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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对象范围

本报告是为了让大家了解积水住宅集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所开

■ 事业所的对象范围

展的活动，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活动质量，增进与读者之间的交流

本报告中事业所的对象范围，包括积水住宅株式会社，在 ＣＳＲ·环

而发行的。在选定报告项目和进行编辑设计时，参考了日本环境省

境经营方面有重要联系的联合结算子公司积和不动产株式会社（６

的《环 境 报 告 指 南（２００７ 年 版）》和 全 球 报 告 倡 议 组 织（ＧＲＩ：

家公司）、积水住宅 ＲＥＦＯＲＭ 株式会社、积和建设株式会社（３１ 家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第 ３ 版》。

公司）、ＬＡＮＤＴＥＣＨ 积和株式会社（２ 家公司）、ＧＲＥＥＮＴＥＣＨＮＯ 积和株

同时对所选定的报告项目的公开方法，参考了社会责任指导纲要的

式会社（３ 家公司）、ＳＧＭ 管理株式会社、积水住宅梅田管理株式会社，

国际规格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

以及积和 ＷＯＯＤ 株式会社的 ４７ 家公司，还有 ５１ 家海外事业子公司，
共计 ９８ 家公司。（概要请阅读第 ７ ～ ８ 页）

“可持续发展报告 ２０１１”的特点
● 针对刊登的重要度和内容，根据社会形势，以及就 ２０１０ 年度报

告向公司内外共计 １３００ 人实施的问卷调查等结果，由包括公司
外的 ３ 名委员在内的 ＣＳＲ 委员会最终确定。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面向未来开展的活动”版面中，
● 在“

■ 业务内容范围

积水住宅集团的业务内容包括工业化住宅承建业务（独户住宅、租
赁型住宅）、房地产销售业务（独户商品房、住宅楼商品房、旧城
改造等）、房地产租赁业务、其他业务（园林绿化和造景、翻新改造、
海外事业等），对上述这些业务进行报告。

选定了现在正在开展或准备开展的 ＣＳＲ（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

■ 对象期间

最重要的三项，予以了介绍。

２０１０ 年度（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作为 ２０１０ 年度 １ 年的年度报告，在“实践报告”版面中刊登了

※包括部分上述期间外的事项。

主要的活动。
重点记述了事业推进剂“绿色先锋”的内容。
● 根据中期经营计划，

■ 发行时期

● 作为对所开展活动的客观评价，刊载了顾客和公司外有识之士

每年 ４ 月。本年度因增加了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开展的活动，故调整

等利益相关者的评论。

为 ６ 月。
■ 有关报告书的问询

积水住宅株式会社
公共关系部 ＣＳＲ 室
电话：＋８１－６－６４４０－３４４０ 传真：＋８１－６－６４４０－３３６９
环境推进部
电子邮件问询

电话：＋８１－６－６４４０－３３７４ 传真：＋８１－６－６４４０－３４３８
http://www.sekisuihouse.co.jp/mail/

关于封面
由本报告介绍的“《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社会》面向未来开展的活动”，以
及“实践报告”的缩影照片构成。以
能够同时实现“舒适性”、
“经济性”、
“环保性”的“绿色先锋”概念为核心，
体现了积水住宅致力于维护创业以
来积累的宝贵财富，通过建造住宅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作贡献的企业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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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水 住 宅 集 团在东日本大地震中的活动报告

在此向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的人们
表示由衷的慰问。
２ ０ １ １ 年 ３月１１日发生的巨大地震，
使 以 东 北 和 关 东 为 中心的地区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灾害。
我 公 司 作 为 住 宅 行 业的领军企业承担起肩负的社会责任，
举 积 水 住宅集团的全力采取行动，
维 持 持 续 开 展 事 业 的 体 制 ，迅速支援顾客并推进已建住宅的修复施工。
为 了 早 一 天 实 现 灾 区 的复兴，今后仍将全力以赴开展活动。

保 护 顾 客 的 生 命 和 财 产――
履 行 其 社 会 使 命 ，尽 早 到达顾客身边、
确 认 安 全 ，并 支 援 恢 复 重建。
地震之后，立即在总公司和地震灾区设置了对策本部。
迅速建立起初期行动与安全确认体制
在地震发生当天，就在总公司设置了对策本部（由总经理担任

自发生地震的当天起，
就开始确认顾客的人身安全与受灾状况
首先，全力以赴地尽快确认各负责区域内顾客的人身安全情况。

对策本部长）。根据以前对应灾害的经验确立了组织体制，在统一

从发生地震的当天起，就开始了对灾区顾客安全情况的确认并提供

信息与指示系统的同时，在灾区内的９个地方设置了灾区对策本部。

信息。通过电话联络，询问安全情况和建筑物的受灾情况，询问了

确认了集团全体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３月１５日完成），并迅速确立

需要及早对应的事宜。进而，依次开展访问确认情况的活动。

了初期行动体制来确认顾客的安全和提供支援。
■ 我公司住宅的受灾状况

■ 灾区已移交的建筑物数
合计

独户住宅

租赁型住宅

其他

灾区已完工的建筑栋数

在震级５强以上的区域内有１７７，４５８栋

需要修建施工的栋数

上述中的约２％

震级５强以上的区域

１７７，４５８栋

１２７，７３７栋

４５，４０８栋

４，３１３栋

全、半毁栋数

因地震造成的全、半毁栋数为０栋
※地基移动及海啸造成的除外

震级６弱以上的区域

６７，４３６栋

５０，１４２栋

１６，３５２栋

９４２栋

东北６县、关东１都６县、山梨县、静冈县内相应市町村的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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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话和直接访问
用大约３周的时间完成了确认
本次的灾害，受超出想象的大规模地震、海啸的影响，电力和燃
气等生活基础设施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害。为了帮助无法取得联络地
区的顾客，尽早消除他们的不安，在不通电话的地区，利用人海战术
开展了直接访问。在约３周的时间内完成了顾客安全和建筑物受灾
状况的确认，并开始了修复施工。

在交通网瘫痪的状况下，在地震发生３小时之后
就开始运送支援物资

来自全国各地售后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前来支援

及早向主要交通网瘫痪灾区的顾客和事业所提供了救灾物资。
在地震发生３小时后，就从静冈工厂发出了第一批物资。之后依次
向灾区（岩手北上、仙台、福岛、郡山、群马、水户）发送了支援物资。
支援物资不只发放给顾客和从业人员，还发放给了医院、避难所和
一般的灾民。
■ 主要支援物资一览（５２ 台 １０ 吨卡车的量）
饮用水

３４８，０００升

煤气罐

１４，８００罐

食品·主食系列

２８４，０００餐

保温贴

２０５，０００个

食品·副食系列

１１７，０００餐

纸尿裤

４５，７００张

沙袋

１７，０００个

衣物·毛毯

９，６００件

苫布

１２，８００块

罐式煤气灶

摩托车

３，８００台

与合作施工店一起召开修复对策会议

１５０台
（截至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将“造福顾客和地区”作为判断基准
提供住宅并设置临时洗手间
根据以往灾害时积累的经验，整个集团团结一致，将“造福顾客
和地区”作为首要任务。设置了用于炊事和接收支援物资的帐篷和
临时卫生间，并将部分租借房屋用作灾民的援助住宅等，及早地采

在售房地区的公园内设置临时洗手间

取了各种行动。

迅速确立了修复、
重建施工所需的采购与生产体制
由于地震造成的停电等的影响，临时停产的关东工厂、东北工
厂约１周之后得以恢复，重新开始生产和出库。此外，积极协调各家
供应商，为确保完成今后修复、重建工作所需物资的采购，尽早确立
了稳定的供应体制。
支援小组的车辆停满了停车场

3.11
发生地震
发生灾害后
积水住宅集团的
行动

3.12
初期行动对应

开始救援行动，维持持续开展事业的体制

● 设立总公司对策本部

● 在可采取行动的地区确认顾客的情况，开始访问

● 设立各营业本部的灾区对策本部

● 开始着手对建筑物受灾情况进行调查和修复

● 开始确认顾客、从业人员、及其家人的安全情况
● 地震发生３小时后，向东北营业本部灾区对策本部发送静冈工厂的储备物资

● 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发生地震（里氏９．０级）

● 信越地方发生地震

● 东北各地大范围停电

灾区的情况

● 仙台机场封闭
● 东北地区的主要道路、铁路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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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快 着 手 处 理 对 顾 客 和灾区力所能及的事情。
从 业 人 员 与 相 关 人 士 团结一致，
全 力 以 赴 开 展 地 区 复 兴工作。
运用组织能力，向灾区派遣了更多的支援人员。
为了早日实现复兴
为了早日实现修复与重建，以负责维护工作的售后服务中心为
首，获得了集团公司积和建设和合作施工店共同组成的“积水住宅
会”的协助，派遣支援人员前往灾区。运用全国范围的组织能力，为
早一天实现修复与重建积极采取行动。

承担住宅建设公司的社会责任，
预计建设约４０００户临时住宅
响应政府、自治体的协助呼吁，也参与协助建设临时住宅。我
公司已经在宫城县、岩手县、福岛县开工建设。从日本全国各地前
来支援的施工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隔热性优良，并且配备了
整体浴室和洗手间的临时住宅（预计建设约４０００户）。
急速推进的临时住宅建设

用高性能、高品质的建筑物，
对应急速增长的重建家园的需求
为了以同样周全的体制满足失去家园的人们对住所的要求，以
及对接收灾民的集体住宅等建设的要求，营业、设计、施工部门团结
一致努力完成任务。
在灾区因地震导致整栋或半栋损坏的建筑数量为零，这使得减
震系统“ＳＨＥＱＡＳ”，以及我公司住宅的耐震性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我们将以高性能、高品质的建筑来满足人们对重建住宅的需求。

确保高品质且迅速地生产，推进早期复兴（东北工厂）

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众多施工人员从事建设

3.13

3.14

3.15

3.18

3.19

3.24

3.25

确立修复与重建的施工体制
● 开始募集捐款

● 设置顾客对应窗口“灾害对应受理中心”

● 确立对修复与重建施工的支援体制

● 在灾区的所有售后服务中心开通免费电话

● 开始派遣总公司的技术人员前往灾区

● 关东工厂重新开始出货 ● 东北工厂重新开始出货

● 东京电力公司实施有计划的停电

● 静冈县东部发生地震

● 在１１个县的约２５００处避难所约有３４万人避难
● 因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向半径２０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发出避难指示

● 高速公路的交通管制全面解除，

普通车辆可以通行
● 因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政府要求半径２０ ～ ３０公里范围内的
居民自主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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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尽早实现灾区的生活重建，
提供特殊规格的商品

推进开展综合“住宅防灾”活动

为了尽早向灾区人民提供安全、放心、舒适的住所，准备了控制
成本的集成型商品。标准装备了荣获国土交通大臣认定的原创减震
系统“ＳＨＥＱＡＳ”，维持基本性能的水平不变，通过限制种类、规格，不
仅使早期着手施工成为可能，还缩短了工期。

我公司自创业以来，致力于建造对应灾害能力强的住
宅，同时提供迅速支援顾客的服务。在２００４年，以“住
宅防灾”的三项活动为基轴，构建了建造安全放心住
宅和提供支援的企业体制。集团公司团结一致，努力

今后还将举集团全力为灾区的复兴尽一份力，履行公司的社会
责任。

实践支援复兴的“自然灾害对策行动程序”，同时为了
将灾害的损失控制在最小限度，推进“住宅防灾”规
格住宅的普及。
■“住宅防灾”三项活动
启发防灾意识

自然灾害对策行动程序

举办防灾体验型展览与讲座

对于人

作为企业

对于住宅

抵御强大灾害的基本性能
顾及到防灾的设计

按 震 级 达７级 大 地 震 开 发 的
“ＳＨＥＱＡＳ”。建设能反复对应地震

“住宅防灾”规格的普及

的住所。

“住宅防灾”规格
● 以灾后的独立生活为主题
● 创造出日常也可以使用的防灾用品

“确保生活空间”“确保水和食品”“确保能源”

■ 防御强大灾害的“住宅防灾”规格
太阳能发电系统

■“ＳＨＥＱＡＳ”的三大特征
1

将地震的动能转换为热能后吸收

照明与冰箱

热泵热水器

饮食

使建筑物的变形降低约一半
2

3

雨水收集罐

※发生的地震不同，降低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

对持续多次的地震有效，耐久性好

蓄电系统

免震装置

应急储备

有关“住宅防灾”的详情，请参考以下网页。
http://www.sekisuihouse.com/technology/safety/earthquake/index.html

4.1

4.4

4.5

4.7

4.13

4.27

4.29

正式开始重建施工、销售集成型重建住宅
● 宫城县石卷市的临时住宅竣工
● 临时住宅开工

● 召开集团全体对策会议
● 开始受理集成型重建住宅的订单

今后仍将举积水住宅集团的综合实力，
为早一日实现复兴努力行动。
● 东北本线等普通铁路的恢复施工完成了８０％

● 避难生活人数达到了１５万７６００人

● 仙台机场客机重新开航

● 东北新干线

全线恢复通车

Sekisui House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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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优质住宅与城市建设，

积水住宅集团简介

积水住宅集团通过承建独户住宅和租赁型住宅，销售独户商品房和住宅楼商品房，推进城市再开发等业务，创造极富人性化的住宅与
环境。作为住宅行业首家累计建筑户数达２００万户的领军企业，今后仍将继续履行社会责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作贡献。
（２０１０年度建筑户数为４万３３１７户

累计建筑户数达２０４万５０３９户）

工业化住宅承建业务

钢结构独户住宅、木结构独户住宅“ＳＨＡＷＯＯＤ”、租赁型住宅“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的承建与设计施工

钢结构２层建筑住宅“ＢｅＳａｉ＋ｅ”

木结构住宅ＳＨＡＷＯＯＤ“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ｓ”

钢结构３层建筑住宅“ＢＩＥＮＡ”

租赁型住宅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ＰＲＯ＋ＮＵＢＥ”
关联公司
● 积和建设东东京株式会社

及其他３０家公司
（建筑施工及园林绿化景观工程的施工）
● 积和ＷＯＯＤ株式会社
（住宅相关建材的采购和销售）

租赁型住宅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ＢＥＲＥＯ”

公司简介（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末）

经营概况

公司名称
总公司

２０１０年度的住宅市场，接连出台了住宅贷款减税、扩大生前赠与

设立日期
资本金
已发行股票总数
员工人数

积水住宅株式会社
日本国大阪市北区大淀中１丁目１番８８号
梅田蓝天大厦 东楼 邮政编码５３１－００７６
１９６０年８月１日
１８６，５５４百万日元
６７６，８８５，０７８股
２１，４２１人（集团）
、１３，４８６人（总公司单独）

事业所（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末）
設
营销总部
１５ 研究所
分店
１２３ 售后服务中心
工厂
５ 关联公司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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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征税的限额、补助金延长制度、环保住宅返点制度等各项举
措。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公司根据中期经营计划，将环保型住
宅“绿色先锋”作为事业推进剂，积极强化主干事业，通过集团
合作强化房产事业，并开展扩大事业的投资组合等活动。在
２０１０年８月迎来了公司创立５０周年，正如“回家吧，积水住宅”这
句广告语那样，累计实现建筑户数２００万户，并通过员工回访等

１
３２
１０６

途径向众多顾客表达了感谢之情。这些努力的结果使联合结算
销售额提高了约１０％，决算也一举从一年前算入盘点资产评价损
失后的赤字转变为了今年的黑字。

■ 联合结算各事业的销售额（２０１０年度）
其他业务
（园林绿化和造景、
翻新改造、
其他用途建筑
承建业务等）
１８３，８３１

２５．４％
房地产
租赁业务
３７７，６６７

１２．４％

工业化住宅
承建业务
（独户住宅、
租赁型住宅）
６９７，３８８

集团销售额
４６．９％
１，４８８，３６９
（百万日元）
１５．４％

房地产销售业务
（独户商品房、住宅楼商品房、土地）
２２９，４８３

履行社会责任
房地产销售业务

独户商品房、住宅楼商品房等的销售及大规模城市综合开发业务、商业设施等的买卖

关联公司
● 积和不动产株式会社

及其他５家公司
（房地产交易中介、销售代理）

住宅楼商品房业务示例“ＧＲＡＮＤＥ ＭＡＩＳＯＮ西九条ＢＩＯ”

独户商品房业务示例“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ＡＧＥ天神之杜”

房地产租赁业务

租赁型住宅“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租赁型公寓等的建后包租、房地产的租赁与管理等

关联公司

建后包租体系

● 积和不动产株式会社

及其他５家公司
（租赁型住宅的建后包租、房地产的租赁与管理等）
● ＳＧＭ管理株式会社

（物业管理、商业建筑的管理等）
● 积水住宅梅田管理株式会社

积水住宅集团下属积和不动产公司包租住房，
无论有否闲置，每月均向业主缴纳一定金额的
房租。积和不动产代替业主直接向住户租赁
房屋，是一种既能减轻业主负担又能实现稳定
经营的模式。长期和一贯的安心服务，赢得众
多的信赖。

（新梅田大厦的运营管理、为承租方提供服务等）

积和不动产建后包租业务内容
设定租金、招租、收缴房费、退房手续、定期清
扫、对应咨询等

租赁型住宅“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

住宅翻新改造、园林绿化、景观工程、钢筋混凝土等结构的住宅楼的承建及设计施工、海外事业等

其他业务

关联公司
● 积水住宅ＲＥＦＯＲＭ株式会社

（承揽翻新改造工程）
● 积和建设东东京株式会社

及其他３０家公司

（承揽翻新改造工程）
● 积和不动产株式会社 及其他５家公司

（承揽翻新改造工程）
● ＧＲＥＥＮＴＥＣＨＮＯ积和株式会社 及其他２家公司

（承揽园林绿化、景观工程）
● 株式会社ＳＥＡ

（出版与住宅有关的图书、代理广告）
等

园林绿化和造景业务示例

海外事业（在中国的计划）

■ 集团销售额

■ 集团经常利润
（百万日元）

1,596,183 1,597,807
1,514,172

114,822

■ 集团当年纯利润

■ 集团员工人数
（人）

114,086

1,488,369

62,663

1,353,186

77,072

21,536

22,309

22,254

21,745

2007

2008

2009

60,352

（百万日元）

21,421

（百万日元）

56,271

30,421
11,516
-29,277

-38,758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年度）

2006

201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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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领导致辞

ommitment

解决地震等造成的各种社会课题，
为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开展活动
第二，是建设安全、放心的住房。不必多说住宅是顾客生命与
财产的保护所。同时，我们也深刻地体会到，住房也是心灵的保护
所。在此次地震中，很多人失去了宝贵的住房和故乡的环境。虽然
地震导致全毁或半毁的建筑数为零，但我们要牢记这一点，投入到
复兴住宅的建设中去。同时，我公司作为社团法人预制建筑协会的
一员，要全面协助国家和受灾自治体建设约４０００户临时住宅。
第三，是能源问题。在生命线被切断的灾区，对这一点的感触
颇深。今后我们将积极开展节约能源、降低１５％峰值用电的活动。
此外，今后造能、节能住宅的建设日显重要。说明我们将环保型住
宅“绿色先锋”作为事业推进剂开展事业活动的决策十分正确。

作为领军企业，引发住宅产业的活力
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约有２０年持续通货紧缩，作为
对扩大内需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住宅产业，现在终于看到了恢复的
曙光。
我公司作为住宅产业的领军企业，一直积极向政府提议通过开
展对社会和经济有巨大影响的住宅建设，引导和促进景气恢复。通
过导入环保住宅返点制度和延长太阳能发电系统补助制度金等，为
扩大内需、提供就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我对此深感欣慰。国土交
通省也将住宅产业定位为日本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主干产业，不仅
将提供高品质的新建住宅，还要通过住宅的流通和改造促进形成更
优质的房产。
问题在于要保证这些住宅的品质。过度追求削减成本、精简机
董事长兼ＣＥＯ

和田 勇

构等均衡缩小型经营，对住宅的品质产生了影响，这完全是本末倒
置。我公司一直致力于普及高品质住宅，为社会提供了约达东京２３

通过地震意识到肩负的３项职责与责任，
要将其与今后的事业发展相结合
３月１１日发生的大地震，造成了难以想像的巨大灾害。在此向
所有受灾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慰问，也期盼着灾区能够早一日实现
复兴。
通过此次的地震，我公司在以下３方面获得了重新认识。

09

区内家庭总数一半的约２００万户住宅。今后仍将继续引领日本住宅
产业的成长和发展，面向未来努力提供可实现造能、节能的优质
住宅。

将住宅定位为解决社会课题的核心，
履行社会责任
住宅是个人资产，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因此也是各种社

第一，是顾客第一的姿态。在发生特殊情况时，直接赶到顾客

会问题的核心。考虑到从建设到入住后的生活，最后到拆除的周期

身边。可以说这种姿态正是我公司的原点和ＤＮＡ。所幸，我公司的

循环，对生活、经济、环境等都将产生超出想像的巨大影响。从防

生产和营业基地均未遭受巨大损害，可以毫不耽搁投入到跟踪顾客

止地球温暖化的观点出发，削减一般家庭的ＣＯ２排放量已经成为非

的工作当中。

常紧要的课题。受逐渐扩大的少子化、老龄化影响，世代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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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近邻关系淡漠致使交流不畅等，可以说住宅中存在今后亟需

工厂，至今已有超过５万人前来参观，为环保型住宅的启发活动发挥

解决的诸多课题。

了很大作用。

正因为如此，在这半个世纪共向社会提供了约２００万户住宅的

我公司的环境保护对策通常放眼于１０年、２０年之后，这如同领

我公司所肩负的责任更为重大。我们将秉着“现在社会中出现的问

跑选手一样需要不断尝试修正方向，其间必然伴随着犹如新生命降

题，通过住宅这种社会资本能够解决”的信念，更进一步加固社会

生时的痛苦。尽管如此，只要是必须要有人去做的事，那我们自己

基盘，使人们能够健全、安心地生活，履行好社会责任。

就要站出来率先开辟道路。这种姿态自我公司创业以来一直未曾
改变，我们总是能在时代的前进中迈出新的一步。

最早发表了“环境未来计划”。

“绿色先锋”的普及

积极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在创立我公司的５０年前，所谓的住宅产业领域还未确立。在高

是迈向低碳社会的巨大一步

速成长期，企业大量生产、消费，循环往复，其结果造成反复耗费大
量能源，导致了环境污染和对生态的破坏。

为了节能，无须居民强忍不快，而是在舒适的生活中削减ＣＯ２。
这就是２００９年发表的环保型住宅“绿色先锋”的思路。对于顾客而

为了改善这样的情况，我公司早在１９９９年就发表了“环境未来

言，这样的住宅兼具舒适性、经济性、环保３大优点，在具备高隔热

计划”。将环境作为关键，认真思考身为住宅企业能够做些什么，对

性等基本性能的住宅内，运用太阳能发电系统、高效热水器、家庭

独户住宅推广了“下一代节能规格”的标准化，在２００１年开始实施

用燃料电池等环境技术，使生活中５０％以上的ＣＯ２得以削减。在大家

“５棵树”计划等，领先其他公司积极开展环境推进活动。

的支持下，
“绿色先锋”的签约比率已突破新建住宅的７０％。

在京都议定书生效的２００５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宣言”，设定

特别是太阳能发电结合燃料电池，使ＣＯ２大幅削减的“绿色先锋

了使我公司供应住宅产生的ＣＯ２排放量较１９９０年降低至少６％的目

升级版”住宅的销售业绩还在不断增长，我们希望在实现我公司提

标。２００８年，导入太阳能发电和燃料电池，发表了使生活中的ＣＯ２置

出的２０５０年中长期目标以前，力争使其成为“零排碳住宅”的代名

换排放达到零的“零排碳住宅”，明确了在保证舒适生活的同时，也

词，为市场所接受。

能实现大幅削减ＣＯ２，适合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理想模式。此外，在同
年召开的北海道洞爷湖峰会上，日本发表了到２０５０年ＣＯ２排放量要

我们基于低碳社会必将实现的坚定信念，将推动各项事业活动
在中长期过程中不断进化发展。

削减６０％ ～ ８０％的目标，为响应此目标，我公司制定了到２０５０年实
现住宅ＣＯ２零排放的２０５０年远景构想。在国际媒体中心前设置了
“零排放住宅”，将该构想具体化，并向世界展示了利用日本现有的
技术就能够实现普通住宅的ＣＯ２零排放，彰显了科技的先进性。该
“零排放住宅”在北海道洞爷湖峰会结束后，被搬运到我公司的关东

为了使１００％削减ＣＯ ２ 的住宅成为日本的标准
世界的变化趋势

温室效应气体

温室效应气体

削减２５％

削减８０％

（与１９９０年相比）

（与１９９０年相比）

目标姿态 ※
将置换能源消费为零设置在新建住宅基准中

２００８年
积水住宅开展的活动

开始销售１００％削减
ＣＯ ２的“零排碳住宅”

２００９年

正式推行
“绿色先锋升级版”
。
销售了８７０栋

２０１０年

新建独户住宅的
“绿色先锋”
比率达到了７０．６％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５０年

通过扩大销售、
普及“绿色先锋升
级版”，增加“零排
碳住宅”的总量

中长期理念

使全部
新建和已建住宅成为
“零排碳住宅”

※经济产业省“能源基本计划方案”２０１０年４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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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实现削减，认识到需要提高废弃物管理的正确性，因此在日

积极推进生态系统的维护和资源循环活动

本率先开发和导入了使用“ＩＣ标签”的“下一代零排废系统”。该系

我公司开展的环境活动获得了极高的评价，２００８年被环境省认
定为“环保先驱企业”，执行了“环保先驱承诺”。在该承诺中，除了
削减ＣＯ２之外，还声明要推进开展复活生态系统网络、促进资源循环
的活动。
对于“复活生态系统网络”，自２００１年开始推进“５棵树”计划，

统能够正确地掌握每一栋建筑的正确数据，有助于强化有效的资源
活用和对废弃物的可跟踪性。

注目不远将来的生活
推进智能住宅技术的实用化

是在自家的庭院中选种适合地区气候土壤树种的园林绿化事业。

本次地震造成的核电站事故导致电能供应状况恶化，这使我们

以故乡的后山为蓝本，在原有树种、再造树种为主的空间内，小鸟

推进的“绿色先锋”所采用的太阳能发电和燃料电池等分散型发电

和蝴蝶等自由飞舞，可以得到与各种生物接触的机会。

的意义越发显著。融合分散型发电电能的系统正是智能电网的思

由 于２０１０ 年 召 开 了 生 物 多 样 性 条 约 第１０ 次 缔 约 国 会 议
（ＣＯＰ１０），积极开展维护生物多样性活动的企业逐渐增多，我公司

路。我公司为了早期实现该技术，正在与国家和其他行业的企业合
作，着手多个项目。

从１０年前就已经开始推进，至今已累计植树达７１６万棵。从２００８年

我公司参加了总务省的委托事业“智能网络项目”，该项目是

开始持续实施“生物调查”，结果表明栖息有多种生物，今后还将继

为了实现低碳社会而制定通信规格并进行验证，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开

续推行“５棵树”计划。

始，在横滨建设的实验楼内开始了实证实验。并从２００９年开始，与

为了确保能够持续使用木材，采购的木材是顾及到采伐地森林

大阪煤气株式会社共同开展“智能型能源住宅”的实证实验，使用

环境和地区社会环境的木材“合理木材”。我公司独自制订了“木材

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蓄电池，建设了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ＣＯ２零

采购指南”，推进“合理木材”的采购。同时还得到了供应商的协助，

排放目标的住宅。为了在２０１５年实现实用化，开始实施了３年时间

采购水平年年都有所提高。

的居住实验，市场的早期导入也已进入了议事日程。其他方面，新

对于“资源循环活动”，我公司已经实现了在新建、改造等施工

一代智能住宅的销售，及居民居住型智能电网条件的居住实验等也

现场的零排放。通过减少废弃材料，以及促进废弃材料重新资源化

已经开始。这些全部都是初次试行，建筑物都是以我公司的“绿色

的活动，使施工现场产生的废弃材料仅为开展活动前的一半。为了

先锋”、
“绿色先锋升级版”为基础建成的。

“智能住宅”和“智能电网”概要

～从“能源消费住宅”转变为“能源供给住宅”～

统合家庭内的能源，
优化能源供需平衡的智能住宅

太阳能电池

蓄电池

照明

空调

发电厂

热水供应
地暖
信息家电

燃料电池
家庭服务器

利用智能电网供给能源
Solar Panel

能源供给住宅

汽车共享
（ 电动汽车、燃料电池车）
精简的城市

按地区单位优化能源供需平衡的智能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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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住宅、办公大楼

从现在开始，住宅将迎来统一管理信息、家电和住宅设备机器
等成为必然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住宅将从消费能源的场所转变
为供给能源的场所。进一步，住宅将优化供需平衡后予以供给，成

凭借对人与社会的热情
迈向新的５０年

为地区单位中高端能源通信网络的重要构成要素，能够为低碳社会

有不少人认为日本今后不会再有大的经济成长。我认为，恰恰

的实现作出巨大贡献。可以预见商业机会还将扩大，我公司将继续

是在这样的时期，才更应该拥有强烈的“成长”意识。向成长在通

开展实证实验，以实现早期的实用化。

货紧缩时代的年轻一代，展示我公司的海外事业前景，我希望告诉
他们“机会如此多，要更加自信”，
“只要有胆识，就有机会活跃在世

在海外也获得高度评价的环境技术。

界各国”，来从背后给予他们有力的支持鼓舞。

各国都在推进相关项目

创业以来经过了５０年，我公司向顾客提供了超过２００万户的诚

２０１０年度正式开始展开海外事业。我公司在住宅建设和环境

心优质住宅。在“创造极富人性化的住宅和环境”中，必不可缺的

问题对应活动中的姿态，得到了海外行政当局和大型开发公司的认

是对人与社会的热情。我公司的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将一如既往地

同与协作，在澳大利亚、美国、中国等地具体开展了项目。将来的

团结一致，向新的５０年迈进。

目标是使年销售额达到２０００亿日元的规模。
获得海外高度赞赏的是我公司的环境技术和节能技术。在北

董事长兼ＣＥＯ

和田 勇

海道洞爷湖峰会建设的“零排放住宅”就是我公司技术实力和理念
的具体体现，以此为契机，我公司的住宅品质也得到了海外的认可，
自信得到了很大提高。
我公司作为住宅产业的领军企业，肩负着将日本的高品质住宅
和环境技术国际化的使命。今后，不仅为了在日本，更为了在世界
范围构筑可持续发展社会，将不懈开展活动。

正式开展海外事业

在中国开发大面积绿化，
顾及到环保的大型公寓

推进适应当地风土和文化的城市建设
澳大利亚的“Ｃａｍｄｅｎ Ｈｉｌｌｓ”

在中国还展开公寓和宾馆的综合开发等项目
※所有图片均为完成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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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集团综合实力，为支援灾区复兴竭尽全力，
履行社会责任
返回原点，明确“应当保护的东西”，
举步迈向下一个５０年
我公司于２０１０年１月，在创立５０周年之前就已经实现了２００万的
累计建筑户数。现在正迎来了重大转折点，积水住宅集团将再度返
回原点，为了构筑下一步的成长战略，明确“应当保护的东西”和“应
当革新的东西”，来实现进一步的成长。
“应当保护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祈望他人幸福，坚定与人快乐为
己快乐”
，这个企业理念的基本哲学是“以人为本”
。任何时候都始终
不渝地对顾客和客户充满感谢之情，使作为“命运合作共同体”共同从
事工作的每位从业人员相互充满感谢之情。这样的ＤＮＡ使得我们能够
在地震之后立即奔赴顾客身边，体现到了实际行动当中。
从营业、设计、生产、施工，到售后服务改造，全部构建了由我
公司集团负责的体系，这是其他公司所无法比拟的强项。在售后服
务部门，有１４００人的专业服务人员，这占到了全体从业人员的约１成，
今后将为顾客提供更为充实的服务。
继而我们还要通过强化积水住宅集团的协同合作，彻底实现ＣＳ
（顾客满意）。推进积和建设、积和不动产等积水住宅集团各公司间
的信息共享。进一步强化全体员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姿态，实现今
后房产商务的发展。
“回家吧，积水住宅。”，我们希望任何时候住户都能这么想。这
一点是我们至今未曾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的愿望和决心。

企业理念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制定）

地震使我们重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

我们的根本姿态

深感社会责任之重大

真诚·信赖

以人为本 ・・・・・我们的基本哲学
每一个生命都是无可替代的、
宝贵的，我们祈望他人幸福，
坚定与人快乐为己快乐的奉献精神，
真诚踏实地做好每项工作。

３ 月 １１ 日发生的大地震瞬间夺走了无数生命，摧毁了许多社
会基盘。在此向灾民和相关者表示衷心的慰问。地震发生后，我公
司迅速设立了对策本部，采取了确认顾客安全，运送支援物资等行
动，现在正在将重心转移到建筑物的修复和住宅重建的活动当中。

我们的基本哲学

以人为本

遭遇了这次灾害后，有许多顾客由衷地说“采用积水住宅真好”
，
我们更深切地感到提供安全优质的住宅任重道远。在地震中，我公
司的减震系统“ＳＨＥＱＡＳ”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
从耗能的观点来看，
推广环保型住宅“绿色先锋”也愈来愈彰显出其重要性。我们希望
举积水住宅集团的综合实力为灾区和日本的复兴贡献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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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事业的意义

最好的质量与
最先进的技术

创造以人为本的
住居与环境

进一步推进“绿色先锋”，
以实现节能与舒适兼备的目标

“应当革新的东西”
指强化现场能力和地区营销

推进舒适性与经济性兼备的环保型住宅“绿色先锋”是中期经

“应当革新的东西”是指通过机构改革强化现场能力和彻底实

营计划的事业战略之一，现在签约十分顺利。２０１０年度的签约比率

施地区营销战略。首先是强化现场能力，从总公司转移人员至营业

占新建独户住宅的７０．６％，占租赁型住宅“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的１９．０％。新

现场，致力于培养我公司最大的经营资源“人”。

建独户住宅中采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为１万９３１栋，采用燃料电池

其次，考虑地区的潜在需求，促进地区营销，通过强化更有效、

２９７４台，采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为８９０栋，这些数据均

机动的体制，集中严格选任的人才等方法，实现提高收益率的目标。

居住宅行业首位。独户住宅整体的ＣＯ２削减率为４９．４％（与１９９０年相

最后在全公司机构改革中的优化生产线一环上，启动了５０周年纪念

较）。２０１１年度的目标设定为５２％，正在积极开展活动。

品“ＢｅＳａｉ＋ｅ”的新生产线。至此，提高了自动化率，提高了品质与生

“绿色先锋”在彻底提高隔热性能、通用设计等基本性能的基础

产效率，降低了成本并实现了各住宅完全分别生产。

上，又结合了太阳能发电系统和燃料电池，这样确保了舒适性和经
济性，是大幅实现了削减ＣＯ２排放量的环保型住宅。“绿色先锋”之所
以获得了如此高的采用率，我们认为是缘于对如何在社会中推广所

彻底强化守法经营
在企业活动中守法经营极为重要。不能轻视社会规则，一味追求

进行的战略性思考，ＣＳＲ委员会和营业部会等彻底开展的ＰＤＣＡ循环
验证，以及客户的大力支持。
特别是对燃料电池，在其效果还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时期就开始

利益，而应根据企业理念，坚定责任感、使命感、伦理观，与顾客以及包
括从业人员、客户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一起构筑公正的关系。

参与实证实验，积极促进其普及。我公司获得了“环保先驱企业”的

我每次都尽可能地出席对于守法经营非常重要的总务部长参加

认定，我们认为这正是时代终于赶上了我公司参与诸多环境课题步

的会议。同时，努力强化每一事务所实施的“管理意识调查”的检查

伐的一种证明。

体制。为了维持每一位从业人员进取的志向，各现场的领导要建设

今年夏天，由于核电站停止，白天用电高峰时的电能供应岌岌
可危。“绿色先锋”使用太阳能发电系统和燃料电池，可以削减高峰

相互信赖的和谐职场，在启发成员意识的同时，彻底贯彻守法经营，
并不断提高其水平。
今后，我们还将在全集团内贯彻以人为本的诚实健全的经营。

用电并同时获得舒适的生活。本次地震后，众多顾客反馈说停电时
太阳能发电系统发挥了很大作用。２０１１年度，计划在全体契约栋数

代表取缔役社长兼首席运营官

增加的同时，将全公司“绿色先锋”的平均比率提高到７５％。具体目

阿部 俊则

标 是 新 建 太 阳 能 发 电 系 统 独 户 住 宅１万２０００栋，安 装 燃 料 电 池
３５００台。

■２０１０年，我公司连续２年获得了由日本财团ＣＳＲ评比的“令日本自豪的ＣＳＲ先进企业”第一名。并于２０１１年２月，获得了由株式会社ＩＮＴＥＧＲＥＸ颁发的，用于表彰重视
守法经营、诚实和高透明性企业的“２０１１日本内部控制大奖”
（“诚实企业”奖）的优秀奖。

我们的承诺（２０１１ 年度）

● 根据“５棵树”计划，致力于生态系统的维护，保持每年植树１００万株的

目标。
● 汇聚集团的综合力量，面向东日本大地震灾区住户开展支持和恢复

援助、建设临时住宅、重建住宅的活动。
● 作为降低居住时排碳量的对策，推进“绿色先锋”
，努力推动住宅节能

和太阳能发电系统（目标为１万２０００栋）、燃料电池（目标为３５００台）的
普及。
● 基于“挑战２５宣传活动”
，开展减轻环境负荷的活动。同时，作为“环

保先驱企业”，积极开展夏季峰值节电１５％的活动。
● 通过提供高抗灾能力的住宅、通用设计，以及顾及环境、健康的“防化

学物质污染规格”等安全、放心、舒适的住宅，形成优良体质的房产。
● 为了保证住宅长期适宜居住，推进独有的保证系统与户主住宅收购

再生事业“持续循环”，为形成新的住宅流通市场作出贡献。

● 根据“社区建设宪章”
，营造富饶的环境和交流空间，推进宜居的城市

建设。
● 坚持生产、施工、售后服务、翻新改造这４个部门的零排放，通过活用

“ＩＣ标签”，实现废弃物产生量的削减和重新资源化。
● 与集团各公司和合作施工店共享理念，协作实施施工品质管理和人

才培养，从而达到共存共荣。
● 为了确保能够持续使用木材，推进“木材采购指南”的普及，与供应商

协同行动，促进“合理木材”的采购。
● 提供女性就业支援，还积极支持多样化人才和下一代人才的培养。
● 在全部业务中彻底贯彻守法经营，促进提高从业人员的意识和建立

正确的业务推进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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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 色 先 锋 ”将
“ 可 持 续 发 展 蓝 图 ”具 体 化
我公司自创立时起所有员工就齐心协力，

■ 基于“四项价值”的“１３ 个方针”
（２００６ 年制定）

可持续发展蓝图

半个世纪以来与顾客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

能源
资源

关系。一路走来，我公司始终坚持为顾客
提供满意的住宅。２００５ 年发表的“可持续
发展蓝图”是将既往的活动总括起来，面
向未来而提出的远景。今后我们将继续追
求提供“任何时候都感觉舒适”的住宅，
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贡献力量。

化学物质
生态系统

世代相传
环境
价值

人文
价值

健康舒适
美好富饶

可持续发展社会，是指以地球生态
系统原有的平衡为基础，保证现在
到将来所有人都能够舒适生活的社
会。积水住宅通过提供顾客满意的

可持续发展

知慧与技能
地区经济

经济
价值

住宅，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作出
社会
价值

合理的利润与
回报社会

相互依存
促进地方文化发展与结缘
培养人才

贡献，同时还力求成为“住宅环境
创造企业”，始终领先提供在该社
会中的生活。

为了实现环境、经济、社会、人文“四项价值”的平衡经营，具体落实到
“１３ 个方针”，并据此推进可持续的企业活动。

为了提高预制住宅部件材料的生产品质
为了使顾客能够接受和安心，进行实物展示

1973 滋贺、关东两家工厂被认定为优良工厂

1966
参加了日本全国
首次综合住宅展览
1960

由于预制住宅的品质亟待提
高，在出于保护消费者的视角
而创设的“通商产业省大臣登
录工业生产住宅等品质管理优
良工厂认证制度”下，荣获了
行业第１名的认定。

在开始建造住宅之前，能够确认
实际的外观和室内空间、设备
等。这种销售手段是划时代的。

创立了
积水住宅

1970

1960
由公司自行管理保证了施工的高品质
提高了设计自由度和舒适性的预制住宅新提案

1961 “Ｂ型”发售

作为加强“责任施工”体制的举措，首先在
神户、阪奈、滋贺、大阪南设立了积和工事
（后来名称变更为积和建设）。此后全国多
地均有设立，作为积水住宅集团的一员提供
高品质的施工。

预制住宅采取在工厂内生产规格化的部件材料，
到现场组装的形式，使高效、高品质提供住宅成
为可能。“Ｂ型”在行业首次采用公制米方法和铝
合金窗框。而且独有的构造法使得设计自由度和
舒适性有了飞跃性的提高。

1964

15

1973 设立积和工事

作为预制建筑公司第一个获得了
“住宅金融公库计划建设销售事户主体”认定

1961

滋贺工厂开始运营

1964

由代理店销售向直接销售体制转换

1970
1973

关东工厂开始运营
山口工厂开始运营

1962

东京都的常住人口突破１０００万

1963
1964

设立了预制建筑协会
住宅金融公库 工厂生产住宅承诺制度启动

1966
1970

实施住宅建设计划法
住宅金融公库 开始对公寓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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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时 代 ，
始终保 护 住 户 的 生 命 和 财 产
融入“各户自由设计”的思想，
创造安全、安心而且舒适的住宅

作为住宅，作为社会资产，
坚持创造不褪色的价值

在住宅需求旺盛的背景下，１９６０年成立了我公司。领先行业最

高度经济成长下大量产品被供应到社会，人们的生活变得丰裕，

早采用了公制米方法和铝合金窗框、灵活设计承重墙的“统一框架

同时粗制滥造也使各种消费者问题突显出来。１９７０年代，住宅行业

系统”。通过出售既考虑到量产，又拥有居住性和高设计自由度的

也由于预制住宅的缺陷等引起过社会问题。

预制住宅，牵引了住宅产业的发展。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公司为了提高预制住宅的可靠性，为

１９６４年，为了彻底实现“顾客第一”，结束了原来的代理店销售

了向顾客提供安全安心的高品质住宅，组织所辖工厂取得了“通商

方式，转换为从签约到完工、售后服务全过程一条龙服务的直接销

产业省大臣登录工业生产住宅等品质管理优良工厂”认定（１９７３年），

售、责任施工方式。

设立了责任施工体制基础的积和工事（１９７３年），实施了行业首个实

这种思想在提供安全安心舒适住宅中一直得到了传承。

体大模型振动实验（１９７９年）等，开展了各种活动。
此外１９７０年代，随着能源消费的增加，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是
从资源枯竭的角度使人们认识到了节能必要性的时代。住宅产业也

作为“命运合作共同体”，
提高顾客的满意度

从缓解需求量的不足时代，进入到追求舒适性、设计性、高环境性能

企业是人的集团，企业活动是所有人的共同工作。特别是住宅
建设，在交房前有很多工程，如果所有员工的思想不统一，就无法做

等高品质的时代。我公司推动了“ＰＳＨ－２１（被动式太阳能房屋）的开
发和残障者专用住宅建设等活动，既响应了社会的需求，又创造出
了新的价值。

到使顾客满意。
我公司作为“命运合作共同体”，贯彻了融汇“以人为本”基本哲
学的企业理念，所有员工团结一致，致力于住房建设。集团公司和
合作施工店组织的“积水住宅会”，也共享了这个理念，目的就是为
顾客提供高品质的住宅。需要生产部门和施工现场通力合作的“零
排放”项目，积和不动产和积水住宅ＲＥＦＯＲＭ联合运作的户主住宅收
购再生事业“持续循环”等，这些正是因为积水集团在住宅生命周期

利用自然能源解决能源问题

的各个方面都有参与才得以实现。

1982 “ＰＳＨ－２１”发售
利用自然日照和风力，减少空调的能源消
耗，同时实现舒适室内环境的“ＰＳＨ－２１
（被动式太阳能房屋）”。
１９８５年第一个获得了优良省能源住宅的建设大臣认定

1980
成为对应高龄化社会的先驱者
保护生命和财产，重点放在耐震性能
培育社区的城镇建设

1977 开始出售“Ｃｏｍｍｏｎ Ｌｉｆｅ Ｏｓａｙｕｋｉ”
伴随着高度成长，面对
城市居住、家族核心化
等带来的社区解体的社
会问题，以增加人与人
的交流为主题，将
“Ｃｏｍｍｏｎ”（共有）作
为关键词开始出售住宅
用地。

1974

根据工业化住宅性能认证制度
“积水住宅Ｂ”获得了建设大臣的认定

1979
住宅行业首次实施
实体大模型振动实验
重现１９７８年的宫城县海岸地
震的地震波，实施了住宅行
业首次实体大模型振动实
验。

1976

积和不动产设立

1980
1982

静冈工厂开始运营
开始１０年品质保证制度

1973
1973

创设了工业化住宅性能认证制度
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9
1979

第二次石油危机
实施有关合理化使用能源的法律（日本节能法）

1981 建造了日本首个
“残障者样板房”
旨在帮助残障者实现社会自
立，协助开展了“推进神奈川
Ｔｏｍｏｓｈｉｂｉ运动的县民会议项
目”，承担了“残障者样板
房”的建设。

1985
1986
1987
1987
1988
1989

兵库工厂开始运营
第一个“生涯住宅”展厅开业
“ＩＳ ＳＴＡＧＥ”发售
售后服务中心设立
“六甲岛ＣＩＴＹ”开始入住
举行第一次“住宅参观日”

1980
1981
1985

通商产业省 新住宅开发项目开始
执行新耐震设计基准
采纳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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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先锋”将“ 可 持 续 发 展 蓝 图 ”具 体 化

将可持 续 性 的 行 动 与
“绿色先 锋 ”紧 密 联 系 起 来
提供适于长久居住的宜居住宅，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

作为“环保先驱企业”，
推进环保型住宅的普及

社会经历了从追求量到追求质的时代变化，对住宅的希望越来

“社区建设宪章”的制定和独自的地震减震系统“ＳＨＥＱＡＳ”，户主

越多，并且呈现出多样化。从统一的、普遍的，变化到更加追求个性

住宅收购再生事业“持续循环”等，为了使“可持续发展蓝图”具体化，

化。而且到了１９９０年代，原来被当作资源枯竭和公害的环境问题，

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行动。作为其成果，在２００８年住宅行业首家被认

成为了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得到了更为全面，

定为“环保先驱企业”，作为住宅行业的先驱，受到了社会更多的期

更为全球化的认识。

待。在２００９年，对以往住宅建设的活动进行总结，发售了兼具“舒适

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９９年我公司领先行业，发表了旨在实现环境
经营的“环境未来计划”。进而在２００５年升级到“可持续发展蓝图”，

性”
“经济性”
“环保性”的环保型住宅“绿色先锋”。全公司上下动员
共同推进普及活动。

考虑“环境价值”
“社会价值”
“经济价值”
“人文价值”四种视点的平
衡，发表了将持续可能的企业活动作为基轴的宣言。在满足顾客要
求提高舒适性，以及追求耐震性和耐久性、隔热性等基本性能的同
时，积极推进企业对环境保护方面的社会责任。

担负未来的环境技术与住宅的融合

1990 “综合住宅研究所”起用

1997 “太阳能∑·Ａ”发售

创立３０周年的纪念事业的活动之一就是“综合住宅研究所”的起
用。这是一个提出新生活模式的公开型研究所。

在一般人还不太关心环
境 的 时 期，
“太 阳 能Σ·
Ａ”就把太阳能发电系统
作为标准配备。屋顶和
太阳能建材一体的设计
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也
成为了太阳能发电系统
销售扩张的契机。

1993

1990

累计建筑户数

2000

达成
１００ 万户

实现舒适室内环境的技术也能够减轻环境负担

1996 “Ｃｅｎｔｒａｇｅ Σ”发售

2001 “５棵树”计划

高隔热，高性能防热隔热多层
玻璃板的标准化，既实现了开
放的自由空间又实现了高节能
性。此后，２０００年在所有独户
住宅中实施“防热隔热多层玻
璃”加“隔热铝合金窗框”的
标准化，２００３年开展下一代节
能规格的标准化，广泛推动舒
适经济的生活与环保的兼容。

庭院建设以地区的原有树种、再造树种为中
心，提出和鸟类昆虫一起享受丰富生活的方
案。从后山学习庭院建设，保护身边的生物
的多样性。

1990
1992
1992

2001
内部装饰材料统一
为Ｆｃ０、Ｅ０规格
为了实现健康的生活，在建筑基准法实
施之前，就对空气质量进行了最高标准
释放基准的标准化控制。

和生物共生度过丰富的每天与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兼顾

1995
1997
1997

17

对于致病住宅问题，
提出了良好空气环境的方案

研究者与生活者共同思考住宅问题

ＳＨＡＷＯＯＤ住宅事业开始
“住宅梦工厂”开幕
东北工厂投产

制定防止全球变暖行动计划
在巴西举行了地球论坛
通告新节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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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1999
1999
1999
1993
1994
1995
1997

“Ｕ－ｔｒｕｓ延长保修体系”开始
通过“ＧＲＥＮＩＥＲ－ＤＹＮＥ”实现了下一代节能规格的标准化
发表“环境未来计划”
设置环境推进部

环境基本法实施
通商产业省 开始了生活价值创造住宅开发项目
阪神大地震
采纳了京都议定书

住宅生命周期全部都由我公司集团实施全程体制，
推进彻底的资源循环

2002 实现工厂零排放
全国的生产工厂实现
了零排放。资源循环
的范围扩大到了２００５
年的新建施工现场，
２００６年的售后维护部
门，２００７年的翻新改
造施工现场。

2002
2003
2003
2003
2000
2000
2001
2002

行业首家确立了通用设计基准
独户住宅的下一代节能规格标准化
屋瓦一体型太阳能发电系统发售
“免震住宅”发售

通商产业省 开始了资源循环型住宅技术开发项目
促进确保住宅质量等相关法律（品确法）实施
绿色采购法全面实施
建设回收法全面实施

保护地球环境和舒适生活的兼得

2009
“绿色先锋”发售

在住宅中导入
最新的环境技术

2005
东京的出让
地中首次采用
燃料电池

建设作为社会财产的
使人们能够长期居住的城市

将可持续性作为
企业活动的基轴

配合土地条件和生活方式，保证同时实现高质
量“舒适性”“经济性”“环保性”的住宅建
设。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我们将此作为
标准住宅努力予以推广。

2005
2005
制定
“可持续发展宣言” “社区建设宪章”

2010

积水住宅 绿色先锋

保持“环境价值”“社会价值”
“经济价值”“人文价值”这四
项价值平衡的同时，推进事业活
动，为构筑可持续发展社会做出
贡献。

在城市建设中追求时间越久
越美的“成熟美”。

2004
“节能·防灾住宅”发售
保证受灾后也能够支撑自立生活的“生活空间”
“水、
食品”
“能源”的住宅。太阳能发电系统和雨水收集
罐在日常的环保生活中也发挥着明显的效果。
太阳能发电系统

从转手到成为房产。
创造出“再生住宅”的
新市场

2007
“持续循环”开始
使珍贵的住宅重生，有效利用资
源。给予新建同等的保证，让后继
的家庭也能够安心居住。

照明与冰箱

热泵热水器

饮食
雨水收集罐

蓄电系统

应急储备

免震装置

2004
2004
2005
2005
2005

积水住宅ＲＥＦＯＲＭ株式会社设立
获得了新建施工废弃物处理的“广域认证制度”的认定
设置了ＣＳＲ委员会
设置了ＣＳＲ室
开始执行遵守京都议定书的“行动计划２０”

2005
2006

京都议定书生效
住生活基本法实施

达成
２００ 万户

2010

旨在可持续利用木材，
采购“合理木材”
无论紧急时刻还是每天，坚定地支援生活

累计建筑户数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7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9

2007
制定
“木材采购指南”
联合供应商和环境ＮＧＯ，除确保
合法性外，还从保持生物多样
性和采伐地的社会性、防止全
球变暖等广视角开展木材的采
购。

设立了“可持续性设计实验室”
“行动计划２０”获得了防止全球变暖活动环境大臣表彰
设立了防止变暖研究所
开始推进“人才可持续发展”
设置了推进女性活力化小组
生产工厂、新建施工现场、售后维护、
翻新改造施工现场４部门实现零排放
采用家庭用燃料电池的“零排碳住宅”发售
建设、住宅行业首家获得“环保先驱企业”认定
在北海道洞爷湖峰会中协助建设“零排放住宅”

环境省创设“环保先驱制度”
设立了优良房产住宅推进协商会（ＳｕｍＳｔｏｃｋ）
开始了长期优良住宅认证制度

采用大臣认定的“减震构造”，
普及安心的住宅

2007 减震系统
“ＳＨＥＱＡＳ”发售
独自开发出可以吸收地震动能并转换成热
能的减震技术。大幅减少了住宅的变形，
延长了住宅的寿命。

2010
2010
2010
2010
2010
2011

开始了“智能住宅”的实证实验
在全国导入使用“ＩＣ标签”的“下一代零排放系统”
开发并发表了新构造房屋“Ｎｅｗ Ｂ６０系统”
开发并发表了新隔热规格“Ｇｕｒｕｒｉｎ隔热”
发表了舒适生活提案“Ｓｌｏｗ Ｌｉｖｉｎｇ”
开始了钢筋轴组运输的Ｍｏｄａｌ Ｓｈｉｆｔ

2010
2010
2011

开始了“挑战２５宣传活动”
召开了生物多样性条约第１０次缔约国会议（ＣＯＰ１０）
东日本大地震
Sekisui House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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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先锋”将“ 可 持 续 发 展 蓝 图 ”具 体 化

今后仍 以“ 绿 色 先 锋 ”为 中 心 ，
为实现 可 持 续 发 展 社 会 努 力 开 展 活 动
仍在进化的“绿色先锋”。
顺应时代的要求，今后仍将继续对应
● 安全放心

２０１０年，我公司通过兼具“舒适性”、
“经济性”、
“环保性”的环

● 健康

保型住宅“绿色先锋”，削减了居住时的ＣＯ２排放量。较１９９０年削减
了４９．４％。除节能功效，
“绿色先锋”还采用了太阳能发电系统和燃
料电池等造能设备，其签约栋数占到了新建独户住宅的７０．６％。此
外，装备了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租赁型住宅“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 绿色先锋”的

舒适性

签约栋数，占到了全体的１９．０％。
我公司今后仍将一如既往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响应顾客

一生一世的
舒适生活

和社会的期望，挑战环保型住宅的建设，履行面向未来的企业的社
会责任。

客户的三大收获

2011

经济性

环保性

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
美好生活

同自然和谐共存的
幸福生活

■“绿色先锋”占新建独户住宅的比率
（％）

75％

70.6 ％

（目标）

52 ％
13 ％
2008

2009

2010

2011

（年度）

● 长期优良住宅

● 削减ＣＯ２排放量、
零排放

● 削减煤气和电费

●
“５棵树”计划

■ 新建独户住宅 ＣＯ２ 排放的削减量

换算后相当于200.8万棵树木

28,179 吨·ＣＯ２／年

2009
2010

换算后相当于172.8万棵树木

24,241 吨·ＣＯ２／年

2008

太阳能发电

隔热效果
16,460 吨·ＣＯ２／年

13,297吨·ＣＯ２／年

积水住宅

绿色先锋

37,468吨·ＣＯ２／年

（年度）

高效热水器

燃料电池

换算后相当于削减了

4,880吨·ＣＯ２／年 2,830吨·ＣＯ２／年

２１８．９万棵树木的
ＣＯ２吸收量

■ 租赁型住宅“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的“绿色先锋”比率

25％（目标）

（％）

19 ％
8％

2009

2010

2011

（年度）

需要思考的社会课题
对应少子与高龄化社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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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使用

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森林资源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

防止全球变暖
引领“挑战２５宣传活动”
作为大量供应住宅的企业，参加防止全球
变暖的新国民运动。继续推进“绿色先锋”
的普及，开展造能、节能改造活动。

促进太阳能发电系统和燃料
电池的普及
促 进“绿 色 先 锋”在 新 建 独 户 住 宅、租 赁
型住宅“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住宅楼商品房中普
及。在节能改造中，也继续努力削减ＣＯ２
排放量。

促进“Ｇｕｒｕｒｉｎ隔热”的普及

智能住宅的实证实验

在房顶、墙壁、地板各处都采用独特的方
法，完全用隔热材料包裹，实现了高舒适
性和节能。

从消耗能源的住宅向供给能源的住宅转
变。放眼于具体的实用化，为实现低碳社
会开展了多个日本领先、世界领先的项目。

“零排碳住宅”的标准化
标准装备太阳能发电系统和燃料电池，积
极推进可以１００％减少ＣＯ２排放量的“零排碳
住宅”的普及。
（２０５０年度目标）

健康舒适
促进“防化学物质
污染规格”的普及
继续参加降低住宅化
学物质的“无化学物质
污 染 小 区（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
Ｔｏｗｎ）项目”
（在实证实
验 栋 进 行 实 验）。顾 及
到孩子比成人的居住
时 间 更 长，努 力 推 动
“防 化 学 物 质 污 染 规
格”的普及。

开发出高龄者
“在家健康管理与支援系统”

“Ｓｌｏｗ Ｌｉｖｉｎｇ”的展开
用中间区域连接住宅内外，使生
活 节 奏 舒 缓 的“Ｓｌｏｗ Ｌｉｖｉｎｇ”。
通过对舒适度的研究，为实现舒
适生活提供方案。

普及“智能型通用设计”
在无损空间美观，安全放心易于
使用的通用设计的基础上，推出
进一步追求空间美观性和舒适度
的“智 能 型 通 用 设 计”。（２０１０年
获得优秀设计奖）

活用交流机器人技术（ＲＴ），开
展“在家健康管理与支援系统”
等 的 研 究 开 发※活 动，使 高 龄
者在自家就能毫不困难地坚持
健康管理。
※ 受独立行政法人新能源与
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
（ＮＥＤＯ）的 委 托，与 千 叶 工
业大学共同实施研究开发。

维护生物多样性
以“５棵树”计划为基轴推进
园林绿化和造景业务
通过进一步普及与生物共生的“５棵树”计
划，倡导接近自然的生活，为扩大生态系统
网络贡献力量。

推进“合理木材”采购
实现植树１００万棵
为丰润生活，通过住宅绿化来保证每一天的
美好生活，确立了一年植树１００万棵的目标。

与日本国内外的供应商和环境ＮＧＯ合作，通
过采用森林认证木材和日本国产木材等保
护环境，提高对社会公正的“合理木材”采
购比率。

住宅的长寿命化
通过推进零排放，
提高资源循环水平
通过耐震、减震、免震
技术实现住宅的
长寿命化
提高建筑物的强度防止倒塌的
耐震技术、控制地震动能使摇
动趋缓的减震技术、不将地震
动能传递给建筑物的免震技
术，这些都将继续进化发展。

推进维护生物多样性

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推进开发新的循环
再利用材料。继续引导行业的零排放事业。

推进户主住宅收购再生事业
“持续循环”
利用我公司住宅长年使用后变化很小，耐久性
高的主体构造，开展住宅再生事业“持续循环”。

通过住宅的长寿命化形成优质房产

营造丰富的环境和交流社区，
形成宜居的城市
在形成交流社区的同时，营造城市的绿化
环境，继续促进开展维持生态系统的环境
保护。

交流社区的再生
Sekisui House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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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社 会 ”，

面向未来开展活动

1

先行采用不远未来的居住和生活方式

为实现智能住宅的实用化开展活动
我们认为“住宅是创造能源之地”，为实现低碳社会积极开展先进项目
为了积极利用自然能源，得以在每天的生活中享受造能·节能系统的进化，以及进化的通信、信息网络所带来的便利，需要我们跨行业开展与
此相对应的住宅研究、开发。我公司肩负着住宅制造者的责任，与国家和不同行业的企业相互合作，在新环境技术智能网络、智能住宅领域同
时开展多个项目。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追求最理想的居住环境。

运用“家历系统”，验证住宅的舒适性和
长寿命化

在横滨港未来２１地区建设的实验住宅“观环居”
木结构住宅“ＳＨＡＷＯＯＤ”建筑／占地面积２６６．２８ｍ２

参加了总务省委托事业“智能网络项目”

验证住宅和电动汽车相联系的通信规格

■“住宅 ＥＶ／ＥＶ 网络”组的实证实验
我公司站在生活者的视角实施住宅内统合网络
系统的验证

将日本的智能住宅技术传向全世界。
在“绿色先锋”和“网络技术”相结合的“观环居”，提出新居住舒适性的方案

太阳能发
电系统

“智能网络项目”是面向通过今后推广的智能电网（下一
代电网）、电动汽车得以实现的低碳社会，为了推进通信规格
的标准化，总务省于２０１０年６月选择采纳的实证实验。共有４
家干事企业（株式会社ＮＴＴ ｄｏｃｏｍｏ，日本电气株式会社，积水

照明
室内温湿度
传感器

外气温湿度
传感器

空调

网关
管理平台

中间平台
（家历系统）

至管理·
提供服务的
服务器

家庭ＩＣＴ
IF

住宅株式会社，株式会社万代南梦宫）和８家参与企业参加实
证实验。积水住宅在横滨港未来２１地区建设实验住宅“观环居”
（绿色先锋、全电气化规格），
通过使住宅长寿命化的“家历系统”和使用传感器有效利用自然能源的系统，验证了ＣＯ２的削
减效果。

掌握使用传感器的住
宅内的电力情况，开展
最 佳 的 电 力 使 用。用
手机控制室内的环境

于去年１１月在横滨举办的ＡＰＥＣ（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期间公开了该项目，宣传了将
来住宅的趋势，以及更高水平的舒适性。
（实验期间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２０１１年３月）

※公开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请从网站申请。http://www.sekisuihouse.co.jp/snpj-kankan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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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能源可视化和控
制住宅设备的控制器

最大限度利用
自然能源

照明

电
温水
通信

太阳能电池

空调

日本首次在实际家庭生活中实施
“智能型能源住宅”居住实验

服务器

大阪煤气

信息家电

放眼于２０１５年的实用化，通过长达３年的ＣＯ２减量

HEMS

or

地暖

以３种电池和ＨＥＭＳ为
主体的居住实验概要

热水供应

高效利用
电与热

生活居住实验进行验证

蓄电池
燃料电池

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

HEMS: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与大阪煤气株式会社共同合作，以煤电并用的“绿
色先锋升级版”为基础，通过“太阳能发电系统＋固体氧
化物型燃料电池（ＳＯＦＣ）＋家庭用锂离子蓄电池＋ＨＥＭＳ／
信息技术”实现了“智能型能源住宅”。用这样的住宅
实施居住实验，在日本是首创。有效管理电能和热能

节能率

（创造、存储、使用），兼顾居住的舒适性与节能。包括
使用电动汽车在内，力争确立ＣＯ２置换排放达到零的管
▼

HEMS的画面（例）

节能方案标记

理·控制技术。
（奈良县王寺町／实验验证期间２０１１年２月～ ２０１４年３月）

使发电量、蓄电量、购买电量、热水储量
等能源可视化，显示有效利用能源的指标
节能率，促进居民的节能行动，并验证其
效果

销售日本在独户商品房当中最早的“新一代智能住宅”
在“低碳城”，建设导入３种电池住宅
作为我公司与静冈煤气株式会社共同企划开发的事业，作为新一代智能住宅，在静冈
县三岛市的“Ｅｃｏ Ｌｉｆｅ Ｓｑｕａｒｅ三岛ＫＩＹＯＺＵＭＩ”中建设了环保型住宅“绿色先锋”。该街区全
部２２户人家都是导入了家庭燃料电池ＥＮＥ·ＦＡＲＭ、太阳能电池、ＥＣＯ管理系统ＨＥＭＳ的智能住宅，是
名副其实的低碳城。在我公司负责承建的部分住宅中，进一步导入了家庭用锂蓄电池，提出了能源
“自产自消”的模式。在独户商品房内装备３种电池（包括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家庭用蓄电池），和家
庭领域的ＣＯ２排放权交易，全部都是日本国内的首次尝试。
在全部２２个区划中，我公司建设、销售７个区划。（静冈县三岛市／２０１１年３月完成）

世界首次居民居住型自然能源智能电网的居住实验
正式启动，参加大型蓄电池并设型风力发电站活用实验
在青森县上北郡六所村，活用以日本风力开发株式会社为中心推进的大规模蓄电池并设型
风力发电站，进行智能电网的实证实验，这是世界首次尝试。我公司协助Ｐａｎａｓｏｎｉｃ电工株式会
通过寒冷地区对应型“绿色先锋”验证节能效果

社，参与到利用该自然能源作为主要供给源的智能电网系统实验当中，建设对应寒冷地区的“绿
色先锋”住宅。高密闭性、高隔热住宅和ＨＥＭＳ相结合，在验证节能效果、对应能力的同时，为兼
顾“电能供应方的需求”和“电能需求方（居民）的舒适度”，开展调查和对策的研讨。

以自然能源（风力发
电、太 阳 能 发 电）为
供给源的独立电网

（青森县上北郡六所村／实验验证期间２０１０年９月～ ２０１２年７月）

建造家园的新“挑战”和对环保型住宅“普及展开”的期待
芝浦工业大学
工学部 建筑工学科教授

秋元 孝之
专业领域是建筑设备，在空
调设备及热环境、空气环境
领域尤为专长。研究课题
为环境负荷削减技术与下
一代建筑设备，是众多委员
会 的 主 要 成 员，活 跃 于 演
讲、编著等方面。

东日本大地震使灾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特别是核电站事故影响了日本全域。由于地震导致电力
供需异常紧迫，为对应今后的能源政策，急需我们推进以智能电网为代表的能源分散化和可再生能源利
用技术等向前发展。
积水住宅，为了摸索下一代住宅建设早已先行采取了行动。例如，在东京都国立市的“可持续发展
设计实验室”和横滨港未来２１地区的“观环居”的实证实验中，将丰富的日本传统文化与丰富人们生活的
各项技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活用这些积累的技术实力，切实提供获得很多人满意的太阳能发电和燃料
电池装备的环保型住宅。衷心期待这样新“挑战”和立足实地的“普及展开”在今后仍能均衡地向前推进。

Sekisui House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1

22

为了“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社 会 ”，

面向未来开展活动

2

“无化学物质污染小区（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 Ｔｏｗｎ）项目”
为了下一代，共同研究健康的居住方式。产学合作，开展室内空气品质的改善活动
在２００３年修改的建筑基准法中，强化了甲醛对策，但新房综合症造成的健康损害依然很多，对过敏症患者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因此，我公司认为
改善住宅的空气环境非常重要，在法律开始限制之前就着手采取甲醛对策。２００７年设立了独自的“化学物质指南”等，领先其他公司致力于降低
建材等ＶＯＣ（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发散量。
进而自２００７年开始参加千叶大学推进的
“无化学物质污染小区
（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 Ｔｏｗｎ）
项目”
，
开展预防新房综合症发病的建筑物的研究开发及其普及。
“无化学物质污染住宅（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 Ｈｏｕｓｅ）”实证实验栋（外观和室内）

为了孩子们
与各行业的有关人士相互协助

降低化学物质与健康直接相关
作为预防医学，推进研究

我公司的“无化学物质污染住宅（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 Ｈｏｕｓｅ）”实证实验栋，

在“无 化 学 物 质 污 染 小 区
（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 Ｔｏｗｎ）项 目”中，尽 可 能 使

考虑到胎儿和孩子们的健康比成人更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在尽可

用少（ｌｅｓｓ）的化学物质（ｃｈｅｍｉｃａｌ）建

能地减少化学物质。本项目的研究不仅得到了医学工作者的参与，还

造城镇样板，不等到新房综合症等发病

获得了住宅建设厂家、建材厂家等的协助。从内装材料开始，对基材、

再去进行对应治疗，而是开展防患于未

粘接剂、隔热材等２００多种建材进行了化学物质发散量的评价，仅选择

然的“预防医学”的研究。我公司为该

满足严格基准的材料。同时还实施室内空气的浓度验证等工作。

项目，在千叶大学柏之叶校区建设了
“无 化 学 物 质 污 染 住 宅（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

■ 通过实证实验构筑“无化学物质污染（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认证”制度的过程

Ｈｏｕｓｅ）”实证实验栋，以开展共同研究。
※“无化学物质污染（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无化学物质
污染住宅 （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 Ｈｏｕｓｅ）”“无化学物质污染
小区（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 Ｔｏｗｎ）”是 ＮＰＯ 法人下一代环境
健康学中心的注册商标。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测定浓度
建设

建材的验证与选定

实证实验
研讨认证制度

构建•采用认证制度

有害化学物质对策，应该将在人一生中感受性最高的胎儿阶段作为基准

现在，作为致病住宅对策，对甲醛和毒死蜱这２种物质作出了限制，但现实中室内存在多种挥发性有
千叶大学研究生院
医学研究院教授

森 千里
调查环境污染对胎儿期的
影响，探寻改善的方法，研

机化合物（ＶＯＣ）。由于不同的人对化学物质的反应存在差异，并且对化学物质的感受性也存在很大的个
体差异，所以很难采取对策。但如果以人的一生中感受性最高的胎儿作为基准实施对策，则成人中高感
受性的人应该都不会发生新房综合症。直到现在，无论如何希望拥有家可能是很多人的人生目标，但从
现在开始，不仅要拥有自己的家，保证居住者的健康也变得重要起来。等到发病之后再去治疗是非常困

究预防将来可能发作疾病
“环境改善型预防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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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所以预防尤为重要。

（年）

以大幅低于基准值的实验结果，在独户住宅领域
第一个取得了“无化学物质污染（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示范认证”

■ 我公司对化学物质浓度基准的认识
浓度水平

我公司在该项实证实验中，为了确认随季节变化室内空气中挥发性化学
物质的浓度变化，１年４次共测定１１６种物质。对实证实验栋的卧室、客厅、厨

厚生劳动省
指标值
开发
（实用）
水平

房的ＴＶＯＣ（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测定结果，显示一年当中的结果远远低
于厚生劳动省制定的指标值（４００μｇ／ｍ３）的１０分之１以下。该项成果获得了

指标值的 １／２

高度评价，作为完成了致病住宅对策的独户住宅示范，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最早获
得了ＮＰＯ法人无化学物质污染小区（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 Ｔｏｗｎ）推进协会颁发的“无化

研究水平

指标值的 １／１０

学物质污染（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认证”
。

“防化学物质
“无化学物质污染住宅
污染规格” （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 Ｈｏｕｓｅ）”实证实验栋

将实证实验得到的成果作为“防化学物质污染规格”反映到商品中去

■ 以受影响最大的孩子为基准设定“防化学物质污染规格”

我公司遵循“无化学物质污染小区（Ｃｈｅｍｉｌｅｓｓ Ｔｏｗｎ）项目”
的研究成果，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开始销售“防化学物质污染规格”的
空气环保型住宅。

■ 按照厚生劳动省制定的浓度测定方法，

在移交时发行“性能评价证书”
“防化学物质污染规格”
，首先在设计阶段建材等要切实达
到基准。在建筑物竣工时，对客厅和儿童房间进行空气采样，

人在１天的摄取物中，占比例最大的是“空气”
。１天中呼吸
的平均空气量，成人约为１５ｍ３，孩子约为９ｍ３。按１公斤体重换

在公共机关进行化学物质浓度分析。在移交时，发行记载有分
析结果的“性能评价证书”
，交给客户。

算，则分别为０．３ｍ３、０．６ｍ３，孩子摄取空气量约为成人的２倍。因
此，在“防化学物质污染规格”中，以受影响最大的孩子为基准，
对甲醛等５种化学物质（甲醛，甲苯，二甲苯，苯乙烷，苯乙烯）
的浓度，按照厚生劳动省指标值的２分之１以下作为目标，设定
了独自的基准。将使用达到该基准的建材作为基本，对墙壁涂
料及瓷砖、屋顶材料等，导入吸附甲醛建材。进而在儿童房间
和卧室、客厅、餐厅采用比换气扇更为有效的原创换气系统，
以提供健康清爽的空气环境。
竣工时对空气采样

在公共机关进行分析

发行“性能评价证书”

■ 在全国展开“防化学物质污染规格”
■ 孩子们需要的

■“防化学物质污染规格”

空气量是成人的大约 ２ 倍

住宅的思路

作为“绿色先锋”的一环，设定了“防化学物质污染规格”
。
在２０１０年度的“社区参观日”
，售出了很多采用“防化学物质污
染规格”的住宅。

（以１公斤体重换算）

孩子
０．６ｍ３

不散发
化学物质
成人
０．３ｍ３

出自东京都福祉保健局的
“化学物质的儿童指南”

对化学物质

吸 附

进行换气

化学物质

在“上总之杜 千原台”
（千叶县）
，正在开展“防化学物质污染规格”的城市建设

※“防化学物质污染规格”是以营造不对健康造成不利
影响的室内空气环境为目的，并不保证改善和维持健
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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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社 会 ”，

面向未来开展活动

3

海外事业的展开
以可持续发展的设计为精髓，将大家要求的住宅品质与环境技术展开到世界市场
我公司自创业以来逐渐积累的工业化住宅品质、造能·节能的先进技术、资源循环的环境技术等在海外获得了高度评价，使得事业得以推广。
我们与理解我公司住宅建设精神的当地开发商、建筑公司合作，在澳大利亚、美国、中国等推进了多个项目。我们将努力实现适合各国风土文
化、可持续发展的住宅建设。

被高尔夫球场环抱的绿意盎然的“Ｃａｍｄｅｎ Ｈｉｌｌｓ”（完成预想图）

以“５棵树”计划为指南，实现澳大利亚版的后山
【澳大利亚】
我公司的海外事业，是从澳大利亚正式开始的。从东海岸的悉尼、布里斯班近郊的“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
Ｐｏｉｎｔ”
“Ｃａｍｄｅｎ Ｈｉｌｌｓ”
“Ｒｉｐｌｅｙ Ｖａｌｌｅｙ”三个项目开始。预计在１０年期间将开发独户商品房约２０００
户、住宅楼商品房约２０００户、出让土地约２６００户，总销售额可达约２０００亿日元。悉尼郊外的“Ｃａｍｄｅｎ
Ｈｉｌｌｓ”将成为澳大利亚版的后山。推进城市建设时，采用的是适合当地风土文化的方法。后山活用
了“５棵树”计划的构想，计划大量种植易于聚集生物的

建设采用零排放手法的工厂
在工厂进行预制能够保持高品质，是
减少施工现场边角料的有效手段，但
在世界范围内的住宅施工现场，手工
加工操作还很多，发现存在产生大量

再造树种，这样既可以提高保水力，向街区传送令人心
旷神怡的微风，又可以发挥环境装置的作用，为孩子们

废弃物的事例。运用我公司实现零排

提供接受环境教育的绝佳场所。

放的经验和技术，在生产和施工现场
也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活动。

将社区居民聚拢在一起的是烧烤营地和慢速跑道。
各街区中间还计划建设可步行抵达的“Ｇｒｅｅｎ Ｌｉｎｋａｇｅ”
。
２０１０年，已经开始建设的两栋样板房采用了“Ｎ倍富
饶※”的设计手法，其思想是以绿色自然为中心，向外部

采用了屋瓦一体型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样板房

扩展生活领域。
※ 在顾及到与近邻庭院（绿色）和周边环境间联系的同时，进行房屋位置
的配置和植物栽培，是希望建设出亲近自然的住宅的设计手法。

在“Ｃａｍｄｅｎ Ｈｉｌｌｓ”附近设置工厂，
实施预制加工
提供约２０００套住宅楼商品房的“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 Ｐｏｉ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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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国的文化景观
与绿意盎然的后山相融合
【中国】
在中国开展的项目中，为了对应住宅建设，已于沈阳市
开始建设了生产钢结构住宅部件和设备的工厂，可以满足
在中国国内各城市建设高品质工业化住宅的要求。推进城
市建设时，使街道风貌与我公司的创意相融合，增加绿地面
积，想象“打造的后山”。为每个住户都配备了高性能的机
器设备，还顾及到了日照、通风等要素。我们为建造同时实
现舒适性、经济性、环保的住宅而努力开展活动。

低层住宅运用了我公司的原创构造法
（完成预想图）
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完成预想图）

兼顾维护生物多样性，
将我公司的城市建设思路作为附加价值
【美国】
我们作为社区开发商，参与开发了包括华盛顿Ｄ．Ｃ．近郊
在内的复合项目“Ｏｎｅ Ｌｏｕｄｏｕｎ”和休斯顿西部大规模住宅用
地项目“Ｃｉｎｃｏ Ｒａｎｃｈ”
。以建设美国特色城市为基本，将“日
本的城市建设”
、
“积水住宅的城市建设”的精华作为附加价值
予以导入。为了维护以“５棵树”计划内容为基本的生态系统
网络和生物多样性，努力种植再造树种。积极实施原有树木
的保存和移植，继承地区文化和土地所留存的回忆，实现城市

开发了１２００区划以上住宅用地的“Ｃｉｎｃｏ Ｒａｎｃｈ”
（完成预想图）

“Ｏｎｅ Ｌｏｕｄｏｕｎ”的城市外貌
（完成预想图）

的底蕴。
此外，导入日本多样的“道空间”要素，形成充满活力的
社区，在提高城市资产价值的同时，力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
市建设。

保存和移植原有树木，以实现继承地区魅力的城市建设

Sekisui House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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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经营管理

ＣＳＲ的方针与体制

我公司将ＣＳＲ定位为经营的根本，每天推进各项事业活动。在推进ＣＳＲ时，不仅在部分员工、推进部署中展开，而是在全公司范
围内横向联合广泛开展活动。
此外，制定活动方针的ＣＳＲ委员会邀请公司外委员参加，在ＣＳＲ活动中加入了公司外的视角，充实了活动内容。

否与社会常识和期待相吻合，同时制定活动方针，充实整个集团的

ＣＳＲ的方针

ＣＳＲ活动。
董事长兼ＣＥＯ作为委员长，除公司内委员（公司内全体董事和部

我公司推进ＣＳＲ的基本是“企业理念”。“企业理念”以“以人为

分执行董事）以外，还增加了３名各界有识之士，作为公司外委员参

本”为根本哲学，１９８９年经全体员工共同讨论制定而成。以“企业理

加３个月召开１次的“ＣＳＲ委员会”。委员决定最后要通过董事会决议。

念”为原点，将“可持续发展蓝图”作为要实现的目标，对所有利益

选任的３名有识之士是来自环保先进企业的经营者、企业经营专家、

相关者均以诚相待履行责任，为了成为值得信赖的企业推进公司全

守法经营专家，他们将协助我公司集团解决在ＣＳＲ经营上所面临的

体的意识改革运动，积极开展ＣＳＲ活动。

重要课题。

通过该“企业理念”明确了员工应当如何行动之后，将重点放在

ＣＳＲ委员会旗下设置有多个部会，以推进和贯彻活动的开展。

活动姿态和思考方法上，为了统一认识，在１９９０年制定了“行动规

事业部门部会下的营销部会通过本部门业务，成为ＣＳＲ活动的核心

范”。

组织，负责具体对策的立案到结果验证，六个专业部会以支援形式
开展各自课题的活动。同时，在公司所有事业所都配置了ＣＳＲ推进
委员。

ＣＳＲ委员会和ＣＳＲ推进体制

２０１１年度，为了同时实现以“绿色先锋”为中心的“进攻型ＣＳＲ”，
我公司在经营中加入了公司外的视角，检查现在的ＣＳＲ活动是

和以守法经营为重要课题的“防守型ＣＳＲ”，将努力开展活动。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系统
ＣＳＲ推进体制
为了提高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将公司治理定位为经营的重要课
（事务局）ＣＳＲ室

ＣＳＲ委员会

董事会

（委员长：董事长 兼 ＣＥＯ）
（副委员长：社长兼首席运营官）

（询问·谏言）

能，在董事会设置了１名公司外董事，在监察董事会设置了３名公司

重点
课题

︿ 进攻型ＣＳＲ﹀

开展环保活动·推进 绿色先锋

事业部门部会

题。为了确保经营的透明性，发挥适时、适当的检查功能和监视功

专业部会

外监察董事。同时，导入执行董事制度，以实现经营责任的明确化
和业务执行的迅速化。

营销部会
·东日本营销部会
（包括开发·
公寓部门）
·西日本营销部会

推进“环保先驱承诺”
推进环保商品·事业战略“绿
色先锋”，推进基于“社区建
设 宪 章”的 社 区 建 设、
《５棵
树》计划
翻新改造事业、持续循环等
（事务局）
环保推进部
温暖化防止研究所

公司治理体制（截至２０１１年４月）
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察董事会

（１１名，其中公司外１名）

（５名，其中公司外３名）

（事务局：法务部）

施工·资源循环部会
推进“零排放”

生产部会

（２名）

Ｊ－ＳＯＸ组
执行董事
（２５名）

关联公司联合部会
·积和不动产各公司
·ＳＧＭ管理株式会社
·积和建设各公司
·积水住宅ＲＥＦＯＲＭ株
式会社
·积水住宅梅田管理
株式会社
·积和ＷＯＯＤ株式会社
其他各公司

出纳财务部

支持事业活动，建设使员
工充满自豪放心开展活动
的工作环境

关联企业部
法务部
公共关系部

提高ＣＳ、ＥＳ、ＳＳ
社会贡献部会
守法经营·
风险管理部会

ＣＳＲ委员会
（包含３名公司外委员）
（事务局：ＣＳＲ室）

广告部
ＩＲ室
ＣＳＲ室

总公司分公司部会

公司内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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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

会计监察人

推进全体生产部门的 ＣＳＲ

监察部
代表董事

子公司

守法经营

︿ 防守型ＣＳＲ﹀

提高ＣＳ︑ＥＳ︑ＳＳ为社会作贡献

顾客·社会

●推 进 营 销 部 门 的
ＣＳＲ、环保信息的
彻底共享和采取
行动
●为 了 充 满 活 力 地
推 进 工 作，开 展
企划和推进事业
（提 高 士 气 和 道
德）

环保事业部会

对于内部控制系统，根据２００６年５月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构筑内

此外，在社团法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发起的１０月“企业伦理

部控制系统相关的基本方针”，制定了包括“为确保董事执行职务符

月”，每年集团所有董事、全体员工都提出“遵守企业伦理要项等的

合法律及规定条款的体制”等在内的１０项基本方针。根据基本方针，

誓约书”。２０１０年度，除活用实例研究进行小组讨论之外，还开展了

努力开展活动以彻底运用和强化系统。

利用向全体员工配发的“《行动规范》实践卡”等活动。

此外，对集团全体是否根据金融商品交易法遵守和贯彻了内部
控制（Ｊ－ＳＯＸ），由出纳财务部内的Ｊ－ＳＯＸ组为中心予以监督。
这些活动赢得了高度评价，２０１１年２月获得了表彰重视守法经
营、诚 信 且 透 明 度 高 的 企 业 的“日 本 内 部 控 制 大 奖（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 内部通报系统和对公益通报者的保护

作为员工贯彻守法经营的支援制度，开设了集团全体员工都可
以使用的内部通报系统“ＳＣＳ系统（积水住宅集团企业伦理帮助热
线）”。
在面对违法行为和违反企业伦理的行为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Ａｗａｒｄ）２０１１”
（“诚信企业”奖）之优秀奖。

限定本人收取的邮包或给负责人打电话的方式，向守法经营事务局
通报，该系统制定了系统指南，保护通报者的个人信息，并严守通报

推进守法经营

内容的秘密。
■ 守法经营的思考方法

此外，还开设了接受人事咨询的公司内窗口“人事１１０”。

对于守法经营，应认识到“不仅局限于遵守法律，而应将ＣＳＲ置
于首位”，并将其定位为“非临时性的，应长期开展的经营课题”。
因此，在ＣＳＲ委员会设置“守法经营·风险管理部会”，持续开展员工

■ 个人信息保护活动

许多事业所在住宅展示场和出售地块的销售事务所等，受理着
顾客的个人信息。
请身为执行董事的ＣＳ推进部长担任个人信息保护的统括责任

的教育研修、意识启发等多种活动。
对开展守法经营的课题，以ＣＳＲ推进体制的各部会为基础，由日

人，并设置“顾客信息咨询室”，完善对应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体制。
同时，还反复实施员工的教育研修，彻底管理顾客信息。

本全国事业所的事业所长率先垂范进行改善。
■ 对员工的意识调查

检查事业所的经营是否确实根据“可持续发展远景”，为了使事

风险管理体制

业所的ＣＳＲ活动意识及课题可视化，根据“守法经营意识调查”的结
以ＣＳＲ委员会下设的“守法经营·风险管理部会”为中心，开展

果制作“ＣＳＲ指标”，将其用作为ＣＳＲ管理工具。
从２００９年度开始，将以往的“守法经营意识调查”发展为“管理
意识调查”。对营销部门的全体员工实施了问卷调查，用５个项目进

风险管理活动。
对每个专业课题开展活动，与其他部会联合开展员工教育等，

行指标化分析。作为“分公司经营强化研修”的工具，同时也作为各

制定降低风险对策。此外，根据风险筛选调查，对判断为重要的风

事业所小组讨论的题材等，运用于实践活动当中。２０１０年度，将生

险，设置专门项目。
即使是集团公司，也通过关联公司的联合部会，构筑有助于集

产部门、总公司部门等也纳入为调查对象。

团整体提高风险管理意识的活动体制。

管理意识调查（指标示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这是预计可能突发的事业活

100

对各事业所制作出五项
指标的雷达图

此 外，平 时 就 开 展 综 合“住 宅 防 灾”活 动，确 立 独 自 的ＢＣＭ
企业理念

守法经营

远景战略

现在正在开展修复和复兴工作。

全公司平均
该分公司

动中断，结合过去的经验，建立能迅速恢复、支援的体制。在东日本
大地震中，在早期阶段就完成了对房主平安与否和受灾状况的确认，

50

分公司文化

员工自律

〈 报告 〉滋贺工厂遗址的土壤污染
■ 守法经营推进活动

为了确保各集团公司顺利开展企业活动，作为公司以及董事、
员工应该遵守的企业伦理方面的共通事项，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制定并实
施了“积水住宅企业伦理要项”。现在已将对象范围扩大到了集团
各公司。
守法经营是董事和员工应团结一致长期贯彻和推进的活动。完

随着有害物质特定设施的报废，对土壤污染状况进行了调查。从
部分地区的表层土壤中检测到了超出指定基准的重金属（铅，氟化
物，六价铬），并向行政部门和周边居民做了报告（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
指定了要处置区域／需要上报变更形质的区域）。但该地块处于我
公司的管理之下，地表有铺设物等覆盖，所以并未造成污染土壤的
飞散和流出。今后，将与相关机构协商制定适当的对策。此外，还
将继续对本地块内的地下水实施监测。

善全面的守法经营教育·研修体系，实施不同层次、不同职务的集体
研修。对新员工以“ＣＳＲ·守法经营”为课题，对全体员工以“个人信
息保护”为课题，提供网络学习的研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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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经营管理

确实推进作为
“环保先驱企业”的“承诺”

２００８年６月，我公司被日本环境省认定为“环保先驱企业”。
为进一步削减排碳量、复活生态系统网络及推进资源循环，我公司向环境大臣提交了“环保先驱承诺”。
下面将对为实现承诺而开展的２０１０年度活动的进展状况进行报告。

积水住宅作为环境省认定的
“环保先驱企业”
，
正在开展“挑战２５”的活动

政府提出了２０２０年温室效应气体
排 出 量 较１９９０年 削 减２５％的 目 标，
“挑战２５宣传活动”就是为了防止
地球温室化的国民运动，从２０１０年
１月开始了新的展开。

“环保先驱承诺”
积水住宅株式会社与积水住宅集团各公司，履行提供最多住宅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彻底遵守法律的同时，通过环境保护积
极为社会作贡献，开展了以下活动。

采取积极措施，削减生活和生产排碳量

通过节能

● 推进太阳能发电系统及燃料电池的普及。

烹饪

排碳量

204kg-CO2

● 使生活中的排碳量接近零

推进“零排碳住宅”的普及。

空调

● 推进已建住宅的节能改造。

照明及其他

降 低 了
约22%

1,292kg-CO2

节能

1,959kg-CO2

● 通过举办“家庭环保技术”培训班等推进节能生活。

热水供应

988kg-CO2

造能

● 跨行业目标推进削减生产排碳量。
普通住宅的排碳量（年）

4,444kg-co 2

“零排碳住宅”
的排碳量（年）

通过造能
排碳量

降 低 了
约78%

２０１０年度的活动状况
● 积极销售环保型住宅“绿色先锋” ● 积极销售环保租赁型住宅

“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 绿色先锋”
独户住宅
太阳能发电系统 签约

10,931栋

燃料电池

签约2,974台

“绿色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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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890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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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 绿色先锋”

● 推进已售独户住宅的造能、

节能改造

● 举办节能生活普及教育之一的

“家庭环保技术”培训班

设置太阳能发电系统

1,634栋 505名孩子参加

实施开放部分的隔热改造

6,908栋

开放部分的隔热改造

“家庭环保技术”培训班

积极推进生态系统网络的复活

● 推进种植日本原有树种的《５棵树》计划，

彻底推进资源循环活动

● 坚持生产、施工、售后维护、翻新改造时的零排放，

设定了每年种植１００万棵树木的目标。

推进材料再生率达到９０％。

，推进节能住宅和绿化的社区建设。
● 基于“社区建设宪章”

● 推进木造住宅拆除施工时废弃材料的零排放化。

● 促进公众对鸟类和蝴蝶的兴趣，

● 积极导入活用“ＩＣ 标签”或电子清单等下一代的

推进生态系统网络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零排放系统，设定了２０１０年度电子清单化率达到
１００％的目标。

● 推进开展保护森林的活动。

● 为了长久爱惜使用住宅，推进采用保质期延长的系统和

，防止违法采伐，
● 根据《木材采购指南》
避免生态系统的丧失，推进使用循环型木材。

再生住宅“持续循环”。
■ ４ 各领域的零排放

■ 后山生态网络
生产

社区
庭园

森林

庭园

后山

后山

森林

庭园

施工

售后维护

翻新改造

分类回收

公园

一部分作为资源
再利用

委托

资源循环中心

２０１０年度的活动状况
● 根据《５棵树》计划推进植树

● 提高采购水平更高的

Ｓ级别木材的比例
种植 91万棵树木

增加 56%

“５棵树”的庭园（效果图）

再生厂家

２０１０年度的活动状况
继续保持100% ● 在日本全国导入

● 再生率

● 材料再生（用作材料

的再生利用）率

“合理木材”的地板材料

84.4%

资源循环中心

使用“ＩＣ 标签”的
废弃物管理系统

通过“ＩＣ 标签”
进行废弃物的管理

还积极参 加“ 环 保 先 驱 推 进 协 议 会 ”的 活 动
“环保先驱推进协议会”是“环保先驱企业”为了不间断地开展环保活动，同时为了实现与环境行政
部门的联合，以及“环保先驱企业”间的联合而自主设立、运营的组织。至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已有３１家公
司加盟。
因为２０１０年是国际生物多样性年，所以本年度重点着眼于生物多样性，开展了活动。
２０１０年度主要开展的活动
２月２２日

在“生物多样性学习研讨座”上发表事例

５月２２日

召集举办了ＣＯＰ１０合作伙伴事业“有关生物的“生态与技巧”竞赛”。颁发了积水住宅奖。

９月１８日

在ＣＯＰ１０合作伙伴事业的“生物多样性专题讨论会ｉｎ名古屋”参展。进行了演示说明。

１０月２７日～３０日

在“ＭＥＳＳＥ名古屋２０１０”设置展台参展

作为干事公司之一，积极参加活动，接受其他“环保先驱企业”活动的激励，充实和强化只有住宅
厂家才能开展的环保活动。

“生态与技巧”积水住宅获奖作品
“狸和蛇生活的森林
利用生态给地球降温”
川崎市立金程小学２年级

金子 昌平

Sekisui House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1

30

材料平衡（ 把 握 业 务 活 动 的 环 境 负 荷 ）

可持续发展·经营管理

为确保环保业务卓有成效的展开，我公司与集团公司及施工合作单位齐心协力，共同把握住宅从开发设计、工厂生产、运输、
施工、居住到拆除的整体寿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产生的环境负荷。

２０１０年度伴随业务活动的环境负荷数据
材料

材料 1,081,900t

纸

774.2t

能源 543,958GJ
玻璃、陶瓷器皿类

投入资源量

木材类

173,300t

塑料类

23,900t

纸类

5,900t

金属类

288,900t

其他

303,500t

286,400t

14,438kℓ

柴油

能源 771,927GJ

能源 939,548GJ
电能

56,758MWh

电能

46,783MWh

汽油

10,624kℓ

煤油

1,137kℓ

ＬＰＧ

城市天然气

907千m3

Ａ重油

1,245kℓ

城市天然气

85kℓ

柴油

2,666t
2,465千m3

71kℓ

汽油

INPUT

INPUT

INPUT

开发设计

工厂生产

运输

OUTPUT

OUTPUT

OUTPUT

废弃物 722.1t

废弃物 17,200t

CO2

排出量

纸

514.3t

6,700t (100%)

纸类

瓶

33.2t

塑料类

500t (100%)

淤泥

200t (100%)
2,500t (100%)

罐

56.1t

金属类

5,000t (100%)

其他

300t (100%)

塑料饮料瓶

27.4t

玻璃、陶瓷器皿类

纸杯

木屑

37,886t-CO2

2,000t (100%)

8.4t

一般垃圾※１

伴随能源消耗的排出量

58.7t

不可燃垃圾、产业废弃物※１ 24.0t
（ ）内为再生率

※１ 仅指总公司办公楼的排出量

CO2

CO2

伴随能源消耗的排出量

伴随能源消耗的排出量

48,037t-CO2

37,477t-CO2

投入与排出的逐年变化
■ 总投入能源的明细变化

（

4,002 (234,720t-CO2)

2007

3,687 (217,407t-CO2)

2008

3,282 (193,743t-CO2)

2009

3,292 (194,581t-CO2)

2010
（ 年度 ）

开发设计

工厂生产

运输

施工

拆除与处理

※运输从 2009 年度开始变为采用节能法的计算方法。

31

）内为二氧化碳排出量

Sekisui House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1

(TJ)

■ 总投入材料量※的明细变化
13,658

2007
11,635

2008
2009
2010
（ 年度 ）
※开发设计和工厂生产的合计

9,863

10,827
(百t)

各种数据的计算

材料

能源 453,018GJ

从工场购买

电能

12,644MWh

柴油

4,601kℓ

重油

2,768kℓ

煤油

4,603kℓ

能源 583,373GJ

根据报告调查期间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
的实际成绩计算。二氧化碳排出量＝各种能
源消耗量×社团法人ＰＲＥＦＡＢ建筑协会采用
的二氧化碳定额耗量。“施工时能源及拆除
时能源的废弃物”也包括报告涵盖期间以外
的实际结果。

开发设计（含营销和管理部门）

电能

15,249MWh

柴油

1,392kℓ

汽油

11,172kℓ

● 材料／办公纸类的购买量
● 能源／根据２０１０年度事业所的电费煤气费数

据，计算出电能、煤气、汽油的消耗量
● 废弃物／根据总公司办公楼废弃物实际回收数

据及全国３２家试点事业所的抽样调查计算出
全公司的排出量

INPUT

INPUT

工厂生产
● 材料／投入资源量＝（各种型式单位面积的材

料 的 使 用 量※２×２０１０年 度 各 型 式 的 完 成 面
积）＋工厂废弃物总量
※２ 以含我公司和和制造商工厂在内的１０栋独户住宅
实际工程的调查结果为依据

施工

居住

拆除与处理

● 能源及废弃物／２０１０年度我公司５家工厂的调

查数据

OUTPUT

OUTPUT

运输
● 依据节能法特定货主的计算方法（根据２０１０

废弃物 47,900t
木材
塑料类

8,600t (100%)
10,200t (100%)

金属类

3,400t (100%)

窑业材料

8,200t (100%)

纸类

4,500t (100%)

石膏板
其他

废弃物 230,000t

居住时对环境的影响，与
居住者的生活方式有很
大关系，因为这一部分我
公司并非生活主体，所以
从我公司的材料平衡体
系中去除，但我们为了削
减负荷仍将积极开展提
案活动。

木屑
废金属

废玻璃、废陶瓷器皿、沙土
35,300t (0%)
石膏板
混凝土块

10,200t (100%)
2,800t (100%)

44,400t (96%)
4,800t (100%)

混合

请参考Ｐ．３７－３９

7,000t (0%)
123,100t (57%)
15,400t (0%)
（ ）内为再生率

（ ）内为再生率

年度数据）

施工
● 能源／汽油消耗量＝职员总数※３×平均每人一

年实际工作天数※４×每人每天平均消耗量／耗
电量＝平均每天假设用电量×平均每栋需要
的工期天数※５×完成栋数※６／柴油消耗量＝平
均每栋使用重型机械的消耗量×完成栋数※６
※３
※４
※５
※６

截至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０９年度调查数据
２０１０年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调查数据
２０１０年度调查数据

● 废弃物／从新建住宅、售后服务、翻新改造的

CO2

施工现场回收的废弃物数量

CO2

伴随能源消耗的排出量

拆除与处理

伴随能源消耗的排出量

35,358t-CO2

35,823t-CO2
在受理的拆除施工中，日本传统工艺建造的木
造住宅占绝大多数，所以刊载的是这些拆除废
弃物的调查结果。

■ 排废量（产业废弃物等）的明细变化
343,400
325,800

2008

2010
（ 年度 ） 工厂生产
施工
拆除与处理
※工厂生产从 ２００９ 年度起修改了部分统计项目。

废弃物的卡车的燃料消耗量＋废弃物处理和处
理场地的燃料及耗电量）×２０１０年度承接的
拆除工程的数量
● 废弃物／拆除一栋工程的平均废弃物量×２０１０

年度的拆除施工的订单栋数

■ 排出量（普通废弃物等）的明细变化

2007

2009

● 能源／（拆除用重型机械的燃料消耗量＋运输

254,000

632.3

2007

664.2

2008

676.7

2009

295,100
(t)

722.1

2010

(t)

（ 年度 ）
开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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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经营管理

２０１０年度报告总结与下年度目标
Plan
主要的活动课题

２０１０年度目标
●通过不同职务、各层次连续组织的集体培训等，来提高 ＣＳＲ 意识

ＣＳＲ推进体制和渗透

●活用各事业所的目标和业绩，加速 ＰＤＣＡ 循环。进一步提高开展活动的水平
●验证各支店的经营管理状况。运用各种工具使全体员工的守法经营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

ＣＳＲ方针和体制

守法经营·经营管理

●在人权拥护方面，继续由事业所责任人负责领导，致力于建设易于开展工作、自由豁达的职场氛围
●以正确运用基于施工进展基准的业务规定为重点课题，开展活动

与社会的交流

●活用可持续发展报告，组织意见交流会等创造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机会

提高顾客满意度

●牢记创业 ５０ 周年的感谢心情，强化与户主之间的交流，以更加提高顾客满意度

实现可持续社会
和延长住宅的使用寿命

●推进人们对户主住宅收购再生事业“持续循环”的理解与渗透，为资源的有效活用和延长住宅的使用寿命，
以及形成已建住宅的交易市场做出贡献
●积极推进环保的造能、节能改造。以实现我公司建筑、普通建筑事业的同时扩大
●以“任何时候都感觉舒适”为主题，推进创建所有年龄层的任何人都易于使用的材料，为创造舒适生活的空
间提案

为了顾客

社会性目标与业绩

安全、放心、
舒适的住宅建设

●有效活用“理解工作室”“居住梦工厂”等体验型学习设施，为安全、放心、舒适的住宅建设提供支援

●致力于扩大环保租赁型住宅“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 绿色先锋”的销售，以年间订单 １０００ 栋，占全体订单的 ２０％ 为目标

人文环境的形成和地区
文化的继承

●增加举办“市容市貌参观日”“邻居祭活动”的举办地，为地区居民创建人文环境，继承地区文化提供支持
●基于“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宣言，为了进一步成为“令员工感到幸福，能充满活力开展工作的企业集团”，
采取具体措施
●帮助女性创造业绩，同时不断改善工作环境，使她们充满活力，并通过推进意识改革，促使女性们更加活跃

为了员工、客户

与员工一起

●促进利用公司内的各项制度，活用多样人才

●贯彻劳务管理守法经营，对多样的劳动方式和工作生活平衡提供支援

●通过积极活用各事业所的安全卫生委员会，进一步推进劳动安全卫生

为了股东、
地区社会

与合作施工店、客户一起

●为了维持与客户之间健全的关系，包括集团公司，都要彻底执行“企业伦理要项”等规定

与股东一起

●为了实现中长期的高额利润分配和维持经营的健全性，确保中期的平均股息分配率 ４０％

提高居住文化·
提供教育支援

●作为面向地区开放的企业，活用自己公司的设施和经验，致力于提高居住文化

●进一步充实利用体验型学习设施等的教育贡献活动，扩大向课堂派遣讲师，并接受职场体验

●通过发送社会贡献活动信息，实现共享和促进内容充实，实现整体性活动水平的提高

为地区社会作贡献
●第 ５ 次“积水住宅匹配程序”预计向 ３０ 个团体提供 １７８３ 万日元的援助。强化对公司内外的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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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Check

２０１０年度的活动内容

参考页

Action

评价

２０１１年度目标

○

●继续集体培训，以提高 ＣＳＲ 意识

●验证各领域 ＣＳＲ 所开展活动的目标和业绩，通过推进改善活动取消各事业所间的水平差距

○

●继续提高每一个事业所的活动水平

●全体员工签订遵守“企业伦理要项”等内容的誓约书。实施“治理意识调查”，作为掌握管理风格的工具
在实践中予以活用

○

●通过利用各种工具，进一步提高全体员工的守法经营
意识

○

●通过事业所责任人的率先垂范，继续致力于建设自由豁
达的职场氛围

○

●贯彻“内部统制系统”的运用，继续强化风险管理

●改订“企业行动指针”“企业伦理要项”。此外，活用网络学习，联系到每一位员工的 ＣＳＲ 活动实践
P.27

●由事业所长对全体员工实施人际关系培训。在所有事业所设置性骚扰、职权骚扰咨询窗口负责人，提高
意识水平

P.28

●正确运用新业务规定。２０１０ 年度，在守法经营方面没有发生大问题
●在“零排放中心”“可持续发展设计实验室”等地，实施各种各样有关可持续发展生活的交流

P.58

○

●继续举办参观会、论坛等活动，利用可持续发展报告创
造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机会

●“Ｎｅｔ 户主俱乐部 纽带”每月 ２ 次更新内容，以提高信息的即时性。定期发行面向顾客的信息杂志，实
施问卷调查并予以分析、改善

P.58

○

●强化与户主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提高客户满意度

△

●推进人们对“持续循环”的理解•渗透，为形成住宅交易
市场做出贡献

●翻新改造业绩增加。我公司物业的翻新改造业绩为 ５４３ 亿日元（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加 １４．３％），包括传统
木造等的商品房翻新改造等合计达 ９１４ 亿日元

○

●进一步扩大事业，并积极推进环保性造能、节能改造

●在“第 ４ 届儿童产品设计奖”中获得了 １１ 项大奖，多姿多彩的活动受到了高度评价。“可持续发展设计
实验室”获得了优秀奖

○

●推进易于任何人使用，感觉舒适的“智能型 ＵＤ”住宅建
设

○

●有效活用体验型学习设施，为建设安全、放心、舒适的
住宅提供支持

○

●努力扩大“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 绿色先锋”的销售，力争实现占全
部销售的 ２５％

○

●增加“社区参观日”“邻居祭活动”的举办地，为建设人
文环境、继承地区文化提供支持

●为提高工作人员的挑战能力、理解度，改订了部分评价制度。基于企业理念，进一步强化富有活力的组
织文化

○

●为进一步成为“令员工感到幸福，能充满活力开展工作
的企业集团”，采取职务面谈、改订评价制度等措施

●女性在营销职位取得了优秀业绩，同时经历了结婚、生子、育儿的员工逐步在增加。女性管理职位也在
増加，集团中达到 ２８ 人

○

●帮助女性创造业绩，同时不断改善工作环境，使她们充
满活力，并通过推进意识改革，促使女性们更加活跃

△

●促进利用公司内各项制度，将推进多样人材活用、录用
残障人士作为紧要课题开展活动

●女性育儿休假者由 ８１ 人增至 ８７ 人，短时间勤务制度的利用者由 １０５ 人增加为 １６４ 人。此外，通过培训，
使劳动者发生变革及业务改善，促进了生产性的提高

△

●彻底贯彻劳务管理守法经营，对多样的劳动方式和工作
生活的平衡提供支援

●业务灾害 ４２ 件（比上一年度增加 ３ 件）、通勤灾害 １２ 件（减少 ６ 件）。以心理健康为重要课题实施了心
理健康培训

○

●积极活用各事业所的安全卫生委员会等，进一步推进劳
动安全卫生

●在 ７３ 个会场举办“持续循环参观日”活动，宣传新的尝试。提高我公司集团的合作，收购业绩累计达
１４７ 件（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加 １２ 件）
P.39, 45, 46

●到场者人数比 ２００９ 年度大幅提高。“理解工作室”４ 万 ４４１４ 人，“居住梦工厂”１１ 万 ６９９０ 人，“居住
的家学馆”４ 万 １４５０ 人

P.37, 38,
54, 67

●环保租赁型住宅“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 绿色先锋”获得的订单业绩为行业最多达 ８９０ 栋。一次性租赁、管理
室数 ４７ 万 ２５７０ 室，入住率达 ９５．０％
面向入住者的综合服务“ＭＡＳＴ 俱乐部”的会员约达 ４４ 万 ６０００ 人
●在每年 ２ 次举办的“社区参观日”，独户住宅 １０９ 次会场 ５６７ 栋，公寓 ２５ 次会场 ４６４ 户。“邻居祭活动”
举办了 ９６ 次

●共 ５ 人利用工作群转换制度进行了工作群转换。通过退职人员复职登录制度，已有 ２ 人得以复职。有
关人材公开招聘制度，在 ４ 项目中有 ２３９ 人应聘，２３ 人岗位变动。残障者雇用率因适用除外率的变更
为 １．６６％

P.49-52

P.61-62

●以全体员工为对象，实施了对“下请法（报酬支付延迟等防止法）”相关的培训。继续开展重视与供应商
双向交流的改善活动

P.59-60

△

●为了与客户维持健全的关系，彻底贯彻“企业伦理要项”
等规定

●实施 ５０ 周年纪念分红，全财政年度 １ 股派发现金 ２１ 日元。继续实施股东优待制度，实施股东优待积点制
度以及赠与制度

网站

○

●保持中期平均股息分配率 ４０％。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季度末
分红 １０ 日元，期末分红 １０ 日元，预计全年分红 ２０ 日元

●“居住塾”有 １５２５ 人参加。“Ｗｅｂ 居住塾”申请 ４６６ 件，在实现产学合作和大学之间交流的“保护地球的
居住生活设计比赛”中，有来自日本全国 ６３ 大学的 ２６７ 作品参加评选

○

●作为面向地区开放的企业，活用我公司的设施和经验，
努力提高居住文化

●学生的参观人数：“理解工作室”“居住梦工厂”“居住的家学馆”共计 ６５３９ 人。在“新•后山”实施了小
学生、幼儿园的农作物劳动体验。继续实施“家庭环保技术”培训班等 ３ 程序

○

●进一步充实教育贡献活动，扩大讲师派遣，接受职场
体验

○

●通过发送信息共享和充实内容，实现整体活动水平的彻
底提高

○

●第 ６ 次向 ２９ 团体提供了 １５６６ 万日元的援助。得到了员工
对活动的理解和参与

●开展的志愿者活动共 ５５３９ 件，超过 １ 万 ８５０２ 人参加。获得员工的灾害捐款等 ５５１ 万日元。慈善活动
等获赠金额 ４７４ 万日元
ＳＥＬＰ 产品作为新颖品被采用了 ２ 万 ９４１４ 个。与行政、经济团体、ＮＰＯ 和其他企业共同举办残障者周
活动

P.63-64

●儿童基金获得“第 ４ 届儿童产品设计奖”。第 ５ 次对 ３０ 团体提供了 １７８３ 万日元的援助。第 ６ 次有 １４１
程序报名参加
【自我评价的基准】 ○···达成目标

△···虽未达成，但接近目标

×···未能朝着目标取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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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经营管理

２０１０年度报告总结与下年度目标
Plan

承诺 １

积极推进削减生活和生产时的排碳量

２０１０年度目标

●独户住宅太阳能发电系统签约 １ 万栋
●燃料电池“ＥＮＥ·ＦＡＲＭ”签约 ２４００ 台

削减居住时的ＣＯ２

●开放部分的隔热改造面积 ８ 万 ６１８ 平方米，高效率热水器设置栋数 ４５００ 栋，太阳能发电系统设置栋数
２０００ 栋，节能浴室改造 ４０００ 套
●环境共生住宅 ８００ 户

削减ＣＯ２
●包括“家庭环保技术”培训班在内共实施节能生活普及教育活动 ５０ 次。
●工厂生产（包含运输）每平方米出厂品的排碳量与 ２００６ 年度相比削减 ４．５％

削减事业活动、
生产时的ＣＯ２

●制定事业所能源削减计划并开始活动
●业务用车辆的低耗能车占比 ８５％

承诺 ２

积极推进生态系统网络的复活
采购材料时顾及到生态系统

●为了推进“合理木材”采购，增加 Ｓ 等级的木材并削减 Ｃ 等级的木材
●每年植树 １００ 万棵

环境目标和业绩

维护生态系统

通过在住宅栽培植物维护生态 ●继续实施环境教育程序“来自森林博士的信”，传授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在“社区参观日”的商品房，全部种植《５ 棵树》计划的树木

教育活动

承诺 ３

●继续开展“企业之森”等森林保护活动，在其他地区开展活动

彻底推进资源循环活动
●工厂生产时的废弃物产生量与 ２００９ 年度相比削减 ３％
●生产与施工废弃物的材料循环利用率 ８８％
●电子清单化率 １００％
●新建住宅施工现场的废弃物削减 １２００ｋｇ／ 栋（按照下述细分目标）
●轻量钢结构独户住宅（Ｂ 型）的新建施工现场废弃物

资源循环

１２００ｋｇ／ 栋（由各事业所实现各型号的目标值）

生产与施工时的资源循环
●木结构独户住宅（ＳＷ）的新建施工现场废弃物

１５００ｋｇ／ 栋（由各事业所实现各型号的目标值）

●重量钢结构（β系统）的新建施工现场废弃物

１２００ｋｇ／ 栋（由各事业所实现各型号的目标值）

●轻量钢结构租赁型住宅（ＳＨＭ）的新建施工现场废弃物

１０００ｋｇ／ 栋（由各事业所实现各型号的目标值）

●２０１０ 年度内在日本全国导入使用“ＩＣ 标签”的新建施工现场废弃物的回收、管理系统
●为达成解体零排放的目标，独自开发出中间处理单位的优良性评价系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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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绿色采购

●事务所的绿色采购率达 ９０％

化学物质的管理

●促进“防化学物质污染规格”的普及

员工的环保行动

●重新制定包括办公室 ＣＯ２ 削减计划在内的事业所目

Do

Check
参考页

２０１０年度的活动内容

Action

评价

２０１１年度目标

○

●装备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目标为独户住宅签约 １ 万 ２０００ 栋

○

●燃料电池的目标为签约 ３５００ 台

△

●开放部分隔热改造面积 １０ 万 ４４００ 平方米，高效热水
器设置 ４８００ 栋，太阳能发电系统设置 ２９００ 栋，节能
浴室改造 ４８５０ 套

×

●７００ 户

●７３ 次包括“家庭环保技术”培训班在内，以节能生活普及为目的实施了上门授课、培训等

○

●开展 ８０ 次节能生活普及教育活动

●在生产中强化干燥炉保温的同时，有效利用照明，将高耗能的机器更换为高效机器等，顺利实现了削减的
目的，但运输中的削减没有进展，与 ２００６ 年度相比削减停滞在 ２．４％

△

●生产及运输的每平方米出厂的排碳量分别比 ２０１０ 年度
削减 ３％

●在精确掌握全部事业所的能源消耗量的同时，努力提高员工的节能意识

○

●夏季用电峰值耗电削减 １５％

●通过汽车共享削减业务车辆的保有台数，并改为使用低耗能车，低耗能车比例提高到 ９０．４％

○

●更换车辆随时更换为低耗能车辆

●从违法采伐风险低的区域采购，并推进活用废弃木材等，实现 Ｓ 等级木材的采购比例 ４０％⇒５６％，Ｃ 等级木
材的采购比例 ２２％⇒６％

○

●改订《木材采购指南》

△

●年植树 １００ 万棵

●实施上门授课（１５ 校约 ９２０ 人）。以 １２０ 人以上为对象，面向教职人员开展培训（４ 次），为户主和普通大
众举办宣传活动

○

●继续强化与地区事业所的合作

●对春季与秋季举办的“社区参观日”所有的商品房，都按照《５ 棵树》计划植树

○

●继续在“社区参观日”的商品房开展植树活动

○

●继续实施“片状栽植”，用网细分区域以防止动物啃食

●削减了占排出物量全体约 ７８％ 的木屑、废金属、淤泥，但随着自创混凝土外壁的增产，混凝土碎屑也随
之增加，所以在整体上与 ２００９ 年度相比削减停滞在 ２．６％

△

●工厂生产时出厂单位面积比 ２０１０ 年度削减 ３．０％

●材料循环使用率 ８４．４％（２００９ 年度为 ８２．８％）

△

●生产与施工废弃物的材料循环再利用率 ９０％

●电子清单化率 ７１．７％（２００９ 年度为 ９．６％）

△

●继续坚持使用电子清单，今后仍努力合理处理

△

●轻量钢结构独户住宅（Ｂ 型）１２００ｋｇ／ 栋

×

●木结构独户住宅（ＳＷ）１５００ｋｇ／ 栋

×

●重量钢结构（β系统）１２００ｋｇ／ 栋

△

●轻量钢结构租赁（ＳＨＭ）１０００ｋｇ／ 栋

●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导入活用“ＩＣ 标签”的“下一代型零排放系统”

○

●通过数据的精确化判定削减对策的实效性。加速开展
削减活动

●调查部分中间处理单位的设施及管理状况，并实施评价

○

●提高评价系统的水平，实现效率的改善

●绿色采购率 ８８．７％（２００９ 年度为 ７２％）

△

●与事业所采购负责人一起组织学习会等，以期提高绿
色采购率

●以长期优良住宅先导事业为中心，推进实际住宅的展开，２０１０ 年度的业绩为 １３５ 栋

○

●通过商品水平的标准化等，为进一步促进普及开展
活动

△

●结合“削减事业活动，生产时的 ＣＯ２”开展活动

定位为经营战略的支柱之一，活用各种援助制度，开发和导入各种促销工具，并通过培训进行宣传等，从高
层到负责人团结一致，开展普及促进活动
装备有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独户住宅签约 １ 万 ９３１ 栋，租赁型住宅签约 ８９０ 栋，燃料电池签约 ２９７４ 台
●活用环保住宅返点等，作为节能改造的重点项目予以推进，达成了开放部分隔热改造面积 ７ 万 ４３４４ 平方米，
高效率热水器设置 ３６９１ 栋，太阳能发电系统设置 １６３４ 栋，节能浴室改造 ３２１７ 套
●以每年 ２ 次举办商品住宅展的“社区参观日”为中心予以推进，有 ６８７ 户取得了环境共生住宅的认定
P.37-40

●《５ 棵树》计划还具有推进园林绿化和造景业务的效果，年间植树增加至 ９１ 万棵（２００９ 年度为 ７１ 万棵）

●取得森林认证制度的 ＣｏＣ 认证

P.41-44

●在 ３ 月、１０ 月分别举办两次和歌山“企业之森”活动

通过提高石膏板成品率等削减产生量，但任
何型号都未能实现大幅削减。通过导入“ＩＣ
标签”，精细掌握实际状况，与此同时推进
研讨和实施削减对策

P.64

轻量钢结构独户住宅（Ｂ 型）１２８１ｋｇ／ 栋
木结构独户住宅（ＳＷ）１７１７ｋｇ／ 栋
重量钢结构（β系统）１３６６ｋｇ／ 栋
轻量钢结构租赁型住宅（ＳＨＭ）１１３４ｋｇ／ 栋

●重新修订了事业所的活动目标，但还未设定具体的目标

P.47-48

P.40

【自我评价的基准】 ○···达成目标

△···虽未达成，但接近目标

×···未能朝着目标取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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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报告

防止地球温暖化

1

积极推进削减生活
和生产时的排碳量

在生活中既能保证舒适、经济，又能够削减ＣＯ２。
“绿色先锋”的效果不断扩大

在造成地球温暖化原因之一的排碳量中，日本家庭部分的排放量大约占１４％（２００９年度）。我公司肩负领军公司的社会责任，
通过环保型住宅“绿色先锋”实现普通家庭排出ＣＯ２的大幅削减。不给住户强加负担，将享受舒适生活的同时就能改善的理念
传达给顾客，共享价值观。２０１０年度，独户住宅的排碳量比１９９０年削减了４９．４％。

新建独户住宅领域中，
“绿色先锋”的比率超过７成
加强推进“绿色先锋”，

积水住宅 绿色先锋

“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 绿色先锋”的推进，使租赁型住宅的

达到独户住宅的造能设备设置率７０．６％。
太阳能发电系统、

太阳能发电系统设置率提高到１９．０％
虽然租赁型住宅在每年的新建住宅中占４成，太阳能发电系统

燃料电池的销售业绩都在行业中领先

的普及却没有提高，因此我公司领先行业其他公司推进环保型的租

日本的排碳量，与相对推进较快的产业部分相比，家庭部分在

赁型住宅。不仅推进高效率热水器和全面电器化，同时采用了建筑

２００９年度反而比１９９０年增加了２６．９％。因为产业部分的排碳量削减

物的高绝热化和太阳能系统，
“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 绿色先锋”的舒适性和经

有极限，所以普通家庭等民生部分中，冷暖空调、热水、照明、家电

济性、环保兼备，我公司为使其得到普及投入了巨大精力。
对于居住者来说，由于太阳能发电的节电效果，可以将剩余电

产品等急需得到进一步改善。
我公司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提出了满足新时代节能基准的高隔

力出售给电力公司，减少了电费煤气费负担，因而受到好评。对房

热性能、太阳能发电系统或者燃料电池、以及高功率的热水器的组

主来说，是既能够节约电费煤气费，又能实现环保生活的租赁型住

合方案。努力推进居住时可削减５０％ 的排碳量的环保型独户住宅

宅，提高了房子的竞争力，具有经营优势。２０１０年度比上一年度的

“绿色先锋”，同时努力普及采用太阳能发电系统和燃料电池的可
１００％削减排碳量的“绿色先锋升级版”，售出太阳能发电系统搭载住
宅１万９３１栋、燃料电池２９７４台，２０１０年销售业绩超过目标，
“绿色先

３７１栋多出了很多达８９０栋，安装率达到了１９．０％。

我公司的独户住宅的８８％都能获得环保住宅返点
我公司通过提供补助金申请支援等活动，积极向顾客推荐具备

锋”比例达到７０．６％。为削减ＣＯ２做出了贡献。

一定程度以上隔热·节能性能的符合“住宅环保返点制度”的住宅。
其结果，２０１０年的利用率在下半年独户住宅达到８８％，集体（共同）住

推进了住宅销售事业并削减了排碳量
ＣＯ２削减量

ＣＯ２削减率

（ｔ－ＣＯ２）

（１９９０年比）

６０，０００
４９．４％

５０，０００

４３．７％

４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８．９％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３７９

４５，８４３
３７，４６８

３３．３％
２４，２４１

５２．０％

５０％

２０％
１０％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年的目标是
削减５２％的排碳量

新建独户住宅、租赁型住宅中
“绿色先锋”所占比例（造能设备安装率）

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６０％

４０％

２８，１７９

宅达到８６％。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０％

利用先进的造
能、节能技术，
进一步削减生活
中的排碳量

独户住宅

19.０％

70.６％

（目标）

３７，４６８ｔ 约等于 杉树２６７万棵的吸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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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计算值及排碳量的基准值，
因耗电率和每户的排放量基准每年会有所调整。

２０１０年度的业绩均为行业最高

租赁型住宅
“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

实际示例

独户住宅

太阳能发电系统 ＋ 燃料电池

居住在“绿色先锋升级版”的
Ｎ先生一家（东京都）

比以前更舒适，还用不了那么多电费煤气费
和平时一样就实现了“环保生活”
因为我们和长年用惯了煤气的父母住在一起，所
以没有选择全面电气化而选择了电气煤气共用的“绿
色先锋升级版”。刚入住的时候虽然是春天但天气仍然
挺寒冷，在新住宅中感受到了比预想更好的效果。早

搭载了５．２ｋＷ的太阳能发电系统

上，下到设定了地热的一楼，马上能感到脚和房间的空
气都是暖洋洋的。虽然有很大的挑高部分，但不开房间
的暖气也能舒适地生活。
我以前就听说过采用太阳能发电和燃料电池的双
舒 适 的 挑 高 客 厅。电 费 煤 气
费的支出比想象的更少

发电方式能节省电费煤气费，但当发现即便不去频繁关
闭开关，费用也和住在公寓相差无几时，还是感到非常

惊喜。

每天的发电量可以通过ＣＯ２监视
器看到。（是２００８年度推进住宅·
建 筑 物 削 减ＣＯ２样 板 事 业 的 一
环 ）

尽管觉得地球的环境不会很快发生变化，但出现臭氧空洞等的报道还是多少让人有点担心。通过现在的
住宅建设，更加意识到了排碳量的课题和环境问题。有了“绿色先锋升级版”，不用采取特别的措施就能充分
环保，这样比较好。我们建设的住宅能够造福下一代，我们感到很开心。
家庭用燃料电池

实际示例

租赁型住宅

在搭载了太阳能发电系统的

“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 绿色先锋”里居住的
Ｏ先生一家（埼玉县）

通过出售多余电力为削减ＣＯ２作贡献。
改变了对租赁型住宅的观念
Ｏ先生说“我们确实感到为防止地球
温暖化做出了贡献”

我因转职在寻找出租房屋的时候，了解到有积水住宅提供
的环保型的租赁型住宅。我的妻子以前从事过房产方面的工
作，了解一些符合环保理念的租赁型住宅的基础知识，对设置
太阳能发电系统的住户能够出售剩余电力的情况也有所耳闻。
在研究候选对象的时候，看到返出售电力的数据，感觉在全面
电器化规格的情况下，除了完全不用支付煤气费，深夜的用电
７９．５平 方 米／３室 一 厅 的 联 排 形 式。
每户搭载了２．２ｋＷ的太阳能发电系统

也能节约不少电费，具有很大优势。以前也曾建造独户住宅并
居住过，觉得要是当时按照这样设计建造应该更合算。

高隔热规格的舒适客厅

虽然租金比当初的预算多了１万日元，但整体考虑还是觉得划算。当然，也不只是因

Ｏ先生

为电费煤气费确定是否租住的。与木质的基架相连的开放式客厅，允许饲养宠物的地板

１５，０００
日元

和墙面、带挑高的阶梯客厅等，一系列超出租赁型住宅常规，与商品房相当的设备也是吸

１０，０００

引我们的原因。在这里已经住了约１年半，支付的电费煤气费月均只有大约３７００日元。在
日常生活中能通过监控设备了解用电设备的耗电情况，这也有助于提高节电意识。

最近１年的电费煤气费
实际电费煤气费

月平均３，７５０日元

５，０００
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

月

１

月

１２

月

剩余出售电力（收入）

１１

月

１０

月

９

月

８

月

７

月

６

月

电费（支付）

５

月

４

月

月

３

电费煤气费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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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止地球温暖化

无论是住房翻新改造还是商品住房，
都在大力提倡“在舒适的生活中削减排碳量”
集团公司也都在推进造能与节能翻新改造

■开放部分的隔热施工
33,480m 2

2008

在约７０万户的我公司已建住宅中，集团公司积水住宅ＲＥＦＯＲＭ株

2009

式会社，为了实现舒适性、经济性和环保，开展造能与节能翻新改造

2010

36,288m 2

74,344m2
104,400m 2（目标）

2011
（年度）

施工。
在２０１０年度中，自３月开始的环保住宅返点制度提高了大家对
造能与节能翻新改造施工的关注程度，积水住宅ＲＥＦＯＲＭ株式会社通

■太阳能发电系统
2008

68栋

2009

718栋

过该制度与公司独自的“Ｗ环保住宅返点制度”的协合效应，深入推

2010

进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设置太阳能发电系统、采用开放部分隔热翻

2011

新改造的户数增加，又有的住宅更换为使用高效率热水器、节能浴

■房屋翻新改造实现的排碳量削减量业绩

室，使已建住宅的ＣＯ２年排放量削减了４８０３ｔ（上一年度的约１．５倍）。

1,634栋
2,900栋（目标）

（年度）

1,712t-CO 2／年

2008

3,168t-CO 2／年

2009
※上限为１５万点，在环保住宅返点上累计相同的金额。
（在环保住宅返点受理结束的同时结束）

4,803t-CO2／年

2010

7,543t-CO 2／年（目标）

2011
（年度）

实际示例

翻新改造住宅

屋瓦一体型的太阳能发电系统
推动了已建住宅削减排碳量

顾客之声

既舒适又经济，
非常满意
Ｓ夫妇

（爱媛县）

我公司的太阳能
因为可以节能，预计通过卖电在经济上还能有盈余，所以就安装

发电系统为屋顶和瓦
一体化，与周围的景
致协调融合，因具有
极高的排碳量削减效

了。安装后对环境的认识有了更大的提高，两个人每天都查看发电量
和耗电量。还和邻居交换信息。

负责人之声

果与经济性，在我公

积水住宅ＲＥＦＯＲＭ株式会社

司的翻新改造施工中
顾及社区风景的屋瓦一体型太阳能发电系统

屋瓦一体型系统也获得
了近邻的好评
爱媛营销所长

金田 德光

的采用率大幅增加。

由我公司负责的四国最大规模售房地区“绿山汤之山”
（松山市

通过为太阳能发电系统感兴趣的房主介绍国家和我公司的补助制

／１９８６年开始出售），在翻新改造时安装了屋瓦一体型太阳能发电系

度，还有电力公司购买剩余电力制度等的经济优势，得到了大家的理

统，获得了“既保持了美丽的社区风景，又能够舒适经济地生活”的

解。连邻居都说“因为是屋瓦一体型，社区面貌整齐有序”，因而深受

评价，采用业绩得到了很大提高。

实际示例

好评，安装的家庭接二连三地增加。

即便是住宅楼商品房也在开展“绿色先锋”活动

住宅楼

通过推进与环境协调融合的住宅建设，而成为“社区的财产”的住宅楼商品房“ＧＲＡＮＤ ＭＡＩＳＯＮ”，也在开展舒适性、经
济性、环保性的“绿色先锋”活动。

“ＧＲＡＮＤ ＭＡＩＳＯＮ自由之丘 ＴＥＲＡＣＣＥ”（共１０２户：名古屋市）
除太阳能发电系统外，
还导入了长寿命的ＬＥＤ照明。
并且还顾及到了连接公园的生态系统

“ＧＲＡＮＤ ＭＡＩＳＯＮ高宫”（共２９户：福冈市）
配备了太阳能发电、
高效率热水器、节能浴室等先进机器。
活用已有树木进行开发
※完成预想图

采用削减排碳量排放量并为节能作贡献的太阳能发电系统，以
及ＬＥＤ照明这些最新设备。顾及到与建筑物对面的茶屋坂公园的自

大幅削减了排碳量。其特征是利用了风与光，保存和移植了已有树

然相协调融合，提供人与自然可以共生的舒适环境。

木，并用当地产的自然石头堆砌，实现了与周围市容市貌的协调融合。

是日本中部地区第一栋被（财团法人）建筑环境与节能机构认定为“环境共生住宅团地”的
住宅楼商品房。获得的认定属于“节能型”、
“地区适合与环境协调融合型”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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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内部推进的
排碳量削减活动
新梅田城被采纳为“２００９年度挑战２５地区建设事业”，
正在开展削减排碳量排放量的实证事业

包括我公司在内的４家公司※，２０１０年３月在新梅田城的梅田蓝天大厦（我公司
的总公司所在地：大阪市），被采纳为以削减２５％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目标所开展的
实证事业，即“２００９年度挑战２５地区建设事业（环境省）”
（以下简称为“挑战２５地
区建设事业”）。包括大阪府在内日本全国共有６个自治体的事业被采纳，新梅田
城是作为大阪府的事业被选中。为此，将空调冷风系统的一部分变更为“冰蓄热

新梅田城通过高效率的制冷空调系统等推进削减排碳量排放量

系统”，通过设置太阳能发电系统等，在已削减的约１４％的基础上，新增了约７．９％的
削减目标，正在开展活动。２０１１年２月本事业对象的所有机器已经全部启动。同
时，大楼内有３处设置了浅显易懂地解说削减排碳量的显示器，向办公室职员开展
削减排碳量排放量的启蒙活动。
我公司利用“挑战２５地区建设事业”的经验，从防止地球温暖化的视角，为了
推动遵守修订后的节能法，努力削减在工厂、事业所等我公司内使用的能源。
※积水住宅株式会社、ＮＲＥＧ东芝不动产株式会社、ＤＡＩＨＡＴＳＵ ＤＩＥＳＥＬ梅田ＣＩＴＹ株式会社、株式会社Ｔａｉｌｗ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这４家公司。其中，我公司的共有持股比率为约４７％。

办公室职员可以通过
显示器了解活动开展
的情况

变更前

变更后

生产·运输部门也积极推进削减排碳量

我公司住宅部件材料的生产部门也在推进削减排碳量排放量的活动，基于防
止地球温暖化的国民运动“挑战２５地区建设事业”的宗旨，努力改善单位面积的能
量消耗率。
２０１０年度，生产部门开展了减少工厂干燥炉热量损失的活动，在强化干燥炉
保温效果的同时，将ＬＥＤ化纳入规划，对于工厂内的照明，重点将水银灯的整体照

将水银灯的整体照明更换为荧光灯的操作台照明

明更换为荧光灯的操作台照明。此外，将作为燃料使用的煤油和ＬＰＧ更换为ＬＮＧ
（液化天然石油气），从而减少了燃烧时的ＣＯ２和氮氧化物（ＮＯＸ）、硫氧化物（ＳＯＸ）的
排放量，继续实施锅炉、压缩机、变压器等耗能机器的变频化，或更新为高效率机器。
在运输部门，在２０１１年１月静冈工厂（静冈县挂川市）生产的５０周年纪念商品
“ＢｅＳａｉ＋ ｅ”等中占主要部分的钢筋轴组运输中，将卡车运输改为降低环境负荷的
铁路运输，开始了运输模式转换（Ｍｏｄａｌ Ｓｈｉｆｔ）。通过将一年间建设的７２０栋房屋
部件材料的运输转换为铁路模式，较以往的卡车运输实现了ＣＯ２的年排放量削减
约１６２ｔ，减少了环境负荷。

实施重装将集装箱从卡车
转移到火车

该活动是和ＳＥＮＫＯ株式会社、日本货物铁道株式会社联合开展的。被绿色物
流合作伙伴会议与ＮＥＤＯ（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开展的“２０１０年度 绿
色物流合作伙伴普及事业”所采纳，部分集装箱是接受其援助而购入的。

自创的超长集装箱铁路运输为行业首创。作为启蒙活动的一环，在集
装箱上印刷了积水住宅的标志（静冈至山口工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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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
积极推进生态系统
网络的恢复

直面住宅产业对环境、生物产生的影响，
坚持通过主业开展维护活动

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受惠于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资源，以及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支持。正因为我们的事业活动要利用大
量资材，是对自然环境产生直接影响的企业，所以需要站在长期的视角，致力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２０１１年是联
合国指定的“国际森林年”，我们将继续努力提高活动水平。

重视对日本国内外供应商造成的

将其定位为“可持续发展性”的基础，

波及效果

从２００１年开始脚踏实地开展活动

至今为止，我公司已经供应了超过２００万户住宅，在认识到大量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维持生态系统原有的平衡可谓是基

使用来自生物原料之后，我们很早就与专家和环境ＮＧＯ一起对给生

础。在人们还不熟悉生物多样性一词的２００１年开始，我公司就在重

物多样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向日本国内外的众多供应商寻

视景观的庭院建设中，增加了生态系统维护的观点，新执行了《５棵

求了合作。

树》计划。庭院是住宅中一个小的自然环境。在传达“３棵树给小鸟，

在木材采购方面，与供应商一起防止违法采伐。此外，还认识

２棵树给蝴蝶”思想的同时，通过限定在庭院建设中采用当地栖息生

到住宅庭院和街道等的园林绿化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所以委托

物所喜好的当地树种或原有树种，努力恢复地区的生态系统网络。

调集庭院树木的生产者去积极生产市场上流通较少的当地当地树种

《５棵树》计划已累计植树约７１６万棵。这是我们在１０年前开始实施，

或原有树种等，重视加强对供应商的号召行为。

作为木材的大量消费行业

并且持续至今的独自的生物多样性指南，我们为此深感自豪。

作为最大规模的园林绿化单位

在住宅事业这一公司主业中，
对能否保持不偏离轴心的企业能力进行评价
去年召开了 ＣＯＰ１０，开展生物多样性活动的企业开始急速增多，
积水住宅从 １０ 年前就开始推进《５ 棵树》计划，并且在 ４ 年前制
订了《木材采购指南》等，很早就开始关注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在主业的住宅事业中，保持不偏离轴心开展活动，我认为应该给予
很高的评价。我们已经在推进《５ 棵树》计划的住宅用地上发现了
生物种类有所增加，提供木材的供应商所采购的木材等级也得到了
提高等，任何一项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感到非常了不起。
制订了《木材采购指南》（２００７年）

推进《５棵树》计划（２００１年～）

今后，我期待在彻底贯彻既有活动的
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新的活动内容。

参加ＣＯＰ１０“生物多样性交流展”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在生物多样性条约第１０次缔约国会议（ＣＯＰ１０）同期举办的国际展览“生
物多样性交流展”上出展，介绍了我公司开展的活动。除我公司的展位之外，还在
“商务与生物创先”和省厅的展位上，作为代表企业介绍了实践示例，有机会使很多
人了解到我们所开展的活动。

株式会社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董事长 理学博士

足立

直树

致力于通过企业保护生物多样性和ＣＳＲ采购等方面的顾问
咨询活动，支援对可持续发展社会作贡献的企业活动。同
时担任环境省的生物多样性企业活动指南研讨会委员等
职位。

我公司在总公司所在地新梅田城（日本大阪
市）内修建了约８０００平方米的绿地“新·后
山”，主要种植当地当地树种和原有树种。
实现即使身处闹市，也能与各种生物和谐共
存，努力实现社区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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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ＮＧＯ协作，与日本国内外的供应商紧密联合。
以实现资源战略与社会责任的兼顾
２００６年～

根据供应商的实态调查最早制订的

与国际环境ＮＧＯ※协作

独自的《木材采购指南》

与国际ＮＧＯ联合制订·运用《木材采购指南》，保证了制订与运用过

现在仍有发生的非法砍伐和大规模开发、烧田农业、人为的森
林火灾等，１年就造成１３００万公顷的森林消失。为了阻止自然生态

程的客观性、透明性。
※ＦｏＥ Ｊａｐａｎ：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的日本团体成员。
开展地球规模的环境问题解决活动。

系统及生活基础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保证使用健全采购的木
２００７年

材，我公司开展社会公正的“合理木材※”采购活动。
基于２００７年制订的《木材采购指南》的１０项指南，对所采购的
木材进行评价。将综合成绩分为四个（Ｓ，Ａ，Ｂ，Ｃ）采购等级。我

制订了《木材采购指南》１０项方针
我们将积极采购符合以下标准的木材。
１

违法采伐可能性较小的地区出产的木材

２

非珍惜生态系统地区出产的木材

３

非生态平衡破坏地区和天然森林大量采伐地区出产的木材

与供应商一起改善采购水平，结果使获得最高评价的Ｓ级木材的比

４

非濒临灭绝树种的木材

例也顺利提高。

５

最终使用地附近的地区出产的木材

６

不存在关于木材的纠纷或对立的地区出产的木材

７

不大于森林生长速度的计划采伐地区出产的木材

８

日本国产木材

９

采用保护或创造生态平衡的造林方法种植的木材

１０

以木质废材为原料的木质建材

公司的该木材评价手法，供应商也可活用作为提高自己公司采购水
平的参考指标，用于评价预定导入木材的情况正在逐渐增多。这样

※顾及到采伐地区森林资源和地区社会的木材。
被（财团法人）地球与人类环境研讨会和国际环境ＮＧＯ ＦｏＥ Ｊａｐａｎ所提倡。

木材采购业绩
■ 各采伐地区比例
其他※４
２１％
北太
平洋※３
６％

■ 各采购登记所占比例的变化
亚洲※１
２１％

约３０．８
万平方米

北美
１７％

２００６

南太
平洋※２
１２％

２００９

欧洲
２３％

２０１０

※１

亚洲：包含日本国产木材

※２

南太平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

※３

北太平洋：俄罗斯等

※４

其他：包括南美、非洲、废木材

３０

２３

４０

９
３２

５６

３８
６
３１

（ 年度 ）

２２
８ ６
（％）

Ｓ等级

Ａ等级

Ｂ等级

Ｃ等级

采购级别的评估

～根据各方针的总评分决定采购等级

总评分（最高分４３分）

采购等级

３４分以上
２６分以上，不满３４分
１７分以上，不满２６分
不足１７分

Ｓ
Ａ
Ｂ
Ｃ

根据各采购方针的总评分，将
评价对象的木材按采购级别从
高到低分为Ｓ、Ａ、Ｂ、Ｃ四类。
将１０项方针中最为重要的 １ 项
和 ４ 项设为底线。

２００７年～

举办供应商说明会并且继续进行调查·改善（ＰＤＣＡ）
实现森林资源的健全化，积极活用日本国产木材

对约６０家主要的木制建材供应商举办说明会，每年都坚持对各家供
应商进行调查。通过不断实施购买木材的建议和个别指导，以期不

考虑到使日本国内的森林经营健全化，削减木材运输所产生
的排碳量，我公司活用日本国内产木材的复合板，以及用国产阔

断提高采购水平。
此外，因近年来各供应商的采购水平均有所提高，在此基础上，
２０１１年度对指南各项目的分配分数重新进行了调整，计划实现更高

叶林加工内部装修材料等事业，积极扩大活用范围。这样的活动

水平的可持续发展的木材采购。同时积极开展活动，以使我公司的

已经取得了成果，我公司的日本国产木材占全部木材使用量的比

材料加工工厂取得认证。

率，比前一年增加了 ４ 个百分点，达到了 １９％。

推进对“ＳＨＡＷＯＯＤ住宅”负责人的公司内启发教育
对《木材采购指南》和“合理木材”
，需要员工充分理解其意义。
我们以木结构住宅“ＳＨＡＷＯＯＤ”的营销人员为中心，在“ＳＨＡＷＯＯＤ 学院”
推进启发教育活动。至今，已有 １１０３ 人参加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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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

与生产者合作并推进的《５棵树》计划的１０年

与我公司树木医生及环境ＮＧＯ一起，
选择地区的当地树种、

《５棵树》计划的植树例
将日本划分为５个植树区域，提供１２０种以上的当地树种和原有树种

原有树种，开展生物共存型绿化
《５棵树》计划以日本原有自然风景的“后山”为原型。虽然有完
社会责

Ａ地区
（北海道地区）

Ａ地区

全非人为地改变自然的环保方法，但日本国土狭小，农田、小河及杂

Ｂ地区

木树林这些“后山”就是最亲近我们的自然，通过人进行适当的管理，

Ｃ地区

造就出多样生物的丰富生命，也可以形成令人享受季节恩惠的空间。

Ｄ地区

我公司就是按照这样的体系建造庭园并使之维持生机勃勃，主要种

Ｅ地区

植适应各地气候水土的当地树种、原有树种。我们从２００１年就开始
坚持推进《５棵树》计划，使野生鸟类和蝴蝶等众多生物都来造访，维
护了生态系统，也令居住者享受到了丰富大自然的乐趣。

【为鸟类】大山樱，栎树，西南
卫矛，荚蒾等
【为蝴蝶】白桦，锦带花，山杜
鹃等

Ｂ地区
（东北·中部的山谷地区）

接受环境ＮＧＯ的建议，我们在日本全国展开的同时，也努力向职
员和客户开展启发活动。让拥有树木医生资格的职员等担任讲师，
组织学习会和参观会。以提高知识水平。

【为鸟类】七度灶，栎树，荚
蒾，四照花等
【为蝴蝶】枹栎，胡枝子，枹
树，胡椒木等

推进联结社区和森林·后山的“生态系统网络”
１棵原有树种的树木可以养育包含野生鸟类在内的数百种生物。《５棵

Ｅ地区

Ｃ地区

树》计划因“汇聚了不会破坏生态系统的树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作

（四国·九州的南沿岸部）

（本州·四国·九州的内陆与山谷部）

Ｄ地区

出了贡献”，而获得了２００６年优秀设计奖（新领域部门）。

庭园

森林

庭园

社区

后山

后山

森林

庭园

公园

（本州·四国·九州的沿岸部）

【为鸟类】山樱，具柄冬青，卫
【为鸟类】杨梅，交让木，海
矛，南天竹等
桐，日本辛夷等
【为蝴蝶】金新木姜子，麻栎， 【为鸟类】山樱，日本辛夷， 【为蝴蝶】金新木姜子，胡枝
子，髭脉桤叶树，马棘等
柃木，荚蒾等
台湾含笑，胡枝子等
【为蝴蝶】麻栎，伊昌波红
叶，胡枝子，金新木姜子等

后山生态网络

通过日本全国实施的“５棵树生物调查”检验效果
为了检验《５棵树》计划的效果，我公司与专家合作，从２００８年９

运营《５棵树·野鸟手机图鉴》的网站
即使不知道鸟类、蝴蝶和树木的名

月开始实施“生物调查”。在《５棵树》计划进行的社区建设前后，对

称，也可根据形状、大小和颜色等

生物数量进行调查，对周边环境的不同，以及经年变化进行跟踪记

特征进行查询。还可以通过播放鸟

录，用以检验效果。

类的鸣叫声进行确认。

居民也参加了调
查，至 今 每 年 夏 季、冬
季２次对仙台、宫崎等５

登载了

可听到
鸣叫声

树木

● ２４ 种鸟（可听鸣叫声）
● ２４ 种蝴蝶
● ９２ 种树木

地６处的商品住宅实施
了 调 查。随 着 种 植 的
蝴蝶

树木成长，逐步发现了
增加的生物。

■ 访问网站首页

http://5honno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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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Ｑ Ｒ 码链接

鸟

１０年累计植树７１６万棵。
《５棵树》计划带给人心情愉快的生活
在考虑到绿化量平衡的《５棵树》计划的庭园中，不仅创造了易
于生物生息的环境，也给居民带来了益处。
例如，种植果实可作为野生鸟类食物的落叶宽叶树，还有树荫
可供乘凉的常绿树木时，落叶宽叶树在夏季除了可以产生树荫以外，
树叶的蒸发作用还能带来凉意，冬季树叶落下，暖和的阳光从树枝
的缝隙中散落，为生活中削减空调的能源消耗作出贡献。常绿树一
年中保持绿色的景致，还可以遮挡外部视线。同时，随着时间的推
移，成长的绿树孕育出令人向往的居住环境，成为提高居住社区的
资产价值的重要因素。推进《５棵树》计划的结果，在这１０年累计种

推进可实际感受到室内外相连的种植计划
过去在住宅内设计如绿化带和中庭这样的中间地带，
《５棵树》
计划的庭园建设，推进的是可以实际感受到室内外相连通的种植计
划。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四季的变迁和来访的鸟类。

租赁型住宅也推进绿化，提出接触自然的生活方案

植了７１６万棵树木。
我公司将该项活动所积累的成果，用于“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启
发活动向社会推广。除了从网站可以免费下载用于授课的体验型环
境教育程序“来自森林博士的信”，运营可用手机检索树木和野生鸟
类信息的《５棵树·野生鸟类便携图鉴》等网页外，２０１０年度制作了
小册子“从５棵树开始心情舒畅的生活”，以及传达生物多样性和生
命联系重要性的绘本《Ｇ ｕＲｕｒｕｒｕｒｕ》。在ＣＯＰ１０“生物多样性交流展”
上进行了配发。
■各年度植树造林业绩的变化
2008

85万棵

在租赁型住宅也积极推进《５棵树》计划。景观及环境相协调融
2009

71万棵

合的“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 Ｇａｒｄｅｎｓ”
，正在进一步推进建设丰润的居住环境。
91万棵

2010
（年度）

要求日本全国８０家生产庭院树木与园林公司
不采用外来树种，绿化不扰乱生态系统

创造绿化丰润的环境并通过
《５棵树》计划提供绿色

将赞同我公司《５棵树》计划，推进不扰乱生态系统绿化的约８０

我们很早就对积水住宅的自然保护贡献活动《５棵树》计划

家生产庭院树木与园林公司形成网络化，培育在建造《５棵树》计划

有所共鸣，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从２００１年开始通过网络开展

的庭园时所使用的树木。在１０年前导入计划的初期，这些树木在以
往的庭院建设中被视为杂木，很少被采用，但经过数年后，从苗木开
始培育的园林公司开始增加，现在已经确立了普及体制。

树木生产和园林施工活动。利用在地区生根的当地树种的特
性，立足于在居住的庭园中再造后山环境的思想，通过社区建
设推进与广阔自然能够共生的庭园建设，提供在庭园中的魅力
生活，从而也推进了地区的人与生态系统的共存。
今后将继续通过树木供应和园林施工，努力创建丰润绿化
的居住环境。

在公司内培养
“环保专家”
我公司培养园林种植和生物多
样性知识丰富的专业人士“环保
专家”
。支援日本全国的园林种
植，并对园林业者提供指导。

有限公司 山﨑瑞松园
代表董事

山﨑 敬明

生产《５棵树》计划中使用的当地树种、原有树种的绿化
树生产者。组织了日本全国８０家公司的生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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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循环型社会

彻底推进资源
循环活动

要使住宅和资源都由“消费型”转变为“循环型”。
进一步推进“持续循环”、
“零排放”的普及和渗透

构筑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社会是世界性课题。我公司为了实现理想的循环型社会，力争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资源，开展旧住
宅翻新的再生活动，及建筑零排放的活动。

“持续循环”

售后服务

通过普及长期宜居的住宅，
创造再生住宅市场

入住

作为领军企业的责任，
购买

将５０年来销售的住宅变为优质房产

＜ 持续循环 ＞

自２００６年的《居住生活基本法》及２００９年的《关于促进长期优良
住宅普及的相关法律》执行后，人们开始追求优质住宅房产的形成
和活用。我公司为了对应这样的社会需求，从２００７年开始了收购户
主住宅进行再生的事业“持续循环”。

积水住宅的再生住宅

“持续循环”事业是从户主手中购买我公司已建成的独栋住宅，
运用纯正的技术予以再生，并销售给新顾客的事业。通过建筑物的
长寿化有效地利用资源，并削减重建时的能源消耗等，在保护地球
环境的同时，创建出了被称为再生住宅的新市场。通过增加高品质、

新户主购买

长寿的住宅，使日本的住宅变成为“循环型”，同时为构建优质房产
作出贡献。

积水住宅施工
再生工程

带动优良房产住宅（ＳＵＭＳＴＯＣＫ）的普及
为了使已建优良房产住宅的流通活性化，并形成适宜的市场，２００８年

考虑买方·卖方各自的优势

７月包括我公司在内的９家（现在为１０家）住宅企业设立了“优良房产

既存二手住宅的
买卖流程

住宅推进协议会”
（会长为我公司董事长兼ＣＥＯ和田 勇）。通过定义
参加会员共通的“优良房产住宅”，采用共通的核定方法，建设优良房
产住宅（品牌名称：ＳＵＭＳＴＯＣＫ）市场，并努力推进普及。

积水住宅

房产公司
手续费

中介

卖主

中介
手续费
房款
房屋

买主

瑕疵担保责任保险

再生前

“持续循环”的买卖流程
（附带保险）

房屋

卖主

房款

房屋

房款

买主

Ｕ－ｔｒｕｓ １０年保修

保留基础和结构框架（主体结构）
正在再生

再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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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持续循环”，
２００万户的销售实绩和集团公司的综合实力
“持续循环”事业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归功于我公司２００万户
履历明确的住宅房产销售实绩，和积和不动产、积水住宅ＲＥＦＯＲＭ这
些集团公司的合作体制。
我公司的住宅以高耐久性著称，即使是建成后２０年、３０年的住
宅也可以提高耐震性、隔热性等，并在内装修、设备方面采用最新技

卖房

术，实现了更为安全、放心、舒适的住宅再生。通过入住后的问卷调
查获知，再生住宅与新建住宅具有同等的品质，并且居住更为舒适，

决定放弃住宅

深受赞誉。进而在初期的２０年保证期间结束后，还实施检查、补修，
※
还可以利用每１０年更新的再生保证“Ｕ－ｔｒｕｓ延长保修体系”
，确保

与积水住宅咨询

放心居住。
※参考 Ｐ．５７

售后服务

“持续循环”的体系

提高耐久性

１０年保修

提高隔热性

通过
“持续循环”
提高附加价值

舒适的
设备功能

提高耐震性

精炼的设计

调查评估现住宅

通用设计

“持续循环”在国家推进的“长期优良住宅先导事业”
（既存住
宅等的改建）中，已经连续３年被采用为全结构再生模型。

积水住宅从户主
手中购买

就“持续循环”对顾客进行了访谈
卖房

的客户

购买

的客户

不需要中介费，还能保留深爱的住宅

对珍惜使用旧住宅的姿态有所共鸣

F（琦玉县）

M（琦玉县）

因为考虑到照顾年迈的父母，想要搬到离父母家较近

比新建住宅价格便宜，房屋指标十分接近新建住宅，还

的地方，在户主信息杂志“纽带”中看到有关“持续循环”的

有质保（主体和防水１０年保证），能购买到这样的住宅感到

文章，然后经过咨询，决定卖出现有住宅。如果交给一般中

很满意。我对珍惜使用旧住宅的“持续循环”的思想产生了

介核定，只能得到预计的卖出价格，成交的时间也无法明确，

共鸣，因为由建筑公司进行改建，所以很放心。隔断和外观、

而“持续循环”的核定金额很明确，所以很容易制定更换住

照明计划等全部按照我们的喜好进行了搭配。

宅的资金计划，很有吸引力。另外，还可以商讨确定移交房

获得了优惠利率贷款也让我们很高兴。采用了与新建

屋的时间，不需要寻找临

住宅同样的隔热规格，降低了电费。使用的隔热断热多层

时过度住所，这些都很有

玻璃几乎不结露。到我

魅力。因为直接卖给积水

们家的客人都以为是新

住宅，没有手续费，还能使

建住宅呢。

深爱的住宅得以保留，所
以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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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循环型社会

“零排放”

通过彻底的循环再利用促进资源循环。
推进削减排放量
售后服务

彻底分类，美化施工现场环境。

新建

通过使浪费“可视化”
，实现削减废弃物

翻新改造

我公司在生产、新建施工、售后服务、翻新改造等各阶段已经实现
了零排放（不进行填埋处理、不进行无热回收的单纯焚烧处理）。为了

2005年达成

实现零排放，在现场彻底实施分类，进行全面的整理整顿，提高了工作
拆除

效率。

2006年达成

此外，为了不浪费资源，更为准确地测量和管理废弃物的排放量，

2007年达成

在日本国内最早导入了活用“ＩＣ标签”的“下一代零排放系统”。从

自

20

２０１０年度开始在日本全国展开，并予以运用。
■生产工厂平均一栋住宅的
排废量
2008

７２１ｋｇ／栋

2009

７１４ｋｇ／栋

2010

７１１ｋｇ／栋

（年度）

08

■新建施工现场平均一栋住宅的
排废量
１，４６３ｋｇ／栋

2008
2009

１，３２３ｋｇ／栋

2010

１，３０８ｋｇ／栋

填埋处理

年开
始研
究

重新资源化

（年度）

将日本国内最初活用“ＩＣ标签”的“下一代零排放系统”推广到全国
施工现场

１ 将废弃物分成２７类

２

在回收袋上粘贴
“ＩＣ标签”

３ 委托现场收集回收袋

用专用机器读取信息，
４ 按照分类的种类捆包，
读取“ＩＣ标签”

通过数据分析调查产生原因，研究有效的削减手法
对各现场分类的 ２７ 种废弃物排放量、种类迅速进行收集管理。通
过数据分析调查产生量的趋势，反映到削减措施中。
网络服务器

５ 搬运至收集·资源循环中心

资源循环中心

９ 循环再利用作各种建材

８ 将废弃物重新分为８０类

７ 统计各类的产生量

通过电子清单构建废弃物管理体制
由于日本国内的违法投弃屡禁不绝，要求对处理过程进行管理，确保搬运及一直到委
托处理单位的可追溯性，以杜绝不正当的违法投弃。我公司的整个集团将过去的纸质清单
（产业废弃物管理票）更换为使用互联网交换信息的电子清单，实现了迅速合理的废弃物
处理管理。
※废弃物处理法中规定的（财团法人）日本产业废弃物处理振兴中心运营的电子清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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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为了按顺序测量，卸下废弃物

■积水住宅 电子清单系统的体系
新建施工现场
使用“ＩＣ标签”
“巡回邮件”
进行管理

拆除现场
生产工厂

电子清单服务器
ＥＤＩ连接登录系统

ＥＤＩ连接

实绩确认·报告
处理单位等

JW-NET ※

生产

新基地

社会中的
资源循环

初次使用材料

栗东资源循环中心投入使用
作为回收施工现场的废弃物和制造

2002年达成

循环再利用材料的设施，我公司在日本
全国各地设置资源中心。
２０１０年，为了充实近畿·东海地区

工厂资源循环中心

的处理与循环再利用设备，在滋贺县栗
东市设置了栗东资源循环中心。在探索
新需求的同时，扩展循环再利用材料的
活用范围。

栗东资源循环中心的循环再利用材料生产线

新循环再利用材料不断诞生。
循环再利用石膏板、陶瓷瓦砾边角料，创造新的价值
降低地板冲击音的

“ＳｈｅｌｌＳｈｕｔＳｌａｂ”充填材料
在我公司独有专利技术“ＳＨＡＩＤＤ５５”生产的隔音
效果好、振动少的结构材料“ＳｈｅｌｌＳｈｕｔＳｌａｂ”中，使
用的填充材料是粉碎瓦砾边角料的循环再利用材料。
这在租赁型住宅“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中，降低了上层传到

粉碎瓦砾的边角料，用作吸收振动的填充料

下层的冲击音。

“ＳＨＡＩＤＤ５５”的结构

１００％使用循环再利用材料的
地面白线材料

施工现场产生的石膏板边角料

“ＰＵＲＡＴＡＭＡ粉”

石膏

将住宅施工现场产生的石膏板
壳等混合，经粉碎处理后制成粉

地球环

保

护

境

边角料，与洗净后经干燥处理的蛋
食品加工公司排放的蛋壳

末。用作在日本全国中小学校和公
共体育等设施中使用的地面白线材

资源循环中心

料，实现了产品化。

作为１００％循环再利用产
品获得了ＥＣＯ标志认定

１００％ 使 用 再 生 材 料
石膏、蛋壳

ＥＣＯ标志认定编号
第０９１１２０５３号

期待成为零排放的顶尖企业
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 学术博士
社会物流研究所
顾问

这样的过程，通过操作人员的积极努力和导入“ＩＣ标签”等新技术，在不断进步。利用这

高桥 辉男

些经验，进一步涉足回收旧房屋拆除时产生的废料，这与其说是企业活动，不如说是社会

主要研究系统设计手法，特别是工

物流世界的活动。这需要能够系统地解决房屋拆除后的分类，到运输等繁杂的工作，我

厂、物流与商业模式的设计。近期研
究向诱导自律系统“经营战略与现场
力的整合”方向扩展。

新建房屋时产生的废料，对于积水住宅而言则不是废料。这些可以创造出新的资源。

们拭目以待。接下来还要力图实现资源的彻底有效利用。希望积水住宅作为零排放的顶
尖企业，永远都走在社会的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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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互相接触和
“经久美化”的社区建设

积极推进生态系统
网络的复活

造就充满活力的交流，
推进美丽而长期宜居的社区建设

我们认为创造优雅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是住宅企业的责任，所以努力开展随时间推移居民感情加深的“经久美化”的社区
建设。社区建设需要站在各种各样的视角推进，在２０１０年度，开始关注在防犯、防灾方面也有明显效果的近邻交流。在积水
住宅的住宅区，将这种优良的人文环境称为“人缘”
，推进开展体系化的活动。

源于“ＣＯＭＭＯＮ”思想开始社区建设，

在随时间推移酿就而成的社区建设中

在２００５年，制定了“社区建设宪章”

以各种形式开展了活动

在我公司的社区建设中，从根本上流淌着“ＣＯＭＭＯＮ”
（共有）的
思想。命名为“ＣＯＭＭＯＮ ＬＩＦ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ＩＴＹ”
，从１９７７年起，就已经

积水住宅从小规模的建筑到公寓，乃至包括商业设施在内的大
规模开发项目，都积极涉足开展了社区建设活动。

正式在人文环境建设中开始开展人与人之间温暖的社区活动了。我

在硬件方面，无论是各家各户的设计，还是人文环境所需空间

们追求的是使美丽和谐的社区，成为一个居民共有、和谐交流的新

的规模、配置，街景的氛围调和，考虑到绿化平衡的栽培计划等，

家乡。使这里成为培育地区社会和地区文化的土壤，进一步提高社

全都努力实践。在软件方面，为了维护社区氛围签订建筑协定，协

会资产的价值。

助举行季节活动，建立自治运营组织和管理委员会等，提供大力的

综合我公司体现在这些活动中的思想与经验，２００５年制定了“社

支援。通过协调作为生活基础的社区建设与住户的感觉，培养优良

区建设宪章”。制定了“社区建设基本方针”、
“社区建设２４项指南”，

的人文环境。从软件、硬件两方面，采用各种手法，推进大家希望

最早期确立了社区建设的指南。还领先于时代，通过引进《５棵树》

长期居住下去的宜居社区建设。

计划和“ｎ倍丰富※”的设计手法，在众多社区的公共广场和道路上建
立共有绿化，建设能够促进邻里间交流的环境。
※在规划楼栋配置和植物栽培时，就考虑到与邻里的庭院（绿化）和周围环境间的“联系”，
是考虑到亲近自然的社区建设设计手法。

生活管理
环境管理

社区建设宪章
我们的心愿是，
让人们永远放心幸福地生活，
保护唯一的地球的自然与环境，
培育地方文化与社区人文环境、
在致力于搞活地方经济的同时，
维护社区的资产价值。
积水住宅作为社会的一员，
我们把住宅和社区居住环境视为
人们重要的生活根据地，
通过社区建设，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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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环境负荷
● 有效利用资源
● 重视节能造能
● 减少有害物质
保护并培育自然
● 保护培育地区生态系统
● 运用地区自然环境

重视

守护

环保

生活

● 注重健康

实现丰富多彩的生活
● 对应几代人居住
● 对应多彩的生活模式
● 确保生活的功能

社区建设
基本方针

经济管理
维持提升资产价值
● 弹性对应以旧换新
● 顺应时代变化
● 打造维持社区品牌
搞活地区经济
● 发展循环型地区经济
● 灵活应用地区资源
合理控制成本
● 长期角度的成本管理
● 成本与价值的均衡管理

确保生活的安全与放心
● 考虑防灾
● 重视防犯
● 采用通用设计

社区管理

提升

培育

价值

社区

继承并培养地区文化
● 形成优雅景观
● 与近邻地区的友好交流
● 继承并培育地区特色
培育人文环境
● 保护培育人文环境
● 尊重周围地区的人文环境

经久美化
越是加深住户对社区的感情，
越愿意长久居住，
形成“经久美化”的社区
在我公司的社区建设中，贯穿了随时间沉淀而提高资产价值的
“经久美化”的思想。规划时重视街景的设计和居民之间的交流。
在建成后仍然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通过提升住户的热爱程度，实
现“经久美化”的社区建设。

每年春秋２次，

社 区 参 观 日

举办出售住宅的展示会“社区参观日”
这 是 介 绍 根 据“社 区 建 设 宪 章”规 划 的 美 丽 街 景 的 活 动。
２０１０年度，举办了独栋住宅１０９会场５６７栋，公寓２５会场４６４户
的活动。

在日本全国开展“经久美化”的社区建设
独栋住宅的社区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ＡＧＥ 彦根东（滋贺县）

ＣＯＭ Ｍ ＯＮ ＧＡＲＤＥＮ 草加（埼玉县）

Ｃ Ｏ Ｍ Ｍ Ｏ Ｎ ＣＩＴＹ 龟田站前（新潟县）

以树龄很长的大榉树为首，将这片土地培育

根据“ＣＯＭ ＭＯＮ ＧＡＲＤＥＮ草加街景指南”
，各栋

通过巧妙的绿色配置和适合栽培植物的自然

的众多已有树木作为宝贵资产运用起来。这

的外形虽然都有微妙的差别，但建筑物整体

材料，实现了整体设计的平衡。使用随时间

样既保护了生态系统，又实现了有风格的社

的颜色运用，开放性的外部结构，丰富的植

推移而增加的丰富绿色和更具韵味的自然素

区建设。

物栽培等，都实现了轻松明快的街景。在第

材，实现了能够感受四季变迁的社区建设。

１７次草加市街景观赏（建筑物景观部门）中
获得了表彰。

住宅楼商品房

ＳｈａＭａｉｓｏｎ（租赁型住宅）

Ｇｒａｎｄ Ｍａｉｓｏｎ 伊丹池尻 Ｒｅｔａｉｌｅｒ Ｃｉｔｙ
（兵库县）
为了使住户能以自己的方式发现生活的丰富

给人感觉像独栋住宅的带露台的房子，以圆

性，深化创造性的生活方式，开辟了菜园区

形的公共空间为中心铺展开来的Ｓｈａ Ｍ ａｉｓｏｎ

域，并按《５棵树》计划种植树木，导入“Ｋｉｄｓ

社区。丰富的绿色和悠闲的环境随着时间的

设计”等，是一座共３６８户的汇聚了各种巧思

推移培育人文环境丰富的社区。

ＥＩ ｃｉｅｒｏ ａｚｕｌ（千叶县）

的住宅楼商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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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接触和“经久美化”的社区建设

人文环境孕育社区
积水住宅推进顾及到“人缘”的人文环境建设

与住户一起开展活动，建设培育“人缘”的社区

考虑到居民间良好的关系，
推进建设丰富的人文环境

构建优良的人文环境，需要建设公园和集会所等平时邻里能够

我公司不仅着眼于公园计划、道路设计及每座住宅的位置等硬

结识的“场所”
，要促进交流创造“机遇”是关键。进而要保持居民间

件方面的社区建设，还将“培育优良的人文环境”这一软件方面作

的交流，创建管理社区的“组织”至关重要。我公司将积水住宅的社

为重要课题，使住宅能够从父母传给孩子，之后再传给孙子，推进开

区命名为“人缘”，为了建设培育“人缘”的社区，汇总在社区建设实

展与居民一同成长、成熟的社区建设。在很多人共同居住的社区，

绩中培养的经验技术，在今后的社区建设中继续使其发挥作用。

近邻的交往也一定有很多种形式。在尊重各种生活的同时，共享不
离不弃的和睦关系所带来的“快乐与愉悦”
，形成丰富和谐的关系。
这就是我公司所主张的人文环境。

建设成为“人缘”舞台的

创造开始“人缘”的

组建成为“人缘”核心的

“场所”

“机遇”

“组织”

建 设 居 民 们 见 面、
集 会 的 场 所（空
间），或者形成热爱
自己社区意识的场
所（包 含 维 持 管 理
规定）。

事例介绍“人缘”的社区建设

举办居民间结识的
活 动，发 起 社 区 活
动 等，创 造 大 家 相
互了解的机会。

作为社区代表，汇总
住户的意见，为设立
组织提供支持并促
进居民加入。

ＣＯＭ ＭＯＮ ＳＴＡＧＥ弥生丘（佐贺县：１０８区划）

车道与人行道彻底分离，氛围自由舒畅的１０８区划小区。社区的几处行车道路加宽区域，在平时
中午等通行量很少的时候，可活用为小型集会场所。在社区的中央设置有交流广场，可举办全体
参加的活动等。在这些创建交流机会的场所，举办以居民为主体的自带饮食聚会“邻里聚会”活
动，以及夏季乘凉的“绿色花园培训”。促进“人缘”的社区建设。
举办的“绿色花园培训”
成为聚集的场所

道路加宽区域

成为公共公园
代表社区的形象

小区入口绿地
街角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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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广场

从２０１０年春季开始，举办创造“人缘”机遇的
“邻里聚会”活动
“邻里聚会”活动是创造“人缘”机遇的有效活动。所谓“邻里聚
会”活动，就是近邻们自带饮食，在公共场所增进交流的市民运动。
起源于法国巴黎，２００９年日本也设立了邻里聚会日本支部，正在逐步
推广。
我公司在长崎县售房地举办了“邻里聚会”活动后，在日本全国
各地的住宅共为９６次“邻里聚会”活动提供了支援。肯定了这是形成
人文环境的有效手段，作为居民主体自发的活动，列入了创造“人缘”
的菜单之中。
（邻里聚会日本支部ＨＰ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ｉｎｊｉｎｍａｔｓｕｒｉ．ｊｐ）

建设成为“人缘”舞台的

创造开始“人缘”的

组建成为“人缘”核心的

“场所”

“机遇”

“组织”

将小区的公共区域活用作交流场所

举办“邻里聚会”活动

与绿化相关的活动也能有效建立起
居民间的纽带

饮食会为开始谈话交流创造了机会

采访了“ＣＯＭＭＯＮ ＣＩＴＹ绿丘”
（三重县四日市市）的社区建设

以“邻里聚会”活动为契机，形成了“女士会”
“男士会”，推广了交流。
还经常开展“育儿期互助”活动

（从左开始）在第１次和第２次的“邻里聚会”
活动中负责协调的俣野女士、矢田女士、
土井女士

在位于自然环境优美的羽津山绿地附近的出售住宅“ＣＯＭＭＯＮ ＣＩＴＹ绿丘”，已经举办了２次“邻里聚
会”活动。有机会采访了作为管理员（协调员）参与运营的矢田女士、土井女士和俣野女士。
开始时，我对自带多少料理和点心等食品合适很烦恼，但逐渐就形成了“约自家的一大盘”等规则。
为了避免认识的人扎堆，让大家佩戴写着姓名和自我介绍的名牌，按照到场的先后顺序陆续就座，总
之为增进近邻间的交往我们想出了很多点子。缘于“邻里聚会”开始交往的近邻开始增多，现在已经
形成了全体成人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关系。并且还有因这些聚会而结缘的夫妇，通过举办“女士会”
“男
形成了易于近邻间对话的融洽氛围，
增进了交流

士会”等，逐渐扩大了交往的范围。这还为新搬来的人与周围邻居们的交往提供了有效契机，协调员
为轮流担任，真心希望今后活动还能一直这样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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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积水住宅的住宅建设
从与顾客初次结识到售后服务，
站在生活者的视角实践住宅建设

住宅本来就应该根据气候条件、地区特征、占地条件、家庭构成、生活方式、生活层次等各自不同的状况，一栋一栋地建造。我
公司不是提供有限的计划让顾客选择，而是从与顾客结识开始，在设计、生产、施工、售后服务的各阶段，实践过程充实的“宅
邸自由设计”的住宅建设。我们将这种姿态，贯彻到“顾问建房”的口号中，不懈地开展活动。

在建设住宅之前
在日本全国各地设置与顾客结识的场所
我公司从“紧密联系地区”的观点，认为应将住宅建设的现场尽可能
地向社会公开，努力做到住宅相关的信息公开，并创建现场参观的机
会。主要的基地是日本全国各地的建筑现场及展示场所，还有“住宅
梦工厂”等体验型学习设施。将任何一个场所都定位为珍贵的结识
场所。我们努力让顾客了解到在各种不同状况下建造的“宅邸自由
设计”的住宅提案能力、构造方法、品质等内容，在理解我公司的建设
思想，并且完全接受的情况下才开始着手住宅建设。

建筑现场

将“责任施工”贯彻到工作当中
积水住宅的住宅建设

参与住宅建设的全体成员都站在“顾客观点”开展工作

同时公开多种多样的住宅。
日本全国的积水住宅日就是“住宅参观日”
为了让更多的顾客接触积水住宅的实际事例，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在日本
全国同时举办“住宅参观日”，现已历经２２年。特别是２０１０年，为了纪
念创建５０周年，在全国２５１１
个会场同时举办该活动，是
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户主们的协助下，共有１３
万６３３２组顾客到场。
为了提供安全、放心、舒适的住宅，施工品质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我公司采取住宅完

住宅参观日（在出售地的举办事例）

工前承担全部责任的“责任施工”体制。确立了以积和建设株式会社（由积水住宅１００％出
资的集团所属公司）以及其他合作施工店为中心的施工体制。在现场，从现场监理到施
工人员，全体人员都秉着“为了顾客”的诚心投入工作。遵守每个工序的步骤和公司规定，

培养年轻技工，继承工匠的技艺与精髓

学习新的施工技术，由熟练员工向新手传授技能，积极取得资格等活动，努力使顾客放心，

在我公司运营的培训学校（茨城县知事

并不断提高“宅邸自由设计”的品质基础。

认定职业能力开发学校）中，努力培养着

强化现场能力，与彻底实施废弃物分类、现场美化、安全对策、顾及近邻密不可分，
在建筑现场集中体现了积水住宅的住宅建设姿态。我公司在得到户主同意的前提下，公
开建筑现场以及完成现场，将其作为与新顾客结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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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技工。让他们掌握令顾客满意的工
匠技艺与精髓，为强化施工能力作贡献
（毕业生累计达 ２１３１人）

体验型
学习设施
所谓“顾问建房”

在展示场无法了解到的构造和性能
可以在“住宅梦工厂”体验·理解

“住宅梦工厂※”是为了更好地

我公司自创业以来，将重视住宅建设作为企业的原

建设住宅的体验型学习设施。在展

点。根据地区特性、占地条件、家庭构成、生活方式、

示场无法了解到的构造、性能以及

生活周期等各自不同的情况，尊重每一位顾客的愿
望，以独自的构造方法和生产系统，在硬件、软件两
方面进行考虑提出方案，体现出最大限度建设顾客满

如何方便使用设备等多种要素，都
可以通过在实际墙壁和结构上实施
强度实验、外墙壁耐火实验等亲自

意的“宅邸自由设计”住宅的姿态。

体会。可以亲眼看看，亲手接触，在
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设置在东北、关东、静冈、北信越、关西、
山口６地。同样的体验型设施“住宅的家
庭学习馆”正在东京、神奈川、高知等地 体验“ＳＨＡＷＯＯＤ ＳＭＪ结构方法”
展开。
在连接部分的不同

住宅梦工厂 一年有１１万６９９０人参观

在小于实际建筑的断面模型中，
可以了解到结构体中看不到的部分

※ ６地合计

设置了多姿多彩主题馆的
“关东 住宅梦工厂”

每次都有很多
人参加巴士参
观会
体 验“耐 震”
、
“免 震”
的 不 同，在 再 现 大 地
震摇动的“安震馆”中
参观的情形

占地面积１万８４６２平方米

在“关东 住宅梦工厂”，设置有介绍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节能方面成果的“住宅环境馆”
，有可
以体验学习以耐震性为中心构造的“Ｂｅ Ｔｅｃｈ馆”
，有为育儿家庭提供生活点子的“生活理念馆 小
林家”，有全部灯光采用ＬＥＤ照明可以体验新住宅光环境的“生活光馆”等丰富多彩的主题馆。是
一座寓教于乐的学习住宅的主题公园。

还在网站等发布信息
２０１０年２月，开设了思考生活方式的住宅建

展示场

展示生活的意境和课题的
解决手法。
也作为与地区的交流基地

设 网 站“ｓｕｍａｉ－ ｓｍｉｌｅ”。以 丰 富 的 研 究 成
果和经验为基础，在网站上发布生活启示
和信息。还征集阅读网站者的意见，并公
开结果等，是一个用户参加型的交流网站。
此外，还展开即使没有新建预定，也可自由
听 讲 的“ｓｕｍａｉ塾”
、
“ Ｗｅｂ ｓｕｍａｉ塾”的 活 动。

样板房是根据地区特性和所处环境，

有很多人参加。

为住宅应有的形态，及今后追求的生活方
式等提供方案，也是与顾客结识的场所。

在我公司首座四层建筑展示场
（东京都新宿住宅展示场），
加入了让五官感受生活乐趣的创意

因为可以具体展示对占地和愿望的解决
手法，所以对住宅建设一定有所启示。在
全国展示的有平房到四层建筑，构造有钢
筋和木结构系列，设计有城市型、郊外型、

邀请户主，制作圣诞花环

“ｓｕｍａｉ－ｓｍｉｌｅ”

环保型、宠物共生型、店铺共用型等，样板

累计有２３万６０３９人访问网站

房种类丰富多彩。

“Ｗｅｂ ｓｕｍａｉ塾”
一年有４６６人申请听讲

此外，也将样板房活用于社区沙龙。
“ｓｕｍａｉ塾”

加深户主与地区人们的交流。
（展示场数

特别讲座 一年有５４人听讲

４３６处）

公开讲座 一年有７３０人听讲

围绕园艺和收纳计划等身边的课
题举办讲座

全部在同一平面的大开口，连接屋内外，
提供“ｓｌｏｗ ｌｉｖｉｎｇ”的方案
（世博ＢｅＳａｉ＋ｅ展示场）

事业所版 一年有７４１人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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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积水住宅的住宅建设

在住宅竣工之前
“人”与“技术”支撑的独一无二的住宅建设
我公司自创业以来，一直以“宅邸自由设计”为根本。经过细致的咨询，
为了提供能够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住宅，在硬件、软件两方面踏实地研
究，努力提高各个工序的品质。在利用工业化住宅的优点确保结构安全
性的同时，为满足多种多样的需求提高设计自由度，开发出了独特的构
造方法，及生产与施工系统，并一直进化至今。

通过“顾问建房”实现的“宅邸自由设计”是积水住宅的根本

个别设计

对应千差万别需求的
“宅邸自由设计”
营销负责人作为窗口，为了将顾客多种多样的需求反

研究开发

研究开发独自的构造方法
和新材料、新生活方式的
“综合住宅研究所”

追求住宅的安全性、舒适性以提高品质，这是住宅企业的使命。

映到计划提案中，首先要仔细倾听。在询问情况时，当然

我公司在１９９０年开设了“综合住宅研究所”
（京都府木津川市）。在

要调查各个家庭的兴趣及爱好、生活方式、生活层次，还要

住宅建设相关的硬件、软件两个领域进行研究开发。

了解顾客将来的计划和活用资产的意向等的情况。在对占

通过建筑物的震动实验或建材的耐久性实验等检验耐震性和居

地进行调查时，要周密确认近邻的建筑状况和周围环境。

住性。通过我公司内的性能检验，能迅速地发现和解决问题，取得

这些在面向将来的生活提出建议和提案时，是我公司认为

了独自的３层建造构造方法“β系统”，及减震系统“ＳＨＥＱＡＳ”等众多

非常重要的工序。
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与顾客共享预想效果非常重要。
这需要提高营销人员及设计负责人的技能，并应用能完善
这些内容的各种系统。例如，为了提出最适合顾客的占地
在对占地的调查中，检查煤气、水道的排管场所

软件领域的研究

条件、家庭构成、生活方式的环境技术方案，活用了环境模
拟工具。
为了开展安全、放心的住宅建设，结构计划非常重要。
我们开发了辅助配置承重墙、梁、柱等，同时具备结构计算、
收纳检查等功能的独立结构计划系统，并予以活用。对于
复杂独特的建设计划，也能够正确配置结构材料。联合生
产工厂的数字数据。通过高精度的结构计划，使安全性固

我公司从３０年前就本着“生涯住宅”的思想所开展的国际设计
研究，基于人类工学实验的成果，创造出了任何人都能够安
全、舒适地生活的居住环境。促进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儿童设
计”，是站在孩子的视角进行研究后实现的。此外，
“节能·防
灾住宅”、与宠物一同生活的“Ｄｅａｒ Ｏｎｅ”、为双职工家庭设计
的“Ｔｏｍｏｉｅ”等新生活方式的研究与提案也在推进之中。

若磐石。

在内部装修的洽谈中，有效利用“ＳＨＩＣ系统”

奖励员工取得国家资格以提高提案能力
为了提高员工的提案能力，奖励取得资格。在籍员工中有建筑士４８７４人※（一级建筑士

培养孩子们生存能力的“儿童设计”的空间建设。根据身体与动作的测
量数据，还顾及到意外事故的防止

２１５７人，二级建筑士２７１７人），有向顾客提供人生设计等建议的财务策划师２８６１人※（财
务策划师技能检定１级、２级、３级）。
※有重复取得的人。截至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推进提高可信度的公司内资格
积水住宅还设置了高标准的公司内资格认证制度。在建筑计划、创意与设计监理能力
优秀，实际成绩丰富的我公司一级建筑士当中，经过严格审查认定的“首席建筑士”
（７０
人），拥有国际设计相关高级知识与技能，在事务所内负责统管指导的“ＳＨ－ＵＤ主策划师”
（２５６人），造园种植的专家“绿化专家”
（４５人）等活跃在各自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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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身体随着年龄增长的变化，对浴室、卫生间、厨房等进行研究。进
而开展进化后的“智能型通用设计”。

生产

以多品种少量的“宅邸生产”为根本。
兼顾生产效率，供应高品质的部件材料

在我公司的工厂内，通过公制米方法进
行柱、梁等的主要结构材料及外壁材料的生
产，以稳定提供高品质的部件材料。我公司
以“宅邸自由设计”为根本，向工厂订货也
是在以顾客的宅邸名称进行订购后，开始生
产。
通过完善工厂的生产线、导入自动化、
高技术水平的机器等，以高效合理地推进多
品种少量生产。此外，按严格基准选定原材
料，实施抽样检查等，由专门负责人建立严
密的品质管理体制。从生产方面支持“顾问
建房”。

在我公司工厂生产
高精度的原创部件
材料

按部件材料的名称进行生产和
发货。负责人在工作中时刻挂
念顾客，努力提高品质

静冈工厂的新制造生产线

成果。并且开展国际设计、新环境技术与生活方式的研究活动。
（２０１０年度申请专利４２件，２０１０年度末保有专利９６１件）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在 静 冈 工 厂 为 了 生 产５０周 年 纪 念 商 品“Ｂｅ
Ｓａｉ＋ｅ”等钢筋结构系统，导入了有１２７台机器人的自动化生
产线。自 动 化 率 由 过 去 的６０％提 高 到 了９５％。对以自由设
计接受订单的每一住宅，实现了“完全按宅邸名称生产”。
住宅行业第一条能够“完全按宅
邸名称生产”的多品种轴组自动
化生产线

在“综合住宅研究所”内设置有体验型学习设施“理解工作室”

施工

利用激光传感器每次都对形状和焊接位置进行确认等，进一
步提高了产品精度和品质。

专任体制和优秀技术形成的
高施工品质

硬件领域的研究
通过对性能的实验与验证，开发新技术和材料。经过结构体强

住宅品质受建筑现场的施工精度所左右。我公司因为采用独特的构造方法，所以需要专业

度震动平台实验和水平加压实验、使用独自的部件材料构成的

知识和技能。在“责任施工”的体制下，以我公司１００％出资的积和建设株式会社及合作施工店为

调节回音效果的内装系统实验，以及通过室外暴露进行的耐环

中心，确立了施工组织。严密指定操作步骤和规则的“施工技术手册”完善，确保了高施工精度。

境实验等，从事建筑技术及构造方法等的研究，开展提高住宅

日常对提高施工精度和效率深思熟虑，造就了独特的施工方法和建设机械等。进而，通过各种

性能的活动。

研修和检定制度，促进了工作方面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强化了施工能力。

调查住宅内的ＶＯＣ浓度和过
敏性物质。该研究成果造
就了“防化学物质污染规
格”
完善以积和建设株式会社为中心的施工组织
１９７９年在住宅行
业首次进行了实
体大震动实验。
之后也多次进行
了实验和验证，
造就了“免震”
和“减震”等技
术

我公司在籍的一级、二级建筑施工管理
技师有１４２８名（存在重复）

建立了独自的公司内资格与认证制度，努力提高施工品质
为了安全、放心地开展住宅建设，地基、基础十分重要。我公司面向开展调查、设计的技
术人员实施专业研修，对学习结束者予以认定。现在在各地活跃的“地基调查主任技术
员”有２２８名，
“基础设计主任技术员”有９４６名。此外，以基础、外装、内装施工工作人员
在人工气象室的隔热性验
证实验

为对象的厚生劳动省认定“积水住宅主任技术员检定”，合格者累计已达到１万３８７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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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积水住宅的住宅建设

任何时候都能放心·舒适地生活
即使在移交后，也继续长期交往
我公司为长期居住的保修制度充实完善。除了独自设定的“２０年保修制度”外，还设
定有每１０年可继续重新保证的“Ｕ－ｔｒｕｓ延长保修体系”。在售后服务方面，售后服务
中心有约占全体从业人员１成的专职员工负责对应。此外，对应翻新改造、重建及更
换住宅的体制完备，作为提供住宅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了提供任何时候都安全、放心、
舒适的住宅而开展活动。

“２０年保修制度”和“Ｕ－ｔｒｕｓ延长保修体系”
交房

第５年

第１０年

第１５年

第２０年

第３０年
附带１０年保修

对所有新建住宅
履行缺陷保修
责任期的义务

新 、二 手 住 宅 流 通 系 统

延长保修

质保法

积水住宅制定的
售后服务保修责任期

检修

２０年保修制度

检修

检修

Ｕ－ｔｒｕｓ延长
保修体系

检修

Ｕ－ｔｒｕｓ延长
保修体系

检修
（２０年后有偿检修）

售后服务中心负责定期检查及维护

与地区紧密联系令人放心

定期检查·
售后服务中心有
维护

约１４００名服务人员

长期保修

为了保证长期居住
设定了超出法定基准的保修期间

我公司在日本全国３１处※设置有售后服务中心，负责开展售后服务。
有约占全体从业人员１成的１４００名专职员工为入住后提供迅速、切实的支
援，并作为居住指导者回答住户各种各样的咨询。定期检查基本上为“３
个月”、
“１２个月”、
“２４个月”、
“１０年”。在其他方面，按照户主的希望实施

早在住宅缺陷担保仅有２年的时代，我公司就在构造主体和防水性能方面导入了１０
年保修制度（１９８２年）。之后，从２０００年起更加延长了保修期间，实施２０年保修※１。２０００

检查与维护。
※截至２０１１年４月３０日

年实施的住宅品质确保相关法律（质保法）中规定１０年保修义务化，积水住宅又增加１０年
形成了独自的长期保修制度。
此外，在此之前的１９９９年，就确定了从第２０年以后每１０年实施收费检查、有偿补修，
可继续重新保证的“Ｕ－ｔｒｕｓ延长保修体系※２”。通过充实保修制度，彻底为长期居住提供
售后服务。
※１ 在积水住宅，对构造主体和防水性能部分，适用长期２０年保修（防水为１０年加１０年延长）。但在第
１０年实施免费检查、有偿补修为前提条件。
※２“Ｕ－ｔｒｕｓ延长保修体系”是在实施收费检查、有偿补修之后，再保证１０年。

以标准规格对应“长期优良住宅认定制度”
我公司的新建住宅，按照以建筑物的耐用
性能，使用时的安全性、节能性等为认定

对日常生活中非常细小的
事情均可以对应咨询

基准的“长期优良住宅”的基准，以标准
规格※予以对应。此外，将收集的建筑物
构造及规格、各种认定等的基本信息、检
查结果及补修记录、维护程序等住宅履历
信息，都收集在台帐“ＩＥＲＯＧＵ”中，并进行
存储、更新，替户主代为实施保管和更新。
住宅的履历书“ＩＥＲＯＧＵ”
※由于商品型号、地区、规划不同，存在部分对
应有所不同的情况。

以售后服务中心为核心的售后服务窗口
※包含积水住宅ＲＥＦＯＲＭ株式会社的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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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改造

结合需求实施纯正的翻新改造
实现“任何时候都感觉舒适”

对应翻新改造的需求，在日本全国设置了４０处营销所，由继承了一连贯的住宅建设
思想的积水住宅ＲＥＦＯＲＭ株式会社承担翻新改造工作。根据家庭构成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对变更隔断或为提高隔热性能等进行翻新改造提出方案。以详细的住宅履历信息为基
础，使用高品质的部件材料和最新设备实施纯正的翻新改造。
Before

After

不仅是内部装修，而是实施改变生活方式的纯正翻新改造

再生住宅

将喜爱的住宅作为社会资产予以利用
积水住宅的再生住宅“持续循环”

户主们在卖出住宅时，当时负责建筑的我公司以适宜的价格收购，按照最新的规格
进行再生后，再移交给新户主。在延长了住宅寿命的同时，将日本的住宅作为社会资产，
开展由消费型向循环型转变的活动。

（参考Ｐ．４５）

Before

休息日也可放心对应

发生灾害时做到迅速对应

在售后服务中心的固定休息日，由

发生地震、台风、大暴雨等自然灾

总公司的“售后服务中心休息日受

害时，举积水住宅集团之全力，迅

理中心”接听户主的电话，回答咨

速地对户主提供支援。运送救援物

询内容。

资等。

After

运用纯正的翻新改造技术，对构造、内外装修、隔断以及设备都按照最新规格进行再生

将“顾客问卷调查”活用于设计·规格改良等当中

在长期的瞩目之下研究·验证未来的“安全、放心、舒适”生活

在入住的第１年，根据户主填写的“顾客问卷调查”，对服务和商品进行

●“可持续发展设计实验室”

调整，并反馈给相关的各个部署。诸如厨房空间的适当尺寸设定，以

在东京都国立市开设的“可持续发展设计实验室”，

及阳台溢水管的改良等，在具体的设计改善和规格改良中得到了利用。

以“有效利用能源”、
“使用环保材料”、
“享受与自然
协调的生活”为主题，学习日本传统的生活智慧，推
进研究摸索下一代的住宅建设。不仅通过实验数据
进行验证，而且站在生活者的视角研究居住的舒适
度评价等，这是其最大的特征。

向户主提供信息并开展交流
为户主开设会员制的主页，并通过定期发送杂志保持交流。

杂志

“Ｎｅｔ户主俱乐部 纽带”

（参观者累计达 ５１８１人）

通过绿化一侧的空间和通气天
窗接近自然，为实现舒适生活采
取的措施随处可见

●体验型学习设施“理解工作室”

来馆者的体验成
为宝贵的数据

在综合住宅研究所（京都府木津川市）内的
“理解工作室”，可以对住宅建设的重要要
素通过五官进行鉴别和比较，是帮助加深
理解的设施。来馆者的问卷调查结果，不
仅有助于新的研究开发和对今后的生活方
式作出提案，还作为生活者的数据向社会

面向独户住宅的户主：
“纽带”
（约 ６５ 万册）
面向租赁型住宅的户主：
“Ｍａｉｓｏｗｎｅｒ”
（约 １０ 万册）
面向商品住宅楼的户主：
“ｇｍ”
（约 ３ 万 ８０００ 册）

介绍环保的生活方式和园艺等生活中的
窍门

广泛公开。
（一年的来馆者 ４万４４１４人）

将问卷调查的结果汇总到
“ＤＡＴＡ ＰＡＬ”中，有助于为
顾客提案

···之后，体现在为下一位顾客建造的新住宅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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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集团公司·合作施工店
一道共同努力
作为“命运合作共同体”
，努力提高施工品质
满足顾客的需求，并开展技术传承活动

我公司的住宅品质，是获得了“命运合作共同体”志同道合的集团公司、合作施工店的每一个人的支持而得以实现的。我公司
与日本全国积和建设株式会社的３１家公司，约７０００家合作施工店组成的“积水住宅会”一道，以追求顾客满意为理念，团结一
致努力提高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进而提高施工品质并培养下一代肩负重任的人才。

采访“东京积水住宅会”北支部合作施工店

一高建设株式会社

每一个人都站在顾客的立场交换意见。
通过积极进行改善提案，提高施工品质
一高建设株式会社 代表董事总经理
“东京积水住宅会”北支部 副支部长長

长谷川 光一

全体施工人员共同思考如何提高“顾客满意度（ＣＳ）”

高，都有强烈的“在这个现场自己就是积水住宅的代表”的觉悟，熟

在一高建设所属的“东京积水住宅会”北支部，
“参与施工的全

练工与年轻的新手一起，针对造访现场的顾客提出的问题，能够更

员共同解决课题”这一意识深入人心。针对技术和安全面举办分科

亲切、详尽地进行说明的机会也在增加。今后，还要邀请主任检查

会，每次以班长为中心全体施工人员针对课题展开对话，采取改善

员及售后服务中心的人员到各施工店参加学习会等，进一步实现ＣＳ

对策。针对施工品质，由合作施工店的全部代表在“技术ＣＳ分科会”

的强化。

上发表平时感受到的各种各样的课题。同时，商定解决问题的口号，
制成海报以实现全员共享。在实现目标前的期间内，积水住宅的分
公司、积和建设株式会社、合作施工店的全体成员都彻底实践，所以
改善的速度超出了预想。通过共享“要建设顾客满意的住宅，需要
我们改变现场”这一意识，取得了增强连带意识的效果。
在积水住宅的住宅建设现场，没有承包、转包这样的概念。在

年轻新手的培养是最为紧急的课题。
希望他们立志取得公司内资格
现在，一高建设株式会社有８位木匠。与积水住宅有３３年的往
来，所以熟练工们都有丰富的商品知识，在现场亲切指导年轻新手。
但随着老龄化的进展，技术的传承已成为重要的课题。“教育训练

尊重相互立场的同时，都秉承一切为了顾客的志向，作为“命运合作

中心·训练学校”的教育、经验尚浅的职员可以接受的“ＳＴＥＰ研修”，

共同体”形成了良好的企业风尚，也成为了施工效率化、美化现场、

以及成为年轻人目标的巧匠的象征“施工大师”认定等，都是进一步

重视礼节、强化安全面的原动力。施工现场员工的自主性也得以提

提高住宅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期待在集团内能够进一步得到活用
和渗透。
此外，在培养年轻新手中，创造每天都可以安心工作的环境不
可或缺。随着年施工量的平均化和收入的稳定，
“积水住宅协力会”
的年金积累制度等福利也给合作施工店提供了很大支援，这样有助
于将来确保人才。今后我们仍将与积水住宅、积和建设株式会社团
结一心，为使顾客满意而继续协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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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顾客满意，作为“命运合作共同体”开展活动

在条件各异的现场，
采用多种施工方法，

●各种研修
●施工品质会议
●教育训练中心
训练学校

顺利开展施工并强化安全对策

●培养主任技术员

提高施工品质

●“施工大师”认定

在东京都中心的施工现场，有很多限制道路宽度、建筑物正面宽度

●公开募集“我的主意２１”

及相邻地块间距的情况，所以既要顺利施工，又要在安全方面细致
用心狠下工夫。据说施工现场采用特殊施工方法的情况有所增加，
我们特地采访了积和建设东东京株式会社的现场。

提高品质

零排放

积水住宅

事业的
共存·共荣

积水住宅会
（积和建设株式会社·合作施工店）

施工现场是与顾客交流的
真实的展示场
积和建设东东京株式会社 代表董事总经理

竹花 嗣生

在所管辖的区域内，每年都有８００～９００栋住宅在施工，我们不仅仅是在销
安全对策

美化现场

售被称为住宅的商品。施工操作不但要求迅速而仔细，向房东和近邻问
候和交流也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致力于采取安全对策、噪音对策，同时
将建设现场作为真实的展示场开放。

彻底搞好安全卫生
●职长教育

充实援助·补助

●安全卫生教育

●补偿制度

●补助金支援

顾虑到近邻感受和美化现场
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营销活动”
积和建设东东京株式会社 工事部建方工事科

玄 光裕

在东京都中心部，顾虑到对近邻的影响是必不可缺的。我们尽量不在周
日施工，即使在周六施工时，也安排以装卸噪音较少的部件材料为中心的
操作等，非常小心谨慎。此外，对施工现场的整理整顿也是安全对策的重

负责人之声

要要素，顾虑到对近邻的影响和美化现场，是我作为施工管理者力所能及
的重要“营销活动”。今后仍将站在顾客的角度，继续推进现场建设。

将住宅建设中非常重要的
木匠心得传授给大家
一高建设株式会社 内部装修木匠

彻底实施直接关系到施工品质的安全确认

大津 宽秀

有限公司筒井工业

职长

筒井 实

３３年一直在积水住宅的现场努力追求施工品质。内部装修木

在住宅密集地建设３层以上建筑的现场，先期设置脚手架和进行起重机操

匠的最初３年时间是学习基础知识，对日式房间的精装等无法按业

作时，因为与相邻地块的距离很近，所以要极为慎重地操作。作为职长时

务手册实现的部分，要找到自己的处理方法，必须要予以解决。在
现场与其说是年轻人的指导者，不如说是一起建设住宅的同伴，在

刻关注的是彻底实施安全确认。周到的安全管理是施工品质的重要保
证。其结果将直接关系到顾客住宅的完成情况，所以今后仍将真挚地开
展活动。

其间传授做木匠的重要心得。因为年轻人接受知识和技术的速度
很快，所以很期待他们取得出乎预料的进步。

负责人之声

为了使顾客高兴满意，
希望自己有更多的绝活
一高建设株式会社 内部装修木匠

大木 信之

在脚手架上部安装现场临时使用的天车起重机，是实施主体与外部装修施工的
原创“门式起重机”

今年迎来了作为内部装修木匠的第４年。在建造传统的日式房
间时，深感还需要有更多自己的绝活。只有在规定的施工期间内，
１００％完成被顾客认可的工作，才能被称为专业人员，所以每天都在
大津师傅负责的现场学习。我很珍视这份关系到顾客一生的极其
有意义的工作，今后仍将继续努力。

新创建了象征巧匠的“施工大师”制度
以实绩优秀、技术水平高、技能指导能力强等的职员为对象，实
施“施工大师”认定。通过提高工作动力，进一步提高施工品质水平。
２０１０年度共有４５人获得了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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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与员工共同奋进
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努力建设一个能让员工长期工作的
生机勃勃的职场环境

２００６年３月，我们发表了人事的基本方针——“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宣言。努力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能力和潜力的环
境与体系。大力促进女员工的活力，开展工作生活平衡的活动，力争建设一个人人都充满活力的职场。

“女员工活跃促进组”
为建设让员工长期工作的生机勃勃的职场环境提供支持
自２００６年设置了“女员工活跃促进组”以来，已经经过了４年多的时

女员工担任管理职务的明细变化

间。其间，以日本全国女营销人员和展厅接待人员为对象举办交流会

（积水住宅集团统计）

等，为提高女员工的活力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充满活力工作的女员

23 名

工逐步增加。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平时易于工作，而是通过员工自身在工
作中的活跃，建设“更加愿意积极工作”的职场。

18 名

此外，对于人才培养，由同地区的女营销促进委员担任前辈导师，
15名

结合各地区的人员构成组织学习会等，确立了严密的体制。今后还将继

２０１０年度

２００９年度

２００８年度

２００７年度

续扩展能够活跃的范围。

通过举办交流会等对女营销人员的活跃提供支援

育儿休假后放心地回到工作岗位

促进提高展厅接待人员的技能

共享成功体验，为今后的工作注入力量

２０１０年４月恢复了工作，

与展厅的工作人员们通

将２岁 的 儿 子 送 到 保 育 园 开

过互办角色等学习方式，共

始了工作。在刚恢复工作的

同切磋，时常返回到基本点，

时候，我对能否兼顾工作和

分析研究在接待客户时需要

育儿没有信心，多亏周围同

改善的地方，思考如何才能
女员工营销交流会

事的支持，才得以灵活地对

展厅接待人员 基础研修

“创造与客户交往的舞台”、

应客户。在“女员工营销交流会”上可以相互交换信息，非

“提供最好的招待”。与成员们共享对生活有益的信息，还

常有帮助。因为在恢复工作后，育儿等经验在住宅建设提

制作有独自特色的宣传资料。通过参加“展厅接待人员基

案时发挥了作用，与客户的亲近感也增加了不少。通过有

础研修”，共享成功事例等，接受良好的

效利用这些经验，我们与客户建立了更

刺激。在使客户满足愉悦的同时，通过

为良好的关系。对营销活动给予了很

接待工作使他们对未来充满憧憬，从而

大帮助。

实现对住宅建设的支持，这是我今后的
目标。

高崎分公司

黑田 笑子

宇都宫分公司

见木 则子

“展厅接待人员 特别表彰”
从２０１０年度开始，在营销部门的表彰基
准 中 设 立 了“展 厅 接 待 人 员 特 别 表
彰”
。表 彰 立 志 为客 户提 供 最 好 的 招
待，并取得优秀业绩的公司员工，通过
创造这样的机会，提高了工作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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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作生活平衡提供支援，
支持各种工作方式
２００７年集团全体有１５名女员工担任管理职务，到了２０１０年增加

■育儿休假制度利用人数 （包括短时期利用者）

到了２８名。今后，在进一步促进女员工采用和登录的同时，充实各

２００８年

种设施，以创建能够使其充分发挥能力并长期稳定工作的环境。

２００９年

男性３３名

２０１０年

男性３０名

特别是充实了育儿支援的各项制度，开展促进利用育儿休假制

男性５３名

女员工８７人 １１７名

度、短时间勤务制度的活动等，为有能力的员工提供多样的工作方

■短时间勤务制度利用人数

式和活跃机会至关重要。在积水住宅ＲＥＦＯＲＭ株式会社，积极采用属

２００８年

于营销职务的“翻新改造指导师”。为了建设易于兼顾工作和育儿

２００９年

的工作环境，还建立了可以选择“周休３日制度”的勤务体制，现在有
约３成的人员在利用该项制度。
今后，还将建议无论男女都采用多样的工作方式，实现充实的

女员工７２人 １２５名
女员工８１人 １１４名

７２名
１０５名

１６４名

２０１０年

导入了在育儿期间也可以利用的支援程序
为了使育儿休假者顺利地返回工作岗位，导入了为育儿

工作生活平衡。

生活提供有意义支援的网站“ｗｉｗｉｗ”
。在菜单中，不仅有
公司内信息和对恢复工作有帮助的信息，以及育儿相关
的信息，还开设在线讲座。在休假中也能与公司保持一
致，令员工感到放心。

育儿休假制度的利用者不断增加

扩大了勤务类型的选择范围

利用“周休３日制度”，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兼顾

启发男员工也来利用制度

我认为“翻新改造指导师”的工作能够为客户改善居住

为了促进男性利用育儿休假，率先利用了该制度。虽

环境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提供帮助，感觉非常有意义，所

然有些不安，但得到了上司、同僚的理解，即使在休假中发

以进入公司就职。平时利用“周休３日制度”，在平日和周日

生的业务，也快速地得到了协助。利用了２０天育儿休假，对

休息。这样既可以照顾孩子的学习，又增加了与家人共处

时间的意识产生了变化，在思考如何高效地工作和自我启

的时间，是一种家庭工作平衡的生活。在工作单位正在育

发方面都更加努力向前了。现在，也时常思考如何尽快地

儿的女员工和利用“周休３日制度”的人很多，孩子生病和照

完成好工作，以便回家与孩子们共度一段时光。我将继续

顾父母等情况都相互公开，是很易于交流的环

支持那些从现在开始准备利用这些制度的男

境。今后我也将以这样有张有弛的生活，实现

员工，希望能够创造出工作生活平衡更为深

工作和私人生活的双丰收。

入人心的职场氛围。

积水住宅ＲＥＦＯＲＭ株式会社

大阪南营销所

冈本 越子

促进人才活用
使之能够持续发挥能力
导入了新毕业录用之后，可以从“生产技能职务群”、
“一般事

积和不动产关西株式会社 人事部

■职务群转换制度报名者人数 （白色文字为实际职务群转换的人数）
２００８年

６名

２００９年

５名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８年

“人才公募制度”。此外，还设立了可重新激活离职员工职业经历的

２００９年

２０名

２０１０年

２３名

援的“志愿者留职制度”，以及年假可以累计保留２年以上的“累积
年假制度”等制度。对于残障者雇用率，由于计算方法发生变更，

１３名

５名

■人才公募制度报名者人数 （白色数字是公募岗位的实际分配人数）

使之在新位置上可以持续发挥能力，导入了使员工能够活跃工作的

“退职者复职登录制度”，对参加国际性社会贡献活动的员工提供支

８名

７名

务职务群”转换为“营销技术职务群（综合职务）”的“职务群转换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制度”，为了尽可能尊重员工“想在这里工作”的意愿，

久保元 将则

１２名

１２０名
３３名

２３９名

■残障者雇用率 （每年２月１日时）
１．９０％

１．７７％

１．８０％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时为１．６６％，２０１１年度将对每一个部门设置目标，改善
雇用率。

２００８年

１．６６％
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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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活动

8

以“提高居住文化”、
“培养下一代”、
“环保”为支柱，
为创建促进自发性活动的体系而开展活动

我公司从事的是与人们生活和地区社会密切相关的事业，作为地区和社会的一员，参与各种社会贡献活动。以企业理念的根
本哲学“以人为本”为活动理念，以“提高居住文化”、
“培养下一代”、
“环保”为支柱，除了通过主业开展活动，还通过“员工的
志愿者活动、参加慈善事业”、
“与ＮＰＯ·ＮＧＯ间的合作、支援活动”、
“与教育机关合作的教育支援活动”等，创建每一个人都可以
自发活动的体系，扎根于地区持续开展活动。

培养下一代

提高居住文化

环保

员工的志愿者活动

参加慈善事业

国际合作

紧急援助

与ＮＰＯ·ＮＧＯ间的合作

支援活动

与教育机关合作的教育支援活动

通过事业活动

企业理念的根本哲学 “以人为本”

■“积水住宅配捐程序”的体系

支援承担社会活动的ＮＰＯ
与员工一起的共同捐赠制度

员工

公司

选择希望的基金，从工资中
积累捐款（个人自愿参加）

“积水住宅配捐程序”

公司捐赠等额的资金

从２００６年度开始与员工一起开展共同捐赠制度“积水住宅配捐
积水住宅配捐程序会

程序”
（会员数约１７００人）。支援ＮＰＯ等团体的活动。该程序是从员

积水住宅儿童基金

工的工资中积累希望捐赠的金额（１笔１００日元），之后，我公司再拿
出同等金额的补助金进行捐赠的制度。还设立了“积水住宅儿童基
金”和“积水住宅环境基金”２项基金，由会员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决定
支援方向。

（

设计奖※（社会儿童支援部门）。此外，为了敦促更多的员工参加社

（

对生态系统的维护等地球环保的
活动领域提供支援

募集

补助对象
（任意团体、ＮＰＯ、教育机关等）

审查·补助

程序补助

基础补助

会活动，提供参加活动的信息等，丰富对会员提供的信息。
※举办：Ｎ ＰＯ法人儿童设计协会

儿童基金 补助对象团体的感想
通过新建小学的校舍，

■ ２０１０年度的补助对象
程序补助【 １１个团体１４０３万日元 】

基础补助【 １９个团体３８０万日元 】

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环境
ＮＰＯ法人 日本世界远景会

● 儿童基金
● 环境基金

５个团体６９５万日元
６个团体７０８万日元

● 儿童基金 ９个团体１８０万日元
● 环境基金 １０个团体２００万日元

今村 郁子
旧校舍十分狭窄，吹进的风雨淋湿

新校舍

了教室内的土地等，学习环境非常恶劣，

程序补助内容
儿童基金

环境基金

● ＮＰＯ法人 ａｔｏｐｉｃｃｏ地球之子网络

● ＮＰＯ法人 ＡＳＡＺＡ基金

● ＮＰＯ法人 ＡＤＲＡ Ｊａｐａｎ

● ＮＰＯ法人 白神山地守护会

● ＮＰＯ法人 ＣＡＰ中心 Ｊａｐａｎ

● ＮＰＯ法人 日本国际志愿者中心

● ＮＰＯ法人 日本无国界医师团

● 公益社团法人 日本国际民间协力会（ＮＩＣＣＯ）

● ＮＰＯ法人 日本世界远景会

● ＮＰＯ法人 绿色大阪

建成的新校舍改善了学习环境，同时还
确保了足够的教室。孩子们可以集中精

● ＮＰＯ法人 绿色地球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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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会 （事务局：ＣＳＲ室）由理事（５人）、干事、与公司外指导者协商

“积水住宅儿童基金”被评价为“面向完善育儿的社会环境，员
工协力参加”、
“从ＮＰＯ法人等处获得了反馈”，因此获得了第４届儿童

积水住宅环境基金

）

对与培养下一代有关的
活动领域提供支援

力学习，也提高了地区社区全体对教育
的关心。

授课场面

补助团体名称：Ｎ Ｐ Ｏ法人 日本世界远景会
补助事业名称：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Ｍ ｏｒａｚａｎｉ小学的建设支援事业

面向孩子

策划残障者周的活动

实施三项教育程序

从２００５年 开 始，为 在 总 公 司
所在的梅田蓝天大厦举办的“残

为了防止地球温暖化、推进环保，面向

障者周活动”
（后援：内阁府），提

担负下一代重任的孩子开展启发活动非常

供策划和运营协助。

重要。我公司作为“环 保 先 驱 企 业”
（参 考

在“联系残障者与社会的研

Ｐ．２９），实施体验学习程序，让孩子们能够愉

讨会”上，就“残障者雇用的经营

快地学习与环境大臣的三项约定。

战略”与到会的全体成员交换了
●学习温暖化对策与生活关联性的“家庭环保技术”培训班
●学习生态系统重要性的“来自森林博士的信”
●学习资源循环的“寻宝之旅”

意见。成为行政、企业、ＮＰＯ、市民
共同思考，开展对话交流的有意
义场所。

支援国际的文化社区建设

日本全国有６３所大学参加的

公益信托“神户社区建设六甲岛基金”

“有益于地球的居住生活设计大赛”

我公司与“六甲岛城”
（神户市东滩区）建立了很深厚的关系，

从２００５年度开始，参与了产学共同行动商品策划项目“有益于

１９９６年与Ｐ＆Ｇ公司一起建立了基金，通过援助事业与活动来帮助神

地球的居住生活设计大赛”，与学生们一起思考居住空间设计，并对

户市建设国际的文化社区。并为ＮＰＯ等众多团体的活动提供支援，

运营提供协助。主要的举办目的是提高对居住空间的环境意识，提

２０１０年度为３８次活动累计补助了２２００万日元。累计补助金额达到了

高生活品质的商品策划，强化产学协作，促进学生间交流，培养年轻

３亿２５７８万日元。

设计人员。
２０１０年度日本全国有６３所大学、２６７件作品报名参赛，关东、关

■基金体系

西分别产生１件最优秀作品奖，１件优秀作品奖等。

兵库县（主要官厅）
申请·许可·监督

积水住宅
·
Ｐ＆Ｇ公司
（委托者）

设定公益信托

住友信托银行

补助金 申请·支付

支出资金

（受托者）

补助
对象
的
同意 审查
（指 重要 ·选
示劝 事项 定
告）

准
的批
事项
重要

信托管理人

（受益者）

财产管理

日常运营

公益活动

补助对象
补助对象
补助对象

基金运营委员会
关西地区 最优秀奖 “挂雨的墙壁”
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院
内藤Ｍａｍｉ，洲崎海 的作品

关东地区最优秀奖 “环绕浴室”
日本大学研究生院 今野和仁，
高桥雄也，永嶋龙一 的作品

向ＮＰＯ法人 纪念西山夘三
住宅与社区建设文库提供协助

为了住宅建设开展“人的建设”活动

ＮＰＯ法人 纪念西山夘三住宅与社区建设文库（京都府木津川

立足于积水住宅企业理念的根本哲学“以人为本”，开

市），保管了约１０万件由构筑日本居住生活研究基础的已故京都大

展社会贡献活动。其中能使人深感其积极性的视角是“参

学名誉教授西山夘三用一生心血收集和创作的研究资料，我公司将
综合住宅研究所的一部分提供给该ＮＰＯ法人，对其活动提供支援。

加”和“协同行动”。通过这些实践，可以结出更具社会性的
“人的建设”成果。

向２００２年开始举办的“住宅与社区建设论坛关西２１”提供的赞助也

在为了推进保障人们生活的住宅与社区建设，接触各

是支援活动之一，截至２０１０年度在总公司的梅田蓝天大厦及综合住

种市民活动非常重要，所以期待今后也能够踏实地开展这

宅 研 究 所 等 处 共 举 办 了２７次 活

些支援活动。

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下一代
住宅与社区建设传递相关信息，
并为构建市民与专家、行政与民
间、企业与用户等新的关系贡献
力量。

社会福祉法人
事务局长

大阪志愿者协会

水谷 绫

亲自到ＮＰＯ现场，致力于运营支援和构筑ＮＰＯ治理体系的
活动，还努力与行政协同行动，推动企业的ＣＳＲ／社会贡
献程序建设。历任ＩＳＯ２６０００国内委员及ＮＰＯ法人会计基
准政策制定委员等各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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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ＣＳＲ委员会、公司外委员的总结
为了确立·推进ＣＳＲ的重要方针，并开展活动验证工作，３个月举办１次“ＣＳＲ委员会”
（参考Ｐ．２７）。该委员会通过３名公司外委员
获取来自“公司外视角”的意见，与担任委员的公司内董事一起商议。以下介绍基于２０１０年度议题的公司外委员的总结。

以现场主体的ＣＳＲ，实现进一步的“进化”与“深化”
东日本大地震与核电站事故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灾害，灾区人们的房屋，还有正常的生活
都在一瞬间被剥夺了。在这期间，“节能”与“造能”，以及“节电”的重要性，以与环境问题不同
的形态突显出来。积水住宅通过节能·造能住宅“绿色先锋”很早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希望能够
基于这些技术进一步实现“由能源消耗型住宅向能源供给型住宅的转变”，通过创建新住宅，对灾区
夏普株式会社 顾问

辻 晴雄

摘自ＣＳＲ委员会的总结
为了使“绿色先锋”得到进一步的飞
跃，希望强化目标设定和管理。“绿
色先锋”是经营战略的主干，期待能
够更加强化品牌形象。

和日本的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日本从正式开始 ＣＳＲ 已历经 ８ 年。应履行的社会责任的内容也随着世界的变化而逐步改变，
所以需要对以往的活动是否还适合进行重新审定，同时提高目标水平。特别是在守法经营方面，法
律也像生物一样，经常要适应新规则制定规程和手册，以确保在各个职场得以落实实施。希望全员
能够共享这样的认识，以现场为主体继续进一步“进化”和“深化”积水住宅的 ＣＳＲ。

创造新的商务模式
由于东日本大地震使人感觉对环境问题所开展的活动似乎有些倒退，但长期的课题并没有消失。
还必须积极开展对应新情况的活动。在主要发电设备受灾严重的首都圈，今后电能的不足还会持续
一段时间。需要尽快建设发电厂，但还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能够较早对应的是太阳能发电。要使
太阳能实现大量的电力供应，就需要建立现在没有的新型商务模式。
甲南大学 特别客座教授

加护野 忠男

例如，虽然有购买太阳能发电设备的能力，但由于居住在公寓，受屋顶形状不适合发电等理由
的限制，有无法设置设备的家庭，也有具备设置条件但出于经济原因导致不能进行设备投资的家庭，

摘自ＣＳＲ委员会的总结
守法经营和内部统制非常重要，但过
度受此束缚将会缩小事业活动，导致
本末倒置。当然不能去做坏的事情，
但不能忘记要认真去做好的事情。

我们可以建立连系他们的模式。这是一种金融商务，是住宅生产企业也可以积极参与的商务。原本
住宅产业与金融商务就联系密切。租赁型住宅也可看作为一种金融商务。还有其他多种商务模式也
具有可行性。期待着有新的提案。

为大地震后的复兴全力提供支援
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区的惨状不忍目睹，给全世界带去了强烈的冲击。多数灾民在忍受着深切的
悲痛的同时，仍然没有忘记作人的信义与礼节，维持着良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海外的一致惊叹和
赞誉，也获得了国际性的声援和温暖的援助。
此外，在因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的大事故对应中，很多的消防员、警察、自卫
律师

队队员、东京电力相关人员等为了国家人民的安全，为了防止灾害扩大，冒着生命危险，投身到救

加纳 骏亮

灾行动中，也获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摘自ＣＳＲ委员会的总结
关注国际化潮流，还要留意政治经济
形势确立细致的战略，并付诸实践。
考察城市部和郊外的地区差距，以期
强化地区市场。

积水住宅尽早为灾区送去了饮用水等支援，但我们认为积水住宅最能发挥能力的场所，还是在
于今后相当长时间的对于灾区住宅真正复兴的支援。以前在阪神大地震时，耐震性优越的积水住宅
住宅发挥了安全保护伞的作用，这是世人皆晓的事实。活用耐震住宅的经验，以及节能、削减二氧
化碳排放量等的先进技术，提供更为安全、舒适的住宅，为灾区的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援，这正是
住宅领军企业积水住宅开展 ＣＳＲ 活动时发挥真正能力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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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意见报告书
积水住宅为了提高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说明责任等级，本年度也委托国际ＮＧＯ组织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ｔｅｐ Ｊａｐａｎ出具第三方意见。

致积水住宅株式会社

２０１１年５月

第三方意见报告
国际ＮＧ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ＴＥＰ ＪＡＰＡＮ
代表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ＴＥＰ ＪＡＰＡＮ（以下简称ＴＮＳ）受积水住宅株式会社委托，出具“可持续发展报告２０１１”第三方意见。我们站在与积水住宅独立，与积水住
宅的利益相关者公平的立场进行了分析。我们的责任是，以在下述手续范围内获得的信息与相关主张为基础，在有限的范围内实施分析和评价。
这是面向积水住宅经营干部和利益相关者双方的报告。

为进行分析所实施的手续
◇了解对企业而言极其重要的流程体系、产品与服务使用阶段的影响。同时，利用ＴＮＳ的可持续发展的分析手法，对企业是否具备应对变革
的灵活性和能力，以及战略、远景与方针、目标与成果是否相互联系进行了分析。有关ＴＮＳ的可持续发展分析手法，请参考ｗｗｗ．ｔｎｓｉｊ．ｏｒ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ＴＥＰ可持续发展分析结果的所有报告书均刊登在网站上）。
◇实施了有关ＩＳＯ２６０００社会责任标准的原则和中心主题的问卷调查，对开展活动的状况进行了分析。
◇分析了可持续发展报告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１年版的草案和地震灾害对策报告。

对照ＩＳＯ２６０００进行分析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体系是世界最大的ＩＳＯ标准项目，由来自９９个国家的代表着消费者、政府、行业、劳动工会、ＮＧＯ、学术研究机构的５００名专家，耗时５
年认真讨论编制而成。在北欧，企业、ＮＧＯ、工会等组织对它表现出与导入ＩＳＯ１４００１时同等水平的高度关心。熟悉经营管理体系的企业，对照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检查工作是否存在遗漏。同时，受该标准的影响，很多企业在考虑开展新事业和服务时开始重视社会责任了。
此次，我们比照ＩＳＯ２６０００对积水住宅的环境和ＣＳＲ活动进行了分析，确认了积水住宅已针对ＩＳＯ２６０００的原则和核心主题采取了对策。今后，
因为开始推进海外事业，还需要开展新的活动，这就是增强对“尊重国际行动规范”原则的理解，并使之广泛适用。另外，还要提高“劳动惯例”
的执行水平，这一点积水住宅在核心主题中定位为企业的永恒课题。特别是为了推动女性员工积极活跃地工作，推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也是
应当最优先开展的活动。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还强调，如果能够理解原则，明确核心主题，组织还要将社会责任统合到组织整体中。积水住宅在企业理念和行为规范、战略及业
务中，全面地导入了社会责任。这一点可成为全球的模范事例。

２０１０年的亮点
１．推进“绿色先锋”
从经营高层、管理干部到普通工作人员，全公司全部参与活动，普及对各种补助金和购买剩余电力制度的认识，通过培训等向所有事业所推
广销售方法等，使搭载太阳能发电系统和燃料电池的“绿色先锋”业绩超出了目标，居行业首位。“绿色先锋”的新建独户商品房的比率从２００７年
的７％提高到了７０．６％，应当给予高度评价。
同时，燃料电池“ＥＮＥ·ＦＡＲＭ”的签约业绩也居行业之首，为燃料电池的普及作出了很大贡献。

２．“合理木材”采购
在海外的木材采购方面，
“合理木材”采购开始有效发挥作用。采购等级评价最高的Ｓ等级木材的采购比率从４０％提高到了５６％，最低等级的Ｃ
等级木材的采购比率则从２２％降低到了６％，这是非常理想的状况。

３．与外部的交流
以ＣＯＰ１０为契机，作为企业通过主业为生物多样性作贡献的模范事例，积水住宅的对策备受瞩目。在各种报纸和演讲会上，抓住众多介绍积
水住宅活动内容的机会，创造了双赢的极有利的外部交流环境。

４．战略思考
东日本大地震据说是千年一遇的大灾害。地震和海啸造成了巨大灾害，必须去寻求复兴的方向。
同时，原子能发电站事故不仅在日本国内，还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为防止地球温暖化需要原子能对策的论调提出了非常大的课题。
另外，现在世界各国都对太阳能发电寄予了非常高的期待。从这个观点上讲，积水住宅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而推进的战略，是非常了不起
的。
今后为了继续推广“绿色先锋”，也为了提前实现智能网络、智能房屋，积水住宅将积极开展活动。这为解决日本现在面临的危机指明了前
进的道路。

今后的课题
积水住宅加速实现本公司生产过程的节能低碳化也非常重要。例如，可以考虑在工厂的房顶上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
对于源自于石油的塑料，也应构建长期的削减战略和行动计划。目前，包含在以ＰＤＣＡ开展的环境目标的１个项目中，使问题得以“可视化”，
可认为是正在采取对策。

总结
在“可持续发展报告２０１１”中，积水住宅承诺将承担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对利益相关者最为关心的重要课题及相关的各种应对措施，作出了
简单说明，实现了沟通。
２０１０年，积水住宅大幅提高了太阳能电池和燃料电池的销售业绩，在积极采取防止地球温暖化对策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还实现了经济的发
展，这一点值得高度评价。
另外，
“持续循环”活动虽然不如“绿色先锋”那么引人注目，但对于构建可循环型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系统构建活动。希望为形成新的
住宅流通市场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今后为了实现地震灾害的复兴，希望积水住宅在提供安全放心的住宅的同时，根据“社区建设宪章”，为日本东北地区丰富的传统与文化的
再生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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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受公司外意见的启发
社会性相关领域
在此，谨向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的人们表示衷心慰问。在为灾区的复兴全力以赴的同时，我
们为实现削减夏季峰值用电而对节电生活方式实施启发、提案等，以履行住宅建设企业应担负的社
会责任。
现在对企业应履行社会责任的期待日益高涨。对ＣＳＲ活动，应有“维持现状就是倒退”的意识，这
对提高活动的质量非常重要。
有人说企业如同人一样，培养能够将我公司企业理念的根本哲学“以人为本”具体化的人才，我
认为建设使公司职员活跃交流的优良职场，是ＣＳＲ的出发点。２０１０年度我们从经理开始按照不同级
别彻底实施了教育。此外，还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网络教育、企业伦理月活动等，提高员工的ＣＳＲ
意识。
借公司成立５０周年之机，我们与积和不动产株式会社、积和建设株式会社等相关公司联合，集团
整体一致推进ＣＳＲ活动。
对于守法经营，明确了各营业总部的总务部长这一关键人物的职责，通过共享定期会议的信息，
进行讨论等实现强化公司治理的目标。
在社会贡献活动方面，可以看到希望参加志愿者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约１６％，可以认为这方面的

董事 兼 专务执行董事
公共关系部长

平林 文明

意识已经相当稳定。培育员工的社会贡献意识与实践企业理念密切相关，所以应继续予以推进。
２０１０年度，我公司在由日本财团发起的ＣＳＲ评定中，连续２年被评为“日本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
ＣＳＲ先进企业”的第１名。此外，还获得了日本内部控制大奖审议会主办的“日本内部控制大奖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ｗａｒｄ）”
（“诚信企业”奖）的优秀奖。这些评价是对我公司的期待和认可，我们要经常审
视清楚推进ＣＳＲ的原点，开展推进活动。

环境相关领域
在此，对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慰问。我们深刻理解到住宅对维持生命的意
义，全公司将团结一致，尽全力为户主们提供支援，并从事建设临时住宅等复兴事业。
我们努力在“绿色先锋”中普及太阳能发电系统，２０１０年度新建独户住宅有超７成予以采用，在地
震后基础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下，作为紧急用电源发挥了很大作用，得到了很多户主的好评。这使我
们重新认识到选择自立循环型能源，作为防灾对策也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今后仍将继续促进太阳能
发电系统及燃料电池的普及。对现在已进入实证实验阶段的智能住宅、智能社区，我们也将加速以
居民舒适性为着眼点的下一代能源系统的建设。
此外，２０１０年度作为“绿色先锋”的新措施，我们大力推进普及保证清爽空气环境的“防化学物
质污染规格”
（保证空气质量规格）。下一年度将在此基础上，推进安全、放心、易于使用，并加之能
令心情舒畅的独特“智能型通用设计”等，为了使健康相关活动深入人心付诸更多的努力。
２０１０年秋季，在名古屋召开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１０次缔约方会议（ＣＯＰ１０），对以地区原有树种为
中心的庭园建设《５棵树》计划，以及推进木材持续使用的独自采购指南《木材采购指南》，都作为取
得了实绩的先进事例获得了高度评价。为了构筑循环型社会，要对２０１０年度在日本全国范围已经导
入完成的使用“ＩＣ标签”的零排放系统，予以有效的运用。
除了在日本国内开展这些环境活动外，我们扩展的海外事业也是我公司的强项所在。在要求提
出社会新框架提案的情况下，着眼于住宅事业的可能性，今后仍将积极地开展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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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兼 常务执行董事
技术总部长

伊久 哲夫

编后语
在此，谨向在３月１１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慰问。
为了实现灾区的复兴，我们得出结论：作为住宅企业应当刊载我们是如何履行社会责任的内
容，所以使得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发行时期有所推迟。在卷首总结了积水住宅集团从地震后的第一步
行动到开始建设复兴住宅的活动，希望大家详细阅读。
在《可持续发展报告２０１１》中，对１年当中的各个ＣＳＲ活动要素作了报告，同时设立了“积水住宅
的住宅建设”栏目，站在生活者的视角对住宅建设的过程进行了介绍。请大家务必来了解一下我们
自创立５０年以来，为了履行顾客满意这一方针所开展的活动。
我们编辑组为了使报告内容得以在公司内外得到广泛宣传，还将继续努力。最后，对向发行本
刊物提供协助的人们深表感谢。谢谢大家。

《可持续发展报告２０１１》编辑组
公共关系部ＣＳ Ｒ室，
环境推进部，ＩＴ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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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住宅株式会社
总 公 司

日本国大阪府大阪市北区大淀中１丁目１番８８号
梅田蓝天大厦 东楼

东京分公司

邮政编码５３１－００７６

日本国东京都港区赤坂４丁目１５番１号
赤坂花园城

邮政编码１０７－００５２

联 系 方 式 ： 公共关系部 ＣＳＲ室 电话：＋８１－６－６４４０－３４４０

环境推进部

电话：＋８１－６－６４４０－３３７４

公 司 网 站 ：http://www.sekisuihouse.co.jp/

积水住宅作为环境省认定的
“环保先驱企业”，
正在开展“挑战２５”的活动
使 用 的 是 适 于 资 源 再 利 用 的 热 熔 胶（ 不 易 碎 裂 的 装 订 用 Ｈ Ｍ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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