路线图，并持续执行。

以 SGP 委员为核心开展有组织的全球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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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树 活 动）

（清 扫 活 动）

禧玛诺土耳其公司与客户一起植树 500 棵。

第一菲律宾工业园区因工业快速发展，导致蜿蜒于
土耳其

禧玛诺昆山公司和禧玛诺天津公司自 2009 年以来一
直在参加“百万植树项目”
，该项目的目标是在内蒙

菲律宾

禧玛诺马来西亚公司在种植红树的同时，还进行了

红树林清扫活动。通过清扫，维护森林环境的健康，
促进幼红树生长。

体实施的植树活动。为了改善相邻的达博市河岸地

新加坡

带环境，在当地渔民和居民的加入下，共同种植了
1000 多棵树。

马来西亚

禧玛诺公司总部在堺滨自然再生 Fureai Beach 开展
清洁活动。57 名员工参加了活动，收集的垃圾多达
400 公斤。

开展植树活动，坚持守卫绿意葱茏的环境，是禧玛诺

马来西亚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项固定活动。
比艾海角国家公园种植了 500 棵红树。

菲律宾

玛诺菲律宾公司员工对描笼涯的水渠开展清扫活动。

中国

禧玛 诺澳大 利亚公 司作为 赞助商 参与了 志愿 者团

今年，53 名员工及其家人在位于亚洲大陆最南端的

司与周边企业和居民一起清扫该河。

安河，住在邻接第一菲律宾工业园区的描笼涯的禧

沙漠，积极开展着育林工作。

此次在 Kent Ridge Park 种下大约 50 棵树。

园区内的圣胡安河水质严重污染。禧玛诺菲律宾公

为了防止进入水渠中积聚的垃圾在雨季时流入圣胡

古沙漠地带种植 100 万棵树木。我们祈愿绿色遍及

继上年之后，禧玛诺新加坡公司继续开展植树活动，

环境的改善与保护

从身边点滴开展环保

日本

澳大利亚

举办“Capiavara's Ride”

’11 年开始

为了提高对流经圣保罗市内的主要河流之一——皮涅罗斯河
污染问题的重视，禧玛诺拉丁美洲公司举办了骑行活动。与
马来西亚

此同时，将参加费用捐献给帮助开展河流清扫的团体。

参加“地球一小时”慈善义卖

数量一度下降的皮涅罗斯河
水豚也逐渐增多了起来

’16 年开始

继上年度之后，禧玛诺昆山公司继续参与中国响应世界自然

基金会的全球性环境活动“地球一小时”而举办的慈善义卖，
呼吁大家提高环保意识。

协助开展环保教育

’06 年开始

禧玛诺公司总部员工走访公司总部所在地堺市的小学，支援
开展环保教育。2017 年，为孩子们讲授如何用流经市区的石
津川、大和川水系割下的芦苇抄纸制作明信片。通过这类活
动，协助开展对年幼时期孩子们的环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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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信任，分布在全世界的禧玛诺团队的 50 家分支机构正脚踏实地地持续开展投身于社区活动。.
有时，不同分支机构协作开展，通过分享各机构的活动及内容信息，使我们的社会活动更丰富多彩。.

各分支机构提交的报告也逐年增多起来。在这里，我们将活动内容归类为 4 个主题，并汇总了其中的一部分。

与地区社会保持密切联系，谋求作为企业公民实现共存、

共荣，这是本公司理想的企业形象。日本国内自不待言，

作为全球分支机构所在地区社会的一员，也和当地社会共同

积极开展活动。本次将分为“追求安全愉快的自行车骑行”
“支

持儿童教育”
“义捐活动”和“作为企业公民”这 4 个主题进行

介绍。

追求安全愉快的自行车骑行

让更多的人、更安全地享受自行车骑行乐趣的活动 ：支持与癌症斗争的人们骑行（荷兰），交通安全活动（法国）等

支持儿童教育

支持儿童教育的活动 ：走访当地小学，为孩子们讲授关于运动自行车的特点、如何骑乘等启蒙教育（日本）

义捐活动

集体献血（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为癌症患者开展募捐接力（澳大利亚）等活动

作为企业公民

谋求与地区社会共生的沟通活动 ：走访孤儿院、养老院（印度尼西亚、中国），促进当地企业用工（荷兰）等

支持儿童教育

义捐活动

SHIMANO EUROPE B.V.
SHIMANO BENELUX B.V.

SHIMANO NORDIC
DENMARK APS

SHIMANO U.K. LTD.

LAZER SPORT N.V.
SHIMANO BELGIUM N.V.

SHIMANO FRANCE
COMPOSANTS CYCLES S.A.S.

SHIMANO ITALY FISHING S.R.L.
SHIMANO ITALY BICYCLE
COMPONENTS S.R.L.

作为企业公民

SHIMANO NORDIC CYCLE AS
SHIMANO NORDIC CYCLE AB

SHIMANO NORDIC CYCLE OY

SHIMANO POLSKA SP. Z O.O.

SHIMANO GERMANY FISHING GmbH.

SHIMANO (TIANJIN)
BICYCLE COMPONENTS CO., LTD.

SHIMANO (KUNSHAN) BICYCLE COMPONENTS CO., LTD.
SHIMANO (KUNSHAN) FISHING TACKLE CO., LTD.

G. LOOMIS, INC.

SHIMANO CZECH REPUBLIC, S.R.O.
SHIMANO MENAT LTD.
SHIMANO BALIKCILIK A.S.
SHIMANO BISIKLET A.S.

SHIMANO (LIANYUNGANG)
INDUSTRIAL CO., LTD.

SHIMANO (PHILIPPINES) INC.

SHIMANO INC.
SHIMANO SALES CO., LTD.
SHIMANO SHIMONOSEKI FACTORY
SHIMANO KUMAMOTO CO., LTD.
SHIMANO (SHANGHAI) SALES CORPORATION
SHIMANO TAIWAN CO., LTD.
PRO (TAIWAN) PROCUREMENT CO., LTD.

SHIMANO CANADA LTD.
DASHAMERICA, INC. (PEARL IZUMI USA)

SHIMANO NORTH AMERICA
HOLDING, INC.

INNOVATIVE TEXTILES, INC.

SHIMANO (CAMBODIA) CO., LTD.

SHIMANO COMPONENTS (MALAYSIA) SDN. BHD.
SHIMANO
SOUTH ASIA
PRIVATE LIMITED

SHIMANO (SINGAPORE) PTE. LTD.

P.T. SHIMANO BATAM
SHIMANO LATIN AMERICA
REPRESENTACAO COMERCIAL LTDA.
SHIMANO NEW ZEALAND LTD.

SHIMANO AUSTRALIA CYCLING PTY. LTD.
SHIMANO OCEANIA HOLDINGS PTY. LTD.
SHIMANO AUSTRALIA FISHING PT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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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ANO URUGUAY S.A.

（截止至 2018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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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安全愉快的自行车骑行
再生利用自行车捐赠活动

禧玛诺波兰公司启动了收集老旧、损坏的自行车，将其修理整备后捐赠给孤儿院孩子的活动。

为慈善骑行活动提供技术支持

禧玛诺比卢荷公司派遣技术支持人员参与以“与癌症斗争”

’17 年开始

’06 年开始

for Hope”举办的慈善骑行活动提供支持。收集的捐款捐赠
给儿童癌症研究机构。

※“Pedal for Hope”：加拿大为儿童癌症患者举办的慈善活动

支持 Digest Science 基金会举办骑行活动

’16 年开始

“Digest Science”是从事消化系统类疾病和营养相关研究基础的法国基金会，我们为该基金会主办的慈善骑行活动
提供支持。该活动旨在让那些与疾病斗争的人们感受到挑战的快乐和希望。

’17 年开始

禧玛诺连云港（中国）公司员工在工厂附近的交叉路口为行

人提供交通安全指导，为当地民众的安全和提高文明度贡献
力量。

’12 年开始

为了让孩子们放心骑乘，禧玛诺新加坡公司对交通安全公园
内的自行车进行了维修。

支持儿童教育

支持当地的职业训练项目

’16 年开始

禧玛诺意大利公司认同当地高中开展的职业训练项目，请学生们在为期 2 周的时间里参与禧玛诺的业务，丰富自己的
经验。

支持当地小学校

’16 年开始

禧玛诺菲律宾的员工走访当地的小学，清扫教室，修理设备，
并捐赠了清扫工具和垃圾箱等。

实施健康卫生教育项目

’16 年开始

禧玛诺菲律宾公司与工厂所在的第一菲律宾工业园区协会成

员一起走访当地小学校，为提高大家对健康和营养的意识举

’17 年开始

禧玛诺马来西亚公司为当地小学校主办的慈善骑行活动提供

支持。来自参加人员和赞助商的资金将作为学校活动费使用。
禧玛诺马来西亚公司众多员工也参加了这项活动，享受骑行
的乐趣。

支持 Pedal for Hope 活动

禧玛诺加拿大公司为支持与癌症斗争的孩子们的团体“Pedal

合治疗研究机构。

参加学习慈善骑行

禧玛诺加拿大公司将本公司总销售额的 1% 作为赛道维护管

’16 年开始

1000 公里，大约 4000 名骑手缴纳的参加费均捐献给癌症联

为孩子们整备自行车

’17 年开始

理费用捐献给当地的赛道管理团体。

为主题的慈善骑行活动。这项活动需要在 4 天时间内骑完

参加交通安全志愿者活动

支持当地赛道的维护管理

办教育项目。

禧玛诺赛车团队走访当地小学校

’16 年开始

禧玛诺赛车团队成员走访总部本地堺市的小学。讲述了堺市
的发展历史和自行车产业的关系、自行车交通规则，还介绍
了最新的公路车、职业公路自行车赛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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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捐活动

走访孤儿院

’06 年开始

禧玛诺巴淡公司走访孤儿院，将来自员工的捐款捐献给孤
儿院。

对孤儿院开展捐献活动

’14 年开始

从 2014 年开始，禧玛诺柬埔寨公司每月捐赠约 1000 公斤大
米，支持当地孤儿院的活动。

走访残障儿孤儿院

’16 年开始

禧玛诺连云港公司走访身体有残障的孩子生活的孤儿院，并
赠送礼物给大家。

为癌症患者募捐接力

’17 年开始

禧玛诺澳大利亚公司参加针对癌症治疗研究和癌症患者及其

照护人员的“24 小时接力走”慈善活动，帮助开展募捐活动。

圣诞礼物捐赠活动

’11 年开始

G.Loomis 与当地的扶轮国际分社共同为不幸的孩子们采购
圣诞礼物。

向“Shop With a Cop”项目提供捐赠

’13 年开始

参加慈善活动

’15 年开始

作为圣诞季的固定活动，禧玛诺波兰公司参加波兰名为“Nobel Gift”的慈善活动。2017 年开展募捐、评选成为支持对
象的家人，采购并发送了礼物。

向荷兰 Youth Sports Fund 捐赠 IT 设备

’15 年开始

禧玛诺欧洲公司 IT 部门从 2015 年开始，向“Youth Sports Fund Netherlands”捐赠 IT 设备。该基金会提供资金和
用品支持，以便孩子们能参加运动俱乐部。

向支持住院儿童的机构捐赠

’14 年开始

禧玛诺欧洲公司每年为 30 多项骑行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并将募得的捐款捐赠给支持荷兰小儿医疗设施的“Clini
Clowns”基金会。

向幼儿园儿童捐赠学习用品

’11 年开始

禧玛诺菲律宾公司走访当地幼儿园，向园童们捐赠学习用品
套装。

向孤儿捐赠学习用品

’17 年开始

支持 SOS 儿童村

’16 年开始

禧玛诺连云港公司与志愿者团体合作，走访孤儿们上学的当地学校，赠送书本和学习用品。

禧玛诺天津公司走访照顾那些需要保护的孩子的团体“SOS 儿童村”
，赠送礼物，提供各类支持。

G.Loomis 向“Shop With a Cop”项目提供捐赠，这是一个与
当地警察局共同向不幸的孩子们赠送特别圣诞礼物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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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公民

促进当地企业用工

走访老家

’01 年开始

长期以来，禧玛诺欧洲公司作为合作伙伴与荷兰嫩斯佩特当

禧玛诺昆山公司安排管理层走访因工作原因中秋节无法回老

地的企业密切配合，积极合作。提供劳动环境管理业务，让

家的员工的老家，向员工家人表示谢意，并送上纪念品。

员工安全、放心地工作（庭院维护、午餐配送、产品分包装等）。

支持 Topsport for Life 基金会

邀请小学生参加工厂参观会

’10 年开始

禧玛诺欧洲公司以合作伙伴身份向帮助患有严重疾病的人群

更多了解自行车和禧玛诺。

’17 年开始

为了帮助步行困难的孩子们靠自己的力量出行，禧玛诺意大利公司与“肌肉萎缩症孩子的父母亲会”合作，支持“自
立四轮车”项目。

支持 Greenacres 的活动

利机构开展活动，促进残障人士就业，迄今已超过 10 年。为
残障人士提供各类机会，帮助他们学会技能，参加工作。

’17 年开始

禧玛诺澳大利亚公司支持举办巨型鱼尖吻鲈钓鱼比赛。此次
大赛参加者共约 600 人次，作为鱼资源保护团体的募捐活动

而举行，包括鱼放流环节和人与动物交流等丰富多彩的项目，
颇受当地民众喜爱。

走访养老院

禧玛诺天津公司为提供与大学沟通交流的平台，举办“禧玛
诺日”活动。

开展集体献血

’07 年开始

禧玛诺巴淡公司与印度尼西亚巴淡红十字会合作，每年 3 次
开展集体献血。

开展集体献血

’16 年开始

禧玛诺菲律宾公司与菲律宾红十字会合作，开展集体献血。
今年有大约 50 名员工参与了献血。

开展集体献血

’00 年开始

开展集体献血

’81 年开始

’09 年开始

老人们一起前往植物园，一起制作花卉盆栽，采摘蔬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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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开始

禧玛诺马来西亚公司在国立医院的配合下，开展集体献血。

禧玛诺昆山公司在重阳节前走访养老院。2017 年，员工们与
享受愉快的时光。

禧玛诺日

’06 年开始

禧玛诺澳大利亚公司支持名为“Greenacres”的残障人士福

支持垂钓场管理

’14 年开始

禧玛诺昆山公司邀请当地的小学生参加工厂参观会，让大家

的荷兰基金会“Topsports for Life”提供了各种援助。

与“肌肉萎缩症孩子的父母亲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13 年开始

禧玛诺公司总部每年都开展集体献血，今年有 68 名员工参与
了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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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社会活动报告有感

禧玛诺团队社会活动方针

总体而言，2017 年的经济形势可称之为全球同时向好，欧美、亚洲和日本均有许多企业交出良好

立足于本公司“从享受围绕着我们的大自然和世界来促进健康和快乐”的使命，禧玛诺团队将“激发

的业绩。随着全球化和数字移动化，加之 IoT（物联网）、AI（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VR（虚拟现实）

快乐”、
“环境的改善与保护”、
“建立信任”作为三大支柱，遵循各项社会活动方针在全球推进活动。

等技术相互结合，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活动日益推进。另一方面，通过工作方式改革等变

同时禧玛诺以开展与自身事业相近领域的社会活动以及为地区做贡献的社会活动为本，重视踏实、持

化，人们如何享受自己的时间，已经成为一个新问题。

续地开展力所能及的活动。

此次，我从禧玛诺公司的社会活动报告中看到了融合精湛技术与舒适感受性打造出来的产品，明
白了禧玛诺对高品质产品永恒的追求和对先进技术的敏感度。这些使我确信禧玛诺将创造可持续
发展的企业价值。我相信这份报告可以作为和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有效沟通的工具。

在核心产业的自行车零部件业务方面，禧玛诺注重可用性的基础，即“使用方便”和“舒适骑行”。运动自行车用电动助力组件“SHIMANO
STEPS E8080 系列”已经面向日本国内市场成功开发，让人满心期待更精彩的骑行。
“DURA-ACE R9100 系列”荣获针对全球工业制品的

为人们提供乐趣与喜悦的文化活动

制品不仅要有精良的技术功能，还得具备优质的外观设计，否则便无法感动用户，让他们认同产品的价值。钓具方面，
“Soare XTUNE”

	促进创造更加丰富骑行生活、垂钓生活的活动

生活方式提案…

德国“iF Design Award”大奖，
“SHIMANO DEORE M6000 系列”荣获公益社团法人日本设计振兴会主办的优良设计奖。当今时代，工业

荣获优良设计奖，与自行车零部件双双斩获大奖。
“TWIN POWER XD”也在欧洲钓具展 EFTTEX 上荣获绕线轮部门 Best New Reel 奖，
而在全球最大规模的钓具展示会 ICAST 上，
“SUSTAIN”和“CURADO K”均获奖，这些壮举显然进一步提高了品牌价值。

作为上市公司要建立内部控制体系，在来自资本市场的这种要求的逐渐增强下，禧玛诺修订了合规指引，并制定了行为规范（Code Of

激发快乐

学习设施… 自 行车的历史、构造等，可以宣传各种知识与信息
的设施及其运营

振兴体育运动…

	举办、赞助能让人们体会到自行车骑行、垂钓、赛艇
魅力的活动等

“业务活动”
“环保与社会贡献”
“职场环境”这 4 个视角展示了核心
Conduct）。为了在全球社会获得利益相关方信赖，从“法令与伦理”

所在。政府也为了促进企业积极应对，修订了公司法，引进“治理准则”和促进机构投资者开展治理改革的“尽责管理守则”，努力激发

投资链（从资金提供方到最终使用方企业的路径）活力。企业为响应此举，制定行为规范，堪称是妥善的应对。不过，关于“职场环境”
的多样性，可以解读为其中也包括近年来人们热议的 LGBT 等问题，此处如果再多一些记述，是否会更恰当。在“支撑禧玛诺发展的人

才培养制度”中，涉及到拥有提升企业价值的技术、技能以及知识资产的“人力资本”，在全球的分支机构开展各类培训、训练和活动等，
可以看到其中积极的育人意愿。

提供“激动人心的产品”的禧玛诺，同时还开展各种活动，为大家提供了解“自行车骑行”、
“垂钓”等城市休闲运动生活的乐趣的机会。
在大阪中心市区梅田的 Grand Front 大阪知识之都里，开张“SHIMANO SQUARE（禧玛诺广场）”，其中打造了让不熟悉禧玛诺的人从认
知（awareness）到支持（advocacy）的“客户旅程”。这或许就是对菲利普・科特勒提出的“营销 4.0”的一种实践。契合“激发快乐”这
一表述。

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环境的
改善与保护

自然环境… 清 扫与植树造林等，保护孕育自然环境的活动及意
识启发活动

生活环境… 噪音对策、节能、净化等考虑到周边环境的措施、设
备及活动

制造环境负荷低的产品….

	贯彻遵守法律法规（禧玛诺绿色计划〈SGP〉）等、推
进人与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制造

禧玛诺的产品以地球环境为其展现平台，而禧玛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举措亦是有目共睹的。位于荷兰埃因霍温的欧洲总部，建造了玻璃
幕墙外观、太阳能电池板覆盖屋顶的环境友好型办公楼。60% 的年耗电量可自行满足，80% 的建材可以重复使用。采用顶棚一体型冷热

空调系统，在大楼周边，不仅有丰富的植被，还充分考虑了小动物和昆虫们的生息。办公室也采用灵活办公桌方式，通过图片可以感受
这里通透敞亮的办公环境。2004 年，公司制定了生产低环境负荷产品的准则——禧玛诺绿色计划（SGP），并随着法律管制的强化积极应

作为企业公民参与行动，与地区社会进行互动

对，也改进了自主标准。同时，与国内外的合作企业协作，通过网络会议交流信息，开展全球范围的组织性活动。在世界各地开展植树以
及森林河川的清扫活动，这一点也值得关注。

“建立信任”方面，分 4 个主题记述了全球禧玛诺团队约 50 家分支机构与地区社会谋求共生的活动。
“追求安全愉快的自行车骑行”，记

述了修理二手自行车，捐赠给孤儿院等活动。
“支持儿童教育”方面，有设施修复、清扫、捐赠垃圾箱、提供自行车交通规则指导等活动。

在“作为企业公民”主题，读到了员工们走访残障儿、孤儿院和养老院，以及支持降低儿童急性营养失调现象的活动。
“义捐活动”主题中，
活动更为广泛，有向不幸的孩子赠送圣诞礼物，向孤儿捐赠学习用品和集体献血等活动。尤其是对于拥有未来的孩子们的支持之多，让
我从中感受到禧玛诺对人类、对社会的关心与真诚。

建立信任

教育支援… 自行车骑行方法、交通规则等安全乘坐支援活动

义捐活动… 为 孤儿院捐款、残障 者支援、奖学金、献血等企业
公民活动

为当地地域社会做贡献….

	改善自行车环境（为完善基础设施提供协助等）、改
善垂钓环境（放养鱼苗）等，与地区社会协作

最后一页，与企业使命一同提出了禧玛诺团队的社会活动方针，共 3 大支柱。过去，对企业的评价主要侧重于财务信息，近年来，逐渐倾
向于重视非物质资产和 ESG 等非财务信息。通过阅读本报告书，可以看到禧玛诺团队以理念为基础团结一心，脚踏实地开展社会活动的
姿态。期待禧玛诺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成为继续前进的价值创造企业。

千叶商科大学 研究生院 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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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经营管理学会代表理事 · 副会长

藤江 俊彦
35

禧玛诺株式会社

邮编 5908577 大阪府堺市堺区老松町 3 丁 77 番地
宣传部 宣传科

电话 ：072-223-3957
传真 ：072-223-6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