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持续性的想法，也与YKK精神“善之巡环”―不为他人利益着

想，则企业自身也不可能发展繁荣―相通，可以说已经融入了

YKK的DNA。我们身为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在最大程度地

活用本公司资源的同时，与外部行业团体携手合作，朝着解决地

球环境及社会课题，积极推进各种举措。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 
携手共进

执行役员 可持续性推进室长

吉冈 麻子

 “YKK可持续愿景2050” 〜截至2050年实现“气候中立”〜

YKK于2020年 制 定 了“YKK可 持 续 愿 景2050”，

针对“气候”、“资源”、“水”、“化学物质”、“人权”五大

主题分别设定了目标，致力达成相关的SDGs（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力争截至2050年实现“气候中立”。

2021年度，我们面向全球各地区、各国展开了可持续性

推进体制，并加强了针对气候变化及资源循环利用等课题

的举措。此外，还积极推进对节能生产设备及太阳能发电

等的投资，2022年度的可持续性相关投资计划将达67亿

日元。

以可持续性为轴心的经营 〜“YKK可持续愿景2050”〜

主题 目标 SDGs 进展（2021年度实绩） 2022年度以后的计划

气候
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
加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本公司及供应商，致力于减少CO2为主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
・到2030年实现Scope1、2削减50%（与2018年相比）
・到2030年实现Scope3削减30%（与2018年相比）

实现2050年温室效应气体零排放（carbon neutral）的目标。

Scope1、2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 471,672吨（比基准年2018年减少18.2%）
Scope3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 737,783吨（比基准年2018年减少15.1%）

Scope1、2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
2022年度　480千吨以下（比基准年2018年减少16.8%以上）

Scope3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
2022年度　782千吨以下（比基准年2018年减少10.0%以上）

资源
加大可持续资源的使用

到2030年实现发斯宁商品的纤维材料100%替换成可持续材料
（可循环利用材料、天然材料等）

可持续材料的比例　13%（同比增加7%） 可持续材料的比例　2022年度　24%

到2030年实现发斯宁事业所使用的所有乙烯树脂、塑料制的包装材料替换成可持续的材料、可回收再
利用材料。

替换成可持续包装材料的实绩 全公司3.3%
● YKK越南公司（仁泽工厂） 19.2%
● YKK Japan Company（黑部事业所） 38.9%※

※在2022年7月完成主要内包装材料的替换

减少所有生产点的填埋、或者焚烧的废弃物排放量。 填埋废弃物量　6,806吨（同比减少272吨） 回收利用及控制产生填埋废弃物

到2030年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再利用率提高至90%。 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　87.0%（同比增加3.7%） 继续重审废弃物的处理方法，探讨引入环境负荷更低的回收再利用方法
回收利用率实现90%的目标年份，从2030年提前至2025年

水
减少水的使用量
强化污废水管理

对处在水资源问题困扰地区的各生产点，通过致力于使用水的效率化和再利用，来削减取水量。 取水量　10,564千吨（比2018年度减少859千吨） 取水量　2022年度　减少14%（与2018年度相比）

遵循以政府的法律法规，以及ZDHC（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之类业界基准为基础制定的本公司自有
基准，所有的生产点贯彻执行对污废水的管理。

为了彻底管理排水，我们制定了比政府管制标准更严格的自主管理标准值，据此实施排
水管理
违反排水标准的事件数量为1件

将诸如ZDHC（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等行业标准引入至排水管理

化学物质
化学物质的管理与减少

遵循以ZDHC（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的MRSL（制造时限制类物质清单）等业界基准为基础制定的本
公司基准（YKK RSL），在商品制造中从入到出的所有环节，对化学物质的使用进行管理，更进一步推
进减少化学物质的使用。

要求所有供应商遵守本公司标准（YKK RSL）
重新制定YKK RSL，周知国内外的事业公司

YKK RSL的年度修订及周知供应商
在此基础上，彻底执行由进到出的化学物质使用管理

遵守Standard 100 by OEKO-TEX®等的业界规定，在商品中废除使用限制类物质。 开发出降低甲苯和二甲苯的涂料
实施 OEKO-TEX®认证的定期更新

加强新商品开发及材料变更时的限用物质管理
实施 OEKO-TEX®认证的定期更新

开发减少有害化学物质排放的新的制造方法。 扩充以用于黄铜材料的新电镀技术 AcroPlating®生产的商品阵容
运用该技术生产的商品在销量方面占比为　5%（按扣钮扣商品）

扩充通过 AcroPlating®技术生产的商品阵容

人权
尊重人权
保持公平安全的劳动环境

通过承认、尊重多样性的全面人权和彻底完善劳动环境，在供应链整体上形成人人都能发挥个性，安心安
全工作的职场环境，帮助人们实现健康幸福的生活。

在所有对象基地实施YKK全球合规经营准则（YGCC）的自查 通过实施YKK全球合规经营准则（YGCC），继续开展联合国工商企业和人权指导原
则（UNGP）所要求的针对侵犯人权风险进行的确定和评估

以整个YKK集团的各生产点为中心，实施以YKK精神“善之巡环”和ISO26000为基础的YGCC
（YKK Global Criteria of Compliance）监查，通过实施第三方机构的定期监查，在保持公开透明
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可持续活动。

中期方向性  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可持续性相关投资（设备投资）   67亿日元（2022年度计划）

※ OEKO-TEX是ÖTI-Institut für Ökologie, Technik und Innovation GmbH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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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盟的团体、倡议等

当前，以实现可持续社会为目标的“可持续性”想法

正日益成为全球性趋势，在此形势下，YKK将通过加盟国

际倡议和外部行业团体，不断为可持续性的相关举措添砖

加瓦，作出贡献。

此 外， 我 们 还 采 用 由SAC (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可持续服装联盟) 开发，针对环境和社会影响

进行评估的标准和模块工具——希格指数（Higg Index），

实施自我评估和外部监查。希格指数外部监查的各基地评

估结果已在网站上公开。

●  加盟“SAC（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可持续服装
联盟）” 2018年9月

●  签署“时尚业气候行动宪章（Fashion Industry Charter for 
Climate Action）” 2020年3月

●  加入“净零复苏（Net Zero Recovery）”声明 2020年5月

●  “1.5℃目标”已获得“SBT（Science Based Targets，科学
碳目标）倡议”的认证 2021年3月

●  加盟“日本可持续服装联盟” 2021年9月

●  加盟“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网络（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Network）” 2022年4月

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愿景

主题 目标 SDGs 进展（2021年度实绩） 2022年度以后的计划

气候
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
加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本公司及供应商，致力于减少CO2为主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
・到2030年实现Scope1、2削减50%（与2018年相比）
・到2030年实现Scope3削减30%（与2018年相比）

实现2050年温室效应气体零排放（carbon neutral）的目标。

Scope1、2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 471,672吨（比基准年2018年减少18.2%）
Scope3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 737,783吨（比基准年2018年减少15.1%）

Scope1、2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
2022年度　480千吨以下（比基准年2018年减少16.8%以上）

Scope3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
2022年度　782千吨以下（比基准年2018年减少10.0%以上）

资源
加大可持续资源的使用

到2030年实现发斯宁商品的纤维材料100%替换成可持续材料
（可循环利用材料、天然材料等）

可持续材料的比例　13%（同比增加7%） 可持续材料的比例　2022年度　24%

到2030年实现发斯宁事业所使用的所有乙烯树脂、塑料制的包装材料替换成可持续的材料、可回收再
利用材料。

替换成可持续包装材料的实绩 全公司3.3%
● YKK越南公司（仁泽工厂） 19.2%
● YKK Japan Company（黑部事业所） 38.9%※

※在2022年7月完成主要内包装材料的替换

减少所有生产点的填埋、或者焚烧的废弃物排放量。 填埋废弃物量　6,806吨（同比减少272吨） 回收利用及控制产生填埋废弃物

到2030年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再利用率提高至90%。 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　87.0%（同比增加3.7%） 继续重审废弃物的处理方法，探讨引入环境负荷更低的回收再利用方法
回收利用率实现90%的目标年份，从2030年提前至2025年

水
减少水的使用量
强化污废水管理

对处在水资源问题困扰地区的各生产点，通过致力于使用水的效率化和再利用，来削减取水量。 取水量　10,564千吨（比2018年度减少859千吨） 取水量　2022年度　减少14%（与2018年度相比）

遵循以政府的法律法规，以及ZDHC（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之类业界基准为基础制定的本公司自有
基准，所有的生产点贯彻执行对污废水的管理。

为了彻底管理排水，我们制定了比政府管制标准更严格的自主管理标准值，据此实施排
水管理
违反排水标准的事件数量为1件

将诸如ZDHC（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等行业标准引入至排水管理

化学物质
化学物质的管理与减少

遵循以ZDHC（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的MRSL（制造时限制类物质清单）等业界基准为基础制定的本
公司基准（YKK RSL），在商品制造中从入到出的所有环节，对化学物质的使用进行管理，更进一步推
进减少化学物质的使用。

要求所有供应商遵守本公司标准（YKK RSL）
重新制定YKK RSL，周知国内外的事业公司

YKK RSL的年度修订及周知供应商
在此基础上，彻底执行由进到出的化学物质使用管理

遵守Standard 100 by OEKO-TEX®等的业界规定，在商品中废除使用限制类物质。 开发出降低甲苯和二甲苯的涂料
实施 OEKO-TEX®认证的定期更新

加强新商品开发及材料变更时的限用物质管理
实施 OEKO-TEX®认证的定期更新

开发减少有害化学物质排放的新的制造方法。 扩充以用于黄铜材料的新电镀技术 AcroPlating®生产的商品阵容
运用该技术生产的商品在销量方面占比为　5%（按扣钮扣商品）

扩充通过 AcroPlating®技术生产的商品阵容

人权
尊重人权
保持公平安全的劳动环境

通过承认、尊重多样性的全面人权和彻底完善劳动环境，在供应链整体上形成人人都能发挥个性，安心安
全工作的职场环境，帮助人们实现健康幸福的生活。

在所有对象基地实施YKK全球合规经营准则（YGCC）的自查 通过实施YKK全球合规经营准则（YGCC），继续开展联合国工商企业和人权指导原
则（UNGP）所要求的针对侵犯人权风险进行的确定和评估

以整个YKK集团的各生产点为中心，实施以YKK精神“善之巡环”和ISO26000为基础的YGCC
（YKK Global Criteria of Compliance）监查，通过实施第三方机构的定期监查，在保持公开透明
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可持续活动。

希格指数（Higg Index）外部监查 各基地的评估结果
https://www.ykkfastening.com/sustainability/higg.html

YKK Philosophy & Sustainability
Value Creation

Business Strategy
Platform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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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愿景制定流程

近年，社会及客户对气候变化及循环型社会的关注急

速高涨，预计由此对业务造成的冲击也会随之增大。对利

益相关者而言，会比以前更重视遵守法律法规、安全和防

灾、人权等社会和劳务课题，除此以外，削减二氧化碳排

放、水资源管理及化学物质管理等环境课题的重要性也越

来越高。

YKK配合上述社会动向变化，在2020年10月制定

的“YKK可持续愿景2050”当中，选定了“气候”、“资

源”、“水”、“化学物质”、“人权”这五大主题作为社会和

劳务方面以及环境方面的重要课题（Materiality）。我们

就各个主题分别设定了目标，目前正采取举措，致力实现

相关的SDGs（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 可持续性推进体制

我们设置了由YKK社长出任委员长的YKK可持续性委

员会，为了实现“YKK可持续愿景2050”的目标，按各主

题设置了专业部会，目前正推进各种措施，努力解决课题。

而在除日本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为了渗透和执行本部的可

持续性方针和措施，从2021年度开始，也以呼应本部委

员会组织的形式设置了各地区的可持续性委员会，构筑起

全球的推进体制。

从2022年度开始，我们在可持续性委员会专业部会

中新设了“CDP应对工作组”，以期基于社会的要求加强信

息披露，并新设了旨在减少Scope3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

“Scope3对策小组”。为了实现愿景，今后全公司也将齐

心协力，致力推进各种措施。

可持续性委员会的会议举办实绩

2021年度举办了4次，针对设于可持续性委员会之

下的五个工作组（工程资源工作组、商品战略工作组、标准

管理渗透工作组、供应商管理工作组、人权工作组）和交流

活动当中遇到的各种课题，以及为之采取的措施和进展情

况进行了报告和讨论。

 可持续性推进体制

YKK经营战略会议/董事会

经营战略会议

可持续性推进室

YKK可持续性委员会
（委员长 ：YKK株式会社社长）

Americas Europe ISAMEA※ ASEAN 中国日本

各本部 专业部会
工程资源工作组

商品战略工作组

标准管理渗透工作组

供应商管理工作组

人权工作组

CDP应对工作组

Scope3对策小组

营业本部

制造技术本部

管理本部

S&B推进部

※ India/South Asia/Middle East/Africa

实施次数 举办月份 内容

第1次
2021年

5月
来自工作组（WG）的报告和讨论

第2次
2021年

7月

除了工作组的报告以外，还有各大地区可
持续性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报告（中国小组、
Europe小组）

第3次
2021年

10月

除了工作组的报告以外，还有各大地区可持续
性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报告（中国小组、ASEAN
小组）

第4次
2022年

3月

除了工作组的报告以外，还有新设的CDP应
对工作组与Scope3对策小组的报告，以及在
日本海外针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措施报告（中国
小组、ASEAN小组、Europe小组）

 分析重要课题（确定重要课题）

● 遵守法律法规/合规经营
● 安全和防灾
● 人权
● 产品质量

● 二氧化碳排放
● 节能和可再生能源
● 资源循环
● 水资源
● 化学物质管理
● 环境交流

高

低

小 大

根据重要性与 
冲击确定 
重要课题

根据重要课题， 
在“YKK可持续愿景

2050”中选定 
五大主题， 
并设定目标

社会及客户对气候变化
及循环型社会的关注日
益高涨。预计由此对业
务造成的冲击也会随之
增大。

对
利
益
相
关
者
而
言
的
重
要
性

对业务的冲击

● 二氧化碳排放
● 节能和可再生能源
● 资源循环
● 水资源
● 化学物质管理
● 环境交流

中期经营计划与事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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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YKK可持续愿景2050”而采取的措施

气候

2021年度，尽管仍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但我们的生产量比上年度有所增

加，在此情形下，YKK集团达成了温室效应

气体排放量比2018年度减少12.6%的目标

值。（实绩 ：比2018年度减少18.2%）。另

一方面，我们通过引入新的生产方法、更新生

产设备、引进高效率设备等举措，不断推进节

能活动。我们新增了一家转换为100%可再生

能源电力的工厂，由此，在全球范围内，采购

100%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工厂数量达到了11

家。我们还通过购买可再生电力证书推进温室

效应气体减排。2021年度的可再生能源比率

达13.4%（包括证书）。此外，我们通过增加

NATULON®系列商品销量等方式促进再生

聚酯纤维材料的使用，与使用原生材料时比较，

预计可减少约11,300吨温室效应气体，为减

少Scope3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作出贡献。

减少

18%
Scope1、2 

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
（与基准年2018年相比）

全球

11 家
以100%可再生能 

源运转的工厂

太阳能发电设备的设置事例
YKK美国公司 安纳海姆工厂

2018
（基准年）

2019 2020 2021 2030
（目标）

～ （年度）

288

471 472

-18%

-50%

553577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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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基准年）

2019 2020 2021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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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绩　Scope1+2〉

（千吨-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推移变化（YKK整体）

〈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绩　Scope3〉

（千吨-二氧化碳）

YKK从上年度开始，引入了以公

司内部设备投资为对象的“国际碳交

易定价机制（以下简称ICP机制）※”。

通过采用ICP机制，对引进设备

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费用换算，

以此作为投资的判断材料，从而促进

引入节能设备及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投

资，推进事业活动中的二氧化碳减排。

我们将在19个基地推动引进太阳能发

电设备，同时推进基础设施设备、生

产设备方面的节能措施。

引入国际碳交易定价机制

公司内部碳定价

9,000日元/吨-二氧化碳（全球共通价格）

机制对象

对事业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影响的设备
投资

适用方法

对于成为对象的设备投资计划、技术开发计
划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适用公司内部碳定价，
以费用换算后的数据作为投资的判断材料

※ ICP机制 ：在公司内部设
定独自的碳价格，通过对
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费用
换算，将其灵活用作针对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激
励、或用于确定收益机遇
与风险、作为投资决策的
指南等，是一种旨在推进
企业对气候变化采取措施
的机制。

面向2022年度，我们在2021年度新引

入了国际碳交易定价机制（ICP），针对减少温

室效应气体进行更进一步的投资。

1.5℃目标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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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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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斯宁产品的可持续材料化

我们在全球，陆续将拉链主要商品转换为

回收再利用拉链 NATULON®，2021年度的 

NATULON®系列销量大幅增长，同比达到

224%。此外，还开始将追求高再生材料比率

的 NATULON Plus®投入市场，在我们销售

的全部商品当中，使用了可持续材料的商品所

占比例已达13%。

为了截至2030年推动发斯宁商品的纤维

材料实现 100%可持续材料化，2022年度， 

我 们 除 了 把 拉 链 主 要 商 品 进 一 步 替 换 成 

NATULON®以外，还将开展 NATULON 

Plus®、回收再利用海洋塑料的 NATULON® 

OceanSourced®、以及植物性原料拉链 

GreenRise®的促销活动，并进一步推进将

按扣钮扣商品 SOFIX®替换成 SOFIX® 

NATULON®等，目标是把使用可持续材料的

商品比例提高至24%。

替换成使用可持续材料的包装材料

YKK越南公司（仁泽工厂）推进替换含

有100%再 生 材 料 的 聚 乙 烯 制 材 料 ；YKK 

JAPAN COMPANY（ 黑 部 事 业 所 ）则 推

进替换含有30%生物质材料的聚乙烯制材

料，2021年度的替换比例分别为19.2%和

38.9%。

此外，2022年7月，YKK JAPAN COMPANY 

（黑部事业所）在主要的内包装材料方面，已

完成发斯宁商品塑料制内包装材料的生物质

材料化。

减少废弃物、回收再利用

随着社会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复苏，

生产量增加，废弃物量比2020年度有所增加。

但是，由于亚洲地区废弃物处理技术水平的提

高，增加了回收利用，因此填埋废弃物量减少

了272吨。回收利用率达87.0%，比上年度

的83.3%有大幅提高。今后我们也将持续推

进回收利用。

13%
可持续材料的比例

（总长度）
（2021年度实绩）

87.0%
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

NATULON®

NATULON Plus®

GreenRise®

SOFIX® NATULON®

 可持续材料产品的销售量和比例
■ 销售量　●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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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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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2017

21.1

11.6

16.6

49.3

24.2

9.7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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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7.1

13.6

2021

52.4

26.4

6.8

19.3

78.2
76.4

80.9
83.3

87.0

 废弃物排放量、回收利用率的推移变化
■ 出售量　■ 回收利用量　■ 处置量　●  回收利用率

YKK深圳公司在2021年度已将部分外包装袋替换成可生物
降解的生物质塑料材料

相当于回收利用

约1.7亿个※

宝特瓶

NATULON®的 
累计销售量

※截至2022年3月末。 
按29克/个（500毫升瓶） 

换算

中期经营计划与事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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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化学物质

人权

自2019年度起，我们每年都使用公司自

定的检查表，评估和把握※每个制造基地的用

水风险。针对减少取水量及排水量，为了便于

在各工厂引进排水循环利用设备，我们开始着

手设计最适用于YKK制造工序的专用排水循

环利用设备。此外，为了妥善管理排水，总部

专家通过线上指导的方式，为海外事业公司提

供排水处理设备诊断以及运转和管理方法的技

术指导。

2021年度在黑部事业所，由于在工厂内

抽取的地下水受到了土壤污染对策中所用药品

的影响，导致BOD值上升，使得排水口处测

得的数值超过了工厂与黑部市商定的协定值。

2021年度，我们针对把发斯宁产品相关

的化学物质规定、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标准考虑

在内的YKK RSL（本公司自定标准），重新制

定了2022年度版，并开始向供应商实施该标

准的符合情况调查，以及要求其同意遵守该标

准。而且我们还把在新开发或变更材料时确认

化学物质是否符合标准情况的流程标准化，并

向海外各公司展开运用。此外，在主要产品中

使用的降低甲苯和二甲苯的涂料，已于2021

年7月完成开发，计划依次逐步替换。在环境

方面，我们对可能会造成土壤污染的化学药品

的使用场所、方法、时间等的记录信息进行了

2021年度，在所有对象基地实施了YKK

全球合规经营准则（YGCC）的自查。此外，为

了持续寻求降低侵犯人权的风险，对于各监查

项目，无论轻重，均设想了可能发生的侵犯风

险并进行了关联。自查结果显示，尽管并未发

生侵犯人权的事件，但部分国家的劳动时间虽

符合该国的国内法律规定，却与国际标准存在

差距，我们正针对该情况推进纠正。对于供应商，

也会确认其对遵循OECD（经合组织）指导准

则的交易基本原则的遵守情况，同时通过CSR

问卷调查定期实施情况确认和评估。

今后，我们将继续实施YKK全球合规经营

准则（YGCC），据此确定和评估侵犯人权的风

我们重审修订了地下水的抽水量及药品的使用

方法，立刻消除了超标状态。

※ 在进行水资源风险评估时，参照世界资源研究所“Aqueduct
（ 水 道 ）”及 用 于 设 定 水 目 标 的 国 际 指 南“Setting Site 
WaterTargets Informed By Catchment Context”等。

整理。2022年度，为了扩大基于YKK RSL的

准入管理的适用范围，我们将考虑化学物质管

制、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标准的变更和追加，逐

年进行修订。在排除有害化学物质的新制造技

术方面，我们扩充了以用于黄铜材料的新电镀

技术 AcroPlating®（大幅去除氰、铬、硒等有

害物质）生产的商品阵容。关于采用了该技术

的商品在2021年度销量方面，按扣钮扣商品

同比为148%，拉链同比为175%，均实现了

大幅增长。我们在除了拉头以外的拉链零部件

上也展开采用 AcroPlating®技术，致力于进

一步降低环境负荷。

险，同时推进救济体制体系的构建，寻求逐步

转变为遵循UNGP※或遵循今后将在欧洲法制

化的尽职调查法的机制。

※联合国工商企业和人权指导原则

减少

7.5%
所有制造基地的 
取水量削減率
（与基准年 

2018年度相比）

1,204 
家公司

基于YKK RSL的 
供应商调查

遵循国际标准 
建设 

 “尊重人权”
的机制

排水诊断的情景

YGCC监查的情景

YKK Philosophy & Sustainability
Value Creation

Business Strategy
Platform

Data

This is YKK 2022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