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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是由王子控股株式会社（Oji Holdings 

Corporation,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证券代码3861）及

其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公司 [ 统称“王子（OJI）”，

简称“王子”] ，针对企业在中国开展事业的相关内

容，发布的第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是面向王

子（OJI）在华企业的各利益相关方发布，披露王子

（OJI）与利益相关方在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所遇

到的机遇、挑战，以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努

力。

报告范围

本报告涵盖的实体为王子控股株式会社整体事

业内容，以及在中国大陆地区投资参股的1个地区总

部、10家工厂、2家贸易公司、2家林业公司和1家

物流公司。

王子控股株式会社

王子制纸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地区总部）

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工厂）

王子制纸商贸（中国）有限公司（贸易公司）

王子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工厂）

王子制袋（青岛）有限公司（工厂）

王子制纸妮飘（苏州）有限公司（工厂）

苏州王子包装有限公司（工厂）

大连三井森包装有限公司（工厂）

昆山王子过滤制品有限公司（工厂）

王子特殊纸（上海）有限公司（工厂）

王子奇能纸业（上海）有限公司（工厂）

阳光王子特种纸（寿光）有限公司（工厂）

广西王子丰产林有限公司（林业）

惠州南油林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林业）

王子制纸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贸易公司）

王子物流（上海）有限公司（物流）

报告周期

本报告书为年度报告，本次报告周期为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参考标准

本报告参考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

发展报告指南》（G4）和上海市团体标准《企业社

会责任指南》（T31）编写。

信息来源

本 报 告 书 所 披 露 的 信 息 和 数 据 来 源 于 王 子

（OJI）日本总部以及在华企业的官方文件、相关统

计，以及相关负责人的调研访谈。报告中所披露的

信息经过各相关企业和王子（OJI）总部的确认，同

时我们也邀请了CSR领域的专家对报告进行第三方

点评。

本报告书中王子全球数据的2015会计年度区间

为2015年4月1日~2016年3月31日，王子中国数据

2015会计年度区间为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

日。汇率参考国家外汇管理局2015年12月31日的日

元兑人民币中间价 100日元=5.3875元人民币

报告形式

本报告主要以电子版供您阅读，您可登录王

子（OJI）官方网站www.oj iho ld ings.cn获取

报告。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和建议，敬请发送

电子邮件至CSR-CN@oj i-gr .com，也可致电

021-62195555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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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变革，不断挑战

2015年，王子在华投资的最大工业项目江苏王子制

纸有限公司的47万吨木浆生产线经中国环境保护部验收

合格，浆纸一体化生产体系终于完成。

总公司王子控股株式会社从1月开始施行双CEO政

策，并在中国、东南亚和澳洲积极推进公司的全球化进

程。在总公司“扩大海外事业”、“日本国内事业的选

择和集中”、“强化财务基础”这三大经营战略下，王

子开始将其在华业务从“一个王子”的框架下进行整

合，实施统一管控，以实现使中国王子成为“中国第一

的高品质综合纸品供应商”这一中期目标。

论语与算盘

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安

全、环境、合规”是王子一直以来最优先考虑的课题，

也是王子百年长存的经营之道。和全球其他地区一样，

我们在中国制定了企业行动规范，合作企业采购方针。

每年聘请外部机构对各关联公司开展内部审查及环境监

察，每年定期召开两次合规会议。同时，中国王子继续

实施在内蒙古的公益植树项目，并在大中小学资助有需

求的贫困学子。王子由一家日本最早的现代化造纸企业

发展成如今销售额超过130亿美元，在全球多个国家拥

有生产基地的国际化企业，这与创始人涩泽荣一提出的

“论语与算盘”这一核心价值观是分不开的。

合力共赢，创造精彩

“创造革新价值”、“对未来和世界做贡献”、“与

环境和社会和谐共生”是王子的经营理念。我们感恩于

客户、员工、合作伙伴、政府等全体利益相关方的支持

和信赖。我们承诺我们将不断完善王子在中国的可持续

发展体系，与大家携手并进，共创精彩！
王子控股株式会社中国总代表 谭迪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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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理念

创造革新价值

对未来和世界作贡献

与环境和社会和谐共生

经营战略

扩大海外事业

日本国内事业的选择和集中

强化财务基础

推进环境经营

向着环境零负荷的目标，不断挑战

负责任的原材料采购

可持续的森林经营

支持各项事业活动的管理体制

环境资源

财务资本 知识产权

制造设备

员工
与各利益相

关者的关系

	 2015年	 2016年	 2018年	 将来

	 实绩	 预估	 目标	 目标

王子全球销售额 772.36 770.41 915.88 

海外销售额占比 27.8% 25.6% 35% 50%

王子中国销售额 30.85 37.58 46.40 50.00

环境经营    环境零负荷

王子（OJI）始于1873年，由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所创立。总部位于东京银座，经历了142

年的发展，王子已经成长为年销售额超过770亿元，在世界各地雇用3万余员工的国际化企业。主要事业领

域分为生活产业资材、功能材料、资源环境贸易、印刷情报媒体四大领域。

王子（OJI）中国事业从1995年起步，经过20年的发展，包括“妮飘”生活用纸品牌在内，先后建立了

纸袋、纸箱、印刷用纸、空气过滤用品、特种纸等各行业的纸品生产销售企业，销售额超过30亿元。

经营业绩（单位：亿元）

王子的价值创造模式

经营战略和企业理念

2015年度 
実績

2016年度 
見通し 

2018年度 
目標 

将来 
目標 

1兆4,336億円

27.8％

737億円   

7,777億円 

1兆4,300億円

25.6％

720億円  

7,500億円 

1兆7,000億円

35%  

1,000億円

7,000億円  

50% 

環境負荷ゼロ 

売上高 

海外売上高比率 

営業利益 

有利子負債残高 

環境経営 

_ 03 _

 王子グループ情報   カバナンス   ピックアップ 事業戦略  経営戦略

アウトプット

四大事业领域开展业务

生活产业资材 功能材料 资源环境贸易 印刷情报媒体

※王子中国销售额为王子在中国投资关联公司销售额之和，已剔除集团公司间的关联交易，部分公司的数

据不在王子全球销售额统计数据内。

※海外销售额占比指除日本以外的王子关联企业销售额在王子整体中的比例。（包括日本出口部分的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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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项目 销售额

●生活产业资材 8.30

●功能材料 3.64

●资源环境贸易 6.14

●印刷情报媒体 12.46

●其他 0.31

事业项目 销售额

●生活产业资材 325.30

●功能材料 113.68

●资源环境贸易 144.22

●印刷情报媒体 166.69

●其他 22.47

2015年度各事业销售额占比

■生活产业资材事业

772.36 30.85

王子全球	（亿元） 王子中国	（亿元）

1%2.9%

42.1%

14.7%

18.7%

21.6% 27%

12%

20%

40%

纸制品以及包装材料等生活中所需要用到的产品。 

主要事业

生活用纸、纸尿裤等

包装用瓦楞纸箱（一般瓦楞纸箱、强化瓦楞纸箱）

环保纸袋（时尚类轻质纸袋、食品安全卫生袋）

空气过滤产品（全热交换器芯体、脱臭过滤器）

■功能材料事业

各种经过特殊加工的、具有一定功能的薄形材料。

主要事业

特种纸

热敏纸

标签、不干胶

薄膜

■资源环境贸易

包括森林资源、木材加工品、造纸原料以及使用木质素生物燃料进行发电等。

主要事业

木材

林业

纸浆

能源

■印刷情报媒体事业

生产用于书本、报纸、杂志等传递文化信息的印刷用纸。

主要事业

新闻用纸（日本）

印刷出版用纸

信息用纸（复印纸等）

■其他事业

提供设备维护、运输、批发、咨询、物流等各种各样能够支援集团发展的服务。

主要事业

设备批发（日本）

工程咨询（日本）

物流

住宅开发（日本）

宾馆（日本）

经营战略和企业理念

※王子中国销售额为王子在中国投资关联公司销售额之和，已剔除集团公司间的关联交易，部分公司的数

据不在王子全球销售额统计数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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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情报用纸 生活产业资财（瓦楞纸箱・纸质容器、生活用纸等） 功能材料（热敏纸、无碳纸等） 资源环境贸易事业（纸浆・木片、造林等）

澳洲奥尔巴尼造林公司
澳洲奥尔巴尼木片公司

澳洲西维多利亚造林公司

PANPAC
［造林、纸浆、制板等］

新西兰南岛造林公司

Oji Interpack Korea
［重量物包装用瓦楞纸箱］

江苏王子制纸
［高級印刷用紙］
王子制纸妮飘（苏州）
［纸巾、厕纸等］
蘇州王子包装［瓦楞纸箱］ etc.

KANZAN
［热敏纸、喷墨打印纸］

KSP
［热敏纸、喷墨打印纸等］

CENIBRA
［造林、纸浆］

OJI JK Packaging
OJI Interpack India
［瓦楞纸箱］

越南归仁造林公司
越南富安造林公司
Ojitex(Vietnam)[瓦楞纸箱]
United Packaging[纸质容器等]柬埔寨造林公司

Ojitex Harta Packaging
(Shihanoukville)
［瓦楞纸箱］

Oji Intertech
［汽车装饰材料等］

中国恵州造林公司

中国广西造林公司

OPE
［无碳纸、热敏纸］

YUPO Corporation America
［优泊合成纸］

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造林公司
［造林、木片、胶合板、制板等］

Ojitex Haiphong
[瓦楞纸箱]

OPT
［无碳纸、热敏纸］
OLT
［粘着紙、剥离纸等］
Union and Oji Interpack
[瓦楞纸箱]
Box Asia
［瓦楞纸箱］
Piraab Starch
［木薯淀粉］
Oji Asia Household Product
［纸尿裤］
People & Grit (M)
［纸尿裤］

老挝中部造林公司
老挝南部造林公司

王子制袋（青岛）［重・轻包装用紙袋］

S.PACK & PRINT
[纸质容器・瓦楞纸箱]
GSPP［瓦楞纸箱］
Harta［瓦楞纸箱］
United Kotak［瓦楞纸箱］

Oji Fibre Solutions
［纸浆、板紙、包装］

王子（OJI）集团主要的海外事业基地

王子在亚洲、大洋洲、北美、南美、欧洲海外18国家开展事业。

Oji GS Packaging (Yangon)
[瓦楞纸箱]
Oji Myanmar Packaging
[瓦楞纸箱］

PT Oji Indo Makmur Perkasa
［纸尿裤］

Ⅰ、王子（OJI）集团简介

截至2015年度，王子在亚洲、大

洋洲、北美、南美、欧洲等18个国家

创立了175家合并子公司，雇用员工数

为33605名，其中海外员工数为16760

人，占员工总数的49.9%。

王子在全球开展各项事业

经营战略和企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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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在中国大

陆地区投资有10

家 生 产 加 工 型 企

业。雇用员工总数

为2853人（2015

年12月末），作

为 一 家 全 球 化 企

业，我们立志扎根

当地社会，成为中

国第一的高品质综

合纸品供应商。

“成为中国第一的高品质综合纸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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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图

王子控股株式会社

●空气过滤产品——

王子在中国昆山投资有一家生产全热交换

器芯体以及功能性空气过滤网的企业。采用王

子特殊制成的玻璃纤维无纺布进行生产加工。

有效提高了大楼能量的回收，节约了能源。

■生活产业资材事业

●妮飘——

2003年在中国创立的生活用纸品牌。经过

12年的耕耘，妮飘纸巾以卓越品质和时尚设计

在中国市场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2015年，妮

飘开始大力发展进口产品，引入日本妮飘旗下

的鼻贵族、纸尿裤、口罩等。将更好的产品带

入中国，提升消费者体验，为中国纸巾市场增

添新的活力。

●机制纸袋——

1995年投资的环保纸袋项目是王子在中国

发展的第一项事业。也是在中国最早开展机制

纸袋项目的企业之一。为中国以纸代塑，减少

化石能源和环境风险做出了贡献。2015年，

中国王子的制袋事业进行了整合，对位于上海

的“快时尚”类轻型包装袋工厂与食品化工原

料的重型包装袋工厂进行了合并，在“一个王

子”的大框架下，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管理。

融合了两家之长的中国王子制袋事业将以更好

的技术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瓦楞纸箱——

王子在中国投资有2家瓦楞纸箱企业，生产

瓦楞纸箱以及用于替代铁箱、木箱的强化瓦楞

纸箱。通过对客户进行走访，根据客户的实际

情况及需求，为客户制订合适的包装方案。达

到运输轻量化，节约物流成本，包装操作更便

捷等效果。

生活产业资材
事业部门

昆
山
王
子
过
滤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
工
厂
）

大
连
三
井
森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
工
厂
）

苏
州
王
子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
工
厂
）

王
子
制
袋
（
青
岛
）
有
限
公
司
（
工
厂
）

王
子
包
装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
工
厂
）

王
子
制
纸
妮
飘
（
苏
州
）
有
限
公
司
（
工
厂
）

功能材料
事业部门

王
子
特
殊
纸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
工
厂
）

阳
光
王
子
（
寿
光
）
特
种
纸
有
限
公
司
（
工
厂
）

王
子
奇
能
纸
业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
工
厂
）

资源环境贸易
事业部门 

广
西
王
子
丰
产
林
有
限
公
司
（
林
业
）

惠
州
南
油
林
业
经
济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林
业
）

王
子
制
纸
国
际
贸
易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
贸
易
公
司
）

 印刷情报媒体
事业部门

江
苏
王
子
制
纸
有
限
公
司
（
工
厂
）

王
子
制
纸
商
贸
（
中
国
）
有
限
公
司
（
贸
易
公
司
）

其他

王
子
物
流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
物
流
）

王子制纸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地区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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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材料事业 ■资源环境事业

●特种纸——

标签、热敏纸、防锈纸、防爆膜、剥离

纸、合成纸等这些功能各异，在生活中发挥

着各种各样独特功能的“纸”产品是王子百年

来研发创新的成果。王子不断钻研薄膜化技

术，为“纸”产品创造新的附加值，开发新的

产品。王子在中国投资有王子特殊纸（上海）

有限公司，将日本研发的各项最新产品带入中

国。

●木材、纸浆——

王子是日本拥有公司自有林地最大的民间

企业，在全球拥有47万公顷自有林地。活用林

地资源，王子在木材、纸浆、能源方面开展事

业。在中国投资有广西王子丰产林有限公司及

惠州南油林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并在上海成

立王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对外销售

王子全球的纸浆及木材。

■印刷情报媒体事业

●印刷用纸——

王子在华最大投资项目江苏王子制纸有限

公司，主要生产用于印刷的铜版纸和双胶纸。

2015年，浆纸一体化生产体系终于完成，大大

提高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减少了能源消耗。

■其他事业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协助王子中国事业的发

展，王子在中国上海设立了地区总部——王

子制纸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对中国王子

事业进行统一的公司治理。同时，设立了王

子物流（上海）有限公司，支援王子各公司

资源的调配。

●干法纸——

王子是世界上第一家以木材纤维为原料，

成功生产出干法纸的企业。目前也研制开发出

了可以复合人造丝、合成纤维、高分子吸收体

SAP等各种类型的复合材料。干法纸广泛应用

于过滤、包装以及卫生护理用品等方面。王子

在中国投资的王子奇能纸业（上海）有限公司

从事使用干法纸生产的湿巾、卫生护理用品材

料的生产和销售。

●装饰纸原纸——

王子与山东世纪阳光集团强强联手合资筹

办了阳光王子（寿光）特种纸有限公司，专注

研发和生产高档装饰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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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的可持续发展管理

“安全、环境、合规”是王子所有事业活动最优先的课题。

为了防止和减少环境事故、产品安全事故，王子采取了多项措施，并每月发行“环

境新闻”，以加深全体员工对环境管理的理解，提高员工的环境意识。

在生产现场以“绝对安全”为第一准则，制定安全行为守则，在最高领导的指示

下，努力建立“零事故”的职场。

要让公司所有员工认识到“合规是优先于利润的考虑事项”的意识，防止违反合

规，强化预防体制。每月发布“合规”新闻。

安全

 
■

 

■环境管理、产品安全管理

■安全卫生管理

■合规

风险管理体制图

劳动安全卫生管理

环境管理

产品安全管理

内部统制

王子控股

各事业部风险控制总部

总务部

集团公司 集团公司 集团公司

工作场所 工作场所 工作场所

合规部 内部审查部 环境经营部

法务部 管理部 安全部
公司治理总部

环境

安全

合规

王子的可持续发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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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王子“创造革新价值”、“对未来和世界作贡献”、“与环境和社会和谐共生”的企业理念和提

升企业价值的经营战略，结合王子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与员工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交流，将重点报告

以下课题。

王子在中国的利益相关方包括

政府、社区、员工、客户、合作伙

伴等所有对王子的可持续发展有重

要影响的主体。与之建立有效的沟

通与交流机制，寻找经济、社会、

环境的平衡，达成多赢对王子的可

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作为中

国造纸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上海日

本商工俱乐部纤维纸张部会长和文

化交流委员会委员长单位，王子将

不断完善与各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机

制，充分倾听各利益相关方的意

见，提升与相关方的沟通成效，促

进行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重要利益相关方及沟通机制

重要课题	 细分科目	 具体实施

 向着环境零负荷的目标不断挑战 降低环境负荷

 可持续的森林管理 推进森林认证取得

 负责任的原材料采购 供应链管理

 合规 公平运营

 标准化管理 业务统合

 和谐劳动关系 员工教育、福利、安全

 创新价值 新产品、新设计研发

 客户满意度 合作共赢

  环境

 社会贡献 教育

  文化

环境经营

公司治理

产品责任

社会交流

利益相关方	 主要沟通方式及成效

 ●接受政府考察及监督，遵纪守法，足额纳税

 ●接受政府部门的环境法规指导和安全生产监管，优化生产流程，实现绿色生产

 ●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减少环境污染

 ●聘用当地员工，促进就业与区域经济发展

 ●与公益组织积极交流，积极参与社会教育、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与各协会活动，共同推进中国造纸业绿色发展，促进与社会的交流

 ●保障员工福利，建立直接、间接沟通渠道，促进劳资双方和谐共赢

 ●发布企业内部刊物，举办运动会等活动，为员工互相交流提供机会与平台

 ●建立员工培训体系，落实培训计划，助力员工职业发展

 ●开展客户问卷调查，收集反馈信息，改善产品质量，提高客户满意度

 ●根据市场动态，创新开发，为客户降成本，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及时沟通走访，提出生产、管理等各方面改善意见，合力共赢

 ●传达王子理念，互相提高环境、安全意识，共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政府

社区

员工

客户

合作伙伴



王子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与绩效

造纸术始于中国，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悠久。旧的造纸工业给人们留下了高能

耗、高污染的历史印象。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中

国经济社会开始转型升级，中国造纸工业发展在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所面临的

问题也日益突显。中国造纸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拥有百年现代工业

造纸经验的王子也经历了许多时代的变迁，掌握了诸多绿色生产技术，造纸从培

育树苗开始，发展林、浆、纸一体化的可持续生产模式；最大化木材的利用率；

水、蒸汽、药品等资源的循环利用；水处理技术的不断革新等，王子为改变以前

造纸工业给人们留下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历史印象，不断提高技术，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努力。

21

图片选自王子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的纪录片《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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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向着环境零负荷的目标，不断挑战

根据王子环境宪章的基本理念，我们设定了2020年环境行动目标，

开展与环境相和谐的企业活动。

王子环境宪章
基本理念

王子站在地球的视角，开展与环境相和谐的企业活动

为实现真正富裕、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做贡献

因此，在进一步为改善环境而努力的同时

积极推进森林的再生循环、纸张的再生循环以及防止地球温室化对策

环境经营体制

王子将环境经营作为企业活动最重要事项之一，在经营管理层的指示下，王子控股环境经营部统括集

团整体的环境相关业务，推进王子整体进行不断地改善。

零环境事故、零产品责任（PL）事故

遵守法律规定、预防发生事故。同时，对这些

措施进行验证，以达成环境零事故和产品责任零事

故的目标。

●我们确认相关法令以及对员工进行教育，施行比法令更

为严格的标准及企业内部规定，并严格管理设备。

●我们提炼出可能会导致环境事故和产品责任事故的潜在

风险，以期预防事故的发生。

●对于各公司遵纪守法的情况以及提炼出的风险和对策通

过监察进行验证。特别是对于在海外开展的事业场所，为

了对应各个国家各种各样的法律，我们聘请全球化的第三

方监察机构进行监察。

削减温室气体（GHG）的单位排放量

我们通过节能减排、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

及更换新燃料等措施，降低GHG的单位排放量。

●改善机器的操作方式，使用更为省电的设备等来节约能

源的使用量。

●进一步推进和扩大生物质燃料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通过重建生产体制来削减排放量。

推进废弃物的有效利用

从削减废弃物的发生量和废弃物的有效利用两

方面着手减少废弃物的最终填埋量。

●生产流程中产生的纸浆渣在工厂内作为造纸的原料进行

再利用，以抑制废弃物的发生。

●燃料等经过燃烧后产生的灰渣作为水泥和路基的原料进

行再利用。

顾全生态系统的废水、废气排放管理

在遵守环境规定、努力削减环境负荷的同时，

进行顾全生态系统的废水废气排放管理。

●正在研讨活用鱼等水生生物进行废水排放管理。

●在日本国内对废气中的水银也进行了管理。

GHG单位排放量	※

 2020年度目标 2015年实绩
 （与2013年相对比） （与2013年相对比）

日本 降低10%以上 +0.8%（0.611CO2换算t/t）

海外 0件 -2.4%（0.280 CO2换算t/t）

※单位排放量（CO2换算t/t）=排放量（CO2换算t）÷生产量（t）

日本国内由于新锅炉燃料导致的排放量增加超过了利用生物质

能源以及重建生产体制获得的排放量减少，所以单位排放量略

有增加。在海外，随着制浆设备额的启动，相比化石燃料，生

物质燃料的利用增加了，所以单位排放量减少了。

废弃物的有效利用率	※

 2020年度目标 2015年实绩

日本 99%以上 97%

海外 95%以上 90.8%

※有效利用率（%）= [ 发生量（t）—填埋量（t）]÷发生量

（t）*100%

产品责任事故数

 2020年度目标 2015年实绩

日本 0件 0件

海外 0件 0件

环境行动目标

向着环境零负荷的目标，不断挑战

进一步转变环境意识、

集中技术能力、操作能力、企

划能力，在所有的环节上，我

们的目标是 环境零负荷！

可持续的森林经营

推进可持续的森林经营，

保护好森林的自然功能以及持

续有效地利用森林资源。

负责任的原料采购

根据王子（OJI）合作伙伴采

购方针，

严格确认安全性和合法性后进

行采购。

环境行动目标

环境事故发生数	※

 2020年度目标 2015年实绩

日本 0件 4件

海外 0件 1件※

※环境事故定义为违反了环境法规等超过规定值的情况。

集
团
经
营
会
议

王
子
控
股 

环
境
经
营
部

报告

指示

报告

监察

指导

Act（改善）

Plan（计划）

Check（监察）

Do（实行）

事业公司
事业场

P

C
D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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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接受外部环境监查的中国王子各公司

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

大连三井森包装有限公司

昆山王子过滤制品有限公司

王子制袋（青岛）有限公司

苏州王子包装有限公司

王子包装（上海）有限公司

王子制纸妮飘（苏州）有限公司

王子奇能纸业（上海）有限公司

王子特殊纸（上海）有限公司

通过ISO14001统合认证公司

大连三井森包装有限公司

王子特殊纸（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王子包装有限公司

环境监查 王子中国环境数据

王子以确认合法性以及预防环境问题发生为目的，

实施环境监查。王子的环境监查主要由三种方式进行。

在海外市场，由于需要了解各国和地区

不同的法律并加以遵守，因此我们通过有

效利用当地的第三方机构来应对不同语言

的法律法规。对于在环境监查中发现的问

题，首先由工作场所迅速进行整改，再由

上级公司或环境经营部对整改内容进行确

认。

工作场所自行对环境管理上

存在的问题点进行调查的第

一次监查。

1

由第三方机构（或者工作场

所的上级公司）对第一次监

查结果实施考证的第二次监

查。

2

王子控股环境经营部（以下

简称为“环境经营部”）对

第一次和第二次监查结果进

行考证的第三次监查。

3

王子在中国投资的9家工厂数据汇总

指标 单位 2015年数据

环保设施维护费用 万元 4,986 

总取水量 吨 16,081,866 

污水处理量 吨 12,870,223

COD排放总量 吨 674

BOD排放总量 吨 39 

悬浮物排放总量 吨 115 

SO2年排放总量 吨 107

NOx年排放总量 吨 511

固体废弃物产生总量 吨 21,997 

※非王子控股的阳光王子特种纸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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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王子浆纸一体化生产模式

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47万吨木浆生产线项目

于2015年4月21日经中国环境保护部验收合格。就

此，王子（OJI）最大对华投资项目——江苏王子制

纸有限公司的浆纸一体化生产体系正式建成。

林浆纸一体化生产是王子（OJI）一直推进的资源

循环型生产模式，它不仅能有效地节约能源，还可达

到实现资源循环、有效、最大化利用的目的。

自2007年公司成立以来，江苏王子始终贯彻王

子（OJI）把“安全、环境、合规”作为经营最优先

课题的这一方针，努力配合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

积极协调、落实并优化各项环境安全措施，各项在

线监测数据与南通市环保局实时联网。

江苏王子项目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装备，严格

控制生产过程污染物的产生量，降低清水使用量；设

置先进完善的碱回收、石灰回收系统，回收热能和化

学品，循环利用于生产；设置先进的废水处理系统、

烟气除尘系统等。碱回收采用低臭碱回收炉，烟气采

用三列三电场的静电除尘，除尘效率达99.7%,烟气

排放均可满足GB13223-2011的标准。碱回收率大于

98%，采用氧脱木素+LightECF漂白工艺（不采用Cl2漂

白；用O2、O3以及H2O2漂白从而减少使用ClO2），可

有效降低制浆工序AOX的产生量，从源头上减少二

恶英产生。

目前王子制浆废水处理站采用“预处理+纯氧曝

气+三级化学处理+AOP（高级氧化处理，备用）”工

艺。制浆系统产生的生产废水与生活污水经处理站处理

后达到《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44—

2008）后，接入由南通市开发区建设运营的中水（再生

水）回用示范工程，据开发区介绍，经深度处理后获得

的中水（再生水）水质非常好，开发区内相关企业再利

用后评价很高，大大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

1.6 碱回收锅炉照片

浓缩黑液经碱回收锅炉燃烧后，产生蒸汽
以及电供生产使用。其燃烧后的熔融物经苛化
等处理后，送往蒸煮工段回用，变废为宝。

KP
排水 原水池 初沉池 UNOX

纯氧曝气

能达中水回用示
范工程(再生水)

二沉池

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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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
燃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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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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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m3)

SS pH 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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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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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回收锅炉

■制浆排水处理流程

■造纸排水处理流程

■燃煤锅炉、碱回收炉、石灰窑排气

浓缩黑液经碱回收锅炉燃烧后，产生蒸汽以及

电供生产使用。其燃烧后的熔融物经苛化等处理

后，送往蒸煮工段回用，变废为宝。

排气实绩

项目 指标 GB 2014年 2015年

燃煤锅炉 SO2(mg/Nm3) 200 70.3 44.8

 烟尘(mg/Nm3) 20 1.7 1.8

碱回收 SO2(mg/Nm3) 200 46.1 20.0

锅炉 烟尘(mg/Nm3) 30 2.2 1.4

石灰窑 SO2(mg/Nm3) 850 80.9 24.8

 烟尘(mg/Nm3) 200 62.3 5.1

依据：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

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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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纸厂排水达标排放情况
项目 指标 GB 2014年 2015年

造纸排水

COD(mg/L) 80 28.9 34.6
SS(mg/L) 30 8.7 11.9
氨氮(mg/L) 8 0.3 0.2
总磷(mg/L) 0.8 0.2 0.2

色度 50 8 8

制浆排水

COD(mg/L) 90 49.7 58.4
SS(mg/L) 30 8.8 8.5
氨氮(mg/L) 8 1.1 0.6
总磷(mg/L) 0.8 0.2 0.3

色度 50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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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环保局及自行监测网站（实时更新）

 排水排气数据均通过
无线——“数采仪”（见左图
1）传输至市环保局。

 同时，环保部门也将
部分数据通过网站——“江
苏省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
测信息发布平台”（见下
图2）公布于众，接受公
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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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环保局及自行监测网站（实时更新）

排水排气数据均

通过无线——“数采

仪”（见图1）传输

至市环保局。

同时，环保部门

也将部分数据通过网

站——“江苏省重点

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

息发布平台”（见图

2）公布于众，接受

公众的监督。

1

2

2013年，通过南通市环境管理规范化验收，通过“清洁生产审核”。

江苏王子在2012年、2013年、2014年皆取得了南通市环保局颁发的“绿色企业”称号。

森林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

森林不仅仅是木材资源的宝库，还担负着保护各种各样的生物；维持水源、保护土壤；提供娱乐、培育

文化以及为地区创造就业等多方面的功能。王子在最大限度利用资源的同时，也实施保护天然林和监测野生

动物等各项措施，开办“王子森林，自然学校”等能够发挥森林多方面功能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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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負荷ゼロに向け、限りなく挑戦　～森・紙のリサイクル～ 

王子グループは、「木を使うものは木を植える義務があ
る」という考えのもと、植林を行い育った木を伐採して原
料にすることを繰り返しながら、「持続可能な森林経営」
に古くから取り組んでいます。現在、第三者機関による
「森林認証」の取得も推進しています。国内では分収林
を除く17万haすべてでSGEC※1森林認証を取得、海外で

は20万ha(69%)でFSC®※2などの森林認証を取得してい
ます。今後もすべての海外植林地での森林認証取得を
目指し、森のリサイクルを推進していきます。 

森のリサイクル

王子グループでは、製紙業界の自主目標である2015年度
古紙利用率64%達成に向けて、紙のリサイクルに取り組
み、2015年度の利用率実績は64.3%でした。 情報媒体の
電子化といった消費者ニーズの変化に伴って、国内の古
紙発生量は減少していますが、今後もさらなる利用率

アップを目指して、機密書類や難処理古紙の利用、古紙品
質向上のための業界への働きかけ等、多面的に取り組ん
でいきます。 より良いリサイクルには古紙の品質向上が
欠かせません。製紙原料として適さない「禁忌品※」を混
入させない適切な分別の普及に努めています。

紙のリサイクル

※禁忌品A：混入によって重大な障害を生ずるもの
　石、ガラス、金属、土砂、木片、布類、プラスチック類、合成紙、
　不織布、使い捨ておむつ、臭いのついた紙、汚れた紙、
　緩衝材（昇華転写紙）、感熱性発泡紙、ろう段　など

※禁忌品B：混入が好ましくないもの
　カーボン紙、ノーカーボン紙、樹脂コーティング紙、ラミネート紙、
　粘着テープ、感熱紙、抄色紙、折込チラシや雑誌などに付随した
　サンプル類　など

王子グループは、木材資源の多種多様な活用（カスケード
利用）によって資源の価値を最大限に引き出す総合林産業
を推進しています。また、第三者機関による森林認証を取

得・維持することで、「社会」「環境」「経済」それぞれに適切
な経営を継続できるかどうかを毎年確認しながら、「持続
可能な森林経営」の達成に向けて取り組んでいます。 

■ 持続可能な森林経営　～森林認証制度を利用した持続可能な森林経営～ 

森林は、木材資源の供給元というだけでなく多様な生物を
護り、水源・土壌を保持するといった保全機能や、レクリ
エーションの提供や文化の醸成、地域に対する雇用の創出
など、多面的な役割を担っています。王子グループは、木材

資源を最大限活用すると同時に、天然林の保護や野生動
物モニタリングの実施、「王子の森・自然学校」の開催など、
森林の持つ多面的な機能を発揮するための様々な取り組
みを国内外で行っています。 

森林資源の多面的活用・保全 

森林认证取得

森林认证取得

持有面积

持有面积

民间企业最大

全部公司林地取得

人工林面积

森林认证取得率
（FSC®※、PEFC）

王子的海外人工林地（2015年度末）

※认证编码
SPFL：FSC®C008418
APFL：FSC®C023801
QPFL：FSC®C016623

PANPAC：FSC®C017103
CENIBRA：FSC®C008495

 ●海外人工林地概况

 ●日本公司林地概况

 ●王子废纸利用量、利用率变化表

多样的森林功能

娱乐功能

王子的森林资源

　 日本

　 海 外

19万公顷

26万公顷

 王子グループ情報     カバナンス      ピックアップ      ピックアップ  事業戦略  経営戦略

旅行、运动的天然场所，
亲近自然，颐养心灵。

吸收CO
2

通过光合作用吸收
导致地球温室化效应的CO2。

涵养水源

森林的土壤可以蓄水，
调节流向河流的水量。

保护生物多样性

养育了多种多样的动植物，
形成了丰富的生态系统。

保护土壤

树根的伸展有固定土壤的作用，
杂草和落叶覆盖在土地表面，

有效防止水土流失。

文化、教育

学习人与自然关系的场所。

资源利用

木材资源在人类生活中
以各种形式被有效利用。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巴西

印度尼西亚

越南

柬埔寨

中国

老挝

=1万公顷

=5千公顷
=1千公顷

19万公顷

26万公顷

74%

SGEC 认证
（承包林除外）

※1 SGEC：Sustainable Green Ecosystem Council（緑の循環認証会議）の略。日
 本の自然的社会的立地に即した、日本独自の森林認証を行う組織。 
※2 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森林管理協議会）の略。国際的な森林
 認証制度により、環境・社会・経済の観点で適切な森林管理を推進する国際 
 組織。

保护生物多样性

濒危鱼类的保护

（北海道，猿付山林）

保护日本最大的淡水鱼——

哲罗鱼（认定为IB级濒危种

类）。划定包含猿付山林的

河流区域在内的2600公顷

林地为哲罗鱼保护区。

保护高山植物

为了复活急剧减少的高山植

物，从2005年开始将公司

林地提供给当地NPO，协

助高山植物的恢复活动。

环境管理 可持续的森林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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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纸张的再生循环

森林的再生循环

王子一直坚守“使用木材的人有义务去植树”

这一理念，造林，然后采伐自己培育的树木用于原

料，循环往复，进行着可持续发展的森林经营。并

且致力于取得第三方机构开展的“森林认证”。日

本除了承包林以外，17万公顷的公司林地都取得了

SGEC※森林认证。海外约有20万公顷的森林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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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GEC：Sustainable Green Ecosystem Council（緑の循環認証会議）の略。日
 本の自然的社会的立地に即した、日本独自の森林認証を行う組織。 
※2 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森林管理協議会）の略。国際的な森林
 認証制度により、環境・社会・経済の観点で適切な森林管理を推進する国際 
 組織。

FSC®※等森林认证。今后将致力于所有公司林地都

取得森林认证，推进森林的再生循环。

※１　SGEC：Sustainable Green Ecosystem Council（绿色循

环认证会议）的简称。从日本的自然性、社会性的立场对森林的

可持续经营进行认证的日本独有的组织。

※2　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森林管理委员会）

的简称。是根据国际性的森林认证制度，从环境、社会、经济三

方面推进森林妥善管理的国际性组织。

纸张的再生循环

王子按照造纸业自定的2015年废纸利用率达到

64%的行业目标，在纸张的再胜循环上不懈努力，

2015年度的实际利用率达到了64.3%。虽然信息

媒介随着电子化时代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日本的废

纸产生量在不断减少，今后王子也将进一步提高废

纸利用率，在保密文件以及难处理废纸的利用和提

高废纸品质上有所行动，多方面采取措施。要更好

地让废纸可以利用起来的话，必须要提高废纸的品

质。不能混入造纸原料中不能有的禁忌品，必须普

及对废纸进行妥善分选的重要性。

禁忌品A：混入以后会导致严重问题的物品。

石子、玻璃、金属、土砂、木片、布类、塑料类、合成

纸、无纺布、一次性尿裤、有味道的纸、弄脏的纸、缓冲

材料（热升华复写纸）、热敏发泡纸、涂蜡纸箱等。

禁忌品B：混入以后会产生一定影响的物品。

有碳无碳复写纸、树脂涂布过的纸、覆膜后的纸、粘贴胶

带、热敏纸、有颜色的纸、附在折叠型传单、杂志里的样

品等。

※

※

SGEC认证

SGEC（绿色循环认证会议）是日本独有的森林

认证制度。王子日本公司林地除了承包林（土地的

所有者不是王子）以外，王子所有的17万2千公顷

全部取得了SGEC-FM认证。另外，王子木材绿作

为COC事业管理体，取得了认证。SGEC将在2016

森林认证制度

年度与PEFC（对各国家、地区的森林认证制基准进

行相互认证的国际团体）签约，SGEC将会得到国际

上的认可，也将可以向海外市场出口认证木材。另

外，在东京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上将使用认证木

材，这将推进日本森林认证制度的普及。

从静冈县上稻子山林眺望富士山

FSC®认证产品：提供环境友好型产品

王子的海外造林事业取得了FSC®FM认证，

另外，集团内的生产和加工事业取得了COC

认证。我们取得了从森林到加工厂的一体化认

证，所以从原木、木材木片、板材等一次加工

品，纸浆等二次加工品到复印纸、纸巾等最终

产品我们都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FSC®产品。最

后，最终产品也可以作为废纸再行利用。

中国FSC产品系列

品名 生产厂商 用途 FSC认证编号

纸袋（FSC100%,FSC  王子包装（上海） 各种产品的 SGSHK-COC-010191

MIX,FSC RECYCLED) 有限公司 包装袋、手提袋

绒品盒装面纸 王子制纸妮飘（苏州） 擦拭用

 有限公司 高档纸巾 SGSHK-COC-003932

文仕双胶纸 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 书写印刷用纸 SGSHK-COC-011402 SGSHK-CW-011402

尊玛铜版纸 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 印刷用纸 SGSHK-COC-011402 SGSHK-CW-011402

尊玛铜版纸 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 印刷用纸 SGSHK-COC-011402 SGSHK-CW-011402

化学机械浆 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 造纸等 SGSHK-COC-011402 SGSHK-CW-011402

可持续的森林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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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C®認証製品：環境配慮型製品の供給
王子グループでは、海外植林事業において
FSC®FM 認証を取得、またグループ内の生産・加
工事業においてはCOC認証を取得しています。
森から加工工場まで一貫して認証を取得するこ
とにより、原木や木材チップ・製材品といった一
次加工品から、パルプのような二次加工品、さら
にはコピー用紙やティシュといった最終製品ま
で、多種多様のFSC®認証製品を供給可能です。
また、最終製品は古紙として再利用されます。 

絶滅危惧種の魚類の保全
 （北海道、猿払山林） 
国内最大の淡水魚イトウ（絶滅危惧種
IB類に指定）の保護に取り組んでいま
す。猿払山林の河川域を含む2,600ha
を保護区域に指定しています。

SGEC（緑の循環認証会議）とは、日本独自の森林認証制
度です。王子グループ国内社有林では分収林（土地所有
が他者）を除く17万2千ヘクタールにおいてSGEC-FM認
証を取得しています。また、COC事業体としては国内林業
部門である王子木材緑化が認証を取得しています。
 SGECでは、2016年度にPEFC（各国･地域の森林認証基

準を相互認証する国際団体）との相互認証を調印しまし
た。これにより、SGECは国際的評価を得ることとなり、海
外市場に対しても認証木材として進出できることとなり
ます。また、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での認証木
材使用を契機に、日本国内での森林認証制度の啓蒙・普
及が進むことも期待されています。

静岡県・上稲子山林より富士山を望む

ヤイロチョウの保護
（高知県、木屋ヶ内山林） 

渡り鳥のヤイロチョウ（絶滅危惧種IB類
に指定）等の生息環境を保全するた
め、2016年8月に、公益社団法人生態系
トラスト協会と「ヤイロチョウ保護協定」
を締結しました。

高山植物の保全
（北海道、様似山林） 

激減してしまった高山植物の復活を目
指し、2005年より地元NPOに社有林の
一部を提供し、再生活動に協力してい
ます。 

   ピックアップ

FSC®

生物多様性保全の取組み

SGEC認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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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負荷ゼロに向け、限りなく挑戦　～森・紙のリサイクル～ 

王子グループは、「木を使うものは木を植える義務があ
る」という考えのもと、植林を行い育った木を伐採して原
料にすることを繰り返しながら、「持続可能な森林経営」
に古くから取り組んでいます。現在、第三者機関による
「森林認証」の取得も推進しています。国内では分収林
を除く17万haすべてでSGEC※1森林認証を取得、海外で

は20万ha(69%)でFSC®※2などの森林認証を取得してい
ます。今後もすべての海外植林地での森林認証取得を
目指し、森のリサイクルを推進していきます。 

森のリサイクル

王子グループでは、製紙業界の自主目標である2015年度
古紙利用率64%達成に向けて、紙のリサイクルに取り組
み、2015年度の利用率実績は64.3%でした。 情報媒体の
電子化といった消費者ニーズの変化に伴って、国内の古
紙発生量は減少していますが、今後もさらなる利用率

アップを目指して、機密書類や難処理古紙の利用、古紙品
質向上のための業界への働きかけ等、多面的に取り組ん
でいきます。 より良いリサイクルには古紙の品質向上が
欠かせません。製紙原料として適さない「禁忌品※」を混
入させない適切な分別の普及に努めています。

紙のリサイクル

※禁忌品A：混入によって重大な障害を生ずるもの
　石、ガラス、金属、土砂、木片、布類、プラスチック類、合成紙、
　不織布、使い捨ておむつ、臭いのついた紙、汚れた紙、
　緩衝材（昇華転写紙）、感熱性発泡紙、ろう段　など

※禁忌品B：混入が好ましくないもの
　カーボン紙、ノーカーボン紙、樹脂コーティング紙、ラミネート紙、
　粘着テープ、感熱紙、抄色紙、折込チラシや雑誌などに付随した
　サンプル類　など

王子グループは、木材資源の多種多様な活用（カスケード
利用）によって資源の価値を最大限に引き出す総合林産業
を推進しています。また、第三者機関による森林認証を取

得・維持することで、「社会」「環境」「経済」それぞれに適切
な経営を継続できるかどうかを毎年確認しながら、「持続
可能な森林経営」の達成に向けて取り組んでいます。 

■ 持続可能な森林経営　～森林認証制度を利用した持続可能な森林経営～ 

森林は、木材資源の供給元というだけでなく多様な生物を
護り、水源・土壌を保持するといった保全機能や、レクリ
エーションの提供や文化の醸成、地域に対する雇用の創出
など、多面的な役割を担っています。王子グループは、木材

資源を最大限活用すると同時に、天然林の保護や野生動
物モニタリングの実施、「王子の森・自然学校」の開催など、
森林の持つ多面的な機能を発揮するための様々な取り組
みを国内外で行っています。 

森林資源の多面的活用・保全 

森林认证取得

森林认证取得

持有面积

持有面积

民间企业最大

全部公司林地取得

人工林面积

森林认证取得率
（FSC®※、PEFC）

王子的海外人工林地（2015年度末）

※认证编码
SPFL：FSC®C008418
APFL：FSC®C023801
QPFL：FSC®C016623

PANPAC：FSC®C017103
CENIBRA：FSC®C008495

 ●海外人工林地概况

 ●日本公司林地概况

 ●王子废纸利用量、利用率变化表

多样的森林功能

娱乐功能

王子的森林资源

　 日本

　 海 外

19万公顷

28万公顷

 王子グループ情報     カバナンス      ピックアップ      ピックアップ  事業戦略  経営戦略

旅行、运动的天然场所，
亲近自然，颐养心灵。

吸收CO
2

通过光合作用吸收
导致地球温室化效应的CO2。

涵养水源

森林的土壤可以蓄水，
调节流向河流的水量。

保护生物多样性

养育了多种多样的动植物，
形成了丰富的生态系统。

保护土壤

树根的伸展有固定土壤的作用，
杂草和落叶覆盖在土地表面，

有效防止水土流失。

文化、教育

学习人与自然关系的场所。

资源利用

木材资源在人类生活中
以各种形式被有效利用。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巴西

印度尼西亚

越南

柬埔寨

中国

老挝

=1万公顷

=5千公顷
=1千公顷

19万公顷

28万公顷

69%

SGEC 认证
（承包林除外）

※1 SGEC：Sustainable Green Ecosystem Council（緑の循環認証会議）の略。日
 本の自然的社会的立地に即した、日本独自の森林認証を行う組織。 
※2 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森林管理協議会）の略。国際的な森林
 認証制度により、環境・社会・経済の観点で適切な森林管理を推進する国際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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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发挥出资源的价值，
推进综合林产业。

循环经营，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的森林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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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的原材料采购 供应商管理

王子基于联合国全球契约以及“王子企业行动宪章”、“王子企业环境宪章”的理念，按照“王子合

作伙伴采购方针”以及“木材原料的采购方针”，确认原材料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努力实行对环境和社会

友好的、负责任的原材料采购。

2015年中国王子开始建立供应
商检索机制，利用NGO公众环境研
究中心（简称IPE）建立的污染地图
开始对王子在中国的投资企业以及
其重要供应商展开检索，积极推动
环境问题的改善。

木材原料采购方针

① 扩大森林认证

② 扩大人工林木的使用量

③ 有效利用未被利用的木材

④ 准守采购方面的法律法规、确认是否充分考虑了环境和社会

⑤ 信息公开（网站）

http://www.ojiholdings.co.jp/sustainability/forest_recycling/

view.html

王子合作伙伴采购方针

王子也希望各位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和我们一

起实施以下项目，也希望各位对自己的供应商提出

同样的要求，我们一起构建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

王子合作伙伴采购方针
(1)确保稳定供给

1. 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2. 保证品质和交货期

(2)	遵守法律和社会规范，进行公平交易

1. 遵守相关法律和国际条约等
2. 与客户保持诚实、健康的关系

(3)	关心环境

1. 强化环境管理体制
2. 减少废弃物并有效利用资源
3. 推进防止地球温室效应的对策
4. 保护生物多样性
5. 降低环境负荷
6. 管理好化学物质

(4)	关心社会

1. 保护人权（杜绝童工，强制性劳动，歧
视，骚扰）

2. 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保持良好的劳资关
系，防止长时间劳动，保障最低工资）

3. 确保职场的安全卫生
4. 贡献社会和当地

(5)	和社会的交流

1. 通过和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充分交流，构
筑信赖关系

2. 尊重国外的文化和习俗
3. 妥善进行信息公开和信息保密

纸浆、木材原料的采购
我们特别制定了木材原料采购方针，按照方针

实施报告纸浆在内的木材原料。

王子海外采购的木材木片的构成

人工林木

树种 阔叶树
85%

分类
人工林木

85%

进口木片

针叶树
15%

7% 8%

制材废材

致苏州王子包装有限公司：

十二年风雨征程，见证着公司的成长、进步与发展。永怀感恩之心！我们感恩社

会，是社会给了我们生存发展的机会和环境；感恩客户，是你们选择了本公司，是你

们用智慧帮助我们开拓了市场，为我们提供订单；是你们及时的反馈市场信息，使得

产品在升级换代过程中成功赢得了市场。饮水思源，我们深知，公司的发展和壮大，

一刻也离不开您的关注、信任、支持和参与。能与尊敬的各位客户结成合作伙伴，实

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我们感到荣幸之至。

在企业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今社会，每个行业都有他的客户。

其实在上海伟诺和看来，苏州王子和供应商之间就是合作关系，并不是说谁就有

求于谁，聪明的企业会将他的供应商看得与客户一样的重要，处处表现得很有修养与

礼貌，因为他知道只有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供应商，供应商才会竭尽全力为他们做出

最好的产品，整个市场才会有潜力。

与客户达成双赢，是我们的目标。

可追溯性确认
通过可追溯性报告，可以追溯到木材原料的出

处，确认产品出自进行了妥善管理的森林。另外，
在林地、木片加工地、装船的现场也定期地实施调
查。核查是否有非法开采的问题。

原材料、药品安全性确认
对于使用的要品，利用安全调查问卷，以及法

律规定和有害性信息的筛选，在使用前确认该材料
是否可以使用。使用后也将定期开展交流活动，更
新信息。不断确认其安全性。

绿色采购

制材废材等2%

树种 阔叶树
19%

分类
天然林
低材质

天然林低材质1%

日本产木片

针叶树
81%

制材废材等
57%

人工林木
2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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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体制图

重	大	事	项	时	间	表

项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计划） 2017年(计划)

上海北京代表处关闭 企划 关闭手续 关闭完成 

江苏王子产销一体化 可能性研究 商贸公司人员 商贸公司 一体化运营

  编入江苏王子 关闭手续 

轻重包装纸袋工厂合并 搬迁完毕 内部体制调整 合并手续 合并完成

销售管理团队统一办公 企划 资料收集、 正式实施 管理体制重建

  手续办理 

功能材料事业合并 可能性研究 搬迁准备 合并手续 合并完成

妮飘事业结构变更 可能性研究 项目实施准备 着手实施 计划调整

一个王子（One	Oji）

2012年，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加速企业全球化的进程，王子提出了“超越领域，迈向未来”的新口

号，突破原有的束缚，加强合作，开始了企业整体的体制改革。中国王子也开始整合事业体制，力图将原

本散乱的各投资企业的营销、财务、人事、IT、法务等诸业务在“一个王子”的框架下进行统一的标准化

管理。更为有效地利用中国、日本、全球王子所拥有的资源和技术，加强王子整体的综合实力为中国市场

提供消费者所需的高质量产品、可靠技术和最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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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委员会
报酬委员会

监事室

内部审查部

5名（其中公司外部3名） 13名（其中公司外部2名）
会计审查人
（审查法人）

报告

报告

报告 报告

报告

答复

监查

监查

监查

总务部

法务部

管理部

安全部

环境经营部

合规部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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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社会，诚信经营

王子143年来在全球各地开展业务，作为一个跨国企业集团，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与各经营地的法律法

规接轨，实现经营管理的本土化。王子制定“企业行动宪章、行为规范”和“中国王子防止行贿受贿规

程”，每年举行2次合规会议，加强与员工在内控和反腐败、反商业贿赂的沟通，强化员工意识。设立内部

举报信箱，只有外部律师可以查看，可以匿名进行举报。营造一个公平和透明的商业环境。

在顾问律师处设立举报邮箱，国内尚未有见闻。但该制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 1. 增加了公司上下层之间沟通了解的渠道；

● 2. 能对举报人起到保护的作用；

● 3. 鼓励和促进实名举报，避免产生诬告陷害；

● 4. 帮助公司实现有序管理。

● 5. 充分利用顾问律师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有助于取得举报人的信任，

    从而为妥善处理问题打下信任基础。

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胡东浩

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内部举报信箱负责人访谈

多元化雇用推进方针

王子作为一家全球化的集团企业，要保持持续

增长，必须成为能创造革新价值的企业，在这样的

经营战略下，我们推进事业结构的改革。我们认识

到，在企业里必须要有多样的价值观和灵活的思

想。我们设立了多元化雇用推进室，由各事业部最

高领导组成了多元化雇用推进委员会，不断与相关

董事、部长沟通交流，推进三大方面的改善。

多元化雇用与平等就业

王子中国
员工男女比例

男性61%

女性39%

不论性别、国籍、年龄，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出

一个汇集多样化人才，能够让他们自由创想，不断

提出更好意见的事业环境，提高集团整体的发展。

2015年度王子各地区员工数

日本  16845人

亚洲  8688 人

南美  5491人

大洋洲  2014人

欧洲  308人

北美  259人

海外合计 16760人

日本及海外 336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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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每年召开两次合规会议。

王子在中国不断推进管理人才本地化，2015年

末，在中国雇用员工总数为2853人，其中正式员工

2718人，劳务派遣135人；女性员工占总员工数的

39%。女性管理人员占管理层的比例为19%。雇用

身障员工15人。
我本人2007年加入王子以来,至今已经

进入到了第9个年头。

参加工作以前,相对比欧美企业,日企的

铁面无情和苛刻的制度时有耳闻。因此,在

一些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可以说我是怀着忐

忑不安的心情最终进入王子的。可是,没有

多少时间我就被王子温馨的工作氛围所打

动。工作上,有前辈和上司毫无保留不遗余

力地教导我,给了我足够的自信做好每一项

工作.公司有一套完整的研修制度给我大量

的机会去充实和提高自己。生活上,公司的

福利制度让我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身处这样的企业环境中,在实现自我成

长的同时，也能为企业创造价值。作为王

子的一员，我深感骄傲。

员工访谈

王子制纸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徐晶

1. 推进工作方式的改革

2. 让各种人才更活跃

3. 更好地提高工作和生活质量

（其中，中国 27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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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工作方式的改革

我们不断审视当前的工作方式，寻找更好的方法，削减废除没有必要的业务，改善工作方式，减少劳

动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研究如何灵活地调整劳动时间和工作场所，通过工作方式改革，提高全

体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

让各种人才更活跃

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复杂多样的市场需求，让多

样化的人才有更多发挥才干的机会。王子推进人才

的本地化，努力为残疾人提供能和正常人一样的就

业机会，鼓励女性员工参与企业管理，面向年轻女

员工开办职业规划培训班等活动。

王子管理职培训

2015年1月27日，来自王子旗下12家公司处在

管理岗位的22名年轻员工从各地汇聚一堂，开展了

一年2次的集团培训。在培训课上，大家各抒己见，

将理论知识结合到实际中，展开讨论。通过培训增

进了交流，提升了各自的管理能力。

王子制纸商贸销售人员大练兵

7月24日，王子制纸商贸北京分公司和华南分公

司的销售同仁们赶到高温38度的上海，与上海营业

本部的人员一起开始了为期2天半的培训。人事部门

将公司内部人员培训与外部讲师讲课相结合，让这

次团队的大练兵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满满的能量！王

子制纸商贸战队加强了团队作战的技能，尤其加深

了自身的理解，对如何有效沟通以及倾听和谈判技

巧都大有长进。

王子叉车安全讲座&叉车技能比赛

9月17日，一年一度的“中国王子集团叉车安全

讲座&叉车技能比赛”举行，来自王子旗下7家公司

的叉车员参加了当天的活动，在学习安全知识的同

时，大家也互相交流平时的工作经验，取长补短，

对叉车的基本知识及运作原理更加了然于心。在比

赛时，大家的成绩都非常不错，顺利完成了比赛中

的各项任务。

 

中国王子（OJI）集团运动会

2015年11月21日，为了加强集团内员工横向交

流，丰富员工业余生活，提高团队合作和应对环境

变化的能力。第三届中国王子（OJI）集团运动会在

上海举行。

本届运动会有9家集团公司共计60名选手参加了

比赛，加上啦啦队员，到场人数达百余人。运动会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拉上帷幕，没有公司隔阂的各位

王子人在“一个王子”的大家庭中依然互相鼓励、

加油、团结、合作。

更好地提高工作和生活质量

王子重视人才的培养，搭建科学合理的员工晋

升渠道，建立人性化的薪酬福利制度及培训体系。

除了提供国家规定的保险及年休假之外，随着工作

年限的增加，额外提供一定的公司年假。组织员工

旅游，举办运动会等交流活动。为员工创造快乐的

工作环境。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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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造纸、薄膜加工积累起来的基础技术，开

发具有较高功能性、高附加值的产品，此外，在木

材、水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技术等方面，也不断开

发新产品和新技术。

创造革新价值

王子设有创新推进本部。以开发新事业和强化当前事业竞争力为目标，从市场需求入手，研究新的技

术，开拓新的市场，开发新的产品。

ピックアップ

イノベーション推進本部は、新事業の創出ならびに既存事
業の競争力強化を念頭に、技術革新のシーズ開発から、よ

りビジネスに密着した新市場の開拓と新製品開発を行い、
イノベーションを加速しています。 

■ 革新的価値創造を目指して

イノベーション推進本部の重点戦略

①　新ニーズ（ビジネスモデル）、新シーズの提案・実行とバリューチェーン形成 
②　新事業の創出による売上・利益への寄与 
③　紙パルプ技術の磨き上げによるコスト競争力強化 

研究開発

紙づくりやフィルム加工で培った基盤技術を発展させ、高
機能・高付加価値製品のほか、木材、水の資源利用や環境
保全技術など、新製品・新技術の開発を行っています。戦略

企画部は、新事業の創出、新たなシーズの育成とバリュー
チェーンの推進役となり活動しています。 

■ イノベーション推進本部が進める革新的価値創造 

　   浆纸革新中心

●   研制中心

●   生物遗传资源开发中心

●   粘着材料创新研究所

●   薄膜研究所

人工

林木
木片 纸浆

纸

纸板

纸质容器

纸箱

生活用纸

●木材加工

林木育种技术

纳米纤维技术

涂布技术

纳米加工技术

无纺布技术

薄膜加工技术

薄膜化技术

粘着加工技术

加工抄纸

●药用植物

●生物乙醇 ●标签

●特殊粘着产品

●海绵胶带

●电容器用薄膜

●工业用功能性薄膜

●光学用双面粘着薄膜

●光学用防爆膜贴纸

●特种纸

●功能性纸张

● Nano-buckling 
● 纳米点阵

●水环境事业

●纤维素纳米纤维的

  连续性透明薄片

●纤维素纳米纤维

●溶解浆糠醛

●溶解浆（DP）

●碳素纤维

  强化复合材料

●
无纺布

水处理技术

王子 Engineer

水环境事业部管理

王子 Green Resource 公司
生产和销售

创新推进本部重点战略

1. 新的需求（事业模式）、新的供给的提案

 与实施以及价值链的形成。

2. 通过创造出新事业提高销售额与利润。

3. 通过成熟的浆纸技术提高成本竞争力。

纤维素纳米纤维（CelluloseNanofiber：CNF）

是将木质纤维分解至纳米级（1毫米的百万分之一）细度，大约是头发丝的2万分之一。CNF是一种透

明、坚韧、轻且不易变形，并且具有非常高的增黏性的优质新材料，在太阳能面板、超薄型显示器、纳米

级过滤器、高级化妆品等许多领域拥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_ 32 _

ナノ化技術を応用し、世界で初めて、三形態への展開を実現しました。

   ピックアップ

CNF制造技术　王子独创的完全纳米化技术

胶状 粉状 连续性薄片状

商品化前景

强化塑料

CNF CMC

高级化妆品增黏剂、

分散剂

可自由变形的有机EL、

太阳能发电面板

高强度且柔软的显示屏
高功能、高密度纳米过滤器

セルロースナノファイバーの幅広い用途展開  

玻璃珠不会沉下去

黄原胶

特点：

如玻璃一样透明度高 

比塑料薄膜结实而且高温下不易变形 

高柔软性

特点：

世界最高级别的透明度

同浓度下，比其他增黏剂有更高的增黏效果

特点：

含水量大幅减少（固态20%以上）

增黏性提高在物流过程中节约能源

降低环境负荷，在水里易分散

产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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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
35.36%

加
工

厂
9.

9%

水资源对王子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2014年，王子在创新推进本部里设立了水环境研究

所，充分发挥在长年的植树造林中掌握的水源涵养

以及水资源利用的相关技术，以及从造纸中积累的

废水处理和再利用等经验知识，以推进水处理基础

设施为核心，进行了各种技术的研发。

全世界还没有十分完善的水基础设施，特别是

在经济发展中水环境问题十分显著。我们也将继续

为维持良好水环境、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各国的

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水处理技术的应用

润颜纸巾开发

●事业内容：

污水，各种工业排水

（畜牧业、水产加工业、食品加工业、农业用水等）

王子妮飘的产品一直以来都是以时尚、优质受

到消费者的喜爱，我们也从未放弃对产品品质的追

求。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王子妮飘开发出了

具有保湿功能的“润颜”手帕纸。该款手帕纸在手

感和功能上都达到了纸巾行业的新高度。

成 功 的 喜 悦 背 后 都 经 历 过

各 种 艰 难 ， 测 试 过 程 历 历 在

目，测试数据的及时收集、整

理 、 归 纳 、 分 析 对 以 后 的 每

一步都至关重要，部门间沟通

合作，设计稿几次更改，到最

后都分析到原纸涂布后何时再

上加工设备生产是最好的时间

点，从而使其中的保湿效果涂

布最好，加工工艺最合理，设

备最稳定，损耗率最低等等。

在开发过程中，我们疑虑过、

彷徨过，同时更孕育着希望；

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对愿景的渴

望，都是对自我奋进的肯定。

通过ICP-MS分析水质水产加工厂购入了王子研发的膜处理设备

王子制纸妮飘（苏州）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部沈江华

苏州王子包装以纸代木案例介绍

苏州王子包装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使

用木箱、铁箱包装的企业提供综合包装方案，使产

品包装更合理，操作安全性更高。且包装轻量化，

纸箱可回收再利用，降低碳排放，减少物流成本，

提高了生产效率。2015年，苏州王子为某知名企业

设计了以纸代木的包装方案，使用王子HiPLE-ACE

高强度纸箱，改善了用户产品的包装外观，降低碳

排放75%，节约综合成本25%左右。

江苏王子客户满意度调查报告

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从2015年浆纸一体化生

产体系建设完成以来，在中国印刷用纸市场整体产

能过剩，供大于求的情况下，2015年的纸张销售量

依然取得了40%以上的增长。在这个惊人的数字背

后，拥有的不仅仅是先进的生产设备，更是生产技

术、品质管理、市场销售、客户服务等全公司共同

协作及努力的结果。

在2015年度的客户满意度调查中，王子的产

品在品质、市场、销售中都处于第一位，虽然进入

中国市场较晚，但在品牌、品质、服务的三重保证

下，王子产品已经深入人心。

改善前      改善后

客户属性汇总

大印厂
54.55%

注：以上黄色阴影为较高于平均部分，橙色阴影为较低于平均部分。品牌1到品牌5为市场上其他公司同类产品。

品质评分

在品质方面，尊玛的评价度普遍较高

产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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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山区儿童教育事业的发展

王子在中国广

西投资的广西王子

丰产林有限公司从

2005年开始，每年

在当地举办儿童绘

画比赛，邀请艺术

院校的学生为山区

的儿童上课，为孩子们的想象力插上翅膀，带领大

山里的孩子们享受艺术的快乐，拓宽孩子们的视野

与见识。为孩子们的作品点评，并提供学习用品作

为鼓励。最后将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制作成挂历和台

共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中国王子环境植树活动

王子在中国开展植树

活动始于1998年，王子控

股株式会社时任社长大国

先生作为会长，组成了经

团连中国委员会种树合作

小组，于2001年3月2日

在重庆市举行种树仪式，

迈出了计划的第一步，开

始在重庆市区向南80公里

处长寿区种植环保林。2003年和2005年王子所参与

的联合团体负责实施了在黄河中游流域的黄土高原

1300多公顷的土地上种植环保林的计划。2011年

起，王子每年组织员工组成植树队，开始在内蒙古

的沙地上开展环境植树活动，2014年参与NGO上海

根与芽组织发起的“百万植树项目”，打造一片片

充满希望的“王子之林”。2015年，“王子之林”

植树项目获得中国公益节“最佳绿色贡献奖”。

南京林业大学助学活动

王子自2005年起，在南京林业大学设立了基金

会，每年提供奖学金5万元，以表彰品学兼优的学

生，并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目前在职的毕业于南

京林业大学的员工有30人。

守护太湖生态活动

2015年4月11日，王子妮飘组织员工及家属参

加了高新区环保企业、爱心企业认捐的鱼苗放生活

动，该活动共向太湖投放了6000斤约20万尾鱼苗，

一尾尾小鱼将成为吞噬蓝藻、净化太湖水质的生力

军。同时，一系列守护太湖的活动也于当天举行，

以 共 同 推 进 西 部

生 态 城

低 碳 、 节

能 、 环 保

的 生 态 旅

游新模式。

发扬奉献精神，参与献血活动

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南通红十字协

会倡导的献血活动，13、15年组织两次员工奉献爱

心，员工们积极响应，参与献血人数达237人。

历发给孩子们。除此之外，广西王子丰产林有限公

司每年还组织日语角活动；支援在广西开展的日语

演讲比赛等社会公益活动。

与社会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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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评价 关键术语

●COD：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是指用化学氧化剂氧化水中有机污染物时所需的氧量。通
常用来表示废水中有机物的含量，反映水体有机物污染程
度。COD值越高，表示水中有机污染物污染越严重。

● B O D：生 化 需 氧 量 （ B i o c h e m i c a l  O x y g e n 
Demand）：说明水中有机物由于微生物的生化作用进行
氧化分解，使之无机化或气体化时所消耗水中溶解氧的总
数量。生化需氧量表示水中有机物等需氧污染物质含量的
一个综合指标。

●SS：悬浮物（Suspended Solids ）指悬浮在水中的
固体物质，包括不溶于水中的无机物、有机物及泥砂、黏
土、微生物等。水中悬浮物含量是衡量水污染程度的指标
之一。

●黑液：硫酸盐法或烧碱法制纸浆过程中，洗涤蒸煮
后的纸浆的洗涤液。在烧碱法、硫酸盐法制浆过程中，大
约有50%的纤维原料物质溶解于蒸煮液中，因其颜色较
深，称为黑液。黑液先蒸发浓缩后可作为燃料，燃烧生成
的热以蒸汽形式回收。

●碱回收锅炉：是现代制浆企业中必备的工业设备，
它的使用既是环境保护的要求，也是制浆工业循环经济性的
需要。以烧碱法造纸洗浆后排除的废液（黑液），经浓缩后
作为燃料，送入炉内燃烧，黑液燃烧后，成液态渣从炉底排
出，经过苛化后还原成碱；蒸汽则成为二次能源再利用。

●苛化反应：苛化反应就是石灰与碳酸盐离子的反应: 
Ca(OH)2(固)+CO3

2- → CaCO3(固)+2OH- 它有很广泛的应
用，如用天然碱制烧碱(NaOH)等。

●木片：用于生产纸浆的木材，通常指的是利用采
伐、木材加工等剩余物加工而成的木材碎片。

●纸浆：是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经不同加工方法制得
的纤维状物质。一般多用于制造纸张和纸板。精制纸浆除
用于制造特种纸外，也常常作为制造纤维素酯、纤维素醚
等纤维素衍生物的原料。还用于人造纤维、塑料、涂料、
胶片、火药等领域。

●热敏纸：热敏纸是一种加工纸，其制造原理就是在
优质的原纸上涂布一层“热敏涂料”（热敏变色层）。遇
热显色，打印速度快。如心电图纸、热工仪器记录纸、彩

票、排队券等。

●铜版纸：铜版纸是以原纸涂布白色涂料制成的高级
印刷纸。主要用于印刷高档书刊的封面和插图、彩色画
片、各种精美的商品广告、样本、商品包装、商标等。

●双胶纸：双胶纸是指在造纸过程中把胶料涂敷在纸
的两面以改善其表面物性的纸，用于各类书籍及教科书以
及杂志、彩页、产品目录等印刷品。

●防锈纸：其载体为防锈原纸，经防锈液体涂布，防
锈液会在适当的空间内持续缓慢地从牛皮纸中释放出来，
在相对密闭的空间中形成饱和气体层，从而对该环境中的
金属材料形成防锈保护。

●防爆膜：是装在压力容器上部以防止容器爆炸的金
属薄膜，是一种安全装置。又称防爆片或爆破片。 当容
器内压力超过一定限度时，薄膜先被冲破，因而可以降低
容器内的压力，避免爆炸。

●剥离纸：又称防粘纸。是一种具有非粘结性的加工
纸。所谓非粘结性就是在力的作用下，能够自由地粘贴与分
开，而不产生任何粘连痕迹的性质。剥离纸可以用于制作粘
结纸带、不干胶离标、自动封口的信函、自粘壁纸等。

●合成纸：合成纸(synthetic paper)是利用化学原料
如烯烃类再加入一些添加剂制作而成，具有质地柔软、抗
拉力强、抗水性高、耐光耐冷热，并能抵抗化学物质的腐
蚀又无环境污染、透气性好，广泛地用于高级艺术品、地
图、画册、高档书刊等的印刷。

●干法纸：用空气作为纤维的载体，在成形网上形成
纤维薄层，再用黏合剂黏合成纸的一种特殊的造纸方法。
它与传统造纸方法不同之处在于纤维是在无水情况下形成
纸幅。主要应用于工业，作为过滤、包装、衬垫、绝缘、
擦拭等材料；用于生活用品，作床单、毛巾、台布、餐
巾、服装、鞋帽、装饰、壁纸等；用作卫生材料，如一次
性医院用被单、手套、手术衣、擦拭布、盖单。

●装饰纸：装饰纸在产品结构中是放在表层纸下面，
主要起提供花纹图案的装饰作用和防止底层胶液渗现的覆
盖作用。这层要求纸张具有良好的遮盖力，浸渍性和印刷
性能。装饰纸要求表面平滑，有良好吸收性和适应性，有
底色的要求色调均匀，彩色的要求颜色鲜艳。

《王子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是日本王子控股株式会社针对在中国开展事业的项目内容

所发布的第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我看了这份报告，整体感觉报告内容精致、表现形式多

样、可读性强；不仅具有较好的可比性，而且也十分重视披露信息的平衡性。

首先，从内容来看，该报告较为精致细腻、实质性好。尽管只有寥寥50余页，但是却充分

披露了利益相关方关切的核心议题和王子公司的行业特色。内容不仅涵盖了公司可持续发展管

理，而且将公司在环境管理、可持续的森林经营、绿色采购、公司治理、产品责任、同社会沟

通等方面的实践和绩效也展示得淋漓尽致。

其次，从形式来看，该报告表现风格多样、可读性强。报告不仅图文并茂，而且综合运用

了照片、图片、文字、数据、表格等多种表现手法，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更为难能可贵的

是，为避免行业特殊性所造成的专业术语晦涩难懂，报告还特意设置关键术语板块，精心筛选

的17个术语解释让忐忑的读者“如释重负”。

再次，从信息披露的方式来看，该报告的可比性较好。在横向可比性方面，报告不止在一

处将相关指标的日本国内绩效和海外绩效进行了对比，向读者充分展示了公司绩效水平区域特

异性。在纵向可比性方面，报告披露数据时间跨度最多跨越5年，配合公司20年来发展，向读

者充分体现公司的发展、变化和进步。

最后，从信息披露的类型来看，该报告的平衡性较优。公司报告不苛求“歌功颂

德”，而是在展示公司成绩的同时，不避讳公司的不足之处。2015年公司环境事故发生

数的真诚披露，充分体现了公司报告力求向读者呈现真实的王子公司，从而建立同利益相

关方信赖关系的心愿。

总体而言，我认为《王子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是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责任报告，尤其是考

虑到这是该公司第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达到这样的高水平着实令人钦佩！希望王子公司以此

为起点，在更高的平台上，积极进取，进一步做好社会责任工作！

罗仲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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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 报告位置

战略与分析
G4-1 P02/P03

G4-2 P02/P03

机构概况

G4-3 P05

G4-4 P06/P07

G4-5 P05

G4-6
P08/P09/P10/

P11
G4-7 关于本报告

G4-8 P10/P11

G4-9
P05/P07/P10/

P39

G4-10
P08/P09/P38/

P39
G4-11 暂未披露

G4-12 P34/P35

G4-13
P08/P09/P10/

P11/P34/P35
G4-14 关于本报告

G4-15 P47

G4-16 P19/P46

确定的实质性

方面和边界

G4-17 关于本报告

G4-18 关于本报告

G4-19 P01/P18

G4-20 P18

G4-21 P18

G4-22 不适用

G4-23 关于本报告

利益相关方

参与

G4-24 P19

G4-25 P19

G4-26 P19

G4-27 P19

报告概况

G4-28 关于本报告

G4-29 不适用

G4-30 关于本报告

G4-31 P52

G4-32
关 于 本 报 告 /

P50/P51
G4-33 P48

类别 指标 报告位置

治理

G4-34 P12/P17/P36

G4-35 P17/P36

G4-36 P17/P36

G4-37 P17/P36

G4-38 暂未披露

G4-39 暂无披露

G4-40 暂无披露

G4-41 暂无披露

G4-42 暂无披露

G4-43 P37

G4-44 P36/P37

G4-45 P36/P37

G4-46 暂无披露

G4-47 暂无披露

G4-48 暂无披露

G4-49 暂无披露

G4-50 暂无披露

G4-51 P40

G4-52 P39/P40

G4-53 P40

G4-54 暂无披露

G4-55 暂无披露

商业伦理

与诚信

G4-56 P02

G4-57 P38

G4-58 P38

经济绩效指标

G4-EC1 P05

G4-EC2 P22

G4-EC3 暂无披露

G4-EC4 不适用

G4-EC5 暂无披露

G4-EC6 P39

G4-EC7 P19/P30

G4-EC8 P46/P47

G4-EC9 P34/P35

环境绩效指标

G4-EN1 暂无披露

G4-EN2 P30

G4-EN3 P15

G4-EN4 暂无披露

G4-EN5 暂无披露

G4-EN6 P23

类别 指标 报告位置

环境绩效指标

G4-EN7 P23

G4-EN8
P25/P26/P27/

P28

G4-EN9
P25/P26/P27/

P28

G4-EN10
P25/P26/P27/

P28
G4-EN11 P29/P34
G4-EN12 P29/P34
G4-EN13 P29/P34
G4-EN14 暂无披露
G4-EN15 P23
G4-EN16 P23
G4-EN17 P23
G4-EN18 暂无披露
G4-EN19 P23
G4-EN20 不适用
G4-EN21 P28
G4-EN22 P25/P26/P44
G4-EN23 P25/P26/P44
G4-EN24 P23
G4-EN25 P25/P27/P28
G4-EN26 P25
G4-EN27 P34/P43/P45
G4-EN28 P27/P45
G4-EN29 P23
G4-EN30 P13
G4-EN31 暂无披露
G4-EN32 暂无披露
G4-EN33 P34/P35
G4-EN34 暂无披露

劳工绩效指标

G4-LA1 P39

G4-LA2 P39

G4-LA3 暂无披露

G4-LA4 暂无披露

G4-LA5 暂无披露

G4-LA6 P15

G4-LA7 暂无披露

G4-LA8 暂无披露

G4-LA9 P40/P41

类别 指标 报告位置

劳工绩效指标

G4-LA10 P40

G4-LA11 暂无披露
G4-LA12 P39
G4-LA13 P39
G4-LA14 暂无披露
G4-LA15 P34/P35
G4-LA16 P34/P35

人权指标

G4-HR1 不适用
G4-HR2 P40
G4-HR3 P38/P39
G4-HR4 P34/P35
G4-HR5 P34/P35
G4-HR6 P38/P39
G4-HR7 暂无披露
G4-HR8 暂无披露
G4-HR9 不适用
G4-HR10 P34/P35
G4-HR11 P34/P35
G4-HR12 暂无披露

社会绩效指标

G4-SO1 P46/P47
G4-SO2 P46/P47
G4-SO3 P38
G4-SO4 P38
G4-SO5 P38
G4-SO6 不适用

G4-SO7
P23/P24/P34/

P38
G4-SO8 P23
G4-SO9 P34/P35
G4-SO10 P34/P35
G4-SO11 暂无披露

产品绩效指标

G4-PR1 暂无披露

G4-PR2 P23

G4-PR3 P24-P33

G4-PR4 P24-P33

G4-PR5 P18/P19/P45

G4-PR6 不适用

G4-PR7 不适用

G4-PR8 P44/P45

G4-PR9 暂无披露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RI4)	索引表



1. 您的工作单位属于王子（OJI）的哪一类利益相关方：

□客户 □社区 □供应商 □行业协会 

□员工 □学校 □非政府机构 □媒体 □其他（请说明）

2. 您对本报告整体的评价是：

□好 □一般 □不好

3. 您期望看到的报告是纸质版还是电子版？

□纸质版 □电子版 □两者都要

4. 您认为本报告内容中，文字、照片及图表的分布比例是否合适？

□合适 □希望文字多一点 □希望图片多一点 □希望图标多一点

5. 您最关注此报告中哪个方面或章节的内容？

□总代表寄语公司简介风险管理体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环境经营公司治理产品责任与社会的交流

6. 您对王子（OJI）中国地区的社会责任工作和此报告的意见或建议：

邮寄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2201号上海国际贸易中心3401室 

王子制纸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邮编：200336 电话：021-62195555 邮箱：CSR-CN@oji-gr.com

我们将妥善保管您提供的信息。谢谢！

意见反馈表

尊敬的读者

您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2015年王子（OJI）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如果您对报告

和我们的工作有任何意见和建议，您可以通过邮寄、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将填好的问卷反馈

给我们。我们真诚期待您的宝贵建议，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和管理水平，共

建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