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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要

报告内容
本报告以经过相关利益相关者和商业影响力验证过的LS Mtron可持续

经营 Steering Wheel为中心编撰而成。为了保持报告内容的延续性, 重

要领域的内容会包括2011年度取得的成就和2012年度的促进计划。

报告时期及范围
本报告以2011年会计年度(2011.1.1~2011.12.31)为基准编成, 部分定量

信息会包括最近三年间的数据。报告范围包括了安养总部,韩国国内

4大工厂以及部分海外代表处的营业活动。

在财务状况方面, 报告以K-IFRS为基准编成, 社会贡献及环境保护成

果领域包括了中国, 美国等海外公司的部分内容。今后, 根据综合可

持续经营管理路线, 报告内容还将扩展到LS Mtron属下的国内外各个

营业公司。

报告编写构架
本报告以LS Mtron可持续经营报告体系为依托, 由以可持续经营协会

和事务局组成的可持续经营报告发行委员会主管编纂, 为了让大家更

好地理解报告内容, 我们还参照了 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的G3.1

指南和ISO 26000。

报告内容验证
为了确保报告资料和内容的可信性, 我们接受了外部单独机构专家

的验证和审查, 审查结果收录在第三方验证报告书内。

LS Mtron可持续经营报告发行日程(年刊)
前一期报告: 2011年5月

本报告: 2012年7月

下一期报告: 2013年 中 

报告内容相关咨询
京畿道安养市虎溪洞1026-6 LS Tower 11层

LS Mtron(株)经营企划组可持续经营事务局

TEL. 82-31-689-8232           

FAX. 82-31-689-8279        

E-mail. sm@lsmt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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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Mtron正式出版第三期可持续经营报告。

LS Mtron‘以创造更加便利, 和谐世界的 Innovative 

Technology Partner’为宗旨, 将和所有利益相关者一起

创造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环境价值视为公司的可持续经

营策略。为了更好地进行此项经营策略, 从2009年起, 

公司构建了可持续经营管理体系并运营至今, 本报告以

2011年取得的成果和2012年计划为中心编辑而成。

希望此报告可以成为我们和与LS Mtron息息相关的利益

相关者进行更好信息交流的有效途径。

Cover Story

英文字母M作为Mtron的首
字母, 反映了LS Mtron通过
和相关各界的精诚合作共
谋发展和繁荣的可持续经
营理念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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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re for people and nature. 
It is with outstanding insight and the spirit of 
challenge that we produce industrial machines 
that drive the growth of the humanity. 

关注人类和自然的企业LS Mtron

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挑战精神制

造引领人类的产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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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look beyond today into the future. 
The industry-leading cutting-edge 
components drive our commitment to 
a truly special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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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今天, 展望明天的LS Mtron

用先进的尖端零件打造与众不同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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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致
辞

 

“通过可持续经营打造真正的

 LSpartnership®。” 

“用真诚的态度坚持不懈地

 实践可持续经营。”

LSpartnership® 是旨在通过尊重和关怀,  信赖和合作从而创造出更

大价值的LS集团全新经营理念。该理念与LS Mtron过去三年间一直

坚持的以顾客为中心, 以信赖和统一为中心的可持续经营策略一脉

相承。

 

LS Mtron以重视相互信任关系和透明性,关注人类和环境的可持续

经营策略为基础, 是值得顾客信赖的合作伙伴, 同时我们所有的员

工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 为包括顾客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能够享受更加精彩的生活而不断地努力进取中。

在2011年全球经济萧条, 顾客需求大幅减少的不利情况下, 我们高

瞻远瞩, 不断开拓海外市场, 大力推行业务革新和R&D投资, 最终实

现了拖拉机出口额突破一亿美金, 环保产品年销量同比增长37%等

一系列持续增长成果。

 

在非财务业务方面, 我们在越南开展了“幸福地球村”活动。同时,

经过努力构建和谐企业文化等措施, 我们还入选了“韩国100家最

佳工作环境企业”。此外, 通过推进共同成长策略, 我们还进行了9

项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共同投资的技术开发产业。

 

包括我在内的LS Mtron所有员工将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和构建稳健

的伙伴关系来满足顾客需要, 满怀责任感, 永远不降低对我们企业

自身的要求。 

 

特别是为了让可持续经营成为我们组织文化的根基, 所有的经营人

员将以身作则, 企业也将持续提供各种再教育的机会。

 

同时, 我们意识到与利益相关者良好沟通, 相互建立信任关系是企

业成功的核心要素, 为此我们将提供多种让大家参与并相互交流

的途径和机会。

 

此可持续经营报告书以韩语, 英语, 中文三种语言发行,作为提供产

业机械和尖端配件的跨国企业, 我们以此为和各国有识之士相互

沟通, 相互理解的契机, 希望各方人士积极参与, 为我们提出宝贵的

意见。

 代表理事 董事长  具滋烈 

LS Mtron从 2009年正式开始引入可持续经营方针, 今年是第三年发

行M Story。

 

可持续经营的原则和价值

我们实行可持续经营策略的原则是始终不移地以伦理经营, 透明

经营, 沟通和革新为基石, 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可持续的商业竞争力, 

和利益相关者一起相互信赖, 共同发展成长。

 

我们发行可持续经营报告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将我们为创造经济

价值, 社会价值, 环境价值进行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以及今后的计

划更加透明地公开给各界利益相关者, 将各种相关数据更加完整

地呈现给大家。

 

特别是2011年, 作为构建全球可持续经营促进体系的首个阶段, 以

中国为中心的海外出资公司竞争力强化和稳定成为了我们的重要

目标, 并正以此扩大实行可持续经营。在这本报告中将包括部分相

关成果, 我们同时发行英文和中文的报告也正是为了可以加深和全

球利益相关者的更加广泛的交流和了解。

 

构建持续增长基础

随着经济危机席卷全世界, 商业环境日益难于预测以及各种社会问

题层出不穷, 企业活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认为要想成功地

占领未来市场, 适应日新月异的商业环境, 最重要的便是和相关利

益相关者相互理解, 提前把握商业发展趋势, 预测危机, 加强管理, 

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精诚合作, 共同努力。即, 通过可持续经营

策略, 不满足于眼前的成果, 用始终如一的战略, 带着高度责任感, 

着眼未来, 努力去构建组织文化。   

 

为此, LS Mtron通过和利益相关者定期,不定期的会面不断地进行对

话和沟通, 加深理解, 并将由此收集到的各种意见具体到可持续经

营策略和实践行动中。

  

另外, 为了构建一套综合风险反应体系, 我们通过可持续经营策略

和全公司员工的努力,正在打造一套不仅对产业, 市场, 运营, 管理

风险, 而且对社会, 环境等非财务性风险也可以及时发现并进行系

统性预防和管理的系统及操作规程。同时, 为了对解决社会问题有

所贡献, 我们还展开了多方面的社会参与活动。在不断扩大实行LS 

Mtron代表性社会公益活动项目‘全球幸福村’的同时, 还通过工程, 

产品, 服务的革新和改善来创建使企业活动本身更好地参与到社会

性, 环境性价值创造的良性循环中。

 

构建综合可持续经营管理体制

通过 LS Mtron特有的六阶段重要项目评价, 每年新出台的六大重要

领域(革新促进活动, 合作共赢活动, 品质提升及客户满足活动, 社

会公益活动, 绿色经营, 提升员工价值)和三大日常管理议题(机构的

治理结构, 伦理经营, 综合风险管理)都会通过每两个月举行的全公

司可持续经营协同体接受审核, 另外以绿色环保产品小型委员会为

代表的6个小型委员会也组织了全公司各部门协作体系, 扮演着将

可持续经营策略落实到公司实际业务中的角色。

 

我们LS Mtron的全体职员将切实落实可持续经营策略, 凝聚一心, 为

今后的全球机械及零件产业提供一个持续发展, 不断革新的典范, 

并为成长为值得尊敬和信赖的企业全力以赴。

           代表理事 社长  沈载卨 

President's Message

Chairman's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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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Mtron通过事业组合的再选择和集中力图实现经营效率最大化,为此从2011.5.1日起将空调事业部转让给了LG电子。同时考虑到事业进展的方向,

又将电路材料事业部更名为CF(Copper Foil)事业部, 另外,为了强化事业支援力度还新设了经营支援本部,属下包括了财政部, 战略企划部, 支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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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经营理念
LSpartnership®让带有Integrity和主人公意识的LS人通过相互尊重,

相互关怀,相互信赖而创造出更优秀的成果,也让我们以更加开放

的心态和各方合作, 共同成长。 

LS的所有成员将通过 不断实践LSpartnership®和全球的伙伴们一起

为未来时代创造更多的价值

2015目标: 销售额4兆韩元, 营业利润10%

LS Mtron介绍 

LS Mtron作为一家提供产业机械及尖端零件的跨国企业, 以共同创造更大价值的 LSpartnership®

经营哲学为基础, 努力在各个经营领域实现可持续增长并为各界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多价值。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LS Mtron(株)

代表理事 具滋烈, 沈载卨

种类 制造业

成立日期 2008年7月1日

总人数 1,649名/3,512名(LS Mtron(株)/包含出资公司)

信用等级 韩国株式会社NICE信用评价 A+/韩国株式会社韩国信用评价A+

总销售额 9389亿韩元/15757亿韩元（LS Mtron 株式会社/含出资公司）

总资产 10,024亿韩元

负债 4,263亿 元 负债比率 73.9%

资本 5,761亿 元 资本净值比率 57.4%

主要出口地区 美国, 中国, 欧洲, 东南亚, 中东等

※ 2011年12月31日基准, K-IFRS基准(信用等级2012年5月8日基准)

Vision
2009年3月, LS Mtron宣布了2015愿景“更加便捷, 舒适生活的Innovative 

Technology Partner”。“更加便捷, 舒适生活”表现了我们要让客户使用我们

的产品和服务享受更加丰富多采生活的坚定意志。“Innovative Technology 

Partner”是我们将要不断开展技术创新, 与客户同步成长并反馈于社会的

愿望。

组织结构

LS为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LS员工同心协力取得更大成果

Greater Value Together!

Global Perspective

R
es

pe
ct 

     C
are         Trust

Integrity

零部件产业

电子零件

我们提供手机, Flat Panel Display及各种电子

机器用连接插头, 天线等尖端机器用核心

零部件。

铜箔(CF, Copper Foil)

以电解镀金, 表面处理, 超薄操作等核心技

术为基础, 生产,供应Rigid PCB用铜箔, 锂电

池用铜箔, 半导体部件用特殊铜箔等产品, 

为尖端电子机器的小型化和第二次电池产

业发展做出着贡献。

FCCL(Flexible Copper Clad Laminate)

以世界最高水准的超薄镀金技术为依托, 

生产显示器核心材料LS-Flex。

汽车零件

生产用于流体, 液压转动, 装配在汽车上的

各种高低压管组件, 凭借优秀的质量和稳

定性提供给世界各地客户。

超级电容器(UC, Ultra Capacitor)

引领新时代能源市场的能源储存设备,广

泛应用在要求高输出的辅助动力, 动力备

份领域。

各事业部门介绍

凭借充满创造性的技术打造更加便利的世界, 这就是LS Mtron所梦想的世界。

LS Mtron以革新性的产品和服务为基础, 努力为客户和社会提供更多的价值。

LS Mtron主要分为机械部门和零件部门, 其中又细分为8个事业部(组)。

机械产业

拖拉机

通过持续研究开发获得的核心技术以及

积极的海外市场开拓使我们正在成长为世

界性综合农业机械代表品牌。全州生产基

地, 中国青岛出资公司公司都保有年两万

台的生产能力, 从2012年起, 巴西代表处的

投资也将为我们提供全新的成长动力。

注塑成型系统

作为显示屏, 生活家电, 汽车产业等从最尖

端领域产品到超大型注塑成型产品综合

制造商, 我们保有着在全球50多个国家得

到验证的技术能力, 生产量的30%以上都

用于出口。

特殊产品

支持坦克, 装甲车等军用机动设备的负荷

标准, 生产确保在各种路况上平稳前进的

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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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Mtron目前在国内外设有生产法人, 销售法人等共21家基地, 职员达3,500人。

安养

总部 , 研究所,
电子零件, 营业本部

仁同

汽车配件

超级电容器

全州

拖拉机

注塑成型系统, 
 特殊事业

井邑

铜箔, FCCL

各地区销售额
(单位:亿韩元) 

地区  2009 2010 2011

韩国 5,554 6,895 6,531 

中国 395 513 569 

北美 292 541 843 

南美 33 124 78 

欧洲 219 419 628 

亚洲(不含中国) 210 724 711 

其他 212 47 29 

总计 6,915 9,263 9,389

*2009年以K-GAAP为标准,2010年~2011年另采用K-IFRS标准

经济价值分配
(单位:亿韩元)

项目  2009 2010 2011

已分配经济价值 5,030 7,844 7,527

采购费用(合作伙伴) 3,983 6,579 6,357

人事费用(员工) 1) 880 1,099 988

税款与公共间接税政府) 2) 38 55 58

捐赠款(社会, 社区) 2 3 4

利息费用(债权人) 127 108 120

1) 薪水, 退休金, 福利费用之和
2) 税款与公共间接税, 法人税之和

销售额及营业利润 
(单位:亿韩元) 

项目 2009 2010 2011)

销售额 6,915 9,263 9,389 

机械 4,301 6,278 5,913

零部件 2,614 2,985 3,476

营业利润 333 524 1,169  

*2009年以K-GAAP为标准,2010年~2011年另采用K-IFRS标准
(由于会计基准有所变化, 2010年报告内容有少许差异)
*2011年5月1日起, 互助事业部被转让, 中断营业前的利润也包括在内。

财务状况概要
(单位:亿韩元) 

账目 2009 2010 2011

资产总计 8,093 8,921 10,024

流动资产 3,439 3,862 3,991

非流动资产 4,654 5,059 6,033

负债总额 3,632 4,150 4,263

流动负债 3,263 2,758 2,599

非流动负债 369 1,392 1,664

资本总额 4,461 4,771 5,761

实缴股本 450 450 450

超面值缴入股本 4,259 4,259 4,259

其他全面收益项目累
计额

-16 -20 -15

营业盈余 -232 82 1,067

销售额与营业利润
(单位:亿韩元) 

项目 2009 2010 2011

销售额 7,431 10,404 15,757

营业利润 245 539 1,195

*2009~2011年 K-IFRS合并基准
(由于会计基准变化, 2009, 2010年报告内容会有所差异)

出资公司现况
(2012年 3月基准)

出资公司名 业务 股权(%) 国家 

大星电机工业(株) 汽车零件制造及销售 100 韩国

乐星机械(无锡)有限公司
LS Machinery(Wuxi) Co., Ltd. (LSMW)

注塑机制造及销售 100 中国 

乐星电子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LS Electronic-Devices (Qingdao) Co., Ltd. (LSEQ)

电子零件制作及销售 100 中国 

乐星农业装备 (青岛)有限公司
L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Qingdao) Co, Ltd. (LSAE)

农业用机械制造及销售 100 中国 

LS Tractor USA, LLC (LSTA) 农业用机械销售 100 美国 

韩国凯斯克(株) 产业用机械制造及销售 83.8 韩国

烟台乐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YanTai Leading Solution Auto Parts Co., Ltd. (YTLS)

汽车零件制造及销售 50 中国 

LS Mtron Brasil (LS Mtron Indústria De
Máquinas Agrícolas Ltd.) (LSMB)

农业用机械制造及销售, 注塑机销售 100 巴西 

创
造

经
济

价
值

印度
大星电机工业(株)

美国 LSTA

巴西 LSMB

俄罗斯代表处

波兰代表处 

中国(无锡) 
LSMW

中国(青岛) 
LSEQ, LSAE

中国(烟台) 
YTLS

深圳代表处 

中国(大连) CASCO(株)

韩国  大星电机工业(株), CASCO(株)

日本代表处 

中国(青岛)  大星电机工业(株)

上海代表处

中国(无锡)  大星电机工业(株)

出资公司/代表处
子公司下属公司

经济价值创造

LS Mtron将经济价值创造视为可持续经营策略的重要责任。

在2011年全球爆发经济危机, 顾客需求减少的不利情况下, 我们在‘飞上经营’的基础之上更加努

力, 积极进取。

拖拉机产业在正式进入国际市场还不到10年的

时间里已经达到了出口1亿美元的目标, 注塑成

型系统产业与前一年相比国内和国外销售额同

比增长了14%, 51%的增长, 凭借技术革新等措

施, 生产效率和利润都有了大幅提升。

铜箔事业方面, 延续了日本客户订单的同时, 我

们在电池箔市场上还逐渐确立了国际领先地位,

电子零件事业方面也确保了国际重要客户。

此外, 超级电容器和汽车零件事业方面也为未

来发展奠定了坚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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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评价

顺序 重要课题 页数

1 温室气体排出量管理 44

2 确保品质竞争力 32~34

3 建立客户投诉处理程序 35

4 强化A/S活动 35

5 扩大合作伙伴意见反应渠道 29

6 确立公平交易文化 26, 57

7 支援教育项目(制作部分) 28

8 确保技术竞争力 32~34

9 工作和生活协调(家庭亲和经营) 51

10 加大职务能力开发教育 52

11 资源及能源节约 44~47

12 改善合作伙伴货款结算制度 27

13 人士制度公正性(确保, 评价, 保障) 50

14 加强福利保障制度 51

15 绿色环保设备及工程改善投资 45

16 扩大国际竞争力开发教育 52

17 绿色环保产品开发  46~47

18 降低, 管理污染物排放 45

19 录用及培养未来人才 38~41, 50

LS Mtron如何推进可持续经营?

重要性评价系统 LS Mtron为了在经营活动中更直接地反映利益相关者的期待事项, 

努力让职员的日常事务自然地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满足感。特别是我

们设定了可持续经营KPI, 更加强化了对利益相关者重要要求的执

行力。

可持续经营年度推进进程
LS Mtron从可持续经营策略的计划制定到成果报告整个过程中一直努力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2011年, 我们共总结了55个重要问题, 通

过利益相关者关心度和商业重要程度分析, 我们确立了2011 Steering Wheel。2011 Steering Wheel由两个综合管理领域, 6个重要领域(15个重要管

理问题), 两个一般领域构成, 这些被重点用来进行一年内的战略促进和成果评价。特别是对于重要领域中排位较高的问题, 我们在每个部门

都设定KPI, 直接反应到对职员和事业部部长的评价中, 在每个部属单位中, 按照单位, 个人分别制定目标计划来进行实际操作。同时, 可持续经

营顾问协会会隔月对KPI等事业计划对比实绩进行监督, 对于需要改善的部分进行讨论, 从而树立可以继续扩大成果的促进方向。最后在年末

全公司成果评价期间, 顾问协会还会测定可持续经营活动的成果, 以此为基础发行可持续经营报告来展示给各界利益相关者。

为了保持可持续经营的连续性,以2011 Steering Wheel为基础,我们已经确立了2012年实行计划并正在进行中, 这也将成为2012年重要性评价的基

础资料。2011年实行有关人士综合问卷调查时, 我们还追加实施了各利益相关者可持续经营活动满意度(认知度)调查, 并将这些结果反映在了

2012年计划确立中。 

2011年综合可持续经营管理促进结果

重要问题 Pool 考虑事项

2011

Steering Wheel

2011

 

Pool

(55 )

•  内部环境问题

•  外部环境问题
•   综合管理领域2个

•   重要领域6个

   (管理问题15个)
•   一般领域2个

•  实施有关人士综合 
 问卷调查(997名)
•  建立与各有关人士 
 交流渠道

•   核心课题  5个 部 
 门/ 8个事业部树立 
 KPI标准 

•   一般课题  确立8个 
 部属计划

•   管理者采访

•   经营会议报告 3次

•   可持续经营顾问协 
 会主题 8项

•   可持续经营自我诊 
 断结果

•   可持续经营顾问协会 
 成果管理及反馈 7次

•   可持续经营小型委员 
 会运营  21次

•   利益相关者满意度  
 调查

业
务
影
响
力

公司利益相关者关注度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重
大

性
评

估

1) 客户
顺序 活动名

1 确保品质竞争力 ② 

2 建立客户投诉处理流程 ③ 

3 强化A/S活动 ④ 

4 确保技术竞争力 ⑧ 

5 扩大客户意见收集

6 保障和强化产品安全性 (PL法 等)

7 加强品质经营系统运营

8 提供各种产品信息

9 强化绿色环保技术及产品开发

10 支援合作伙伴进行品质强化

11 公平的营业活动

12 保护并防止核心技术泄露

13 遵守关于保护客户信息的法规

14 人权及相关风险应对及改善

3) 合作伙伴
顺序 活动名

1 扩大合作伙伴意见反应渠道 ⑤

2 确立公平交易文化 ⑥

3 支援教育项目(制作部分）⑦

4 改善合作伙伴货款结算制度 ⑫

5 扩大Q-合作伙伴

6 运营生产管理系统

7 开发民间/政府共同投资

8 构建绿色环保购买供应网体系

9 扩大双赢基金

10 运营网上评价系统

11 强化创新方面能力

12 支援教育项目(环境/安全部分)

13 支援教育项目(经营管理部分)

14 支援教育项目(专利部分)

各利益相关者主要期待事项
 
2011年公司利益相关者综合问卷调查 2) 员工

顺序 活动名

1 工作和生活协调(家庭亲和经营) ⑨

2 加大职务能力开发教育 ⑩

3 人事制度公平性(确保, 评价, 赔偿) ⑬

4 加强福利保障制度 ⑭

5 扩大国际竞争力开发教育 ⑯

6 扩大优秀人才培养教育

7 提高领导能力

8 改善健康及安全活动

9 协助新职员适应组织文化

10 加大和经营团队直接对话

11 意见接受渠道多样化

12 遵守关于劳动,人权的国内外相关法规

13 扩大女性及残疾人雇用规模

4) 社区及地球/生态
顺序 活动名

绿色
经营
方面

1 温室气体排出量管理 ①

2 资源及能源节约 ⑪

3 绿色环保设备及工程改善投资 ⑮

4 绿色环保产品开发 ⑰

5 降低, 管理污染物排放 ⑱

6 有害化学物质管理

7 环境经营及体制运营

8 无害工厂运营 

9 职员健康改善活动

10 遵守国内外SHE相关法律规程

社会
贡献
方面 

1 录用及培养未来人才 ⑲

2 增进贫弱阶层福利

3 支援文化/艺术/体育活动振兴

4 支援社区绿色活动

• 主办: 可持续经营事务局

• 时间: 2011年 8月 ~ 11月

• 方法: 网上问卷调查/邮寄问卷

• 调查对象: 997名(家)

 1) 客户 164家 公司

 2) 职员 618名

 3) 合作伙伴 194家

 4) 社区 21个

• 调查内容

 - 重要领域商业重要性评价

 - 各公司利益相关者关心度评价

 - 2011年 LS Mtron活动满意度

 - 交流渠道满偏好

* 各公司利益相关者交流渠道,关心度和满意度结

果及具体业务计划, 成果等在各重要领域引言部

分有详细介绍。

•  GRI(G3.1), ISO 26000, UNGC原则等

•  可持续经营顾问集团意见

•  竞争公司及先进企业动向

•  客户公司CSR备忘录及外部机关咨询事项

•  公司有关媒体报道热点问题等

•  LS Mtron愿景及中期战略 

•  经营会议报告及顾问协会决定事项

•  可持续经营原则及规定

•  前一年促进课是否达成目标

•  各部属战略指标未解决问题

内部 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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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可持续经营涉及到经济, 社会, 环境, 伦理等广范围的议题, LS 

Mtron为了保持战略方向的, 一贯性和强化全公司执行能力, 对所有

相关活动进行着综合管理。

LS Mtron如何管理可持续经营?

可持续经营综合管理 LS Mtron为了使可持续经验最终可以为预防和应对风险服务而构建了

综合管理体系。每年预测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对损失费用和机会价值

进行相应管理, 从而为加强事业连续性, 稳固和有利益相关者的信赖

关系提供帮助。

LS Mtron如何管理风险？

综合风险管理 可
持

续
发

展
综

合
管

理
   /  综

合
风

险
管

理

可持续经营综合管理体系
LS Mtron从2010年4月起新设可持续经营顾问协会, 小型委员会, 事务局等机构并一直运营至今。

•  革新活动

•   合作共赢

•  品质经营 

•  顾客满足

•   社会贡献

•   伦理经营

•   应对气候变化

•  ESH

•  绿色环保产品

•  人才开发

•  劳资管理

•  风险管理

构成: 战略担当管理人员(主管), 经营企划组长等10名附属

机构负责人, 可持续经营事务局

•  合作共赢小型委员会

•  顾客满足小型委员会

•  社会贡献小型委员会

•  绿色经营小型委员会

•  绿色环保产品小型委员会

•  绿色环保供应网小型委员

构成: 参照各重要领域介绍部分

2011年可持续经营顾问协会主要议题及促进成果(计划)

综合风险管理体系
LS Mtron通过全公司可持续经营促进体系构建了风险预防和应对活动程序, 并借此提高全公

司的执行力, 各个部属部门的内在化可以更有效率地形成而努力。以战略担当负责人(CSO)为

中心的经营企划组直接对全公司风险管理负责, 树立并监督风险预防应对的战略方向, 同时

还会集中于各个事业部及主要支援部属内的风险应对指南的构建, 教育以及训练等预防活

动。

同时, 可持续经营顾问协会通过每两个月针对风险应对方向和活动成果进行的讨论和赋予各

个部属相应的角色和责任来强化管理和监督。事业部方面集中构建以公司业务及运营风险为

中心的预防及应对体系, 而总公司方面则会集中构建包括了社会・环境・伦理风险在内的非财

务性风险预防及应对体系。我们的目标是到2014年为止, 所有的事业部门至少要构建5个以

上针对各种风险的应对指南

事业部风险应对指南的构建
LS Mtron以发现可持续经营中隐藏的危机并构建事先管理体系为目的, 正在促进各事业部门的

危机应对指南的构建工作。2011年以拖拉机事业部为中心,首先指出了品质・生产・营业・灾害

等6个核心危机, 并构建了由预测各阶段可能发生情况, 规整业务 R&R, 应对业务流程和详细施

行方案构成的危机应对指南。2012年将这一测试扩大了全部事业部并正在平稳进行中,在指南

构建完成后,我们还计划随时进行相应的应对活动及相关教育训练, 以便在危机发生时可以

做出及时的对应。 

风险应对指南构建过程

根据事业部的特征制

定重要议题Pool ,  并
在其中选出损失规模

最大的危机

预想被选定的危机

发生时可能会发生的

具体情况并制定对应

目标和具体部署部门

根据预想情况规定对

应部属部门建立共同

目标并通力合作程序

的过程

根据Work flow制定各

个部属部门具体的实

践方案和管理数据

在指南发行后,  制定

定期的相关教育・训

练计划以更好地实践

指南内容

构建海外出资公司应对当地法规风险体系
LS Mtron将2012年定为跨国可持续经营促进元年, 并努力将可持续经营扩大到海外。其中的第

一步保证海外中国出资公司遵守当地法律规定, 同时还促进中国代表处应对及管理体系的构

建任务。特别是我们选定了劳动/人权,环境/安全, 税务, 品质等18个重要问题并对此进行相关

中央法律和当地法律的分析,并计划以此诊断各海外出资公司管理水平并标明今后的改善方

向。

召开时间 主要议题 促进结果及计划

第6届(2011.1.24)
构建对外相关人士CSR备忘录应对

体系

对外利益相关者不定期要求的资料首先传达至可持续经营事务局, 事务局在制定R&R后, 通过可持

续经营顾问协会共同采取对应措施(共7例)

第7届(2011.2.21) 2010年可持续经营报告最终探讨
召开临时可持续经营顾问协会会议, 以2010可持续经营报告发行委员会为中心, 对报告内容作最终

审核, 并进行了各部门确认及验证团应对措施

第8届(2011.3.21) 设定绿色环保产品管理方向
2010年构建的绿色环保产品定义及程序定期进行检查和补充

(5月中长期绿色环保技术开发进展路线图检查进行期间)

第9届(2011.5.28) 促进全公司职员可持续经营教育
全公司职员教育在“突破局限”教育过程中进行, 管理人员以上职员进行了另外的深化教育 (全公司

教育: 1,363名, 深化教育: 198名)

第10届(2011.7.28)

海外出资公司可持续经营管理体系
将2012年定为海外出资公司可持续经营促进年, 计划发掘并进行和可持续经营相关的中国法规调查

及相关改善课题

实施公司利益相关者综合问卷调查
可持续经营事务局在全公司范围内统筹计划了问卷调查, 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接触较多的部门启用

最便捷的沟通渠道来进行问卷调查(997名)

第11届(2011.9.19) 制造拖拉机事业部风险管理指南手册 进行应对核心危机体系的构建, 计划定期进行训练和教育

第12届(2011.11.28)
建立绿色环保原材料(排除危险废物

质)监管体系
在总公司品质经营组的主管下新设了绿色环保供应网小型委员会

可持续经营顾问协会 

对于可持续经营整体情况进行最终决策, 隔月进行一次会议。 主

要针对各个部属应该共同促进的可持续经营重要问题制定具体促

进方向, 并协调建立合作体系。同时对于各部属现存的可持续经

营业务, 顾问协会也共有其实际成果。2011年, 包括临时会议在内, 

共举行了7次会议。 

可持续经营小型委员会 

对于决策进行具体实务协议的组织, 在各个担当部属的主导下每

半年举行一次以上会议。2011年, 6个小型委员会共举行了21次会

议, 同时为了正式开始构建绿色环保原材料管理体系课题, 我们还

新设了绿色环保供应网小型委员会。

可持续经营事务局

为可持续经营顾问协会和小型委员会提供全面支援常设机构, 隶

属于经营企划组, 负责综合管理公司实际业绩和促进与各界利益

相关者对话, 同时还主管制作可持续经营报告。      

*第七次可持续经 
  营顾问协会会议

01. 指南 封面

03. Work Flow
02. 预测风险概要

04. 详细执行方案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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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Mtron可持续经营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2011可持续经营成就2011可持续经营
Steering Wheel

Steering Wheel与公司有关人士 Matching
对公司经营活动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所有对象都可以称为是与LS Mtron相关的人士。根据对商业活动产生影响程度不同, 将顾客, 职员, 合作伙伴, 

社区, 地球, 生态等可以分为核心相关者, 政府/地方自治团体, NGO, 股东/投资者分为一般相关者。总体来看, 2011年度与LS Mtron有关的人士和2010

年度并无太大区别。

可持续经营Steering Wheel是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LS Mtron可持久经

营促进方向和各领域管理问题的模型。2011年, 随着综合管理功能

的不断强化, 我们将综合可持久经营管理放在模型的中心, 同时各种

活动最终都要为减少风险服务, 因此我们将综合风险管理作为模型

圆的各个分支, 将其意义和作用更加明显地通过模型展现了出来。

2011年LS Mtron可持续经营发展情况如何？
2011 可

持
续

经
营

Steering W
heel  /  2011 可

持
续

经
营

成
就

综 合 风 险 管 理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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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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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综合管理

品质提升及
客

户
满

足
活

动

社会公益活动

绿
色

经

营

2011年, LS Mtron在各个重要领域中, 为了给各种利

益相关者提供满足, 和信赖关系的建立开展了行之

有效的可持续经营活动。

为满足客户需求努力
进行品质革新

 韩国第37届国家品质经营大赛: 
  荣获国家品质奖“银塔产业勋章”

通过共赢合作实现共同成长
推进民间。政府共同投资技术开

发事业: 9项(33.5亿韩元) 

形成对可持续经营的公式
对全公司职员实施可持续经营教育: 

1,363名(完成课程比例 98%)

为未来播下希望的种子
越南 Van Phu小学竣工
同时派遣职员服务小组

努力推进充满幸福感的
企业文化

被选为’韩国100家最佳工作环境企
业’之一

向全世界宣传LS Mtron
拖拉机事业部

史上出口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

充实的革新成长
‘持续成长竞争力评选’

革新能力,执行力部门第一位
(每日经济 economy评选)

努力打造最尖端技术能力
荣获第37届全国品质管理

小组竞赛总统奖金奖

向绿色经营迈大步
绿色产品销售额达35% (公司数据为

准,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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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渠道

• Mtron6 Festival

• 高级管理人员革新Work-shop

• 革新专职人员交流会

• 与CEO对话

• 小组表彰大会

革新活动创造的财务价值 1) 

(营业利润贡献度)

革新课题实施数量 1)

确保革新人才1) 

革新活动提案 2) 

1) 2011年由于空调机事业部出售而有所减少     2) 2011年起包括一般员工

2009 2010 2011

168亿韩元(50%)

98项

78人

16件 / 人 30件 / 人 21件 / 人

178人 146人

235项

213亿韩元48%) 187亿韩元(33%)

176项

LS Mtron电子零件事业部以‘电子零件 Global Player’为宗旨, 在过去的3年中开展了ECPS革新活动并延续至今。特别是2011年, 

我们集中在三大领域进行了紧密的ECPS活动。

首先是现场中心式革新。通过目标管理我们开始了自我改善, 自我保持, 并引入了迅速解决现场问题的即时实践活动方案。

第二, 确保生存成本。为确保海外出资公司生存成本而进行的各项措施促进了半成品的当地化, 而针对不断挑战极限目标

的镀金工程而进行的成本革命则为确保生存成本提供了有力支持。最后是培养革新人才。2011年末, 我们共培养了以3名6 

Sigma MBB为代表的20名革新领头人。为了发掘成本革新的方案, 还实行了VE教育, 而在过去3年中我们已经完成了对班/组

长的KL教育过程。

2012年进行革新2期(ECPS 2.0)的电子零件事业部将以高速成长为目标进行第二次飞跃, 并以‘JUMP ECPS’为口号继续开展革

新活动。为此, 我们正在通过营业和R&D扩展革新领域, 同时还正在开展培养革新人才及组长主导型革新活动。通过 JUMP 

ECPS活动, 我们会为世界各地的客户, 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创造更多的成果, 引领整个事业部的可持续成长。

 

电子零件事业部MBB  趙仁國 部长

interview 

● 宣言
LS Mtron努力追求通过突破常规的革新性思考来让客户更加满足, 同

时创造出更多实质性成果的革新活动。为此, LS Mtron着力于开创崭

新未来的革新文化, 并立志在经济及社会价值创造中的Key Driver。

● 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情况

● 2015中期促进方向
以创新性的革新创造出全新的价值, 突破产业性局限

以先行性/挑战性的革新, 强化产业能力, 确保产业引领力

确立自由而具发展性的沟通文化, 奠定自发性革新基础

● 促进体系
担当部门: 革新促进组(CEO 直属管理)

管理议题 2011年主要成果 评估 2012年主要计划 期限

促进革新综合体系
运营

扩大革新活动领域

 - 开展一般职位/营业・市场营销革新活动

 - 为海外出资公司/合作伙伴革新活动提供支援

荣获国家品质经营大会国家品质奖(小组竞赛部门)
被授予“银塔产业勋章”(CEO)
革新文化交流与宣传

●

●
●
◎

海外出资公司小组课题及革新活动开展

构建Staff部门Big Y课题促进体系

促进业务/交流/能力/意识革新等主题任务

Communication活性化活动

◎

◎

◎
◎

针对性革新活动 构建全公司KPI管理体系

改善产能管理体系

开展各事业部针对性革新活动

(营业利润, 投入资本达到187亿韩币)
强化合作伙伴CDM1)活动

●
●
●

●

选定/促进主要事业部顽固问题革新课题

树立TRIZ促进体系并进行Pilot课题

通过标准时间再设定提高指标正确度

培养6Sigma, LPS2), VE3), TRIZ4), 现场革新人才培育

◎

3月

8月

11月

●完成  ◐部分完成  ◯未完成  ◎持续性活动  ● 2011年成果与2012年计划

革新促进活动 Innovation Initiative Activity

洞察现场的观察力,将想法应用到现实中的实践能力,

LS Mtron在革新促进活动方面有着无穷的动力。 

更早, 更快地突破局限的革新!

这才是引领我们进入全新世界的力量源泉。

1) CDM (Cost Development Method): 和合作伙伴一起在成本降低后共同分配利润的活动
2) LPS : LS Mtron Production System  3) VE : Value Engineering  4)TRIZ :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

1
● 通过数字看成果

合作伙伴

客户

直接利害关系人

间
接

利
害

关
系

人

员工

• 维持/强化打造可持续事业性和价值创造的针对性革新活动

• 创造全新价值的创造性革新, 提高事业能力的挑战性革新

• 稳固3S3C1)的Mtron Way文化  

1) 3S3C : 3S(Simple, Speed, Smart), 
 3C(Creativity, Challenge, Communication) 

2012年公司利益相关者主要期待事项

对公司内部革新专职人员, 创新专家的采访结果

31%

23%

强化各阶段革新教育 23%

完善革新活动管理制度

强化事业目标 延续性

革新文化扩展及体制化

15%

8%

强化革新理念意识

重
大

领
域

 业
绩

报
告

  |  01. 革
新

促
进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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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革新综合体系运营 针对性革新活动
LS Mtron将为公司创造经济及社会价值视为革新活动的目的, 因此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积极地实施革新活
动。2011年扩大了革新活动的范围, 同时为了形成革新文化, 使经营管理层和职员以及职员之间形成更好的纽带关
系, 我们还构建了多样的沟通渠道。

LS Mtron为了创造实质性成果, 根据各个事业部门的特性开发了针对性的革新方法并一直在积极运营。2011年作为针
对性革新活动的定型期, 为了针对性运营体系效率化, 确保成本革新能力, 培养革新人才等一系列可持续产业体制强
化措施, 我们也更加积极开展了各种革新活动。

扩大革新活动领域
-
开展一般职员革新活动  LS Mtron从2011年开始, 为了将以生产现场

为中心进行的革新活动扩大到全部部门范围,开展了Staff部门革新活

动。每个月最后一周周五被定为‘5S Day’,开展改善办公环境的整理/

整顿活动。同时鼓励大家积极参与一般职员提案制度, 并取得了Staff

部门全体成员每人提出并完成一条以上消除浪费任务的卓越成果。

营业/市场营销 能力强化项目扩展到全公司范围  2010年引入到4个

事业部门的营业/市场营销能力强化项目正在向全公司范围内扩展。 

提高每位营业职员的个人能力, 将主要营业问题作为重要课题, 并通

过系统而科学的方法进行解决。

 

扩展中国出资公司公司革新活动  2010年以教育为主扩展的中国出

资公司公司革新活动在2011年引入并促进了小组活动以创造更加实

际的成果。 从2012年开始, 每个小组将完成两件主要课题并在年末

的全公司小组表彰大会上进行总结。

交流活性化
-
交流渠道多样化  LS Mtron正在推行每月公司职员和CEO直接进行对

话的‘和CEO对话’活动, 同时每个季度CEO还会亲自到各个工厂进行

访问, 在现场鼓励大家继续推行革新活动, 进行CEO现场经营。此外,

为了及时和职员分享革新活动的最新动向和进行情况, 公司还发行了

新闻周刊。

强化对外宣传活动  LS Mtron正在积极向外部宣传2011年一年时间内

革新活动的进行情况和成果。国际革新会议(5月)上CEO的演讲, Inno-

skill会议(9月)上的事例发表, 管理人员革新论坛(11月)上的基本基调演

讲等都成为了公司对外宣传革新活动成果的契机。

 

第37届国家品质经营大会获奖  LS Mtron一直坚持的革新活动通过

各种对外大会和表彰等受到了广泛认可。在第37届国家品质经营大会

的小组部门中,注塑机事业部门的Equus小组和铜箔事业部门的Green 

Water小组都获得了金奖, 而金友植职员则获得了‘品质名将’的称

号。同时, 沈载卨社长也凭借革新活动和品质经营受到了一致好评, 

获得了产业勋章银塔奖。

运营体系效率化
-
改善生产效率管理体系  为了使和LS电缆进行出资公司分离之前一直

使用的生产率管理体系可以更符合LS Mtron的现实情况, 我们进行了

改善体系项目。 我们制定了针对性生产效率标准, 并按照各个事业部

门的特性制定了7种指标并一直运营至今。同时新制定的生产效率指

标通过SAP和经营信息系统实时共有, 使得生产效率指标成为重要的

经营信息。

确保成本革新能力
-
扩大VE活动  2011年, 我们从单纯的降低原材料单价改为通过开拓

思维, 节约成本等方法来强化VE活动, 提升了我们自身的成本控制能

力。被局限在设计VE的VE活动扩大为工序VE, 2010年在全部成本革新

中占据35%的VE到2011年已经被提升到43%。

强化CDM活动  LS Mtron和合作伙伴一起通过集思广益和共享成果的

CDM活动促进了共赢合作。2011年拖拉机事业部门和注塑机事业部门

的合作伙伴中各有18家和11家通过集思广益和教育,技术支援等创造

出了卓越成果。

培养针对性革新人才
-
LS Mtron一直在持续培养革新活动的原动力-革新人才。2011年共培养

了包括4名MBB新人在内的41名革新人才。同时还培养了问题解决专

家6 Sigma BB, GB, VEBB, GB, LPS改善专家等, 此外还培养出了主导现场

革新活动的‘品质名将’,小组指导委员等。

•MBB : Master Black Belt •BB : Black Belt •GB : Green Belt 
•VE : Value Engineering •LPS : LS Mtron Production System

革新活动成果认证
-
对于2011年推进的革新活动, 通过专业人士对财务成果中的重复项目

和错误进行彻底检查, 为相当于营业利润33%的财务性成果创出做出

了贡献。

01. 中国出资公司革新教育

02. 国际革新会议CEO讲演

03. 第37届国家品质经营大会

04. 电子零件事业部革新会议

01. 生产效率指标在线管理系统

02. 拖拉机产业部CDM活动 Kick-off

03. 培养革新人才

02

ERP / BI

01

03

02

03

01

04

1.0

14.7

2011年2010年

一般员工提案情况 92%

19%

参与率(%)

人均提案
数量  (个)

78

9%

革新人才培养

146

2011年

178

2010年

20%
23%

一般员工对比
(%)

革新人才(名)

2009年

生产活动 构建生产效率
管理体系

生产效率指标
在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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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昌工业社位于大邱城西产业园地, 是专门生产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等主要农业机械零部件的制造公司。我们和

LS Mtron从LG电缆农业机械事业部时代起一直到现在有着近30年的形同家族般的友好关系。目前我们正在定量生产供应拖

拉机驾驶舱,蹬车架等LS Mtron主要产品拖拉机的零部件, 同时继2005年之后又在2011年很荣幸地被选为Platinum Partner。

大昌工业社发展到今天, 得到了LS Mtron在生产・品质・日常经营等多方面的咨询及革新活动支援, 由此在农业机械业界我们

虽然是驾驶舱生产的新生力量, 但已经很快发展为具有不输于任何公司专业实力的公司。 

同时给予Q-伙伴认证企业的物品总量增大及100%现金结算等优惠政策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而随后的第二次合作伙伴结

算货款标准改善也使得整个结算程序在LS Mtron标准下实现了良性循环.而为能力提升而实施的教育支援为竞争对手和生产

相关公司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也成为了合作伙伴成长以及和LS Mtron通力合作的基础。

通过构建这样的相互信赖关系, LS Mtron还参与了2013年输出战略模型’普通型联合收割机’的开发工作。 最后为了能在拖

拉机产业中和LS Mtron一起挑战 WORLD BIG5, 希望LS Mtron可以为合作伙伴的不足之处提供更多的协助, 我们也会努力达到既

定的目标。

大昌工业社  严达铉 代表

Interview

● 宣言
LS Mtron和合作伙伴以透明而公平的交易文化为基础形成共同成长

的双赢合作良性循环体系, 并努力在国际市场上确保保持持续成长

的竞争能力。

● 通过数字看成果

● 2015中期促进方向
凭借共同成长形成可持续伙伴关系

扩展在国际市场上确保竞争力的价值链

扩大对合作伙伴可持续经营的参与度和实施

● 促进体系
管理负责人: 双赢合作部门负责人(CPO)

担当部门: 双赢合作组

小型委员会: 双赢合作小型委员会 

管理议题 2011年主要成果 评估 2012年主要计划 期限

确保共同
成长竞争力

达成大中小企业共同成长协议

树立SRM1) 体系

开展民资·政府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课题(9项)
建立新型双赢合作基金(50亿韩币)
成立P-CBO2) , 发行公司债券(950亿韩币)
实现合作伙伴100%现金结算

增大对合作伙伴生产能力投资(25亿韩币)
强化品质管理活动(35家 公司)

●
●
●
●
●
●
●
●

针对性支援合作伙伴竞争力提升

SRM体系构建完成及运营

民间·政府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活性化

运营100亿韩币双赢合作基金

保持100%现金结算

加入雇用劳动部技术教育中心联盟

与成均馆大学共同运营技术研究会

参与雇用劳动部安全保健共生合作事业

◎

◎

◎

◎

◎

研究中

10月 
11月 

合作伙伴
参与及对话 

运营各种线下对话渠道(29次)
事业部长现场经营活动

可持续经营问卷调查(194家公司)

◎

◎

●

运营各种线下对话渠道

改善综合购买系统

实施可持续经营问卷调查

◎

8月 
8月

● 2011年成果与2012年与与

合作共赢活动 Corporate Collaboration & Prosperity Activity

价值与价值联合起来便可以成为另一种可能性。
扩宽挑战领域, 心怀热情, 踏上全新道路。
团结一心才可以展现的能力, 共同成长中意义非凡的旅途。
开创可持续未来的核心词正是同步成长。

● 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情况

2012年公司利益相关者主要期待事项(比例)

2011年公司利益相关者满意度(5分满分)

将合作伙伴视为伙
伴并予以尊重

扩大合作伙伴意见
收集渠道

3.9分

14 %

积极征求合作伙伴
意见

确立公平交易文化
(伦理经营)

3.7分

14 %

努力实践合作伙伴
绿色经营政策

支援合作伙伴确保
竞争力(制造)

3.7分

14 %

双赢项目有实质性
帮助

快速的货款结算

扩充Q-伙伴

3.6分

12 %

9 %

双赢合作直接投资1) 

合作伙伴职务培训

选定合作伙伴Q-伙伴

民资・政府共同投资技术

开发事业成绩

1) 业务支持咨询, 先采购条件性新产品开发项目, 官民共同投资技术开发项目等

2009 2010 2011

9.4亿韩元

183人

18家 32家 34家

105人 180人

16.3亿韩元 17.1亿韩元

3项 / 15.5亿韩元 9项 / 33.5亿韩元

2

参与渠道

 • Mtron6 Festival

 • 合作伙伴定期恳谈会

 • 合作伙伴成果分享会

 • 综合购买系统网站

 • 可持续经营问卷调查

     - 时间: 2011年 8月 ~ 10月

     - 方法: 邮件

     - 调查对象: 194家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客户

政府 / 
地方自治团体 

直接利害关系人

间
接

利
害

关
系

人

-项 / -亿韩元

1) SRM: 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2) P-CBO: Primary-Collateralized Bond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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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共同成长竞争力
如今的国际商业中已经不再是企业对企业的竞争, 而是进入了由总公司和合作伙伴组成的企业网之间的竞争时代。 

LS Mtron认识到了这一发展趋势, 根据从2011年起实行的LSpartnership®价值观, 更好地和合作伙伴合作,努力实现共
同成长。

签订大 ·中小企业共同成长协议
-
LS Mtron为了自身担负的经济及社会责任,建立可持续的合作性企业

文化, 在全罗北道签订了大·中小企业共同成长协议。在协议签订式上, 

LS Mtron表示将通过合作伙伴的财务健全化,改善结算条件, 促进技术

开发等与合作伙伴一起进行的双赢经营策略更好地进行共同成长。

构建SRM体系
-
LS Mtron以和合作伙伴更迅速地实现信息共有和强化相互信赖关系

为目的, 从2011年开始实施SRM(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项目, 

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SRM项目中,生产计划树立以及交货信息变动等

信息可以和合作伙伴实时共有,同时改善合作伙伴评价体系和根据评

价结果进行的事后管理强化, 开发购买体系构建等针对合作伙伴的

工作也都在积极进行中。 LS Mtron通过这些工作,防止了由于供需失

衡而导致失去机会的情况, 同时也最小化了经营资源浪费,构建了LS 

Mtron和合作伙伴之间最佳的供应网管理体系。

运营Q-伙伴制度
-
LS Mtron以合作伙伴的竞争力就是LS Mtron竞争力的认识为基础, 通过

对合作伙伴公正的评价来选择优秀的合作伙伴, 并运营Q-伙伴制度

来培养战略性伙伴关系。2011年, LS Mtron的Q-伙伴公司共有34家, 其

中 Platinum Partner 5家, Gold Partner 29家, 比前一年同比增加了两家合

作伙伴。我们对于所有Q-伙伴公司都实行全额现金结算制度, 同时

还对共赢合作项目和革新活动提供支援, 通过这些渠道, 我们打造了

共同成长文化, 并一直在努力达成真正的 Lspartnership关系。

2011年共赢合作小型委员会活动
-
LS Mtron为了使和合作伙伴的公正交易文化得以稳固以及将共同成长

的多种活动推广到全公司范围内,在共赢合作组的主管下运营着双赢

合作小型委员会。2011年, 针对共赢合作追加项目开发协议以及金融

机关连接型共赢基金追加等和金融组, 法务组协作进行了三次会议。

通过金融支援实现经营安定化
-
LS双赢基金  LS Mtron从2010年开始和全北银行合作针对需要设备投

资等运营资金的合作伙伴实施利息优惠项目,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

现运营的LS Mtron双赢基金金额约50亿韩币。2011年, 我们继续扩大LS 

Mtron双赢基金的规模, 6月在和国民银行签订相关协议后, 又增加了50

亿韩币, 使得我们可以为遍布全国的合作伙伴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P-CBO  LS Mtron于2011年和6个合作伙伴一起发行了价值950亿韩币的

共同成长债券, 使得那些由于自身信用度低而无法自行发行公司债券

的合作伙伴有机会可以以年6.7%~7.5%的利息获得无担保资金支持。

货款结算条件  为了保证合作伙伴的安定经营, 从2010年10月以后, 货

款支付全部改为100%现金性支付, 针对主要合作伙伴每个月进行两次

结算。对于500万韩币以下结算款项和Q-伙伴则实施100%现金支付。

共同促进创新活动
-
CDM活动 CDM(Cost Development Method)是指为了节约成本, 我们和

合作伙伴集思广益,取得的成果也以两年为单位1:1平分的LS Mtron固

有的成果共有制度。2011年,拖拉机事业部门在18家合作伙伴的参与

下共提出了450条关于节约成本的意见, 在持续地征求意见并进行可

行性检验, 实践后每年可以取得约7亿韩币的成本节约效果。

ESI活动  ESI(Early Supplier Involvement)是指合作伙伴参与LS Mtron产品

开发前期阶段的活动。2011年, 大昌工业社通过ESI活动防止了产业机

会损失, 取得了约30%的性能改善效果。为了符合日益提高的顾客需

求, 从中大型拖拉机新型驾驶舱的设计阶段我们就开始和大昌工业

社进行紧密的合作, 使得我们在10几个月内就生产出了量产模型。通

过这一政策, 进而更牢固地保持市场地位。
01. 发行同步增长P-CBO债券 

02. 邀请合作伙伴举行业务说明会和质量签约仪式

02

01

LS Mtron双赢基金

① 商谈(采购负责人 ② 推荐书

④ 审查/实行

③ 申请/商谈

合作伙伴 银行

LS Mtorn

双赢合作促进模式

01. 全罗北道大·中小企业共同成长协议签订仪式

02.  Q-伙伴颁奖仪式

02

01

各国购买金额(总部基准)
(单位:亿韩元)

地区(国家) 2009 2010 2011

国内 3,044 5,374 5,021

日本 366 496 403

中国 304 415 595

欧洲 268 236 324

其他(美国, 印度等) - 58 14

各地区购金额 3,982 6,579 6,357 

方向

制度

项目

“通过强化战略性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增长”

Q–伙伴制度

支援经营平稳化
- LS共赢基金
- P-CBO
- 100% 现金结算

支援技术开发
- 民资・政府 共同投资
- 技术开发事业

共同进行的革新活动
- CDM 活动
- ESI 活动

支援能力强化
- PMS 认证
- 教育及顾问支援

听取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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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参与及对话
LS Mtron为了传达和合作伙伴双赢合作的意愿和各自应担当的角色, 更加稳固彼此间的关系,在分享活动,恳谈会, 问
卷调查, 采访等多个方面实施了合作伙伴参与及对话活动, 并努力把从合作伙伴那里收集来的意见充分而积极地反
映在今后双赢合作活动政策以及实施战略上。

开展合作伙伴成果共有会
-
LS Mtron通过每年的成果共有会和合作伙伴分享优秀事例, 并给予优

秀合作伙伴以Q-伙伴认证。Q-伙伴的Q并不单指品质, 还代表企业自

身的Quality, 即代表整个公司的基本能力(Q/C/D), 财务, 组织及基础设

施等整体状况。

在2011年的合作伙伴成果共有会上, 我们分享了一年内合作伙伴中

的优秀事迹。当天分享的ESI活动, 合作伙伴生产效率/品质提高事

例,R&D开发事例等作为合作伙伴通过LS Mtron双赢合作活动取得的

优秀成果吸引了LS Mtron职员和合作伙伴职员的极大关心。

事业部长对合作伙伴进行定期访问
-
LS Mtron各个事业部的事业部长会定期访问合作伙伴,  通过对品

质提升和支援方案探讨来更好地实现双赢。今后为了更好地实现 

LSpartnership®还会进一步扩展合作伙伴访问活动。

扩大同合作伙伴的直接对话
-
LS Mtron在2011年通过29次恳谈会和事业说明会等和合作伙伴进行了

深入的对话。通过这些对话对彼此间的合作, 交流, 共同成长有着非

凡的意义, 在对话中, 我们不仅进行了关于市场情况, 生产计划方面的

探讨, 还进行了双赢合作项目介绍, 意见收集等方面的交流。我们还

收集对话中具有建设性意见的提案来作为双赢经营的基石。

中国出资公司合作伙伴社长团到访总公司
-
为了提升海外出资公司合作伙伴的Loyalty, 并交流韩国企业的基准

评价和技术, LSAE(中国出资公司,拖拉机生产)合作伙伴社长团6人和

LSMW(中国出资公司, 注塑机生产)合作伙伴社长团27人一行来访了LS 

Mtron全州工厂和全北地区合作伙伴。今后我们会继续扩大和海外出

资公司合作伙伴的交流。

01. 合作伙伴成果分享会

02. 合作伙伴恳谈会

03. 合作伙伴事业说明会

04. LSMW合作伙伴社长团到访

01

民间·政府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
-
LS Mtron通过和中小企业厅, 大中小企业合作财团签订协议建立了200

亿韩币的 R&D基金,力图来提高合作伙伴的 R&D能力。民间·政府共同

投资技术开发事业以大企业购买中小企业开发的产品为条件, 开发费

用中的75%由政府和大企业建立的基金以现金方式提供支援, 是一

项支援优秀R&D事业的合作项目。

LS Mtron通过民间·政府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和中小企业以R&D为中

介建立起了更为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合作体系。现在正在进行

12项课题用以加快国产化和新技术开发, 通过这些课题继续不断强

化LS Mtron和合作伙伴的竞争力。

培训与咨询相关支持
-
PMS认证  LS Mtron通过多样的活动支援合作伙伴的能力提升。我们

现在正在通过韩国生产效率本部的PMS认证为合作伙伴提高生产效

率提供支援。PMS认证是指通过事先判断来设定适合各个企业的针

对性发展方向并通过OJT顾问咨询来强化合作伙伴综合竞争力的项

目, LS Mtron也通过这一项目为参与合作伙伴提供负担费用的50%作

为支援。

合作伙伴教育支援  作为提高合作伙伴能力活动的一环,LS Mtron一直

在实行以品质/生产管理等为主题的免费教育。LS Mtron的职员亲自

担任讲师, 并不仅仅是转达知识, 而是共享信息, 并一起讨论实际工

作中出现的困难, 共同解决问题。今后还将收集 VOS(Voice of Supplier), 

并将开设更好反应合作伙伴意见的讲座。

扩大合作伙伴可持续经营
-
LS Mtron为了扩大合作伙伴的可持续经营, 将可持续经营中重要的要

素全部反应在合作伙伴的评价体系内。现在主要由环境/安全, 员工

准则, 法规, 灾害, 保密管理等组成, 2011年通过共赢合作小型委员会

完成了对特殊情况企划组, 绿色经营组, QM组等相关部属部门和评价

项目的重新整顿。此外, 为了职员们的安全/保健, 我们还通过和绿色

经营组的合作成立了共生合作团, 并在积极推广。今后我们还会通过

和有关部门的持续合作来继续扩大对合作伙伴的可持续经营支援。
01. 民资·政府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签约仪式

02. 合作伙伴革新教育

03. 合作伙伴品质管理教育(现场经营)

民间 ·政府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

年度 事业部门 项数 基金出资额 LS分担额

2010 汽车零件 3项 15.5 5.15

2011 拖拉机 2项 4.5 1        

注塑成型系统 2项 6.7 2.24

铜箔 1项 3 0.99

汽车零件 4项 19.3 6.43

小计 9项 33.5 11.16

共计 12项 49 16.31

02

03

04

02

03

(单位:亿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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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Mtron拖拉机性能和设计都十分优秀, 特别和其他公司产品相比耗油量方面有着巨大优势。在为客户安全着想进行设计的

同时还通过人体工学式设计对控制杆等部分进行了特别设计, 提高了便利性。此外, 及时而迅速的A/S也为提高信赖度和客

户满足提供了保证。在精心改善一直颇受好评的PLUS模型后而生产出得PLUS-N产品是2011年的重要成果, 由此而引发的M/S

提升也使得我们成为国内拖拉机业界中的佼佼者, 我们为此感到十分自豪。但是随着这样的成长, 更迅速和准确的售后服务

必须也要有所提高, 零部件调配速度缓慢, 议题发生时应对缓慢等都是我们绝不能轻视的问题。

从事繁重农业活动的拖拉机在使用过程中会经常出现故障。在故障发生时, 提供更迅速的零部件服务, 防止错过农耕期的话

也将会对我们企业形象的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出现的问题及时反映给销售店, 我们也要时刻准备好及时应对, 倾听客

户的声音, 努力改善我们的服务。只要这样, 我们LS Mtron才会更好地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扶安益山广域分店  李相填 代表  

Interview

● 宣言
LS Mtron将客户看做是核心利益相关者, 通过开展可持续的品质改善

活动努力提供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同时, 我们还会努力通过优质的

服务来获得顾客的信赖和感动。

 ● 通过数字看成果

● 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情况

● 2015中期促进方向
运用客户指向性经营将客户满意度最大化

为更多地创造经济・社会价值而努力确保品质竞争力

增加和客户的交流并强化服务

● 促进体系
担当部门: 品质经营组(CEO直属管理)

小型委员会: 品质及客户满足小型委员会, 绿色环保供应网小型委员会

管理议题 2011年主要成果 评估 2012年主要计划 期限

确保品质竞争力 品质管理体系评估(38项)
产品品质改善(7项)
合作伙伴品质评估及改善(64家公司/100项)
海外出资公司品质评估及改善(14项)
构建品质经营系统(QMS)评价体系

品质人才培养

培养品质革新带头人(6名)
运营品质教育项目(5个过程)

●
●
● 
●
●
◐

●
●

各事业部门系统改善及最优化

产品品质改善及管理体系评估

合作伙伴品质评估及改善指导

支援海外出资公司进行品质管理体系改善

运营品质教育项目(7项)
培养ISO 9001国际认证评审员

培养品质专业人员(品质经营技术人员)
构建及实施品质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产品环境管理体系

◎

◎

◎

◎

7月 
10月

11月

12月

12月

客户参与及对话 各事业部门CS活动/相关教育(40项)
产品展示会/讨论会/主管(50项)
实施客户满意度调查

◎

●
●

持续开展各事业部客户满足活动

强化客户管理

实施客户满意度调查

◎

◎

10月

● 2011年成果与2012年计划

品质提升及客户满足活动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LS Mtron最大的动力来源于客户的支持。
从客户的支持中获得力量, 继续追求卓越的品质。
拓展面对客人的途径, 倾听客户的声音,

为客户送上最佳的品质和温馨幸福。

3

15%

14 %

构建迅速处理客户
不满程序 14 %

加强A/S服务

确保技术竞争力

扩大倾听客户意见
相关制度

13%

12%

2011年公司利益相关者满意度(5分满分)

内部失败费用
(与前一年对比改善率) 

客户不满损失
(与前一年对比改善率)

ISO9001国际认证审查员
保有率 
(与全公司质量部门人员对比)

2009 2010 2011

42.7% 1.0% 1.2%

18%13% 30%

2012年公司利益相关者主要期待事项(比例)

确保品质竞争力

努力确保持续的品
质竞争力 4.0分

产品(或信息)值得信
赖, 可以使用 3.9分

努力解决客户不满
事项 3.9分

产品具有环境和社
会价值 3.5分

参与渠道

• 客户满意度调查

• 倾听客户声音(VOC)

• 召开产品说明会/参加展示会

• 可持续经营问卷调查

 - 时间: 2011年 8月 ~ 10月

 - 方法: 邮寄 / 在线问卷调查

 - 调查对象: 164名客户

12.8% 2.4%10.1%

合作伙伴

客户

政府  / 地方自治团体 

直接利害关系人

间
接

利
害

关
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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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品质竞争力
LS Mtron认为确保产品品质竞争力是为满足客户的出发点, 因此不断在努力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为此, LS Mtron

运营着根据各个事业部门特征而最优化的品质经营系统, 确保职员们的品质能力之外, 还在不断强化和合作伙伴之
间的品质合作体系。 

运营品质成果改善体系
-
品质经营体系最优化  LS Mtron为了满足客户, 提升品质, 进而更有

效地进行品质经营活动, 每年都接受认证机关对所有事业部门的ISO 

9001和ISO/IS 16949品质经营系统进行的认证审查, 同时为了符合各个

事业部门特性的最优化的品质经营系统, LS Mtron还会继续不断地进

行改善工作。

  

改善品质失败费用  LS Mtron每年年初都会制定品质失败费用节约目

标, 周期性地对各事业部门成果进行分析并积极地进行改善活动。 

LS Mtron还对作为品质成果指标的内部失败费用率1)和客户不满损失

率2)进行着积极的管理工作, 8个事业部门中的电子零配件事业部和

前一年同期相比客户不满损失率和内部失败费用率分别得到了83%, 

26%的改善。 
1) 内部失败费用率: 内部失败费用/销售额 

2) 客户不满损失率: 客户不满损失额/销售额

确保品质竞争力活动  LS Mtron为了确保品质竞争力, 正在积极推行

改善产品品质不良活动, 品质经营体系评估及改善活动, 品质经营体

系整顿活动, 合作伙伴品质管理体系评估及改善指导等多种措施。

支援合作伙伴品质合作体系强化工作
-
LS Mtron认为合作伙伴的竞争力同样代表了LS Mtron的竞争力, 因此采

取了多种措施来确保合作伙伴的品质竞争力。

从2011年10月起, 由拖拉机事业部QA职员和品质经营组职员组成的

TF T对拖拉机事业部合作伙伴泰山机械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改善活

动。通过实施小型拖拉机产品品质, 拖拉机前轴零部件品质稳定化及

检查体系整顿等一系列工作使得产品品质有所提升, 同时也使合作伙

伴生产效率提高了150%。

合作伙伴品质签字仪式
-
LS Mtron以事业部为单位和合作伙伴进行了品质签字仪式, 在分享

2011年活动成果及2012年事业发展前景及品质方向的同时, 共同进行

了2012年品质目标合约书签字仪式, 以此来合力进行持续的品质提升

工作。注塑系统事业部于2011年2月举办了包括60名合作伙伴职员参

加的合作伙伴品质签约仪式。电子零件事业部也以和合作伙伴共同

成长为目标, 在合作伙伴代表及品质主管部门负责人的参与下, 共同

探讨了双赢合作支援方案及品质运营方案, 并举办了Partnership Day

活动。

01. 注塑品质签字仪式

02. 电子零件 Partnership Day

02

01

2011年主要品质经营活动成绩

14项

100项

38项

产品品质不良改善

品质管理体系评估

合作伙伴品质管理体
系评估及改善指导

海外出资公司品质
评估/改善指导

7项

2011年客户及品质提升小型委员会活动
-
LS Mtron确立了对于客户满足及品质提升的全公司促进方向, 并为了

详细树立符合各部门特性的详细战略, 分享相关信息等成立并在运

营品质提升小型委员会。在品质经营组的主管下, 由各事业部门品质

保证组构成, 在2011年共举行了两次小型委员会会议。

支援海外出资公司
-
以海外出资公司LSAE(中国青岛,拖拉机生产法人)为对象, LS Mtron从

2011年1月至4月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LSAE量产品质稳定化支援活动。在

树立中国内新设工厂品质管理基本体系的同时, 还通过品质体系评估

积极发现问题, 强化流程, 并为确保零部件品质和提升 Pilot产品品质, 

由事业部专业人员和当地职员共同合作进行了改善活动。

为了将事业部多年来积累的相关知识和经验传授给注塑系统事业部

海外出资公司LSMW(中国无锡, 注塑成型机出资公司), 我们从2011年

10月起在中国当地工厂实施了品质体系最优化活动, 同时还对中国国

内LSMW合作伙伴进行了审查和支援工作。电子零件事业部海外出资

公司LSEQ(中国青岛, 电子零件生产法人)在年初和事业部就品质协作

方案进行了探讨, 在事业部专业人士的支援下, 中国当地检测人员接

受了相关指导, 提升了检测能力, 同时还努力确保了量产移交品质。

举办2011品质革新活动
-
LS Mtron在全州工厂举办了‘2011品质革新活动’。这次活动上旨在分

享品质管理中的成功事例和失败事例, 同时还通过不良产品展示,公

布客户满意度调查结果, 邀请专业人士授课等项目对全年的品质成

果进行综合评价并创建LS Mtron特有的品质文化。

在当天的活动中, 电子零件事业部获得代表取得最佳品质改善成果的

品质革新大奖,自2008年起连续三年获得此殊荣。此外, 活动上还对

一年内为品质革新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革新活动优秀员工和优秀团队

颁发了品质功劳奖。LS Mtron通过这项活动向全部事业部门传达了品

质的重要性, 同时也表明了在2012年中继续通过品质革新不断提高经

营成果的决心。

01. 2011年 LSMW 品质评估

02. 2011年 LSEQ 检测员指导

03. 2011年 品质革新活动

01

02

03

海外出资公司支援活动

名称 支持活动

LSAE 量产品质初期稳定化及CS人员教育

LSMW 品质评估及合作伙伴品质认证

LSEQ 检测能力提高及合作伙伴技术指导

LSTA 构建ERP/BI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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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参与及对话
LS Mtron将客户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 以对客户正确的认识和相互合作为基础展开多样的客户满足项目。今后还会继
续扩大和客户的接触, 积极听取客户意见,努力将意见反映在产品和服务中。

强化品质经营能力
-
构建品质人才培养体系  品质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的必备条件这一

点是不容置疑的。为了提高品质水平, 确保自身能力, LS Mtron对人才

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投资, 并给予了充分的信赖。LS Mtron坚信只有制

造产品的人品质提升才会带动产品品质提升。因此, LS Mtron构建了

符合企业特性的最优化品质教育体系。为了提高品质竞争力, 我们将

重点放在问题解决能力, 交流沟通能力, 实务知识, Teamwork能力, 品

质认知能力等方面构建了品质人才培养体系, 2012年还计划实行按照

个人, 职务不同而构建的培养体系。

运营品质教育项目  LS Mtron为了强化可持续品质能力对入职的新人

进行品质基本教育课程, 同时还对各个事业部门的40余名职员进行开

发/生产/品质保证领域的4项专业性教育课程。此外,还邀请公司外专

业人士在全州工厂对200多名职员进行了‘企业生存战略和现场品质

经营’主题教育。

培养品质革新带头人  LS Mtron为了确保组织必需的核心能力, 正在

培养可以成为品质革新活动主力的品质革新带头人。品质革新领头

人以对品质经营体系的基本理解为基础在组织内通过各种革新活动

来使品质经营体系达到最优化状态。

2011年, LS Mtron选定品质部门领导人和部分职员通过理解品质经营

系统基本要求, 参加外部机关实施的社外教育等, 使其取得国际认证

审查员资格。取得国际认证审查员资格的品质革新带头人在公司内

部将成为各种革新活动的先锋, 除了要强化内部产品品质, 还要对海

外出资公司和合作伙伴进行品质管理体系诊断和改善指导工作。LS 

Mtron为了强化品质能力也在不断地向职员们提供能力开发和经验积

累的机会。

实施客户满意度调查
-
LS Mtron将客户对公司的评价和竞争公司进行比较/评价, 发现需要改

善的部分, 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品质, 每年都在实施客户满意度调

查。2011年, 将品质, 交货, 营销, 服务等7个项目扩展到了全部事业部

门进行实施。与去年对比, 全部项目都有了改善, 但在与竞争对手对比

时, 我们在不满事项处理和产品价格上还有一些劣势。在2012年, 我

们会针对全部事业部门的客户继续进行客户满意度问卷调查, 努力

满足客户要求。

产品信息提供及营销
-
LS Mtron为防止产品操作失误, 提高使用便利性, 我们正在详细而充实

地提供产品相关信息。我们不仅提供产品说明书和使用指南, 还会

定期邀请客户参加我们的新产品说明会和展示会等。

客户接触管理及扩展
-
LS Mtron为了满足客户, 不断提高品牌形象, 正在持续实施客户接触管

理。2011年实施了营业/服务基本教育和专业技术深化教育, 使得专

业CS负责人的素质和能力进一步得到强化。特别是拖拉机事业部对

海外出资公司CS人员和客户公司职员也进行了新产品教育等。

设立综合服务中心  LS Mtron针对产品中客户直接使用的拖拉机和

注塑机, 为了扩大和客户的交流, 于2012年3月设立了综合呼叫服务中

心。通过电话积极收集客户们提出的要求和不满,并将此项服务和产

品服务满意度调查活动共同实施。

客户信息保护
-
LS Mtron全体职员都十分重视客户的个人信息保护, 我们也制定了针

对保护个人信息的原则和政策。另外, 还指定了个人信息管理负责人,

除了负责改善个人信息相关进程外, 还将持续对提高全体公司职员对

保护个人信息意识的提高和个人信息保护政策进行相关教育。

01. 企业生产战略和现场品质经营邀请课程

02. 品质专门课程: 品质功能展开教育

03. 品质专门课程: 信赖性实务教育

04. 培养品质革新带头人: ISO 9001国际认证审查员教育

01. 客户满意度调查结果发布会

02. 拖拉机事业部: 2011 益山农业机械博览会

03. 拖拉机事业部: 2011年全国代理店总会

04. 铜箔事业部/超级电容器事业组: Battery Japan 展示会

05. LSAE, CS员工: 维修能力提升深化教育

01 01

02 02

03

04

03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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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我要代表越南宣光省So’n Du’o’ng县Van Phu小学的全体老师和同学向韩国LS Mtron职员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从2011~2012年学期开始, 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在LS Mtron新建的学校中上课。新建的学校不仅是老师, 同学, 而且还是村

委员会和学生家长们最大的期待, 对我们Van Phu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除了新建的学校, LS Mtron上次在我们这里

进行的活动也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 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通过LS Mtron的服务活动, 我们学会了努力做事, 分享成

果。在天气,生活习惯等各种不利条件下, LS Mtron服务团还十分积极地为我们提供帮助,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再

次代表我们学校400余名老师和学生向LS Mtron职员们表示感谢。为了Van Phu小学和Van Phu村的发展, 希望LS Mtron给予更多

的关心和帮助。

Van Phu小学校长 Nguyen Thi Thanh Que

Interview

● 宣言
LS Mtron履行着企业的社会责任, 为了社区发展和成长积极进行了社

会公益活动。同时, LS Mtron奖励职员自发的公益活动,努力打造更加美

好的世界。

● 通过数字看成果

● 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情况

● 2015中期促进方向
打造代表性社会公益活动, 提高企业形象

维持社区纽带关系及强化信赖度

倡导职员CSR仪式, 扩大公益活动

● 促进体系
管理负责人: 支援部门负责人(CHO)

担当部门: 业务支援组

小型委员会: 社会公益活动小型委员会(LS Mtron服务团)

管理议题 2011年主要成果 评估 2012年主要计划 期限

运营代表性
社会公益活动

2011 国际幸福村活动(越南)
国内代表项目企划

●
◐

2012 第2期国际幸福村活动(越南)
运营国内代表项目

6月

12月

社区参与及支援 组建LS Mtron服务团

进行全公司 •各工厂服务团定期活动

联合社区福利团体进行社会服务活动

支持社区文化 •艺术•体育振兴活动

社区•学校联姻活动

●
◎

◎

◎

◎

支援服务团活性化(授奖等)
对职员开展服务活动相关教育

联合社区福利团体开展服务活动

支援社区文化 ·艺术·体育振兴活动

社区·学校联姻活动

◎

◎

◎

◎

◎

● 2011年成果与2012年计划

社会公益活动
伸出温暖的手点亮一片安宁的光。
黑暗之处也变得光明,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前行。

LS Mtron用真心的热情来拥抱大家。
我们会成为照耀社会, 点亮世界的启明灯。

4

2012年公司利益相关者主要期待事项(比例)

2011年公司利益相关者满意度(5分满分)

LS Mtron努力支援社
区发展 4.0分

尽到社会责任的企业 3.7分

积极倾听社区利益相
关者意见 3.7分

振兴文化/艺术
/体育 事业

支援社区绿色活动

增加贫弱阶层福利

雇用及未来人才培养 50.3%

28.3%

14 .1%

7%

社会公益活动投资额

社会服务活动参加人数1)

社会服务从参与时间1)

1) 参与人数 / 总参与时间: 2009年统计体系不完善, 2011年5月公司创立服务团后参加人数有了明显增多。

2009 2010 2011

2.3亿韩元

-人

1,080小时-小时 330小时

83人 301人

2.97亿韩元 5.7亿韩元

Social Contribution

参与渠道

•  地方自治团体

 (安养市, 完州郡政府等)协议

• NGO(代表项目合作伙伴)协议

• 1公司 1学校, 1公司 1村 联姻活动

• 社区文化, 艺术, 体育团体合作

• 可持续经营问卷调查

 - 时间: 2011年 8月 ~ 9月

 - 方法: 邮寄 / 在线问卷调查

 - 调查对象: 21个社区

社区

NGO

NGOs

员工

政府 / 地方自治
团体

地球生态

间接利害关系人

直
接

利
害

关
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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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代表性社会公益活动
LS Mtron为了促进系统的, 持续性社会公益活动, 从2010年起开始创建 LS Mtron 代表性项目并运营至今。通过积极促
进职员自发的社会服务活动和公司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来努力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LS Mtron国际幸福村活动 
-
2011年首次开展的‘国际幸福村活动’是随着公司在海外市场上的快

速成长, 为了尽到国际企业责任而开展的LS Mtron代表性国际公益活

动项目。

2011年我们在越南落后地区宣光省新建了Van Phu小学, 同时还派遣

了由10余名员工组成的志愿团在建设现场开展服务活动。志愿团还

和当地学生们一起进行了体育运动会, 音乐教育, 美术教育等多种活

动。所有活动都以当地实际需要和情况为基础进行了周密的策划,这

一活动也使得我们和当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作为我们首次进行的

社会公益活动意义非凡。

LS Mtron今后还会每年举办国际幸福村活动, 努力成为在国际市场上

值得尊敬的企业。

新建Van Phu小学  旧Van Phu小学在20多年前由泥土墙建成, 设施落

后, 上课条件恶劣, 和学生数量相比教室明显不足, 不得不进行分别

授课。LS Mtron在当地新建了两层的最新式教学楼, 办公楼以及水洗

式卫生间, 让学生们可以在更加干净宽阔的环境中学习, 而新建的学

校在当地也被评为优秀小学。LS Mtron新建学校和社会公益活动也

成为了Van Phu小学新的出发点。

派遣国际幸福服务团  在支援建设学校后, LS Mtron支援服务团用约

两个月的时间对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了学习, 在经过了开发新项目等精

心准备后, 又进行了短期服务活动。服务活动总体分为三部分, 分别

是以体育, 音乐, 美术, 卫生教育为主的儿童教育, 从事学校花坛建筑, 

墙画装饰的服务组以及进行改善社区环境, 访问低收入儿童家庭的

服务组。

LS Mtron儿童教育项目为校长以及当地老师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 

职员们的美化环境服务也受到了当地教育工作者的一致好评。在炎

热天气下职员们不遗余力的服务也使得当地很多居民自愿加入到服

务活动中。以这次服务项目为契机, 我们构建了和当地学校, 社区合

作关系的基础。

对于第一次进行正式社会服务活动的我来说,这次的活动虽然在体力

上很累, 但却是一次十分宝贵和愉快的经历。我没有想到从只考虑自

己生活的圈子中脱离出来为他人的幸福和未来做出自己贡献这件事

原来是这样的幸福。通过这次服务活动我也深切感受到了作为我们

公司, 作为我们个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带着美好的回忆, 今后我

还会积极参加这样的活动, 去充分履行我个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电子零件事业部 国内营业组  赵孝敏 代理

01

02

03

04

05

02

01. 新建学校开学

02. 竣工仪式

03. 新建教学楼

04. 新建教室内部

05. Van Phu小学花坛建设

第一期全球幸福服务团

全球幸福服务团活动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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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及支援
LS Mtron充分反映社区的要求和期望事项积极推进社会公益活动, 并以此为基础力图和社区实现共同成长。不仅鼓
励公司职员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同时还努力推进社区福利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等实质性活动。

支援文化/艺术/体育事业  
-
LS Mtron为了社区文化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 每年都在对文化, 艺术, 体

育等领域提供支援。全州工厂所在的全罗北道每年都要举办代表性活

动-全州国际电影节和全州世界音乐庆典, 这也是LS Mtron一直在支援的

大型活动。同时, 通过给在京畿道安养市举行的大钟奖电影节提供后

援, 为社区居民可以更好地参与到这一盛事, 而支援大韩自行车联盟也

为生活体育事业发展和国民健康做出了贡献。

社区福利事业
-
LS Mtron定期访问各工厂所在社区的低收入家庭, 孤独老人家庭, 并为

他们提供支援和服务。‘1公司1村’联合中的秋洞村建立了农作物交

易市场,还进行着周末农场活动, 而通过每年定期举行的优秀乡村访

问活动也使得秋洞村可以在合作的基础之上更好地进行发展。

为了培养凤洞农民的后继人, LS Mtron还捐赠了拖拉机给凤洞农营作

业场, 同时还通过社区老人协会, 完州郡残疾人协会等多种后援活动

努力提高当地社区福利和生活质量。

支援人才培养
-
LS Mtron为了培养未来人才进行着多种支援活动。为结成‘1公司1学

校’关系的凤洞小学定期提供奖学金, 夏季还开放公司宿舍游泳池开

办游泳教室。此外, 还捐赠拖拉机给当地的全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以供研究, 并和韩国职业大学等学府通过产学合作项目积极培育优

秀人才。

开展社区环保活动
-
2011年11月, LS Mtron参与了针对京畿道容易受到环境污染的脆弱设施

进行的室内空气质量免费测定活动, 还以全北地区环境技术薄弱单

位为对象实施了环境技术支援活动。此外, 作为‘1公司1河川’活动的

一环, 9月份还参加了安养川清洁日活动, 进行了提高水质的河川净化

活动。2012年3月, 在‘世界水日’LS Mtron还积极参加了打造绿色环保

河川整治活动。

LS Mtron服务团创团 
-
LS Mtron在截止到2011年一直以各代表处为单位进行的职员社会服务

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成立了全公司职员社会服务团。在维持各

代表处已有的服务项目, 保持自发性, 自律性的同时构建了服务团运营

体制, 同时还建立了社会公益活动小型委员会等制度, 使得整个服务

活动更加系统。公司也进行了大力支援, 将这套系统一直运营至今。

从2011年5月开始正式开始召集成员的全公司服务团由全州 ·安养 ·

井邑 ·仁洞4个地区的代表处构成, 现在共有400多名职员参加了服务

团。LS Mtron服务团不仅包括职员, 还积极招收职员家属参与活动, 是

一个十分开放的组织。

各代表处服务团和当地社区联合举办活动, 定期进行社会服务活动, 

此外全公司联合服务活动等也都在积极地进行中。

全州地区‘爱心分享会’ 拖拉机事业部, 注塑机事业部, 特殊事业组

职员们共同举行的‘爱心分享会’以全州地区社区为基础开展了各种

各样的活动。每个月定期访问公司支援的‘多爱共同体’并进行设施

建设,焚化炉制作等服务活动, 此外一起进行的水上游戏等现场体验

活动也在积极进行中。

安养地区‘爱心实践会’ 安养‘爱心实践会’由总部, 安养工厂, 营业

本部, 研究所等安养地区公司职员组成。成员们每月定期去附近的

脑麻痹疗养院进行访问, 为患者进行洗浴, 清扫, 喂饭等服务。

  

井邑‘爱心实践会’ 井邑‘爱心实践会’正在积极进行残疾人家庭

服务活动。‘爱心实践会’和井邑市残疾人综合福利所合作每月访问

当地的残疾人家庭进行围墙设置, 水害家庭恢复支援等活动, 同时还

访问疗养院为长期疗养患者提供服务。

  

仁洞‘希望♡分享’活动  由汽车零件事业部和超级电容器事业组职

员组成的仁洞‘希望♡分享’服务团和智障残疾人短期保护机构

 ‘爱心小站’合作, 每月定期进行洗浴服务运动。

2011年社会公益小型委员会活动
-
LS Mtron为了设定以代表性项目为主题的各种各样社会公益活动发展

方向, 同时保证全公司内部信息交流, 目前正在运营着社会公益小型

委员会。在总部业务支援组的主管下, 由各工厂协调员, 自发组织会

长, 总务等组成。
01. 全州电影影像事业日获表彰

02. 向全北大学捐赠拖拉机

03. 为凤洞小学提供奖学金

04. 凤洞小学少儿游泳教室

05. 1公司1河川 整治活动

01. 全公司社会公益服务团

02. 爱心奉献会(全州)‘多爱共同体’游泳教室

03. 爱心实践会(安养)访问活动

04. 爱心实践会(井邑)残疾人家庭支援访问

05. 希望♡分享(仁洞)访问‘爱心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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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公司的绿色经营方针和绿色环保产品中, 我们LS Mtron公司对于环境部门的意志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已经通过

公司的方针和目标将我们的意志告知各公司利益相关者, 也就是到2020年, 我们生产部门的温室气体要减排30%。当然这还

不够, 今后, 我们还要勾画出一个具体的达成路线图, 并且将与之相关的成果和业绩写入报告书中。比如说, 我希望我们能将

绿色经营中的绿色互惠经营的理念扩大, 以此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并将这一情况不断地在报告中体现出来。

同时, 现在也有一种趋势, 就是可持续报告以一种综合报告的形式与Annual Report合并起来。这不单单是两种报告合二为一, 

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企业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努力已经被作为一个财务性质的成果报告给经济部门。换句话说, 绿色商务新

产品的销售要单独报告, 节能节约下来的费用也以一种具体的数额单独报告。我们LS Mtron也已经一起参与到了这种趋势中, 

它的未来更值得期待。 

大韩工商会议所可持续经营研究院  崔光林 室长/工学博士 

Interview

● 宣言
我们LS Mtron建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 不断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通过扩大环保产品和绿色商务领域, 定会实现在工业机械及尖端零件

领域定会成为绿色企业在工业机械及尖端零件领域的领军人。

● 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情况

● 2015中期促进方向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

扩大绿色环保产品及绿色商务领域

建立安全, 健康, 环保的工作环境并投入使用

● 促进体系
管理负责人: 支援部长(CHO) / 技术开发部长(CTO)

担当部门: 绿色经营组 / 技术经营组

小型委员会: 绿色经营小组 / 环保产品小组

管理议题 2011年主要成果 评估 2012年主要计划 期限

应对气候变化 在全公司实施温室气体清单第三方检验制度

应对温室气体/能源目标管理制度

培养应对气候变化的专业人才

制定中长期节能减排目标

●
●
●
●

计算出全公司工作场所温室气体的排出量

修改温室气体管理规定和目录清单

培养应对气候变化的专业人才

3月

5月

◎

运营先进的
ESH工厂

制定环境指标的总量及成本减少方案

实施环境影响评价, 开展改善活动并实施监控

支持海外出资公司构建ESH 经营系统, 实施全年度的后续

措施

●
●
●

支持中国出资公司的Risk Management
实现海外出资公司ESH 经营系统的本地化

确保企业环境信息的公开透明

7月

9月

9月

开发绿色环保产品 检查中长期绿色环保技术开发路线图进展情况

加大对绿色环保产品研发的投入 (132亿韩元, 50%)  
绿色环保产品销售额 (3,283亿韩元, 35%) 

◎

●
●

检查中长期绿色环保技术开发路线图进展情况

不断投入绿色环保产品的研发, 检查销售实绩(研发投入: 

225亿韩元, 57%, 销售 40%)
发掘绿色环保产品及其技术, 申请外部的认证及奖项

◎ (5月)
◎

◎

● 2011年成果与2012年计划

绿色经营 Green Management

美丽富饶的大自然是人们生活的乐园, 心灵的栖息地。
我们LS Mtron追求的就是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世界。
我们要让那清新的空气永远洁净, 广袤的大地永远碧绿。
绿色经营是我们一贯的方针及精神, 它能让我们坚守现在, 创造未来。

5
● 通过数字看成果

温室气体排放量

能源使用量

污水再使用率

废弃物再使用率

绿色环保产品销售比例1)

1) 此数据以报告时间为标准, 不包括之前的数据

2009 2010 2011

89,502 CO2吨

1,702 TJ

75.7%

80.8%

-%

83.3%

24%

81.4%

35%

91.2% 92.1%

1,900 TJ 1,933 TJ

99,778 CO2吨 100,223 CO2吨

2012年公司利益相关者主要期待事项(比例)

2011年公司利益相关者满意度(5分满分)

本企业很好地实施
了绿色经营 4.1分

努力实现资源及能
源的节约 4.0分

努力开发绿色环保
产品 3.8分

参与渠道

•  政府, 地方自治团体环境政策 

 说明会 

•  环境NGO洽谈会及环境技术者 

 协议会 

 •  绿色企业信息公开

 •  常绿安养21实践协议会

 •  可持续发展问卷调查

  - 期间: 2011年 8月~9月 

  - 方式: 邮寄/线上问卷调查

  - 调查对象: 21个社区机构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17.3 %

节约资源及能源 12.7 %

加大对绿色环保设
备及工程改善的投资 10.9 %

扩大绿色环保产品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10 %

10 %

间接利害关系人

直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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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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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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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工程改善及污染物管理 
-
每年, 各事业部都以环境影响评价及危险性评价为基础制定各自的

环境目标, 有效分配资源, 以达到环境的持续改善。与去年想比, 废水

排出量和用水量成本分别降低了1.8%和11.3%。因铜屑再利用率的增

加, 排水量减少了9.7%, 废水再利用率比上一年提高了5.5%。我们一直

将排出污染物控制在法律规定值的50%以下。2012年我们将积极应

对全球化的环境规定, 包括导入绿色环保原始材料管理制度, 将有害

化学物质的使用降到最低等。

应对气候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 我们LS Mtron公司遵守国家相关政策方针, 将应对气候变化当做我们重要
的管理课题, 以此履行我们在环境领域的社会责任。

温室气体 ·能源目标管理
-
我们根据温室气体及能源目标管理制度, 已经构建了高效的体系, 使

我们能够合法有效地履行计算排出量, 减少温室气体的义务。通过

计算及报告排出量, 发掘减排项目及评价其合理性, 制定履行计划及

减排战略, 履行着我们的义务, 并加以监控。

我们选择井邑工厂作为目标管理对象, 制作排出量现况明细表, 并于

2012年3月第三方检查结束后提交并报告了此明细表。不仅如此, 2012

年上半年, 预计被指定为全厂温室气体及能源目标管理企业, 因此

预计在上半年内完成温室气体管理规定及库存目录的更改。因公司

业务扩张及增加设备等因素, 2011年温室气体的排出量较去年增加

0.4%, 但是通过在节约电力及能源方面加大投入, 并且实施附属设施

节电等政策, 与销售额相比, 成本下降了3.9%。从排出源头方面来看, 

间接排出源头达到92.4%, 占到了总体排出量的大部分, 与此同时, 固

定及移动的燃烧等直接排出源头只占到了7.6%。

温室气体减排, 能源节约活动
-
每年通过施行减排TF, 分析履行减排计划的费用等方式来进行在减排

方面的投入。去年通过安装l冷冻机泵inverter, 替换节电照明设备, 对

蒸汽管实施保温灯,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019吨, 2012年将把新建的生

产线和冷冻机泵进行统一运行, 投入使用高效率inverter, 预计可减少

排放二氧化碳842吨。而且我们还以减排优秀工厂为目标, 实施标杆

管理法, 并且为了推动室内能源的节约, 提高工作效率, 在夏季(6-8月)

月实行减便服装（Cool Biz）运动。

培养应对气候变化的专业人员
-
我们需要在各个工厂培养温室气体的负责人, 提升相关部门的能力。

为此, 公司提供了一个培养温室气体专业人员机会, 并且在各个工厂

实施了相关培训。

2011年绿色经营小型委员会活动
-
我们为了在全公司范围内宣传我们的绿色经营方向, 讨论相关的课

题, 运营者绿色经营小型委员会, 该小型委员会由总部的绿色经营主

管管理, 由各工厂的绿色经营组, 设备管理组等构成, 2011年召开了4

次会议, 其间曾讨论了构建温室气体目录等议题。 

2009~2011年温室气体排量 (基本单位)

89,502 (0.167)
66,668 12,437 10,397

72,626 14,259 12,893

73,717 13,491 13,015

99,778 (0.140)

100,223 (0.135)

 ■井邑

 ■全州

 ■安养 ,  仁同 ,  其他

2009

2010

2011

单位: CO2吨, 原单位: CO2吨/百万韩元 

2011年各排出源组成
(单位: CO2吨 )

92.4 %
92,628 间接排放

1.4 %
1,350 移动燃烧及其他

6.2 %
6,245 固定燃烧

合计
100,223

运营先进的ESH工厂
为了打造一个舒心安全的工厂环境, LS Mtron在全公司构建ESH经营体制, 并且依靠这个系统对内外进行监控。

运营ESH 经营体制
-
LS Mtron的4个国内工厂全部都取得了ISO14001, OHSAS18001认证, 建

立了一套环境安全保健经营体制。尤其是我们正在建设安阳知识产

业中心, 它计划明年竣工, 我们正在对这个项目实施提前环境安全监

察。至于海外出资公司, LSEQ(中国出资公司电子部件), LSMW(中国出资

公司注塑系统)均获得了ISO14001认证。而且以去年刚设立的LSAE(中

国出资公司拖拉机)为对象构建ESH经营系统, 对于今年新设的巴西出

资公司, 我们计划从工厂建设的最初阶段开始就进行环境安全方面

的探讨, 将风险降到最低。与此同时, 对于海外出资公司, 每年都要实

施与总部层次相当的ESH定期检查, 不断提高施行力。   

加强ESH电子系统及程序  LS Mtron通过运行ESH电子系统来对环境

安全进行检测系统化, 管理主要设施及数据, 进行信息共享。尤其是

施行提前审查制度, 评价设备在新设, 移动及更换原料时的环境安全

危险性, 通过环境安全作业许可制度, 提前预防实施工程的风险。为

了加强环境安全事故的预防, 2012年修改了工程发包的程序。扩大了

环境安全作业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 将其延伸到了紧急工程及售后服

务: 强化安全用电, 以预防用电造成的火灾以及触电事故。并且为了不

遗漏环境安全检查, 我们正在不断改善这个系统, 使其与发包程序相

联系。

ESH的投资和管理  为了预防火灾危险, 2010年我们更换了反射板, 因

此在安全方面投入的费用有所增加。2011年, 因加大了预防设施的投

入, 环境投资的费用亦有所上升。2011年, 井邑工厂投资了15亿韩元建

设了铜回收系统, 现已完工。这个系统能将铜铂洗涤水中含有的铜全

部回收, 每年能节约5。2亿韩元的资源, 减少废水的产生量。今年计划

投资建成碱金属废水反渗透装置, 将浓缩水进行运用, 预计平均每天

能节约30余吨水。全州工厂今年建再成了一条新的预防设施, 防止拖

拉机涂装设施在工作过程中产生污染。

火灾预防的管理 
-
我们不断掌握各工厂的主要环境安全风险, 并对此进行检查。计划对

各工厂的风险进行管理。针对拖拉机事业部, 我们开发了一套特殊的

应对说明书, 当发生火灾导致员工发生重大事故时, 使该事业部能做到

内外统筹, 迅速应对, 现已完成对该事业部的培训。通过这种培训, 我

们构筑了一个让所有部门都迅速反应, 紧密应对的体系, 使我们在火

灾假想案例的开始阶段到恶化阶段将损失降到最低。今后, 我们计划

将这种应对体系推广到所有事业部。

(单位: 百万韩元)

ESH支出与投资额 

区分 2009 2010 2011

环境 453 239 522

气候变化 126 163 77

安全保健 77 359 190

合计 656 761 789

环境安全审查程序

检查环境领域及用电领域

要求提供工程作业许可书

进行安全教育

申请对安全环境进行提前检查

检查完成, 工程物料采购

承认作业许可

完工

完工时对环境工程领域进行最终确认

工程监督

01. 温室气体目录第三方检验

02. 绿色经营小型委员会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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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绿色环保产品
为了更加缴活开发绿色环保产品, 从2010年起, LS Mtron自主定义了绿色环保产品的范围, 导入了绿色环保设计程序。扩
大开发绿色环保产品是为顾客提供了新的价值, 在工序上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能够尽到环境责任的捷径。

LS Mtron绿色环保产品
-
LS Mtron根据自主设定了绿色环保基本因素, 将节约资源, 减少有害

性,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扩大其他环境因素都纳入到绿色环保产品的

范围中。细分的话, 总共可以分为23个设计基本因素。每年都运用内

部标准, 改善设计基本因素, 或者将符合绿色环保事业的产品定义为

绿色环保产品, 为开发绿色环保产品和扩大销售而不断努力。

2011年绿色环保产品小型委员会活动
-
LS Mtron主导整个公司的绿色环保产品开发, 在开发产品的过程中不

断提高绿色环保效果, 并为此组成了绿色环保产品小型委员会。该小

型委员会的主管是技术开发部部长, 由中央研究所, 事业部研究所, 技

术经营组组成, 2011年共开了4次会议, 会议内容包括共享绿色环保产

品开发主要投资现况及销售实绩, 讨论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及

相关产品及课题等。

努力扩大绿色环保产品
-
进行Gate Review时, 体现绿色环保设计因子  LS Mtron以自主定义的

绿色环保设计基本因子为基础, 从企划阶段开始就导出绿色环保设

计因子, 在施行阶段设定设计目标, 考核开发的成果。

勾画绿色环保产品开发路线图  LS Mtron始终将绿色环保产品的开发

当成一个重要的战略来推进, 为此, 每年各事业部都制定自己的中期

技术开发战略(绿色环保产品开发路线图), 现在正在付诸实施。

绿色环保产品研发投入比重及课题数

58%(29件)
降低危害性

18%(8件)
温室气体减排

24%(19件)
资源节约

投资比例
(项目数量)

事业领域 目标及战略 推进项目(~2015年)

拖拉机 研发混合动力拖拉机 • Mild hybrid: 燃烧率及输出提高约15%, 适用于中型拖拉机

• 确保Full hybrid line-up: 优先用在100马力级别的机型上

绿色环保发动机与Application 
(Tier4)1)

• 75HP 以上: FPT公司发动机 Application 开发 

• 75HP 以下: 第1阶段(发动机外包), 第2阶段(装配自主开发的发动机)

注塑成型机 改善能源效率, 减少液压油 • 减少电费, 应用hybrid系统    • 将油压及液压油的使用降到最低    • 确保感应加热技术的运用 

汽车零件 开发清洁柴油汽车零件 • 开发适合EuroⅤ2)的高耐热 TCI3) Hose    • 开发无折断技术及轻型产品     

• 产品中不含6大重金属, 不含破坏臭氧层的物质

铜箔 开发电动汽车高效率铜箔 • 开发高容量/高信赖度新型阴极材铜箔

电子零件 节约资源, 减少有害性 • 注塑/Press 设计标准    • 开发Metal Sheet 无镀金样品    • 应对RoHS4)/REACH5)/Halogen-Free规定

超级电容器 制定绿色环保产品设计程序 • 原材料 RoHS 义务化, 构建 DB    • 减少原材料 Loss率 (Al foil, 活性炭)    • 提高能源效率 

事业领域 使用机型 绿色环保范围 主要特征(成果)

拖拉机 采用Tier3标准的产品 (北美, 欧洲) 有害性减少 减少污染物排放, 提高发动机效率

注塑成型机 DE/ME/SE-系列 温室气体排出减少 比现有机型(D/M/S), 相比效率分别提高25%, 45%, 25%

特殊 轨道 节约资源 与现有机型相比, 产品寿命得以延长(7年→12年)

电子零件 全部产品 有害性减少 应对RoHS, halogen(F/Cl/Br/I/At), Be Free

铜箔 全部产品 节约资源 回收铜箔洗涤水中的铜, 进行资源的再利用

汽车配件 CAC(Charged Air Cooler)软管 有害性减少 符合EuroⅤ(汽车排气规定)

超级电容器 全部产品 绿色环保项目 适用于电动汽车, 风力发电机等绿色环保能源领域

2011年主要绿色环保产品
-

3,283

2011

4,181

2012(计划)

2,211

2010

绿色环保产品销售(比例)

35.0%

39.6%

23.9%

拖拉机

注塑(成型)机

铜箔
超级电容器

汽车配件

电子零件

1) Tier4 : 2013年开始执行的排气规定 2) Euro V : 欧洲清洁柴油汽车排气规定 3) TCI : Turbo Charger Intercooler

4) RoHS :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5) REACH :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亿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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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议题 2011年主要成果 评估 2012年主要计划 期限

人事制度先进化 完善产学奖学金制度

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扩大录用量

中国出资公司通过服务机制评价引入服务级别制引入职

务价值评价进行职务级别评选 

●
◎

●

不断丰富吸引优秀人才的途径

完善海外分支机构在当地招聘人才的规定

加强公正性, 改善事务职评价体系

建立“LS Mtron式”技能职人事管理体系

构建HR Risk Management体系

◎

◎

6月

9月

6月

加强能力开发 实施可持续经营教育

组长领导能力培训

对营业职员施行专门教育课程

建立全公司生产职员教育体系

●
●
●
◐

培养“Coach式”领导 
完善员工教育规定 
构建各种职务别Road Map 

◎

6月

6月

员工参与及对话 建立经营层与职员之间的直接沟通渠道 
宣传国际标准劳动法 ( ILO等 )就业法则 

◎

●
实施LS partnership®的传播教育 
运营员工间沟通渠道 

6月
◎

增进安全,
保健健康

开发全公司特别安全保健教材并实施培训

分析每个工序的主要安全危险因素

制作火灾应对方案, 对工作场所实施检查

●
●
●

对劳动者的健康及主要危险因素实施缜密管理

加强预防火灾的能力  
7月

11月

“我们不断革新人事制度, 这是企业立足的基石。我们拥有良好的企业文化, 非常适合在此工作”—这就是我梦想中LS Mtron公

司的形象。我们的人事系统以成果与能力为基础, 对优秀人才实施高效的POOL管理, 不断施行富有时效性的培训。我们不仅

拥有上述制度性的基础, 而且还有着丰厚的福利制度, 它代表业界的最高水平。我们会不断构建先进的人事系统, 使我们的

员工能够被培养为最好的人才, 创造出最辉煌的成果！LS Mtron以社会伦理为基础, 通过相互信任和理解的, 能不断创造出更

大的价值, 成为“人”的集合体。不仅如此, 我们的每一位员工都是值得相信, 值得托付的人才。公司上下都在贯彻企业的经

营哲学LSpartnership®, 努力形成相互信任, 自由沟通的工作氛围, 并且在这种氛围中让工作变得既愉快又有意义。尤其是我公

司在2011年被评为“适合工作的好企业”, 这得益于我们的公司文化, 它让每一个成员都将彼此看成自己的家人。为了让我们

的每个员工都能享受到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的公司文化, 我们会不断努力。我希望我们LS Mtron的每个员工都能感受到公司今

后的前景及发展的目标, 团结一心, 向着目标不断前进, 在实现公司目标的同时也能实现个人的目标。为此, 我们会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

总部人事开发组组长  朴明镐 部长

Interview

● 宣言
LS Mtron一直秉承这样一种认识, 即员工才是我们的最核心的利益相

关者, 是创造企业价值的主体。为此, 我们一方面构建自己的组织文

化, 即充分尊重每位员工的人权, 支持他们进行自身能力的发展, 保障

他们参与及对话的权利: 另一方面, 尽最大的努力为员工提供一个健

康并且安全的操作环境, 以此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 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情况

2011年公司利益相关者满意度(5分满分)

工作与生活的和谐发展
(家庭亲和性经营)

13 %

努力使员工的工作和
生活和谐 3.4 分

建立并实施公正的人
事制度

对在LS Mtron工作感
到满意

扩大职业技能开发培
训范围

3.6 分

3.8 分

13 %

努力开发员工的能力

努力预防环境, 安全
等事故

保障人事制度的公平性
(招聘, 评估, 补偿)

3.7 分

4.0 分

12 %

完善福利待遇制度

扩大全球竞争力开发
培训范围

12 %

10 %

● 2015中期促进方向
建立先进的人事制度, 达到全球化企业标准

不断加强员工能力培养, 确保企业竞争力

加强企业与员工的相互信任, 尊重员工的人权

建成安全, 健康, 绿色环保的工作场所

● 促进体系
管理负责人: 支援部部长(CHO)

担当部门: 人才开发组 / 绿色经营组

● 2011年成果与2012年计划

提升员工价值 Employee Value Enhancement

核心人才是LS Mtron公司最大的财富, 公司坚定地信任他们。
我们重视员工的每一个小想法, 以此打造一个适合工作的企业。
我们追求先进的企业文化, 为此我们关注每个员工的能力, 并加以培养。

利害关系人参与渠道

•  参与及合作增进协议会

•  劳资工作协商及会议 

 (全公司, 股东)

•  劳资恳谈会(安养, 井邑, 仁洞)

•  投诉处理委员会

•  员工沟通恳谈会 

•  组织能力调查

•  产业保健安全委员会和会议

•  Cyber Whistle Blowing

•  可持续经营问卷调查

 - 时间: 2011年 9月 

 - 方式:  线上问卷调查

 -  调查对象: 职员(618人) 

6
● 通过数字看成果

新入职员情况(男/女) 

女性职员现况

残疾人职员现况

职员人均培训时间

工伤事故发生率

2009 2010 2011

167人(145/22) 

48人(3.3%)

35人(2.4%)

145小时

0.127%

132小时

0.118%

148小时

0.21%

36人(2.1%) 40人(2.4%)

74人(4.2%) 97人(5.9%)

296人(255/41)  346人(281/65) 

2012年公司利益相关者主要期待事项(比例)直接利害关系人

间
接

利
害

关
系

人

职员

合作伙伴

政府 /  
地方自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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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制度先进化 

LS Mtron为建立公平合理的人事体制持续完善相关工作, 为人力资源的多元化管理并创造理想的工作场所做出各种
各样的努力。

多样性管理 
-
LS Mtron一直努力为所有公司利益相关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使大

家在这里能得到平等的机会。不因性别, 国籍, 宗教, 是否残疾, 年龄

等而有所差别。2011年女性员工有97人(5.9%), 比上一年的71名增加了

37%。残疾人有40人(2.5%), 比上一年的36人增加了10%以上。通常来

讲, 机械/部件制造产业因其特殊性, 女性和残疾人等社会弱势阶层

的就职比率相对较低。考虑到这一点, 说明我们LS Mtron对社会弱势

阶层也同样给予关注, 可以看到这些群体在我们公司就职的比率在

飞速上升。今后, 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将这个比率继续扩大, 我们会

努力让社会的弱势阶层也同样享受到参与的机会。

打造适合工作的企业
-
当选百大最佳工作环境企业  LS Mtron被GWP(Great Work Place) KOREA

评选为2011年韩国最佳工作环境100家企业之一。

我公司一直秉承正道经营, 人才经营, 绿色经营等可持续经营理念, 不

断积累良好的企业文化, 得到了广泛认可, 最终获得了制造部门颁发的

大奖。与此同时, 在知识经济部与全罗北道政府举行的大学生和地区

优秀企业“连接希望”活动中, 全州工厂当选为“适合工作的好企业”, 

我们以此为契机, 向该地区宣传了我们的企业安全性和发展可能性, 

以及优秀的企业文化等。

试行弹性工作时间制度  研究员研发工作的特征是循环和重复, 因

此, 为了给员工提供适合业务特征的工作环境, 增加员工的敬业度, 营

造一个适合创意的氛围, 扩大研究的成果, LS Mtron公司从2011年开始

实施弹性工作时间制度。以中央研究所的研究员们为对象试行3个

月, 找到了最佳的施行方法。并且从2011年12月开始, 推广到技术开发

部门的所有人员。得益于这个制度, 包括中央研究所研究员在内的所

有技术开发部门的员工都能有效地掌控自己的工作, 不断加强自我开

发, 并且找到了事业与生活的平衡, 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福利制度
-
LS Mtron公司正在执行者多种多样的福利制度, 以此来达到员工工作

与生活的平衡, 尊重员工参与社会的权利以及他们的经济, 社会, 文化

权利。

(详细内容: http://www.LS Mtron.co.kr/中的人才经营 >人事制度>福利

菜单)。2011年一年的福利费用达到166亿韩元, 改革了部分婚丧假制

度, 提高了生日/结婚纪念日的纪念品规格, 提高了员工工作餐的质量, 

以此来扩大福利制度。而且, 2011年起开始我们保护员工享受福利的

权利, 随着老龄化的加速, 人们的老年时光也越来越长, 对此, 我们从

2011年1月1日期实施退休年金制度。

确保人才, 创造工作岗位 
-

LS Mtron每年针对主要大学开展公司说明会和招聘洽谈会, 通过不断

招聘新人担负社会责任并确保优秀人才。2011年公司录用的应届毕

业生员工和有工作经验的新进员工人数达346人, 其中, 在177名大学

毕业学历以上人员中硕士, 博士学位获得者占30%。 

完善产学奖学金制度  LS Mtron为提前确保优秀人才并培养R&D核心

人才, 将产学奖学金制度提高到同一行业最高水平。公司大胆推进完

善提供奖学金的标准, 兼顾专业, 校外活动, 研究业绩, 与公司事业部

门的关联性等因素, 向更符合LS Mtron的学生颁发奖学金。

  

确保全球性人才  LS Mtron为确保对技术领先国家市场有经历的人才, 

访问日本, 美国等国家15个大学, 对留学生开展交流会和面试。公司通

过这些活动宣传LS MTRON的事业, 愿景, HR制度, 并为学生挑选在职

员工作为导师, 建立运营员工和留学生网络体系。

员工评估和补偿体系
-

LS Mtron每年对全公司员工实施员工评估, 大致分为成果评估和能力

评估。员工补偿体系由按照潜在能力与预期能力发放的固定薪酬和

按照成果发放的浮动薪酬组成。我们对职级同一的所有员工不分男

女发放同一的固定薪酬, 并对新进员工薪酬方面, 境内外所有事业部

都保障不低于法定最低工资。

改进境外公司人事体制
-

LS Mtron随着中国地区业务规模的扩大, 考虑中国文化特点, 员工思维

方式, 中国劳动市场特点等差异, 对过去类似于韩国办事处的人事制

度进行改进, 引进符合当地特点的职位分类制度。目前许多在华全

球企业引进并运营职位分类制度, 该制度若员工从事标准化等级上

的一个职位, 相应支付市场标准水平的工资。为设计该制度, 我们对

与本公司规模类似, 同一行业的其他公司职位体系进行分析, 然后设

定从第1等级(现场职员)至第17等级(总经理)的标准等级。今后, 公司

计划对在华公司设计并运营符合当地特点的人才培养, 评估与教育

体系。

01. 招聘说明会

01

02

03

01. 获得GWP KOREA颁发的“韩国最佳工作环境企业”奖

02. 全州工厂当选为知识经济部“最适合工作的企业”

03. 技术开发部门实施弹性工作时间制度

LS Mtron追求的人才

  • 专业精神

  • 不断提升

 自我发展

 能力

  • 积极包容

  • 敢于面对

  变化的心态

  • 积极改进

 业务流程

  • 迅速的决策

  和强有力的

  执行

全球性
人才

 Professional 
(顶尖专家)

Open
(开放的心态, 
灵活的态度)

Dynamic
(积极推进变革)

员工现状

区分 2009 2010 2011

总部 1,472 1,669 1,649

包括出资公司 3,618 4,147 3,512

(单位:名)

新雇佣职员现状

区分 2009 2010 2011

男 145 255 281

女 22 41 65

(单位:名)

产假及育儿休假现况

区分 产假 育儿休假 合计

总公司 7 1 8

(单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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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能力开发
为了同时实现员工个人的成长与组织能力的增强, LS Mtron正在实施者各种各样的能力开发项目, 给各阶层, 各职务都
提供相同的机会。2011年在全公司实施了可持续经营教育, 这是领导能力培训的一部分, 为了提高领导的全球化能力, 

我们还在持续开展外语课程的培训。

人才培养体系 
-
LS Mtron公司的职级体系如下：职员(4级)-代理(3级)-科长/次长(2级)-

部长(1级)-高级管理人员, 它是一个具体的级别体系。根据人才培养

体系, 各个级别的成员分别要实现如下成长：职员/代理成长为 Self 

Leader, 课长/次长成长为Emerging Leader, 部长成长为Team Leader, 经理

成长为 Business Leader。2011年员工年人均培训费用为1,789,603韩元, 

培训时间为148小时。

 

主要项目
-
组长领导能力培训  随着企业环境急速变化, 领导力的重要性也变得

日益显著, 因此, LS Mtron正在展开各种培训, 以此提高各组织单位领

导们的领导能力。2011年以突破界限以及沟通为主题组织了一次全

公司组长的领导力课程, 有65名组长和3名厂长参加了培训。

加强全球化能力的培训  为了能自如地进入海外市场, LS Mtron一直

致力于加强员工的全球化能力。2011年在公司共开设了27个全球化课

程, 共有221名职员接受培训, 极大提升了他们的外语能力。尤其是针

对即将被派到海外的职员, 对他们进行了外语集中培训, 领导能力培

训, 异国文化培训和职务培训。

LS Mtron人才培养体系图    

职业能力强化培训  根据营业职通用培训体系, 2011年上/下半年各

实施了一次培训。上半年实施了贸易实务, 信息收集分析, 顾客满意

mind-up方面的培训, 共计133名营业员工参加了培训: 下半年进行了会

计管理, 成本费用分析, 债券管理, 法律基础, 信息收集分析, 资料制

作技巧等方面的培训, 共计150名营业员工参加了培训, 并且人均参加

了2个以上课程的培训。

全体员工可持续经营培训  为了让可持续经营工作深入全体员工, 并

且加强施行力, 2011年LS Mtron面向全体员工实施了可持续经营教育。

共有1363人(参加率98%) 参加了这次培训, 全体员工不仅对可持续经

营的概念及背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而且还知道了2011年的推进现

况, 更明白了在这个关于公司未来生存的战略中自己的作用。

新员工培训  为了让新员工尽快适应新的组织 , 培养工作能力, LS 

Mtron对新员工和有经验的员工进行了多次培训。新员工一年间要接

受集团/本公司入门培训, OA培训, 海外出资公司研修, WorkSmart, 前

景设置课程, 导师辅导等培训, 有经验的员工则要参加集团/本公司入

门培训, 导师辅导等培训。

职别

Ⅰ级

新任部长

新任次长

L
S
领

导

中长期教育

岗位能力培训模式

(12个)

各职位教育

公司内部

外部外语

教育

Intensive
英语/汉语

汉语培训

合宿活动

环

境

安

全

教

育

品

质

教

育

专

利

教

育

新任科长

新任代理

Ⅱ级

Ⅲ级

Ⅳ级

OPEN(新进员工)

组织开发

项目

有

工

作

经

验

的

员

工

培

训

Value
领导能力

新任人员 核心人才 共同 专业
全球 其他

职务

增进安全, 保健健康
为了增进全体员工的安全保健及健康, LS Mtron从经营活动的大局出发, 一直做着不懈的努力。为了创造舒心的工作环
境, 预防安全事故, 2011年对每个工程实施了主要安全危险因素的分析, 修改了火灾时的应对菜单, 对工厂进行了检查。

打造安全的工厂
-
为了打造一个无灾害无事故的工厂, LS Mtron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将危险预知, 训练, 日常化, 每个月实施各部门环境安全评价制度, 检

查潜在风险, 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识。2011年共发现172处危险因素, 全

部改善完毕, 并将这些编写成示例册。加强各工序的危险评价, 通过

视频分析查找有害因素, 这些有害因素全部在危险性评价及工人安

全教育中体现出来。

培养专家
-
每年对环境安全专门委员及环境安全保健管理监督员进行定期教育, 

对各条生产线的所有工人每月实施环境安全教育。尤其针对危险机

械器具的操作者, 2011年面向全公司开发了一套特别安全保健的教育

教材。2012年, 计划在各条生产线进行专业防火人员的培训, 为此将

对全公司的监督人员及主要管理人员实施有关消防安全专门教育。

员工健康管理
-
LS Mtron实施着针对型综合体检制度, 员工能自由选择自己关心的疾

病进行检查, 种类丰富, 检查专业。尤其是我们在全国各地指定了大

批优秀的综合体检机构, 员工不管在哪里都能享受体检。并且员工的

家属以及合作企业的员工也能同样享受体检。不仅如此, 根据体检的

结果, 我们还提供之后的物理治疗以及脑心脏血管类疾病的管理。

预防用电火灾
-
用电是产生火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预防用电失火, 我们实施了TFT

制度。2012年初针对火灾的主要危险因素实施了一体检查, 以国内所

有工厂为对象进行诊断, 发现了许多议题点并对此进行了改善, 比如

未使用额定容量, 电线外皮损伤, 断线及接触部位过热等。今后, 预计

通过定期的监控来维持及管理这些改善事项, 提前预防危险因素。

对海外出资公司进行用电安全检查, 并做适当的改善。

 

02

01

03

01. 用电火灾预防诊断

02. 安全保健共同合作项目签约式

03. 全公司环境安全保健培训—管理监督人员课程

共同维护环境安全
-
LS Mtron正在成为一个先导企业 , 和合作伙伴们共同维护环境安

全。我们在选择优秀合作企业时特别重视环境安全的评价, 这在

Q-partner制度中可以体现, 我们依靠这个制度来选择优秀的合作伙

伴。尤其是今年, 为了支持和维持合作伙伴的绿色相生经营, 我们和

雇佣劳动部一同给他们提供危险性评价, 技术及改善支援, 增加优秀

企业奖励制度等支持, 共同建设没有灾害的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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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VC(Task Value Creation): 职业价值增进 2) ITC(Inter Team Cooperation):  各组协作增进

TVC 1)

ITC 2)

团队建设

全体成员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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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参与及对话
LS Mtron充分认识到保障员工人权的重要价值, 我们以各种方式与员工进行沟通, 并且努力将收集到的意见在决策
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来。

构建创造价值的劳资关系 
-
LS Mtron保障工会活动的自由, 遵守相关法规和ILO等国际标准。截止

2011年12月末, LS Mtron的工会共有成员630人, 占职员总数的42。3%, 

工会成员享有选举及表决权。公司与工会以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为基

础, 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合理劳资关系, 正努力建立一种创造价值的劳

资关系。通过集体交涉, 全公司参与, 合作增进协议会等方式, 经营者

将自己的经营现况和发展战略方向与工会主席团共享, 为劳动者的条

件改善经济, 社会地位的提升而相互努力协作。在工厂层面上, 通过

劳资恳谈会和劳资实务者会议讨论并解决诸多案例, 各部门每月召

开劳资双方信赖协议会, 开展各种活动, 用来处理员工的苦恼, 改善

他们的作业环境等。

改善不满处理应对体系  LS Mtron将不满处理和公司内部禁止差别

对待等规定公示在公司内部的在线公告板上, 让公司员工能很容易地

了解解决议题的程序。为了安抚劳动者的情绪, 提前, 专业地解决他

们的不满, 在全州工厂, 井邑工厂, 研究所设立了心理咨询室。2011年共

有602名劳动者通过专业的个人咨询和集体咨询, 解决了各种各样的

问题, 因此, 心理咨询室也纳入了不满处理项目中。   

通报变更事项  根据集体合约, 当出现工会成员可能因转岗, 调换部

门等而使周围发生变化, 或者工厂转移, 设备出售等工作上的变动时, 

公司会提前一定的时间向工会和当事人通报并协商。通报会公示在

公司内部的告示板上, 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及命令状等形式发送给每

位员工。 

开展员工满意度调查  每年, 公司都会针对事务职和研究职员工开

展组织力量调查, 针对技能职展开员工满意度调查。并且向每个事业

部反馈调查的结果, 以促使他们提升自己的组织力量和组织灵活度。

对于某些满意度较低的领域, 我们正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改善, 

相信我们一定会创造一个充满愉悦和活力的工作环境。

保障员工的人权
-
LS Mtron严格遵守《劳动者基准法》等和劳动相关的各种法规, 做到

禁止雇佣童工, 禁止强制劳动, 禁止公司内部的不公正待遇及差别待

遇等, 把国际劳动规范作为公司的就业规定。充分尊重并保障员工行

使大韩民国宪法第33条之团结权, 集体交涉权, 集体行动权。我们的

工会为了保护劳动者的人权, 伸张劳动者的权益而活动。

人权保障及提高对应渠道  LS Mtron始终致力于保障劳动者的人权, 

提高劳动者的尊严, 为此在可持续经营事务局, 各工厂人事部门等展

开常态化监控, 以确认劳动者的人权是否收到侵害。不仅如此, 还通

过建立Cyber Whistle Blowing, 苦衷处理室, 心理咨询室等机构, 构建

一个能处理员工申诉的系统。如果在公司内部发生非人道对待或者

违反法规的行为, 根据公司规定, 对违反者处以适当的处罚, 并且加

强应对, 防止此类有损公司形象的事情再次发生。通过公司内部教育

（防性骚扰教育, 伦理经营教育等）做到提前预防, 杜绝发生劳动者

权利被侵害的事情, 为此, 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

不仅是国内, 海外出资公司也同样开展人权保障活动, 不仅如此, 我们

与合作企业也共享尊重人权的方针, 并且不断地要求他们开展相关活

动。得益于这些努力, 在我们公司里从没有发生过一起非人道待遇或

者违反相关法律等侵害人权的示例, 员工的人权在这里会不断地得

到保障。

01

02

04

01. CEO 恳谈会

02. 新员工导师结仪式

03. 庆祝工会成立3周年棒球赛

04. Daseulteo治疗室

2011年员工参与的活动

渠道名 类型 详细实施内容 次数

参与及合作增进协议会 协议会 改善人事及福利制度, 讨论出售事业部等 8

劳资职务协议和会议(全公司, 全州) 协议会 扩大支持福利制度, 提高出差补助等 20

劳资恳谈会(安养, 井邑, 仁同) 恳谈会 扩建福利设施等 8

社会公益活动运营委员会 协议会 开展社会公益活动(腌制爱心过冬泡菜活动) 1

产业保健安全委员会及会议 委员会 检查并改善工作环境 16 

投诉处理委员会 委员会 对不便之处与难处提出建议 经常

管理人员现场对话 公开对话 与CEO对话, 与事业部长对话等 28

组织能力调查/现场满意度调查 问卷调查 调查职员工作满意度与难处 2

与CEO的对话: 主要Q&A

CEO您觉得工作与家庭的和谐是什么？

之前我认为对工作敬业度很重要, 但是今天我发现和谐才是

最重要的。现在你们这一代人觉得现在比未来更重要, 生活

的快乐比事业的成功更重要, 公司对此也感到苦恼。所以最

近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就是要在工作时间内集中思想, 提高工

作的投入度, 不要工作到太晚。这一点今后也会继续努力强

调的。同时, 在确保优秀人才的层面上来看, 我们公司将继续

增加女性员工的比率, 为了打造一个适合女性员工的环境, 

我们将继续释放我们的理解和包容。

 * 摘自与CEO的对话 2012年 3月, 5月对话录

Q

A

在公司内部形成沟通文化
-
为了让公司员工正确地认识并理解公司的愿景及目标, 使他们能将自

己的意见和看法自由地传达给经营管理人员, LS Mtron形成了良好的

沟通文化, 构建了多样化的交流渠道, 现在该渠道运转正常。我们让

员工与CEO见面, 开辟了员工与CEO自由沟通的渠道；我们每季度都要

在事业部长的主持下召开恳谈会, 把经营者的展望及哲学与员工共

享, 让经营者倾听员工的苦恼及建议, 并迅速做出回应。不仅如此, 我

们还开展诸如“目标达成宣誓登山”,“工会委员长杯棒球比赛”等组

织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 积极地把我们公司创建成一个因沟通而快乐

的先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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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治理结构 伦理经营

LS集团控股公司出台以后, LS Mtron为了加强支配结构的独立性和透明性, 构建了一个以专业经

营者和董事会为中心的企业支配结构体系。不断努力提升企业的可持续价值。目前, LS Mtron

还未上市。

LS Mtron将伦理经营作为创造成果的最主要的核心因素, 坚守基本伦理和原则, 透明, 合理地开

展各项工作。并且以此为基础运营伦理经营制度, 开展各种活动, 让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就能很

自然得熟悉企业伦理。

提高伦理经营实践活动
-
不断开展宣传活动  LS Mtron通过公司内部的告示板, 定期将伦理经

营的事例和信息与员工共享, 每逢节日, 都要以供应商为对象, 将伦理

实践协助公文登载到采购系统。不断地进行伦理宣传活动, 以次来

提高员工们的伦理意思和激励供应商个活动中来。

2009年~2011年伦理经营宣传情况

区分 伦理经营相关文章 合作函

次数 41次 6次

对员工实施伦理规范教育  为了提高伦理实践能力, 每年我们都要对

新老员工展开伦理规范入门教育, 并规定必须接受这个培训。尤其

是针对全体员工, 我们在2009年实施了在线培训, 2010年修改了之前

使用的伦理规范教材, 对员工实施了offline教育。

年度 新员工
有工作经验的

员工
全体员工

2009 1次

2010 2次 2次 1次

2011 2次 1次 可持续经验培训

伦理规范教育成果

签署伦理实践保证书  在接受完伦理规范培训后, 每一位LS Mtron员

工都要在伦理实践保证书上义务地签署自己的姓名, 对于供应商, 我

们在与其签署交易合同时, 将签订伦理实践保证书为义务化。

运营伦理实践项目
-
充实Cyber Whistle Blowing  公司通过其主页, 运营Cyber Whistle 

Blowing和伦理咨询室。为了使公司职员, 顾客, 供应商能够安心举报, 

我们实施严格的举报人保护制度, 包括1）保障举报人的隐私2）保护

举报人身份3）免去举报人责任。对于举报的情况, 我们一直都及时

受理, 一经查实, 严格处理。

区分 2009 2010 2011 合计

数量 26起 13起 15起 54起

Cyber Whistle Blowing举报情况

清洁企业制度  公司实施受贿自觉申报制度, 以此构建干净的企业文

化。如有不得不收下的贿赂, 则诱导当事人自觉申报。对于接受到了

申报, 全部按照规定予以处理, 并采取相应措施,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

发生。

区分 2009 2010 2011 合计

数量 3件 3件 2件 8件

贿赂举报情况

伦理水平评价
-
LS Mtron与公司利益相关者交流 每年, LS Mtron都要通过供应商对

自身伦理水平进行评价, 2011年供应商对与LS Mtron可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进行了评价。

区分 2009 2010 2011

综合评估(5分满分) 4.3分 4.3分 4.4分

伦理水平评估

董事会
-
LS Mtron的董事会有3位公司内部董事和1位监事组成。董事会拥有

公司的最高决策权, 董事需遵守根据《商法》规定, 具有管理者需注

意的义务, 忠实于自己职务等义务。监事办确保公司透明性和合法

性, 有责任检查经营上的会计和业务, 必要时, 有权了解公司经营的信

息。董事的报酬通过股东大会批准, 在其限度范围内, 遵守有关报酬

的相关规定支付。

股东
-
按照2011年末标准, LS Mtron以发行的股数为9,000,000股, 全部由LS集

团所持。

可持续经营的管理及责任
-
2009年, LS Mtron在全公司建成了可持续经营的推进体系, 以达到促进

可持续经营和统筹管理的效果。2010年, 将战略企划部长主管的可持

续经营协议体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运营, 并且对可持续经营的原则及

运营规定负责。

公司的业种或者主要业务的变化
-
为了追随公司“扩大全球市场, 保证投资财源, 集中选择优势产业”的

战略, 2011年5月, LS Mtron将生产冷暖设备及空气调节设备的空调事

业部转让给了LG电子。

(※ 相关公示: 2011年 4月 4日: 营业转让决定) 

姓名 职务 职位 性别 主要经历 职责

具滋烈 代表理事 董事长 
(董事会

主席)

男 毕业于韩国高丽大学工
商管理专业

前任LG国际商社公司(L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常务 
前任LG投资证券公司副
社长

CEO

沈载卨 代表理事 社长 男 毕业于韩国汉阳大学机
械工程专业 

前任LS电缆副社长

CEO

南基元 CFO 常务 男 毕业于韩国高丽大学工
商管理专业

前任JS电缆常务

CFO

李寿弘 监事 外部董事 男 毕业于韩国首尔大学电
气工程专业

前任韩国湖西大学教授

监事 

董事会结构现状(以2012年3月1日为准)

举行时间 案件内容 表决通过与否 出席率

2011.02.08 批准第3期财务报表等7项 通过 100%

2011.03.09 出售空调事业部等1项 通过 100%

2011.03.23 选拔理事会议长等3项 通过 100%

2011.04.04 空气调节项目转让日期延期等 通过 100%

2011.05.02 批准短期金融商品交易限度等 通过 100%

2011.06.27 批准2011年中期战略等1项 通过 100%

2011.09.22 2011年 3季度经营实绩预想报告等 通过 100%

2011.10.04 批准设立全罗北道营业所等2项 通过 100%

2011.12.07 批准执行委员人事事项等3项 通过 100%

2011.12.29 批准设立印尼代表处等3项 通过 100%

董事会主要活动

股东结构现状(以2012年1月1日为准) 

股东 股票种类 股票数量 金额(百万韩元) 比率

(株)LS 普通股 9,000,000 45,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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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罚情况
-
1) 处罚时间: 2011.12.28

2) 处罚对象: LS Mtron(株)

3) 处罚原因: 海外直接投资内容变更申告遗漏

4) 处罚内容: 罚金 (38百万 元)及资本交易暂停一个月(金融委员会)

5) 法律根据: 外汇交易法第18条及第32条

6) 公司对待处罚措施: 海外直接投资内容变更申告完毕, 规定期限内上缴罚金(2012.1.10)

7) 为防止类似失误公司采取的措施: 外汇管理规程教育以及发放相关资料

政府补助金
-
2011年纯政府补助金金额为38.3亿韩币, 技术使用费偿还金额为19.2亿韩币。

59

58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 大韩商工会议所, 韩国城市天然气协会, 韩国农机工业协同组织, 韩国防卫产业振兴会, 韩国电路板产业协会, 绿色企业协议

会,大韩产业安全协会, 韩国合成树脂加工机械工业协同组织, 产业技术振兴协会

加入组织

区分 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主办机构 内容(有关部门) 

公司 6月10日 全罗北道品质小组竞赛 全罗北道 优秀奖(注塑成型机生产组) 

6月10日 最佳工作环境企业 知识经济部 最佳工作环境(全州工厂) 

8月22日 全国品质小组竞赛 韩国标准协会
总统奖 金奖(注塑成型机生产组, 井邑设备/环境

安全组) 

11月10日 韩国100大最佳工作环境企业 GWP KOREA 韩国100大最佳工作环境公司

个人 6月10日 全罗北道小组竞赛 全罗北道 知识经济部部长奖 

6月15日 京畿道品质经营竞赛 京畿道 品质经营有功人士表彰

8月22日 全国小组竞赛 韩国标准协会 品质名匠 

12月13日 国家品质经营大会 韩国标准协会 银塔产业勋章 

获奖情况

法规遵守情况 
-

区分 2009 2010 2011

因违反环境法规而被处的罚金或者非金钱性处罚 无 无 无

因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而接受的法律处罚 无 无 无

产品有关客户健康及安全的相关违反事项 无 无 无

有关产品信息公开(环境指标等)的违反事项 无 无 无

营销及交流相关违反事项 无 无 无

客户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违反事项 无 无 无

其他产品供应方面有关违反事项 无 无 无

主要数据

社会
-

年龄分布情况(2011年12月31日基准) 

区分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60岁以上  合计

全公司 259 647 411 314 18 1,649

(单位: 名)

退休情况(2011年12月31日基准) 

区分 2010 2011

全公司 78 63

(单位: 名)

雇用类型/各地区现状(2011年12月31日基准) (单位: 名)

区分  全州  井邑 安养 仁同 R&D Center 营业本部 总部 中国经营支援队 小计

正式员工 663 236 228 115 94 69 103 6 1,514

非正式员工 79 11 35 2 1 5 2 135

 合计 742 247 263 117 95 74 105 6 1,649

环境
-

1) 井邑, 安养, 仁洞工厂主要原材料使用量的总合。 2) 境内工厂的用水来源为汉江, 万顷江, 洛东江水系。
3) 由于2011年4月出售空调事业部门, HCFC排放量显著减少。
其他: 2011年没有发生危险废物泄露相关重大事件, 我们始终遵守关于‘控制和治理有害废弃物在国家间移动’的巴塞尔公约

分类 单位 2009 2010 2011

主要原材料1) 铜 ton 10,982 13,893 14,676

碳与橡胶类 724 931 1,436

合成树脂 86 101 94

用水 2) 使用量 工业用水 ton 422,385 522,943 507,540

生活用水 69,864 55,643 65,246

地下水 32,824 20,186 16,683

合计  525,073 598,772 589,469

污染物排放 空气 灰尘 kg 5,634 4,790 12,106

水质 COD 4,100 7,378 7,671

SS 2,677 4,271 4,069

污水 排放量 ton 215,594 330,925 334,618

再利用量 397,491 550,456 542,703

再利用率 % 75.7 91.2 92.1

废弃物 排放量 一般 ton 3,312 4,225 3,958

指定 186 344 352

合计 3,498 4,569 4,310

再利用率 % 80.8 83.3 81.4

臭氧层破坏物质 3) HCFC 系列 kg 28,050 12,76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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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3.1 / ISO 26000对照表
●: 全部报告, ◐: 部分报告, ○: 没有报告, N/A: 无相关项目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适用程度 页码 报告内容

简介 

战略与分析 1.1 机构最高决策者就可持续发展与机构及其战略的关系的宣言 ● 8~9 6.2

1.2 对主要影响, 风险及机遇的描述 ● 8~9, 17

公司概况 2.1 机构名称 ● 10

2.2 主要品牌, 产品及（或）服务 ● 11

2.3 组织运作架构, 包括主要业务部门, 业务公司, 子公司和合资企业的说明 ● 10, 13 6.2

2.4 机构总部的地址 ● 3

2.5 机构业务所在国家的数量, 以及主要业务涉及的国家与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有特殊相关性的国家和名称 ● 13

2.6 所有权性质和法律形式 ● 56

2.7 所服务的市场 ● 10, 12

2.8 报告机构的规模 ● 10

2.9 在报告期间机构规模, 结构或所有权限发生的重大变化 ● 10, 56

2.10 报告期间获得的奖励 ● 59

报告参数 3.1 所提供信息的报告期间 ● 3

3.2 上一次报告的日期 ● 3

3.3 报告周期 ● 3

3.4 对报告或其内容有疑问可供联系的方式 ● 3

3.5 界定报告内容的程序 ● 3

3.6 报告的界限 ● 3

3.7 对报告范围或界限的具体限制 ● 3

3.8 对合资企业, 子公司, 租赁设施, 外包业务以及其他可能严重影响跨周期和/或跨机构可比性的实体的报告依据 ● 3

3.9 数据评估方法及计算基础 ● 3

3.10 如果报告机构重新宣言以前报告所提供的信息, 则说明重新宣言的结果和原因 ● 12~13

3.11 报告在范围, 界限及评估方法上出现的重大变化 ● 10, 56

3.12 GRI index ● 60~62

3.13 为报告寻求外部认证的相关政策和现行做法 ● 64~65 7.53

控制结构, 4.1 报告机构的管治架构, 包括最高管理层下负责专项事务（如制定战略或对机构进行监管）的委员会 ● 56 6.2

责任, 参与 4.2 说明最高管理层的主席是否也兼任行政职位 ● 56

4.3 如机构有完整的董事会体系, 说明独立董事与（或）非执行董事的数量 ● 56

4.4 股东和员工向机构最高管理层提供建议或指导的机制 ● 56

4.5 机构最高管理层, 高级经理及执行主管的薪酬与机构业绩的联系 ● 56

4.6 最高管理层规避利益风险的程序 ● 56

4.7
报告机构通过何种程序来确定最高管理层所需具备的素质和专门知识, 以指导机构在经济, 环境, 
社会方面的战略

● 16, 56

4.8 内部制定的与经济, 环境, 社会效益及其实施情况相关的使命或价值观, 行为守则及原则 ● 66

4.9
在最高管理层上设立的相关程序, 以监督机构确认和管理经济, 环境和社会业绩, 包括相关风险和机遇, 
以及符合国际标准的程度, 行为守则或原则

● 16, 56

4.10 评估最高管理层自身业绩的程序, 尤其是经济, 环境和社会业绩 ● 16

4.11 关于机构是否及如何采取预防方法或原则的解释 ● 44

4.12 机构签署或认可的由外部机构开发的经济, 环境和社会章程, 原则或其他行动计划 ● 63

4.13 主要加入哪些协会(如行业协会)和/或国家, 国际性倡导机构并为会员 ● 59

4.14 机构利益相关者清单 ● 15

4.15 识别及选择利益相关者的依据 ● 18

4.16 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式, 包括各类别以及各利益相关群的参与频率 ● 21, 25, 31, 
37, 43, 49

4.17 利益相关者参与提出的重要主题和问题及机构如何回应这些重要主题和问题, 包括通过报告作出响应 ● 20, 24, 30, 
36, 42, 48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适用程度 页码 ISO 26000

经济指标 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 ● 12~13 6.2 / 6.8

经济成果 EC1
产生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包括收入, 经营成本, 员工薪酬, 捐赠和其他社会投入, 留存收益以
及向出资人和政府支付的款项)

● 12~13 6.8 / 6.8.3 / 6.8.7 / 6.8.9 

EC2 由于市场环境变化, 机构活动所面临的财务问题和其他风险及机遇 ● 44 6.5.5

EC3 机构明确承诺的固定福利计划的覆盖范围 ● 51 -

EC4 政府给予机构的重大财务支持 ● 59 -

市场地位 EC5 在主要业务运营区, 工资的标准起薪点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比率范围 ● 50 6.4.4 / 6.8    

EC6 在主要业务运营地区, 对当地供应商采购的政策, 制度和比例 ◐ 26 6.6.6 / 6.8 / 6.8.5 / 6.8.7 

EC7 在主要业务运营地区雇佣当地员工的程序及聘用当地高级管理人员的比例 ◐ 50 6.8 / 6.8.5 / 6.8.7

间接经济效果 EC8
通过商业活动, 提供实物或免费专业服务而开展的主要面向大众福利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服务及
其影响

● 38~41
6.3.9 / 6.8 / 6.8.3 / 6.8.4 / 
6.8.5 / 6.8.6 / 6.8.7 / 6.8.9 

EC9 对其间接重大经济影响的理解与说明, 包括该影响的程度和范围 ◐ 26~28
6.3.9 / 6.6.6 / 6.6.7 / 6.7.8 
/ 6.8 / 6.8.5 / 6.8.6 / 6.8.7 
/ 6.8.9 

环境指标 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 ● 42~43 6.2 / 6.5

原料 EN1 按重量和体积计算使用的原料 ● 58 6.5 / 6.5.4

EN2 可再生原料的利用率 ● 45

能源 EN3 使用一次能源资源的直接能源消耗 ● 44

EN4 按源头划分的主要间接能源消耗 ● 44

EN5 通过节约及提高效率减少使用的能源 ● 44

EN6 主动提供能源节约型或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以及通过这些行动对能源需求的减少 ● 46~47

EN7 减少间接能源耗用的措施, 以及措施所取得的成效 ◐ 44

用水 EN8 在各类水源采水的总量 ● 58

EN9 因采水而受到严重影响的水源 ● 58

EN10 可循环再利用的水的比例和总量 ● 58

生物多样性 EN11
机构在环境保护区或保护区毗邻地区及保护区之外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拥有, 租赁或管理的
土地地理位置和面积

N/A - 6.5 / 6.5.6

EN12
描述机构活动, 产品和服务对保护区内及保护区之外生物多样性价值高的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的
重要影响

N/A -

EN13 生物栖居地的保护或重建 N/A -

EN14 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战略, 当前行动及未来规划 N/A -

EN15
按照生物濒临绝种的风险, 依次列出处于受机构经营活动影响的, 被列入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
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RedList)和国家保护名录的物种数量

N/A -

大气放排污, EN16 以重量单位计算的直接和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 44 6.5 / 6.5.5

废水和废弃物 EN17 以重量单位计算的其他相关的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 44

EN18 主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其成效 ● 44

EN19 以重量单位计算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的排放量 ● 58 6.5 / 6.5.3

EN20 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及其他重要的气体排放(类型及重量) ● 58

EN21 按质量和目的地统计的总排水量 ● 58

EN22 按种类和处理方法统计的废物总量 ● 58

EN23 重大溢漏的总次数及漏量 ● 58

EN24
按重量计算的根据《巴塞尔公约》附录1－4条款被视为危险废弃物的运输, 进口, 出口或处理数
量及国际范围内运输废弃物的百分比

● 58

EN25
受报告机构排放水和径流严重影响的水体以及相关栖息地的特征, 规模, 受保护状态和生物多
样性价值

N/A - 6.5 / 6.5.4 / 6.5.6

产品和服务 EN26 减轻产品与服务对环境影响的措施及影响减轻的程度 ● 46~47 6.5 / 6.5.4 / 6.6.6 / 6.7.5

EN27 可分类回收的售出产品及其包装材料的比例 ◦ - 6.5 / 6.5.4 / 6.7.5

遵守法律 EN28 因违反环境法律法规所受到重大经济罚款的数额和非经济制裁的次数 ● 59 6.5

运送 EN29 机构经营活动中的产品, 其他货品和原材料运输和劳动力运输对环境造成的重大影响 ● 45 6.5 / 6.5.4 / 6.6.6

全体 EN30 按类型计算的环境保护的总支出和总投资 ● 45 6.5

●: 全部报告, ◐: 部分报告, ○: 没有报告, N/A: 无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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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Mtron于2011年9月2日加入UN 全球契约, 并遵守着人权 · 劳动 · 环境 · 反腐败等4大领域的10大原则。

加入UN全球契约成果履行报告
Communication on Progress (COP) 

十大原则 LS Mtron制度与方针 页码

人权

原则 1: 企业应当支持并尊重国际宣言中的人权保护政策。

原则 2: 企业应当努力不涉及人权侵害

• 伦理规范(第二章 职员的基本伦理规范)

• 就业规则 绪论

• 合作伙伴伦理实践特别规定

48~49,
54~55

劳动准则

原则 3: 企业支持团体自由以及对团体交涉权的实质性认证

原则 4: 反对一切形式的强制性劳动

原则 5: 有效地废止雇用儿童劳动力

原则 6: 废止雇佣及业务中的差别待遇

• 团体协约 绪论

• 就业协约 绪论

• 伦理规范(第5章 对于公司职员的责任)

48~49,
54~55

环境

原则 7: 企业支持对于环境问题的预防措施

原则 8: 履行增进环境责任的措施

原则 9: 促进环保性技术的开发及扩展

• 绿色经营方针(2.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及绿色环保产品开发)

• 绿色经营方针 (3. 事先预防及打造安全愉快的环境)

• 绿色经营方针 (4. 绿色双赢经营及社会性责任履行)

• 伦理规范(第6章 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42~47

反腐败

原则 10: 企业反对包括不当收入,贿赂等一切各种形式的腐败
• 伦理规范(第3章 公平竞争, 第4章 公平交易, 第6章 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 合作伙伴伦理实践特别规范
57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适用程度 页码 ISO 26000

产品指标  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 ● 30~31 6.2 / 6.6 / 6.7

客户健康和
安全 PR1

为改良而评估产品及服务在其生命周期各阶段对安全和健康的影响, 以及必须接受这种评估
的重要产品和服务类别的比例

◐ 35, 47 6.3.9 / 6.6.6 / 6.7 / 
6.7.4 / 6.7.5

PR2 产品或服务在使用期限内对消费者的安全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事件数量 ● 59

产品和服务的标
签化

PR3 商标注册过程中所需要的产品信息种类以及通过这一过程的产品比率 ◐ 35 6.7 / 6.7.3 / 6.7.4 / 
6.7.5 / 6.7.6 / 6.7.9PR4 按结果分类的未进行商标注册的事件总数 ● 59

PR5 为消费者满意而采取的措施及这些措施产生的效果的调研结论 ● 35
6.7 / 6.7.4 / 6.7.5 / 
6.7.6 / 6.7.8 / 6.7.9

营销沟通 PR6 保证广告, 促销, 赞助行为符合市场传播法律和法规的程序 ◐ 35 6.7 / 6.7.3 /  6.7.6 / 
6.7.9PR7 违反法律, 法规和市场交流的自愿原则的事件总数 ● 59

保护客户个人信息 PR8 因泄露消费者隐私和数据而遭到投诉的事件总数 ● 59 6.7 / 6.7.7

法律遵守 PR9 由于供应或使用产品和服务等违法违规而遭处罚的金额 ● 59 6.7 / 6.7.6

EN27, HR1, HR10, SO1, SO2 :  在相关情况下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以及与公司的直接, 间接关联度较低, 且缺乏 成果检测系统。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适用程度 页码 ISO 26000

劳动指标  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 ● 48~49 6.2 / 6.4 / 6.3.10

雇佣 LA1 以雇佣类型, 雇佣合同及地区分类的员工总数 ● 49, 58 6.4 / 6.4.3

LA2 以年龄层, 性别及地区划分的员工流失总数和流失比率 ◐ 58

LA3 在主要业务中向全职员工提供而不向临时和兼职员工提供的福利 ● 51 6.4 / 6.4.3 / 6.4.4

劳资关系 LA4 劳资双方谈判达成协议涉及的员工比例 ● 54~55
6.4 / 6.4.3 / 6.4.4 / 6.4.5 
/ 6.3.10

LA5 有关业务变更的最短告知时限及其是否在劳资双方的协议中作详细说明 ● 55 6.4 / 6.4.3 / 6.4.4 / 6.4.5

职场保健和安全 LA6 有关业务变更的最短告知时限及其是否在劳资双方的协议中作详细说明 ● 53, 55 6.4 / 6.4.6 

LA7 以地区为单位的工伤, 职业病, 损失工时, 旷工及与工作有关灾难发生的比例 ● 49

LA8 教育, 培训, 咨询, 预防和风险控制程序, 以帮助患上重大疾病的员工及其家属和社区成员 ● 53, 55
6.4 / 6.4.6 / 6.8 / 6.8.3 / 
6.8.4 / 6.8.8

LA9 与工会签订的正式协议中涉及健康与安全的内容 ● 53, 55 6.4 / 6.4.6 

教育和训练 LA10 按员工类别计算的每年每位员工的平均培训时间 ● 52 6.4 / 6.4.7

LA11 帮助员工延长职业生涯和处理职业危机的各种技能管理和职业培训 ● 52 6.4 / 6.4.7 / 6.8.5

LA12 接受定期绩效考核和职业发展审核的员工比例 ● 50 6.4 / 6.4.7

多样性和平等的
社会 LA13 管理层的构成情况: 按照性别, 年龄, 民族及其他多样性指标细分员工的构成情况 ● 56

6.3.7 / 6.3.10 / 6.4 / 
6.4.3

LA14 男, 女员工的基本工资比率 ● 50
6.3.7 / 6.3.10 / 6.4 / 
6.4.3 / 6.4.4

雇佣 LA15 分娩休假人员和复职人员 ● 50 6.4 / 6.4.3

人权指标   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 ● 48~49 6.2 / 6.3

投资和采购惯例 HR1 含有人权条款或已经过人权普查的重要投资协议的总体数量和所占比率 ◦ - 6.3 / 6.3.3 / 6.3.5 / 6.6.6

HR2 已经过人权普查的重要供应商和承包商的比率及采取的措施 ● 28
6.3 / 6.3.3 / 6.3.5 / 6.4.3 
/ 6.6.6

HR3 员工接受的与人权相关的培训时间；接受这种培训的员工比例 ● 57 6.3 / 6.3.5

禁止歧视 HR4 歧视事件的数量和解决方法 ● 51, 57
6.3 / 6.3.6 / 6.3.7 / 
6.3.10 / 6.4.3

结社和团体交涉
的自由 HR5 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益方面面临的重要风险及为保护员工的这些权利而采取的措施 ● 54~55

6.3 / 6.3.3 / 6.3.4 / 6.3.5 / 
6.3.8 / 6.3.10 / 6.4.3 / 6.4.5

雇佣童工 HR6 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益方面面临的重要风险及为保护员工的这些权利而采取的措施 ● 54 6.3 / 6.3.3 / 6.3.4 / 
6.3.5 / 6.3.7 / 6.3.10强制劳动 HR7 识别最有可能发生强制劳动的情况及采取的避免措施 ● 54

保安惯例 HR8 在捍卫企业人权方面的政策和程序及培训的保安人员比例 ● 57 6.3 / 6.3.5 / 6.4.3 / 6.6.6 

原住民权利 HR9 涉及侵犯本土员工利益的事件总数以及企业采取的措施 N/A -
6.3 / 6.3.6 / 6.3.7 / 6.3.8 
/ 6.6.7

评价 HR10 实施人权监督和影响评价的分支机构的比率件数 ◦ - 6.3 / 6.3.3 / 6.3.4 / 6.3.5

改善 HR11 通过正式的不满转达机制解决的人权相关不满事件数量 ● 55, 57 6.3 / 6.3.3 / 6.3.4 / 6.3.6

社会指标 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 ● 36~37 6.2 / 6.6 / 6.8 

地区社会 SO1
评估和管理经营活动对社会影响（包括进入, 运作和退出）的一切计划和操作的性质, 范围
和有效性

◦ -
6.3.9 / 6.8 / 6.8.5 / 6.8.7 
/ 6.6.7

腐败 SO2 接受腐败相关风险分析的业务单位的比例和总数 ◦ - 6.6 / 6.6.3

SO3 企业中为降低腐败概率而培训的员工比率 ● 57

SO4 企业中为降低腐败概率而培训的员工比率 ● 57

公共政策 SO5 公共政策地位和在公共政策发展和宣传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N/A - 6.6 / 6.6.4 / 6.8.3

SO6 对政党, 政治家和相关机构的资金投入或实物捐赠价值 N/A -

竞争妨碍行为 SO7 为反不正当竞争, 反托拉斯和反垄断所采取的法律措施的数量及结果 ● 59 6.6 / 6.6.5 / 6.6.7

法律遵守 SO8 针对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行为, 实施严格罚款金额和非货币制裁总量 ● 59 6.6 / 6.6.7 / 6.8.7 

地区社会 SO9 对地区社会造成重大/实质性影响的分支机构 N/A - 6.3.9 / 6.8 / 6.8.5 / 
6.8.7 / 6.6.7SO10 对地区社会具有重大潜在及实际恶性影响的分支机构所实行的预防和缓解手段 ◐ 38~41

GRI G3.1 准则适用标准
2011 LS Mtron可持续经营报告满足GRI G3.1准则适用标准中A+级别要求的所有事项, 同时, 经过外部专业人员的验证, 

本报告也符合A+级别标准。 LS Mtron的一部分事业部门被要求作为GRI G3附加指标的参考, 因此在本报告中并不适用。

●: 全部报告, ◐: 部分报告, ○: 没有报告, N/A: 无相关项目 ●: 全部报告, ◐: 部分报告, ○: 没有报告, N/A: 无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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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验

意
见

验证范围及目标 
-
Adrian Henriques(以下:验证人)对LS Mtron2011可持续发展报告(以下:报告)进行了独立验证, 验证人运用AA1000AS验证标

准, 以总括性, 重要性以及对应性等为验证原则进行了相关的验证活动。

LS Mtron经营人员及验证人的责任范围
-
报告制作的所有责任由LS Mtron经营人员承担。验证人提出独立的验证意见并借此以更加均衡的视角向LS Mtron所有

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关信息。特此证明验证人和报告制作没有任何关系。

验证意见的根据
-
验证人以LS Mtron2011可持续经营报告为基础进行了验证工作, 并围绕着报告制作对LS Mtron可持续经营事务局的负

责人进行了采访。

验证结果及意见
-
可持续经营  LS Mtron发布的第三本可持续经营报告与其他企业发布的可持续经营报告相比, 在范围和内容深度上展

现了毫不逊色的成果, 这也反过来印证了LS Mtron可持续经营的透明性正在不断发展。同时, 这种发展也可以通过 LS 

Mtron考虑到海外出资公司, 将报告翻译成多国语言并发布的措施得到再一次的证明。

此报告对LS Mtron的事业活动进行了明确说明, 同时也对可持续经营活动进行了广范围的阐述。在选定报告里包括重

要议题时, 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协议和对国际标准的灵活利用使得各个议题的重要程度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评估。

但是现在对公司利益相关者按照各个集团进行了分类, 今后对于利益相关者构成方式如果能有更加详细的说明将有

利于对利益相关者的更深层次了解。

报告对于包括了收受财物, 努力改善人权等多领域焦点议题的信息也做了如实公开, 这一点十分鼓舞人心。同时这次报

告中涉及的事业领域有所扩展, 关于海外出资公司部分的内容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后还需要力图通过报告将有

关LS Mtron主要经营活动的成果数据更加全面地展现出来。

革新与价值链  报告中最吸引人的一点是将重点对准了可持续性的经济领域。LS Mtron将革新活动, 与合作伙伴及客

户的紧密商业联系促进活动等都包括在了可持续性的经济领域部分。

希望在今后的报告中可以对通过革新活动实现的费用节约成果在降低对环境影响上有怎样的贡献进行分析, 并将这

部分内容同样反映在报告中。

在对分布在全世界的LS Mtron海外出资公司管理上付出的努力也是十分值得鼓励的。随着海外出资公司被纳入可持

续经营体系, 今后要注意将考虑到海外出资公司特性的可持续经营议题也要进行优先顺序划分, 并将其影响作为报告

的重点。

社会公益活动  在直接进行社区活动参与方面, 2011年LS Mtron职员们在社会服务上付出的努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在今后的报告内容中, LS Mtron职员们有偿服务活动在整体服务活动时间中占据的比率希望

也可以进行公开。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捐赠拖拉机等和LS Mtron核心产业紧密相关的社区支援项目正在进行中, 在

今后追加进行社区支援项目时,将和产品及职员能力相关的LS Mtron核心产业进一步与社区联系起来将是值得尝试的

措施。

绿色经营  在过去的报告中LS Mtron对绿色环保产品的介绍仅仅停留在介绍为生产这些产品做出的努力等方面。但在

这次的报告中对于绿色经营这一重要领域做了更为详细的内容介绍, 这一点是十分值得鼓励的。作为测定绿色环保

产品影响的重要环节, 对于该类产品进行分类设定的基本基准等信息也应该有所涉及。

在环境方面, LS Mtron废水再活用率方面有了印象深刻的提高。此外温室气体排出, 能源及废弃物等其他重要环境指

标有轻微增长的趋势, 这样的增长趋势在考虑到生产量增加和温室气体排出单位管理后, 反而可以认为是有所下降

的。尽管如此, 在绿色经营领域, 制定出明年或者中长期定量目标值还是十分重要的。

职员  考虑到LS Mtron固有的产业特征, 目前公司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便是职员性别不平衡。尽管进行了不断的努力, 

但女性职员的比率还是比较低。此外, 在韩国国内获得的多个奖项都证明了LS Mtron有着良好的工作环境,同时根据条

件还在实行弹性工作制。职员提案数量的增加一方面为努力提高品质提供了基础,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LS Mtron职员的

工作热情。

将可持久经营体系引入到LS Mtron出资公司公司的措施包括了综合当地条件和具体规程后实施的技术转移项目, 当地

人才雇用计划和总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等等。在持续进行已经在LS Mtron有一定规模的活动的同时, 还要特别注

意帮助职员在职场生活和个人生活中找到平衡点。

结论
-
本报告在总结LS Mtron在过去的一年中取得的财务成果和可持续经营成果的同时, 还设定了今后要实现的长期目标。

特别是为了让合作伙伴也可以确立自身的可持续经营体系, LS Mtron实施的一系列支援促进计划十分值得鼓励。同时, 

继续扩大可持续经营目标管理体系使用工厂计划也包含其中。在今后的报告中, 希望可以提出在不断扩大的可持久经

营领域和范围中更加定量性的目标和计划。

本报告提出了‘对于LS Mtron来说,可持续性真正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一课题。迄今为止, LS Mtron工作重点放在了不断

地努力改善如能源使用等活动产生的直接影响和巩固与客户, 合作伙伴的紧密关系上。LS Mtron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未

来, 还应该具有更长远的目标, 更好地去构想未来LS Mtron应该有怎样的面貌并设定相应的理念。

阿德里安亨利克 (Adrian Henriques)  |  www.henrique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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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经营原则及运营规程

Ⅰ. 目的 

本规程的目的在于, 树立LS Mtron系统促进可持续经营的基本原则, 同时以本规程为

基础使LS Mtron作为机械, 零部件业的国际领头公司为以客户为主的利益相关者提

供最优质的服务。

Ⅱ. 综合可持续经营管理系统

1. 政策树立

1.1 可持续经营运营体系 

为了更系统地履行可持续经营,理事会及由管理人员组成的可持续经营委员会进行

最终的公司整体决策,而LS Mtron担当职员则承担全公司可持续经营管理责任。

1) 可持续经营协议体:

作为全公司可持续经营实施协议体,具体职能如下。

 (1) 探讨可持续经营促进方向及战略

 (2) 指明全公司可持续经营中的重要问题并探讨具体改善方案

 (3) 发行可持续经营报告并促进和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对话

 (4) 完善可持续经营相关政策和制度

2) 可持续经营事务局

作为可持续经营管理主管组织,具体职能如下。

 (1) 树立可持续经营促进方向,战略及相关教育计划

 (2) 全公司可持续经营诊断及评估

 (3) 主管可持续经营协议体

 (4) 发行可持续经营报告

 (5) 制定及管理可持续经营相关政策

1.2 相关政策书面化
可持续经营相关运营政策,制度以及各问题实行政策等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全公司传

达,以便更好地应用和实行。

1.3 定期检查和改善
和可持续经营相关建立起的政策每个季度都要进行检查,需要修正和完善时要及

时进行。

2. 可持续经营重要性评价
主管可持续经营事务的可持续经营事务局为了及时把握作为可持续经营战略树立

基干的利益相关者关心度和商业影响度,每年都会通过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来对

可持续经营重要性进行评价。 

  

3. 定期诊断及监督查与监测

LS Mtron自身的可持续经营诊断模型包括了可持续经营的国际标准, 通过活用这一

模型, LS Mtron每年实施一次定期诊断, 并通过可持续经营协议体持续进行监督。

  

4. 强化全公司教育及共识
为了扩大可持续经营以及让职员形成共识, LS Mtron每年都制定全公司教育计划并

积极实施。

5. 可持续经营报告体系
通过重要性评价筛选出得公司可持续经营重要领域有关部属部门组长和事务负责

人要再个事业单位的协作下持续向可持续经营协作体报告活动成果和改善事项,以

便更好的应对重大问题和进行相应的改善。

5.1 LS Mtron可持续经营重要领域及有关部属部门

1) 可持续经营综合管理: 可持续经营事务局

2) 创造经济及社会价值: 双赢合作组, 品质经营组, 革新促进组

3) 社会公益活动: 业务支援组

4) 绿色经营: 绿色经营组, 技术经营组, 生产技术组

5) 提高职员自身价值: 人才开发组

6) 风险综合管理: 可持续经营事务局

7) 治理结构: 经营企划组

8) 伦理经营: 经营诊断组

6. 运营小型委员会
为了强化可持续经营重要领域的执行力, 扩大各事业部门的积极参与, LS Mtron成立

了小型委员会, 活动成果及改善事项等要向可持续经营协议体报告。

6.1 可持续经营小型委员会及主管部属机关与

1) 绿色经营小型委员会: 绿色经营组

2) 绿色环保产品小型委员会: 技术经营组

3) 双赢合作小型委员会: 双赢合作组

4) 社会公益小型委员会: 业务支援组

5) 客户及品质经营小型委员会: 品质经营组

6) 绿色环保产品小型委员会: 品质经营组

  

Ⅲ. 公司相关人生对话及承诺履行

1. 公司利益相关者对话对话 

通过构建核心利益相关者对话渠道和制定年度对话计划等提供定期, 正式的对话

机会, 并将这样的机会活用在检查可持续经营重要领域, 设定今后促进方向, 追加

及变更重要领域, 报告制作过程参与等活动中。

1.1 指定核心利益相关者及应对关义务 

分析社会关注度和对LS Mtron事业的影响度来指定核心利益相关者, 并对利益相关

者执行以下应对职能和承担责任。

1) 客户: 客户满足和强化责任(品质, 产品责任, 客户安全等) 等

2) 合作伙伴: 通过Partnership探索双赢式发展, 强化公平交易关系等

3) 职员: 开发职员能力, 改善工作环境, 人权保护以及遵守劳动规程等

4) 社区: 社区参与及开发, 公益活动

5) 地球/生态: 产品/工程环境影响管理降低,绿色环保产品和强化服务, 应对气候变化 

    以及管理温室排出量

1.2 强化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对话
针对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年度对话计划由首先进行的利益相关者期待, 要求事项收

集和其次进行的制定目标和促进计划等内容组成, 在通过直接对话或者问卷调查

等形式和利益相关者对话后, 整理对话结果并充分反映在第二年的促进方向以及

计划建立上。

  

2. 强化可持续经营信息公开
为了能履行和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承诺并提供相关信息, 每年发布可持续经营

报告的同时还通过公司网站公开各种财务, 非财务成果信息。

  

Ⅳ. 非财务性风险管理 

LS Mtron出了对财务性风险进行管理外, 还对包括了SEE(Social, Environmental, Ethical)

的非财务性分享进行着系统性管理和应对。可持续经营重要领域都被划为核心风

险, 通过可持续经营协作体的风险综合管理体系努力让全公司积极应对。

2012年4月1日(第三次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