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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社会使命
以坚持不懈的技术开发作为基础，通过有责任的产品设计，对有限的资源毫无浪费地、高效率地开发和生产使其转变成多种产品，

同时通过推进材料再生，减少环境负荷，取得客户、社会的满意与信赖。

 2. 法令、规则的遵守及公正的交易
在遵守日本国内外的法令、规则等的同时，基于社会良知进行公正、透明、自由的竞争及交易。

 3. 企业信息的公开及个人信息的保护
与股东及社会各界进行广泛交流、积极且公正地公开企业信息同时，也致力于个人信息的保护。

 4. 确保安全卫生和工作环境
最优先实施安全卫生、预防事故的同时，尊重员工的人格、人权、个性以确保适宜的工作环境。

 5. 环境的保全
在充分认识到努力改善环境问题是企业生存和活动的必要条件的基础上，主动地、积极地、持续地推进地球环境的保护活动（包

括维持生物多样性）。

 6. 风险管理的充实及强化
建立有据可寻的数据管理系统，充实、强化风险管理。

 7. 与社会共存共荣
积极推行社会贡献活动，作为“良好企业市民”，努力达到与社会共存共荣。

 8. 国际性事业活动
在国际性事业活动中，在保障相关国家及地区人们的基本人权的同时，尊重其文化、习惯，进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经营。

 9. 排除反社会行为
对威胁社会秩序和安全的反社会势力及团体，与之坚决对决。

10. 经营干部的责任和义务
经营干部身先士卒、并让所有员工理解此规范的同时，如果出现违反此规范的事态时，应亲自究明原因，防止事态再次发生，

同时承担起迅速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和说明情况的责任。

JX金属集团企业行为规范

引言

JX金属集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创始人久原房之助于 1905
年开设日立矿山。当时，还没有确立用于回收因冶炼而产

生的亚硫酸气体的技术，工厂排出的烟尘对周围的森林和

农作物不断造成危害。

因此，为了补偿当地居民并将烟尘扩散到更广阔的区域

以阻止危害，久原提议建设大烟囱。我们投入了大约

37,000人和巨额投资，建成了高达 155.7米（当时为世
界第一）的大烟囱，成功地大幅减少了烟尘危害。久原这

种力争与当地社会共同发展的精神至今仍然被作为 JX金

属集团的 DNA而得到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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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对象范围

以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日本国内外集团公司为对象。此

外，每个报告领域中主要指标的报告对象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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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方针

JX金属集团通过业务活动努力推进 ESG经营，
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做贡献。我们每年发行 1次“可
持续发展报告”作为沟通工具用于向包括顾客、

交易商、股东、投资家、员工、国际社会和当地

社会在内的广大利益相关者披露适当的信息，并

使其理解本集团公司针对 ESG的举措。
《可持续发展报告 2021》是根据 ICMM（国际
矿业和金属理事会）的 10项原则和“GRI标准※”

的核心选择制作的。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发行的、包括 CSR报告的标准
记载事项的国际性指南

术语定义

“本公司”：仅指JX金属株式会社。
“JX金属集团（本集团公司）”：包括JX金属
株式会社及其子公司。但是，报告公司因报告领

域的不同而不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报告

对象范围”）。

ENEOS集团：本公司的母公司ENEOS控股株
式会社组成的企业集团。除本公司外，ENEOS
株式会社和JX石油开发株式会社也被定位为主
要事业公司。

发行时期

2022年1月
上次发行：2021年2月
下次发行：预定2023年1月

报告对象期间

2020年4月～2021年3月
原则上以2020年度的事业活动为对象，但是为
了全面传达重要信息，我们会发布部分对象期间

前后的信息。

关于可持续发展报告 2021 

主要报告对象公司　　 

对应的项目 报告对象范围

事业概况
作为合并财务报表对象的公司

※ 主要报告对象公司为右边有带◎的公司。

环保

能源、GHG：JX金属集团中具有数
量重要性较高的基地（包括从事生产

活动的基地和废矿）（以下带●的公

司）

上述以外的环保数据：1,500kl/年以
上的企业（以下带＊的公司） 

员工、社会、

公司治理

本公司、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50％
以上的投票权比率的81家公司
※主要报告对象公司是以下带★的公司。

日本国内

JX金属株式会社◎●＊★
JX金属商事株式会社◎●★
东邦钛株式会社◎●＊★

JX金属生态管理株式会社◎●★
吉野矿山株式会社◎●★

大谷矿山株式会社◎●★

北陆矿山株式会社◎●★

新高玉矿业株式会社◎●★

钟打矿业株式会社◎●★

日立矿山株式会社◎●★

释迦内矿山株式会社◎●★

花轮矿业株式会社◎●★

北进矿业株式会社◎●★

铅山矿业株式会社◎●★

上北矿山株式会社◎●★

丰羽矿山株式会社◎●★

下田温泉株式会社◎●★

神峯清洁服务株式会社◎★
Furuuchi化学株式会社◎●★
茨城日矿建设株式会社◎★

JX金属工厂佐贺关株式会社◎★
春日矿山株式会社◎●★

JX金属探开株式会社◎★

海外

日矿商事（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日矿商贸有限公司◎★

Materials Service Complex (Thailand) Co., Ltd.◎●★
Materials Service Complex Coil Center (Thailand) Co., Ltd.◎★
台湾日矿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JX金属（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MLCC Finance Netherlands B.V.◎★
Nippon Mining of Netherlands B.V.◎★
Nippon LP Resources B.V.◎★
Nippon LP Resources UK Limited◎★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hile SpA◎★
Compania Minera Quechua S.A.◎★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Exploration Peru S.A.C.◎★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Exploration Chile Limitada◎★
Nippon Caserones Resources Canada Enterprises Corp.◎★
SCM Minera Lumina Copper Chile◎●＊★
Caserones Finance Netherlands B.V.◎★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Philippines, Inc.◎●＊★
日矿金属（苏州）有限公司◎●＊★

无锡日矿富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

Materials Service Complex Malaysia Sdn. Bhd.◎●★
上海日矿金属有限公司◎★

JX金属制品（东莞）有限公司◎●★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USA, Inc.◎●★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Europe GmbH◎★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Korea Co., Ltd.◎●★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Singapore Pte. Ltd.◎★
TANIOBIS GmbH◎●＊★
TANIOBIS Co., Ltd.◎●＊★
TANIOBIS Smelting GmbH & Co. KG◎●＊★
TANIOBIS USA LLC◎★

MFN投资合同会社◎★
日本卡瑟罗内斯资源株式会社

日三环太铜业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京滨化成品中心◎●★

株式会社PPC物流◎★
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
日照港运株式会社◎★

日本铸铜株式会社◎●＊★

日韩共同冶炼株式会社◎★

JX金属环境株式会社◎●＊★
JX金属苫小牧化学株式会社◎●＊★
JX金属三日市回收株式会社◎●＊★
JX金属敦贺回收株式会社◎●＊★
JX金属高商株式会社◎●★
一关制箔株式会社◎●★

JX金属剪切加工中心株式会社◎●★
JX金属精密技术株式会社◎●＊★
北茨城精密加工株式会社◎●★

JX金属铸造株式会社◎●★
TANIOBIS日本株式会社◎●★
东邦材料株式会社●

Advanced Forging Technology Co., Ltd.●

※ 公司名称为 2020年的名称。

我们通过在资源和材料方

面的创造和创新，

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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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公司认识到，稳定供应有色金属资源和材料是一项社会使命，自 1905年成立以来，
我们在应对各种事业环境变化的同时，一直努力创造新的价值。

我们通过资源和材料的创造和创新至今仍继续进行挑战，为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事业的扩展和提供的价值

1905年
开设日立矿山

1914年
建设日立大烟囱

1978年
新建回收炉

2020年 6月
总部迁至虎之门

2018年
收购 H.C. Starck 
Tantalum & Niobium 
GmbH（现为 TANIOBIS 
GmbH）的股份

1985年
开设矶原工厂

1916年
佐贺关冶炼厂开始运营

2014年
CASERONES铜矿山投产

1964年
开设仓见工厂

创始人久原房之助开设日立矿山，

并开始资源开发事业及金属冶炼

事业。久原自开设矿山开始就积

极推进机械化和现代化，推进提

高生产性。此外，他不仅开采日

立矿山的矿石，而且率先正式推

广从其他公司采购矿石的“买矿

冶炼”。

日立矿山的急速发展给周边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烟

害问题。为了应对烟害，我们建造了当时世界上

最高的大烟囱，为 155.7米。次年 3月投产。

日立冶炼厂利用冶炼技术新建回收炉，

开始环境资源回收事业。开展从电镀污

泥等产业废弃物中回收有价金属的事业。

由于电子元件和设备的需求预计

将大幅增加，为扩大事业领域，

收购了德国金属粉末制造商H. C. 
Starck Tantalum & Niobium 
GmbH（现为TANIOBIS GmbH）
的股份。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随着电
子工业的显著发展，公司进军电

子材料事业，生产用于半导体和

液晶透明导体的溅射靶材和化合

物半导体等。作为新的主要据点，

我们开设了矶原工厂（茨城县），

并扩大了铜箔和各种电子材料的

开发和制造。

在推进多元化经营过程中，为了

进一步扩大作为事业基础的矿山·
冶炼部门，建设了拥有日本首屈

一指规模的佐贺关冶炼厂（大分

县）。该冶炼厂时至今日也作为

JX金属集团的重要据点，拥有世
界一流的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

举行智利共和国 100%日资资源
开发项目 CASERONES铜矿山
的开工仪式，开始出产铜精矿。

随着仓见工厂（神奈川县）的开设，

正式向金属加工事业发展。引进

最先进的压延机，生产包括磷青

铜为首的压延铜制品。满足需要

多品种·小批量·按订单生产等各
种复杂多变的市场要求和对产品

的先进技术要求，建立在金属加

工领域的领先地位。

1905年
成立

1929年
成立日本矿业

1992年
日矿金属的独立

日本矿业的金属·金属加
工事业分离独立

2002年
成立新日矿控股公司

由日本能源和日矿金属

合并成立

2016年
公司名称变更为JX金属

2017年
JXTG控股公司（现为

ENEOS控股公司）诞生
由JX控股公司与东燃通用

石油合并成立

2010年
JX集团的诞生

将精制石油销售、石油开发和金

属相关各事业相结合，作为世界

领先的“综合能源·资源·材料” 
集团的JX集团

（JX控股公司）诞生了

创始人·久原房之助 当时的佐贺关冶炼厂 竣工后的仓见工厂 开设时的矶原工厂

The Okura Prestige Tower

CASERONES铜矿山 TANIOBIS GmbH（戈斯拉尔工厂） 

价值创造的历程

2021年
销售额 1.921万亿日元

（2021年 3月期）※集团总计

员工人数 9,887人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

※集团总计

关于JX金属集团

2021年 2月
收购共同投资人三井金属矿业株式

会社和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所拥有的

权益，获得 CASERONES铜矿
山的全部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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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金属集团认识到公司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以可持续增长和解决社会课题为目标不断推动价值创造模式。价值创造模式

关注的社会发展趋势

投入（投入资本）

事业活动（商业模式）

产出（产品·服务） 成效（创造价值）

基础事业
通过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来增强竞争力和加强组织基础的事业，例

如资源事业和冶炼事业

聚焦事业   成长战略的核心
先进材料及技术立足型资源回收事业等，可以通过技术实现差异化，

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的事业

长期愿景
中期经营计划 ▶ P13

▶ P37重大课题

从“装置产业型企业”向“技术驱动型企业”转型，

实现即使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仍然获得高收益的结构，

为实现 SDGs※ 所争取的可持续社会做出贡献 
先进材料生产的

产品为数据社会提供了支持，

为丰富和便利的生活做出了贡献。

自成立以来，我们一直重视

“与当地社会的共生”，

并在日本和海外的每个事业中心开展植根

于当地社区的社会贡献活动。

压延铜箔

半导体溅射靶材

高纯度钽粉

电解铜

海绵钛

关于JX金属集团

根据本集团公司所处事业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变

化，我们将六个重要问题（重大课题）列为优

先事项，并将其纳入具体的活动计划中。

对地球环境保护的贡献 

提供支持生活的先进材料

实现有吸引力的职场

尊重人权

与当地社会共存共荣

强化治理 

※  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缩写。 
2015年 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通过了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目标，即在 2030年之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资源回收技术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

实现一个富裕和可

持续的世界

机能材料事业

薄膜材料事业

钽·铌事业

钛事业（东邦钛业株式会社）

▶ P23

▶ P24

▶ P25

▶ P28

金融资本

知识资本

人力资本

制造资本

社会及关系资本

自然资本

▶  实施彻底提高效率和重新审视资源组合等结构性改革，以维持一定的
收入规模 

▶  构建始终备有小批量、多品种且高利润的产品和技术阵容的体制，力
争扩大收入规模

$

对先进材料的需求增加

●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的影响，数据社会
的进展正在加速，对智能设备和通信基础设

施的需求不断增加

●  半导体供不应求的问题日益明显，为了解决

此问题，材料需求急速增加

●  随着环保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明显，全

球性公司正在加速采取具体行动来应对气

候变化，尤其是脱碳。

全球加速应对气候变化

●  随着资源消耗量的增加，对物美价廉的资源

的争夺愈演愈烈。

●  对支撑未来基础设施的有色金属的关注程度

越来越高，枯竭的担忧也越来越严重

资源缺乏和枯竭日益严重

金属·资源回收事业

资源事业

▶ P26

▶ P27
▶ P39

▶ P43

▶ P53

▶ P61

▶ P65

▶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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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作为“技术驱动型企业”，

为实现 SDGs做贡献。 

社长寄语

JX金属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社长

村山 诚一

[回顾中期经营计划的首个年度 ]
作为引进 2040年长远规划的一年，
成功获得了切实的成果

2020年度是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暴发中开始的一年，

一直持续到年度结束，对世界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此，向那些自己或家人被感染的人员，以及那些被迫中断

或停止事业的人们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JX金属集团的事业活动也受到了超出预期的影响，我们

在采取控制人员出入等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的同时一直在继

续开展事业。员工除了实施日常的安全措施和健康管理外，

还要在采取感染措施的同时坚持开展生产、改进、节能等活动。

我们现在仍在努力，但幸运的是，在日本国内的各事业所尚

未造成生产障碍或生产限制，我认为这非常难得。

此外，2020年度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中期经营计划元

年。这是本集团公司引进所制定的2040年长远规划的一年，

也是播下种子的重要一年。回顾过去，我们认为整个集团公

司的共同努力才取得了这样基本稳定的成果。特别是在成长

战略的关键——聚焦事业的扩充方面，我们成功地迅速增强

了自己的能力。其背景是受新冠疫情影响，远程办公等通讯

需求急速增长，本集团公司的机能材料和薄膜材料等的需求

大幅增长，接收订单非常强劲的状态一直在持续 。 对此，现

场也做出了快速响应，进行了增产，成功履行了根据客户和

社会的需求进行供应的责任。

另一方面，在基础事业方面，我们强化了竞争力，并建

立了面向未来的体制。为了在这其中的关键——资源事业

CASERONES铜矿山通过增加精矿产量来加强事业，我们

于 2021年 2月完成了全部权益的收购。此外，对于作为基

础事业的另一支柱的金属・资源回收事业，为了强化资源回收
事业，我们致力于扩大台湾的收集基地和在佐贺关附近建立

新的物流基地，并已按计划进行。遗憾的是，CASERONES

铜矿山的作业因为防止感染而限制作业人员数量，由此造成

了减产，而在金属事业中，由于矿山方面的供应中断，造成

买矿条件出现了恶化，但铜和贵金属价格的上涨支撑了收入，

因此 2020年度最终实现了收益增长。 

我们相信，这些业绩背后的驱动力就是员工的意识和自

豪感，即我们正在提供实现世界所需的数字社会所必不可少

的材料。无论是聚焦事业还是基础事业，我们认为本公司集

关于JX金属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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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团在供应社会所需材料的供应链中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

是整个集团公司发挥高度积极性努力工作的结果。

2020年 6月的总公司搬迁也是长远规划的举措之一。

伴随中期经营计划战略的实施，我们制订了增加员工人数的

计划，并基于该计划确保了产能，但更大的目标是在新的职

场环境中实现灵活的事业运营和培养创造附加价值的人才，

这是实现我们的愿景和目标所不可或缺的。作为一种新的行

为方式，未来的人才需要的是面向创新的创造力。新的总公

司以“体验技术”、“高效的工作方式”和“加强人与人的

联系”为主题实施各种机制，我们想以总公司为榜样，改革

整个集团的意识。在新的总公司，我们将引进 ABW（Activity 

Based Working），其目的是培养一种每个人都自主选择工

作地点、时间和方法，自主移动，自主创造新事物的形象和

企业文化。 

[向ESG经营转型]
面向新的成长阶段
构建ESG推进体制

作为 2040年长远规划，本集团公司对事业重新进行了

定义，并宣布将转型为一家新的“技术驱动型企业”。这表

明我们打算将基础事业作为当今和未来社会的坚实基础，以

高附加值的差异化先进材料为世界做贡献。在本次的中期经

营计划中，我们在考虑实现此目标需要什么样的的组织体制、

企业文化和企业氛围的基础上采取了各种措施。此外，我们

将针对 ESG的举措视为社会认可企业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

并将应对 ESG作为经营方面的重要课题。

在推进 ESG经营方面，我们在 2020年度做了两件事。

首先，我们重新审视了本集团公司事业中的重要课题（重大

课题）。为了充分利用有色金属事业的特性，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社会做贡献，我们从应该设置什么样的优先顺序这个

角度开展工作，对课题重新进行了整理。此外，我们将作为

集团成长核心的聚焦事业的使命——“提供支持生活的先进

材料”作为新项目增加到重要课题中，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

愿景。

而且，为了将 ESG作为经营的重要课题彻底落到实处，

我们于 2020年 10月成立了 ESG推进部。这是一个从全公

司的角度制定 ESG战略并将其反映到经营中的组织，通过以

ESG推进部为中心解决相关问题，还起到了向公司内外表明

对解决 ESG相关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认真程度的作用。以该部

为中心，首先根据国际趋势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设定了“应

对气候变化”、“为循环型社会做贡献”和“响应国际规范

和倡议”这 3个重点项目，并优先进行应对。此外，在本中

期经营计划中，计划在 3年内进行 3,000亿日元的设备投资，

其中 200亿日元将作为 ESG投资额度，为脱碳等各项活动

提供活力。

[关于应对重点项目]
在加速整个集团公司
脱碳活动的同时，
为构建循环型社会做贡献

要想提高今后的企业价值，ESG经营的视角是必不可

缺的，尤其是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和构建循环型社会的

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本集团公司最初设定了以

2040年度为目标将本公司的 CO2总排放量减少 50%（与

2018年度相比），并在 2050年度实现 CO2净零排放的目

标，但为了响应社会趋势，我们认识到需要加快这一进程，

将 CO2总排放量减少 50%的中间目标达标时期提前了 10

年，改成了 2030年度。我们将以此为经营中的重要目标并

努力开展工作。

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已经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始活

动。活动开始的标志就是 2021年 1月在 CASERONES铜

矿山改用无CO2排放的电能。这一措施将占本集团公司CO2

总排放量约 60%的采购电力所排放的 CO2排放量清零，矶

原工厂和仓见工厂已从 4月份开始切换，佐贺关冶炼厂也已

从 6月份开始切换。今后，我们打算继续采取措施在所有事

业所进行切换。除了将采购电力切换为 CO2零排放的电能之

外，我们还在各事业所创造可再生能源。首先，我们正在稳

步推进实现中间目标的活动，但我们预计，在实现最终目标

的道路上，融入新思想的技术开发将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进行有色金属资源经营的本集团公司正在积极推进

为脱碳及构建循环型社会做贡献的举措，还将以在铜冶炼中

大幅提高再生原料比例为目标发起挑战。通过使用再生原料，

可以降低整个供应链的能源消耗，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此外，

我们将利用本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回收事业中积累的锂离子电

池（LiB）回收技术，迎接挑战，为支持 EV普及的车载 LiB

建立“闭环回收”。

本集团公司的有色金属材料本来就是普及可再生能源和

提高能源效率所不可或缺的，我们将通过稳定供应高附加值

材料和以先进材料推动技术创新来为社会脱碳及加速构建循

环型社会做贡献。在实现 2050年 CO2净零排放的同时，我

们还将通过自己的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并将这种意

念与所有集团员工共享，在公司内外传播。

[我们应该发挥的作用]
继续支持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先进技术”，
与利益相关者一起走向未来

从事有色金属材料业务就能充分理解世界的变化。为了

应对这一变化，本集团公司一直在通过不断的创造和创新，

提供社会所需的有色金属材料，但我们预计未来这一循环将

进一步加速。为了跟上变化的速度，我们需要能够快速意识

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与不断变化的世界前进方向之间的差别。

换句话说，差别就是一种风险，为了消除这种差别，我们必

须环顾世界，确定前进的方向，然后开始奔跑。这需要创造

力和逻辑思维，最重要的是需要具有挑战的态度。害怕挑战

并不能消除世界变化带来的风险。

本集团公司的理想愿景是用我们自己的技术能力创造先

进材料，实现世界正在追求的社会愿景，引领新时代的到来。

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挑战，但如果没有这种态度，作为一家

企业就无法继续发展。本集团公司将继续支持帮助解决社会

问题的“最先进技术”，自创业时开始，我们就一直保持这

种构造和循环，今后仍将继续保持。今后，我们将继续满足

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与大家一起走向新社会。

关于 JX金属集团

社长寄语

11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orporation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1 12



2020年度，世界经济在年度初期因受到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蔓延的影响而急速恶化，但在此期间，由于各国的经济

振兴措施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世界经济已看到了复苏的

迹象。然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影响在下半年再次扩大，

世界经济并没有真正实现复苏。

由于担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的影响导致需求下降，

铜价一度下跌，但此后，在中国对铜块的需求恢复的同时，

南美铜矿的供应量减少，因此，铜价从年度初期的每磅 216

美分上升到了年度末的每镑 401美分。

在这样的业务环境下，本集团公司彻底实施了防止感染

2020年度业绩概况

蔓延的措施，并继续开展业务活动。在 CASERONES铜矿

山，我们也采取了防止感染蔓延的措施并继续运营，但由于

开采延迟，产量比上一年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机能材料业

务和薄膜材料业务的各项产品的销量基本都超过了上一年度，

主要原因时远程办公的普及导致智能手机、服务器、通信基

础设施等高性能 IT领域的需求增加。

因此，尽管受到CASERONES铜矿山产量下降的影响，

但由于铜价上涨以及机能材料和薄膜材料的销售量增加，本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781亿日元。

财务业绩（合并／ IF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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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本期利润

营业利润

总资产、总负债

税前利润

※ 包括库存影响。

2020 ～ 2022年度中期经营计划

本次中期经营计划的定位

上一个中期经营计划

2017～ 2019 本次中期经营计划 2020～ 2022

通过可持续增长和对社会的

贡献实现长期愿景

下一个中期经营计划

以后 2023～ 2040

基本方针

通过提高“自主性”、“灵活性”和“独立性”的事业运营，

为“实现长期愿景”和“转型为技术驱动型企业”播种。

从“装备型企业”向“技术驱动型企业”转型，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高利润结构，

为 SDGs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目标做出贡献。

为实现长期愿景而向技术驱动型企业转型的

播种
制定长期愿景

聚焦事业  成长战略的核心
先进材料、技术驱动型资源回收事业 等

抓住急速增加的通信基础设施和设备需求，加速成长 

基础事业

资源事业、冶炼·资源回收事业 等
提高 CASERONES铜矿山的盈利能力，强化其应对

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

技术开发

作为技术驱动型企业建立新事业创建机制

组织和人才（企业文化）

通过“以工作为本”和“自

由成长”的企业文化和职

场建设，培养适应新时代

和价值观的人才

SDGs
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

源，先进材料做出贡献，

削减 CO2 

基本战略

扩大战略投资

促进技术开发
审查事业组合

培育创造附加价值的

人才
对 SDGs的贡献

2040年 JX金属集团长期愿景

从 2020年度开始的中期经营计划的定位是着眼于 2019年 5月制定的“2040年 JX金属集团长远规划”中提出的“向技

术驱动型企业转型”进行播种的 3年计划，加大对新的增长领域所实施的举措。我们将推进根据各项事业的特点制定的措施、
人才开发、创建组织文化等，并进行进一步提高“自主性”、“灵活性”和“独立性”的企业运营。

价值创造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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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创造战略

随着社会趋势的急剧变化，本集团公司对继续传统商业

模式有了危机意识，因此制定了长远规划，转向为力争成为

一家“技术驱动型企业”。特别是 2020年度，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蔓延的影响导致产业结构变化、SDGs和 ESG经营

在制定中期经营计划时，营业利润目标定为 3年累计1,700

亿日元，但在上述业务环境的背景下，无论是聚焦事业还是基础

事业的利润都有望增加。在聚焦事业方面，由于需求增长强劲导

致销售量增加，我们将销售额从制定中期经营计划时的目标增加

了150亿日元。在基础事业方面，我们预计去除铜价上涨和新型

在 2020 ～ 2022年中期经营计划中，计划在 3年内投资

3,000亿日元用于先进材料的开发等。其中，1,600亿日元用于

增加设备产能、开发新材料和寻找稀有金属矿山开采权等面向未

来增长的战略投资。此外，我们将重新定义 200亿日元的 ESG

投资限额，为脱碳和资源循环回收等 ESG活动增加活力。

社会趋势的变化

2020～ 2022年度中期经营计划的目标和进度

的势头增加以及社会对碳中和的要求加速，本集团公司所处

的环境正在发生更加激烈的变化。我们的目标是准确把握这

种社会变化，彻底变革组织文化。

冠状病毒感染蔓延的影响后，利润将超过制定中期经营计划时的

目标。基于这一预期，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在全公司提高收入和确

立财务基础。此外，我们还将 ESG相关指标作为重要的经营指

标推进各项举措。 

2020～ 2022年度中期经营计划

● 环保意识

● 关于战略投资

对先进材料的需求增加

除了IT及移动出行（Mobility）之外，还在
健康护理、能源、建筑等众多行业对数字数

据的利用都不断发展，用于这些领域的先进

材料的需求进一步增加。

国内市场萎缩/以新兴国家
为中心的可持续增长面临

挑战

随着少子老龄化，产业空洞化等问题的严

重，国内市场不断缩小。虽然经济增长核心

地区将转移到亚洲等新兴国家，而在这些新

兴国家中也亦逐渐凸显环保问题，如何解决

将是要面对的问题。

因中产阶层增加而资源不

足及枯竭日益严重

随着中产阶层的增加，所消费的资源量也在

增加。优质、廉价的资源成为竞相获得的对

象，资源的不足与枯竭、地区性分布不均匀

的问题日益严重。

对先进材料的需求增加

・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的影响，数据社
会的进展正在加速，对智能设备和通信基

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

・  半导体供不应求的问题日益明显，为了解
决此问题，材料需求急速增加

全球加速应对气候变化

・  随着环保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明显，全
球性公司正在加速采取具体行动来应对气

候变化，尤其是脱碳。

资源缺乏和枯竭日益严重

・  随着资源消耗量的增加，对物美价廉的资
源的争夺愈演愈烈。

・  对支撑未来基础设施的有色金属的关注程
度越来越高，枯竭的担忧也越来越严重

2020年度实绩 2021年度预测 2020-2022　3年累计

机能材料事业、薄膜材料事业及其他 311 360 1,150

资源事业 349 320
1,870

金属・资源回收事业 273 180

事业共通费用 ▲152 ▲260 ▲520

合计 781 600 2,500

(单位：亿日元 )

聚焦事业

基础事业

制定长远规划时

营业利润

目前

※ 2021年度预测和 3年累计预测截至 2021年 5月。

投资计划为3年累计3,000亿日元 

500
技术开发

550
聚焦事业

（单位：亿日元）

︵
战
略
投
资
详
情
︶

800
事业维持

600
上流事业

350
基础事业

200ESG

1,600
战略投资

本集团公司的举措

聚焦事业

●  大幅增强半导体溅射靶材的生产能力

●  强化海外基地以应对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风险、通过与其他

公司的合作确保原材料等，在实施 BCP措施的同时灵活地
增加产能，巩固供应链

基础事业

●  改善 CASERONES铜矿山的运营，持续降低所有工序的成
本，并强化维护体制

●  实施再生原料的增加收集 /增加处理计划，将再生原料处理
量增加到 2019年度的 1.35倍，同时加快技术开发，以便
应对将来的进一步增加

技术开发

●  培育下一代支柱事业并尽早实现事业化（下一代半导体材料、

3D打印机用的金属粉末、晶体材料、电池材料、锂电池回收）
●  推进产学合作（与大阪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开设共同研究

课程）

●  JX金属战略技研株式会社的目标是成为拥有多元化高技能人
才的有色金属领域智库

ESG经营

●  为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将推进各种举措努力实现长期环保

目标（本公司 2030年度 CO2总排放量比 2018年度减少
50%，2050年度实现 CO2净值为零）

●  为建设循环型社会，我们将加强铜冶炼中的再生原料处理，

同时确立实现车载锂电池闭环回收技术

人才培养

●  从数字化人才、创造附加价值的人才、ESG人才和全球性人
才这 4个角度来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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钽铌氯化物粉末 高纯度氯化物 

低电阻银焊线 UBM 低α锡（软错误对策） 

先端存储器、
LSI

HDD

可 3D成型的
电磁波屏蔽片

金属罐屏蔽带 负热膨胀材料 电解铜箱 散热膏

光学调整用溅射靶材

五氧化二铌粉 钛铜箔

相机

YAG陶瓷 InP基板 高频兼容铜箔表面处理

毫米波雷达、LiDAR

CdZnTe基板

五氧化钽粉 /
五氧化二铌粉

圧力传感器
光学传感器

光学调整用溅射靶材

磁性传感器 

磁性材料溅射靶材

精密加工

冲压加工 精密电镀 金属陶瓷复合物 Sn-Cu-PET

异种材料复合 3D打印机

可 3D成型的
电磁波屏蔽片

铜粉 钛粉 钽铌类金属粉末

LLTO（固体电解质） 负极集电体用压延铜箔

锂离子电池

钽粉

钽电容

太阳能发电

InP基板

高电压连接器
SIM/SD卡连接器

线束连接器

显示器

光通信 

光学调整用溅射靶材
电缆

Sn-Cu-PET

SAW滤波器

柔性印刷电路板

五氧化钽粉 /
五氧化二铌粉

高弯曲压延箔 FPC用电解铜箔
高频兼容铜箔
表面处理

FPC用
电磁波屏蔽膜

COF/COP
用电磁波屏蔽带

透明导电膜 /
半导体用溅射靶材

PCB连接器 FPC连接器 基板对基板连接器

USB Type-C 浮动连接器 压接连接器 

铜镍硅合金

钛铜

冲压加工

精密电镀

金属表面处理剂

InP基板

放射分析设备

ECU、电子模块

高纯度铜

半导体用溅射靶材

磁性材料溅射靶材

存储和处理数据 连接、传达
各种连接器

制造和储存能量掌握、感觉

自由制作、制作得很小

=JX金属集团的产品

由 JX金属集团的先进材料支持的未来

价值创造战略

作为有色金属行业的龙头企业，本集团公司供应铜、稀有金属、贵金属等有色金属资源及先进材料。

从基础设施到电子设备，我们将在各种领域从基础上支持社会富裕，推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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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领域和优势

价值创造战略

本集团公司的优势是拥有从有色金属材料的上游资源开发到下游先进材料的制造和开发，

再到废旧电子设备回收利用的一条龙价值链。

而且，在每一项业务中都始终追求“资源和材料的生产力的创新”，努力创造新的价值。

■ 面向电子材料的高纯度钽粉

全球市场份额约50%

以 TANIOBIS GmbH为中心的高纯度钽粉
用于小型大容量钽电容器等，为智能手机、

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小型化做出贡献。

■  全年粗铜产能 
 （JX金属株式会社 佐贺关冶炼所）

约45万吨

■  回收原料中的 
黄金回收量

全年约7吨

通过大规模的铜冶炼工艺，我们有效地从铜精矿和回收原料中

提炼和回收铜和黄金等有色金属成分。通过稳定供应优质金属

原料并建立全球资源循环系统，为实现可持续社会做出贡献。

■ 海绵钛生产能力

全年约2.5万吨

东邦钛株式会社在用金属镁还原四

氯化钛的“克罗尔法”的基础之上，

加进该公司的独特技术从事海绵钛

产品的生产。

■ 权益铜产量

约19万吨

在资源事业领域内，本公司集团对优

质矿山开发项目从立项阶段就积极参

与，为日本铜资源的稳定供应做出着

巨大贡献。

■ 半导体溅射靶材

全球市场份额 约60%

本公司的半导体溅射靶材以高纯度为特色，

从批量产品到开发产品，都采用高度稳定的

生产流程供应给客户。

■ 压延铜箔

全球市场份额 约80%

本公司的压延铜箔除了已建立完整的供应

体制和质量管理体制之外，还发挥连贯性

生产的优势，使产品具有高弯曲性，高耐

热性，高强度，高导电性等优异特性。

事业优势（2020年度）

利润结构

■ 机能材料事业、薄膜材料事业及其他

311亿日元

■ 资源事业　　

349亿日元

■ 金属・资源回收事业

273亿日元

2020年度营业利润

781亿日元

通过建议和提供先进材料，

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做贡献

支持稳定供应社会必需的

有色金属资源

为了构建资源循环型社会

环保回收

先进材料

资源与冶炼

钽·铌事业

金属・资源回收事业
金属・资源回收事业

钛事业

资源事业

机能材料事业 薄膜材料事业

（包括事业共通费用等▲ 152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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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有色金属的风险和机遇

价值创造战略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在全球蔓延，社会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企业难以对未来进行预测的状况仍将继续。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本集团公司将中长期业务机会与稳步发展联系起来，同时，努力将业务风险降至最低。

・对环境负荷小的社会所需的先进材料的需求增加
・对回收资源的需求增加

・通过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来淘汰现有技术
・信息安全事故和 IT基础设施发生故障的风险增加

・招聘风险、声誉风险
・合规违反和事故等对业务和信用的不利影响
・准备和应对灾害和流行病的能力不足

・强化企业在脱碳中的作用
・气候变化导致的洪水和干旱等物理风险增加
・资源民族主义，抢占资源
・ 环保应对成本增加

・对促进实现数据社会所需的先进材料的需求增加
・新兴国家的发展导致对电子设备的需求增加
・提高对供应稳定性的市场评估

・通过推进多元化来促进创新和确保人才
・通过引进多种工作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性和积极性
・通过促进与社会和地区的共存来提高企业价值

实现 CO2净零排放的举措

实现循环经济和资源循环利用的举措

开发先进材料的举措

面临的环境变化和社会问题

为 DX支持和技术驱动而健全公司内部体制、

人才培养

风险和机遇 本公司的对策示例

机遇

机遇

机遇

风险

风险

风险

● 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

● 原料资源枯竭，开发难度增加

● 生物多样性和水资源等恶化

● 对环保的管制和要求越来越严格

● IoT/AI技术等的普及

● 数据通信、累积量增大

● 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工作方式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 与社区共存

● 强化治理的社会需求

● 强化抗灾能力的需求

全球环保和资源问题

智慧社会的发展

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变化

与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化学物质管理等相关

的环境保护举措

▶ P29

通过开放创新加速业务和技术开发

▶ P33

▶ P44

▶ P41

▶ P46

▶ P49

创建有吸引力的职场

尊重人权的举措

与当地社区共存共荣的举措

强化治理的举措

▶ P53

▶ P61

▶ P65

▶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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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合资公司并引进设备，应对高机能材料的需求 扩大半导体用溅射靶材的生产能力

TOPICS TOPICS

为满足对高机能材料的需求增长，2019年 8月与株式会社日本制钢所在
该公司室兰制作所内成立合资公司“室兰铜合金 (株 )”，并于 2021年 9月
完成了引进熔化炉和锻造炉设备。我们认为，此次合资将提高钛铜、铜镍硅合

金等硬质铜合金的产能，同时通过将制铁熔化技术与铜合金制造技术相结合，

为改进铜合金材料生产技术做贡献。

今后将继续推进灵活的产能增加和符合需求的技术开发，通过提供实现和

发展数据社会不可或缺的高机能材料，为实现联合国倡导的 SDGs做贡献。

薄膜材料事业的主要产品——半导体用溅射靶材主要用于最先进的逻辑和存储器

精细布线材料，随着数据社会的发展，需求持续稳步增长。在远程办公等背景下，对

通信基础设施和移动终端的需求不断增加，半导体市场的增长正在加速。我们预计，

由于 5G和数字化转型的进步，这一趋势今后将继续下去。
本公司增加了用于形成半导体精细布线的铜、铜合金、钛、钽等溅射靶材的制造

设备，在 2020年度将产能提高了约 30%，而且目前仍在进一步增加。今后将继续全
力支持需求增加。

自 2020年度以来，以电子设备市场和通信基础设施

市场为中心，对本公司高机能材料的需求一直很强劲，进入

2021年度后，销售状况继续保持良好。近期的需求增长被

视为表明了 IoT/AI社会发展大幅提前，加上因受到中美贸易

摩擦的影响等原因而推迟的第 5代移动通信系统 (5G)也已

开始全面发展，我们预计需求在今后还会继续加速。

此外，随着 SDGs和碳中和社会的发展，预计面向 NEV

市场、资源回收和节能相关的新应用的需求将继续增加，所

需材料特性将变得更加高机能化和多样化。本公司将预测市

场需求的变化 ，并据此推动市场开发和技术开发，同时，努

力进一步强化生产体制  以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 

2021年，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延续，以及

日韩局势等的影响使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无法消除，但由于疫苗

接种的推广使经济活动正常化，各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加速，

5G、IoT、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全面普及，预计对各产品群

的需求都会增长。此外，中长期对先进材料的需求预计将进一步

增长，为了应对需求的增加，我们将稳步实施已决定的设备投资，

以提高生产能力，灵活应对各种市场变化带来的顾客需求，回应

客户的信任。 

价值创造战略
各事业概况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蔓延、远程办公和在线培训的

普及等生活方式的快速变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 PC等

电子设备领域、基站和数据中心等通信基础设施领域这些本

公司产品的主要市场的需求大幅增加。此外，车载市场在

2020年上半年需求下滑，但也在下半年回暖，销售环境总

体趋好。

另一方面，自 2017年度开始建设的压延铜箔及铜合金

条增产投资已于 2020年 6月完成，并全面投产，实现了产

量和销售量同时增加，成功应对了近期的需求增长。为应对

今后不断增长的需求，我们将通过进一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增强集团各基地的制造设备，推进扩充生产体制及强化事业

基础。

2020年度，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导致数字化转型加速、

由此导致市场整体增长的背景下，远程办公和窝在家里的生活方

式导致需求增加，半导体行业相关市场保持强劲趋势。为了满足

未来预计将进一步增长的市场需求，我们正在进行设备投资以增

加产能，对于形成半导体的精细布线所使用的铜、铜合金、钛、钽

等溅射靶材的制造设备，我们已将2020-2022年中期经营计划

中与相应产品相关的所有过程的设备增加计划提前实施。 

机能材料事业 薄膜材料事业

我们利用多年来积累的先进金属加工技术，在全球范围内

提供用于柔性电路板等的主要产品的压延铜箔、用于连接

器的钛铜、铜镍硅合金和磷青铜等高性能铜合金条，以及

贵金属电镀和冲压加工等技术。

回顾 2020年度 回顾 2020年度展望 2021年度 展望 2021年度

重点策略

室兰铜合金 (株 )的熔化炉

半导体用溅射靶材的设备、电解槽（本公司矶原工厂） 

JX金属株式会社
取缔役常务执行董事 机能材料事业部长 技术本部审议役

百野 修

JX金属株式会社
取缔役常务执行董事 薄膜材料事业部长 技术本部审议役

中村 祐一郎

●  扩大主要产品压延铜箔 / 高性能铜合金条的应用，提高
利润能力

●  调整生产体制以扩大事业

运用世界最高水平的有色金属制造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

广以包括面向半导体的应用在内的各种溅射靶材为主的化

合物半导体材料、高纯度金属及表面处理事业等可以应用

于各种高机能设备、最先进 IT设备、医疗设备及电动汽车

等的产品和业务。

重点策略

●  构建适应需求的灵活供应体制

●  强化新产品和新事业的开发能力

●  通过推进 IT化提高制造流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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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事业

在 2006年获得矿山权益后，以本公司集团为中心推动开
发的 CASERONES铜矿山，于 2014年 5月开始铜精
矿的生产。此外，我们还投资了包括 Los Pelambres、

EsCondida等在内的世界屈指可数的铜矿，2020年度的
权益铜产量共计约 19万吨。

JX金属株式会社
执行董事 资源事业部长 技术本部审议役

成井 英一

收购 CASERONES铜矿山的所有权益

TOPICS

2021年 2月，本公司收购了 CASERONES铜矿山的所有权益。由此，
在全球精矿中铜品位下降、杂质增加的情况下，我们获得了高品位、清洁的

CASERONES铜精矿 100%的权利，该铜精矿作为冶炼厂的原材料变得越来
越有价值。通过增加清洁矿石的供应，冶炼厂将拥有更多的加工能力，并能增

加对回收原材料的处理。因此，获得 CASERONES这样的优质铜精矿对本集
团公司的冶炼厂极为重要，有助于提高金属・资源回收事业的竞争力。

在 CASERONES铜矿山，我们将在继续采取措施防止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的同时，对运营重点课题稳步实施行

动计划，进一步提高运营水平和推进降低成本，强化盈利能力。

在 Los Pelambres铜矿山，我们将重点完成从 2019年

度开始的扩建计划，对于发掘和推进新项目，为了为本公司

中下游业务的未来需求稳定地提供原料，我们将在日本国内

和海外推进对包括稀有金属和硅酸盐矿石在内的各种矿石进

行调查和讨论，以实现事业化。 

对于 CASERONES铜矿山，于 2021年 2月从联合出

资人三井金属矿业株式会社和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接管了两家

公司拥有的权益并收购了该矿山的所有权益。在运营方面，

作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的措施，我们增加了食堂设

备并重新调整了人员运输方式以确保社交距离，但与 2019

年度相比产量有所下降。与 CASERONES铜矿山同样，本

公司出资的 Los Pelambres铜矿山和 EsCondida铜矿山也

在采取措施防止感染蔓延的同时一直在继续运营。考虑到因

防止感染蔓延而临时停工的影响，对 Los Pelambres铜矿山

的设备增加计划进行了调整，预计于 2022年下半年完工。

回顾 2020年度 展望 2021年度

重点策略

●   收购 CASERONES铜矿山的全部权益之后，建立稳定
的运营体制，提升商业价值

●   发掘和推进将为中下游事业提供原料纳入视野的新项目
（勘探 /开发 /运营）， 

CASERONES铜矿山

钽·铌事业

本公司集团的 TANIOBIS GmbH（位于德国，下称

“TANIOBIS”）是世界领先的钽和铌材料制造商之

一，在世界各地设有制造据点和销售据点。本公司以

TANIOBIS公司为中心，通过稳定供应电容器及半导体材

料用金属粉、SAW器件及光学镜片用高纯度氧化物、氯化

物及化合物、超合金添加剂等，为 IoT/AI社会的发展做出

贡献。

JX金属株式会社
执行董事 钽·铌事业部长 技术本部审议役

饭田 一彦

推进 Customer First Project

TOPICS

为了更好地利用 TANIOBIS的高科技和卓越的制造工艺，从客户的角度促进销
售、开发和制造，自 2020年以来，作为“Customer First Project”，我们一直在
开发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我们在每个制造基地建立新的技术中心，在倾听客

户意见的同时进行开发和改进，以获取客户需求。通过销售、研发和生产相结合提供

一站式服务，提高便利性，也听到了客户对这一举措的称赞，扩大销售也逐渐见效。

TANIOBIS今后将继续以钽和铌为中心，满足市场的期望，稳定供应高质量、高机能
的粉末材料，继续为 IoT/AI社会的发展做贡献。

TANIOBIS戈斯拉尔工厂 

我们认为，由于窝在家里的生活方式导致需求增加以及对

PC和通信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等因素，对作为TANIOBIS

公司主要产品的电容器和半导体溅射靶材用钽粉的需求将保持

强劲趋势。另一方面，铌的前景仍不明朗，但航空业的形势与前一

段时间相比正在复苏。在这种情况下，TANIOBIS公司将让销售

和技术相结合，推进从客户的角度进行的销售活动，旨在进一步

扩大市场份额，同时，推进各基地的产品结构最优化，降低成本，

稳定原材料采购。此外，我们还在戈斯拉尔工厂100%改用可再

生能源，积极致力于实现CO2净零排放。在新事业方面，我们也

在推动以稀有金属和机能性粉末为中心的开发中新项目尽早商品

化。 

在现有事业中，由于部分大客户从 2019年开始进行库

存调整，导致电容器用高纯度钽粉销售低迷，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蔓延导致窝在家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消费需求，低迷已经

触底反弹，2021年度需求强劲。此外，由于半导体市场需求

强劲，因此溅射靶材用高纯度钽粉的需求在增加。另一方面，

使用铌的飞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等的合金添加剂市场明显低

迷。此外，在新事业开发方面，为了扩大事业基础，我们通过

TANIOBIS公司、本公司、东邦钛业株式会社集团、各初创公

司的密切合作，推进产品开发和实现协同效应的活动。我们一

直在为产品投入市场稳步取得成果，例如响应迄今为止的各种

客户要求等。 

回顾 2020年度 展望 2021年度

重点策略

●   除了提高现有事业的生产力和改进质量，还要强化以客
户为导向的商业模式

●   推进新事业的项目创建和商业化，以扩大事业基盘

价值创造战略
各事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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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事业

钛拥有轻量、高强度、高耐腐蚀的特性，广泛应用于飞机、

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等领域。本公司集团的东邦钛株式会

社从事钛的冶炼以及使用相关材料和技术对机能性化学品

（聚丙烯制造用催化剂、积层陶瓷电容器的内部电极和电

介质等）的生产等。

东邦钛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社长 社长执行董事

山尾 康二

以钛冶炼新技术为核心，2050年实现 CO2净零排放

TOPICS

东邦钛业株式会社一直在NEDO战略节能技术创新计划的支持下，与美国公司共同开发新的钛冶炼技术。结果，从经济性、能源消耗、
减少 CO2排放量等角度来看，我们判断这是一项非常有前途的技术，并决定从 2021年度开始进行扩大试验。以这项技术为核心，我们
的目标是通过引进其他各种技术和措施，在 2050年实现 CO2净零排放。

在钛事业方面，面向飞机和一般工业的需求预计都将缓慢恢

复，但预计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到新冠疫情发生以前的水平。

由于去年与主要海外客户签订了修改后的长期合同，预计今后的

销售量将会增加，计划日本海绵钛的年平均稼动率达到 80%。催

化剂业务虽然仍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们预计聚丙烯的需求

将保持强劲。化学品业务由于对智能手机、车载和 5G相关产品

的需求将继续保持旺盛，预计2021年 4月竣工的镍粉第 4工厂

的投产将对后半年度的业绩有所贡献。在催化剂和化学品事业方

面，我们今后将继续寻求进一步的事业扩张，并努力实现超越市

场增长的成长。

在钛事业方面，受新冠疫情影响，航空客运量大幅下降，生

产活动大幅下滑和供应链库存减少导致飞机需求空前下滑，面向

一般工业的需求也持续低迷。虽然面向半导体应用的需求旺盛，

但钛事业整体的业务环境却非常艰难。另一方面，催化剂业务的

主要产品丙烯聚合用催化剂的销售额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化学

品业务由于通信相关用途的需求增加等原因而保持坚挺。 

　

回顾 2020年度 展望 2021年度

重点策略

●  通过对成长领域的重点投资加强盈利基盘

●  沙特阿拉伯合资企业（ATTM）的早期收益化

●  创建·推进新事业

钛矿 

AI

CaF₂

第 1工序
抽出

第 2工序
电解精制 &
盐浴分离

含少量 AI的钛合金、
纯钛（低O）

残留物

（TiO₂、Al₂O₃等） 含高O、高 AI的金属钛 

底部沉积熔融金属

矿渣上浮

AI₂O₃ CaF₂

金属·资源回收事业

我们通过冶炼工艺，从铜精矿和回收原料中高效生产铜和

贵金属等优质金属原料，并稳定地供应到日本和亚洲地区，

近年来，我们特别通过增加再生原材料的处理量为建设可

持续的资源循环型社会做贡献。此外，产业废弃物无害化

处理事业采用冶炼过程中培养的焚烧和熔化技术，其特点

是“零排放”，不产生需要填埋处理的二次废物，为防止

日本环境污染做出了贡献。

JX金属株式会社
取缔役常务执行董事 金属・资源回收事业部长 技术本部副本部长

安田 丰

努力增加收集 /增加处理再生原料

TOPICS

以提高再生原料处理量为目的，将海外主要基地台湾日矿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的

“彰滨资源回收中心”的收集处理能力提高到原来的 2.4倍。此外，在日本国内也
于 2020年 8月开始建设新的资源回收原料收集基地——“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大
分资源回收物流中心”（大分市大分港大在西地区），并计划于 2021年 10月开始
运营。我们通过这些努力追求铜精矿和再生原料的最佳组合，以进一步增强竞争力。

佐贺关冶炼所等事业所将继续安全稳定地运营，但铜精矿采

购条件预计仍不会转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采取各种措施使

收益最大化。具体而言，我们将通过投资佐贺关冶炼所的设备扩

建，增加再生原料的加工，努力增加再生原料的采购，由此加大高

利润原材料的处理能力，追求利润的收益最佳供料组合。此外，我

们将通过推进提高物流效率来提高业务效率和降低成本，通过

开始购买清洁电能来实现CO2净零排放，努力解决环保问题，进

一步加强事业并推进实现SDGs。

关于新体制下的事业运营，我们于 2020年 4月为了实

现将 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佐贺关冶炼所作为共通事业基础的

金属事业和资源回收事业的一体化运营，成立了“金属・资源
回收事业部”，共同努力扩大利润，降低成本，稳定运营。

在金属事业方面，硫酸的国际销售价格大幅下跌，尤其是

上半个年度，主要是因为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的影响。

此外，由于原料铜精矿供需紧张，铜精矿采购条件持续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增加高利润原材料的收集和降低成

本等提高盈利的措施。在下半个年度，受各国货币宽松政策和

中国经济复苏的影响，金属价格上涨，促进了利润的提高。

在资源回收事业方面，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导致经济

活动放缓，再生原料的收集暂时收紧，但在金属价格上涨的支撑下，

废金属市场在下半个年度保持坚挺 , 收集量和利润率都增加。

回顾 2020年度 展望 2021年度

重点策略

●  金属事业和资源回收事业的一体化运营

●   通过追求铜精矿 /再生原料的“收益最佳供料组合”（提
高再生原料的比例）来使事业收益最大化

大分资源回收物流中心 

价值创造战略
各事业概况

钛冶炼新方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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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事业所引入无 CO2电力

为了在 2050年度实现 CO2净零排放

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危机意识正在世界范围内扩散，每个国家和企业的脱碳行动都更加引人关注。

JX金属集团宣布到 2050年度为止将实现 CO2净零排放，

并发起了全集团范围的挑战，以发挥在有色金属行业脱碳方面的领导作用。

专集 1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本集团公司于2020年

率先参加经团连脱碳项目“零排放挑战”，提出了在 2040年度

将 CO2总排放量减少 50%（与 2018年度相比），在 2050年

度实现CO2净零排放的目标。但是，我们认识到需要根据社会

趋势进一步加快努力，于2021年 4月决定将削减 50%的中期

目标提前 10年，即提前到 2030年度，并于 5月宣布。

2021年1月，我们以本公司 ESG推进部、设备技术部、采

购部的成员为核心，启动了60余人的无碳项目（CFP）。为了实

现CO2净零排放这个宏伟目标，必须开展以“清零”为标准的活

动，而不是延伸以前的“减排”。CFP承担的职责是在对长期间

内的活动决定优先顺序的同时，还作为主体推进全公司范围的

CO2减排活动。对象是业务活动排放中来自能源和非能源的所

有CO2，并针对每个主题成立工作组，研究具体措施。

本集团公司的 CO2总排放量的 61%来自矿山、冶炼厂、

工厂等事业所使用的电力。为了实现 CO2净零排放，我们必

须采取措施应对这种大量排放。因此，作为主要措施，我们

从 2020年度开始引入“无 CO2电力 ※”。

2021年 1月，CASERONES铜矿山完成了 100%切

换到无 CO2电力，约占本集团公司总用电量的 20%（2018

年）。此外，在本公司的矶原工厂、仓见工厂、JX金属株式

会社佐贺关冶炼所等国内外主要基地正在逐步推进切换。在

进一步推进切换到无 CO2能源的过程中，虽然存在可再生能

源供应不足、制度修改频繁等各种问题，但我们今后将继续

努力在集团所有事业所尽早引入无 CO2电力。

※ 无 CO2电力：电力不是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一边排放 CO2一边发电而产生，而是采用不排放

CO2的方法产生的电力。除了水能、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外，还可能包括核能。

将 CO2减排的中期目标提前 10年，
在 2030年度减少 50%

在 2050年度实现 CO2净零排放的示意图

以“清零”代替“减排”。

整个集团公司的挑战已经开始

2021年，本集团公司主要基地的大部分都改为使用 100%无 CO2电力

2018年度（基准年）的 CO2总排放量

181万吨

本集团公司的 CO2总排放量

本集团公司的 CO2总排放量的约 8成来自电力和化石燃
料所产生的能源。剩下的约 2成来自非能源，它们来自购买的
回收原料和工业废弃物以及工序中使用的添加剂。

0% 20% 40% 60% 80% 100%

0% 5% 10% 15% 20%

本集团公司的CO2总排放量

购买电力和热能 化石燃料 来自非能源

来自添加剂

6% 7% 3%

61% 23% 16%

来自产业废弃物 来自购买的回收原料

来自非能源CO2细项

切换时期 事业所 事业领域

2020年6月 春日矿山株式会社 资源事业

2021年1月
CASERONES铜矿山 资源事业

TANIOBIS GmbH戈斯拉尔工厂 钽·铌事业

2021年4月
本公司仓见工厂 机能材料事业

本公司矶原工厂 薄膜材料事业

2021年5月 本公司敦贺工厂 金属・资源回收事业

2021年6月 JX金属株式会社 佐贺关冶炼所 金属・资源回收事业

2021年7月 JX金属精密技术株式会社 馆林事业所 机能材料事业

2021年10月
（预定）

2021年10月（预定） 金属・资源回收事业、机能材料事业及其他

TANIOBIS Japan株式会社 水户工厂 钽·铌事业

上述电力切换产生了相当于约 56万吨的 CO2减排效果（与 2018年度相比）。 

引入无 CO2电力的事业所（已决定） 

重点活动 1

～挑战成为有色金属行业 ESG龙头企业～

CASERONES铜矿山

JX金属株式会社 佐贺关冶炼所

本公司仓见工厂

应对重要课题

本
集

团
公

司
的

C
O

2
排

放
量

 
社

会
减

排
贡

献
量

※
1

Scope1+2
181万吨-CO₂

节能

社会性CO₂
减排贡献※1

因业务扩大
而增加

Scope
1+2

为实质
零排放

+
为社会
CO₂减排
做贡献

电力

切换为再生能
源和购买电力

本公司产
再生能源

化石燃料 

2018年 到2050的
发展趋势（预测）

我们想在

2050年
达到的目标

添加剂

※1 在本集团公司的Scope1+2范围之外，资源回收事业、先进技术材料和产品为社会CO2减排所做的贡献量

※2 包括通过燃烧回收原料等回收CO2及其他形态（热分解油等）的碳回收、强化资源回收的物理分拣、

      提高采购的回收原料中的生物质塑料的比率、森林等本公司举措所产生的CO2吸收效果

碳回收与
碳循环※2

再生能源电气化

燃料转换

工艺变更

收到的工业废物

回收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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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可再生能源

面向脱碳的燃料转换和工艺技术开发

虽然各国都设定了很高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目标，并在

增加发电设施，日本也采取了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比率的立

场，但对于实现整个社会的碳中和来说，数量仍然不够。

本集团公司不仅在采购和使用无 CO2电力，还在考虑通

过多种方法在公司内部创造和使用可再生能源。我们已经在

日本国内外事业所引进了水电、二元化发电和太阳能发电设

备，但今后除此之外，还将致力于开发使用 PPA※1在本公司

的事业所场地内进行就地发电，以及将本公司发电所产生的

电能自行传送 ※2到本公司其他事业所的异地发电，扩大可再

生能源的使用范围。

本集团公司的业务流程使用重油等电力以外的能源和作

为还原剂的焦炭等，我们还采取对策应对来自这些物质 CO2

排放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燃料转换。在工业界，为了脱碳，

氢和氨等新燃料的技术开发正在进行，我们将考虑全面使用

这些燃料。

此外，作为本集团公司价值链核心的金属冶炼工艺所排

放的 CO2在本集团公司的总排放量中占有的比重较大。为了

在该冶炼工艺中进行脱碳，CFP和技术战略部门已开始共同

制定开发路线图。

通过异地和就地开发电力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力争通过技术开发实现工艺脱碳

重点活动 2

重点活动 4

※1  PPA：Power Purchase Agreement（电力销售合同 ）的缩写。电力公司租借企业等施所
有者提供的场地、屋顶等空间，设置太阳能发电系统，设施所有者使用产生的电力并支付

费用的机制。

※2  自行传送：一种将位于远处的本公司发电厂产生的电力通过输配电网络传输到本公司设备
的机制。

● 将 CO2实质零排放的钛冶炼法实用化

负责钛事业的东邦钛业株式会社正在挑战开发一种 CO2

排放量实质为零的钛冶炼新方法。这种方法比目前的克罗尔

法的工艺更简单，不仅在制造过程中不直接排放 CO2，而且

可以大幅降低电力消耗，因此预计发电排放的 CO2量将大

幅减少。东邦钛业株式会社从 2021年度开始在茅崎工厂进

行中试，目标是在 2025年度将其投入实际使用。此外，我

们将通过实施以该技术为中心的各种其他措施，并加强与供

应链企业的合作，减少 CO2排放量，以应对 2050年实现

CO2净零排放的挑战。

本公司柿沢发电所 水电 27,067

JX金属精密技术株式会社 挂川工厂 太阳能发电 683 

下田温泉株式会社 二元化发电 583

台湾日矿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太阳能发电 234

可再生能源设备及总发电量（2020年度） 

本集团公司认为，不仅要通过商业活动实现CO2零排放，

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为建设碳中和社会做贡献也是我们的重

要使命。本集团公司自创业以来向社会提供的铜材料在金属

中拥有最好的导电性，并且可以在没有质量劣化的情况下回

收利用，因此作为支持碳中和社会的能源的“血管”是一种

极为重要的材料。今后，随着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的普及，

预计未来对铜材料  的需求将不断增加。此外，本集团公司生

产的半导体元器件材料及各种高性能合金材料也是制造电子

设备和电池不可或缺的原材料，电子设备和电池是控制和储

存能量、创造可再生能源所必须的。预计本集团公司的先进

材料所产生的创新电子设备将通过社会数字化转型为脱碳进

程做出重大贡献。

另一方面，对于因建设碳中和社会而需求不断扩大的各

种材料，重要的是稳定供应，努力使供应限制不要妨碍脱碳，

在这方面，可以说本集团公司的资源事业和资源回收事业是

非常重要的。本集团公司将推进提高工艺效率、强化节能性能、

扩大回收原料等举措，在稳定原料供应方面也发挥积极作用。

⇒有关强化资源回收等举措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专集 2 （P33）。

JX金属精密技术株式会社 挂川工厂的太阳能电池板（静冈县）

无碳项目（CFP）负责人之声

在众多 ESG经营举措中，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其中针对脱碳的具体行动

是最重要的课题。本公司也于 2021年 1月启动了一个全公司范围的项目，并开
始了争取在 2050年度实现 CO2净零排放的活动。

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活动中，关键是长期持续、毫不松懈地朝着 CO2零排

放努力。因此，我们首先举办了专家研讨会，从加深对脱碳行动的重要性的认识

开始。此外，我们还要求各个部门在节能、无 CO2电力采购、本公司发电、燃

料转换和工艺改革等广泛的项目中制定零排放路线图草案，并根据该草案，对如

何长期推进该计划进行了讨论。为了推动包括新思路在内的挑战，我们设定了

ESG投资额度，同时也在努力整备金融环境。在进行这些行动的同时，为了体

现公司对脱碳的认真努力的态度，在项目启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公布在所有

事业所切换为无CO2电力的方针，并将本公司总排放量减半实现时期提前10年，
即提前至 2030年度。
今后想进一步考虑的是与其他 ESG课题之间的协调。仅推进脱碳仍然不够，

作为一家有色金属制造商，并且在公司内部有垂直供应链，本公司能在推进脱碳

的同时进行解决的课题可能还有很多，例如形成循环型社会和与当地社区共存等。

我们已经在努力推动资源回收，但今后还打算在以社区为基础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等方面作出努力。

2050年可能听起来似乎是很久之后，而且确实有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整备
等很多需要等待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仍将正面应对气候变化和脱碳问题，

稳步做好现在能做的事情，积极引进和开发新技术，加快实现CO2零排放进程。 

JX金属株式会社
执行董事

ESG 推进部长
（兼）经营企划部广报室长

诹访边 武史 

应对重要课题

作为一家支持碳中和社会的企业迈向可持续发展

推动能量零浪费活动

在经营大量耗电行业的本集团公司，至今为止一直在事

业活动的所有阶段推进节能活动，但为了实现CO2净零排放，

我们认为必须通过新方法推进能量零浪费活动。例如，以超

越成本削减轴的 CO2削减轴为基础对设备更新、设备运行方

法进行根本改进等，以 CFP成员为中心向集团全体员工征集

新方法，向能量零浪费发起挑战。 

用节能活动新方法挑战零浪费

重点活动 3

开始对闲置森林中的 CO2固定量进行

可视化实证

TOPICS

VOICE

ENEOS集团与森林系统开发公司的株式会社 woodinfo合
作，以促进森林对 CO2的吸收和固定，开始对本公司拥有的原

矿场的闲置森林中的 CO2固定量进行可视化实证。它通过使用

3D激光和无人机的测量技术和测量数据分析系统来监控和可视
化 CO2的固定量。本公司作为在全国进行管理的废矿区 ESG
资产化举措的一部分参加了本次实证。 

( 来源 ) IEA“ The Role of Critical Minerals in Clean Energy Transitions (SDS scenario) ”

支持碳中和社会的本公司产品示例：

特种锂离子电池用高强度压延铜箔

全球铜需求量随着脱碳进程而发生的变化（推测）

低碳发电 

2020年 2030年 2040年

电力系统

电动汽车、蓄电

氢相关

其他需求

（百万吨）

0

10

20

30

40

专集 1

（千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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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X金属集团在构建循环型社会中应尽的职责～

提高铜冶炼回收原料比率绘制在循环经济下的成长愿景

资源枯竭风险与气候变化同样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JX金属集团作为资源相关企业，其重点项目之一就是为构建循环型社会做贡献。

我们展示了利用本公司的技术能力为资源循环做贡献的方针，描绘了在循环型社会下的成长愿景。

专集 2

循环经济指的是一种经济机制，它与传统的“用开采的

资源生产物品、使用、丢弃”的线性经济系统不同，而是通

过共享、再利用、循环利用等各种等级的循环，将开采的资

源最大限度地持续使用，不废弃。

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一

直在稳步增长，而且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和数据社会的发展，

预计未来 10年对铜和稀有金属的需求将快速增长，资源供

应存在较大担忧。针对这个问题，大家已经认识到将有限的

资源用完就扔会阻碍未来社会的发展，因此需要向循环经济

转型。

本集团公司认为，在最大限度地保持资源价值的同时，反复

循环，将最终废弃的资源最小化是材料行业相关企业的使命。为

实现如右图所示的循环经济系统，本集团公司将首先进一步专注

于材料回收业务和技术开发，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的循环

的最后一个堡垒。此外，通过提高采矿和冶炼生产过程的成品率

来减少供应链中的资源和能源的浪费。除此之外，还要通过提供

高机能、高品质的先进材料，为提高最终产品和零件的耐用性和

可重复使用性，以及普及支持循环业务的数字基础设施做贡献。

受信息化社会的进步和脱碳趋势的影响，铜等产品的需

求预计将继续增长，但铜的自然资源发展环境继续恶化，包

括平均矿石品位下降。另一方面，随着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

车的普及，预计未来对有色金属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在此背

景下，本集团公司为了进一步完善过去培育的高效材料回收

技术，为材料的稳定供应和资源循环型社会的实现做出更大

贡献，提出了将铜冶炼中的资源回收比率大幅提高到整体的

50%的目标。

JX金属株式会社 佐贺关冶炼所的铜冶炼使用自熔炉法。

这是一种通过将铜矿石（铜精矿）和富氧空气吹入炉内，利

用铜精矿中所含硫黄的氧化热，将整个矿石原料熔化并分离

出杂质的机制来制成粗铜的方法。由于几乎不需要外部加热，

因此可以以低能耗获得高质量的电解铜。此外，由于工序中

产生的热量有余量，所以可将回收原料与铜精矿一起投入，

一起冶炼。我们利用这种冶炼方法的特点，回收铜、贵金属、

稀有金属原料等。而且，我们力争将这种冶炼和回收同时进

行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实现将回收原料的比例大幅提高的冶

在进行与资源回收相关的技术开发的同时，本集团公司

还实施生命周期评估（以下简称 LCA），以定量掌握铜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 CO2。在实施 LCA时，不仅分析本集团公司

内部的 CO2产生量，还分析采购的各种原材料的生产以及外

包物流等供应链的排放情况，因此可以对使用回收材料和原

始原料的铜生产过程所产生的 CO2量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

利用从上游到下游的垂直整合型商业模式的优势，本集

炼形式——“混合冶炼”。截至 2020年度末，回收原料的

比率约为 12%（投入重量比），但我们将逐步提高这一比例，

并力争到 2040年提高到 50%。为了开发这项技术，本集团

公司于 2020年 10月新成立了技术开发中心佐贺关分室，

并进一步于 2021年 4月整合了熔炼技术部和资源回收技术

部，形成了进行混合冶炼技术开发的完整体制。此外，为加

强回收原料的收集和处理能力，我们 2021年对台湾的章滨

资源回收中心实施扩充，并在佐贺关冶炼所所在的大分市设

立了 JX金属株式会社大分资源回收物流中心。本集团公司将

与负责资源回收预处理工序的各集团公司合作，挑战这一目

标。

向所追求的循环经济

（资源循环型经济）转型
循环经济概念图

利用材料回收技术的优势，

追求资源效率

通过生命周期评估定量掌握 CO2的产生量

重点活动 1

提取原材料

生产材料和部材

组装产品

流通

废弃

共享、维护

改修

零件再利用

回收

用户

最小的循环表示消费者之间共享和维护的循环，如果这很困难，则进入下一个循环，即由制造

商对产品进行改修、回收零件并重复使用或将材料重新使用。循环经济是指通过确保这种多层

次的循环，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的经济系统。此外，上图对比本公司当前的业务领域，

仅展示了工业生产物质在世界范围内（技术圈：technosphere）的循环情况。 

团公司目前正在设定适当的 LCA评估流程和构建高度可靠的

LCA数据。利用这些 LCA分析结果，我们将从宏观角度为

整个社会的 CO2减排、资源循环和稳定供应材料做贡献。 

资源供应 各种零件和产品先进材料和部材

应对重要课题

面向大幅提高回收原料比率的“混合冶炼”的技术开发

资源 冶炼
伸铜品

电子材料 

电线

再生原料 型铜

资源循环的枢纽

33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orporation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1 34



建立锂电池闭环回收技术

在世界主要国家，为了应对全球变暖，推动电动汽车普

及的行动令人瞩目。因此，人们担心电动汽车的锂离子电池

（以下简称 LiB）所需的稀有金属等资源的价格飙升和枯竭。

另一方面，预计使用过的 LiB将被大量废弃，这就需要一个

可以安全有效地回收资源的回收体制。在将循环经济作为政

策方案进行推进的欧盟，已经提出了强化 LiB回收的计划，

例如强制要求进行 LiB回收和高回收率的资源回收，并宣布

从 2022年开始执行。

从 2009年开始，本公司首先开始 LiB的稀有金属回收

实证试验，并在敦贺工厂进行了实验运营。从 2020年起，

我们在日立事业所的技术开发中心设置专业实验室设备（连

续小型测试装置），推进确立从车载 LiB回收高纯度金属盐

的技术，力争实现从车载 LiB回收资源，然后再作为 LiB原

料使用的“闭环回收”。为此，我们在敦贺工厂引进了基于

该专业实验室设备的新工艺，并于 2021年上半年开始了硫

酸镍回收实证试验。

废 LiB有“资源性”和“有害性”两个方面，但直到现在，

废 LiB的处理都以低成本无害化为目标，即使 LiB中的稀有

金属被回收，其重点也是“下行回收”，即作为合金重新使用。

但考虑到车载 LiB大量废弃时代的到来和电动汽车普及带来

的LiB需求扩大，由此导致镍、钴、锂等稀有金属原料资源紧张，

我们必须力争将 LiB中的稀有金属再次作为电池原料使用，

即力争实现“闭环回收”。为此，本公司基于迄今为止所培

养的湿法冶炼技术，建立了从LiB中回收高纯度金属盐的工艺。

此外，为了回收最适合湿式回收工艺的原材料（电池粉末），

本公司于 2020年在日立事业所新设置了测试炉，并且正在

开发最适合的预处理技术。

2021年 5月，为了加速这些技术的开发，我们

成立了新公司“JX金属循环解决方案株式会社”。

加快开发资源回收技术，为电动汽车电池大量废弃时代做准备

进行着眼于不能仅用经济效益衡量的资源价值的回收

重点活动 2

此外，同年 8月，我们成立了电池材料及资源回收事业推进

室和技术开发中心电池材料组，通过整合公司内部的电池相

关资源来加速商业化，并建立了追求利用材料开发知识提高

回收材料的质量和着眼于整个供应链的技术开发等带来协同

效应的体制。

此外，在德国成立了 JX Metals Circular Solutions 

Europe GmbH，与汽车制造商等合作，进行以将车载 LiB

资源回收尽早商业化为目标的实证试验，并推进包括材料开

发在内的综合举措。

解体

JX湿法处理

电动汽车

车载用LiB

车载用LiB

正极材料

预处理

矿山、盐湖
矿渣、铁合金

电炉熔炼

电池粉

高纯度金属盐
通过预处理技术与直接硫酸盐制造湿法技术的最优组合，实现从电池到电池的资源

循环利用。与从矿石冶炼相比，它能使用更少的能源生产电池原材料，节约资源并

有助于减少 CO2。 

656

（个）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预测）

943

2,364

3,014

4,000

来源： “下一代汽车的正确处理和回收利用的进展状况”（2020年 8月，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
自动车工业会）

日立事业所专业实验室设备 敦贺工厂实证试验设备

要解决全球性问题，AI、IoT等信息技术的利用不可或缺，

铜、稀有金属等有色金属材料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这就要求

参与其中的本集团公司必须提高资源生产效率和进一步推进

资源回收，并通过提高材料的机能为电子设备等产品提高机

能和延长使用寿命做贡献。

例如，如果信息设备和汽车中使用的电子元件的寿命进

一步延长，则通过维护实现长期使用、通过共享提高利用率

以及通过再制造实现零件再利用的潜力都将增加。我们认为，

兼备高耐用性和高机能的本集团公司电子部材有助于延长此

类零件和最终产品的寿命并节省资源。本集团公司作为一家

承担开发和生产适合循环经济的材料的企业亦将推进相应的

通过产品功能为循环经济做贡献

应对重要课题

LiB闭环回收概念图 

弯曲特性比较● 本集团公司主要产品的贡献举例

・机能材料（压延铜箔等）
通过高机能铜产品可以提高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设

计自由度，实现小型化和省电化，此外，有助于提高供

货目的地制造过程的成品率，从而为节省资源和能源做

贡献。

・薄膜材料（溅射靶材等）
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材料，为减少供货目的地的制造缺陷

以及电子设备的小型化和节约资源做贡献。

・用于 3D打印机的金属粉末
有助于减少制造过程中的材料消耗 

举措。

作为推动这些举措的措施之一，本集团公司还在推进产

学合作和与外部研究机构联合进行的开放创新。2021年4月，

我们与大阪大学共同开设了“JX金属株式会社推进共同研究

讲座”，研究有助于形成循环经济的生产过程和加工技术。

为了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兼顾脱碳和资源循环两方面很重要。我们认为，

由于本集团公司承担从有色金属资源到冶炼再到电子材料产品和资源回收的一

条龙供应链业务，因此也要从 LCA和物流分析等视角来打造全球环境和整个社

会所期望的供应链。为此，我们也在努力开发技术，并将加速为 SDGs做贡献。

我们已经开发了一种利用 AI图像分析技术的自动分拣技术，作为在扩大回收原

料处理量时通过物理分拣提前分离树脂和金属的技术解决方案之一。此外，对

于电动汽车的 LiB回收，处理工艺已经基本建立，并且正在针对量产化讨论各

种问题。另一方面，在回收原料的处理工序中，需要使用化石燃料并将废料中

的树脂进行焚烧处理。为了抑制此工序中产生的 CO2，还需要向回收技术等发

起挑战。

本集团公司的另一个特点是为数据社会做贡献的先进电子材料已经获得了

市场的高度认可。如本文中所述，铜等有色金属将继续在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

源的普及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半导体对于电动汽车和控制可再生能源是必

不可少的。此外，高级能源管理和共享等循环经济型业务扩大需要通过网络进

行高速信息通信，这不仅增加了对通信设备的需求，而且用于信息处理的半导

体也是必不可少的。就这样，通过向先进电子材料领域供应材料，本集团公司

将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做出贡献。此外，我们将积极应对开发社会贡献型

技术的挑战，以实现人工光合作用等碳中和社会。

本集团公司将齐心协力，力争成为有色金属行业脱碳的领跑者。

本公司产品

压延铜箔

压延铜箔 通用产品 ※

0

2

4

6

8

智能手机

FPC
（柔性印刷电路板）

零件

最终产品 6倍

JX金属株式会社
取缔役副社长执行董事

社长辅佐（技术全般）

技术本部长

菅原 静郎

※特种电解铜箔

专集 2

技术本部长寄语 

日本国内的废弃车载 LiB回收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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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和 ESG推进体制

应对重要课题

本集团公司希望通过企业行为规范的实践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为此，我们将 ESG作为最重要的经营课题之一，在

全公司范围内构建应对重要课题（重大课题）的组织体制。

本集团公司迄今为止开展了各种社会贡献活动和环境保护活

动，但是，为应对全球性 ESG趋势，有必要加强组织应对，从全公

司角度致力于 ESG经营，因此，我们于2020年10月成立“ESG

推进部”，总管实施针对 ESG的举措，并成立了相关会议机构。

我们设立了社长的咨询机构—ESG推進会议，负责针对
ESG的基本方针和活动计划，并对其进行监督。ESG推進会议由
社长担任议长，构成人员由本公司经营会议成员组成，原则上每年

召开2次。

　

为了努力渗透 ESG经营，本集团公司除了通过内联网和

社内报发布信息外，还实施公司内部研修及电子化学习等，

以加深对 ESG经营的重要性及本公司的活动等的理解。

此外，为了调查 ESG和 CSR意识在员工中的渗透情况

以及在实践中的参与情况，我们每年都会发布“可持续发展

报告”，并通过纸质或在线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在 2020

年度，有 5,307名员工（对象人数为 6,034人，回答率为

88%）做出了回答。

● 设定 ESG重点项目

① 应对气候变化

② 对循环型社会的贡献

③ 响应国际规范和倡议

● 报告各重点项目的的活动方针及活动状况 

Q： 您能理解并认同“JX金属集团企业行为规范”吗？

是 96.4%　否 2.1%　未回答 1.5%

Q： 您是否认为“JX金属集团企业行为规范”已渗透到

组织和职场？

是 78%　否 21.1%　未回答 0.9%

Q： 您是否认为，您会在难以对业务作出判断时查阅“JX
金属集团企业行为规范”以获取如何解决问题的提

示？

是 82.6%　否 16.5%　未回答 1.0%

ESG推进体制

ESG经营的渗透

社长

ESG推進会议

ESG推进负责人会议

议长：社长

秘书处：ESG推进部

取缔役、执行役员、监查役

议长：ESG推进部主管董事

公司部室长、各事业部管理部长

各事业所、日本国内外集团公司代表人 

秘书处：ESG推进部

ESG推进会议和 ESG推进负责人会议的
主要议论内容（2020年度）

※针对问题有五个回答选项，肯定回答归类为“是”，否定回答归类为“否”。 

重大课题（重点课题）和 KPI（关键绩效指标）

本集团公司的重大课题是为了实现 2040年长远规划而应优先努力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2020年度，根据全球社会课题、SDGs设

定的目标、对本集团公司的业务环境等进行重新审视，确定了6个重大课题，分别设定了KPI，然后一边在 ESG推进会议上对其达标程度

进行了测定和评估一边运营。2021年度也设定与2020年度相同的 KPI进行运营。此外，现在设定重大课题按照右图所示的流程进行。

重大课题 工作内容 2020年度KPI 相关SDGs

E

对地球环境保护的

贡献

P39

●  通过实现无碳社会和形成循环社
会，为地球环境保护做贡献。

本公司CO2总排放量：推进2050年度实现
CO2净零排放，2040年度减少50%（与
2018年度相比）的举措※

 回收原料比率：扩大回收原料品目

垃圾处理比率：2020年度不到1%

S

提供支持生活

的先进材料 

P43

●  推进新技术开发，为实现IoT/AI
社会做贡献。

开发IoT/AI社会所需要的先进材料

 
构建支持技术驱动型经营的体制

实现有吸引力的职

P53

●  实现所有员工都能放心、安全、
健康地工作的环境。

●  实现各种人才能够在感受工作
意义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个

人能力的环境。

减少发生严重的劳动事故：2020年度的年度
每千人（休业4天以上）比率为0.7以下

提高年假利用率：2020年度为80%以上

实施实现人和组织的活性化的举措

促进员工健康的举措：2020年度的癌症筛查
率达到70%以上

维持和提高残疾人雇用率：2020年度为2.3%
以上

尊重人权 

P61

●  开展尊重当地居民、顾客、员
工和包括交易商在内的所有供

应链相关人员的人权的事业活

动。

人权研修的听讲率：2020年度100%

 在供应链中实施人权调查

与当地社会

共存共荣

P65

●  通过在日本国内和海外的各事
业基地开展植根于当地的社会

贡献和交流活动，建立与当地

社会之间的信任关系。

与当地社区继续对话

 

G
强化治理 

P69

●  通过推进全面彻底合规和风险
管理活动，确保事业经营的健

全性和透明性。

切实运行全公司风险管理体制

-

根据业务特点和社会动向等实施合规研修

※由于对 2021年度的长期目标进行了修改，所以现在已将减少 50%的目标年度提前到了 2030年。

STEP1
对本集团公司业务活动

进行评估

STEP2
听取利益相关者的

期望和要求

STEP3
为要解决的课题

设定优先级

STEP4
设定重大课题·KPI

重大课题的确定过程

37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orporation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1 38



重大课题 1

对地球环境保护的贡献
本集团公司的基本方针是充分认识业务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并通过推进提高资源和材料的生产效率为全球规模的环境保护做贡献。

此外，本集团公司以实现无碳社会和循环型社会为目标开展推进活动，

并将其规定为环保基本方针，在明确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减少环境负荷。

在发展事业时，力求减少供应链各个阶段的环境负荷。

（照片）因烟尘危害而荒废的山上恢复了绿色以后的日立矿山大岛樱花，

应对重要课题

KPI 2020年度实绩和进度 评估

本公司CO2总排放量：推

进2050年度实现CO2净零

排放，2040年度减少50%
（与2018年度相比）的举
措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在全集团中启动了无碳项目（CFP），同时，在各基地实施并开始了引进无
CO2电力等各种举措。此外，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我们于2021年度将CO2排放中期目标提前10
年，即设定于2030年度减少50%的新目标。
专集1 ▶P29

回收原料比率：扩大回收原

料品目

我们制定了一个目标，将铜冶炼中的回收原料投入比率大幅提高到整体的50%，同时，完善公司内部
的技术开发体制，为增加处理回收原料而增设收集中心，并建立新的物流基地。

专集2 ▶P33

垃圾填埋比率：2020年度
为不到1%

除遵守各种环保法规外，为了将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还应该减少废弃物，我们提出了将填埋处

理比率维持在不到1.0%的目标。2020年度填埋处理比率为0.51%。
ESG数据集（废弃物、副产品） ▶P90

KPI与进度状况 评估：  达标、顺利　  未达标

▶ P40 ▶ P29 ▶ P33 ▶ P41

为了切实实施基于“环保基本方针”制定的“环境保护行动

计划”，本集团公司构建了符合 ISO14001的环保管理系统。以

本公司社长为首，从管理层到各事业所和相关公司的员工团结一

致，为了推进环境保护和避免环保风险，构建由召开各委员会会

议、召开部门会议等组成的多层管理体制。此外，2020年度没有

发生环保事故。

本集团公司通过切实运用环保管理系统来努力遵守各种

法律法规。遵守状况由总部环境安全部进行综合管理，并通

过安全与环境委员会向 ESG推进会议报告。在每年召开的环

保管理负责人会议上，通过提供法律法规动向相关信息并报

告每个事业所的应对状况来努力强化守法体系。此外，为了

让各种法律法规做到众所周知，在本公司总部和每个事业所

按员工级别定期进行培训、研修和训练。

在 2020年度也没有出现因违反环保相关法律法规而受

到监管机构不利处罚（撤销许可、营业停止命令、设备使用

停止命令、改善命令、罚款等）的情况。

已取得 ISO14001的事业所
（截至 2021年 3月末）

JX金属集团的环保基本方针

构建环保管理系统遵守环保法律法规

40个事业所
（日本国内 28个，海外 12个）

主要工作

222

环保管理 创建无碳社会 创建循环型社会 环境保护工作

除了各事业所每年进行 1次以上的内部环保审核之外，

本公司总部环境安全部及 JX金属株式会社环境安全部还定期

进行环保安全审核。在 2020年度审核了 17个地方。

对于与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有关的活动，由 ESG推進会
议的下属组织——安全与环境委员会进行制定和推进计划并

对活动状况进行审核。安全与环境委员会每六个月召开一次

会议。

环保安全审核
为了减少购买材料和设备所产生的环境负荷等社会影响，本

集团公司制定了“绿色采购方针”，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绿色采

购指南”，具体规定了供应商选择条件。本指南说明了在绿色采购

方面必须遵守的最低条件“必须条件（最低要求基准水平）”和希

望考虑的“希望实施条件（希望水平）”，它适用于所有供应商。本

公司在针对供应商实施的“CSR采购问卷调查”中对该指南的遵

守情况进行确认。 

推进 CSR采购

2环保管理

我们 JX金属集团作为有色金属和先进材料的综合制造商，
将在向材料的生产力革新挑战的同时，遵守各种环保法规，

积极参加全球变暖对策等全球规模的环境保护，开展以下活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做贡献。

1. 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能源转换，力争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为实现无碳社会做贡献。

2. 为社会提供支持社会发展和升级的环保型先进材料。

3. 在所有的事业活动中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力争做到零排放。

4. 通过环保培训等，彻底提高每位员工的环保意识，开展对环境影响更小的业务活动。

5. 与利益相关者共享环保活动信息，努力与社会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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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1　对地球环境保护的贡献

应对重要课题

在本集团公司的业务活动中，使用了大量的水作为铜矿

运营过程和冶炼厂的冷却水（主要是海水）。我们认识到水

资源对于本集团公司的业务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本集团

公司生产基地所在的当地社会的重要资源。基于这一考虑，

这些基地通过适当把握用水量，进行减少用水量和再利用的

研究，努力有效利用水资源。

我们认识到本集团公司的业务活动，尤其是采矿业务，

与生物多样性关系非常密切，因此需要充分考虑对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本集团公司正在日本国内和海外实施各种各样的

举措。

在本公司经营的智利 CASERONES铜矿山，在 1.43

平方公里的区域种植了 15个种类的 48,200株原生植物，

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种植区位于矿区的 Rama dee Jas、矿

区外的Mitensillo和 Amoranas。除了植树，我们还监测当

地自然生长的植物的生长状况，推进对 CASERONES铜矿

山周围自然生长的高原特有植物的繁殖、分布与气候影响之

间的关联性的研究。

在日本国内，以废弃的矿山为中心，持续开展植树、除

草等森林维护活动，努力维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保护生物多

样性。

自 1905年成立以来，本集团公司在日本全国各地经营

矿山，为稳定有色金属的供应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是，由于矿石耗尽，大多数矿山已经停止运营，现在作为

废矿进行矿山废水处理，努力维护和恢复自然环境。

根据《矿山安全法》，本公司管辖的 39个废矿中，有

12个矿山有义务继续进行矿山废水处理，JX金属生态管理

株式会社负责对这些进行管理。主要业务是处理从矿内和堆

积场排出的含有重金属的强酸性矿井废水，使其成为无害水

质，以及维持和保护堆积场及矿井。当雨水与残留在矿井中

的矿石以及堆积场的瓦砾和矿渣接触时，会不断产生矿井废

水，因此必须每天对其进行处理。我们通过管理这些废矿来

努力保护自然环境。

本集团公司认为，在矿山关闭时，尽量减少对周边地区的环

境和社会的影响非常重要。对于运营中的CASERONES铜矿山，

通过与相关部门、当地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对话，制定矿山关闭计划，

并做好实施必要的措施时所需要的财务准备，保证在关闭矿山时

进行适当的应对。

保护水资源

保护生物多样性

废矿管理

制定矿山关闭计划

丰羽

上北

花轮

铅山

大谷

北进

大汤

日立

见立

吉野

北陆

太宝

矿坑废水处理矿山（12个地点）

CASERONES铜矿山周围自然生长的植物 

在本公司经营的 CASERONES铜矿山，我们设定了比

当地管理部门允许使用的水量更严格的用水量上限，并监控

取水量和排水量的平衡。此外，在矿山下游地区，我们还供

应海水淡化处理水，当地居民将其用作农业用水和自来水。 

本集团公司通过低浓度PCB处理业务和石棉处理业务等，

对危险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为环境保护做贡献。JX金属苫

小牧化学株式会社于2014年被环境大臣认定为北海道第一家

低浓度 PCB废弃物无害化设施，为该地区的低浓度 PCB废物

处理做出了贡献。此外，JX金属环境株式会社开展了石棉融解无

害化处理业务，2020年度处理了约 3,254吨废石棉。

另一方面，对于本集团公司拥有的高浓度 PCB设备，由中间

贮藏和环境安全事业株式会社进行处理，除了首都圈以外，各事

业所都已处理结束，剩下的事业所预计也将在规定的期限内处

理结束。此外，对于低浓度 PCB设备，正在利用 JX金属苫小牧

化学株式会社等私营处理公司有计划地进行处理，预计在处理期

限 2年前的 2024年度之前处理结束。
※  多氯联苯（PCB）具有优良的电绝缘性能，因此主要用于变压器、电容器（蓄电器）

等的绝缘油和压敏复印机，但是，由于其具有毒性，现在已被禁止生产和进口。

无害化处理含有 PCB※的设备等

本集团公司自主制定了化学物质管理标准。规定禁止使

用或废除的物质（很多有机氯化合物、汞化合物、铅化合物等）

和监控使用的物质（邻苯二甲酸盐、甲苯、二甲苯等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通过对使用状况进行管理，努力降低其危害性。

此外，“绿色采购指南”也明确指出了制造过程、材料和设

备中不得含有的物质，并已让供应商做到人尽皆知。而且，

我们努力向顾客等参与本公司产品的所有人员提供安全性信

息。

化学物质的正确管理

JX金属集团正在加强脱碳努力，提出了到2030年度为止将本公司CO2总排放量减半，到2050年度为止实现CO2净零排放等。

此外，我们还在推进扩大资源回收等有助于实现资源循环型社会的业务。除此之外，我们还继续开展保护自然环境等环境保护

活动。

环境保护工作

▶ P29

▶ P33

脱碳举措（专集 1）

资源回收举措（专集 2）

正在实施矿坑废水处理的废矿

JX金属苫小牧化学株式会社的回转窑式焚烧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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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先进材料

应对重要课题

重大课题 2

提供支持生活的先进材料
作为主要基础金属之一的铜以及各种稀有金属和贵金属，凭借其优异的特性而支持了电子设备的发展。

本集团公司将进一步追求这些材料的技术合理性、效率、质量和特性，

并为社会迅速提供支持今后到来的数据社会和 IoT/AI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技术。
此外，本公司还设有社长的咨询机构“技术会议”，从经营管理的角度全面讨论技术的未来趋势。

KPI 2020年度实绩和进度 评估

开发IoT/AI社会所需要的先进材料
在推出钛铜、科森合金、锂离子电池压延铜箔等新产品的同时，我们还一直通过与企

业和大学合作，推动开放创新，致力于开发IoT/AI社会所需的先进材料。 
开发先进材料 ▶P44　/　开放创新 ▶P49

构建支持技术驱动型经营的体制

以不断产生创新技术和产品为目标，在构建开发体制的同时，还致力于培养能够产生

创新的开发人才，以实现技术驱动型经营。 
构建开发体制和培养开发人才 ▶P46

KPI与进度状况

▶ P44 ▶ P49▶ P46

主要工作

开发先进材料
构建开发体制和

培养开发人才 开放创新

研究开发方针及本公司的核心技术
通过不断发展和利用积累的核心技术以及与外部资源的共同创造，不断挑战创新，从而为相应的重大课题做贡献

高纯度化

我们拥有与各种应用相应的熔化技术。从用于使本公司产品的原

料高纯度化到生产向市场提供的各种高纯度金属，广泛使用了这

些技术。

构成、组织控制

以长年积累的制造知识经验以及模拟技术为基础，研究合金组成

和晶体状态，结合我们独特的加工和热处理工艺，达到要求的性能。

粉末控制

我们拥有适用于各种材料的粉末制造技术，并能应对粉末的高机

能化需求，例如通过制粒控制粒径和通过表面处理实现特殊机能。

精密压延、精密加工

确立了世界最薄的 5um厚压延铜箔量产技术。此外，除材料外，
还使用高精度压制技术提供广泛的加工服务。

表面控制

从通过蚀刻使表面变粗糙到镜面抛光，根据所需特性进行最终加

工，并实现了材料的新价值。

分析、评估和解析

除了引进最新的分析装置外，还致力于开发分析技术。此外，我

们还很重视经典的分析技术，例如金和银的干法测试分析。

分离、提取和精制

我们拥有稳定供应 4N（纯度为 99.99％）电解铜、贵金属、稀
有金属和硫酸等，并从回收的原材料中有效地回收稀有金属的技

术。

在本公司的展位中

本集团公司于2020年度实施了先进材料开发。

2020年12月，在千叶县幕张展览馆举办的“第7届高机

能金属展”上介绍了本集团公司的这些新产品，并宣传了支持生

活和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功能。

● 超高强度钛铜“C1995”

超高强度钛铜，抗拉强度达 1,500兆帕，

是铜合金中的最高水平。它被用于需要高

强度的智能手机相机模块中的弹簧材料。

●  高水平兼顾高强度和高导电率的科森合

金“NKC8738”

一种用于 CPU插槽的高性能铜合金，兼

具科森合金中的最高拉伸强度 1,000兆

帕和高导电率 (40% IACS)。

● 高耐热性“锂离子电池用压延铜箔”

一种对提高搭载在无人机和可穿戴终端等

电子设备中的锂离子电池的输出功率有帮

助的产品，并且可以承受电池制造过程中

的高温处理。

提供支持生活的先进材料 本公司集团新产品示例

评估：  达标、顺利　  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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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2　提供支持生活的先进材料

应对重要课题

作为代表接受表彰的常务执行役员 安田丰

本公司的安田丰、千田裕史和本村龙也 3人因其与 JX

金属冶炼株式会社佐贺关冶炼所的“自熔炉更新和生产力提

高”相关的功绩而被一般社团法人资源和材料学会授予了“第

94届渡边奖”。渡边奖是 1927年由纪念资源和材料学会第

3任会长渡边渡博士的基金设立的表彰制度，是授予“为资

源和材料相关的技术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团体或个人的奖

项，享有盛誉。

本次获奖是因为对需要更新炉体的佐贺关冶炼所第二自

熔炉在 5年的时间里讨论和实施了多项措施，结果在世界上

从未见过的短工期内完成了更新工作，同时实施了处理能力

提升计划，将处理能力提升了约 10%。

首选优质供应商 (PQS) 奖是英特尔以高绩效供应商为对

象进行表彰的奖项，获得该奖项必须达到符合期望的高目标

并在全年绩效评估中获得 80%以上的成绩。此外，在改进计

划方面也必须达到 80%以上，并需要提供卓越的质量和业务

系统。本公司获得了 2020年度 PQS奖是因为我们一直致

力于提高质量，表现超越了英特尔的期望，因此得到了肯定。

英特尔供应链负责人 Randyle Turkle说，“JX金属在

英特尔供应链的重要领域提供了出色的服务。并且获得的成

果超过了年度改进目标。本次获奖是对多年努力、持续改进

和真正杰出的表现的证明。”

我们获得了钽产品的客户——美国电子元件制造商

Vishay Intertechnology公司颁发的 2020年度“Supplier 

of the Year”奖。获得表彰的事业所是 TANIOBIS Map Ta 

Phut工厂。

获得资源和材料学会“第 94届渡边奖” 获得英特尔颁发的 2020年度“PQS奖”

荣获 Vishay Intertechnology, Inc.的
2020年度“Supplier of the Year”奖。

压延铜箔、高机能铜合金条（铜镍硅合金、钛铜）及半

导体用溅射靶材都是本公司作为聚焦事业的先进材料领域核

心产品群。这些材料是提高智能手机和 PC等最先进的电子

设备的性能所不可缺少的高机能材料，其需求在不断增长，

我们认为，随着 IoT/AI的推广，这一动向将越发明显。

为了应对这些不断扩大的需求，在压延铜箔和高机能铜

合金条方面，我们引进了从熔化铸造到压延机、退火炉和表

面粗加工生产线等工艺的全套设备，此外，在半导体用溅射

靶材方面，以铜、铜合金用靶材工艺为中心，引进了能将生

产能力增加到比 2017年度增加约 30%的设备。我们将继

续加强灵活性能力，继续提供对实现和发展数据社会不可或

缺的高机能材料。

引进设备以增产压延铜箔、高性能铜合金条及半导体用溅射靶材

压延铜箔及高机能铜合金条压延机（本公司仓见工厂）

构建开发体制和培养开发人才

实现技术驱动型企业的组织和人才
本集团公司在生产和开发领域推进支持 DX、搭建创造开发新思路的平台、强化开发过程管理等，构建持续产生脱碳技术等创新
技术和产品的机制。

此外，也在推进培养肩负本公司技术开发和技术驱动型业务开发的人才。  

本公司正在利用 IoT/AI和云等数字技术推进 DX支持，

以根据社会、市场和竞争环境的变化提升生产力、产品质量、

客户服务和业务效率。

在生产现场的举措当中，进行了在金属资源回收工序中

对铜线屑和铜块进行图像识别和自动拣选分拣、在冶炼工序

中应用数理计划法自动创建矿石配比方案等，已经开始通过

引进图像处理等 IoT/AI技术推动工序自动化。而且，我们还

对使用量子退火计算机的最优化计算技术进行验证、通过使

用卫星的 SAR※1测量技术对地形变化和滑坡进行监测等、对

极具前景的要素技术进行实证试验，有一部分已投入实际应

用。

此外，我们会在 2022年度将公司内部基础设施网络更

换为利用最新云技术的“零信任网络 ※2”，努力强化网络安

全对策，提高集团内部信息共享和沟通方式的效率。而且，

我们将继续更新会计系统和生产管理系统等已经运行的系统，

以应对系统老化和黑箱化导致的各种问题日见明显即所谓

“2025年悬崖”问题的风险。

为了落实这些措施，除了由技术本部长在信息系统部内

设置负责现有业务的“IT战略企划负责人”外，还于 2019

年 4月设置了负责向生产现场引进 Iot/AI的“数字创新负责

应对数字化转型（DX）

人”。我们预定从 2021年 10月起，新设置负责利用云等

实现本集团公司 IT标准化的“基础设施负责人”，努力进一

步强化体制。而且，我们还将推动针对新员工和现场员工的

DX相关研修和与大学等外部组织的合作，推动数字化人才的

培养（参见 P48）。
※1  SAR：合成孔径雷达。在用电波照射物体并从反射波进行分析的雷达中，通过对卫

星等在飞行时观察到的数据进行合成获得与使用大天线时获得的数据几乎具有同

样高精度的观测数据的技术。

※2  零信任网络：为了应对云的使用、工作方式和工作场所的多样化而更加严格地控制

对连接到网络的设备和人员进行认证并强化安全性的思考方式。这是一个与保护互

联网和公司内部网络之间的边界的传统思考方式不同、以不信任连接的设备和用户

（=零信任）为前提的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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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2　提供支持生活的先进材料

应对重要课题

本集团公司在推进向技术驱动型企业转型时，由于技术

领域在经营决策中的权重不断增加，所以市场分析和长期技

术战略的立案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为了引导本集团公司

的经营和技术战略立案，我们于 2021年 4月将技术战略部

的部分职能和调查部移管，并与 ENEOS总研株式会社的部

分职能合并，成立了新公司“JX金属战略技研株式会社”。

JX金属战略技研株式会社聚集了具有丰富有色金属知识

的专家，除了支持集团内外的有色金属相关战略立案、市场

调查、技术动向分析等，还积极参加策划循环经济和确保稀

有金属资源等方面的产政学界的讨论并发布信息。此外，JX

金属战略技研株式会社将引入不受本集团公司现有人事制度

约束的灵活雇用体系，促进确保和使用高层次人才和中高龄

本公司引进了“阶段关卡流程”作为业务开发的管理体制。

此外，我们正在实施“Idea Seed Bank（以下简称 ISB）”

和“NEXUS活动”，作为创造主题和创意的平台。这些举

措由进行全公司技术战略的企划和立案的专业部门“技术战

略部”负责。

● 引进阶段关卡流程

对于创造主题和创意的平台上新产生的创意，或者通过开

放创新和产学合作获得的信息和技术，本公司引进将开发流程

分为多个阶段进行审查的“阶段关卡流程”，从探索新产品和

新技术的长期主题开始开展面向商业化的活动。 今后，我们

的目标是让阶段关卡流程有效地发挥作用，持续产生脱碳技术

等创新性技术和产品。

成立智库“JX金属战略技研”

强化新业务和技术开发的公司内部流程

本公司技术战略部除了通过 ISB进行人才培养外，还举办

横向学习班，这一举措的目的是让本集团公司的每个人了解自己

担当以外的产品和本公司，并在此基础上促进跨部门的事业部之

间的合作。在横向学习班上，全体员工学习各事业部的业务内容、

产品和服务，通过踊跃的问答和讨论，让大家很好地了解本集团

公司，其结果是有利于与公司外部进行更广泛的交流。通过这些

举措，我们正在推进开发能够在发掘共创合作伙伴候选人、探索

新的开发主题以及进一步扩大现有业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人

才。

技术战略部举办的公司内部培训

作为肩负技术驱动型企业的人才培养的一环，本公司正

在公司内部实施能够利用数字数据和先进技术对自己的业务

进行变革的人才（数字创新人才）的培养计划。培养计划可

以大致分为学习数据科学基础知识的研修和为使用更接近现

场的数据实践数字创新而实施的各种举措。

● 基础知识研修的主要举措（2020年度）

・   数据科学研修 入门篇：49名新员工参加听课。使用 BI（商

业智能）工具可视化数据等。

・   数据科学研修 基础篇：在全公司募集 70人参加听课。使

用 VMS（视频管理系统）进行机器学习的演习等。（预计

从 2021年度开始同时实施电子化学习计划 ）

数字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滋贺大学 河本薰教授在研讨会上讨论
（照片：滋贺大学提供）

在技术战略部举办的研习会上的讨论场景 

● 为实施而做的主要努力

・ 在各基地，在外部顾问的指导下通过数据挖掘改进工艺。
・ 接受信息学专业学生实习
・   与滋贺大学数据科学学部合作（提供实际操作数据、讨论工
艺改进、人才交流）

技术战略部之声

VOICE

在变化更加迅速且不确定性很高的将来，技术战略部开展活动的目的是让本公司长期和可持续地创造价

值。发掘中长期潜在需求的 NEXUS计划、管理主题不确定性的阶段关卡流程、高速应对变化的开放创新、
培养创新组织文化的 ISB和横向学习班等所有活动都是为了通过创新创造新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彼此紧密相
连。我们之所以能够开展这样的活动，是因为有现在的业务提供支持，我认为可以盈利的活动环境非常难得，

觉得活动很有意义。

最近，作为企业迎接创新挑战的方式，我经常听到“双手经营”这个词，但我认为相互尊重是关键。考

虑到这一点，我想在保持公司内外顺利沟通的同时，为实现长期愿景做贡献。 
JX金属株式会社
技术本部技术战略部

新城 忠之

● 为创造新事业思路而打造平台

技术战略部的举措之一——“Idea Seed Bank”是一个

促使员工创造和培育思路的平台，在这里开展帮助产生思路、

为内部审查提供支持、成员之间的讨论等活动。它也是一个

超越所属部门和基地的交流场所，激发员工的灵感，让其形

成自己的思路。目前以本公司技术本部、机能材料事业部和

薄膜材料事业部为对象，但计划到 2022年度为止扩展到所

有事业部。 

在“NEXUS活动”中，从与先进技术相关的全公司所

有技术能提供的价值与社会问题之间的交点寻求商业机会，

选择中长期开发主题，并努力使其成为开发主题。

人才，以实现公司成立的目的。

【JX金属战略技研株式会社的研究主题示例】

・ 碳中和动向对铜等材料供需的影响
・ 中国冶炼行业供需结构对日本产铜行业的影响
・ 基于 LCA规制的有色金属业务发展方式

・ 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发展 

为培养下一代人才而做的工作

TOPICS

为了在将来稳定地确保和供应不可替代的有色金属资源和材料，培养肩负未来的人才必不可少。本集团公司向以从小学生到高中生的

年轻人为中心的人员提供各种体验和实践的机会，并努力创造机会让人们了解有色金属。

我们在东京都港区实施了面向

小学生的社会科参观计划，并接受

了东京大学全球科学校区的学生

（高中生）。

● 接受参观和体验计划
向当地提供本公司对其制作提

供过合作的“学研漫画易懂系列‘铜

的秘密’”，并在网站上以测验和

游戏的形式提供可以学习铜知识的

内容。 网站“铜（Copper）君说‘铜’” 

● 教育内容的提供和公开

▶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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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2　提供支持生活的先进材料

应对重要课题

近年来，尽管对有色金属材料稳定供应的需求不断增长，

但日本国内的有色金属冶炼和回收利用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

和技术人员的人数一直在减少。根据这种情况，本公司与东

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合作，在进行新型环保和谐型回收技

术的开发的同时，还于 2012年设置了以培养负责开发该技

术的人才为目的的组织“有色金属资源再生工程捐赠研究部

门（JX金属捐赠单元）”。

在 2017年 1月开始的第 2期活动中，除了第 1期活动

外，还通过面向以高中生以下的年轻人为中心的普通社会的

宣传活动，强调有色金属领域的重要性和未来潜力，由此推

进培养肩负下一代的人才。2020年因新冠疫情而未能进行

现场授课等面对面的活动，但通过在WEB上举办座谈会，

成功将活动扩大到了海外等远处的人员和非技术人员。

2018年，为了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做贡献，本公司与国立大学

法人东北大学签署了组织合作协定，致力于在互联先进技术（ICAT：

下一代布线材料技术）等有色金属行业领域进行研发和人才培养。

作为其中的一环，本公司决定在东北大学青叶山新校区建造一座研

究楼，并将其捐赠给东北大学。随后，按照当初的计划，研究楼“材

料创新中心”于2020年7月31日竣工并交付使用。对此，我们于

8月21日收到了东北大学的感谢信。该中心旨在集结东北大学的

研究人员、包括大学创办的创业公司在内的日本国内外企业以及研

究机关，发展成为一个材料科学领域的国际性开放创新基地，并从

2020年 9月开始正式投入使用。

根据 2019年签订的“面向实现 SDGs的综合联合研究

促进协议”，本公司与思修馆于2020年 5月设置了“面向实现

SDGs的全球社会弹性联合讲座”。担当教员由思修馆的桥本

道雄特定教授和清水美香特定准教授担任，以SDGs为关键词

在所有领域发掘、提取和研究课题，同时，力争为与这些课题相

关的全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2020年 5月11日，作为第一场

活动，本公司的取缔役和相关人员作为参加人员，举办了与两位

教担当教员的研究领域和内

容相关的在线演讲会。以此

为起点，我们正在以下述 3

项活动为中心进行推进。

东京大学有色金属资源再生工程捐赠研究
部门（JX金属捐赠单元）的活动

东北大学“材料创新中心”竣工

与京都大学大学院综合生存学馆（思修馆）
设置面向实现 SDGs的联合讲座

材料创新中心

金属商业研究会的场景

■成员（2020年度）　※职位为 2020年度的情况

特任教授 冈部 彻
东京大学 副校长
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 可持续能源与材料综合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研究主题】

开发稀有金属回收新技术

特任教授 所 千晴
早稻田大学理工学术院 教授
【研究主题】

开发资源高度分离浓缩技术

为了将废弃物和难处理矿石作为“资源”使用而进行的分离浓缩

技术的开发

特任教授 黑川 晴正 　
【研究主题】

有色金属冶炼工艺最优化 

■ 2020年度的主要活动
2020年 7月 第 91届稀有金属研究会
   大井滋前社长做关于“有色金属资源材料产

业与 SDGs/ESG”的演讲 

2020年 11月  材料领域中的 SDGs座谈会@涩谷 QWS+
在线发布 

2021年 1月 第 8届贵金属座谈会
  贵金属冶炼与回收技术的前沿

2020年 6月，本公司开始与Novel Crystal Technology, 

Inc.就氧化镓晶体的实用化进行合作，该晶体有望用于下下

一代功率器件。功率器件是用于控制和供应电能的半导体器

件，目前硅是主流材料。然而，由于硅材料的物理特性，功

率损耗的降低是有极限的，因此在大电流和高耐压领域希望

能有下一代材料取代它。

由 Novel Crystal Technology创始人等组成的研究小组

发现的氧化镓即使与同样被称为下一代材料的碳化硅相比也

具有能以低成本生产高质量、大尺寸单晶基板的潜力。今后，

我们将继续开发要素技术，将氧化镓晶体与本公司拥有的的

高纯度化和金属氧化物处理等技术相结合，力争能将其投入

实际应用。

从 2021年 4月开始，本公司在大阪大学大学院工学研

究科开设联合研究讲座“JX金属循环经济推进联合研究讲

座”。联合研究讲座设定了 2大主题，通过这种产学合作，

本公司将推进有助于循环经济的技术开发和业务发展。

自2019年起，本公司投资了从事面向金属 3D打印机等的

合金设计、3D打印机装置原创软件开发等业务的Alloyd公司（原

OxMet Technologies公司），除了开发用于 3D打印机的金属

粉末并开发其用途之外，我们促进了在开发用于精密压延的新型

铜合金方面的合作。在此次合作中，利用本集团公司生产的铜、

钽铌等高品质原材料，致力于开发医用植入材料、航空航天超高

熔点材料以及面向其他各种应用的纯铜和铜合金材料。此外，我

们派遣本公司工程师到 Alloyd公司学习最新的计算冶金技术，

并通过本公司的知识提高 Alloyed公司的计算精度。 

在功率器件材料方面的合作

与大阪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联合研究推进循环经济

在用于 3D打印机的金属粉末等的开发
方面的协作

开放创新

通过与集团内外的合作促进开放创新
本公司的研究开发工作由定位为“企业实验室”并负责下一代研发的技术开发中心和进行与事业密切相关的开发的各个事业部

开发部门共同推进。

此外，还以各种形式推进共同创造，例如与本集团各公司拥有的独创技术进行协作、与大学等研究机构进行联合研究以及与外

部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构建能够创造新技术和

新价值的体制。
集团外企业 JX金属 合作大学

【联合研究讲座的主题】

① 考虑有色金属物流整体的冶炼回收研究开发及社会实践

②  削减制造能源、接合、粘接、耐腐蚀性、可靠性评估技术

的进步、数值解析方法、新材料创造等的研究开发及社会

实践。

氧化镓100mm磊晶圆基板（在售）

活动（担当教员） 活动内容

①  金属商业研究会（桥本特
定教授）

针对本公司业务面临的各种问题，本公司员

工和思修馆的学生共同讨论解决方法并制定

方案

②  弹性研习会（清水特定准
教授）

根据弹性的每个主题，以本公司员工为对象

举办研习会

③  SDGs未来愿景研究会
（各担当教授）

按照思修馆提出的“八思”的各个学术领

域，实施由思修馆教员进行的演讲和由学生

进行的研究发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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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金属株式会社
环境安全部

荻野 隆博

2020年10月1日，为了纪念SQUARE LAB的开设，我们

举办了开幕式，并邀请商业设计师滨口秀司前来参加。他在主题演

讲中，以“如何产生创新？”为主题，谈了不受偏见约束地创造新价

值的逻辑。在通过在线方式将全国的事业所连接到一起的实时交

谈环节，各事业所提出了许多问题，并就 JX金属的创新可能性进

行了热烈讨论。包括在线参加的人员在内，共有超过 300人参加

了本次活动。

我于 2021年 4月跳槽到本公司，并参加了面向

中途入社人员的“SQUARE LAB参观交流会”。在参

观过程中，能够通过与实际产品和技术相关的演示、制

造过程的视频等来体验和了解本公司的技术。有机会直

接询问技术和产品方面的问题对完成工作而言是非常宝

贵的经验。在新冠疫情蔓延时期加入公司，我曾经有些

担心，但现在能通过交流会与同时加入公司的员工和其

他部门的员工建立横向联系，让我消除了孤独感，并能

顺利推进工作。 

2020年 9月13日，我们从东京大学面向高中生举行的“东

京大学全球科学校区（UTokyoGSC）”的听讲生中邀请了9名

学生参观了总公司办公室。在参观展示厅“Gallery”后进行的与

员工交流和讨论中，我们以“想通过6G通信技术实现的世界”和“使

用金属材料的实现方法”为主题，畅谈了产品制造的乐趣和魅力。

2021年 2月18日，我们将住在伦敦的相浦Midori（PLP 

Architecture）与SQUARE LAB 连接起来，举办了在线演讲会

和研讨会。与会者学习了相浦女士在伦敦从事的智慧城市和循环

经济的实现等先进主题，并与来自其他公司的参加人员交换了意见。

通过从“城市”这个广阔的视角俯瞰本公司的业务，我们获得了新

的见解和创意。

产生创建新事业的“种子”的交流基地

举办以“创新”为

主题的开幕式

中途入社社员参观后的心声

VOICE
东京大学环球科学校区

邀请听讲学生参观总公司办公室

举办“未来城市与物质创新”

研讨会活动 

SQUARE LAB

Column

本公司为了寻求有色金属支持社会的更多可能性，

正在推进面向创建新事业的开放创新战略。

加速开放创新的关键在于有一个可以交流思想、

产生创造新价值的“种子”的地方。

2020年 6月，在总公司办公室开设了 SQUARE LAB，

它由可以体验本公司核心技术和未来愿景的展示厅“Gallery”和

可以有大量人员进行讨论和举办研讨会的“Arena”组成。

是公司内外的人员聚集的共创空间。

SQUARE
LAB

“种子” “芽” 

促进开放创新

初创企业

合作伙伴企业

大学

国家、行政部门

在 SQUARE LAB，我们策划各种超越组
织界限的主题活动。在那里产生的想法（种

子）将被培育成新的事业萌芽。

<项目示例 >
● 有初创公司加入的活动

● 脱碳、智慧城市等特定主题的活动

● 为摸索与其他企业共创而进行的交流

● 激发员工创新思维的活动

● 连接国内外基地的活动

也可作为培训和交流的场所使用 

激发员工的创新思维

获得从多个角度进行创意的能力

资料来源：PLP Architecture

项目名称：TREE HOUSE、Rotterdam, Neth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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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重要课题

重大课题 3

实现有吸引力的职场
员工能发挥各自的能力并保持身心健康，

由此而迸发的活力充满职场，

这对于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本集团公司正在努力从确保劳动安全与卫生、

适当的人员评估制度以及人才培训等各种角度创建有吸引力的职场。

本集团公司在各事业所及集团公司根据《劳动安全卫生

法》设立了安全卫生委员会等。此外，我们在管理系统的框

架内建立了与包括常驻合作公司在内的劳动者协商的机制。

在本公司总部，召开了由各事业部和事业所的代表人（安全

担当基干职位及工会支部委员长）出席的中央安全卫生委员

会会议（每年 1次）和上述代表人中的常务委员（各事业部

安全担当管理职及中央工会的三位主要负责人）出席的中央

安全卫生常务委员会会议（每年 5次），以总管安全卫生措

施、审议安全卫生管理方针和讨论防止劳动灾害再次发生的

措施。而且，为了交换与安全卫生有关的信息，还举行由劳

资联合进行的安全卫生巡视（每年 1次）、安全负责人会议

（每年 2次）、以安全实际业务人员为对象的研修会（每年

1次）和由外部讲师演讲的安全演讲会（每年 1次），但是，

2020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的影响，可以召开的会

议都在线举行，部分会议放弃了举行。

在本公司直辖的事业所（包括事业所内的集团公司）及

日本国内主要集团公司，由直属本公司社长的小组定期进行

环保安全审核。将提出的问题向本公司社长报告后，通知事

业所并敦促其改进，同时对以后的应对状况进行跟进。2020

年度以 11个事业所为对象，但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

的影响，仅 3家事业所完成了现场审核（文件审核已通过网

上举行在所有事业所实施）。未出现重大的指正事项。对于

仅进行文件审核的事业所，计划延期到 2021年度再进行现

场审核。

此外，本集团公司已在日本国内 11个和海外 2个事业

所取得了  OHSAS18001认证，但为了应对因 ISO45001

生效而废止 OHSAS（2021年 3月），我们正在努力对

劳动安全卫生管理体制

包括 OHS手册在内的各种管理文件进行改订和新建，推进

计划性切换及重新取得认证，进一步提高安全卫生标准。到

2021年 3月，已有日本国内 6家事业所（占预计取得认证

的事业所的 35%）和海外 5家事业所自主取得认证，2021

年度也将按照计划推进取得认证。

※1  在日本国内，已取得 JIS Q 45100（在国际标准 ISO 45001的要求事项上增加日

本独有的要求事项后的 JIS标准）认证的事业所 

※2  ISO 45001适用于在职场工作的所有人员，包括合作公司的员工。此外，还承诺当

工作人员报告事故、危险源、风险等时，我们将保护其免于受到报复。

已取得 ISO45001认证的事业所（2020年度）※1※2

KPI与进度状况

培育安全文化 人才培养和促进健康推进多元化

▶ P54 ▶ P59▶ P57

主要工作

我们将保护在 JX金属集团所有业务领域工作的人员的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通过创建能够安全、放心且健康地工
作的环境，实现有吸引力的职场。

1. 除了遵守与安全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外，还要为此设定必要的自主基准并严格管理和遵守。

2. 努力不断改善和升级劳动安全卫生管理系统，以达到安全卫生目标。

3. 积极提供信息和进行培训，培养自主思考和行动的人才，从而有组织地提高安全卫生意识。

4. 在所有业务领域识别危险源，努力将其消除和降低风险，重复实现年度减灾目标，力争实现永久零灾害这个最终目标。 

5. 确保良好的沟通和舒适的职场环境，推进与保持健康和预防疾病相关的措施，努力维护和改善员工的心理和身体健康。

JX金属集团的安全卫生基本方针

培育安全文化

【日本国内】

・ 日立事业所（包括技术开发中心和场地内相关公司）
・  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 佐贺关冶炼所（包括场地内相关公司）
・ JX金属精密技术株式会社 那须工厂、挂川工厂
・ JX金属三日市回收株式会社
・ 东邦钛业株式会社 茅崎工厂

【海外】

・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Philippines, Inc.
・ 台湾日矿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龙潭）
・ TANIOBIS GmbH
・ TANIOBIS Co., Ltd.
・ TANIOBIS Smelting GmbH & Co. KG

KPI 2020年度实绩和进度 评估

减少发生严重的劳动

事故：2020年度的年
度每千人（休业4天以
上）比率为0.7以下

2020年度的千人比率达到1.1。我们充分认识到劳动灾害事实的严重性，将通过提高风险评估的有效性和提高
员工对事故原因的调查能力等，努力不断完善安全卫生管理系统，防止发生劳动灾害。

培育安全文化  ▶P54　/　ESG数据集（劳动安全卫生） ▶P91

提高年假利用率：

2020年度为80%以上

我们一直在努力营造更容易休年假的职场环境，并增设了年假奖励日，但由于为了更加适宜灵活的工作方式而

对制度进行的变更，以及受到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而限制外出的影响，年假利用率仅为73%。今后，我们
将继续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年假利用率。 
推进多元化 ▶P57

实施实现人和组织的活

性化的举措

伴随本公司总部搬迁的ABW、引进促进沟通的各种措施、通过确保和利用高度专业化人才及中高龄人才来营造
各种人才都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环境。此外，我们还通过引入职业设计研修等进一步充实了现有的培训体系。 
人才培养和促进健康 ▶P59　/　ESG数据集（人才培养） ▶P92

促进员工健康的举措：

2020年度的癌症筛查
率达到70%以上

由于医疗机构方面作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策对接纳人数进行了限制，所以筛查率仅为54.7%。从2021年度开
始，我们开始为综合性体检和癌症筛查提供特别休假，今后将继续改善体检环境。

人才培养和促进健康 ▶P59
维持和提高残疾人雇

用率：2020年度为
2.3%以上

本着人才的多样性将促进企业发展的信念，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积极聘用老年人、残疾人、女性和在职人才等多

种人才。2020年度残疾人雇用率达到了2.19%。今后将继续讨论采取各种措施。
促进多样性 ▶ P57 / ESG数据集（多样性） ▶ P94 

评估：  达标、顺利　  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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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3　实现有吸引力的职场

应对重要课题

● 风险评估
本集团公司各事业所均根据管理系统开展风险评估活动。

关于事业所的风险，我们通过“识别危险（危险源）”、“预

测灾害情景”、“风险评估”及“必要的风险应对（降低风

险的措施首先考虑硬件对策，仅在硬件对策无法应对时才考

虑软件对策）及其有效性评估”这样的PDCA循环来进行管理。

2020年度，我们预定了确认风险评估的实施状况、提

升教育水平、现场跟进等活动，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蔓延的影响，现地指导无法实施，只能在环保安全审核的材

料审核中实施抽查确认和指导。

提高风险评估水平是一个应该持续解决的课题，我们也

开始了包括残余风险管理在内的风险降低进度可视化工作。

● 预防重型机械与人的接触事故
本集团公司将“预防重型机械与人的接触事故”列为安

全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为了预防容易导致重大灾害的接触

事故，除了自 2018年度以来一直在推进引入的基于 RFID

的系统之外，我们还于 2020年度在仓见工厂将使用智能相

本集团公司在茨城县日立市设置“危险体验培训中心”

并实施安全培训，以提高每位员工的“风险敏感性”并提高

他们的安全意识。风险敏感性指的是“准确地感觉到危险”

的感觉，通过使其更加敏感，可以帮助做到“不做危险的事情”。

由于实际发生的劳动事故中大多是以前已经发生过的事

例（类似劳动事故），因此在该设施准备了一套程序，通过

模拟体验以前已经发生过的劳动事故来提高对危险性的理解

和风险敏感性。而且，我们还将引进了一套新的培训课程，

它利用了 VR技术，通过它可以实现无法实际体验的“受灾

体验”，持续不断地努力将劳动灾害防患于未然。

本集团公司致力于确保所有事业参与人员的安全和健康，提

高安全第一的意识和风险敏感性。在安全培训方面，以日本国内

外集团公司的所有员工为对象，定期实施通过电子化学习进行的

研修。该内容可让学员在短时间内掌握安全的基础知识，2020

年度有 2,921人学习了该课程，听讲率为73%。

除了在每个事业所引进危险体验培训设备之外，本公司

还以实际发生的事故为基础制作了安全教材“劳动事故再现

视频”，并分发到包括集团公司在内的各事业所，努力提高

安全意识和风险敏感性。

劳动事故再现视频以集团内外实际发生的劳动事故事例

为教材，除了能够了解

劳动事故的悲惨程度、

原因和对策之外，还可

以用作各集团公司的交

流工具。

面向安全保障的 2020年活动内容（日本国内）

面向确保安全的 2020年安全活动（海外）

在危险体验培训中心进行安全培训

通过电子化学习  提高安全意识劳动事故再现视频的制作和运用

机的人体检测系统实证测试

（当作业人员接近叉车时向

重型机械运行人员发出警

告）作为 IoT/AI措施的一环

开始运用。

● 作业环境测量
本集团公司对职场作业环境进行测量和评估，无论是否

是由其他公司承包的职场，并根据其结果改善作业环境，以

预防工作人员出现健康问题。

此外，与作业环境的测量结果及基于该评估制定对策相

关的内容、左侧风险评估结果等作为安全卫生委员会基于《劳

动安全卫生法》的提议事项进行调查和审议，议事概要以书

面等形式告知所有相关工作人员。

电子化学习的画面（从楼梯跌落）

从高处坠落的事例

在 CASERONES 铜矿山食

堂安装防止飞沫感染的隔板后

的情景 

叉车摄像头设置状况
此外，近年来，公司员工的劳动灾害不断减少，但合作

公司员工的劳动灾害仍然是问题。因此，我们在主要工厂引

进了迷你体验培训设施，努力提高不仅是公司员工，而且包

括合作公司员工在内的风险敏感性和安全意识。

危险体验培训中心和迷你

体验培训设施将为员工消除劳

动灾害共同努力。

本集团公司每年都根据对前一年的安全卫生成绩进行分析

的结果制定“安全卫生管理方针”，设定目标和重点措施的，经中央

安全卫生委员会审议批准后，推广到整个集团公司。

2020年安全卫生管理方针 目标

1. 需要休业或更严重的劳动事
故：零

2.爆炸及火灾事故：零

3.职业病：零

4. 普通疾病休业率：过去 3年
的平均实际成果的 90%以下

重点措施

・ 促进本质安全
・ 扩充安全卫生培训
・ 强化施工安全管理 
・ 维护和促进身心健康
重点安全活动

为了将“重大灾害”防患于未然，

我们将有计划地推进以本质安

全的观点为第一的改进。

● 机能材料事业部
我们以日本的安全活动为基础，根据相应国家的法律和

制度积极推进安全活动。具体来说，我们正在推进以危险源

为着眼点的风险

评估，并参考日

本的危险体验培

训中心，开设符

合当地实际情况

的危险体验培训

中心，并将其用

于安全培训。

 
● 薄膜材料事业部
以通过以风险源为着眼点的风险评估有计划地实施具体

措施的活动为重点，同时，我们也在大力开展作为安全基础

的 5S活动。此外，部分事业所

还引进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内

容的虚拟现实（VR）系统，并将

其用于安全培训。 

● 钽·铌事业部
我们正在推进高空作业规则的再确认、过去灾害分析和对策

横向推广、强化各事业所内的安全巡逻以及预测风险活动。此外，

我们还大力开展改进风险评估和作为安全基础的 5S活动。 

VR体验培训

(台湾日矿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

VR体验培训的情景

危险体验培训设备（体验踩下和松开安全鞋的例子）

（日矿金属（苏州）有限公司）

● 资源事业部
为了提高安全成绩，我们将继续努力严格遵守安全标准，

提高安全技术和安全意识。此外，CASERONES铜矿山还

提供住宿营地、食堂、体育馆（目前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

延的影响而关闭）和商店等劳务服务。而且，为了防止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我们正在坚决实施进入设施前的体温检测、

现场开始工作前的抗原检测、现场设备的清扫以及在食堂和

通勤巴士上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

在海外集团公司，按照所管辖的事业部分别设定重点主题并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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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3　实现有吸引力的职场

应对重要课题

本公司正在促进创建各种人才都能发挥积极作用的职场，

特别是关于女性员工发挥作用，根据《推进女性在职业生活

中积极参与的法律（女性活跃推进法）》，我们制定了一项

到 2020年度为止的 5年计划，并努力实施各项举措。

在目标的最后一个年度即 2020年度，我们扩充了居家

作为“人和组织的活性化”的一环，本公司正在积极推进营造

各种人才都能满意地工作的环境。努力实现一种即使在怀孕、分

娩、育儿、养育和长期护理等情况下也能充分发挥能力的工作环境。

对于与分娩和育儿相关的制度，除了法定标准制度之外，我们还

建立了自己的制度。此外，除了介绍可以使用的公共服务和公司制

度之外，我们还编写了“育儿护理和工作并立支援手册”，并在公

司内部颁布，该手册总结了兼顾工作和生活的要点及上级应发挥

的作用。2019年度，我们还取得了与下一代培养行动计划相关

的认证标志（俗称 Kurumin）。

创建女性能发挥积极作用的职场

为实现多样化工作方式而实施的支持措施

办公制度 、引进了无核心时间的弹性时间工作制并通过扩大

托儿所的使用来改善就业环境。2021年度以后，我们将继

续制定新的行动计划，进一步致力于为女性创造发挥积极作

用的机会。 

● 居家办公制度

2018年1月，本公司引进了居家办公制度，作为努力“营

造各种人才都能满意地工作的环境”的一环。我们根据新冠

疫情的感染情况及政府机构的要求，按照需要设定到公司上

班的比率目标。在制造基地（工厂等），大部分员工都需要

到公司才能开展业务，所以没有设定到公司上班的比率目标

值，但我们会根据部门特点利用居家办公制度。在海外基地，

我们根据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采取感染预防措施，并对每

个基地分别判断是否限制到公司上班。

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将尽最大努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蔓延，确保交易商、当地社区、员工及其家人的安全，

同时，认识到我们提供对社会不可或缺的产品的社会责任，

并努力继续我们的事业。

● 引入无核心时间的弹性时间工作制
除了为了推进员工更加自主的工作方式而设定现在的

有核心时间的弹性时间工作制之外，我们还在总部及矶原

工厂的部分部门引进了没有核心时间的弹性时间工作制，

同时扩大了对象时间的范围（从 7:00 ～ 22:00扩大到

5:00 ～ 22:00）。

● 确保和利用高度专业人才和中高龄人才

伴随 JX金属战略技研株式会社的设立，引进不受本集团公

司现有人事制度约束的灵活雇用体系，开始确保和使用高级专业

人才和中高龄人才。

分娩育儿相关制度

护理相关制度

怀孕 分娩 

0岁

分娩休假

一次性分娩津贴 支付附加费 支付分娩津贴

附加费

支付复职支援金

育儿补助（到小学入学为止）

延长出勤措施（至小学3年级为止）

※根据情况可至小学6年级

● 免除超过限制时间的加班

● 免除深夜工作

● 免除加班工作

● 缩短工作时间的措施

● 适用弹性时间工作制

支持利用门房保姆的制度

JX健康保险附加费+互助协会支付金

确保就诊时间 产前产后休假

育儿休业（如果满足条件，可至2岁）

支付一次性分娩津贴

向配偶分娩的男性员工在分娩时

付与最多3天的休假

确保怀孕的女员工接受保健

指导和健康指导的时间。怀

孕23周前每4周一次，怀孕24

～35周期间每2周一次，怀孕

36周后每周1次 

给予分娩女性员工产前6周和产后

8周的休假

子女看护休假（～小学3年级为止）

如果孩子受伤或生病，给予5天/年（1个孩子时）或10天/年（2个孩子时）的假期（可以半天为单位休假）

工作措施（直到上小学为止）

采取免除超过限制时间的加班、免除深夜工作、免除加班、工作时间缩短措施、错开时间上班等当中的某一项措施。

确保育儿时间

支付分娩津贴

支付育儿休业津贴

抚养未满1岁儿童的女性员工每天2次，每次30分

钟的时间，如果满足条件，最多可到1岁半为止

可以缩短育儿休业、增

加期间可以变更的次数

JX
金
属
在
法
定
休
假
上
的
加
成
部
分

法
定
标
准

1岁 2岁 3岁 小学入学 小学3年级

育儿和养育

法定制度 ＋JX金属的情况

休假

●  有1位需要长期护理的家属
时：5天/年（可以半天为单
位休假）

●  有2位以上需要长期护理的家
属：10天/年（可以半天为单
位休假）

休业 ●  最多可休假3次，可休假93天

●  总计可休假730天，可分4次
休假

●  长期护理休业津贴、长期护理

补助（经济补贴）

出勤

措施

●  免除超过限制时间的加班

（24h/月，免除超过150h/
年后的加班）

●  免除深夜工作（除非与能长期

护理的16岁以上家属住在一
起，否则免除深夜工作）

●  3年两次以上（工作时间缩短
措施）

●  适用弹性时间工作制 

●  免除加班工作

●  3年内多次、每天最多减少2
小时工作时间

制度利用人员之声

VOICE

技术开发中心有许多从事技术类工作的女性，现在也有数

名女性在休育儿假。我所在的部门是分析组，该部门负责分析

事业所内的排气和排水和测量作业环境，休产假后，我现在缩

短了工作时间。分娩前，我参加了职场举办的女性工作论坛，

与其他事业所的女性员工进行了交流，而我复工后参加的第五

年培训的职业独立计划让我有机会思考长

远职业规划。

我尝试比以前更多地与职场的每个人

交流，分享工作进度，并养成了想办法在

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任务的习惯。今后，我

将在利用公司的育儿援助制度的同时，考

虑如何才能让分析系统和信息管理对任何

人都易于使用。 
JX金属株式会社
日立事业所

技术开发中心

分析组

当房 实咲

本集团公司尊重人才的多样性和工作方式的多样性。

根据日本国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正在积极推进老年人雇用、残疾人雇用、女性积极参与等举措，

并正在推进整备与 LGBTQ+相关的制度。
此外，根据《推进女性在职业生活中积极参与的法律（女性活跃推进法）》，我们制定了一项到 2020年度为止的 5年计划，
并努力推进实施各项举措。

对多元化的理解

推进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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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3　实现有吸引力的职场

应对重要课题

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方针，本公司从 2016年度开始大力开

展“人和组织的活性化”活动，以“管理能力开发”、“专业能力开发”、“国

际化能力开发”、“自我提高”和“其他能力及意识开发”这 5个支

柱实施各种培训，并努力进行广范围的人才培养。此外，为了帮助

伴随“人和组织的活性化”强化培训体系

每位员工进行意识改革并提高能力，作为新的培训制度，除了开

始了职业设计研修之外，还提供学习本公司DNA的研修和其他

各种支持。

● 国际化培训

为了培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的人才，我们

正在推进国际化教育。“第 2年海外研修”的目的是将员工

派遣到海外的语言学校学习 8周，不仅学习语言，还能体验

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培养世界通用的灵活思维方式。

● 青年员工培训（针对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员工）

以进入公司后不超过 5年的大学和研究生院毕业的员工

为对象，提供学习作为商务人士的基本技能的“新员工研修”、

构建职业愿景的“第 5年研修”等各方面的研修。

● 新开设职业设计研修

从 2020年度起，实施系统化的职业发展培训。作为其

中的一环，我们为年轻员工开设了“职业设计研修”，以学

习如何制定职业规划。

职业设计研修负责人之声

人事负责人之声VOICE

VOICE

为了培养本公司在长远规划中提出的“创造附加价值的人才”，我希望创造一种员工可以通过内在动力

行动的状态，为此，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所以我策划了这项研修。 我自己听到过诸如
“我做不出自己的职业规划”、“我担心结婚或生育后是否可以继续工作”等声音，所以我就在思考怎么做

才能安心地继续工作。有听讲生评论说：“研修成了我思考自己的人生和职业规划的机会”、“听到有经验

的人讲话很有参考价值”，而另一些听讲生则说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

我目前驻扎在法兰克福，但驻在员办事处的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任务，所以我想与大家加强沟通，满足大

家的需求，让大家可以安心地继续工作。 

为了营造让各种各样的人才都能舒适地工作的环境，本公司正在强化各种制度。在分娩和育儿相关方面，

进行育儿休业的男性员工人数逐年增加，为了对他们提供支援，我们正在努力将育儿相关制度和服务等告知

配偶已分娩的男性员工。此外，在设计弹性工作时间、居家办公、育儿补助等制度时注意能让全公司员工可

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灵活利用它们。在长期护理方面，近年来利用长期护理辅助的人不断增加，我们希望

提供必要的支持，为未来长期护理人口的增加做好准备。

为了让多元化人才发挥积极作用，我们认为不仅职场要适宜工作，而且工作有意义也很重要。除了派遣

女性管理人员去公司外部研修，积极推动促进女性发挥更大作用外的举措外，由于招聘的在职人数和外籍员

工数也在增加，因此有必要加深对“与地区共存共荣”、“一山一家”、“以工作为导向”和“积极进取的风气”

等成为共通语言的本公司 DNA的理解。除了过去举办的日矿纪念馆和废矿参观之外，我们还准备制定一个
能够学习本公司 DNA的计划。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让每一位员工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JX金属株式会社
法兰克福办事处

井伊 菜月

JX金属株式会社
人事部

安藤 智彦

● DNA研修

本研修的目的是培养拥有将自己作为直接对全球环境和当

地社会负责的一员的意识、同时将其与自己的价值观叠加并肩负

ESG经营重任的核心人才。

为了以健康和安全最重要的认识为基础，通过维护和改

善员工的身心健康，为提高日常生活的活力和组织活性化做

贡献，本公司正在推行各种措施。除法律规定的定期体检、

心理健康压力检查、建立这些数据的集中管理体制、对定期

健康检查进行费用补贴、运用综合性体检代用制度之外，还

在 2021年度开始对综合性体检和癌症筛查给予特别休假。

在心理健康方面，作为预防心理健康问题的措施，我们

建立了让员工可以随时咨询行业医生的制度。此外，我们还

为海外驻在员及其家属提供在线健康咨询服务，他们可以用

日语向专业医师咨询身体状况方面的问题。而且，关于对全

体员工进行的压力检查，自 2021年度起增加了问题数量，

以便能进行更详细的压力水平分析。

此外，关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除了继续日常性使

用居家办公等各种措施外，还针对因感染预防和封锁而被迫

努力改善健康

过着高压力生活的海外驻在员及其家属执行特殊回国休假制

度，并在本公司总部及日本国内主要事业所实施疫苗接种。

其他能力及

意识开发
合规、安全、环保、ESG培训 通信培训、公开研讨会

自主创新支持

国外留学A

新员工研修

系长研修

公
司
内
部

TO
EIC

短
期
语
言
研
修
、

第
2外
语
研
修

海
外
语
言
研
修

各
种
职
业的
专
业培
训

岗
位
轮
换

新任基干职位研修

国外留学B

基干职位和中级职位研修

年轻员工研修

专业能力开发 国际化能力开发

管理能力开发

自我提高 实务职位

指导职位

总括职位

基干职位

为了实现 2040年长远规划中提出的技术驱动型经营，我们正在推动确保和培养创造附加价值的人才。 

对人才培养的理解

人才培养和促进健康

2020年度的申请件数为 24件

● 自主创新支持

这项制度的内容是由员工自己申请并参加自己想学习的外部

研修课程，在课程学习结束后，公司将补贴一半的费用（最多 50

万日元 /1套课程）。由于可以选择的课程范围广泛，因此该计划

比以前的计划更能满足员工自我提高的动力。

在本公司总部进行接种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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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思想，并推动在业务活动中对人权的尊重。

应对重要课题

重大课题 4

尊重人权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活动的本集团公司认为尊重当地居民、顾客、

员工和包括交易商在内的所有供应链相关人员的人权并保持健全的经营是保持事业连续性的前提条件。

基于这一理解，我们努力通过说明会和听证会等机会，

开展有助于尊重人权的事业活动并营造尊重人权的企业文化。

本集团公司设置了“JX金属集团热线”作为包括侵犯人

权在内的公司内部咨询窗口，接受从日常可能发生的人权问

题到至严重人权侵犯的匿名咨询。热线收到的所有举报案例

的内容及应对状况都向本公司社长说明。关于设置热线，我

们已在公司内联网公布，并通过包括人权研修在内的各种研

修力争做到人尽皆知。通过热线进行咨询和举报不会对举报

人造成任何不利影响。2020年度的举报数量为 6件。

与人权相关的咨询窗口和补救措施

KPI与进度状况

▶ P62 ▶ P63

主要工作

人权教育和公司内部学习 在供应链中尊重人权

人权教育和公司内部学习

JX金属集团企业行为规范（摘录）

JX金属集团合规基本规则（摘录）

8.国际性事业活动
在国际性事业活动中，在保障相关国家及地区人们的基本人权的同时，尊重其文化和习惯，进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经营。

禁止歧视

JX金属集团各公司及其董事和员工等不得因为种族、国籍、性别、年龄、信仰、社会地位和身体特征等原因而在员工的雇用、工资、工
作时间以及其他工作条件、交易条件等方面进行歧视。

防止骚扰

JX金属集团各公司及其董事和员工等应积极防止性骚扰（包括性别骚扰）以及职权骚扰。

保护个人信息

JX金属集团各公司及其董事和员工等应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及公司内部规则等，适当保护与客户、交易商、员工等有关的个人信息，
同时，在因业务需要而使用个人信息时，要特别注意进行适当的管理。

防止童工和强制劳动

JX金属集团各公司及其董事和员工等不得直接参与使用童工和强制他人劳动的行为，并且要努力为解决这些问题做贡献。

为了防止发生歧视、骚扰、强制劳动、童工等问题，本

集团公司制定了相关指南并做到众所周知，同时，通过提供

定期研修的机会来致力于树立人权意识。2020年度，以所

有集团员工为对象，以“骚扰”为主题实施了人权研修。

设置这个主题是为了提高员工的人权意识和理解骚扰，

以回应“JX金属集团合规基本规则”明确规定不得有歧视和

骚扰行为。设定该主题为以下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基于“谁都有可能成为骚扰的加害方或受害方”的思考方式，

认识到骚扰对企业和员工的影响，每个人都重新考虑自己的

言行和职场环境。 今后，我们将继续理解全球事业推广中的

实施人权相关教育

电子化学习的教材

人权电子化学习的总听课时间
（听讲人数 x听讲时间）

2020年度　

1,857小时

此外，在补救措施方面，我们不限制通过任何外部补救

措施来解决问题，因此可以根据各国的法律制度寻求其他补

救手段。 

KPI 2020年度实绩和进度 评估

人权研修的听讲率：2020年度为
100%

除了在企业行为准则和公司内部规则中规定尊重人权外，我们还在各集团公司继续实施人权研

修和电子化学习，以提高人权意识并防止发生人权问题。2020年度，我们也对董事和员工进
行了人权研修，出席率达到100%。
人权教育和公司内部学习 ▶P62

在供应链中实施人权调查

本集团公司致力于防止整个供应链中的侵犯人权行为，并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建立并运用符合

OECD指南的供应链尽职调查管理系统。在2020年度，我们的金、银和钽也接受了外部审
核，并被认定为采取了适当的应对措施。

在供应链中尊重人权 ▶P63

评估：  达标、顺利　  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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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任关系。在 2020年度也与往年一样没有发生任何侵犯居

民权利的事件。

重大课题 4　尊重人权

应对重要课题

由于矿山的开发和运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特别大，因此必须

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人权。运营CASERONES铜矿山的 SCM 

Minera Lumina Copper Chile提出了“尊重居民的生活”、“保

护社区和环境”以及“遵守现行法律”作为支援当地社会的基本方针。

根据这项方针，自2007年项目开始以来，我们一直在通过举行说

明会和听取意见来努力与生活在矿山周围地区的 KOJA族原居民

冲突矿物是冲突地区（很多情况下是非法）生产的矿物

的总称，被作为当地武装分子的资金源，有可能导致侵犯人

权和不人道行为的蔓延。为了排除冲突矿物，我们响应信息

披露和强化利益相关者的审核这一国际趋势，本集团公司也

在相关企业团体（LBMA※1、RBA※2等）制定了调查计划，

并要求各个企业进行调查和接受外部审核。

● 金和银的供应链相关举措
金条生产商 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银条生产商本公司已

构建了包括原料产生地确认、风险评估、流通路径确认等内

容在内的供应链尽职调查（DD）管理系统并已投入运用。运

用状况将由 LBMA指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外部审核后，报告

给该协会。通过本手续，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的金条和本公

司的银条被登录到该协会的 Good Delivery列表中。同时，

它也被记载于 RBA和 GeSI※2制定的 RMAP Conformant 

Smelters（不使用冲突矿物的冶炼厂）”列表中，说明在冲

突矿物排除方面进行了正确的应对且得到了认可。

※1  LBMA：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伦敦贵金属市场协会）
由从事金块和银块交易的金融机构等构成的行业团体。通过在该协会的Good Delivery列
表中登录，可以保证高质量和高信誉。

※2  GeSI：Global e-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一个欧洲信息通信运营商团体，专注于实现数字可持续性的全球组织。 

● 钽的供应链相关举措
钽粉生产商 TANIOBIS GmbH在从冲突地区及高风险地

区采购原料时，仅购买 ITSCI※3保证与侵犯人权的行为无关

的原料，并实施供应链尽职调查等，严格按照国际标准运营

计划。由于这一努力，公司被认可采取了正确的措施来排除

冲突矿物，并被列入了RMAP Conformant Smelters列表。

此外，从在 2019年开始，通过由原料供应链相关

2020年 4月末，本公司宣布参与政府发起的“白色物流”

推进活动。随着货车司机短缺和老龄化等问题日趋严重，在物流

部门的主导下，全公司正在推进实施。 

针对当地居民的举措

对冲突矿物的应对

供应链中的人权举措

表明赞成白色物流

住民说明会的情景

接受 RBA※ 的 VAP审核

TOPICS

为妥善应对逐年增加的企业社会责任和来自客户企业的需求，本集团公司积极推进符合国际标准的举措。2019年度，东邦钛业株式
会社茅崎工厂和 TANIOBIS Japan株式会社 水户工厂接受了 RBA的 VAP（Validated Audit Process）审核，2020年度，本公司矶原
工厂也接受了该审核。

RBA的 VAP审核根据 RBA行为规范评估与劳动、安全卫生、环境和道德相关的标准及其管理系统的整备状况和遵守状况，矶原工
厂已被评估为总体上处于良好的状态。今后，我们将考虑扩大接受审核的基地，接受审核并轮换执行各个 PDCA循环以不断提高水平，
为在整个全球供应链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做贡献。 

在供应链中尊重人权

JX金属集团的采购基本方针（摘录）
4.对冲突矿物的应对
・ 不采购有助于冲突地区非法活动和造成侵犯人权的原材料。
・ 遵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的关于从冲突地区采购原材料的指南，并适当管理供应链。

本集团公司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除了本集团公司外，交易商的供应链也必须履行其社会责任，我们要求交易商也遵守以下项目。今后，

我们将对违反以下项目并受到政府处分的交易商或明显未遵守以下项目的交易商确认改进过程。此外，如果不遵守以下各项，我们将考虑

是否需要修改（包括取消）与交易商的合同。

1.  重视遵守包括以下所示内容在内的法律和社会规范，并重视
对人权和环保的尊重。此外，如果与国际公认的人权原则、

法律、社会规范等之间有矛盾，则尊重国际人权原则。 
・  遵守有关生产和销售的法律法规
・  遵守劳动相关法律法规
・  遵守有关安全卫生的法律法规并完善适当的工作环境
・  禁止童工和强制劳动
・  禁止基于种族、性别等的歧视，尊重员工的人权、人格和个
性

・  遵守环保法律法规
・  禁止行贿受贿和不公正行为

・  不采购和不使用会造成不人道行为的冲突矿物
・  与反社会势力断绝关系

2. 进行健全公正的事业经营。

3.  根据本集团公司的“绿色采购指南”，构建环境管理系统，
对指定化学物质进行妥善的管理。

4.  具有稳定的供应能力，满足本集团公司所要求的质量、价
格、交货期和服务。

5.  具有本集团公司所需的足够的技术能力。

采购交易商的选定方针

物流负责人之声

VOICE

在日本，大家担心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力会减少，卡车运输业和沿海航运业的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也非常明

显，由此对物流造成的影响令人担心。本公司赞成国土交通省推荐的白色物流，于 2020年 4月宣布自愿行动，
并正在努力解决其中列出的 7个问题。2020年度，每位物流负责人都对现场进行了重新检查，并对交易商进
行了详细调查。我们以安全措施、提高运输效率等为中心提取了 121个问题，其中包括重新讨论将业务委托
给运输公司时设定适当的费用，针对每个问题，以各事业所的物流负责人为中心，在与公司内外相关人员进行

协商的基础上，已经对其中的 77件进行了改进。对于矶原工厂的物流港周边地区的更新计划和大分资源回收
物流中心的启动等大规模设备投资计划也从白色物流的观点出发，采取了消除司机等待时间和防止车辆接触的

安全对策等措施。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司机安全措施和消除自主搬运货物等进行了积极的改进，但今后仍

将继续通过白色物流活动来努力改善物流行业的业务环境。 

JX金属株式会社
物流部

鸳田 聪一

本集团公司根据“采购基本方针”对交易商的确保劳动者权

利、在雇用和工作安排中是否有歧视、是否有强制劳动和童工、对

冲突矿物如何应对等方面进行确认。此外，从 2019年度开始，为

了实践尊重人权、劳动安全卫生、合规、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举措并

履行社会责任，开始了“CSR采购问卷调查”。我们在将调查结

果反馈到交易商的同时，注意防止供应链中出现侵犯人权的行为。

国际审核机构 RCS Global Group 提供的 BSP（Better 

Sourcing Program）来运营与 ITSCI同样的供应链尽职调查

系统。

※3  ITSCI：ITRI Tin Supply Chain Initiative（国际锡业协会锡供应链行动）
全球锡行业团体——International Tin Research Institute（ITRI）开展的活动。旨在根据
OECD的指针，实现从矿山到冶炼所的DD，并促进从与武装团体无关的冲突地区矿山采购。

※RBA：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以电子行业供应链中的负责任行为为目标而组织起来的企业同盟。

（左）矶原工厂、（中央）茅崎工厂、（右）水户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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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重要课题

重大课题 5

与当地社会共存共荣
本集团自日立矿山创业以来，在事业运营的过程中一直重视与当地社会共存共荣的精神。

本着这一至今从未改变的精神，公司在企业行为规范中提出了努力实现与社会共存共荣。

KPI 2020年度实绩和进度 评估

与当地社区继续对话

尽管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的影响，我们仍通过持续对话了解该当地社会的需求，努力赢得当地社会对

我们企业活动的信任。

2020年度的社会贡献活动方针 ▶P66

KPI与进度状况

▶ P66 ▶ P66 ▶ P66

主要工作

环境保护活动 培训活动 地区振兴 体育振兴活动

本集团公司决定以“进一步强化与当地社区的关系”作为

2020年度社会贡献活动的方针，在日本国内外各个事业基地开

展扎根于当地社会的活动。尽管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活动

2020年度的社会贡献活动方针

活动名称 实施据点 实施时期 内容

环境保护

活动

工厂周边的清扫活动
集团各基地 全年 开展工厂周边道路和当地河川流域清扫活动

JX金属株式会社佐贺关冶炼所 2020年8月 开展幸崎海岸（大分县）清扫活动

红树林植树活动 TANIOBIS Co., Ltd. 2020年10月 在当地的设施开展植树活动

参加鞍挂山樱之山整备作业 本公司日立事业所 2020年11月 参加日立市主办的割草和剪枝等活动 

培训活动

工厂参观会 集团各基地 全年
接受附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参观工厂，并说明工厂的

设备和工作内容

接受学生实习 集团各基地 全年
接受工业高等学校、高等专门学校、大学生来公司实习，并

举办实际练习和发表会

职能训练 本公司智利办事处 2020年11月 为Tierra Amarilla市居民进行职能训练（共有275人参加）

介绍铜的特别授课 本公司法兰克福办事处 2021年3月 在法兰克福日本人国际学校举办介绍铜的特别在线授课 

地区振兴

在电影节上出展 本公司法兰克福办事处 2020年8月
在汉堡日本电影节（Japan Filmfest Hamburg）上出展电
影《小村庄的大烟囱》 

举办创业支援大赛
SCM Minera Lumina　

Copper Chile
2020年10月

为了振兴因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而停滞不前的经济活动，与

Copiapo市政府联合对创业的企业家提供支援，

参加2020黑部节 JX金属三日市回收株式会社 2020年11月
在黑部市主办的地区行业活动中设置在线企业展位，实施业

务介绍

赞助圣诞节活动
SCM Minera Lumina 

Copper Chile
2020年12月

向CASERONES铜矿山附近的学校和幼儿园约500名儿童
分发圣诞礼物

参加当地的扶轮社活动 JX金属环境株式会社 2021年3月
JX金属环境社长作为读台词的人登上描述大烟囱与樱花的历
史的幻灯剧《大烟囱与樱花之镇》的舞台

赞助艺术展 本公司法兰克福办事处 2021年3月
赞助下萨克森州戈斯拉尔-日本近现代摄影展“过去与现
在——日本摄影的位置”

向当地社

会捐赠

捐赠饮料瓶盖等 JX金属探开株式会社 全年 将收集的饮料瓶盖和旧邮票捐赠给社区

向台风罗利和尤利西斯的受害

者捐赠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Philippines, Inc.
2020年11月

通过当地财团捐款支援台风罗利（菲律宾比科尔）和尤利西

斯（卢森岛）的受害者

向塔尔火山喷发的受害者捐款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Philippines, Inc.
2021年1月

捐赠床上用品、日用品、食品等，支援因塔尔火山（菲律宾

八打雁州）喷发而撤离的人员

捐赠文具等 TANIOBIS Co., Ltd. 2021年2月
六一儿童节向附近的小学和幼儿园捐赠笔记本、玩具、自行

车等 

2020年度的社会贡献活动实际成果

受到限制和制约，但我们从成立之初就重视与当地社会共存共

荣的精神，努力创造与当地社会沟通的机会。 

工厂周边的清扫活动 赞助艺术展

宫田川清扫活动（本公司日立事业所）

※ “ 体育振兴”受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蔓延的影响，取消了 2020
年度的活动。 

赞助戈斯拉尔 -日本近现代摄影展“过去与现在——日本摄影的
位置”

赞助圣诞节活动

向 CASERONES铜矿山附近的学校和幼儿园分发圣诞礼物

▶ P66

向当地社会捐赠

评估：  达标、顺利　  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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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5　与当地社会共存共荣

应对重要课题

●  为日本人国际学校开设特别在线授课 
本公司法兰克福办事处

2021年 3月在法兰克福日本人国际学校 (JISF)以“什么是

铜？” 为主题，举办了介绍本公司及有色金属行业的讲座。这是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导致每年作为社会科参观而实施的

初中生企业访问中止，作为替代，该讲座是应学校希望创造让学

生理解行业和社会的机会的要求而策划并实现的。

●  接受工厂参观和学生实习 
JX金属株式会社 佐贺关冶炼所

我们以往每年除了邀请当地中小学生参观工厂，还接受高中

生和高专生实习。对于小学生，我们会以问答形式介绍熔铜温度

和大烟囱，对于高中生和高专生，我们会根据学生的学科安排他

们进行称重、采样分析、设备点检等实习。这是一个在让学生

加深对金属・资源回收事业的理解的同时，亲身体验安全和环保
措施的重要性的计划。

●  捐款赈灾 
JX金属株式会社

2020年7月发生的豪雨导致球磨川（熊本县）和筑后川（大

分县）河水泛滥，在以日本西部为中心的广大地区造成了浸水灾害。

ENEOS集团（ENEOS控股株式会社、ENEOS、JX石油开发、

JX金属）通过日本红十字会向每个受灾地区捐赠了500万日元，

以支援受灾人员并帮助灾区重建。我们衷心祝愿灾区早日恢复。

●  支持 CASERONES近邻社区的经济活动  
SCM Minera Lumina Copper Chile

　2020 年 10月，作为运营 CASERONES 铜矿山的

SCM Minera Lumina Copper Chile与科皮亚波当地政府的

联合策划，以当地小企业主为对象提供支持。这是一项旨在振兴

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而瘫痪的当地经济的经济支援计划，

80多名小企业主通过该项目获得了支持。我们将继续支持社区

居民，使他们能够恢复日常生活并实现进一步的地区发展。

事例介绍

员工之声

VOICE

我原先对在网上给学生讲有色金属这个不熟悉的话题很

担心，但在问答环节收到了比我的预期更多的问题，我很高

兴他们认真地听了我的课。这些没有偏见的学生们那纯粹的

好奇心让我受到了鼓舞。

在法兰克福有日本的汽车制造商派遣去的许多日本人驻

在员。在这些制造商的“摇篮”——学生们的记忆中，如果

能留下日本的有色金属领域在欧洲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印

象，我将会感到很高兴。如果我在德国时遇到的孩子当中将

来有人加入有色金属行业的公司

并再次见面一定会让人很感慨。

JX金属株式会社
法兰克福办事处

田中 健太郎

Column

小学生工厂参观

在参观烟囱时通过望远镜观看的实习生

向神奈川县高座郡寒川町捐款的情景 

向阿塔卡马保健局捐赠物资时的情景 

作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活动的支持，本公司于2020年

6月赞成“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策支持宣言”并参

加了该活动。本宣言声明，对于以终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为目的

的行为，权利拥有者将不会行使所拥有的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

观设计权和著作权。2021年 6月，鉴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蔓延尚

未结束，我们表明将宣布的期间进行延长。

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和未来的地区复兴，本公司于

2020年 5月向本公司主要生产基地所在的茨城县北茨城市、日立市、

神奈川县高座郡寒川町以及大分县大分市的各地方政府分别捐赠了3
千万日元，共计1.2亿日元。每个事业所的员工及合作公司员工总数

达到了1,000名的规模。这些员工也作为当地社区的一员继续开展活

动，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和为该地区的今后注入活力。

2020 年 4月，CASERONES 铜 矿 山 的 运 营 公 司 SCM 

Minera Lumina Copper Chile向当地的阿塔卡马保健局捐赠了

200个新型冠状病毒简易检测试剂盒，向当地的阿塔卡马大学医学

部捐赠了两台用于新型冠状病毒 PCR检查的取样装置。此外，我们

还在 8月份向阿塔卡马保健局捐赠了超声波检测仪、血流计、复苏监

护仪等，以改善对孕妇的护理。对于这些捐赠，阿塔卡马州长 Patricio 

Urquieta和阿塔卡马保健局长 Claudio Baeza 表示了感谢。

本集团公司在实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的举措的同时，还开展各种为社会做贡献的活动。

基本方针

① 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将尽最大努力防止感染蔓延，确保交易商、当地社会、员工及其家属的安全。

② 认识到提供先进材料等社会不可或缺的产品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根据各基地的特点采取感染预防措施，努力继续开展业务。 

参加“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策支持宣言”   JX金属株式会社

向地方政府进行捐赠的活动    JX金属株式会社

向当地社会捐赠新型冠状病毒对策设备（智利）   SCM Minera Lumina Copper Chile

日本国内

海外

新型冠状病毒相关活动

WEB “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策支持宣言”（日文）

https://www.gckyoto.com/covid19

在全球开展业务的本集团公司认为通过当地就业为当地经

济和当地社会的发展做贡献对与当地社会建立良好关系起着重

要的作用。在重要的海外基地，当地员工占中高级管理人员的比

例为男性 8%，女性11%。 

对当地就业的贡献

与科皮亚波市政府联合为创业的企业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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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重要课题

重大课题 6

强化治理
为了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环境中发展事业，并长期提高企业价值，取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

本公司通过推进全面合规和风险管理活动，努力提高经营的健全性和透明性，强化治理。

KPI 2020年度实绩和进度 评估

切实运行全公司风险管理体制

本集团公司参照作为风险管理方法指南的“ISO31000”，基于全公司风险管理开展活动。在
2020年度，我们在对风险进行重新定义和分类的同时根据风险类别对应对情况进行整理，并以
此为基础进行运用。

风险管理　▶P74

根据业务特点和社会动向等实施合

规研修

本集团公司以提高董事和员工的合规知识和意识为目的每年实施合规研修。2020年度除了以往
每年针对各级别实施的合规研修之外，我们还根据业务特点和社会动向在日本国内外实施了关于

骚扰的研修。

彻底贯彻落实合规 ▶P72

KPI与进度状况

●  董事会
成立了董事会，审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事项及

其他经营上的重要事项。它由社长以下的 8名（截至 2021

年 6月）董事（男性 7人，女性 1人）组成，监查役也可以

出席并发表意见。根据法律法规和董事会规则，董事与公司

的利益发生冲突的交易须经董事会批准。

●  经营会议
作为总裁的咨询机构，公司成立了一个经营会议，以讨

论公司经营上的重要事项，并报告和联络业务执行相关状况。

它由社长和社长任命的执行董事组成，常任监查人也可以出

席并发表意见。

●  监查人
为了提高监查的实效性，监查人出席董事会、经营会议

等重要会议，并在必要时发表意见。此外，通过查看重要文

件并与本公司及集团公司的董事和员工面谈，努力掌握每项

业务的执行情况。而且，监查部及会计监查人会定期报告审

核计划及其实施状况和结果，并努力通过交换意见和信息进

行合作。

▶ P70 ▶ P72 ▶ P74 ▶ P76

主要工作

强化业务执行体制 彻底贯彻落实合规 风险管理 全球质量治理

●  社外董事
本公司从 2021年 4月起任命了新的公司外部董事。近

年来，随着社会对加强内部管制的要求日益强烈，我们认为

应该在从外部视角进行检查的功能之外，启用公司外部董事，

以便纳入从新视角进行的判断和新的激励因素。

强化业务执行体制

对公司治理的理解
本集团公司在准确把握瞬息万变的经营环境、努力实现快速决策和执行业务的同时，致力于强化治理体制，以力争实现公正和

高度透明的经营。

公司治理体制

●  董事薪酬制度
本公司的董事薪酬由根据职责每月支付的固定薪酬以及

根据业绩而变动的奖金而构成。奖金结合本公司和 ENEOS

控股株式会社的综合业绩来决定。公司尚未引进退职慰问金

制度。此外，从 2017年 7月开始，引进了股票报酬制度。

股票报酬制度采用董事薪酬 BIP（Board Incentive Plan）信

托，根据董事的职责和业绩将 ENEOS控股株式会社的股份

交付给董事，作为其薪酬的一部分。

●  集团公司的管理
对于集团公司，根据每个公司的事业指定本公司的事业

部门、技术部门和公司部门作为管辖部门，对业务执行进行

管理和监督。对于集团公司经营上的重要管理事项，通过管

辖部门报告给本公司，并酌情提交和报告给公司董事会、经

营会议等重要会议。

评估：  达标、顺利　  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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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6　强化治理

应对重要课题

●  反社会势力的应对及与防止行贿受贿相关的应对
我们以公司及集团公司为对象实施了确认保持状况和运

用状况的审核。为防止本集团各公司的董事及员工有违反或

可能违反与防止行贿受贿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行为，本集团公

司正在根据“JX金属集团行贿受贿防止规则”构建防止行贿

受贿的体制，包括对招待公职人员等和向其赠送礼品的情况

进行确认，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负责人批准。在 2020年度同

样根据该规则确认了运用状况，并确认其运用基本正常。（没

有受到来自监管机构就腐败行为进行的不利处罚。）

本集团公司为每个年度制定“合规重点目标”，掌握各集团

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实际运用状况，并努力在确认了体制和运

用方面的问题后进行改进。

本集团公司制定了“内部管制系统整备及运用的基本方

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内部管制系统，以确保业务的效率

和正确性。

此外，以前我们设立了“内部管制会议”作为社长咨询机

构，设立了“内部管制委员会”作为内部管制会议的咨询和实

务辅助机构，但是，随着从实效性和效率的观点对本公司的社

长咨询机构进行的改组，我们决定于 2020年 10月 1日取

消作为独立会议体的“内部管制会议”及“内部管制委员会”。

今后，将通过在经营会议上对内部管制状况进行审议，以进一

步提升本公司及本集团公司的治理实效性，同时努力提高业务

效率。

本集团公司以集团整体作为对象，从合法性、效率和有

效性的角度对经营管理的状况、业务执行状况和资产保护状

况进行调查、讨论和评估等内部审核，设置监查部作为其主

管部门。

本公司监查部制定了大约 3年的中期计划和各年度的计

划，并有计划地实施了内部监查。集团公司的内部监查是与

本公司派遣到集团公司的监查人合作进行的，因此，必要时

会提出改进建议并跟进应对状况。监查结果等将报告给对象

公司和本公司社长，并根据情况向经营会议报告。

与合规重点目标相关的实际成果和应对
内部管制系统 实施内部审核

●  竞争法遵守计划
本集团公司构建了“竞争法遵守计划”，其中包括在与

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进行聚会或进行可能与竞争法相抵触的

交易时提前确认规定，并由负责人定期秘书处提交报告。在

2020年度同样根据该计划确认了运用状况，并确认其基本

运用正常。（没有受到来自监管机构的违法竞争行为不利处

罚。）

●  环保和安全相关合规全面检查（法规全面检查）
在 2020年度，以本集团公司的 26个事业所为对象进

行了全面点检，以确认与环保和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情

况。结果表明，各事业所基本掌握了与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与劳动安全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发现认识上的重大

遗漏。针对指正的事项也采取了适当的应对措施。

●  劳动合规点检
在 2020年度，以本集团公司 7个事业所为对象，对人

事和劳务关系的法律法规遵守状况进行了点检，并确认其基

本运用正常。

●  内部通報制度
为了提高内部举报制度的可靠性，本集团公司将接待窗口外

包给外部机构并接受匿名举报。此外，为了努力在集团内部做到

人尽皆知，我们在各事业所张贴“制度介绍海报”、将其登载到

向所有员工分发的“经营理念袖珍版”、在公司内联网上开设专

用页面并在各种合规培训中介绍制度。在 2020年度，确认了多

件举报并根据相关规则的规定在考虑保护举报人员的同时对所

有案例进行了必要的应对。

本集团公司的合规相关措施由“合规委员会”（原则上每年

举行 2次会议）决定，该委员会由本公司各部门及日本国内外主

要集团公司的负责董事组成。合规委员会从本公司的各部门及各

集团公司接收合规相关报告，根据这些报告评估是否存在与事业

运营相关的不正当和违法行为等风险，并将其反映到设定重点课

题和制定培训计划等当中。

合规推进体制

JX金属集团的公司治理体制

ENEOS控股株式会社

股东大会

董事、董事会

集团公司

社长 ESG推进会议

审核员

监查部

会计监查人

合规委员会

安全与环境委员会

人才会议

技术会议

执行董事、经营会议

业务执行

经营管理等

任命、解职任命、解职

任命、解职重大事项的提议和报告 

提议、报告等

提议、报告等 管理、监督等

合作

JX金属集团

会计监查

内部审核

审核

审核

JX金属

任命、解职

彻底贯彻落实合规

JX金属集团企业行为规范（摘录）
2. 法令、规则的遵守及公正的交易
在遵守日本国内外的法令、规则等的同时，基于社会良知进行公正、透明、自由的竞争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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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6　强化治理

应对重要课题

本集团公司认为，在开展业务活动的国家和地区依法履

行纳税义务是企业必须履行的重要社会责任之一，因此，我

们根据“ENEOS集团税务政策”的规定，努力培养税务合

本集团公司正在参考作为风险管理方法指南的

“ISO31000”，基于以①经营层参与②适当的风险分类③

过程运用④适应组织⑤持续改进这 5个原则为核心的全公司

风险管理开展活动。

我们将风险定义为“对 JX金属集团各公司的经营有影响

的所有不确定性”，用“经营风险”和“业务风险”来区分，

以实现与长远规划、中期经营计划和业务计划挂钩的风险管

理。

本集团公司已获得 JX金属经营会议的批准，并已实施选择

重大风险、批准各重大风险应对计划及对其进行监控。此外，本

公司总务部风险管理室负责分管“与本公司及本集团公司风险

管理总体管理相关的业务”，并负责推进全公司的风险管理工作。

ENEOS集团税务政策（摘录）

1. 基本思路

在开展业务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是企业必须履行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

2. 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

遵守适用于开展业务的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

按照国际税务相关规则（OECD搬迁价格指南、BEPS项目等）的精神开展业务活动。

3. 培养税务合规意识

通过持续进行税务研修，努力保持和提高税务合规意识。

4.税金费用的优化

通过使用事前确认制度等，与税务机关达成协议，努力降低税务风险和优化税务相关费用。

5. 与税务机关建立信任关系

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及时、适当地提供必要的信息。

税务治理

● 关于风险管理的举措

风险管理推进体系

协议、
报告

批准、
指示

支援、
监控

报告

支援、监控

报告

经营风险听证

指示、支援、
监控

报告

指示、支援、
监控

报告

指示、支援、
监控

报告

重要风险

经营风险

业务风险

风险管理推进负责人 各组织

日本国内外基地

所管集团公司风险管理推进担当者

公司部部长

选择重要风险

重要风险管辖部门
与重要风险有关的
部门和集团公司

与经营风险有关的
部门和集团公司

经
营
会
议

风
险
管
理
室

本集团公司努力充实以提高董事和员工的合规知识和意

识为目的的培训，根据业务特点和社会动向在日本国内外进

行各种合规和法律研修。 

2021年 3月在 JX金属中国集团各公司 ※举办了主要

以本国员工管理职为对象的海外合规研修，共计有 71人参

加了该研修。考虑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的影响，只在上

海基地（JX金属 (上海 )企业管理、上海日矿金属）举办现

场研修，其他基地则通过 Zoom举办。每个据点都邀请顾问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讲师，以禁止行贿受贿、遵守反不正

当竞争法、预防骚扰、保护营业秘密信息、保护个人信息、

禁止私用公司资产、禁止利益相反交易行为等重要事项为中

心，穿插中国的具体事例进行授课，为听讲者加深对合规的

理解提供了机会。今后，预定将根据法律修订动向和地区特

征继续讨论和实施海外合规研修。

※  JX金属（上海）企业管理、上海日矿金属、日矿金属（苏州）、无锡日矿富士精密加工、

JX金属制品（东莞）、深圳日矿商贸。

实施海外合规研修

1. 经营风险

　  由公司部门长讨论并选出阻碍本集团公司经营目标实现的风
险。

2. 业务风险

　  由每个组织选择对实现与各部门或各集团公司的业务执行有
关的目标有影响的风险。各组织均设置风险管理推进负责人

和推进担当者，促进风险管理活动在各组织内部的渗透。

此外，在“经营风险”和“业务风险”中，将被判断为

对本集团公司的经营有重大影响的风险作为“重大风险”在

经管会议上获得批准，由重大风险主管部门作为主体实施应

对，在努力降低风险的同时，还在经营会议上对其应对状况

进行监控。

今后，我们将在通过该机制轮换执行 PDCA的同时努力

进行风险管理，在评估风险管理体制的正确性和妥当性的基

础上抽出问题并持续改进。

规意识并维护税务治理体制。

风险管理

对于围绕业务的各种风险，我们根据未来预测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识别、分析和评估各种风险，采取减少、转让和持有等应

对措施，并对状况进行监控以适当管理风险，以为本集团公司的经营提供支持为目标持续开展活动。

JX金属集团企业行为规范（摘录） 
6. 风险管理的充实及强化
建立有据可寻的数据管理系统，充实、强化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体制

上海地区联合研修的情景

在深圳日矿商贸进行研修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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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6　强化治理

应对重要课题

为了应对大地震等可能会导致业务中断的所有事件，最

大程度地降低损失并尽快回复正常，包括本公司总部、各事

业所及相关公司在内的本集团公司制定了一套业务连续性计

划（BCP※1）。

2020年度，我们在本公司总部、矶原工厂和仓见工厂

实施了 BCP训练。本公司进行的训练假设发生了震级为 6

强的地震，事前非公开进行了以下情景训练：①设置自然灾

害应对总部；②确认人员安全；③确认公司内部和外部的受

灾状况；④分享以上信息并讨论和实施对策。训练结果表明，

有必要对初始应对手册进行修订，因此现在仍在对其进行改

进。

今后，除了将继续通过定期训练来验证 BCP，还将努力

构建业务连续性管理（BCM※2）以进行改进。

本集团公司构建并运用质量管理系统（QMS：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以实现质量基本方针。在 QMS的

运用中，正在稳步执行 PDCA循环，并致力于持续改进活动，

以期实现更高的质量。而且，我们在日本国内和海外均取得

了QMS第三方认证（ISO9001等）。

此外，本集团公司设置了由管理层出席的“质量管理会

议”，该会议评审质量改进活动的状况并制定活动计划。此外，

每年举行 2次“质量管理负责人会议”，作为共享质量管理

信息的场所。在这里传达由质量管理会议决定的活动计划，

同时共享各个现场面临的课题和优秀的实践事例，并进行负

责人之间的相互交流。

本公司质量管理部负责与强化整个集团的质量管理有关

的企划、立案、推进及总管业务，正在实施明确整个公司的

QMS要求事项、提高内部质量审核的有效性以及支持制造基

地的质量改进活动和质量管理培训等各种举措。

2020年度，我们在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限制条件下，继

续在日本国内外 40多个基地实施了远程内部质量审核。

本集团公司正在从强化信息安全合规性、提高客户信任

度、利用公司内外信息这 3个方面构建符合 ISO27001的信

息安全管理系统（ISMS）。

2020年度，在信息安全总管负责人的带领下，对管理

系统运用所需的规则及作为运用基础的风险评估和内部审核

等方针和规则进行了整理，并进一步强化了物理防御措施。

此外，为了提高本集团公司内部的信息安全意识，我们根据

最新动向，按级别实施了面向经营层的研修和面向普通员工

等的研修。此外，我们还在 2021年度整备基于“零信任”

的网络，以强化网络安全措施。

今后，我们将继续按照 ISMS进行持续改进，以提高信

息安全性，从而为实现长远规划中提出的“技术驱动型企业”

做贡献。

业务连续性计划（BCP）的举措

构建和运用质量管理系统

品质管理部的举措

信息安全举措

在本公司总部进行 BCP训练的情景

在仓见工厂进行 BCP训练的情景

BCP训练参加者之声

VOICE

2021年 3月在仓见工厂实施了研习会方式的训练。为了有效利用训练时间，我们提前对问题进行了整理，
在训练当天以将问题集中到一起后进行的讨论为中心进行训练。对于大地震后的初始应对和为恢复工厂制定

生产计划方案所必须的事项，每个负责班组都分别制作了 TODO列表，对按什么时间和顺序向谁提供信息和
决策的必要性进行了讨论。今后，我们将充分利用本次训练的成果，继续努力，即使将来发生重大灾难也要

尽早恢复，并实现产品的稳定供应。
JX金属株式会社
仓见工厂 总务部 总务科

岩井 太一

管理层

秘书处

各部门

信息安全

推进负责人

信息安全

推进负责人

信息安全

推进负责人

信息安全

秘书处
信息安全

负责人

信息安全

内部审核负责人

信息安全总管负责人

信息安全委员会

取得QMS第三方认证的制造基地

【日本国内】

矶原工厂、北茨城精密加工株式会社、仓见工厂、JX金属剪切加
工中心株式会社（仓见事业所、川崎事业所）、日立事业所（铜箔

制造部）、一关制箔株式会社、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佐贺关冶
炼所、日立精铜工厂）、日本铸铜株式会社（佐贺关工厂）、JX
金属商事株式会社（高槻工厂）、JX金属精密技术株式会社（江
刺工厂、那须工厂、挂川工厂）、TANIOBIS 日本株式会社（水户
工厂）、东邦钛业有限公司（总部、茅崎工厂、日立工厂、八幡工

厂、若松工厂、黑部工厂） 

【海外】

日矿金属（苏州）有限公司、无锡日矿富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

JX金属产品（东莞）有限公司、台湾日矿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龙
潭工厂、观音工厂）、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Philippines, 
Inc.、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USA, Inc.、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Korea Co., Ltd.、TANIOBIS GmbH(Goslar)、
TANIOBIS Smelting GmbH & Co. KG(Laufenburg)、TANIOBIS 
Co. Ltd. (Map Ta Phut)、Materials Service Complex Malaysia 
Sdn. Bhd.、Materials Service Complex Coil Center (Thailand) 
Co., Ltd.、SCM Minera Lumina Copper Chile

※1 BCP：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2 BCM：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信息安全体制

全球质量治理

JX金属集团的质量基本方针
我们 JX金属集团认识到提供稳定的有色金属资源和材料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社会使命，
故制定这一质量基本方针并付诸行动。

1. 正确把握社会和客户的需求，提供客户信赖和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2. 考虑安全性和环境保护，从开发、设计到交付的所有过程中都要提高和保持质量。

3. 建立质量管理系统，并不断改善和进行人才培养。

4. 遵守日本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并向社会和客户提供准确的信息。

由本公司品质管理部进行远程检查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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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6　强化治理

应对重要课题

在本集团公司，为了提高集团整体范围内众多产品的质量检

验工作的可靠性和效率，防止人为错误，正在推动引进质量检验

自动化系统。虽然在 2020年度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

的影响，但引进计划几乎按计划进行，今后，我们将以共享成功

事例和将其推广到新业务作为课题。

本集团在致力于提高质量管理整体水平的同时，还希望

员工能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逻辑推断问题原因，自己找出

问题予以解决，并提高业务质量，因此我们以全体员工为对

象开展质量管理教育。从入门班到高级班，按照受训人员的

水平设有各种培训课程，并根据职能等级及入职年度为他们

有计划地安排，这已经是员工教育制度的重要一环。

从 2020年度开始，本公司品质管理部决定鼓励获得

QMS审核员等资格，并引入外部讲师进行反思研修，以提高

内部质量审核员的能力。

在 2020年度，没有发生因本集团公司的产品缺陷造成对

人或対物损害而根据《产品责任法》需要负赔偿责任的问题。

引进自动化质量检验系统

推进质量相关人才培训

赔偿责任问题的发生状况

研修课程学员之声

VOICE

为了成为以日本国内外工厂和集团相关公司为对象的内部质量审核的审核员，我参加了 ISO9001内部
审核员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我懂得了除了工程方法的原则之外，不停留在符合要求事项上、对质量达标的

有效性进行评估也很重要，成功取得了资格。

今后，我想利用在研讨会上学到的知识，尽量开展贴近被审计方实际情况的审计工作，建立牢固的信任

关系。作为内部质量审核员，我将努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为改进本公司的QMS做贡献。

JX金属株式会社
技术本部 质量管理部

渡边 里子

希望作为社外取缔役发挥的作用

我的专业是资源工程，与 JX金属一起开展过各种各样的

活动，包括在学生时代造访即将关闭的丰羽矿山，以及随后

的矿山废水处理和资源回收等方面的研究。资源确保和资源

回收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正在进入一个重要的阶段，所以我想

先从专业的角度来发挥一些作用。由于我处于大学这个中立

的立场，所以我也想从中立的角度发表一些关于经营方面的

意见。

此外，由于女性研究人员在工程领域极为罕见，所以我

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作为社外取缔役，我也想

从多元化的角度进行发言。

组织内无意识的偏见是促进多元化的障碍。为了创建一

个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组织，我认为重要的是尽可能消除这

种偏见，创造一个各种各样的人才都能展示个性的职场，并

将人才多样性与组织的力量联系起来。我自己从 2021年 4

月开始成为董事会成员，我觉得在自己的这个职场上发言比

想象的更加容易，能够进行开放式讨论。

针对ESG经营加速的意见

与欧美相比，我感到日本企业在 ESG经营上似乎比较落

后，我认为在有色金属行业中领先转型到 ESG经营是非常值

得称赞的。在我自 2016年以来一直在提供帮助的东京大学

捐赠讲座中，也将从长远的角度向整个社会提供服务作为自

己的任务，我认为在 JX金属一直存在重视在广范围内为社会

做贡献的意识。

此外，JX金属的使命是通过稳定供应金属资源和先进功

能材料的技术创新为社会环境做贡献。例如，要普及电池、

智能用电，或者要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了铜的箔和线等容

易导电的高效材料是必不可少的。此外，金属可以回收利用，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 JX金属的技术使其可重复使用，以保护有

限的资源。也就是说，事业的基础与我们对社会环境的贡献

有很大关系，因此可以说向 ESG经营转型是必然趋势。

实现碳中和之路

我认为 JX金属在脱碳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JX金属制定了一个非常激进的目标，即到 2030年将公司的

CO2总排放量减少50%（与 2018年相比）。 如此高的目标，

单靠积累迄今为止所付出的努力、没有非连续创新是不可能

实现的。而且我认为仅凭一家企业的力量很难带来这样的社

会创新。我认为 JX金属现在正是以迄今为止积累的技术能力

和信任为基础，形成一个将供应商、客户、大学和地区等精

心连接起来的网络来发挥关键作用的时候。

我们提出的长远规划是“努力成为一家以先进材料为社

会发展和创新做贡献的全球性公司”，即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通过与全球的利益相关者的网络建立信任循环也非常重要。

我希望 JX金属通过实现改变社会基础设施基础的创新来实现

这一愿景，并持续作为一家对社会不可缺少的企业。

让我们在实现促进脱碳的

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

社外取缔役寄语

JX金属株式会社
社外取缔役

所 千晴

[简介 ]

2004年担任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助教。在早稻田大学理工学术院
担任专职讲师、准教授，自 2015年起担任早稻田大学理工学术院
教授（现职）。2016年任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特聘教授（现
职）。2021年 4月任东京大学大学院工学系研究科教授（现职）。
2021年 4月起任本公司社外取缔役。专业为资源处理工程和环境
净化工程。

让我们在实现促进脱碳的

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本公司日立事业所接受远程培训的情景 一边接受远程培训一边实施演习的情景

本集团公司根据“品质基本方针”，通过产品规格书、SDS※

等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相关信息。例如，本集团公司销售的硫

酸在日本国内的《有毒物质及剧毒物质管理法》中被指定为剧

毒物质，因此本公司将交易商限定在有毒物质和剧毒物质销售

公司中，并交付 SDS，从而努力防止在将商品交付给客户后对客

提供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信息

户及其工作人员造成劳动安全卫生方面的严重负面影响。

※  SDS（Safety Data Sheet安全数据表）：针对化学品记载化学物质、产品名称、供应商、
危害性、安全预防措施、紧急应对等相关信息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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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创造沟通

响应国际规范和倡议

ICMM（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ining & Metals：

国际矿业和金属理事会）是一家旨在通过有色金属产业为社会

可持续发展做贡献的国际团体。本公司作为会员企业，已经根据

“ICMM基本原则”制定了企业行为规范，并致力于解决“ICMM

声明”中列出的各项课题。

加盟 ICMM

EITI（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采

掘业透明倡议）是以消除贫困和利于发展的负责任资源开发为目

的的多边合作框架。作为一家在全球开展资源开发事业的公司，

本公司赞成 EITI的宗旨并支持其活动。

赞成和支持 EITI

ICMM基本原则

ICMM声明

 1. 通过实践有道德的企业活动、健全的企业治理和透明度来支持可持续性开发。 

 2. 在企业战略和决策过程中坚持“可持续开发”的理念。

 3. 尊重员工和受到事业活动影响的社区的人权、利益、文化、习惯和价值观。 

 4. 结合与风险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基于健全的科学方法引进并执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和体制。

 5. 以零灾害和零事故为目标，不断努力改善劳动安全和卫生状况。

 6. 力争不断改进水资源管理、能源和气候变化等环保绩效。

 7. 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土地使用计划的综合举措做贡献。

 8. 鼓励和推进为了负责任地进行设计、使用、再利用、资源回收和废弃含有金属和矿物的产品而建立的知识库和系统。

 9. 持续追求社会绩效的改善，并为开展事业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的发展做贡献。

 10. 以开放和透明的方式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积极互动，有效地报告可持续发展课题和机遇，并由第三方验证进度和绩效。

● 气候变化

● 水管理

● 废渣相关治理

● 原住民和矿业

● 为开发而建立的矿业合作伙伴 
● 矿产收益透明度 

● 水银风险管理

● 保护区和矿业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WEB EITI原则（英文）
采掘业透明倡议

https://eiti.org/document/eiti-principles

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本集团公司积极参加各种行业团体，以履行其社会责任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做贡献。

本集团公司将“响应国际规范和倡议”视为整个公司的重要课题之一。为了根据近年来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倡议等社会要求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做贡献，我们积极推进参与各项倡议。

响应国际规范和倡议

与行业团体之间的交流

团体名称

本公司在

2020年的
职责

工作内容

日本矿业协会 理事

由从事有色金属资源开发和冶炼事业的各公司组成，旨在通过以提高技术为目的的调查研究、

普及知识和向相关省厅提出政策建议等来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本集团公司以理事会成员的身

份参加各委员会，并参与协会的运营。

硫酸协会 常任理事
目的是发展硫酸工业、增进硫酸生产商之间的友谊和共同利益。本公司参加业务委员会和总务

委员会，并参与对硫酸供需状况的调查报告、协会运营。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伸铜协会 理事
其目的是通过成员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促进伸铜行业总体进步与发展。本集团公司除了参加路

线图委员会以开发新需求并提高质量之外，调查统计委员会还参与市场规模的调查和报告。

一般社团法人新金属协会 理事

通过对支撑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新金属”进行相关调查研究、收集和提供相关信息，致力于促

进该行业及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本公司参加了化合物半导体部会及靶材部会，并参与了市场

规模的调查和报告及向相关省厅提出意见和建议，此外，还参加了安全委员会，参与改善安全

卫生工作。

催化剂资源化协会 会长

由参与催化剂回收利用的公司组成，旨在通过适当处理用过的催化剂来促进贵金属和稀有金属

的回收利用。除了调查和统计回收利用的实际成果外，还会定期举办研修会，以提高会员的技

术并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本公司担任会长，并参加宣传委员会，参与调查报告书的发行和总

会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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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GREEN 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为普及环保技术和促进

创新为目的而建立的技术交流框架。通过在WIPO GREEN运

营的数据库中登录环保技术，可以匹配需要该技术的个人和组织。

本公司赞同WIPO GREEN的宗旨并于2020年10月参加了

该组织。我们已将独有的铜回收技术“JX碘元素法”的相关知

识产权登录到数据库中。计划今后考虑将其他项目也登录进去。 

参与WIPO GREEN

本集团公司相信，准确把握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并真诚地回应、建立信任关系有

助于提高企业价值。为此，我们努力抓住与每个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的机会，并努

力在双方向进行积极的沟通。

利益相关者参与

JX金属
集团

顾客员工

股东及

投资家
交易商

国际社会当地社会

价值创造沟通

响应国际规范和倡议

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是一家总部位于伦

敦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负责收集、分析和评估与全球主要企业相

关的环保活动信息，并将这些结果向机构投资者披露。本公司除

了推进公开 CDP将其作为重点项目的“气候变化”、“水安全”

和“森林破坏”的相关信息外，还通过交易商问卷调查披露信息。 

https://www.cdp.net/zh

WEB CDP官方网站

支持 CDP

联合国全球契约是为实现企业和团体作为社会的良好成员

并实现可持续增长而创建的全球性框架。自2008年 8月开始，

本公司参与并支持由 4个领域组成的“十项原则”，并为实现它而

努力。

参加联合国全球契约

WEB 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十项原则

全球契约日本网络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what-is-gc/mission/principles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是 应 G20 的 要

求由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以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为主席成立的组织，鼓励企业披露与气候变化

相关的风险及机遇。继 ENEOS控股株式会社于 2019年

5月支持并签署 TCFD提议后，本集团公司也认为应该根据

TCFD提议的目的，披露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目前正在努力

推进。

此外，2020年6月，我们已表明支持并参加经团连的“挑

战零排放”（挑战净零碳排放创新）。我们将向广泛的创新

进行挑战，为实现低碳、循环型社会做贡献。 

应对 TCFD及支持挑战零排放

WEB WIPO GREEN官方网站（英文）
https://www3.wipo.int/wipogreen/en/

WEB TCFD官方网站（英文）
https://www.fsb-tcfd.org/

WEB 挑战零排放官方网站（英文）

https://www.challenge-zero.jp/en/

主要利益相关者和需要履行的责任 主要沟通手段 被提出的主要课题

顾客

通过稳定、高效地提供高质量产品，提高满意

度并履行社会责任，为实现更加富裕的社会做

贡献。

● 销售活动中的沟通

● 使用网站、SNS进行信息传播
● 在“第7届高机能金属展览会”上参展
● 邀请造访SQUARE LAB

● 稳定供应高性能产品 
● 提高产品经济性和附加值

● 提高产品的环保性能

● 适当披露产品信息 

股东及投资家

作为ENEOS集团的主要运营公司，我们努力
通过上市公司ENEOS控股株式会社及时、适
当地披露信息。

● 发行可持续发展报告

● 在网站上公开信息

● 发送IR新闻邮件 
● 股东大会、决算说明会、事业所介绍

● 稳定的利润回报

● 易于理解的经营战略相关信息披露

● 充分披露ESG信息

员工

推进创造以改善职场环境和充实培训制度为中

心、有工作意义的职场，以提高每个人的工作

动力。

● 发行集团通讯《Cuprum》
● 制作和分发《育儿护理和工作并立支援手册》

● 实施自我申报制度

● 举办在线研习会

● 工会与管理层的对话

● 各种员工研修和培训制度

● 工会与管理层的对话

● 各种员工研修和培训制度

● 预防劳动灾害

● 实现多样化的工作方式

● 充实培训制度

● 公平、公正的人员评估

● 保持和促进身心健康 

交易商

建立作为发展事业合作伙伴的信任关系，并致

力于在整个供应链中实现公平、公正的交易。

● 通过购买活动进行沟通

● 运营咨询窗口

● 实施交易商问卷调查

● 邀请造访SQUARE LAB

● 对等、公正的交易

● 共同安全管理

当地社会

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流机会加深当地社会对本公

司事业的理解并建立合作关系，在各个基地追

求共存共荣。

● 与大学签订组织合作协议，开设劳动研究课程

● 实施工厂参观、办公室参观和现场授课

● 参与和赞助当地活动

● 面向当地居民举办说明会

● 参与当地志愿者活动

● 振兴当地社区

● 支持培育下一代和教育

● 减少当地环境负荷 

国际社会

密切关注全球变暖等国际性课题的动向，并在

遵守法律法规的同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 推进赞成SDGs的事业活动
● 作为ICMM会员企业开展活动
● 赞成和支持EITI
● 应对TCFD/支持挑战零排放/回应CDP/参与WIPO 

GREEN

● 构建资源循环型社会

● 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 数字社会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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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 JX金属株式会社

资本金 750 亿日元（ENEOS控股株式会社100%出资）

代表 代表取缔役社长   村山 诚一

销售额 1.921万亿日元（2020年度集团总计）

总部所在地 邮编号码105-8417
东京都港区虎之门二丁目10番4号
The Okura Prestige Tower

事业内容 ◦机能材料事业  ◦薄膜材料事业

◦钽·铌事业  ◦资源事业

◦金属·回收事业  ◦钛金属事业

员工人数（总部） 3,190人（截至2021年3月31日）

员工人数（集团总计）9,887人（截至2021年3月31日）

国内事业所 ◦日立事业所（茨城县）　◦矶原工厂（茨城县）

◦仓见工厂（神奈川县）　◦敦贺工厂（福井县）

◦技术开发中心（茨城县）

海外事业所※ ◦智利办事处　◦法兰克福办事处

●   法兰克福办事处
●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Europe GmbH
●   TANIOBIS GmbH
●   TANIOBIS Smelting GmbH & Co. KG
●   Nippon LP Resources UK Ltd.

●    Advanced Metal Industries Cluster and Toho Titanium 

Metal Company Limited

●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USA, Inc.
●  TANIOBIS USA LLC

●   JX金属苫小牧化学株式会社
●   JX金属 PT株式会社 江刺工厂
●   一关制箔株式会社
●   JX金属高商株式会社 白河工厂
●   矶原工厂
●   JX金属铸造厂株式会社
●   日立事业所
●   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 日立精铜工厂
●   JX金属环境株式会社
●   神锋清洁服务株式会社
●   东邦钛株式会社 日立工厂
●   TANIOBIS Japan株式会社 水户工厂
●   Furuchi化学株式会社 筑波工厂
●   JX金属 PT株式会社 馆林工厂
●   JX金属 PT株式会社 那须工厂
●   仓见工厂
●   JX金属剪切加工中心株式会社 仓见事业所
●   JX金属剪切加工中心株式会社 川崎事业所
●   东邦钛株式会社 茅崎工厂
●   JX金属三日市回收株式会社
●   东邦钛株式会社 黑部工厂
●   JX金属 PT株式会社 挂川工厂
●   敦贺工厂
●   JX金属敦贺回收株式会社
●   JX金属商事株式会社 高槻工厂
●   东邦钛株式会社 八幡工厂
●   东邦钛株式会社 若松工厂
●   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 佐贺关冶炼厂
●   日本铸铜株式会社 佐贺关工厂
●   日照港运株式会社
●   春日矿山株式会社

●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Exploration Peru S.A.C.
●   Compania Minera Quechua S.A.
●   EsCondida铜矿山
●   CASERONES铜矿山
●   Los Pelambres铜矿山
●   智利办事处
●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hile SpA
●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Exploration Chile Limitada
●   SCM Minera Lumina Copper Chile

公司概要

※集团在 11个海外国家开展业务，包括智利、德国、中国、韩国、美国。

亚洲

北美

中南美

日本欧洲

中东

●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Korea Co., Ltd.
●   LS-Nikko Copper Inc.
●   Poongsan-Nikko Tin Plating Corporation
●   JX金属（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   上海日矿金属有限公司
●   日矿金属（苏州）有限公司
●   无锡日矿富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
●   JX金属制品（东莞）有限公司
●   日矿商事（香港）有限公司
●   深圳日矿商贸有限公司
●   台湾日矿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Philippines, Inc.
●   TANIOBIS Co., Ltd.
●   Materials Service Complex Malaysia Sdn. Bhd.
●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Singapore Pte. Ltd.

本公司在日本国内和海外设有多个生产基地和集团公司。我们充分利用集团在海内外的全球网络，以满足日益复杂和多

样化的需求，为客户和社会提供新的价值。

全球网络（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

价值创造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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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整个集团的物质平衡   P86

环保管理   P87

能源   P87

水资源   P88

水污染物   P88

气候变化   P89

大气污染物   P89

废弃物、副产品   P90

化学物质   P90

社会

劳动安全卫生   P91

人才培养   P92

雇用和工作方式   P92

多元化   P94

ESG数据集

JX金属集团

化学物质（排放+移动）

国内合计 0.50kt

排放

INPUT

※ 包括第三方提供的热能（蒸汽、热水、冷水）。 

OUTPUT

原始原料

日本国内 1,634kt

海外 17kt

合计 1,651kt
再生资源原料

日本国内 170kt

海外 3 kt

合计 174kt

原材料 

燃料

日本国内 3,058TJ

海外 2,373TJ

合计 5,430TJ
电气※

日本国内 11,164TJ

海外 10,197TJ

合计 21,361TJ

淡水

日本国内 17.8百万㎥
海外 8.9百万㎥

合计 26.7百万㎥
海水

日本国内 31.0百万㎥
海外 −百万㎥

合计  31.0百万㎥

能源 水资源

CO2 

日本国内合计

　范围1 416 kt

　范围2 488kt

海外合计

　范围1 162 kt

　范围2 279 kt

合计 1,345kt

SOx 

日本国内 4.1kt

海外 0.1kt

合计 4.2kt

NOx 

日本国内 0.6kt

海外 0.1kt

合计 0.7kt

最终处理废弃物 

日本国内 7.2kt

海外 41.9kt

合计 49.0kt

排水 

日本国内 51.5百万㎥
海外 1.0百万㎥

合计 52.5百万㎥

主要产品 

铜精矿 312kt

电解铜 428kt

金 36t

银 373t

白金 606kg

钯 2,716kg

其他金属（硒、碲） 320t

铜箔（电解、压延） 9kt

铜合金条、特殊铜条等 32kt

海绵钛 20kt

硫酸（副产品） 1,268kt

整个集团的物质平衡（2020年度）

从本次的报告开始包括TANIOBIS GmbH、TANIOBIS Co,. Ltd.、TANIOBIS Smelting GmbH & Co.KG、TANIOBIS USA LLC。此外，环保数据中不包括
TANIOBIS USA LLC。此外，泛太平洋铜业株式会社日比冶炼所于2020年4月1日交由三井金属矿业株式会社管理，因此本次报告将其除外。

85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orporation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1 86



■ 能源使用量 

■ 每种燃料的明细

■ 已取得 IS014001认证的事业所（截至 2021年 3月底）

■ 金属冶炼相关事业所能源消耗原单位 

■ 物流阶段的能源使用量（日本国内） 

2020 （年度）20192018

31,603

26,791

14,222

12,570

18,657

12,945

18,706

12,569

（热量TJ） 日本国内集团合计 海外集团合计

31,275

0

20,000

30,000

40,000

10,000

（热量GJ/电解铜产量 t）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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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192018

13.4 13.6 14.2

（年度）

20202019 （年度）2018

677

（热量TJ）

655
686

0

400

600

800

200

日本国内 海外

煤油 [kl] 272 ―

轻油 [kl] 2,970 51,476 

A重油 [kl] 10,827 1,282 

B・C重油 [kl] 22,267 5,425 

再生油 [kl] 1,017 ―

LPG/丁烷[t] 5,292 8 

LNG[t] 4,770 760 

煤焦 [t] 2,146 ―

石油焦 [t] 6,017 ―

天燃气 [千m3] 16,964 2,446 

日本国内28个事业所 海外12个事业所

日立事业所（包括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 日立精铜工厂、JX金属环境株式会社）、该事业所铜

箔制造部（包括一关制箔株式会社）

矶原工厂

仓见工厂（包括JX金属剪切加工中心株式会社、JX金属商事株式会社 仓见支店）

JX金属株式会社 佐贺关冶炼所（包括日本铸铜株式会社、日照港运株式会社）

JX金属苫小牧化学株式会社

JX金属敦贺回收株式会社

JX金属三日市回收株式会社

东邦钛业株式会社 茅崎工厂（包括该公司黑部工厂、该公司若松工厂、Toho Titanium Co., 

Ltd.）

JX金属精密技术株式会社 江刺工厂、该公司馆林工厂、该公司那须工厂、该公司挂川工厂

Jx金属商事株式会社（包括该公司尼崎支店、该公司高槻工厂）

JX金属高商株式会社 白河工厂

Furuuchi化学株式会社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Philippines, Inc.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USA, Inc.

Materials Service Complex Malaysia Sdn. Bhd.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Korea Co., Ltd.

无锡日矿富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

台湾日矿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龙潭工厂

日矿金属（苏州）有限公司

JX金属制品（东莞）有限公司

TANIOBIS GmbH（包括TANIOBIS Smelting 

GmbH & Co.KG、TANIOBIS Japan Co., Ltd.、

TANIOBIS Co., Ltd.）

能源

环保管理

※  以《与能源使用合理化等相关的法律》中涉及的特定托运人为对象。在本集团公司中，
以 JX金属株式会社、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春日矿山株式会社和泛太平洋铜业株式
会社这 4家公司为对象。 

※ 佐贺关冶炼所的排水量计算方法已更改，因此已追溯至2018年度并进行了修正。 

※ 汇总对象范围原则上以 JX金属集团整体为对象，因此已追溯至 2018年度并进行了修正。 

ESG数据集

水资源

水污染物

■ 用水量 ※1 

■ 总用水量 ※1 

■ 排水量 ※2 

■ 总排水量 ※2 

202020192018

111.3
118.9

（百万m3）

48.8

8.9
57.8

0

150

100

50

（年度）

7.3

109.5

9.5

日本国内集团合计 海外集团合计

104.0

31.0
（53.7%）

18.9
（32.7%）

0.7
（1.1%）

0.0
（0.0%）

海水　　工业用水　　地下水　　自来水　　雨水

7.2
（12.4%）

2020年度
57.8百万m3

89.9
（75.6%）

20.6
（17.3%）

6.6
（5.5%）

1.9
（1.6%）

0.0
（0.0%）

2019年度
118.9百万m3

（百万m3）

2020201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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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6

0.7

100.0

0.9

52.5

110.3

（年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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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日本国内集团合计 海外集团合计

38.1
（72.6%）

13.9
（26.4%）

0.6
（1.1%）

2020年度
52.5百万m3

95.8
（86.8%）

13.9
（12.6%）

0.6
（0.5%）

2019年度
110.3百亿m3

海域　　河流　　下水道

※1  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 佐贺关冶炼所的海水使用量是根据泵容量计算的。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 佐贺关冶炼所的淡水及其他事业所的水使用量是流量计的读数或来自水道局的收费单上的值。
※2  日立事业所、矶原工厂、JX金属苫小牧化学株式会社、JX金属三日市回收株式会社排放到公共流域（海域及河流）的水量是根据拦水堰计算出来的值。仓见工厂、东邦钛业株式会社总部、茅崎工
厂是将地下水使用量乘以一定比率后所得的值。东邦钛株式会社 八幡工厂和黑部工厂为收款单上的值。其他各事业所向公共流域排放的水量是流量计的读数。TANIOBIS Co., Ltd.的下水道排水量
是根据 1天的排水量计算出来的值。其他事业所的下水道排水量是流量计的读数或来自水道局的收款单上的值。由于我们更改了佐贺关冶炼所向海域排放的水量计算方法，因此将排水量相关数据追
溯至 2018年度并进行了修正。

■ 金属冶炼相关事业所用水原单位 

■ COD负荷量  

■ 金属冶炼相关事业所排水原单位 

■ BOD负荷量 

202020192018

86.2

127.9
137.6

（m3/电解铜产量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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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集团合计 海外集团合计

2019 2020 （年度）2018

（m3/电解铜产量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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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集团合计 海外集团合计

（年度）

※有法律管制的事业所（向海域排放的事业所）的合计值。

※由于对水资源项目的排水量数据进行了修订，数据已追溯至 2018年度并进行了修正。 
※有法律管制的事业所（向河流排放的事业所）的合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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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大气污染物

■ JX金属集团整体 CO2排放量（范围 1、2） 

■ 物流阶段的 CO2排放量 

■ NOx排放量 

■ 金属冶炼相关事业所的 CO2排放原单位 

■ SOx排放量 ■ 金属冶炼相关事业所的 SOx排放原单位 

■ 金属冶炼相关事业所的 NOx排放原单位 

（千 t-CO2）

2020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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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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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以下原因，已追溯至 2018年度并进行了修正。
・汇总对象范围原则上扩大到 JX金属集团整体
・对适用于电力用量的排放系数进行了修改
・扩大了来自能源以外的 CO2排放量计算对象范围

※  范围 1将能源（燃料）、废弃物（废油、废塑料、污泥、木屑）焚化、还原剂、中和剂、
石墨电极和回收原料产生的部分换算为 CO2。

※  范围2将电力产生的部分换算为CO2。电力产生的部分包括一些第三方提供的热能（蒸

汽、热水、冷水）。用于计算范围2的排放系数在日本国内组和海外组中分别应用如下。
　 日本国内组：应用调整后的排放系数
　 海外组：应用当地电力公司公布的排放系数或 IEA公布的各国排放系数

※ 这是具有排放管制的事业所的合计值。

※  以《与能源使用合理化等相关的法律》中涉及的特定托运人为对象。在本集团公司中，
以 JX金属株式会社、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春日矿山株式会社和泛太平洋铜业株式会
社这 4家公司为对象。

※ 这是具有排放管制的事业所的合计值。

ESG数据集

化学物质

■ PRTR排放量和移动量 ■ PRTR排放量明细 

2018 2019 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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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0.38

0.43

0

0.2

0.4

0.6

0.8

（kt） 排放量 移动量

2020 （年度）20192018

0.0

0.018

0.0560.056

0

0.02

0.04

0.06

0.08

0.038

0.0

0.022

0.034
0.049

0.001

0.019

0.029

（kt） 本公司填埋 水域 大气

废弃物、副产品

■ 最终处理废弃物量 ■ 按废弃物种类分类的总排放量 

■ 副产品的生产  

0

10

20

30

40

50

2020 （年度）20192018

（kt）

10.1
7.0

49.0

2020年度
85.8kt

53.3
（62.1%）

2.7
（3.1%）

2.1
（2.5%）

2.2
（2.6%）

12.3
（14.3%）

8.3
（9.6%）

5.0
（5.9%）

2019年度
45.3kt

22.0
（48.6%）

2.6
（5.7%）

1.9
（4.3%）

2.1
（4.7%）

1.2
（2.7%）

10.9
（24.1%）

4.5
（9.9%）

污泥　　煤渣　　废塑料类 

废油　　废酸、废碱 　　矿渣　　其他

1,268
（53.0%）

946
（39.6%）

88
（3.7%）

89
（3.7%）

2020年度
2,391kt

1,785
（49.0%）

1,346
（37.0%）

368
（10.1%）

142
（3.9%）

2019年度
3,641kt

硫酸　　炉渣　　石膏　　铁精矿

※ 不包括 CASERONES铜矿山的约 2,850万吨矿渣。
※  自 2020年度以来，由于将东邦钛业的海洋垃圾填埋量和 TANIOBIS集团的最终处理
量计入汇总对象，最终处理废弃量急剧增加。 

※  自 2020年度以来，由于将东邦钛业的海洋垃圾填埋量和 TANIOBIS集团的排放量计
入汇总对象，总排放量急剧增加。

■ 2020年度受 PRTR法限制的主要对象物质的排放量和移动量

No. 政令No. 化学物质名称
排放量 移动量

大气 水域 本公司填埋 下水道 废弃物

1 75 镉及其化合物 0.1 0.1 0.0 0.0 20.0 

2 132 钴及其化合物 0.0 0.3 0.0 0.0 26.0 

3 300 甲苯 33.7 0.0 0.0 1.3 352.7 

4 305 铅化合物 0.8 0.1 0.0 0.0 10.2 

5 309 镍化合物 0.1 0.5 0.0 0.0 20.0 

6 354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 0.0 0.0 0.0 0.0 6.5 

7 405 硼化合物 0.0 9.3 0.0 0.0 1.7 
(g-TEQ)

8 243 二恶英类 0.1 0.0 0.0 0.0 6.0 

※  拥有根据 PRTR法需要申报的事业所的公司（第 4页“报告对象范围（环境）”中所示的日本国内公司及 JX金属商事株式会社、春日矿山株式会社、TANIOBIS Japan株式会社）的合计值。
在申报的 50种物质中，列出了有任何一项达到 5.0吨的物质及二恶英类物质。没有排放到土壤中。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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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安全卫生

■ 劳动事故等的发生状况 ※1、※2 

项目 2018 2019 2020

日本国内事业所安

全成绩※3

员工

（包括集团公司）

劳动事故受害人数  

死亡（人）※4 0 0 0
造成严重后果的劳动事故

（人）※4 0 0 0

休业（人）※4 13 3 7
不休（人）※4 9 10 13
合计（人） 22 13 20

劳动事故的主要种
类※5 

动作的反向运动，不合理的

动作
4 1 5

摔倒 7 1 1
被夹住、被卷入 4 1 3

度数率※6 

死亡※4 － － 0.00
造成严重后果的劳动事故※4 － － 0.00
休业※4 － － 0.53

强度率※6 － － 0.03
总工作时间※6 － － 13,290,060

合作公司员工※7

劳动事故受害人数

※5

死亡（人） 0 0 2
造成严重后果的

劳动事故（人）
0 2 0

休业（人） 6 2 2
不休（人） 3 5 6
合计（人） 9 9 10

劳动事故的主要种

类※5 

切伤、擦伤 2 1 4
坠落、摔倒 0 0 2
被撞击 0 2 0

度数率※6,7

死亡※4 － － 0.64
造成严重后果的劳动事故※4 － － 0.00
休业※4 － － 0.64

强度率※6,7 － － 4.82
总工作时间※7 － － 3,117,548
受害人员总数（人） 31 22 30
休业4天以上年千人比率※8 1.6 0.7 1.1
爆炸及火灾事故（件数）※9 3 3 1

（参考）海外事业所安全成绩※10 

死亡（人） 0 1 0
休业（人） 16 18 13
不休（人） 2 3 5
合计（人） 18 22 18

劳动事故的主要种类

被夹住、被卷入 4 8 3
摔倒 1 1 5
动作的反向运动，不合理

的动作
4 0 3

※1 安全成绩按日历年份（1月至 12月）汇总。
※2 表中的受害人数包括腰痛和中暑等职业病。
※3  截至上一年度，以本公司及集团公司（不包括东邦钛业）作为汇总对象，但从 2020年起，将东邦钛业及合作公司也作为汇总对象，数据已追溯至 2018年并进行了修正。但是，度数率和
强度率除外。

※4 各类劳动事故的定义如下。
・死亡事故：因业务而导致工作人员死亡的劳动事故。
・造成严重后果的劳动事故：休业天数超过 6个月或具有残疾等级的劳动事故。
・休业事故：需要休业 1天以上进行检查、治疗和疗养的劳动事故。原则上取决于医生的判断。但是，上述“造成严重后果的劳动事故”除外
・非休业事故：根据医生的诊断，不需要 1天以上的休业、受害后可以上班的劳动事故。

※5 与伤病原因有关的现象，以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事故类型”为依据。
※6  关于度数率（每 100万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事故伤亡人数）和强度率（每 1,000小时总实际工作时间的工作损失天数），直到上一年度为止，只以本公司员工为对象，但是，2020年以本
公司员工和集团公司员工（包括东邦钛业）为对象。此外，总实际工作时间中有一部分包括估计值。

※7  合作公司员工的安全统计不仅包括常驻合作公司，短期合作公司也被作为汇总对象。此外，度数率和强度率从 2020年开始，作为统计对象的总工作时间按“月末常驻合作公司员工人数×
工作天数×8小时 /天”计算。

（参考）2020年日本国内所有行业的度数率为 1.95，强度率为 0.09（根据厚生劳动省劳动事故动向调查）。
※8  本集团公司将休业 4天以上的劳动事故定义为重大事故，将年千人率作为重要指标之一。（休业 4天以上年千人率 =休业 4天以上的受害者人数÷员工总数（包括常驻合作公司员工）
×1,000）

※9 没有因爆炸或火灾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
※10 包括集团公司和合作公司，但由于在海外事业所跟踪调查和汇总合作公司的工作时间等有困难，所以我们仅使用参考数据，不披露度数率等详细数据。

ESG数据集

雇用和工作方式

调查对象：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 50％以上的投票权比率的公司

借调员工的处理：  包括从被调查公司外部借调到被调查公司内部的借调员工。包括从被调查公司内部借调到被调查公司外部

的员工

■ 按雇佣类型和雇佣合同划分的员工人数（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

勤务形态 合同形态 男性 女性 合计

全职
无固定期限 7,955 1,217 9,172 

有固定期限 469 100 569 

全职 小计 8,424 1,317 9,741 

全职以外
无固定期限 21 36 57 

有固定期限 57 32 89 

全职以外 小计 78 68 146 

合计 8,502 1,385 9,887 

勤务形态 合同形态 日本 北美 南美 亚洲 欧洲 中东 合计

全职
无固定期限 6,313 125 955 1,396 368 15 9,172 

有固定期限 472 2 12 65 18 0 569 

全职 小计 6,785 127 967 1,461 386 15 9,741 

全职以外
无固定期限 39 0 0 1 17 0 57 

有固定期限 86 0 2 0 1 0 89 

全职以外 小计 125 0 2 1 18 0 146 

合计 6,910 127 969 1,462 404 15 9,887 

（人）

（人）

人才培养

■ 年间研修实施状况（2020年度）

基干职位 一般职位 全体

男性 女性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培训时间总数（年间） 8,497 334 8,831 58,364 8,562 66,926 66,861 8,896 75,757
每名社员时间 14 22 14 26 27 26 23 27 24

※ 调查对象：本公司员工及从本公司借调到 JX金属环境株式会社和 JX金属冶炼株式会社（佐贺关冶炼所、日立精铜工厂）的员工

（小时）

91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orporation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1 92



（人）

（人）

（人）

（人）

（人）（人）

（人）（人）

（人）
■ 按工作地点分　员工数（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

■ 聘用新员工人数 （2020年 4月 1日～ 2021年 3月 31日）

■ 离职员工人数（2020年 4月 1日～ 2021年 3月 31日）

性别 日本 北美 南美 亚洲 欧洲 中东 合计

男性 6,136 100 887 1,025 339 15 8,502 

女性 774 27 82 437 65 0 1,385 

合计 6,910 127 969 1,462 404 15 9,887 

男性 女性 合计

人数 509 115 624
在2021年3月31日的员工数

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6% 　　8% 6%

男性 女性 合计

人数 465 64 529
在2021年3月31日的员工数

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5% 5% 5%

男性 女性 合计

人数 5,373 758 6,131
在2021年3月31日的员工数

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63% 55% 62%

29岁以下 30～49岁 50岁以上 合计

290 235 99 624

20% 4% 4% 6%

29岁以下 30～49岁 50岁以上 合计

109 248 172 529

7% 4% 7% 5%

29岁以下 30～49岁 50岁以上 合计

1,095 3,901 1,135 6,131

75% 66% 45% 62%

日本 北美 南美 亚洲 欧洲 中东 中东

人数 422 18 71 105 8 0 624
在2021年3月31日的员工数

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6% 14% 7% 7% 2% 0% 6%

日本 北美 南美 亚洲 欧洲 中东 合计

人数 286 8 105 109 21 0 529
在2021年3月31日的员工数

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4% 6% 11% 7% 5% 0% 5%

■ 工会会员状况（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

是否有持续超过 1周的罢工和停工：无

※包括调动到被调查公司以外的公司以及因取消借调而返回的员工。

※不包括被调查公司内部的调动和因取消借调而返回的员工。

※不包括退休员工

ESG数据集

（人）

多元化

■ 2020年度育儿休业情况（本公司）

男性 女性 合计

使用育儿休业制度者 19 12 31
拥有使用育儿休业制度的权利的员工※ 117 12 129
百分比（小数点四舍五入） 16% 100% 24%

※ 男性：年度内生孩子的人 
　 女性：年度内结束产假并取得育儿休业的员工

■ 育儿休业复职后的定着率（育儿休业复职后经过 12个月仍在职的员工比例）（本公司）

男性 女性 合计

2019年度育儿休业后复职的员工人数 8 10 18
复职后经过12个月仍在职的员工人数 8 10 18
百分比 100% 100% 100%

（人）

■ 育儿休业后的复职率（育儿休业后复职的员工比例）（本公司）

■ 2020年度的重新雇佣状况（本公司） ■ 2020 年度残疾人雇用率（本公司）

男性 女性 合计

2020年度育儿休业后复职的员工人数 19 3 22
复职预定人数 19 4 23
百分比 100% 75% 96%

退休人员 47
其中重新雇用人数 44
百分比 94%

残疾人雇用率

（法定残疾人雇用率为2.3%）
2.19%

（人）

（人）

（人）

高级管理人员人数 高级管理人员百分比※1 当地雇用人员数※2

北美
男性 14 16% 87 

女性 4 15% 27 

北美 小计 18 16% 114 

南美
男性 38 4% 847 

女性 5 6% 82 

南美 小计 43 5% 929 

欧洲
男性 36 11% 321 

女性 7 11% 63 

欧洲 小计 43 11% 384 

亚洲
男性 93 10% 960 

女性 54 12% 433 

亚洲 小计 147 11% 1,393 

男性 181 8% 2,215
女性 70 12% 605
合计 251 9% 2,820 

■ 海外当地聘用的高级管理人员人数（部长、科长级以上）和当地雇用人员数（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 

汇总对象：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 50％以上的投票权比率的海外集团公司
借调员工的处理：包括从被调查公司外部借调到被调查公司内部的借调员工。包括从被调查公司内部借调到被调查公司外部的员工

※1 百分比：高级管理人员人数÷当地雇用人员数×100
※2 海外当地法人直接聘用的员工人数，不包括接受的借调者和调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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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披露项 报告要求 相关页面

GRI 102：一般披露

◎102-1 组织名称 a. 组织名称。
P83-84：全球网络

◎102-2
活动、品牌、

产品和服务

a. 组织活动说明。

b. 主要品牌、产品和服务，包括在某些市场任何被禁产品或服务的说明。

P7-8：价值创造模式
P17-18：由JX金属集团的先进材料支

持的未来

P19-20：事业领域和优势

◎102-3 总部位置 a. 组织总部的位置
P83-84：全球网络

◎102-4 经营位置
a. 组织运营业务所在国的数量，在其中运营大量业务的国家名称，和/ 或与报告中涵盖的议题相关的

国家名称。

P83-84：全球网络

◎102-5 所有权与法律形式 a. 所有权的性质与法律形式。
P83-84：全球网络

◎102-6 服务的市场

a. 服务的市场，包括：

i. 提供产品和服务所在的地理位置；

ii. 服务的行业；

iii. 客户和受益人的类型

P9-12：社长寄语
P17-18：由JX金属集团的先进材料支

持的未来

P19-20：事业领域和优势

◎102-7 组织规模

a. 组织规模，包括：

i. 员工总数；

ii. 运营点总数；

iii. 净销售额（适用于私营行业组织）或净收入（适用于公共行业组织）；

iv. 按债务和权益细分的总市值（适用于私营行业组织）；

v. 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

P13-16：中期经营计划
P17-18：由JX金属集团的先进材料支

持的未来

P19-20：事业领域和优势
P83-84：全球网络
P92-93：ESG数据集（雇用和工作方

式）

◎102-8
关于员工和其他工作者

的信息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按雇佣合同（固定和临时）和性别划分的员工总数。

b. 按雇佣合同（固定和临时）和地区划分的员工总数。

c. 按雇佣类型（全职和兼职）和性别划分的员工总数。

d. 很大部分的组织活动是否由员工之外的工作者承担。说明由员工之外的工作者承担的工作的性质

和规模（如适用）。

e. 披露项 102-8-a、102-8-b 和 102-8-c 中报告的任何重大数目变动（如旅游或农业的季节变

动）。

f. 说明数据编辑过程，包括做出的任何假设。

P92-93：ESG数据集（雇用和工作方

式）

◎102-9 供应链 a. 对组织的供应链的描述，包括，与组织的活动、主要品牌、产品和服务有关的主要元素。

P7-8：价值创造模式
P17-18：由JX金属集团的先进材料支

持的未来

P19-20：事业领域和优势
P23-28：各事业概况

◎102-10
组织及其供应链的重大

变化

a. 组织规模、架构、所有权或供应链的重大变化，包括：

i. 经营位置或业务的变化，包括设施开张、关停和扩张；

ii. 股本架构的改变和其他资本形成、维修及业务变更（适用于私营行业组织）；

iii. 供应商所在地、供应链结构、与供应商关系（包括甄选和终止）的变化。

P9-12：社长寄语
P51-52：Column

◎102-11 预警原则或方针 a. 组织是否运用以及如何运用预警原则或方针。

P9-12：社长寄语
P21-22：围绕有色金属的风险和机遇
P29-32：专集1
P33-36：专集2
P39-42：对地球环境保护的贡献
P53-60：实现有吸引力的职场
P61-64：尊重人权
P69-77：强化治理

◎102-12 外部倡议 a. 外部制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章程、原则或其他组织赞成或认可的倡议的列单。
P79-81：响应国际规范和倡议

◎102-13 协会成员资格 a. 行业或其他协会、国家或国际倡导组织的主要成员资格列表。
P79-81：响应国际规范和倡议

◎102-14 高级决策者的声明
a. 组织最高决策者（如首席执行官、主席或同等高级职位）做出的关于可持续发展与组织的相关

性，及其解决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的声明。

P9-12：社长寄语

102-15 关键影响、风险和机遇 a. 对关键影响、风险和机遇的描述。
P9-12：社长寄语
P21-22：围绕有色金属的风险和机遇

◎102-16
价值观、原则、标准和

行为规范 
a. 对组织的价值观、原则、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描述。

P1-2：引言

102-17
关于道德的建议和关切

问题的机制

a. 对以下方面的内部和外部机制的描述：

i. 寻求有关道德和合法行为以及组织诚信的建议；

ii. 报告不道德或非法的行为以及组织诚信方面的关切问题。

P69-77：强化治理

◎102-18 管治架构
a. 组织的管治架构，包括最高管治机构委员会。

b. 负责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决策的委员会。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69-77：强化治理

GRI标准对照表（符合核心）
◎为核心项目 绿色：因为符合核心选项而采用的标准　　浅蓝色：不是因为符合而采用的标准，而是用作参考的标准

No. 披露项 报告要求 相关页面

102-19 授权 a. 将管理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从最高管治机构授权给高管和其他员工的过程。

102-20
行政管理层对于经济、

环境和社会议题的责任

a. 组织是否任命了行政级高管职务负责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

b. 职务持有人是否直接向最高管治机构报告。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102-21

就经济、环境和社会议

题与利益相关方进行的

磋商

a. 利益相关方和最高管治机构就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磋商的过程。

b. 如果授权磋商，说明授权的对象和向最高管治机构提供反馈的过程。

102-22
最高管治机构及其委员

会的组成

a. 按以下分类，说明最高管治机构及其委员会的组成：

i. 执行董事或非执行董事；

ii. 独立成员；

iii. 管治机构的任期；

iv. 管治机构各成员的其他重要职位和责任的数量及相关责任的性质；

v. 性别；

vi. 未被充分代表的社会群体成员；

vii. 与经济、环境、社会议题有关的能力；

viii. 利益相关方代表。

102-23 最高管治机构主席
a. 最高管治机构的主席是否兼任组织中的行政职位。

b. 如果主席还兼任行政职位，说明其在组织管理层的职能及做出此等安排的原因。

102-24
最高管治机构的提名和

甄选

a. 最高管治机构及其委员会的提名和甄选过程。

b. 最高管治机构成员提名和甄选所使用的条件，包括：

i. 利益相关方（包括股东）是否以及如何参与；

ii. 是否以及如何考虑多样性；

iii. 是否以及如何考虑独立性；

iv. 是否以及如何考虑与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相关的专长和经验。

102-25 利益冲突

a. 最高管治机构确保避免和控制利益冲突的过程。

b. 是否向利益相关方披露利益冲突，至少应包括：

i. 跨董事会成员身份；

ii. 与供应商或其他利益相关方交叉持股；

iii. 控股股东的存在；

iv. 关联方披露。

P70-71：强化业务执行体制

102-26

最高管治机构在制定宗

旨、价值观和战略方面

的作用

a. 最高管治机构和高管在制定、批准和更新组织在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方面的宗旨、价值观、使

命、战略、政策和目标中的作用。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102-27
最高管治机构的集体认

识
a. 为加强最高管治机构对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的集体认识而采取的措施。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102-28
最高管治机构的绩效评

估

a. 评估最高管治机构在管治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方面的绩效的流程。

b. 此等评估是否独立进行，并且其频率如何。

c. 此等评估是否为自我评估。

d. 对于最高管治机构在管治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方面的绩效评估的应对措施，至少应包括成员资

格及组织实践的变更。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102-29
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

的识别和管理

a. 最高管治机构在识别和管理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及其影响、风险和机遇方面的作用，包括最高

管治机构在实施尽职调查方面的作用。

b. 是否使用利益相关方磋商，来支持最高管治机构对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及其影响、风险和机遇

的识别和管理。

102-30 风险管理流程的效果 a. 最高管治机构在评估有关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的风险管理流程的效果方面的作用。
P74-75：风险管理

102-31
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

的评审
a. 最高管治机评审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及其影响、风险和机遇的频率。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102-32
最高管治机构在可持续

发展报告方面的作用
a. 正式评审和批准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并确保已涵盖所有实质性议题的最高委员会或职位。

102-33 重要关切问题的沟通 a. 与最高管治机构沟通重要关切问题的流程。
P70-71：强化业务执行体制

102-34
重要关切问题的性质和

总数

a. 与最高管治机构沟通的重要关切问题的总数和性质。

b. 处理和解决重要关切问题所采取的机制。

102-35 报酬政策

a. 按以下报酬类型，说明最高管治机构和高管的报酬政策：

i. 固定工资和浮动工资：包括绩效工资、股权激励、奖金、递延或已兑现的股份；

ii. 签约奖金或招募奖励金；

iii. 退职金；

iv. 索回；

v. 退休福利，包括最高管治机构、高管和所有其他员工的福利计划和缴费率的差异。

b. 报酬政策中的绩效标准与最高管治机构和高管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目标有何关联。

102-36 决定报酬的过程

a. 决定报酬的过程。

b. 是否有报酬顾问参与报酬的决定，他们是否独立于管理层。

c. 报酬顾问与组织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其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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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披露项 报告要求 相关页面

102-37
利益相关方对报酬决定

过程的参与

a. 如何征询并考虑利益相关方对于报酬的意见。

b. 对报酬政策和提案投票的结果（如适用）。

102-38 年度总薪酬比率
a. 在运营重要业务的各个国家中，组织中获得最高报酬的个人的年度总薪酬与相同国家的其他所有

员工（排除该获得最高报酬的个人）的年度总薪酬中位数的比率。

102-39 年度总薪酬增幅比率
a. 在运营重要业务的各个国家中，组织中获得最高报酬的个人的年度总薪酬增幅与相同国家的其他

所有员工（排除该获得最高报酬的个人）年度总薪酬中位数增幅的比率。

◎102-40 利益相关方群体列表 a. 组织所参与的利益相关方群体的列表。
P82：利益相关者参与

◎102-41 集体谈判协议 a. 集体谈判协议所涵盖的员工总数的百分比。
P93：ESG数据集（雇用和工作方式）

◎102-42 识别和遴选利益相关方 a. 识别和遴选要参与的利益相关方的依据
P82：利益相关者参与

◎102-43 利益相关方参与方针
a. 组织对于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针，包括按类型和利益相关方群体划分的参与频率，并指出是否专

门在报告编制过程中进行了任何参与。

P82：利益相关者参与

◎102-44
提出的主要议题和关切

问题

a. 通过利益相关方参与提出的主要议题和关切问题，包括：

i. 组织如何回应这些主要议题和关切问题，包括通过其报告进行的回应方式；

ii. 提出每个主要议题和关切问题的利益相关方群体。

P82：利益相关者参与

◎102-45
合并财务报表中所涵盖

的实体 

a. 组织合并财务报表或同等文件中涵盖的所有实体的列表。

b. 是否有任何组织合并财务报表或同等文件中所涵盖的实体未涵盖在本报告中。
P4：关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1

◎102-46
界定报告内容和议题边

界

a. 对界定报告内容和议题边界过程的说明。

b. 对组织如何实施报告原则来界定报告内容的说明。
P4：关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1

◎102-47 实质性议题列表 a. 在界定报告内容的过程中确定实质性议题列表。
P7-8：价值创造模式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102-48 信息重述 a. 对以前报告中提供的任何信息重述的影响以及做出此类重述的原因。
P85-94：ESG数据集

◎102-49 报告变化 a. 与之前的报告期相比，实质性议题列表和议题边界的重大变化。
无

◎102-50 报告期 a. 所提供信息的报告期。
P4：关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1

◎102-51 最近报告的日期 a. 上一次报告的日期（如适用）。
P4：关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1

◎102-52 报告周期 a. 报告周期。
P4：关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1

◎102-53
可回答报告相关的问题

的联系人信息
a. 可回答报告或其内容相关问题的联系人信息。

封底

◎102-54
符合GRI 标准进行报告

的声明

a. 如果报告符合两种 GRI标准中的任一方案编制而成，组织所做出的声明：

i. “本报告符合 GRI标准的‘核心’方案编制而成”；

ii. “本报告符合 GRI标准的‘全面’方案编制而成”。

P4：关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1
本对照表

◎102-55 GRI 内容索引

a. GRI内容索引，其中指明了所使用的每项 GRI标准，并列出了报告中包含的所有披露项目。

b. 对于每项披露，内容索引应包括：

i. 该项披露的编号（GRI标准涵盖的披露）；

ii. 可在其中找到相关信息的页码或网页链接（可那在报告中，也可能在其他已发布的材料中）；

iii. 如适用并且允许的情况下，在不能进行必要的披露时，要求提供从略的原因。

本对照表

◎102-56 外部鉴证 

a. 对组织政策以及针对报告寻求外部鉴证的现行做法的描述。

b. 如果报告得到外部鉴证：

i.  提供对外部鉴证报告、陈述或意见的引用。如果未包含在可持续发展报告随附的鉴证报告中，

则要描述哪些得到鉴证、哪些未得到鉴证以及鉴证依据，包括所使用的鉴证标准、所获得的鉴

证水平以及鉴证程序的任何限制；

ii.  组织与鉴证提供者之间的关系；

iii. 最高管治机构或高管是否以及如何参与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寻求外部鉴证。

无

对地球环境保护的贡献

GRI-103：管理方法

103-1
对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

的说明
—

P29-32：专集1
P33-36：专集2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39：对地球环境保护的贡献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

P29-32：专集1
P33-36：专集2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39：对地球环境保护的贡献

指定标准披露项目

GRI标准对照表

No. 披露项 报告要求 相关页面

103-3 管理方法的评估 —

P29-32：专集1
P33-36：专集2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39-42：对地球环境保护的贡献
P78：社外取缔役寄语

GRI-301：物料

301-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体积

a. 在本报告期内，用于生产和包装组织主要产品及服务的物料的总重量或体积，按以下分类：

i. 所使用的不可再生材料；

ii. 所使用的可再生材料。

P86：ESG数据集（整个集团的物质平

衡）

301-2
所使用的回收再利用的

物料
a. 用于制造组织主要产品和服务的回收再利用的物料百分比。

P86：ESG数据集（整个集团的物质平

衡）

301-3 回收产品及其包装材料
a. 每种产品类别的回收产品及其包装材料的百分比。

b. 本披露项中数据的收集方式。

GRI-302：能源

302-1 组织内部的能源消耗量

a. 组织内部的不可再生来源燃料消耗总量，以焦耳或倍数表示，包括所使用的燃料类型。

b. 组织内部的可再生来源燃料消耗总量，以焦耳或倍数表示，包括所使用的燃料类型。

c. 以焦耳、瓦时或倍数表示以下项目的总量：

i. 耗电量

ii. 耗热量

iii. 耗冷量

iv. 耗汽量

d. 以焦耳、瓦时或倍数表示以下项目的总量：

i. 售电量

ii. 售热量

iii. 售冷量

iv. 售汽量

e. 组织内部的能源消耗总量，以焦耳或倍数表示。

f. 使用的标准、方法、假设和/ 或计算工具。

g. 使用的换算系数的来源。

P86-87：ESG数据集（整个集团的物

质平衡/能源）

302-2 组织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a. 组织外部的能源消耗量，以焦耳或倍数表示。

b. 使用的标准、方法、假设和/ 或计算工具。

c. 使用的换算系数的来源。

P86-87：ESG数据集（整个集团的物

质平衡/能源）

302-3 能源强度

a. 组织的能源强度比。

b. 选定的用于计算此比率的组织特定指标（分母）。

c. 强度比中包含的能源类型；是燃料、电力、供暖、制冷、蒸汽还是全部。

d. 该比率使用的是组织内部的能源消耗量、组织外部的能源消耗量还是二者兼有。

P86-87：ESG数据集（整个集团的物

质平衡/能源）

302-4 减少能源消耗量

a. 由节约和能效举措直接促成的节能量量，以焦耳或倍数表示。

b. 节能量中包含的能源类型；是燃料、电力、供暖、制冷、蒸汽还是全部。

c. 计算节能量所使用的依据，例如基准年或基线，包括做出选择的理由。

d. 使用的标准、方法、假设和/ 或计算工具。

P86-87：ESG数据集（整个集团的物

质平衡/能源）

302-5
降低产品和服务的能源

需求

a. 在报告期内达到的所售产品和服务的能源减少要求，以焦耳或倍数表示。

b. 计算节能量所使用的依据，例如基准年或基线，包括做出选择的理由。

c. 使用的标准、方法、假设和/ 或计算工具。

GRI-303：水资源与污水 2018

303-1
组织与水（作为共有资

源）的相互影响

a. 组织如何与水资源相互影响，包括取水、耗水和排水的方式与地点，造成的或增加的水资源相关

影响，或组织的活动、产品或服务透过商业关系直接产生的水资源相关影响（如，径流造成的影

响）。

b. 用于确定水资源相关影响的方法，包括评估范围、时间框架、采用的任何工具或方法。

c. 处理水资源相关影响的方式，包括组织如何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可持续管理作为共有资源的水，

如何与具有水资源相关重大影响的供应商或客户合作。

d. 说明在组织的管理方法中，制定任何水资源相关目标的过程，以及此等管理方法如何适应存在用

水压力的各地区公共政策和地方背景。

P41-42：环境保护工作

303-2 管理与排水相关的影响

a. 说明污水排放的最低标准，以及确定这些标准的方式，包括：

i. 对于在没有地方排放要求的地点运营的设施，如何确定标准；

ii. 任何内部制定的水质标准或准则；

iii. 考虑使用的具体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

iv. 是否考虑了受纳水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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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3 取水

a. 来自所有地区的总取水量（兆升），以及按以下来源的明细数据（如适用）：

i. 地表水；

ii. 地下水；

iii. 海水；

iv. 工艺水；

v. 第三方设施。

b. 来自存在用水压力的所有地区的总取水量（兆升），以及按以下来源的明细数据（如适用）：

i. 地表水；

ii. 地下水；

iii. 海水；

iv. 工艺水；

v. 第三方设施，并按 i-iv 列出的取水源提供明细数据（如适用）。

c. 对披露项 303-3-a 和 303-3-b 所列每个来源，按以下类别说明总取水量的明细数据（如适

用）：

i. 淡水（总溶解固体≤1,000 毫克/升）

ii. 其他水（总溶解固体>1,000 毫克/升）。

d. 理解数据编纂方式的必要背景信息，例如采用的标准、方法和假设。

303-4 排水

a. 向所有地区的总排水量（兆升），以及按以下去向的明细数据（如适用）：

i. 地表水

ii. 地下水

iii. 海水

iv. 输送至其他组织供其作为第三方设施使用的排水及其总量（如适用）。

b. 按以下类别，向所有地区的总排水量明细数据（兆升）：

i. 淡水（总溶解固体≤1,000 毫克/升）

ii. 其他水（总溶解固体>1,000 毫克/升）

c. 向存在用水压力的所有地区的总排水量（兆升），以及按以下类别的明细数据：

i. 淡水（总溶解固体≤1,000 毫克/升）

ii. 其他水（总溶解固体>1,000 毫克/升）

d. 排水处理中的重点关注物质，包括：

i. 确定重点关注物质的方法，所用的任何国际标准、权威清单或标准；

ii. 对重点关注物质设定排放标准限制的方法；

iii. 未遵守排放标准限制的次数。

e. 理解数据编纂方式的必要背景信息，例如采用的任何标准、方法和假设。

P88：ESG数据集（水资源）

303-5 耗水

a. 所有地区的总耗水量（兆升）。

b. 存在用水压力的所有地区的总耗水量（兆升）。

c. 蓄水变化（兆升），前提是蓄水被确定为具有水资源相关重大影响。

d. 理解数据编纂方式的必要背景信息，例如采用的任何标准、方法和假设，包括信息是否根据直接

衡量来计算、估算、建模或取得，以及对此采用的方法，例如使用任何行业特定因子。

P88：ESG数据集（水资源）

GRI-304：生物多样性

304-1

组织所拥有、租赁、在

位于或邻近于保护区和

保护区外生物多样性丰

富区域管理的运营点

a. 对于组织所拥有、租赁、在位于或邻近于保护区和保护区外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管理的每个运

营点，报告如下信息：

i. 地理位置；

ii. 可能由组织拥有、租赁或管理的地表和地下土地；

iii. 与保护区（在区域内、与之毗邻或含有部分保护区）或保护区外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有关的位

置；

iv. 经营类型（办公、制造、生产或采掘）；

v. 经营场地的规模，以平方公里表示（如适用，或以另一种单位表示）；

vi. 以保护区或保护区外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陆地、淡水或海洋生态系统）的属性为特征的生物

多样性价值；

vii. 以受保护状态名录（例如IUCN保护区管理类别、拉姆萨尔公约、国家法规）为特征的生物多

样性价值。

P41-42：环境保护工作

304-2
活动、产品和服务对生

物多样性的重大影响

a. 在以下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对生物多样性的重大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性质：

i. 制造厂、矿山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建造或使用；

ii. 污染（从点源和非点源引进栖息地的非天然的物质）；

iii. 引进入侵物种、害虫和病原体；

iv. 物种减少；

v. 栖息地转变；

vi. 自然变化范围之外的生态过程变化（如盐度或地下水位变化）。

b. 在以下方面的重大直接和间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i. 受影响的物种；

ii. 受影响区域的范围；

iii. 影响持续时间；

iv. 影响的可逆性或不可逆性。

P41-42：环境保护工作

GRI标准对照表

No. 披露项 报告要求 相关页面

304-3
受保护或经修复的栖息

地 

a. 所有受保护或经修复的栖息地区域的规模和位置，以及修复措施的成功是否得到或得到过独立的

外部专业人士的核准。

b. 是否与第三方存在合作关系，以保护或修复不同于组织已监督并实施修复或保护措施的栖息地区

域。

c. 报告期结束时各区域的状况。

d. 使用的标准、方法和假设。

304-4

受运营影响的栖息地中

已被列入 IUCN红色名

录及国家保护名册的物

种

a. 受组织运营影响的栖息地中已被列入IUCN红色名录及国家保护名册的物种总数，按灭绝风险程度

分类：

i. 极危

ii. 濒危

iii. 易危

iv. 近危

v. 无危

GRI-305：排放

305-1
直接（范畴1）温室气
体排放

a. 直接（范畴1）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CO2当量公吨数表示。

b. 纳入计算的气体；是CO2、CH4、N2O、HFC、PFC、SF6、NF3，还是全部包括在内。

c. 生物源CO2排放，以CO2当量公吨数表示。

d. 用于计算的基准年（如适用），包括：

i. 选择此年份的理由；

ii. 基准年中的排放；

iii. 导致重新计算基准年排放的重大排放变化背景。

e. 排放因子的来源，以及使用的全球变暖潜能值（GWP），或对GWP来源的引用。

f. 排放的整合方法；是权益份额、财务控制，还是运营控制。

g. 使用的标准、方法、假设和/ 或计算工具。

P86：ESG数据集（整个集团的物质平

衡）

P89：ESG数据集（气候变化/大气污染

物）

305-2
能源间接（范畴2）温
室气体排放

a. 按地区的能源间接（范畴2）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CO2当量公吨数表示。

b. 按市场的能源间接（范畴2）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如适用），以CO2当量公吨数表示。

c. 纳入计算的气体（如适用）：是CO2、CH4、N2O、HFC、PFC、SF6、NF3，还是全部包括在

内。

d. 用于计算的基准年（如适用），包括：

i. 选择此年份的理由；

ii. 基准年中的排放；

iii. 导致重新计算基准年排放的重大排放变化背景。

e. 排放因子的来源，以及使用的全球变暖潜能值（GWP），或对GWP来源的引用。

f. 排放的整合方法：是权益份额、财务控制，还是运营控制。

g. 使用的标准、方法、假设和/ 或计算工具。

P89：ESG数据集（气候变化/大气污染

物）

305-3
其他间接（范畴3）温
室气体排放

a. 其他间接（范畴3）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CO2当量公吨数表示。

b. 纳入计算的气体（如适用）：是CO2、CH4、N2O、HFC、PFC、SF6、NF3，还是全部包括在

内。

c. 生物源CO2排放，以CO2当量公吨数表示。

d. 纳入计算的其他间接（范畴3）温室气体排放类别和活动。
e. 用于计算的基准年（如适用），包括：

i. 选择此年份的理由；

ii. 基准年中的排放；

iii. 导致重新计算基准年排放的重大排放变化背景。

f. 排放因子的来源，以及使用的全球变暖潜能值（GWP），或对GWP来源的引用。

g. 使用的标准、方法、假设和/ 或计算工具。

P89：ESG数据集（气候变化/大气污染

物）

305-4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a. 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比。

b. 选定的用于计算此比率的组织特定指标（分母）。

c. 强度比中包含的温室气体排放类型；直接（范畴1）温室气体排放、能源间接（范畴2）温室气体
排放和/ 或其他间接（范畴3）温室气体排放。

d. 纳入计算的气体：是CO2、CH4、N2O、HFC、PFC、SF6、NF3，还是全部包括在内。

P89：ESG数据集（气候变化/大气污染

物）

305-5 温室气体减排量

a. 因减排举措直接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以CO2当量公吨数表示。

b. 纳入计算的气体：是CO2、CH4、N2O、HFC、PFC、SF6、NF3，还是全部包括在内。

c. 基准年或基线，包括做出选择的理由。

d. 减排发生的范畴：是直接（范畴1）、能源直接（范畴2）和/ 或其他间接（范畴3）。
e. 使用的标准、方法、假设和/ 或计算工具。

P29-32：专集1

305-6
臭氧消耗物质（ODS）

的排放

a. ODS的生产、进口和出口，以CFC-11（三氯氟甲烷）当量公吨数表示。
b. 纳入计算的物质。

c. 使用的排放因子的来源。

d. 使用的标准、方法、假设和/ 或计算工具。

305-7

氮氧化物（NOx）、硫

氧化物（SOx）和其他

重大气体排放

a. 以下各项的重大气体排放，以公斤或倍数表示：

i. NOx

ii. SOx

iii.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

iv.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v. 危害性空气污染物（HAP）

vi. 颗粒物质（PM）

vii. 相关规定中确定的气体排放的其他标准类别 

b. 使用的排放因子的来源。

c. 使用的标准、方法、假设和/ 或计算工具。

P86：ESG数据集（整个集团的物质平

衡）

P89：ESG数据集（气候变化/大气污染

物）

P90：ESG数据集（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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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披露项 报告要求 相关页面

GRI-306：废弃物 2020

306-1
废弃物的产生及废弃物

相关重大影响

a. 对于组织的废弃物相关重大实际与潜在影响，应描述：

i. 导致或可能导致这些影响的投入、活动和产出；

ii. 这些影响是否与组织自身活动所产生的废弃物相关，或与其价值链上/下游产生的废弃物相关。

P33-36：专集2

306-2
废弃物相关重大影响的

管理

a. 组织为预防在自身活动及价值链上、下游产生废弃物，以及管理所产生废弃物的重大影响而采取

的行动，包括循环措施。

b. 如果组织自身活动产生的废弃物由第三方管理，说明组织采取了何种流程，以确定第三方是否根

据合约或法律义务来管理废弃物。

c. 用于收集和监测废弃物相关数据的流程。

P33-36：专集2

306-3 产生的废弃物
a. 产生的废弃物总重量（公吨单位），并按废弃物的成分细分。

b. 理解数据及汇编方式的必要背景信息。
P90：ESG数据集（废弃物、副产品）

306-4 从处置中转移的废弃物

a. 从处置中转移的废弃物总重量（公吨单位），并按废弃物的成分细分。

b. 从处置中转移的有害废弃物总重量（公吨单位），并按以下回收作业细分：

i. 再利用准备；

ii. 循环；

iii. 其他回收作业。

c. 从处置中转移的无害废弃物总重量（公吨单位），并按以下回收作业细分：

i. 再利用准备；

ii. 循环；

iii. 其他回收作业。

d. 对于披露项 306-4-b 和 306-4-c 所列的回收作业，将有害废弃物和无害废弃物的总重量（公吨

单位）

按以下处置方式细分：

i. 现场；

ii. 场外。

e. 理解数据及汇编方式的必要背景信息。

P90：ESG数据集（废弃物、副产品）

306-5 进入处置的废弃物

a. 进入处置的废弃物总重量（公吨单位），并按废弃物的成分细分。

b. 进入处置的有害废弃物总重量（公吨单位），并按以下处置作业细分：

i. 焚烧（含能源回收）；

ii. 焚烧（不含能源回收）；

iii. 填埋；

iv. 其他处置作业。

c. 进入处置的无害废弃物总重量（公吨单位），并按以下处置作业细分：

i. 焚烧（含能源回收）；

ii. 焚烧（不含能源回收）；

iii. 填埋；

iv. 其他处置作业。

d. 对于披露项 306-5-b 和 306-5-c 所列的处置作业，将有害废弃物和无害废弃物的总重量（公吨

单位）按以下处置方式细分：

i. 现场；

ii. 场外。

e. 理解数据及汇编方式的必要背景信息。

P90：ESG数据集（废弃物、副产品）

GRI307：环境合规

307-1 违反环境法律法规

a. 因违反环境法律和/ 或法规而受到的重大罚款和非货币制裁，按以下方面划分：

i. 重大罚款货币总值；

ii. 非货币制裁总数；

iii. 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案件。

b. 如果组织未发现任何违反环境法律和/ 或法规的情况，则对此事实做简要说明即可。

P40：环保管理

提供支持生活的先进材料

GRI-103：管理方法

103-1
对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

的说明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43：提供支持生活的先进材料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43：提供支持生活的先进材料

103-3 管理方法的评估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43-52：提供支持生活的先进材料

实现有吸引力的职场

GRI-103：管理方法

103-1
对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

的说明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53：实现有吸引力的职场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53：实现有吸引力的职场

103-3 管理方法的评估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53-60：实现有吸引力的职场

GRI标准对照表

No. 披露项 报告要求 相关页面

GRI-401：雇用

401-1 新进员工和员工流动率
a. 报告期内按年龄组别、性别和地区划分新进员工的总数和比例。

b. 报告期内按年龄组别、性别和地区划分流失的员工总数和员工流动率。
P92-93：ESG数据集（雇用和工作方

式）

401-2

提供给全职员工（不包

括临时或兼职员工）的

福利

a. 按重要经营位置对组织的全职员工提供，但不对临时或兼职员工提供的标准福利。这些福利至少

包括：

i. 人寿保险；

ii. 卫生保健；

iii. 伤残保险；

iv. 育儿假；

v. 退休金；

vi. 股权；

vii. 其他。

b. 对“重要经营位置”的定义。

401-3 育儿假

a. 按性别划分，有权享受育儿假的员工总数。

b. 按性别划分，休育儿假的员工总数。

c. 按性别划分，育儿假结束后在报告期内返岗的员工总数。

d. 按性别划分，在育儿假结束后返岗且12 个月后仍在职的员工总数。

e. 按性别划分，休育儿假的员工的返岗率和留任率。

P92-93：ESG数据集（雇用和工作方

式）

GRI-403：职业健康与安全 2018

403-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a. 说明是否实施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包括是否：

i. 管理体系根据法律要求而实施，如果是，列出这些要求；

ii. 根据受认可的风险管理和/或管理体系标准/准则实施管理体系，如果是，列出这些标准/准则。

b. 说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所覆盖的工作者、活动和工作场所范围，说明是否未覆盖任何工作

者、活动和工作场所，以及未覆盖的原因。

P54-56：培育安全文化
P91：ESG数据集（劳动安全卫生）

403-2
危害识别、风险评估和

事件调查

a. 识别工作相关危害和评估风险的常规和非常规流程，以及应用控制层级消除危害并将风险最小化

的流程，包括：

i. 组织如何确保这些流程的质量，包括执行人员的能力；

ii. 这些流程的结果如何用来评估并持续改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b. 工作者报告工作相关危害和危害情况的流程，以及保护工作者不被打击报复的方式。

c. 工作者从他们认为会造成工伤或健康问题的工作环境下自行撤离的政策和流程，以及保护工作者

不被打击报复的方式。

d. 用于调查工作相关事件的流程，包括识别危害、评估与事件相关的风险、使用控制层级确定改进

措施以及确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改进需求的流程。

P54-56：培育安全文化
P91：ESG数据集（劳动安全卫生）

403-3 职业健康服务
a. 职业健康服务对于识别和消除危害并将风险最小化的作用，以及组织如何确保服务质量，并为工

作者使用这些服务提供便利。

P54-56：培育安全文化
P91：ESG数据集（劳动安全卫生）

403-4

职业健康安全事务：工

作者的参与、协商和沟

通

a. 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开发、实施和评估中，使工作者参与和协商的流程，以及向工作者提

供职业健康安全信息访问权以及沟通信息的流程。

b. 如有正式劳资方健康安全委员会，说明其责任、会议频率、决策权限，以及是否有任何工作者未

被代表，如果是，说明未被代表的原因。

P54-56：培育安全文化
P91：ESG数据集（劳动安全卫生）

403-5
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培

训

a. 向工作者提供的任何职业健康安全培训，包括通用培训以及对具体工作相关危害、危害活动或危

害情况的培训。

P54-56：培育安全文化

403-6 促进工作者健康

a. 组织如何促进工作者获得非职业医疗保健服务，以及提供的服务范围。

b. 为应对与工作无关的重大健康风险，组织向工作者提供的任何自愿参与的健康促进服务和计划，

包括解决的具体健康风险，以及组织如何促进工作者使用这些服务和计划。

P54-56：培育安全文化

403-7

预防和减轻与商业关系

直接相关的职业健康安

全影响

a. 描述因商业关系而与组织的运营、产品或服务直接相关的重大、负面职业健康安全影响，其相关

的危害和风险，以及预防或减轻这些影响的方法。

P54-56：培育安全文化

403-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覆盖的工作者

a. 如果组织依据法律要求和/或认可的标准/准则实施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i. 管理体系覆盖的所有员工以及非员工但工作和/或工作场所受组织控制的工作者数量和比率；

ii.  经内部审核的管理体系覆盖的所有员工以及非员工但工作和/或工作场所受组织控制的工作者数

量和比率；

iii.  经外部审核或认证的管理体系覆盖的所有员工和非员工但工作和/或工作场所受组织控制的工

作者数量和比率。

b. 此披露项是否排除了任何工作者，如果是，说明排除的原因和所排除工作者的类型。

c. 理解数据编纂方式的任何必要背景信息，例如采用的任何标准、方法和假设。

101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orporation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1 102



No. 披露项 报告要求 相关页面

403-9 工伤

a. 对于所有员工：

i. 工伤导致的死亡数量和死亡率；

ii. 严重后果工伤的数量和比率（不包括死亡）；

iii. 可记录工伤的数量和比率；

iv. 工伤的主要类型；

v. 工作的小时数。

b. 对于非员工但工作和/或工作场所受组织控制的所有工作者：

vi. 工伤导致的死亡数量和死亡率；

vii. 严重后果工伤的数量和比率（不包括死亡）；

viii. 可记录工伤的数量和比率；

ix. 工伤的主要类型；

x. 工作的小时数。

c. 具有严重后果工伤风险的工作相关危害，包括：

i. 确定危害的方式；

ii. 报告期内，其中哪些危害造成或促成了严重后果工伤；

iii. 利用控制层级消除危害并将风险最小化的措施，包括已采取或进行中的措施。

d. 利用控制层级消除其他工作相关危害并将风险最小化的措施，包括已采取或进行中的措施。

e. 比率是基于200,000还是1,000,000工作小时计算。
f. 此披露项是否排除了任何工作者，如果是，说明排除的原因和所排除工作者的类型。

g. 理解数据编纂方式的任何必要背景信息，如采用的任何标准、方法和假设。

P54-56：培育安全文化
P91：ESG数据集（劳动安全卫生）

关于海外事业所的度数率和工作时间，

由于公司内部数据收集体制不健全，很

难获得必要的信息，因此暂时不予披

露。在今后的几年里，我们将健全相关

体制并进行披露。

403-10 工作相关的健康问题

a. 对所有员工：

i. 工作相关的健康问题导致的死亡数；

ii. 可记录的工作相关的健康问题案例数；

iii. 工作相关的健康问题的主要类型

b. 所有并非员工但工作和/或工作场所受组织控制的工作者：

i. 工作相关的健康问题导致的死亡数；

ii. 可记录的工作相关的健康问题案例数；

iii. 工作相关的健康问题的主要类型

c. 具有健康问题风险的与工作相关的危害，包括：

i. 确定这些危害的方式；

ii. 报告期内，这些危害中哪些造成或促成了健康问题；

iii. 使用控制层级消除危害并将风险最小化的措施，包括已采取或进行中的措施。

d. 此披露项是否排除了任何工作者，如果是，说明排除的原因和所排除工作者的类型。

e. 理解数据编纂方式的任何必要背景信息，如采用的任何标准、方法和假设。

GRI-404：培训与教育

404-1
每名员工每年接受培训

的平均小时数

a. 组织的员工在报告期内接受培训的平均小时数，按以下类别分类：

i. 性别；

ii. 员工类别。

P92：ESG数据集（人才培养）

404-2
员工技能提升方案和过

渡协助方案

a. 实施的方案的类型和范围，以及为提升员工技能而提供的协助。

b. 为促进持续就业能力，以及促进对退休或离职导致的职业生涯终止的管理而提供的过渡协助方

案。

P59-60：人才培养和促进健康

404-3
定期接受绩效和职业发

展考核的员工百分比
a. 接受定期绩效和职业发展考核的员工总数百分比，按性别和员工类别划分。

P59-60：人才培养和促进健康

GRI-405：多元化与平等机会

405-1
管治机构与员工的多元

化

a. 在组织的管治机构中所占的百分比，按以下多元化类别分类：

i. 性别；

ii. 年龄组：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
iii. 其他相关的多元化指标（例如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

b. 每种员工类别的员工百分比，按以下多元化类别分类：

i. 性别；

ii. 年龄组：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
iii. 其他相关的多元化指标（例如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

P94：ESG数据集（多元化）

405-2
男女基本工资和报酬的

比例 

a. 按重要经营位置划分，各员工类别的男女员工基本工资和报酬的比例。

b. 对“重要经营位置”的定义。

尊重人权

GRI-103：管理方法

103-1
对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

的说明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61：尊重人权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61：尊重人权

103-3 管理方法的评估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61-64：尊重人权

GRI标准对照表

No. 披露项 报告要求 相关页面

GRI-411：原住民权利

411-1
涉及侵犯原住民权利的

事件

a. 经确定的报告期内侵犯原住民权利的事件总数。

b. 事件状况和采取的行动，参考以下方面：

i. 由组织审查的事件；

ii. 正在实施的补救计划；

iii. 已经实施并且通过内部例行管理审查流程审查了结果的补救计划；

iv. 不再需要采取行动的事件。

P63-64：在供应链中尊重人权

GRI-412：人权评估

412-1
接受人权审查或影响评

估的运营点
a. 按国家划分，接受人权审查或人权影响评估的运营点总数和百分比。

P63-64：在供应链中尊重人权

412-2
人权政策或程序方面的

员工培训

a. 在报告期内用于与运营点有关的人权方面的人权政策或程序培训的总小时数。

b. 在报告期内接受与运营点有关的人权方面的人权政策或程序培训的员工百分比。
P62：人权教育和公司内部学习

412-3

包含人权条款或已进行人

权审查的重要投资协议和

合约

a. 包含人权条款或已进行人权审查的重要投资协议和合约的总数及比例。

b. 对“重要投资协议”的定义。

P63-64：在供应链中尊重人权

与当地社会共存共荣

GRI-103：管理方法

103-1
对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

的说明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65：与当地社会共存共荣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65：与当地社会共存共荣

103-3 管理方法的评估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65-68：与当地社会共存共荣

GRI-202：市场表现

202-1

按性别的标准起薪水平

工资与当地最低工资之

比

a. 当按最低工资规定对相当比例的员工给予补偿时，按性别报告重要经营位置的起薪水平工资与最

低工资的相关比率。

b. 当按最低工资规定对相当比例的执行组织活动的其他工作者（不包括员工）给予补偿时，说明为

确定这些工作者的工资是否超过最低工资而采取的行动。

c. 是当地最低工资的数据缺乏，还是在重要经营位置按性别的数据有所变化。在可以使用不同最低

工资为基准的情况下，报告使用哪种最低工资。

d. “重要经营位置”所使用的定义。

202-2
从当地社区雇佣高管的

比例

a. 在重要经营地点从当地社区雇用的高管比例。

b. 对“高管”的定义。

c. 组织对“当地”的地理定义。

d. 对“重要经营地点”的定义。

P67：与当地社会共存共荣
P94：ESG数据集（多元化）

GRI-203：间接经济影响

203-1
基础设施投资和支持性

服务

a. 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和支持性服务的发展程度。

b. 对社区和地方经济的当前或预期影响，包括相关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c. 这些投资和服务是商业性、实物性或无偿性的活动。

P65-68：与当地社会共存共荣
P82：利益相关者参与

203-2 重大间接经济影响

a. 组织重大间接经济影响的示例，包括正面和负面影响。

b. 在各种外部基准和利益相关方优先事项（例如国家和国际标准、议定书和政策议程）背景下的间

接经济影响的重要性。

GRI-413：当地社区

413-1

有当地社区参与、影响

评估和发展计划的运营

点

a. 有当地社区参与、影响评估和/ 或发展计划的运营点百分比，包括以下途径：

i. 基于参与过程的社会影响评估，包括性别影响评估；

ii. 环境影响评估和持续监测；

iii. 公开披露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结果；

iv. 基于当地社区需求的当地社区发展计划；

v. 基于利益相关方映射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 

vi. 涉及面广的当地社区咨询委员会和咨询流程，弱势群体包含在内；

vii. 工作委员会、职业健康与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工作者代表机构处理影响；

viii. 当地社区正规申诉流程。

P65-68：与当地社会共存共荣
P82：利益相关者参与

413-2

对当地社区有实际或潜

在重大负面影响的运营

点

a. 对当地社区有实际或潜在重大负面影响的运营点，包括：

i. 运营点的位置；

ii. 运营点产生的实际或潜在重大负面影响。

P41-42：环境保护工作

强化治理

GRI-103：管理方法

103-1
对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

的说明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69：强化治理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69：强化治理

103-3 管理方法的评估 —

P37-38：重大课题和ESG推进体制

P69-77：强化治理
P78：社外取缔役寄语

103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orporation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1 104



No. 披露项 报告要求 相关页面

GRI-205：反腐败

205-1
已进行腐败风险评估的

运营点 

a. 已进行腐败风险评估的运营点的总数及百分比。

b. 通过风险评估确认的重大腐败风险。

205-2
反腐败政策和程序的传

达及培训

a. 组织的反腐败政策和程序传达给管治机构成员的总数及百分比（按地区细分）。

b. 组织的反腐败政策和程序传达给员工的总数及百分比（按员工类别和地区细分）。

c. 组织的反腐败政策和程序传达给业务合作伙伴的总数及百分比（按业务合作伙伴类别和地区细

分）。说明组织的反腐败政策和程序是否已传达给任何其他人员或组织。

d. 已接受反腐败培训的管治机构成员的总数和百分比（按地区细分）。

e. 已接受反腐败培训的员工的总数和百分比（按员工类别细分）。

P72-73：彻底贯彻落实合规

205-3
经确认的腐败事件和采

取的行动

a. 经确认的腐败事件的总数和性质。

b. 员工由于腐败而被开除或受到纪律处分，且经确认的事件总数。

c. 由于与腐败有关的违规事件，与业务合作伙伴的合同被终止或未续订，且经确认的事件总数。

d. 报告期内针对组织或其员工的腐败行为的公开诉讼案件和案件的审理结果。

P72-73：彻底贯彻落实合规

GRI-206：不当竞争行为 

206-1

针对不当竞争行为、反

托拉斯和反垄断实践的

法律诉讼

a. 在报告期内未决或已完成的关于不当竞争行为和违反反托拉斯和反垄断法，且该组织已被确定为

参与者的法律诉讼的数量。

b. 已完成的法律诉讼的主要结果，包括任何裁决或判决。

P72-73：彻底贯彻落实合规

GRI-207：税务 2019

207-1 税务管理方法

a. 对于税务管理方法的描述，包括：

i. 组织是否制定了税务战略，如有，提供相应链接（如该战略已被公开）；

ii. 组织内负责正式审核及批准税务战略的管治机构或高管职位，以及审核的频率；

iii. 确保合规的方法；

iv. 税务管理方法如何与组织的业务及可持续续发展战略相关联。

P72-73：彻底贯彻落实合规

207-2
税务治理、管控及风险

管理

a. 对于税务治理与管控框架的描述，包括：

i. 组织内负责确保遵守税务战略的管治机构或高管职位；

ii. 税务管理方法如何被纳入组织；

iii. 应对税务风险的方针，包括如何识别、管理和监控风险

iv. 如何评估遵守税务治理与管控框架的情况。

b. 对不道德或非法行为及组织税务诚信问题的举报机制的描述。

c. 对税务披露的鉴证流程的描述，以及在适用情况下，引用相关鉴证报告、声明或意见。

P72-73：彻底贯彻落实合规

207-3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以及

涉税问题管理

a. 描述利益相关方参与以及涉税问题管理的情况，包括：

i. 与税务机关合作的方针；

ii. 税务公共政策倡导方针；

iii. 收集和考虑利益相关方（包括外部利益相关方）观点与涉税问题的流程。

207-4 国别报告

a. 组织在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或公开的财务信息中涵盖的实体为税务居民的所有税务管辖区。

b. 对于披露项 207-4-a 中报告的每个税务管辖区，请提供：

i. 税务居民实体名称；

ii. 组织的主要业务活动；

iii. 员工人数及计算依据；

iv. 来自第三方销售的收入；

v. 与其他税务管辖区的集团内实体交易产生的收入；

vi. 税前收入/亏损；

vii. 除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外的有形资产；

viii. 已缴的企业所得税（收付实现制）；

ix. 计提的企业所得税（权责发生制）；

x. 对就前损益采用法定税率计算的应缴税款与就损益计提的企业所得税存在差异的原因的解释。

c. 披露项 207-4 中报告的信息对应的期间。

GRI-416：客户健康与安全

416-1
对产品和服务类别的健

康与安全影响的评估
a. 评估其健康与安全影响得到改善的重要产品或服务类别的百分比。

P76-77：全球质量治理

416-2
涉及产品和服务的健康

与安全的违规事件

a. 在报告期内，违反有关产品和服务的健康与安全规定和/ 或自愿性守则的事件总数，按以下项目分

类：

i. 因违反规定而受到罚款或处罚的事件；

ii. 因违反规定而受到警告的事件；

iii. 违反自愿性守则的事件。

b. 如果组织未发现任何违反法规和/ 或自愿性守则的情况，则对此事实做简要说明即可。

P76-77：全球质量治理

GRI-419：社会经济合规

419-1
违反社会与经济领域的

法律和法规

a. 因违反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法律和/ 或法规而受到的高额罚款和非货币制裁，按以下方面划分：

i. 高额罚款的货币总值；

ii. 非货币制裁总数；

iii. 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案件。

b. 如果组织未发现任何违反法律和/ 或法规的情况，则对此事实做简要说明即可。

c. 受到高额罚款和非货币制裁的背景。

P76-77：全球质量治理

GRI标准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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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JX金属株式会社　ESG推进部

邮编号码：105-8417

东京都港区虎之门二丁目10番4号 The Okura Prestige Tower

E-mail : esg_promotion.jxnmm@jxgr.com

请告诉我们您对《可持续粗发展报告2021》的意见、疑问和感想。

为了更好地制作下一份报告，我们希望能参考大家的意见。

请通过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发送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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