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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变革
中的
小故事

一条小小拉链和守护一个大大的地球——
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YKK集团
全员共同努力，与客户、地区社会、员工一起
携手，为实现可持续社会作贡献。这是YKK

的精神，也是我们的责任。

通过提供由海洋塑料循环再利用而制成的商
品，实现到2050年碳中和，以及对当地学校
进行支援。
我们坚信，这样的活动一个个不断积累，不久
就会带来巨大的变革。
请让我们分享我们的小故事。相信只要我们齐
心协力，就能创造充满希望的未来——
未来的旅途中，希望能和更多的伙伴一起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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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自然和人们光明的未来稳步迈进的“YKK可持续
愿景2050”。是为了守护现在正处于危机状况的地球，
所提出的愿景。

截至2050年
的宏伟目标
尽可能
无限接近“零”



how? why? 
替换成可再生能源，转换成100%可持续材
料，以及减少水和化学物质的使用量。
通过这样的组合措施，以实现温室效应气体
零排放（碳中和）这一目标。

“YKK可持续愿景2050”是根据全球员工和
经营层意见制定而成。每个人都抱着当事者
意识开展活动，重视团队合作，目前在全球
开展进行。

“最尊贵的利益相关者，
是我们的自然和环境”

在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全球事业活动
的YKK。我们确信会给下一代带来积极的影
响。为此，需要员工与各合作伙伴齐心协力，
共同革新，以公正的态度，为此献身的姿态
开展活动。

这个愿景涵盖了生活在地球上所有人的愿
望，是非常特别的愿景。

—— YKK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社长 大谷裕明

Road to 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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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50年
的宏伟目标
尽可能
无限接近“零”



可持续愿景
2050
YKK对可持续未来的行动计划



气候变化
到2050年
实现碳中和

水资源
减少水的使用量、
扩大再利用

人权问题
YKK的供应链整体营造
安全公正的劳动环境

材料资源
到2030年

纤维材料100%替换为可持续材料

化学物质的管理
导入新的制造方法，

减少化学物质的使用量

YKK可持续愿景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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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和革新是不可分割的。YKK在商品制造方面产生了革新的
想法，将环境负荷控制在最小程度。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为了地球
而应该做的正确方法。

“能和YKK一起行动，我感到
非常棒。我们接受YKK提议，
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伙
伴”

——  Cara Chacon 
VP Social &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Patagonia®



why?how?
YKK的NATULON®拉链，是在制造工艺
中实现了使用替代石油原料的商品。拉
链的链条和布带使用塑料瓶等再利用产
生的再生聚酯制造而成。

截至目前，1000吨以上的塑料废料都
重新制成了拉链。

“YKK可持续愿景2050”，“为人类和自
然创造更光明的未来”是整个集团齐心
协力努力的项目。一想到小小拉链，会
涉及到这么广阔的使用范围，YKK希望
能通过商品制造的革新，不给地球增加
负担，甚至是带来好的转变。

以削减温室效应
气体排放为目标
需要每一个人
进一步的努力

减少石油使用量，加上循环再利用塑料，
从而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抑制气
候变化。

为了解决全球性的课题，伙伴合作不可
或缺。为了达成巴黎协定的目标，YKK

作为“时尚行业气候行动宪章”的签署
企业，与合作伙伴企业真诚合作，今后
也将继续共同开展行动。

放弃石油类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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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hy? 

无水拉链染色技术ECO-DYE®
几乎不使用水就能进行拉链染色的划时代技术，
源自无止境的探索。

为了创造前所未有的新技术，超过10年以来
坚持研发，以及团结一致的伙伴关系不可缺
一。这项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诞生了一种
几乎不使用水就可以像以往那样进行染色的
革新性染色技术ECO-DYE®。

ECO-DYE®技术，在拉链染色时，使用超临
界二氧化碳来替代水。整个染色过程、清洗
过程都几乎不使用水，将废水抑制在最小程
度。此外，由于无需干燥，因此同时可以实
现省电，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
现实生活中世界上每3人中就有1人不能用
到干净的水。YKK针对该全球性课题，致力
于开发减少用水量的技术。
想要守护珍贵的水资源——
ECO-DYE®从该强烈意愿中应运而生。

“技术引领变革。
下定决心
坚持于开发”

——  YKK株式会社 齐藤 崇



用我们的
技术
永远守护
宝贵的水资源

“技术引领变革。
下定决心
坚持于开发”

采用 ECO-DYE®技术染色后的拉链制作成的玫瑰。

ECO-D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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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更好的
商品。
守护地球



how?

why? 

“犹如清澈泉水般的产品制造”
 犹如美丽的清泉，自然会涌现出货真价实的真
东西。这才是真正的富足。重要的是不浪费宝
贵的资源。要把资源变为很好的商品。而且应
该是最好的商品。
——1984年1月  YKK创始人     田忠雄

YKK经 营 理 念 的 正 中 是 公 正（fairness）。       
YKK创建之初，是抱着为了世界上的人类和
社会的幸福而进行产品制造这一使命。通过
不断累积小工夫和改良，80多年来一直在
挑战技术革新。目前，运用迄今为止培育的
技术，目标到2050年实现温室效应气体零
排放。

YKK的公正精神涉及人权、多样性、劳动环
境、地区社区的参与等多方面领域。因为这
是传承创始人使命所采取的正确行动

如果在守护地球环境的同时发展事业的话，
就能实现既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又为社会
作贡献。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事业活
动的YKK，我们每一位员工抱着同一个理念，
每天开展事业活动。
YKK精神是我们所有事业活动的根本。

YKK创始人      田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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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之巡环”的“环”字是形容相互的善意就像石头
扔进池中所泛起的波纹一般，不断地扩大。
这句话蕴含着    田忠雄坚定的信念，
那就是世间善意的巡环必将使世间真正富裕。

YKK创始人     田忠雄



“善之巡环”

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和社会
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持续发展和生存，只有
通过和社会的利益共享，企业的社会价值
才会被社会认可。

YKK创始人   田忠雄，在推进事业发展时
最为关心和重视这一精神，时刻考虑的是
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这一精神具体体现于在事业活动中对发明
创造狠下功夫，通过不断创造新的价值来
推进企业的发展，与客户和协作方实现双
赢，为社会作贡献。

这个精神被称为“善之巡环”，是YKK事业
活动的根本。我们传承这一思想，把它奉
为YKK的企业精神。

不为他人利益着想，则企业自身也不可能发展繁荣

善之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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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训练中心参加项目培训的毕业生

要牢记
每一针
都是追求梦想的力量



how? why? 

在YKK印度公司设立的社会和职业训练中心，教授年轻女性学习
刺绣缝纫、英语、电脑等能在社会独立的技能。
但她们获得的不仅是技术和知识。实现梦想，自立生活，进而为
促进地区发展贡献力量。

学校设在印度Bawal的YKK工厂内。10 -15

名来自附近村庄的学生在此地接受为期一
年的教育培训。我们向学生们提供制服、
餐食、教材，以及使她们能够安心学习的
环境。
在此地，不仅能学到知识和技能，还有更
重要的。

毕业生Smun说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
朋友，自己也变得有信心了”。

此外，在课程结束后，除学位以外，还向
她们赠送了缝纫机，以帮助她们就业。

YKK为了向地区作贡献，建立了这家中心。
学生们在这里一边学习新技能和知识，一
边工作，培养养家的能力。

开始从事缝纫工作的、在IT领域工作的、
希望开创自有服装品牌的人。所有的毕业
生在这里学会自立，获得一张前往充满巨
大可能性的未来的车票。

“多亏有了这所学校，
我才能如此自信地
以自己的能力挑战梦想”。

——毕业生Puja

扩大支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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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hy? 

安心地学习和游戏
守护学校的
YKK
地区援助活动
YKK萨尔瓦多公司为解决当地的社会课
题，完成了一个新项目。针对治安薄弱地
区的小学，帮助其在校园周围安装围栏，
避免孩子们卷入犯罪案件，为他们提供安
心的学习和游戏场所。

YKK希望得到来自开展事业地区的认可，
被当地公认为值得信赖的伙伴。
在这所学校，我们提供电脑器材、设备维
修、以及音乐教室等一系列支持和援助服
务。

企业对社会全民来说，必须成为其更好的
合作伙伴。该项目也是体现YKK精神的一
个事例。



TECPAN 学校的学生们  位于萨尔瓦多

“我们所要培养的是
创造变革的可能性”。

——YKK萨尔瓦多公司
Marco Baratta
人力资源经理

守护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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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守护大海
YKK回收海洋塑料，
通过再生利用塑料瓶，制造新的商品。
这不是一时性的举措。
因为我们相信，
YKK如今致力于的这一变革，
将给下一代带来极大的馈赠。



why?how?
YKK自1994年制定了“YKK集团环境宣言”
之后，正式开启了环保活动。如今，YKK

通过与各类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挑战创新
的商品制造。

YKK斯里兰卡公司与当地合作，收集塑料
瓶，以海洋塑料作为 NATULON® Ocean 

Sourced™拉链的原材料。

YKK集团将“与环境相和谐”作为开展事
业活动的最优先课题。
守护约占地球71%面积的大海环境，是
理所应当的。该项活动保护了美丽的海洋，
削减了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为地球和所
有人带来更美好的环境。
赋予我们生命的大海。
如今正是应该采取行动，守护大海的时候。

守护海洋的商品制造

23

向赋予
我们生命的大海
进行回报



让我们从现在做起——
YKK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萌芽始于1934年。
当时，我们的创业初衷是以给顾客和社会
带来幸福的商品制造为目标。
如今，我们以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为目
标，提出了“YKK可持续愿景2050”。表
明了YKK必须马上解决问题的决心。

YKK所考虑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基于环
保的商品制造，亦是面向YKK所有相关人
员和当地社会，追求平等公正，构建可持
续关系等多方面的举措。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探索没有止境。
YKK期望与各合作伙伴携手共建美好未来。
守护地球的强烈愿望使得我们更为紧密，
相互体谅和相互帮助。
我们如今正在前往未来的旅途中。

让我们从现在做起——



YKK和非盈利机构UBUNTU LIFE进行合作，开展持续性雇佣计划

助力孩子们学习和健康成长的“儿童足球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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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YKK与这位最重要的
合作伙伴
共同成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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