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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资 1,2

1,035 亿日元 /9.328 亿美元

符合 ISO 认证标准的制造工厂

ISO 9001 认证 1,3

99.3%

ISO 14001 认证 1,4

98.7%

主要产品和运营情况
普利司通于 1931 年成立，是全球知名的轮胎及橡胶企
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

普利司通主营业务包括：

	 乘用车用、卡客车用、航空用、建设和矿山车辆用、
农业机械用、摩托车用、小型摩托车用和其他车辆
用内外胎；

	 汽车零部件、翻新材料和服务、汽车维修和维护服务、
轮胎特定原材料和其他产品；

	 多样化产品，包括化工产品、商业建筑产品和屋顶
建材、体育用品、自行车和其他产品；

	 利用集团投资组合中紧密集成元素潜力开发的解决
方案业务。集团致力于整合维修业务、IT/ 传感技术、
轮胎和多样化产品，打造全新“解决方案”服务包，
满足顾客在采矿、车队和农业领域的需求。

普利司通概要

1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 依据 111.00 日元对 1.00 美元的近似年终汇率折算。
3 在 153 个目标通过 ISO 9001 认证的制造基地中，152 个已通过认证（通过率 99.3%）。普利司通要求其股份占比为 50% 及以上的所有制造基地通过 ISO 9001 认证。
4 在 156 个目标通过 ISO 14001 认证的制造基地中，154 个已通过认证（98.7%）。普利司通要求员工人数在 50 人及以上的所有制造基地均通过 ISO 14001 认证。

2018 年销售市场 1

150 多个国家

员工 1

143,509

2018 年轮胎产量（橡胶吨数）1

186 万吨

19%

18%

16%

47%
日本
美洲
欧洲、俄罗斯、
中东和非洲
中国、亚太

日本

欧洲、俄罗斯、
中东和非洲

美洲

中国、亚太

27%

16%

25%

32%

日本
美洲
欧洲、俄罗斯、
中东和非洲
中国、亚太

28,793

17,637

38,081

58,998

2018 年销售总额 1

36,501 亿日元 /328.83 亿美元 2  

83%
17% 多样化产品

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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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包含普利司通集团（包括其全球子公司和附
属公司）的各项举措。
在本报告中，普利司通或“公司”是指株式会社普
利司通；“普利司通集团”或“集团”是指所有集
团公司。

株式会社普利司通是普利司通集团的总公
司，包括以下战略事业部（SBU）。

	 普利司通 BSAM 业务涵盖美国、加拿大、拉
丁美洲、加勒比海和利比里亚；

	 普利司通 BSCAP 业务涵盖中国亚太区；
	 普利司通 BSEMEA 业务涵盖欧洲、俄罗斯、

中东、非洲；

	 普利司通日本轮胎有限公司；
	 MAA（采矿、航空和农业）以及多样化产品

解决方案业务。

本报告主要关注 2018 日历年信息，包含 2017 年
末至 2019 年初的部分补充信息。普利司通集团参
照《报告原则》、《全球报告倡议披露标准》以及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制定的《国际综合报告框架》
等原则，编制本报告。普利司通集团参照《全球报
告倡议》出版的最新一期可持续发展报告为 2018
年版。集团将继续出版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如需进一步了解“Our Way to Serve（我
们的服务之道）”，敬请访问在线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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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前，普利司通确立了“以卓越品质贡献社会”（Serving 
Society with Superior Quality）的公司使命，并荣膺享誉
盛名的“戴明奖”（Deming Prize）。这些里程碑为普利司
通当下成就和未来目标奠定了基础。

2018 年为普利司通集团历史里程碑增添了浓厚的几笔。
首先，这一年是“以卓越品质贡献社会”的公司使命确
立 50 周年。此外，五十年前，公司因在全面质量管理方
面的卓越表现，荣获“戴明奖”——这在当时可谓非凡
的成就。去年还标志着普利司通迈出全球化步伐的 30 周
年。正是在 1988 年，普利司通并购了风驰通（Firestone）。

在当时，这些里程碑定义了集团的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于今日，这些里程碑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它们为普利司
通当下成就及打造全球化公司的未来目标奠定了基础。

五十年前，普利司通勇于开拓，锐意进取。与此同时，
重大责任也随之而来。“卓越品质”定义了公司愿景：
不仅在商品、服务、技术领域，普利司通在整个企业活
动中，都致力于为顾客和社会提供优质商品。“贡献社会”
是普利司通的进一步承诺，体现公司为促进世界各地人
民幸福安康的美好愿景。集团对以上社会责任的担当在
其全球企业社会责任（CSR）承诺“Our Way to Serve（我
们的服务之道）”中体现地淋漓尽致。

普利司通集团于 2017 年公布“Our Way to Serve（我
们的服务之道）”，主要关注三大重点领域：移动、
人与环境。这三大领域由六大管理基础提供支持，阐
明公司对其作为一家负责任企业的高度期望。管理基
础涵盖合规、业务持续性、人权、安全、采购和质量
等方面。

为推进重点领域和管理基础的发展，普利司通任命一
名长期高管，负责领导集团可持续发展战略，聘用全
球执行委员会成员、战略事业部总裁、全球 CSR 推进
委员会、全球质量管理委员会成员及普利司通集团全
球员工。

2018 年，普利司通集团通过以下举措，进一步落实
“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之道）”：
	 实施《全球人权政策》，加强集团对负责任的劳动

行为的承诺，包括多样性和包容性；
	 发布《全球可持续采购政策》，列出普利司通集团

在环境、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构建负责任的供应链的
期望；

	 公布全球《行为准则》，阐明普利司通集团人人为
己负责、为他人负责的高标准要求。

CEO 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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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司通集团在“移动、人与环境”方面做出的种
种努力与当今社会主要趋势和问题密切相关。包括快
速城市化、贸易关系转变、特定地区人口激增和人口
老龄化问题、自然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等等。同样重要
的是，这些努力与普利司通集团的业务战略保持一致。
如果不能在为人类和地球构建更健康未来方面贡献力
量，普利司通集团就无法实现成为真正的全球化公司
及“卓越出众”的管理目标，也无法成为业内佼佼者。
让我们倍感自豪的是，公司作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
理事会全球轮胎工业项目（TIP）成员，与其他轮胎制
造商携手合作。近期，轮胎工业项目成员与其他利益
相关者一起，发起全球可持续天然橡胶平台（GPSNR），
以改善天然橡胶供应链。

另外，让我们倍感高兴的是，作为国际奥委会和国际
残奥委的全球合作伙伴，普利司通还将继续履行其对
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长期承诺。这层合作伙伴关系将全
球知名轮胎和橡胶公司和国际最大体育赛事联系起来，
通过体育活动，构建更美好的未来。此外，普利司通
还有机会展现对社区服务、多样性、环境管理和可持
续发展的承诺——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上述种种原则均
贯穿于“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之道）”的
核心理念中。2020 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将在普利
司通总部所在地召开，对此我们十分期待。

在 2018-2019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我们着重强调
了以上举措以及体现“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
务之道）”的其他全球举措。无论您是公司员工、顾客、
股东、供应商、政府领导者、合作伙伴还是其他人士，
普利司通集团所有人都希望您能进一步了解我们在这
方面所做的努力。

津谷正明
董事长
CEO 兼代表执行官

如果不能在为人类和地球构建更健康
未来方面贡献力量，普利司通集团
就无法实现成为真正的全球化公司及
“卓越出众”的管理目标，也无法成
为业内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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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普利司通入选两大具有高度影响力的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指数：
	 普利司通连续三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全球指数。

公司在环境举措方面取得汽车零部件行业类别最高
分，其环境报告在环境评估中获得满分。普利司通
在气候战略环境方面也获得其所在类别的最高分。

	 普利司通入选富时社会责任指数系列（FTSE4Good 
Index Series）。该指数旨在衡量企业在重大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实践方面的表现。

此外，普利司通向碳信息披露项目（CDP，该
项目面向全球征集最全面的企业自我报告环境数
据）报告报其环境数据，并得到如下评分：
	 气候变化：A-

	 森林：已提交，未评分

	 水资源安全：B

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外部评价

普利司通简介

DISCLOSURE INSIGHT ACTION

品质相关的外部认可
2018 年，普利司通和普利司通集团荣获多项区域客户质
量奖。让我们倍感自豪的是，公司获得通用汽车年度供应
商奖和铃木优质合作伙伴奖两项全球客户质量奖。

2018–2019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普利司通简介 | 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外部评价 | 5

https://www.robecosam.com/media/c/7/e/c7e87c9963866ed03a3057155d6a69c0_djsi-2018-componentlist-world_tcm1016-15777.pdf


以下列出公司史上关键事件。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公司官网“历史”部分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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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1931 1961

1970s 1988

2008

1930s–1950s
石桥二郎先生于福冈久留米市创办
株式会社普利司通。约在一年前，
首款完全依赖日本技术制造的轮胎
面世。

普利司通继续扩张，并在日本建造普利
司通轮胎试验场，保障全球产品质量。

为进一步开拓北美、中美、南美以及欧洲
市场，普利司通收购风驰通轮胎和橡胶公
司。此次收购使普利司通成为全球大型轮
胎和橡胶公司。

设立“普利司通集团奖”，旨在促进员工提高基于企业理念开
展企业活动的意识，提升集团员工凝聚力，并对所获成就做出
表彰。

普利司通于东京证券交易所和大
阪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戴明计
划》。

普利司通在日本本土和国际
市场迅速扩张。

第二章
管理现代化凭借卓越的质量管理，普利司通荣获戴

明奖。同年，石桥正二郎先生将公司使
命确定为“以卓越品质贡献社会”。直
至如今，这一使命贯穿并引领着公司的
业务活动。

第三章
全球化

第一章
创业之路

https://www.bridgestone.com/corporate/index.html#history


历史

2013

2010

2015 2016

2018

2014

2017

2011

普利司通设立全球执行委员会（Global 
EXCO）, 推动业务发展，确保在全球范
围内一致践行企业理念。

普利司通成为奥运会
全球合作伙伴。

普利司通集团完成企业理念
框架

普利司通集团宣布全球企业社会责任
承诺—"our way to serve( 我们等服务
之道 )"

• 普利司通集团发布《全球人权政策》和《全球可
持续采购政策》。
• 集团制定全球《行为准则》。
• 普利司通入选“富时社会责任指数系列”。
• 普利司通成为残奥会全球合作伙伴。

• 普利司通采用“下设提名委员会的公
司” 等企业管理模式。
• 普利司通首次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
全球指数

管理目标：成为真正的全球化公司 /
在各个业务领域卓越出众。

为进一步阐明“以卓越品质贡献社会”的公司使命，
将企业理念细化为四种心态，以指导企业工作，具
体表现为“诚实协调”、“进取独创”、“现物现场”
和“熟虑断行”。

第四章
成为真正的全球化公司

普利司通举办集团年度 TQM，在整
个组织范围内分享和推广创新和维持
改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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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普利司通主要关注董事会角色和职责的持续改
进。董事会重构权利体系，将焦点放在基本管理政策和
公司整体经营战略的制定、高层人事、内部控制体系及
其他适当高层问题。为此，董事会将其他事务权下放公
司运营部门，保障及时决策。

治理结构
普利司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管理机构。董事会由八名
外部董事和三名内部董事组成。如需了解有关董事会的
更多信息，敬请参阅年度报告。

普利司通 BSAM 和普利司通 BSEMEA 下设外部成员
咨询委员会，以提升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保
障有效公司治理。普利司通 BSEMEA 外部咨询委员会
成 员 为 Georg Pachta 和 Wolfgang Dehen。 普 利 司
通 BSAM 外部咨询委员会成员为 William Harvey 和
Keith Nosbusch。

CEO、COO 和高管将向董事会报告，并最终对普利司
通表现负责。为实施具有集团影响力的董事会重大战略
决策，公司设立了全球执行委员会（Global EXCO）。
该委员会由全球机构的重要高管组成，负责确定和监管
重大政策和战略的实施。如需了解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
更多信息和图表展示，敬请参阅年度报告。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
CEO 将对公司的全球 CSR 承诺“Our Way to Serve（我
们的服务之道）”负责。株式会社普利司通的执行副总
裁和执行官负责领导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聘用全球执行
委员会成员、战略事业部总裁、全球 CSR 推进委员会、
全球质量管理委员会成员及普利司通全球员工。

2016 年，普利司通采用日本“下设提名委员会
的公司”等全新公司管理模式。公司将继续提升
其管理结构和表现。详情参见企业治理规范报告。

公司治理

5 截至 2019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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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 Trevor Davis，

哲学博士、

株式会社普利司通外部董事

独立外部董事对普利司通集团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

五十年前，普利司通荣获享誉盛名的戴明奖。这一重大里
程碑如何持续影响普利司通，将其塑造成为当今的全球化
企业？

五十年前，戴明奖这样重大的荣誉对我们而言似乎难以企
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改变了普利司通；可以说，此
次获奖让普利司通重新定义了对流程和质量改进的承诺，
并为今日成就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荣获戴明奖之后，普利
司通集团确立了“以卓越品质贡献社会”的使命。

对于无法读懂普利司通创始人石桥正二郎先生原话的非日
籍人士而言，难以理解这几个词传递出的巨大力量。本质
上而言，这句话是说，普利司通集团今日之举必须比过去
更上一层楼；而未来规划又必须比当下更进一竿。这是一
句真正的行动呼吁，促使普利司通的每个人在事事上表现
卓越——无论是产品、流程、合作、承诺还是品格。

1968 年，普利司通企业理念发展完善，获胜动力颇为强烈。
我亲眼目睹集团如何坚定不移地践行对质量的承诺，今天
更是如此。普利司通集团从不满足于“足够好”，而是不
断寻求为顾客和社会创造价值的更佳方式。

如今，普利司通集团在践行全球 CSR 承诺“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之道）”上已走过一年多的旅程。从
董事会角度，集团对社会做了哪些贡献？

从董事会角度，我们认为普利司通集团的企业社会责任战
略是一项长期投资。就像其他战略资产一样，必须持续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执行。事实上，“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之道）”是普利司通集团对持续改进的
另一承诺。勇攀高峰，精益求精——这种对持续改进的追
求是普利司通品牌、公司管理和全球运营的核心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许多顾客而言，普利司通处于供应链
的中间位置，这对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充满挑战。然而，
集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专注于将事情做好。近期，集团
公布了新的全球《行为准则》以及《全球人权政策》和《全
球可持续采购政策》。颁布政策相对容易，集团还将不遗
余力地使每个人主动践行“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
务之道）”。这对任何机构都并非易事，对于普利司通集
团这样规模的企业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却至关重要。

您有什么想和普利司通集团其他全球利益相关者分享的
吗？

普利司通集团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承诺，无论如何强调
都不为过。在所有业务活动上，集团高度重视如何实现“以
卓越品质贡献社会”的公司使命。毕竟，这一使命是普利
司通存在的根本。普利司通员工清楚地了解可以和应该做
什么，并持续构建流程，履行其承诺。这也是董事会关注
的一个关键领域。只要普利司通企业理念依旧存在，董事
会将会继续关注。

能够在普利司通集团工作，并在公司享有董事特权，我感
到非常自豪。可以说，我对普利司通集团的产品线和未来
计划感到兴奋和自豪。世界还不够完美……普利司通集团
将不会放弃构建更美好明天的目标。

Scott Davis自2011年起担任普利司通董事会的外部董事。
他是东京立教大学工商管理系教授，专门研究战略管理和
企业社会责任（CSR）。Davis 博士还是日本损保控股有
限公司（Sompo Holdings, Inc.）的外部董事。 

外部董事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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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之道）”于 2017
年制定，并在全球发布。它是普利司通集团的企业社会
责任（CSR）承诺，主要关注三大重点领域：“移动、
人与环境”，旨在帮助改善人们移动、生活、工作和娱
乐的方式。

这些承诺由六大管理基础提供支持，阐明集团对其作为
一家负责任企业的高度期望。

这一工作与普利司通集团管理改革重点领域密切相关，
包括培育全球企业文化、开发具有全球管理能力的人力
资源以及优化全球管理结构。

普利司通团队外聘顾问，结合外部意见、国际指南和举
措以及员工调查结果等，制定了“Our Way to Serve（我
们的服务之道）”，旨在将利益相关者需求和社会挑战
及集团问题相结合。“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
之道）”、重点领域和管理基础经全球执行委员会审阅，
并最终经董事会批准。

利用我们的优势来支持社区并改善人
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方式。

致力于更安全的社会 
通过服务、产品、公司和个人举措建
立更安全的社区。

共享且广泛的教育机会 
扩大教育和培训机会以培养工作和生
活技能。

促进更健康的社区 
提升人们获取所需资源的方式，引领
更健康的生活。

通过先进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加快
可持续移动创新。

顺畅的无缝式移动
让顺畅无缝式移动成为可行。

智能化移动
利用独特的技术来改善人和货物的移
动方式。

安全运输
利用独特的技术来增强移动安全。

移动 人 环境

为现在和子孙后代保障健康的环
境……

与自然和谐共处
通过改善生物栖息地及环境教育和研
究来为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

尊重自然资源
通过业务运营的改进和产品设计来不
断改善自然资源保护。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持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包括我们产
品完整生命周期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

• 合规、公平竞争
• 永续经营（BCP）、风险管理
• 人权、劳动行为

这对负责任的公司而言至关重要，包
括遵守基本规则和社会规范：

• 安全、工业卫生
• 采购
• 品质及客户价值

重点领域 普利司通集团可利用自身优势和竞争力，通过创新和前沿技术，为顾客和社会创
造共同价值的领域

管理基础

普利司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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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司通集团将承担作为全球化公司的责任，致力于实现以下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集团审查其业务经营、政策和可
持续性指标，识别可利用自身优势和能力帮助解决全球迫切需求
的领域。

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通过重点领域
和管理基础实现价值创造

相关可持续发展目
标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的工作示例

移动

顺畅的无缝式移动 	 发展便于无障碍公共汽车运输的轮胎及路肩（11.2）

智能化移动 	 提供高效的轮胎维护数字解决方案（Tirematics、Toolbox、
BASys、IntelliTire、FleetPulse）（9.1、8.2）

安全运输 	 搭载可缺气行驶技术的轮胎（3.6）
	 在世界各地开展轮胎安全检查和教育（3.6）

人

致力于更安全的社会 	 防震橡胶（9.1、11.5）
	 开发可协助灾难恢复的高韧性机器人（9.1、11.5）

共享且广泛的教育机会 	 为受教育机会有限的儿童提供学校设施（4.6）
	 在制造工厂建立职业培训学校（8.6）

促进更健康的社区 	 为偏远乡村居民建造健康体检营（3.8）

环境

与自然和谐共处
	 减少制造工厂的单位用水量（6.4）≈
	 减少制造流程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溶剂（12.4）
	 围绕天然橡胶农场开展森林恢复计划（15.2）

尊重自然资源
	 翻新轮胎（12.2）
	 开发高强度橡胶（12.2）
	 在制造工厂实施零废物填埋（12.5）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引入生物质锅炉（7.2）
	 使用低滚阻轮胎，提升燃油经济性（7.3）
	 减少制造过程中的能源消耗（7.3）

管理基础

通过管理基础，实现负责任的业务
实践

	 通过《全球可持续采购政策》和全球可持续天然橡胶平台，优
化可持续供应链（12.2、17.17）

	 通过实施《全球人权政策》，推进基本人权和负责任的劳动行
为（5.5、8.5、8.7）

	 实施全球《行为准则》，涵盖各种道德和合规主题，包括腐败
和贿赂（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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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司通集团从全面的角度考虑可持续发展。尽管环
境是这些举措中的重要方面，但是公司的视角却更为
深远。正因为此，集团于 2017 年发布“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之道）”，并确定三大重点领域和
六大管理基础。也正因为此，普利司通集团于 2018 年
发布全球《行为准则》和全球《人权政策》和《可持
续采购政策》。《行为准则》和全球《人权政策》和《可
持续采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实现集团设定宏伟目
标至关重要，因而荣获 2019 年普利司通集团奖表彰。

只有普利司通集团所有员工参与其中，“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之道）”方可成功。2018 年，集
团对全球员工开展调查，了解其对全球 CSR 承诺的了
解和支持程度。调查结果显示：
	 72% 的员工知晓“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

之道）”；
	 71% 的人员认为“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

之道）”对于普利司通集团至关重要；
	 61% 的员工了解重点领域。

在“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之道）”仅实施
一年多之际，针对取得的成果和目前开展的工作，普
利司通集团备受鼓舞，并期待进一步将“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之道）”融入到公司文化中。我们
希望利用“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之道）”
指导公司工作，并使之成为公司DNA的一部分。想要
达成这一目标，让全球执行委员会领导、战略事业部
总裁、全球CSR推进委员会成员、全球质量管理委员
会成员及普利司通集团全球员工参与其中，这点至关
重要。

普利司通集团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轮胎工业
项目的其他成员一起，携手合作，发起全球可持续天
然橡胶平台（GPSNR），我们对此倍感自豪。GPSNR
成员（包括天然橡胶链的参与者和非政府组织）正致
力于为行业设定更严格的标准，涉及人权和土地权、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资源保护、增加产量及提升透明
度和可追溯性等方面。参与此类重要倡议，是普利司
通集团践行其“以卓越品质贡献社会”使命的另一种
方式。
普利司通集团乐于分享我们在“移动、人与环境”三大
重点领域及管理基础上取得的进展，并感到十分自豪。
具体内容可参阅本可持续性发展报告。感谢您对公司
工作的持续关注。

在普利司通集团内部强化
“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之道）”

Christine Karbowiak 寄语

株式会社普利司通执行副总裁和执行官兼全球 CSR 推进委
员会主席，负责全球公共关系、政府关系及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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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知晓“Our Way to Serve
（我们的服务之道）”

了解“Our Way to Serve
（我们的服务之道）”的重要性

了解重点领域

“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之道）”
全球员工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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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 移动



通过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我们可以在改善全球社
会和环境成果的同时提供更安全、更智能的交通
体验。
集团正通过顺畅的无缝式移动、智能化移动和安全
运输，践行其移动承诺。

为推进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普利司通集团正与欧
洲 Iris Capital 及美国 The Wesley Group 等基
于移动和技术的风险投资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优
化开放创新策略，并开发全新的移动服务和解决方
案。

在瞬息万变的移动世界中，普利司通集团提供领先的移
动解决方案，使最终用户、顾客和社会受益。通过高性
能移动，我们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交通，减少拥堵，提
升便利，从而改善我们的城市生活质量，同时减少交通
事故的发生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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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司通 BSEMEA 及其零售品牌 First Stop 致
力于通过西班牙的 Ranger 移动解决方案，提供
更顺畅的无缝式移动。

Ranger 移动解决方案货车可提供汽车轮胎保养、维修
和充电服务，为对电动汽车感兴趣的司机和车队提供安
心服务。

在日本，我们通过精准对接轮胎和路肩解决方案，缩短
公共汽车和路肩的距离。通过特殊的无障碍理念，缩短
轮胎和新一代路边石的距离，使公共交通真正助力残障
人士的便捷出行。2019 年初，这一工作荣获普利司通集
团奖表彰。

普利司通 BSAM 和普利司通 BSEMEA 开创性地
发展两大商业模式，以迅速提供满足消费者需求
的轮胎。

	 与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合作成立的 TireHub 为大
多数美国轮胎经销商和零售商提供当日送达服务。
对于经销商和零售商，这种服务水平对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和期望至关重要，同时也降低对现场库存的
需求和成本。

	 在欧洲，MOBOX 提供优质轮胎，并承诺提供损坏
轮胎保修、定期维护操作（油、电池、刹车等）和
其他服务，而用户只需支付价格合理的月度费用。
这种类似于手机订购的套餐式订购服务让顾客感到
既便利又安心。

顺畅的无缝式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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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世界，我们的出行方式正迅速发生变化。毋庸置疑，交通正推动

着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普利司通集团致力于

在改善全球社会和环境成果的同时，提供更安全、更智能的交通体验。

我们已将这项工作列为优先事项，并激励我们的员工，基于集团能力，

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围绕“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之道）”投入的精力和努力将对我们的机构、社区、

员工和子孙后代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领导者承诺

Gordon Knapp
株式会社普利司通副总裁
和执行官

普利司通 BSAM 董事会成员、
CEO 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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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较少的资源出行更远的距离
便是智能化移动的一个例子。
为促进此类创新研究和发展，普利司通再次赞助
2019 年普利司通世界太阳能车挑战赛（两年一次），
向太阳能车挑战团队提供轮胎支持。团队由走在太
阳能研究前沿的顶尖大学工程学生组成。

普利司通自行车已研发带有再生充电系统的全新电
动自行车技术，无需增加电池容量便可增加出行距
离。在日本，公司正在其所有双驱动自行车或踏板
辅助自行车中引入这项全新技术。

始终本着“展望未来”的原则，普利司通集团还积
极探索互联汽车生态系统中的智能产品，专门满足
顾客实时追踪性能和安全的需求。普利司通 BSAM
推出 IntelliTire ™系统，其中包含唯一的二维
码，可用于追踪、监督和测量轮胎整个生命周期中

智能化移动

的表现。普利司通 BSEMEA 发布的 FleetPulse
是一种三合一解决方案，由移动 app、集中式网站
和轮胎压力检测系统硬件构成，在助力车队增加车
辆运行时间的同时，保障人员和道路安全。普利司
通 BSEMEA 还收购了 TomTom Telematics。
此次收购基于普利司通集团先前在增强数字能力和
移动解决方案方面所做的努力。基于车队的移动需
求持续增长，车队管理者需要与富有创新精神的可
靠合作伙伴合作，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尽可能降低
总拥有成本，提升效力和效率。普利司通集团和
TomTom Telematics 设备完善、经验丰富，视
野远大，能够满足上述需求，打造优质车队解决方
案，助力行业朝着“移动未来”迈进。

2018–2019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移动 | 智能化移动 | 17

https://www.worldsolarchallenge.org/
https://telematics.tomtom.com/10001/us/landingpages/liveservices.xml


安全运输

2014 年，普利司通推出安驰者（DriveGuard）轮胎，可
在丧失气压后行驶 80 千米（50 英里）的安全距离。

这项工作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当时，公司针对残
障人士用车推出搭载可缺气行驶技术的轮胎（RFT），随后
将这项技术应用于大批量生产的汽车轮胎中。普利司通集团
始终致力于推动交通安全。如今，在普利司通轮胎试验场，
集团正在自动驾驶系统上测试 RFT 轮胎，并确保符合欧洲、
亚洲、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减噪监管要求。

普利司通集团“安全始终第一”
的安全使命宣言涉及企业的方方
面面。

普利司通集团还为全球一系列道路安全举措提供支持：

	 在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普利司通 BSAM 总部，
开设普利司通青少年智能驾驶（Bridgestone Teens 
Drive Smart）讲习班，提供为期半天的免费课堂教
学和方向盘驾驶练习。活动主要关注如何消除分心驾
驶行为，提高实际驾驶技能。自 2010 年项目启动以来，
4,300 多名青少年参与其中。

	 在澳大利亚 / 新西兰，普利司通集团道路安全教育讲
习班每年吸引 50,000 多名高中学生前来学习，为其日
后的安全驾驶奠定基础。

	 在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墨西哥，
普利司通集团员工与学校、大学和政府机构合作，开
展“先思索后驾车”（Think Before You Drive）项目，
以提升驾驶员的安全意识。自 2016 年以来，项目共为
31,000 多名学生提供培训。

	 普利司通印度开设视力检查营，为全国 24 个车队的商
务车司机提供视力检查，并为有需要的司机分发 1,085
副电子眼镜。

	 位于意大利罗马的普利司通 BSEMEA 技术中心员工
自发组织 CulTire 项目，为 175 名高中生提供有关道
路安全、驾驶行为和轮胎维护的培训。

	 过 去 10 年， 印 尼 的 普 利 司 通“Ban Sehat, Anda 
Selamat”轮胎安全项目为 17,000 多人提供道路安全
培训和轮胎维修服务。

如需进一步了解株式会社普利司通普利司通集团
对移动的承诺，敬请访问在线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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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利司通集团始终对员工及‘以卓越品质贡献社会’的使命充满激情，

这是集团的优势之一。这一切都浓缩在‘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

服务之道）’中，激励我们加快制定解决方案和业务方法，应对日益

变化的社会需求。集团将继续充分利用其资产（包括服务渠道、先进技

术和产品），为社会和顾客提供真正价值。本人也在不断努力提高我

们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和差异化水平。总而言之，集团正

致力于实现组织的根本性变革，并为迎接未来机会和挑战做好准备。”

领导者承诺

Akihiro Eto
株式会社普利司通董事会成员、
总裁、COO 和代表执行官 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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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 人



致力于更安全的社会
洪水、飓风、龙卷风、火山喷发、地震、海啸和其他自
然灾害会在短时间内对社区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普利司
通开展多项举措，为饱受自然灾害侵袭的人们提供支持，
包括：

	 部分交通最不便的偏远地区，往往深受地震、泥石
流、飓风和海啸等极端灾害的影响。为协助人员营
救并确保人员安全，普利司通与东京工业大学合作，
开发可在极端条件下运作的“高韧性机器人”。在
双方合作下，采用坚韧轻质的轮胎橡胶研发人工“肌
肉”（致动器），不仅可移动并产生动力，而且具
有强大的抗冲击和抗振动能力。此举迈出了机器人
应用于极端环境的第一步。

	 为履行构建更安全社会的承诺（特别是在自然灾害
发生时），普利司通日本轮胎公司在发生地震、洪
灾和其他自然灾害时，将其零售店转变为“临时避
难所”，为需要休息或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休憩之所。
2019 年初，这一工作荣获普利司通集团奖表彰。

	 2010 年，普利司通印尼团队组建自愿救援团队，定
期开展应急准备培训，为同事和社区提供支持。自
组建以来，该团队已开展八次救援行动。2019 年初，
这一工作荣获普利司通集团奖表彰。

	 如需了解有关全球防灾中心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本报告“安全和工业卫生”章节。

作为一家力求成为真正的全球化公司的知名企业，普利
司通集团正不懈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对其运营所在社
区产生积极影响。普利司通集团通过投资更安全的社会、
共享且广泛的教育机会及促进更健康的社区，履行其对
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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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且广泛的教育机会

普利司通集团为许多项目提供支持，这既符合其帮助人
们培养工作和生活技能的目标，反过来又对社区起到促
进作用。

1981 年，普利司通响应印尼政府号召，成为首批参
与解决印尼 技术人员短缺的公司之一。公司位于勿
加 泗（Bekasi） 的 制 造 工 厂 启 动 运 营 Loka Latihan 
Keterampilan（LLK）职业培训项目。如今，该项目
已步入第 37 个年头，普利司通印尼每两年招募 48 名
学生，参与以机电技术为主的居民项目。截至目前，在
754 名毕业生中，50% 以上选择在普利司通集团发展自
己的事业。

在美国，普利司通集团向人们提供高需求工作的相关技
能培训，缓解贫困循环。集团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公
立学校系统下的纳什维尔学院的大学和职业准备计划合
作，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梅普尔伍德高中汽车培训中
心（Maplewood High School Automotive Training 
Center）向高中生提供汽车服务行业相关培训。项目几
乎完全复制了风驰通汽车保养店和培训课程。自 2015
年以来，共有 70 名学生毕业，其中 33 名就职于普利
司通集团，其中一名参加普利司通的管培生项目。另
外，有十多名毕业生在汽车或交通行业工作。2018 年
10 月，普利司通与阿克伦公立学校和萨米特县联合之路
（United Way of Summit County）合作，在俄亥俄
州阿克伦市东部社区学习中心开设类似的课堂和汽车维
修中心。

 “普利司通印尼 LLK 培训项目对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校
友们的大力支持，让我倍感珍惜。通过成人技术课程和儿童语言课程，
我能与社区分享我所学到的知识。每当人们问起，为何我既会英文日
文，又懂得电力知识时，我总是笑着回答：LLK 教会我这些。”

——普利司通印尼部门经理 Edi Prayit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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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且广泛的教育机会

2018 年，为提升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浦那妇女
的经济独立性，普利司通印度与印度工商联妇女
组织合作，为当地妇女提供培训，帮助她们自主
创业或成为护士或送货员。

集团及其员工还意识到：向年轻人提供全新机会，扩展
视野，这点很重要。普利司通为一系列项目提供支持，
帮助个人探索成为可能：

	 在中国，Bridgestone CAP“幸福七巧板项目”为
农村地区的学生提供平时难以接触到的艺术、音乐
和体育课程。自 2009 年以来，公司通过这一项目
捐赠了 102,000 多本书，建设了 40 座图书馆。

	 自 2015 年 以 来， 普 利 司 通 BSRO 通 过 Driving 
Great Futures 项 目 向 美 国 男 孩 女 孩 俱 乐 部
（BGCA）筹集超过 7.26 亿日元 /660 万美元。6 研
究显示，孩子们越多地参与到俱乐部中，越有可能
在学术和社会上取得成就。普利司通 BSRO 财务补
助通过车辆维修等活动为俱乐部提供支持，有时还
采购全新车辆，用于接送孩子往返俱乐部。2019 年
初，这一工作荣获普利司通集团奖表彰。

	 普利司通泰国的 U-Camp 由廊坑（Nong Khae）
工厂的员工领导，为 14 所区域高校提供领导技能
开发培训。

	 在泰国，普利司通员工还为偏远地区 13 所学校的
1,600 名贫困儿童制定远程学习计划，并构建学校
图书馆。

	 在日本，普利司通集团员工走访小学，向孩子们传
授制造知识以及公司在改善环境方面做出的努力。
通过有趣的棋盘游戏，孩子们体验了虚拟工厂管理，
并思考和工作问题。

	 普利司通法国零售和制造基地举办项目，为 50 多
名成人提供培训和指导。学生们掌握轮胎技能，熟
悉工作环境，提升就业几率。

6 根据普利司通集团 2018 年财务报告的平均汇率计算。

2018–2019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人 | 共享且广泛的教育机会 | 23

http://www.ficcifl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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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gca.org/
https://www.bgca.org/


领导者承诺

Gabriel Asbun
株式会社普利司通执行总裁
和高管
普利司通 BSAP 董事会成员、
CEO 和 COO

 “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同时，不平等差距日益扩大，

环境问题与日俱增。只有缓解贫困，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实行强有力

的环境管理，才能使可持续增长的机遇惠及所有人。普利司通集团与政

府、机构和员工合作，制定解决方案，提升人们的潜力，保护自然资源。

作为一家深植亚洲的企业，集团致力于发挥积极作用，为该区域构建可

持续发展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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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普利司通体育有限公司在日本管理着 18
所有游泳学校。

30 多年来，由于普利司通集团的不断支持，其中两所学
校（位于久留米市和佐贺市）向 10,800 多名原本无法享
受游泳乐趣的残疾人士提供游泳课程。

如今，普利司通集团依旧重视体育发展，将其视为促进
更健康社区的重要方式。正因为此，作为国际奥委会和
国际残奥委的全球合作伙伴，普利司通为奥运会和残奥
会提供支持，我们倍感自豪。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许多原
则——社区服务、多样性、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均贯穿于“Our Way to Serve（我们的服务之道）”核
心理念中。

普利司通集团为奥运会和残奥会提供支持，在其他方面
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日本，Bridgestone x Olympic x Paralympic a 

GO GO! 项目将人们对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热情传播
至全国社区。通过顶级运动员参与的体育赛事，让
从老人到小孩的每个人都认识到体育活动的乐趣。

	 普利司通 BSCAP 还促进解决区域残疾人士的就业
问题。在泰国，我们有 10 名员工正在为参加 2020
年东京残奥会进行训练。

	 普利司通 BSCAP 还帮助韩国当地孤儿院的孩子们，
让他们有机会观看火炬接力，亲身体验 2018 年平
昌冬奥会。

	 普利司通 BSEMEA 利用公司对奥运会和冬奥会的
支持，鼓励员工培养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助力
防癌活动。围绕奥运会的在线平台鼓励区域内约
17,000 名员工，共同实现一年运动 100 万公里的目
标。六个月后，团队达成目标，并在活动期间为 14
家非营利性防癌组织筹集 2,130 万日元 /193,800 美
元。6

	 普利司通正在使用公司轮胎技术和创新技术，为日
本残疾运动员提供支持。员工为运动假肢设计了橡
胶鞋底，便于其在各类表面和手套上操作，使残疾
运动员更有效地推动轮椅。

	 在美国，公司与 Team Bridgestone 运动员大使
合作，为当地青年项目和慈善组织提供支持，包括
美国男孩女孩俱乐部、亚特兰大儿童保健中心和纳
什维尔市斯科特·汉密尔顿（Scott Hamilton）“学
习滑冰”项目。

促进更健康的社区

普利司通集团始终坚信，体育有
助于构建更美好的未来。1957
年，普利司通创始人石桥正二郎
先生在日本福冈久留米市捐赠了
21 座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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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性、土著社区和儿童提供支持 

2018 年，普利司通集团在促进更健康的社区方面还做
了以下努力：
	 每年 3 月 8 日是全球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日子。普利

司通印度在马哈拉施特拉邦 Khed taluka 的农村健
康中心，组织 11 场乳腺癌和其他体检活动，惠及
当地 100 多名妇女。除乳腺癌、宫颈癌、血压和糖
尿病检测外，我们还为当地妇女提供免费的蛋白质、
铁和钙补充剂，提升其整体健康状况。

	 在意大利罗马的普利司通 BSEMEA 技术中心，300
多名员工为意大利多发性硬化症协会（AISM）研
究和服务提供支持。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普利司通集团车队翻越阿根
廷重重高山，崎岖地形，为偏远地区（通常是土著
社区）送去急需物资。这正是普利司通团结车队
（Bridgestone Solidarity Caravan）自 2010 年
以来始终坚持做的事情。员工们收集药品、衣物、
学校和清洁用品、厨房用具和家具，然后经过为期
一周的长期跋涉，将物资送到偏远地区。在旅途过
程中，车队成员还帮助改善当地学校和社区，如安
装太阳能电池板和饮用水水泵等。

	 普利司通与御茶水女子大学（日本两所女子国立
大学之一）发起“未来起点计划项目”（Future 
Starting Point Project），帮助培养下一代女性领
导者。在项目中，就读高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女性
与商界、教育界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相关者就未来社
会需求展开对话。

	 利比里亚的风驰通天然橡胶运营部门与儿童外科国
际（Children’s Surgeries International）的医
疗专业团队合作，在杜斯德风驰通医疗中心为唇裂、
腭裂患者和其他泌尿系统疾病患者提供 100 多场免
费手术。自 2010 年合作以来，我们已开展七次活动。

如需进一步了解普利司通集团对人的承诺，敬请
访问在线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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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 环境



随着气候变化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资源短缺和生物多
样性退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为此，普利司通集团建立
合作框架，解决其运营范围内的上述挑战，并通过整个
产品生命周期，在更大的社区范围内做出贡献。

环境

普利司通集团致力于坚守诚信并与我们的顾客、合作伙伴、
社区和周围的世界团结一致，不断为创建可持续发展社会
做出努力。

集团长期环境愿景（2050 年及之后）旨在实现与自然和谐
相处、珍惜资源及降低碳排放。

与自然共生

（环保贡献 > 排放足迹）

走向“100% 使用

为全球议定目标
作出贡献

（减少50%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

可持续材料”

与自然共生

珍惜资源

降低碳排放

长期环境愿景
（2050 年及以后）

7 为实现“与自然共生”的承诺，通过对栖息地的保护、研究及教育活动的推广，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8 普利司通集团将可持续材料定义为：1）
来自于可保障持续供应的资源；2）可以作为我们业务的一部分长期使用；3）从采购到处理的整个周期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都很低。
9 在 G8 北海道洞爷湖峰会（2008 年 7 月召开），G8 领导人对“到 2050 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 50%”的目标达成共识。同年，在能源安全与
气候变化问题主要经济体会议上，发达国家以及某些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将这一目标作为共同的全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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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减少环境影响
普利司通集团设定了“至 2020 年，单位用水量削减
35%（以 2005 年作为基准年度）”的目标 10。2018 年，
集团超额完成目标，将取水量削减 37%，相比前一年显
著改善。

为达到这一目标，普利司通集团在许多制造工厂重复使
用 / 循环使用水资源，特别是在中国和墨西哥等水资源
严重短缺的区域。此外，集团还通过改进生产过程和尽
可能利用雨水等措施，更有效地利用水资源。

例如：
	 在土耳其伊兹米特普利司通集团运营工厂，员工们

通过回收、处理和再利用雨水和废水，减少工厂对
地下水的依赖。除上述种种努力外，我们还开展一
项有关明智用水重要性的教育活动，该工厂在过去
10 年内的取水量几乎减半。2019 年初，这一工作
荣获普利司通集团奖表彰。

	 新建轮胎制造工厂时，普利司通集团对水质和水量
开展风险评估，充分考虑如何有效利用水资源和废
水。此外，集团还采用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全球水工具以及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水道工具，
评估当前工厂的水资源风险，识别各地的改进机会。

经过将近 20 年的研究，普利司通与欧洲技术中心合
作，减少西班牙毕尔巴鄂和布尔戈斯、意大利巴里、法
国贝蒂讷及波兰波兹南等地制造工厂的溶剂使用，从而
显著降低与制造流程溶剂使用相关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排放（总计约降低 83%）。特别是，布尔戈
斯工厂在制造流程中不再使用任何水泥粘合剂。在 1998
年以来，将与溶剂使用相关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降低约
95%，并提高成品质量。

普利司通集团环境相关数据经第三方认证机构劳氏质量
认证有限公司认证，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透明度。

普利司通集团在减少业务运作对环境影响的同
时，加大对环境的贡献力度。

与自然和谐共处

10 普利司通按照各业务的单位产值和净销售管理取水量。采用减少量的加权平均效率作为指标。取水量并不包括第三方循环水和雨水。

制造工厂单位用水量目标值和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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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尽可能降低环境影响外，普利司通集团还致力于在全
球范围内保护和恢复栖息地，开展环境教育和研究活动，
履行其“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承诺。

贡献更大力量
在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普利司通 BSAM 在 Chestnut 
Mountain 自然保护区向田纳西州自然保护协会（TNC）
捐赠了 2,332 公顷普利司通自然保护区。这片土地与普
利司通 / 风驰通百年荒野区毗连。普利司通 / 风驰通分
别于 1998 年和 2000 年向田纳西州野生动植物资源局捐
赠了普利司通 / 风驰通百年荒野区，占地 6,000 多公顷。
此次捐赠将有助于保护和改善一系列濒危动植物物种的
栖息地。作为捐献的一部分，自然保护协会正在完成森
林碳补偿项目，不久将为 Chestnut Mountain 的普利
司通自然保护区提供管理基金。该项目预计可抵销普利
司通总部大楼（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中心）未
来 25 年的碳排放。

在美国和墨西哥，有11个普利司通集团制造基地为经认
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集团与野生动物栖息地委员会合
作，管理1,200多公顷项目土地，促进栖息地保护，改善
生物多样性。 

为激发下一代对自然环境的兴趣，公司在美国田纳西
州沃伦县工厂设立了普利司通环境教育课堂和栖息地
（BEECH）。在这里，从学前班到五年级的学生们将学
习野生动物栖息地、水资源保护和保护环境等内容。自
2008年设立以来，BEECH项目吸引将近20,000名学生
前来学习。项目还扩展至田纳西州的四个县，包括为在
家接受教育的儿童提供项目。截至2008年，BEECH已
全面纳入沃伦县学校课程。

 “普利司通 BSAM 委托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管理重要森林，我们对此感到荣幸。这为企业如何与
环保界合作，积极保护地球树立了榜样。”
—Terry Cook，田纳西州自然保护协会的州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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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利司通印度对儿童及其家庭和环境的承诺，促使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UNICEF）授权社区管理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水资源。有了他们的
支持，我们为社区提供所需信息、培训和规划，保障长期安全的饮用
水供应，并满足农业和其他需求。”
——Richard Beighton，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印度资源调动和伙伴关系部主管

普利司通还与当地社区合作，保护稀缺水资源。2018 年，
在印度人口第二大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公司与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合作，发起为期三年的项目，旨在改善水资源
保护和饮用水。长期干旱导致作物歉收，使水资源短缺
成为影响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主要挑战之一。为此，普利
司通印度捐赠 6,360 万日元 /577,900 美元 6，为 10 个村
庄供应清洁安全的水资源。

在印尼普利司通加里曼丹种植园附近，有一片由火灾和
其他灾害摧毁的国有森林，遭到人们弃置。2012年，普
利司通与早稻田大学、日本国际绿化推进中心、南加里
曼丹省蓝邦大学（Lambung Mangkurat University）
和塔娜·劳特林业局（Tanah Laut Regency Forestry 
Department）发起W-BRIDGE项目，帮助当地居民恢
复森林。教授当地居民如何改进土地和管理森林。截至
目前，约有70公顷的不毛之地得到恢复，用于生产、森
林混合利用、橡胶树生产和农业等领域。

在印尼和泰国，普利司通集团员工种植了成千上万棵红
树，以恢复红树林，保护沿海村庄的居民和环境。自

2012年起，普利司通印尼还与婆罗洲人猿生存基金会合
作，保护婆罗洲猩猩，并帮助它们重返自然栖息地。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公司承诺连续八年每年种植一公顷森
林。公司还将赞助两只孤儿猩猩的照顾和康复，直至其
重返自然栖息地。

与自然和谐共处

6 根据普利司通集团 2018 年财务报告的平均汇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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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承诺

Paolo Ferrari
株式会社普利司通执行副总裁
和执行官

普利司通 BSEMEA 董事会成员、
CEO 和总裁

 “普利司通集团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居住在再生能力不受威

胁的地球上。集团还希望其开发和投入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既有助于

公司和员工发展，又能以负责任的态度响应社会需求。在普利司通

BSEMEA，我们将可持续发展融入战略、绩效管理和个人目标设定中，

因为我们坚信，服务社会的价值不止于其本身，而且能够创造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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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普利司通集团通
过业务运营的改进和产品设计来
不 断 改 善 自 然 资 源 保 护。 我 们
的长期目标是在 2050 年及以后
100% 使用可持续材料。8

尊重自然资源

为实现这一目标，集团（在公司内部及与其他公司合作）

减少原料消耗、回收和有效利用资源，并扩展和丰富可

再生资源。

减少原材料消耗

考虑到人口增长，需求增加以及人们对更便捷生活方式
的需求，人们担心，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原材料的需
求增长将超出地球的承受范围。为此，我们需要构建体系，
减轻日益增长需求造成的环境影响。为实现这一目标，
普利司通集团采取措施，提高资源生产力。集团采用全
新业务模式，发展技术，减少生产各种产品所用的原材
料数量。

例如，2019 年 3 月，集团研发的高强度橡胶荣获年度
环保成就奖。该奖项由《国际轮胎技术奖项》（Tire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Awards）组织评选。这种
新一代轮胎的耐用性和耐磨性优于天然橡胶，在减少材
料使用的同时，达到所需的性能水平。

8 普利司通集团将可持续材料定义为：1）来自于可保障持续供应的资源；2）可以作为我们业务的一部分长期使用；3）从采购到处理的整个周期对环境和
社会的影响都很低。

迈向 100% 使用可持续材料的长期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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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资源
和其他公司一样，普利司通集团憧憬循环经济的强劲发展，
并评估其产品在这一全新范式中起到的作用。

近期，集团与艾伦 麦克阿瑟基金会和 CoreCentric 共同参与在美
国举办的一场对话，之后围绕再造产品 / 翻新产品销售的影响发
布白皮书。公司还在欧洲参与 #BetterThanNew 项目，促进轮胎
翻新。普利司通 BSEMEA 与 R2Pi 财团合作，在其业务模式中探
索循环经济全新机遇。

报废轮胎的回收率和再利用率高于铝罐、玻璃、纸板和纸张 11，
当人们知道这点时，往往感到十分惊讶。报废轮胎的有益用途包
括施工材料、绿化覆盖物、地毯甚至全新轮胎的组成部分。报废
轮胎还可用于可替代燃料。普利司通集团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创
新方法，进一步促进报废轮胎的回修利用。具体做法包括：

	 通过普利司通哥斯达黎加 B-Happy Eco-Parks 项目，在公
园和教育中心采用报废轮胎搭建游乐场。到目前为止，游乐
场已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巴拿马等地建成。

	 在美国，普利司通 BSAM 将公司经营零售店车辆拆下的报
废轮胎，重新回收利用。此外，通过 Tires4ward 项目，普
利司通 BSAM 在社区组织的清洁活动期间，采集和回收河
流、湖泊和其他公共水道中的报废轮胎。我们的目标是将所
有用过轮胎回收至公司经营零售店，以供下次有效利用。

	 在与澳大利亚产业转型研究项目共同开展的研究项目中，普
利司通澳大利亚正研究如何将废旧轮胎用于各种轨道组件
中，包括道渣和路基，以提升有碴轨道的耐用性。

在产品中使用回收材料，也有助于公司实现在 2050 年及以后
100% 采用可持续材料的目标 8。

	 风驰通建筑产品公司（Firestone Building Products）的
金属屋面系统实现 100% 可循环使用。除此之外，我们还回
收大量的铝、铜、钢和锌。

	 普利司通集团采用微粉化胶粉作为原材料，生产新型高性能
轮胎。这类轮胎将用于农业和越野领域，以及轮胎翻新所用

的预硫化胎面。

拓展和丰富可再生资源
橡胶是对普利司通集团至关重要的一种自然资源，也是世界公认
在未来几年可能面临紧缺的一种资源。公司将继续以多种方式主
动参与解决这一挑战。例如，普利司通 BSAM 正与美国农业部
（USDA）国家粮食和农业研究所合作，从银胶菊中开发天然橡
胶的本土来源。银胶菊是一种耐旱耐热作物，可产生与三叶胶橡
胶树几乎一样的天然橡胶。普利司通 BSAM 向美国农业部发出一
笔可观款项，与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科罗拉多矿业大学、科罗拉
多州立大学、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及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合作，持续开展此项工作。

在发展势头迅猛的循环经济中，全社会需要通力合作，在回收材料并用于再
生新产品前，尽可能延长资源的利用时间。

报废（ELT）轮胎全球回收率 11

报废轮胎类别

土木工程和回填

能量回收

材料回收

其他（未回收——填埋、
堆积或其他未知处理）

20%

31%

47%

2%

8 普利司通集团将可持续材料定义为：1）来自于可保障持续供应的资源；2）可以作为我们业务的一部分长期使用；3）从采购到处理的整个周期对环境和
社会的影响都很低。
11 全行业数据来源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https://docs.wbcsd.org/2018/02/ELT_Fact_Sheet.pdf.

2018–2019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环境 | 尊重自然资源 | 34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
https://www.corecentricsolutions.com
https://www.corecentricsolutions.com/corecentric-publishes-white-paper-on-remanufactured-products/
http://www.r2piproject.eu
https://www.bridgestone.com/corporate/news/2018052301.html
https://www.bridgestone.com/corporate/news/2018052301.html
https://docs.wbcsd.org/2018/02/ELT_Fact_Sheet.pdf


集团长期（2050 年及以后）愿景是为全球议定的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目标作出贡献。短期内，集团将着重将减少
直接运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在用产品的间接二氧
化碳排放，并降低汽车行驶过程中的燃料燃烧排放，尽
力发挥二氧化碳减排潜力。为了向 2050 年愿景迈进，
普利司通集团设立 2020 年重要中期里程碑和目标：降
低因客户使用普利司通轮胎产生的排放足迹，且所降低
的排放量应超过集团从原材料采购、产品制造、分发至
产品废弃阶段产生的排放量。

将运营和产品使用相关的二氧化碳减排相结合，集团达
到 95% 的减排目标，接近 100% 的减排目标（与 2005
年基线相比）12。

为达到 2020 年中期重要里程碑，普利司通集团
设定两个二氧化碳减排子目标：

	 到 2020 年前，将单位营业净销售额产生的排放
量和产品废弃阶段产生的排放量 13 减少 35%（与
2005 年基线相比）2018 年，集团实现 33% 的减排
目标。

	 到 2020 年前，将轮胎滚动阻力减少 25%（与 2005
年基线相比）。2018 年，集团实现减少 21% 的目标。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普利司通集团密切关注如何通过科技手段，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及降低对气候变化的持续预期影响。

运营产生的二氧化碳以及产品废弃阶段产生的二氧化碳差异
以及在使用阶段对二氧化碳减排的贡献 1

12 根据《轮胎 LCCO2 估算指南》（第 2.0 版）（日本汽车轮胎制造商协会，2012 年 4 月）。
13 除使用阶段外的产品生命周期阶段，包括原材料采购、制造、分发和废弃。
14 包括二氧化碳减排活动及销售汇率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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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团层面和区域层面，普利司通集团正开展多
项二氧化碳减排措施。例如：

	 2018 年，普利司通集团在西班牙的三家轮胎制造工
厂（毕尔巴鄂、坎塔布利亚和布尔戈斯）以及一家
轮胎帘布（Usansolo）工厂 100% 采用可再生资
源发电。

	 为减少轮胎生命周期内的二氧化碳排放，普利司通
集团使用 CDP，使供应商参与应对气候变化。2018
年，通过 CDP 供应链计划，集团根据采购轮胎原材
料二氧化碳排放选择的供应商占比为 87.6%。大约

71% 的申请供应商做出响应（CDP 气候调查表回复
率为 53%），28% 响应供应商从 CDP 收到至少 B
的评级（管理级别）。普利司通集团还鼓励供应商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通过 CDP 自主报告环境数据。

普利司通集团二氧化碳减排相关数据经第三方认证机构
劳氏质量认证有限公司认证，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透
明度。

如需进一步了解普利司通集团对环境的承诺，敬
请访问在线网址。

ISO 14001认证彰显集团的环境承诺
普利司通集团要求员工人数在50人及以上的所有制
造基地（共156个）均通过ISO 14001环境管理认
证。认证彰显了运营机构不断努力，尽可能降低环
境影响，并遵守适用的环境法律法规。截至2018
年底，154个制造基地（98.7%）通过ISO 14001
认证。
 

普利司通大厦通过LEED认证  
2018年，普利司通BSAM总部大厦（位于美国田
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中心）获得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颁发的能源与环境设计领导能力（LEED®）金牌认
证。这座占地48,588平方米、高31层的大厦能够获
得LEED认证，其中所用的许多产品功不可没。屋
顶系统由风驰通建筑产品公司制造。让所有员工在
一栋楼里工作，还有助于培养全新的工作方式，鼓
励同事合作，创造更具包容性的文化。这项工程还
荣获2019年普利司通集团奖。ISO 14001 认证 1, 4

98.7%

1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4 在 156 个目标通过 ISO 14001 认证的制造基地中，154 个已通过认证（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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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公平竞争
使命：通过合规和完整性确保卓越。

我们通过道德决策指导整个运营过程中的负责任
商业实践，从而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建立信任。

近年来，普利司通集团的长期区域合规项目均在统一的
全球目标框架下实施，以培养真正的合规文化，并奉行“以
卓越品质贡献社会”的公司使命。全球道德与合规项目
在全球一致性和有效应对本地化风险所需的灵活性之间
取得平衡。

2018 年《行为准则》的发布标志着这一框架取得重大进
展。《行为准则》为全球员工、供应商和其他人提供指导，
了解如何处理各种道德问题，包括反贪污、竞争 / 反垄断、
利益冲突以及企业慈善和政治捐款。

合规是普利司通集团每位员工的责任。因此，教育和员
工参与至关重要。这项工作从最高层开始。企业领导人
常常提及道德和合规的重要性，并在公司合规培训和意
识提升项目中发挥积极作用。各地区战略性部署广泛的
培训计划，包括在线学习和现场培训。2018 年，通过广
泛的区域交流，这项工作取得进展，包括 Bridgestone 
CAP 和普利司通 BSEMEA 的“大声说出来”（Speak 
Up）热线活动以及在全球推广新颁布的《行为准则》。

普利司通集团强调：在发现错误时指出错误也是正确行
事的一部分。BridgeLine 是一项基于网络的举报系统和
电话热线。通过该系统，集团员工和其他人员可在法律
允许的情况下，匿名报告任何法律或合规问题，无需担
心遭到报复，因为报告过程将做保密处理。2018 年，在
贪污和反垄断 / 竞争关键领域，并无经证实的重大举报。

普利司通集团对合规的承诺还扩展至业务相关第三方。
承包商和供应商也应遵守《行为准则》的要求。集团供
应商还应满足集团 2018 年颁布的《全球可持续采购政
策》。此外，集团还将对某些高风险业务开展尽职调查。

如需进一步了解普利司通集团的全球道德和合规
计划，敬请访问在线网址。

管理基础

CODE OF CONDUCT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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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经营（BCP）、风险管理

使命：预防和降低运营风险

我们希望预防和降低风险，并在危机发生时，保
护我们的员工、财产和利润。

2018 年，普利司通集团主要关注三大风险管理
方面。这三大方面对集团成为真正的全球化公司
起到重要作用，包括：

紧急行动上报要求 / 程序
普利司通集团制定并发布全新指南，确认应向总部领导者
报告以及由地方管理层管理的事件类型。为此，集团确认
五大事件层级以及相应标准，确保在整个集团范围内实现
一致报告。确认方法后，普利司通制定报告模板，并向集
团内部的所有相关人员提供培训。

综合危机管理和业务连续性支持
普利司通集团共有四大运营区域。这些战略业务部下设
的制造工厂与所属地理区域并非完全一致。例如位于日
本的普利司通体育有限公司在美国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制
造高尔夫球。2018 年，普利司通集团发起项目，为管理
整个企业内部的问题和危机构建通用框架，以确保所有
业务部门工作协调一致。同时，确保在事件发生时，全
球业务部门可作出一致响应，保持业务连续性。

年度全球风险识别过程
十年前，普利司通集团发起一项全公司范围的年度流程，
以识别各战略事业部和整个组织所面临的潜在业务风险。
目前，普利司通集团正在简化流程，使信息更有意义，
更具执行力，并扩大整个机构内的参与范围。我们的目
标是更全面地了解整个集团的潜在风险，更好地跟踪和
衡量减轻风险带来的影响，并分享有效缓解风险的有效
方式。

如需进一步了解有关风险管理方法的信息，请访
问公司年度报告和在线网址。

识别风险

风险管理程序 评估风险

控制风险

审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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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推进基本人权发展和负责任的劳动行为

我们将构建包容文化。所有普利司通实体和工厂
均采取和实施符合道德规范的劳动行为，在同事
间建立信任，并在尊重多样性和基本人权方面树
立榜样。

2018 年初，普利司通集团颁布《全球人权政策》。政策
规定了普利司通集团全球员工能够以及应当期望公司、
管理者和同事的标准和行为。其中列出尊重多元化和包
容性、禁止歧视和骚扰、关注工作场所安全及健康、承
诺负责任地劳动行为、保护言论及结社自由等内容。

尊重多元化和包容性（D&I）是普利司通集团《全球人
权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 CEO Masaaki Tsuya
说道，“对于一家由来自多样化背景文化以及具有不同
经验的人员组成的全球化公司而言”，这点至关重要。
在普利司通集团内，这一承诺表现在诸多方面：

	 在美国，员工资源团体（ERG）为共享经历的人们
创办支持网络，包括非裔美国人、LGBTQ15、盟友、
退伍军人、女性和年轻专业人士。

	 2018 年，普利司通 BSAM 成立多元化和包容性委
员会，旨在推进上述重要议题的发展，并为纳什维
尔的同志骄傲大游行（PRIDE Festival）提供支持。

“同志骄傲大游行”是一项支持 LGBTQ 权益的运动，
已举办十多年。

	 集 团 尊 重 并 鼓 励 在 不 同 区 域（ 包 括 日 本 和
BSEMEA）采取灵活的工作方式，并在许多区域提
供育儿设施、各种形式的带薪产假和陪产假以及家
庭护理假和志愿者假。

	 在 LGBT 友好工作环境中，普利司通在日本年度
PRIDE 指数中位居榜首。此外，集团连续六年荣获
日本的“抚子品牌”（Nadeshiko Brand）荣誉称号。
这是一项旨在鼓励女性追求事业成功的奖项。

	 普利司通西班牙由 Fundación Másfamilia 评选认
证为“家庭友好公司”（efr 认证）。

在尽职调查中，普利司通集团评估人权和潜在新业务和
项目中的人权和劳动行为。

普利司通各地区还定期开展调查，了解员工对公司的参
与度和满意度。

普利司通人力资源相关数据经第三方认证机构劳氏质量
认证有限公司认证，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透明度。相
关信息将在 2019 年 6 月中旬发布。

如需进一步了解普利司通集团的人权和劳动行
为，敬请访问在线网址。

人权、劳动行为

15 根据《反歧视同志联盟媒体参考指南》，LGBTQ 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非异性恋者的常用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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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业卫生

使命：安全始终第一

在普利司通，我们将安全视为重要的商业价值。
为所有人创造安全的工作场所是每个人的责任。

普利司通集团向所有员工介绍基本安全活动，并要求他
们在工场所定期开展此类活动。在所有场所均张贴集团
安全承诺，作为提醒，以期实现安全目标。集团还向全
球范围内的承包商和访客介绍活动指南，以确保其在场
所内的安全。

近期，普利司通集团全球安全和工业卫生工作组参照
ISO 45001 标准构建了全球安全管理体系架构。目前，
相关标准正在制定中。2018 年，新制定的六项全球安全
标准将于 2019 年纳入地方标准中。包括：灾害预防、
高空作业、全球伤害报告、锁定 / 标记设备、风险评估
标准和移动设备安全。此外，在整个机构范围内，我们
还开展持续培训，满足普利司通集团运营所在地的严格
标准和地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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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表现
2018 年，在整个普利司通集团范围内，共发生 23 起严重
伤害 16，但并无员工死亡事故。然而，一名承包商不幸死亡。
集团将积极配合地方机构调查，并继续朝着提升安全的目
标迈进。

与 2017 年相比，集团 2018 年的员工严重伤害事故和死亡
率降低 20%17。

株式会社普利司通（仅限日本运营部门）还追踪了工作相
关失时工伤的 频率 18 和严重程度 19。2018 年，上述指数
均低于日本制造业和橡胶产品制造业平均水平。

2019 年，普利司通集团着手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和报告此类
信息。

普利司通安全相关数据经第三方认证机构劳氏质量认证有
限公司认证，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透明度。

事故预防
防火也是普利司通集团的重要安全事项。在东京全球防灾
中心，集团开展实践培训，帮助员工预防火灾，并了解早
期检测技巧。此外，集团还开展培训，了解从以往地震中
吸取的教训。

在普利司通 BSEMEA，工作场所的人口结构迅速发展变化。
如今，多代劳工现象日益显著。为确保人人参与培训，并
了解安全健康要求，普利司通 BSEMEA 采用游戏化、新媒
体和数字培训的方式，得到员工的积极响应。2019 年初，
这一工作荣获普利司通集团奖表彰。

如需进一步了解普利司通集团的安全和工业卫生
举措，敬请访问在线网址。

16 普利司通集团将严重伤害定义为截肢（手指或脚趾第一节关节截肢除外）、完全失明、骨折（不含手指、脚趾、手足骨折或不全骨折）以及住院一个月
以上的情况。
17 2018 年，集团 4,610 家生产和物流场所以及零售店中报告 23 起严重伤害事件，但无报告死亡事件。2017 年，在整个普利司通集团范围内，共发生 28
起严重伤害事件和一例死亡事件。
18 频率 =（损失工时数 / 总工时数）× 1,000,000。
19 严重率 = （损失工作日总数 / 总工时数）× 1,000。
20 该数字已根据劳动局对 2017 年某位伤者的伤残程度最终判定结果进行更新。
21 普利司通将根据劳动局对 2018 年伤者的损失工作日数确认结果进行更新。

安全、工业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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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通过可持续采购行为为社会创造价值

我们致力于创造价值，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并
实现长期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为此，我们
将以下内容纳入供应链中：

	 透明度；
	 合规；
	 质量、成本与交付（QCD）以及创新；
	 可持续采购行为。

2018 年初，普利司通集团发布新的《全球可持续采购政
策》，旨在帮助识别和评估合格供应商、推广有效实践，
并为行业提供沟通和改进工具。集团携手供应商，实现
加快构建可持续供应链的目标，造福全球环境和社区。

自政策出台以来，全球所有地区广泛开展各项新举措。
截至 2019 年 5 月，98% 的集团一级主要供应商（约 2,400
名）已确认该政策，其中绝大多数正由 EcoVadis 开展
第三方评估。截至 2019 年 5 月 14 日，424 名集团一级
主要原料供应商（占 41%）完成全面评估。此外，集团
针对企业内部数百个采购、法律、技术和客户服务团队
开展相关培训。

过去几年，普利司通集团在多地举办天然橡胶供应商年
度会议。近期，集团还在会议上分享了《全球可持续采
购政策》。每年，集团代表还走访经批准的天然橡胶工厂，
举办一对一会议，为持续质量改进提供支持，并采取推
进可追溯性和可持续性的举措。

普利司通集团与 EcoVadis 合作，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全
行业举措。2019 年，集团主要关注评审评估结果、处理
当前问题，并制定发展攻略，朝着实现可持续透明供应
链的业内有效实践迈进。

“普利司通集团日益重视负责任的采购行
为，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榜样作用。
积极主动地与供应商合作是提高企业所有
社会责任指标绩效的有效途径，并对促进
所在社区改变起到积极作用。这种合作伙
伴关系将有助于集团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再
接再厉，并产生切实有效的长远影响。”

——Pierre-Francois Thaler，联合 CEO，
EcoVadis

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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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

——Peter Bakker，总裁和 CEO，世界可持续
发展工商理事会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
尽管志向远大，但仅凭一己之力，普利司通集团也无法
实现供应链改进。正因为此，集团通过世界可持续发展
商业理事会全球“轮胎工业项目”（TIP），与其他 10
家顶尖轮胎公司（占全球轮胎制造产能的 65%）合作。

轮胎工业项目成员通过科学方法，持续提高行业的可持
续。同时，基于现有知识体系，解决轮胎生命周期的影响。

近期，轮胎工业项目成员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发起
全球可持续天然橡胶平台（GPSNR），以进一步改善天
然橡胶供应链。通过全球可持续天然橡胶平台，轮胎工
业项目成员（包括普利司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将共同
协调标准，促进对人权的尊重，防止土地掠夺和森林砍伐，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水资源，提高产量，并提升供应链的
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即便如此，我们应当意识到：全球绝大多数天然橡胶制
造来自东南亚的小户橡胶佃农。普利司通集团使用大量
天然橡胶。不幸的是，小户佃农种植的橡胶树生产力往
往较低，天然橡胶质量也参差不齐。为帮助小户佃农提
高运营质量，普利司通集团提供三叶橡胶树幼苗，并在
主要橡胶产国开展技术培训，向当地农民传授针对集团
自营橡胶农场开发的生产力改进技术。

普利司通集团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承诺还对采购行为产生
影响。例如，普利司通 BSAM 致力于从足以代表其雇员、
消费者、客户和社区的供应商处实施采购。公司积极开
展与不同供应商合作，包括土著民、残疾人士、少数民族、
LGBTQ15 社团、退伍军人和女性。

如需进一步了解普利司通集团的采购行为，敬请
访问在线网址。

 “2018 年，普利司通集团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
商理事会（WBCSD）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全球可持续天然橡胶平台（GPSNR）牵涉多方
利益相关者，集团通过轮胎工业项目在发起和推
广该项目中起到积极作用，值得赞许。全球可持
续天然橡胶平台是一项构建在 WBCSD 核心使
命基础上的及时举措。通过携手合作，我们能够
加快向可持续发展世界的过渡。更重要的是，普
利司通等 WBCSD 会员致力于推动实施高影响力
的业务解决方案，以解决极具挑战性的可持续发
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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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和客户价值

使命：创造顾客价值与信赖

与普利司通集团所有相关实体和利益相关者合
作，创造全球框架，主动识别、优先化和解决客
户质量问题，满足集团创始人制定的“以卓越品
质贡献社会”的目标。

五十年前，普利司通荣膺全面质量管理（TQM）“戴明
奖”，真正开启品质之旅。从那时起，社会和公司均发
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普利司通集团从未动摇对持续改
进的承诺。2015 年，企业提出“创造顾客价值与信赖”
的品质宣言，并翻译成 20 多种语言，在企业内部推广。
所有场所均张贴集团承诺，以时刻提醒员工。

如今，质量不仅是普利司通集团的一个部门，而是深思
熟虑计划和执行的结果。质量不仅是产品原则，更是商
业原则。正因为此，跨职能质量管理体系工作组凭借在
监管全球全面质量管理 22“持续改进文化”（包括用于
问题解决的“QMK”23 方法）方面的突出表现，荣获
2019 年普利司通集团奖。

自 2010 年起，集团举办年度全球全面质量管理会议。
通过分享有效实践，会议有助于培养质量意识，提高整
个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活动水平。全球 325 名员工参与
2018 年会议，会议从 100 多个预选项目中选出 16 个优
秀项目进行展示。

如需进一步了解普利司通集团对品质和客户价值
的承诺，敬请访问在线网址。

22 TQM 是全面质量管理的缩写。通过普利司通全面质量管理会议，人们有机会分享有关卓越工作场所改进活动的信息，以提升整个机构内的质量管理，推
进未来的全面质量管理活动。2010 年，普利司通集团着手举办全球范围内的全面质量管理会议。
23QMK 是质量控制和 mondai kaiketsu（问题解决）的缩写，旨在鼓励通过质量控制解决问题。

2018–2019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管理基础 | 品质和客户价值 | 44

https://www.bridgestone.com/responsibilities/consumer/index.html


 “50 年前，普利司通集团过渡到公司历史的第 2 篇章——现代化管理
架构和治理——并确立了‘以卓越品质贡献社会’的公司使命。这一质
量承诺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只有将质量原则作为运营根本的公司，
才能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这就要求集团在所有方面追求卓越品质，包
括管理品质。这点及其他所有质量方面均体现在‘Our Way to Serve

（我们的服务之道）’管理基础中。普利司通集团所有成员致力于在整
个价值链内，携手并进，为社会和客户创造共同价值。”

领导者承诺

Shuichi Ishibashi
株式会社普利司通副总裁
和代表执行官，
负责 GBS（全球业务支持）
及技术和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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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司通集团优先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尽力理解利益相关者的看法，并分享其观点。这有助于沟通集团业务活动，
并持续开展业务活动。

利益相关者团体 普利司通集团责任 沟通渠道

顾客
	 开发富有吸引力的产品 / 服务
	 提供及时响应和支持
	 提供适当信息
	 有效管理客户信息

	 响应客户沟通中心的问题
	 分析客户输入、数据库编制及其内部利用
	 普利司通 TODAY 橡胶和轮胎博物馆
	 网络和社交媒体
	 日常销售及服务活动（零售店、经销商渠道、在线商务）
	 顾客满意度调查
	 汽车展览会

股东和投资者 	 提供适当、及时的信息
	 尽力提升企业价值

	 年度股东大会
	 企业管理规范报告
	 企业治理报告
	 财务业绩评审会议
	 投资者关系网站
	 根据《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制定的报告
	 与投资者的个人会议

业务合作伙伴 	 确保公平公正交易
	 沟通《可持续采购政策》

	 日常采购活动
	 采购政策解读论坛 / 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制定《可持续采购政策》和《全球人权政策》
	 供应商奖
	 与管理层讨论（经销商会议）

员工

	 尊重人权
	 促进多元化与包容性，包括多元化工作方式
	 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
	 促进职业健康和安全及健康和生产力管理
	 促进管理层与劳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

	 普利司通《行为准则》和《全球人权政策》
	 员工满意度调查
	 人事评价体系和职业发展咨询
	 内部公开求职申请系统
	 劳动力和管理层会议
	 内部通讯及内联网
	 员工会议和培训
	 普利司通集团奖和其他奖项制度
	 奥运会和残奥会相关国际赛事

当地社区、
非政府组织

	 对当地社区做贡献
	 保护当地环境
	 与普利司通集团运营现场合作，支持现场活

动

	 捐款及社会贡献
	 设施巡查
	 环境和安全教育活动
	 为当地活动提供赞助和援助
	 赞助奥运会和残奥会
	 赈灾支持
	 与非政府组织对话和合作

政府机构和行业组织
以及教育机构

	 为创建安全可靠的移动社会做出贡献
	 支持教育活动
	 参与行业经济影响研究和供应链评估

	 行业协会会员、委员会和会议
	 与经济和行业组织对话和合作
	 与政府官员接触
	 参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轮胎工业项目和全球可持

续天然橡胶平台项目
	 与市政府机构互动并交流意见
	 沟通、协调及支持工业、政府和学术伙伴关系

利益相关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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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普利司通 BSRO
驱动更美好的未来：青少年校园安全接送项目（参见第 23
页）

普利司通日本轮胎有限公司、株式会社普利司通、普利司
通物流有限公司、普利司通日本零售有限公司
改善灾害支援系统（参见第 21 页）

印尼普利司通轮胎公司
普利司通印尼社区救援队（参见第 21 页）

环境
Brisa Bridgestone Sabanci Lastik Sanayi ve Ticaret 
A.S.
减少伊兹米特工厂的地下水使用（参见第 29 页）

管理基础
普利司通 BSEMEA
安全转换之旅：全新员工聘用和培训方法（参见第 41 页）

株 式 会 社 普 利 司 通、 普 利 司 通 BSAM、 普 利 司 通
BSEMEA、普利司通 BSCAP“全球全面质量管理 22 持续
文化改进”与“QMK23 基金会”（参见第 44 页）

株 式 会 社 普 利 司 通、 普 利 司 通 BSAM、 普 利 司 通
BSEMEA、普利司通 BSCAP、普利司通新加坡有限公司
发布和实施两大全球政策：《全球可持续采购政策》和《全
球人权政策》；以及普利司通《行为准则》（参见第 37、
39、42 页）

普利司通集团奖旨在表彰在创新和持续改进方面
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和员工，以实现“成为真正
的全球化公司”及在业务各方面保持“卓越出众”
的管理目标。

普利司通集团奖面向所有集团机构和员工，代表着机构内
部高层认可。根据集团的 CSR 承诺“Our Way to Serve（我
们的服务之道）”，奖项分为以下五类：成就奖、移动、人、
环境和管理基础。下文列出 2019 年普利司通集团奖得主，
并纳入本可持续性发展报告中。

成就奖
普利司通 BSAM
塑造未来：普利司通 BSAM 新总部（参见第 36 页）

移动
株式会社普利司通、Bridgestone BRM Co., Ltd. 针对无
障碍先进高速交通开发的“精准对接”轮胎和路肩（通用
设计）（参见第 15 页）

2019 年普利司通集团奖

22 TQM 是全面质量管理的缩写。通过普利司通全面质量管理会议，人们有机会分享有关卓越工作场所改进活动的信息，以提升整个机构内的质量管理，推
进未来的全面质量管理活动。2010 年，普利司通集团着手举办全球范围内的全面质量管理会议。
23 QMK 是质量控制和 mondai kaiketsu（问题解决）的缩写，旨在鼓励通过质量控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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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数据
如需了解完整信息，敬请参见普利司通集团在线网址的 GRI 索引。
粗体显示数据为保证数据。

管理相关数据
数据项 2015 财年 2016 财年 2017 财年 2018 财年 GRI

普利司通集团销售额 1 37,900 亿日元 /
3,142,500 万美元

33,370 亿日元 /
2,864,600 万美元

36,430 亿日元 /
3,224,200 万美元

36,500 亿日元 /
3,288,300 万美元 102-7

橡胶产量 1,790,000 吨 1,800,000 吨 1,880,000 吨 1,860,000 吨 102-7

雇员人数 144,303 143,616 142,669 143,509 102-7

制造工厂数量 2 172 169 164 163 102-7

  

环境相关数据 3

数据项 2015 财年 2016 财年 2017 财年 2018 财年 GRI
材料
原材料使用总量 4,811,000 吨 4,795,000 吨 5,039,000 吨 5,223,000 吨 301-1

资源生产率 4 788,000 日元 / 吨
（6,530 美元 / 吨）

696,000 日元 / 吨
（5,970 美元 / 吨）

723,000 日元 / 吨
（6,400 美元 / 吨）

699,000 日元 / 吨
（6,300 美元 / 吨） 301-1

回收橡胶量 16,066 吨 16,356 吨 20,369 吨 21,155 吨 301-2
回收产品率 5 - - - 66% 301-3
能源

总能耗 45,212,000 GJ 44,860,000 GJ 45,756,000 GJ 46,358,000 GJ 302-1

能耗（燃油）6 26,694,000 GJ 26,416,000 GJ 26,932,000 GJ 27,305,000 GJ 302-1
能耗
（购买电量） 4,649,000 MWh 4,650,000 MWh 4,802,000 MWh 4,929,000 MWh 302-1

能耗
（购买蒸汽） 1,864,000 GJ 1,797,000 GJ 1,630,000 GJ 1,429,000 GJ 302-1

单位销售额能耗 1 1,193 GJ/ 亿日元
（1,439 GJ/ 百万美元）

1,344 GJ/ 亿日元
（1,566 GJ/ 百万美元）

1,256 GJ/ 亿日元
（1,419 GJ/ 百万美元）

1,270 GJ/ 亿日元
（1,410 GJ/ 百万美元） 302-3

能耗减少量 1,152,000 GJ 352,000 GJ -896,000 GJ -602,000 GJ 302-4
机构外能耗 1,460,987,000 GJ 1,479,404,000 GJ 1,549,645,000 GJ 1,488,972,000 GJ 302-2
水和废水

总取水量 7 77,445,000 m3 74,221,000 m3 71,477,000 m3 74,039,000 m3 303-3

取水量（地表水） 4,943,000 m3 4,702,000 m3 4,797,000 m3 4,782,000 m3 303-3

取水量（地下水） 11,402,000 m3 11,515,000 m3 11,589,000 m3 11,256,000 m3 303-3
取水量
（水供应、工业水） 19,881,000 m3 19,546,000 m3 18,664,000 m3 18,321,000 m3 303-3

取水量（海水） 41,200,000 m3 38,457,000 m3 36,426,000 m3 39,681,000 m3 303-3

循环水量 480,506,000 m3 454,054,000 m3 424,480,000 m3 389,672,000 m3 303-3

排水总量 61,744,000 m3 58,677,000 m3 56,801,000 m3 60,146,000 m3 303-4

1 根据普利司通集团 2018 年财务报告的平均汇率计算。
2 制造工厂数量为截至每年 4 月 1 日的数据。所有其他数据为截至每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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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数据
环境相关数据 3

数据项 2015 财年 2016 财年 2017 财年 2018 财年 GRI

材料

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 1）

1,856,000 吨 CO2 1,828,000 吨 CO2 1,871,000 吨 CO2 1,885,000 吨 CO2 305-1

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 2，基于市场）8 2,502,000 吨 CO2 2,448,000 吨 CO2 2,327,000 吨 CO2 2,264,000 吨 CO2 305-2

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 3）8 122,034,000 吨 CO2 122,834,000 吨 CO2 128,884,000 吨 CO2 135,670,000 吨 CO2 305-3

产品生命周期阶段单位二氧化碳
排放量 9

366 吨 CO2/ 亿日元
（441 吨 CO2/ 百万美
元）

412 吨 CO2/ 亿日元
（480 吨 CO2/ 百万美
元）

378 吨 CO2/ 亿日元
（427 吨 CO2/ 百万美
元）

389 吨 CO2/ 亿日元
（432 吨 CO2/ 百万美
元）

305-4

运营和产品用后二氧化碳减排率
（根据 2005 年基线） 37% 29% 35% 33% 305-5

NOx 排放量 10 4,066 吨 4,022 吨 4,069 吨 4,083 吨 305-7

SOx 排放量 10 1,394 吨 1,095 吨 1,100 吨 901 吨 305-7

废弃物

产生废弃物量 11 296,000 吨 311,000 吨 312,000 吨 355,000 吨 306-2

回收废弃物量 265,000 吨 282,000 吨 282,000 吨 315,000 吨 306-2

废弃物回收率 89% 91% 91% 89% 306-2

废弃物填埋量 31,000 吨 29,000 吨 29,000 吨 41,000 吨 306-2

环境管理

经 ISO 14001 认证的制造基地 12 99.4% 99.4% 98.7% 98.7% -

3 各引用年份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普利司通集团所有制造基地数据部分数据包括预计数字。
4 单位原料使用销售额。
5 根据轮胎最新统计数据计算的材料回收、能源回收等有效利用率（除翻新外）。
6 包括内部发电。
7 取水量数据不包括第三方循环水和雨水。
8 类别 8、13 和 15 不包含在《温室气体议定书》范围 3 的 15 个类别中。
9 从采购到制造、分发和处理所有生命周期阶段的单位销售额二氧化碳排放。
10 根据燃料消耗数据和相应排放因素估计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11 包括非危险废弃物和管制危险废弃物在内的废弃物总量。
12 普利司通集团目标通过 ISO 14001 认证的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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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项 地区 合计 高管职位 18 全部管理职位 其他员工
和职位 GRI

管理职位 19 初级管理职位 20

女性

比例 16

日本 11.1% 0.9% 1.8% 2.2% 1.9% 13.3%

405-1
株式会社普利司通 8.8% 0.0% 2.7% 0.0% 1.9% 9.9%

美洲地区 11.2% 24.0% 15.5% 10.9% 12.2% 11.1%
欧洲和中东 17 11.7% 19.0% 13.6% 10.9% 11.5% 11.7%
中国、亚太 8.1% 0.0% 10.0% 14.1% 13.1% 7.3%

数据项 2018 GRI

普利司通董事数量
（截至 2019 年 4 月 1 日）

合计 11

102-22

男性 9
女性 2

独立外部董事 8
男性 6
女性 2

董事 总费用 21 2.28 亿日元 /207.3 万美元
102-35独立外部董事 总费用 21 1.30 亿日元 /118.2 万美元

行政办公室 总费用 21 5.77 亿日元 /524.5 万美元

社会和公司管理相关数据
数据项 2015 财年 2016 财年 2017 财年 2018 财年 GRI

雇员人数 13

合计 144,303 143,616 142,669 143,509

102-7
日本 28,616 28,326 28,375 28,793
美洲 60,762 60,798 59,750 58,998
欧洲、俄罗斯、中东和非洲 16,760 17,240 17,510 17,637
中国、亚太 38,165 37,252 37,034 38,081

全球执行委员会成员 13

合计 13 14 16 9
405-1国外成员人数 5 6 8 5

国外成员百分比 38.5% 42.9% 50.0% 55.6%

执行官、执行副总裁和高管 13, 14

合计 51 52 52 52
405-1国外成员人数 7 9 12 10

国外成员百分比 13.7% 17.3% 23.1% 19.2%

产品安全 通过 ISO 9001 认证的制造基地 13, 15 - 98.7% 99.0% 99.3% 416-1

13 截至各引用年份 12 月 31 日的数据。
14 包括普利司通附属公司高管。
15 普利司通目标通过 ISO 9001 认证的制造基地
16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数据，来自 117,663 名雇主和雇员（占总劳动人数的 82%）。
17 不包括土耳其、南非和俄罗斯。
18 各公司汇报关系在 CEO 以下至多两级的管理职位。
19 除“高管职位”和“中层管理职位”外的所有管理职位。
20 一线经理、基层管理者和公司管理层级中低级别管理者。
21 2018 年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的费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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