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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oh 集团环境符号和标语

我们生活在一个体系里“我们的地球，我们的明天”。因为我们享有
同一个星球，所以我们都有义务保护它。



1.1.  关于理光关于理光  集团集团
2. 理光环境管理

3. 理光绿色采购

CGPN



Ricoh Group

1. 成立于 1936年. 提供的解决方案包括制
造和销售办公设备。

2. 2004财政年整理的数据
    - 净销售:                   \ 18,140  亿
                                      (173  亿  美元)
    - 净收入:                     \ 830  亿
                                       (7920  亿  美元)
    - 工作人数:           75,100 75,100
    - 集团公司数目 : 381

  2004年在世界前500强企业中位居第位居第 356 356  名名

主要产品

1美元$=105 日元

概括

网络扫描仪

数字复制器
照相机

零件和构成

媒体

网络多功能产品 (MFP)

网络打印机



理光集团理光集团

Ricoh 集团品牌
 理光集团向全世界的消费者经销6个集团品牌的办公

设备



 Ricoh 公司
 (Ricoh 集团 & 日本业务总部)

 Ricoh 集团在美国新泽西
                (美国地区总部)

 Ricoh 在欧洲 荷兰
   (欧洲地区总部)

 Ricoh 亚洲太平洋公司
       (亚洲太平洋地区总部)

 Ricoh （中国）公司
            (中国总部)

Ricoh 全球网络 (市场和其他实体)

     上海



 理光上海分公司
 理光电子公司.
   在加拿大 & GA, 和墨西哥

 理光英国公司

                  Ricoh 全球基地
                       (主要研发和制造设备)

Ricoh Gotemba 工厂

理光研发中心
 理光法国工业公司

 理光亚洲工业公司 理光创新公司



Ricoh的公司管理机构哲学
公司哲学

管理哲学

    在人类和信息的界面上不断的为世界创造新的价值

       做一个有责任心和吸引力的优秀的地球公民

以企业家的思维

为他人着想

在工作中实现个人价值

              < 三个爱原则 >
                      爱你的邻居
                      爱你的国家
                      爱你的工作

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原则

                              参见理光200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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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口趋势  对 地球受环境影响的自我恢复能力
(可维持的水平)

(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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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 联合国国际环境中心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50 年超过  5 亿年

25 亿

60亿

在人口增长和环境对地球的影响
下不能维持

90亿

2000年:   6 亿，地球可持续发展水平的140%
2100年: 11 亿， 地球可持续发展水平的 300%

人口资料详见于;
http://esa.un.org/unpp/



< 3 个平衡 (星球 / 人类 / 利益) >

利益: 经济价值

星球: 环境 

人类 : 
社会责任

    可维持的状态

“维持一个多种生命存在的平衡状态”
• “维持水平” 是指生存的世界是平衡的.
• “平衡状态” 是指在地球可以恢复的前提下消耗资源和能量



来自 Sakurai先生，Ricoh总裁的信息

为了完成作为一名地球公民的使命, Ricoh 集团 在产
生经济效益的同时，还通过增强环境保护为可持续
发展社会做出贡献。

努力做到世界第一

    可持续的环境管理 !

参考 2005 年Ricoh 集团可持续发展报告第3-4页.

1. 保护地球环境是我们的使命
2. 所有员工不断的开展环境保护活动 
3.   环境技术的发展



同时考虑环境保护和经济利益

被动阶段

前摄阶段
责任感阶段

<环境对策>
来自规则和其他外部压力的对策

<环境对策>
以责任感和地球公民使命感采

取主动措施

<环境管理>
在获取利益的同时显示环境保护

的结果

追求能带来更高的环境和经济利益结合的追求能带来更高的环境和经济利益结合的
环境管理环境管理

可持续环境管理的三个阶段可持续环境管理的三个阶段

受其他人驱策 保持
可持续管理

参考 2005 年Ricoh 集团可持续发展报告第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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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采购
Ricoh生产制造基地的零件和配件的

供应

2. 绿色采购
Ricoh商业站点内部使用的营业设备的供应

3. 绿色市场
Ricoh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提高
他们的绿色采购

Ricoh

1. 零件的供应

       Ricoh 绿色采购
                                              供应链的产品
供应者和消费者 都是 Ricoh 集团环境保护的商业合作伙伴, 同时互利互惠

http://www.ricoh.com/environment/green/index.html 参考 2005 年Ricoh 集团可持续发展报告第57页.
.

.

  3.   Ricoh 
办公设备
的消费者 

2. 营业设备的供应



1. 绿色采购
Ricoh 产品生产基地的零件和配件的供应

2. 环境管理系统 (EMS)
对我们供应商的要求之一就是建立环境
管理系统 (EMS).

3. 化学物质管理系统 (CMS)
参考 2005 年Ricoh 集团可持续发展报告第31页

http://www.ricoh.com/environment/guideline/index.html

1. 绿色采购标准
解释 Ricoh 产品所用材料和零件的采购标准.
Ricoh 集团公司根据这些标准取得材料和零件.

环境管理系统 /

化学物质管理系统

产品

商业站点

能源保护资源保护和再
利用

防治污染



见2004年报告第 51页-52页, 用A3 纸
附上副本.



2. 绿色采购
商业站点内部使用的营业设备的供应

                         日本的Ricoh集团公司只能依据“绿色采购法”进行采购。
.
        * 产品, 例如纸, Stationary, 办公设备, 办公器材, Consumer Electronics, 照明, 工作服等., 被罗列于资料库以备日
本的 Ricoh 集团公司下订单.

日本环境部的促进绿色采购法:
        2000年开始生效， 强制政府和国家组织依照绿色采购法和绿色采购网络进行采购。地方政府被要求执行，私营
部门推荐执行。http://www.env.go.jp/en/lar/green/index.html 规格和要求基本上每年评审一次。

日本的绿色采购网络 : http://www.gpn.jp/English/index.html
      为了促进日本消费者，商业和政府组织的绿色采购，于1996年2月，构建的绿色采购网络。到

2004年4月, 已经有 2,800 位成员组织, 包括社团, 地方政府, 消费者群体, 非政府环境组织, 以及
合作协会。GPN 通过在全国举办展会和说明会促进绿色采购的理念和实施, 拟定每一种产品的类
别和服务指南, 印制产品环境资料库, 用状检测, 对实施绿色采购取得去卓越成果的组织给予表
彰。

  IGPN (国际绿色采购网络) : http://www.gpn.jp/igpn/index.html



目标产品: 以下8种
所有项目均符合日本绿色采购法. 

1. 纸
2. 设备
3. 办公设备和工具
4. 办公器材
5. 电子设备
6. 工作制服
7. 工作手套
8. 照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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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评审项目.

 

                           日本 Ricoh 集团绿色采购接受项目

• Items in RED were added at the review of the law in 2002.
• Items in BLUE ware added at the review of the law in 2003.

ItemsCategory Category Items

被接受产品可以从社团的资料库
订货。

其他采购项目不能被社团账目接受。



3. Ricoh 产品和服务面对消费者的绿色市场

部件供应

生产

运输伙伴

终端使用者

产品销售

产品服务

再生部件

绿色制造

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和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 和
零废物 (所有物质可再生)

零部件供应商进行绿色采购:

利用绿色技术进行绿色产品设计:
更少的材料/能源/化学, 更多的功能/可再生零件和材料, 容易使用/服
务/再生, 更持久的收益等等。

消费者

使他们没有损失的情况下进行节约 = 有绿色
产品的意识, 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保护环境, 容
易使用并且安全。

研发

产品设计



可持续使用的多功能产品可持续使用的多功能产品

      4 + 3 + 4 = 1
– 节约能源 : 环境

• 使用多功能一体化机器所用的输入材料比用七台单一功能
的机器要少得多。

• 因为双工和成组打印要编写用纸系统。
• 制造和运作节约能源 : 环境

– 节省办公空间: 成本
– 节省产品最初成本: 1<7 个别单位 :成本
– 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 人类

• 复印/分发  需要时分发并打印
– 方便: 人类

• 查收传真信息和电子邮箱

扫描到电子邮件复印

传真

打印

扫描

黑色 & 白色

邮件到传真

数字特性

彩色复印

彩色打印

全彩

彩色扫描

+ +

一体化 !

传真到电子邮件

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信息安全性

图像保存



获得世界第一个获得世界第一个  ““Copier of the FutureCopier of the Future””节能技术奖节能技术奖

国际能源署 (IEA)
需求侧管理项目 (DSM)
IEA DSM 授予优秀的

 “未来复印机”节能技术奖

1999年11月，此奖项由IEA授予Ricoh

Ricoh, 作为值得尊敬和信任的企业公民, 是第一个通过创新能
源节省技术对此项目做出反应的制造商.

< 获得copier of the Future节能技术奖的关键要求： >

“节省更多能源和成本”, 同时 提高使用方便率, 关键是 “快速还原时间”.
• 1分钟, 相当于能量之星的15分钟的能源节约模式.

•  小于 10W, 胜于(3.85 x ppm + 5)W = 140W for 35 ppm

•  恢复时间小于 10 秒, 胜于30 秒
•  具有以上特性的新产品必须在不晚于2001年9月问世。

理光 AF1035/1045 于 2001年2月问世, 应用了快速启动技术(QSU)
           QSU: 快速启动



传统的定影装置

快速启动定影装置

日本关于使用者可接受的等待时间调查， 复印
启动前的节能模式

在节能模式下更加节省能量

节省 95%

传统的 快速启动

能
量
消
耗

从节能模式到打印，更短的等待时间

时
间

  节省 67%

传统的 快速启动

理光 AF1035/1045 获得“未来的复印机”奖项

快速启动（QSU）技术自2001年2月问世

       不到 10 秒.

纸

加热辊 

纸

压力辊

墨盒

柔软的压力辊

又软又宽的溶化带

3. 低温溶点墨盒

2. 双发热器

1。非常轻薄
    的加热辊



Ricoh 荣获第四名
极好的复印机

许多影印机都有 “节能” 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因
为预热时间过长而经常无法打开 。日本办公市
场致力于能源节约, Ricoh 发展了快速启动复
印机的 混合体. 它使用特殊的墨盒和加热辊使
得预热时间仅仅缩短为10秒。 Ricoh的下一个
目标是  “可以重复写入的打印机.” 它可以抹去
现有的影印图像达 200 次, 这样，消费者可以
减少纸的消耗量.

Ricoh由于使用了快速启动和其他绿色技术来减少碳的排放量，被天候集团授予绿色技术创新者称
号。2005年12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了COP11会议, 内容被刊登在美国商业周刊上(
BusinessWeek),* http://www.theclimategroup.org/
** http://businessweek.com/magazine/toc/05_50/B39630550carbon.htm

#1:丰田汽车 (混合协同驱动系统),  #2:通用电气公司致力于发电系统,  #3:英特尔动力管理 中央处理器（CPU）, #4
Ricoh 开发极好的复印机, #5 西门子 改良的发动机, 涡轮 和 能量系统

气候变化大战



4. 全球零废物

英国理光有限公司
2001/09 (1 个基地)

法国理光工业有限公司
                      2000/06 (1 个基地)

理光电子有限公司
加利福尼亚   墨西哥    乔治亚
2001/03    2001/03 2000/12
(共计6 个基地)

上海理光传真机有限公司

           2004/12 (2 个基地)
亚洲理光工业有限公司（深圳）
                             2002/03 (1 个基地)

日本
2001/03
(16 个基地)

以下所示全球 28个理光（Ricoh）生产基地,  到2005年10月已经有293 个主
要基地采用零废物处理技术

理光威灵伯勒有限公司
2004/09 (1个基地)

                 参见理光集团200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第39-40页



总结总结

4. 通过披露环境信息来获得社会，合作伙伴和消费者的信任。

2. 在高度保护环境的同时，很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成本和更高的生产效率。

3. 树立高目标和鼓励机制, 包括演说，奖励，奖金和晋升等。

1. 高管理层强有力的领导 和所有员工的参与是可持续环境管理成功的关
键，包括绿色采购。

作为一个组织在促进全球的环境保护的同时产生环境和经济效益, 或者以
更好的方式来执行任务是很有可能的。



更多信息请参见 Ricoh 集团 200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日语，英语，中文*
或者访问我们的网页;

http://www.ricoh.com/environment/index.html
(* 中文译本仅限于 pdf 文件.)

全球观思考，以本地观行事….
 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明天！

CGPN



被动阶段被动阶段 积极主动阶段积极主动阶段
责任责任/

可持续阶段

目的

行动

工具

外来压力
规则
竞争
消费者

作为全球公民的使命
自治的责任 
自治的计划 
自治的行动

环境保护和获取利益在可持续
发展中是不可分割的.

被动的行动 
依照法律规定, 
竞争/消费者

1.为减少环境影响树立远大目标
2.提高所有员工的思想意识

环境行动

= 质· ·货 础

环 护
 减少了零部件数
 减少了过程
 提高了产量和工作效率

1.通过ISO14000 
2.LCA (生命周期评估)
  环境影响信息系统) 
3.志愿者领导项目

1.战略管理
2. 环境会计制度

环境管理的三大步骤环境管理的三大步骤
管理受驱策 保护

我们正在向这一阶段演变.
         参见理光集团200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第10页

.

http://www.ricoh.com/environment/management/st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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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 2005 年Ricoh 集团评估
 2005年12月天候集团评价Ricoh是 绿色技术创新者- 气候变化战役”

Ricoh 排名第四——极好的复印机, 由于应用快速启动技术
* http://www.theclimategroup.org/
** http://businessweek.com/magazine/toc/05_50/B39630550carbon.htm

 OEKOM作出 2004年企业责任 – 信息技术工业”评比标准
        research AG* (2005年5月)

Ricoh 集团 在世界59家著名企业 名列“B+”.等级第一名 (2005年5月)
The weight of evaluation is 50% each on Social (B- in 10th) and Environment (A- in 1st out of 59 companies).
http://www.ricoh.com/environment/global/news/31.html
http://www.oekom-research.com/index_english.html

第一届Global100, 全球最永续的100大企业”,
      Ricoh 集团被选中作为其中的一员. (2005年1月)
     由 Knight 有限公司（加拿大) 和 诺 资 值顾问 （是唯一的研究分析数据提供者） 发起,. 评选结果
     于2005年1月28 日公布在世界经济导刊上，并作为国际先驱论坛报得特别副刊

 http://www.innovestgroup.com/

  Nikkei “ 第八届环境管理排名”
      报纸 :  再次获得第一名  (2004年12月)
        Ricoh在过去的8年曾 4次 荣获第一
        国际排名 : 从第九升至第三

2003年第19届世界国际企业
     可持续发展环境中心金牌 : 授予 Ricoh 集团, 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第一位得主  (2003年5月)

http://www.ricoh.com/environment/global/wec/
http://www.wec.org/

Dr. Klaus Toepfer,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董事长授予
Ricoh集团 CEO. M. Sakurai先生 WEC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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