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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Mtron发布包含为可持续成长做出的努力

及未来计划的第四期可持续经营报告。

LS Mtron以‘开创便捷而舒适世界的Innovative Technology 

Partner’的经营理念为根基在2009年引进了可持续经营综合管理

体系, 并从2010年起每年发布包含可持续经营活动和下年度计划的

可持续经营报告。

报告范围及时间

报告范围以总公司及国内工厂(安养/全州/井邑/仁同)为中心, 还包

括了海外工厂较多的中国一部分地区。本报告以2012年会计年度

(2012.1.1~2012.12.31)为基准编成, 部分定量信息会包括最近三

年间的数据。同时, 对于一些定性评价指标成果, 报告还包括了2013

年的成果。

制作标准及原则

本报告以经过利益相关人和商业活动影响力验证过的“LS Mtron

可持续经营Steering Wheel”为标准制作而成。2012年Steering 

Wheel由7个活动领域和19个管理热点问题组成。同时, 为了让利益

相关人更好地理解, 我们还参照国际性指南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制作了报告。

本期报告的特征

在可持续经营第二期中, 我们回顾了过去3年间的可持续经营活动,

并提出了直到2015年的可持续经营促进方向。同时, 通过制作各活

动领域的DMA提出了利益相关人期待事项和核心成果指标(KPI)。此

外按照各管理要点提出了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并且将出色的

成果作为Special Issue更具体地进行了说明。

报告内容验证

本报告书为了确保报告资料及内容的可信赖性, 我们接受了外部单独

机构专家的验证和审查, 审查结果也收录在第三方验证报告书内。

报告发行日程(年刊)

前一期报告书: 2012年 7月

本期报告书: 2013年 5月

下期报告书: 2014年 5月

报告内容相关咨询处

京畿道安养市东安区LS路127号LS大厦11层

LS Mtron(株)战略企划部门经营企划组(可持续经营事务局)

TEL   031)689-8232

FAX  031)689-8269

E-mail  sm@lsmt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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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双手的温暖打造绿色世界的LS Mtron

不仅仅把企业价值局限在获得收益上,

而是和利益相关人一起去勾画更加宏伟的蓝图。 

在本期M-Story中我们将回顾2012年可持续经营成果,

并制定2013年的全新计划 。同时和与我们携手的大家进行深入沟通,

重新审视可持续发展性的意义。

LS Mtron坦诚、绿色的M-Story从现在开始。

 

Cover Story

与Mtron共同前进的所有利益相关人、

事业、信息、乃至Mtron内正在实现的可能性-

所有的价值

融会贯通将向您展示更远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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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机械及尖端零件领域的国际性企业 –  

LS Mtron凭借独有的革新能力

开拓让世界瞩目的

可持续经营新方向

互助协力活动

我们认为以公平交易文化为基础与合作伙伴加强沟通以及努力实现共同成长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LS Mtron持续

推广共同成长的代表性项目-民官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并筹集了共计132亿韩元的基金，2012年共选定了18项开发课

题(2011年为9项)并正在进行中。

品质及客户满足活动

为了提供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全力确保品质及人才，品质及专业人才资格保有率从2011年的9%上升到

15%，提高了6%，ISO 9001认证审核员资格保有率则达到46%。同时，通过强化综合电话服务中心等与客户沟通和接

触的制度管理，尽可能努力提高了客户信赖度和便利度。

社会贡献活动

作为与社会共同成长和发展的企业，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更加体系地运营了代表性社会公益活动“国际幸福村”第二

期。扩大职员参与公益活动的同时各工厂职员还积极地展开了社会公益服务团活动。

绿色经营及技术竞争力强化活动

我们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同时运营安全健康的环保型工厂并扩大推广环保产品和绿色商业活动。 此

外，我们还在开发混合动力拖拉机、混合型动力车用UC模板、扩大手机用电池组件容量等，在环保产品技术能力强化

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职员价值增进活动

我们以构建公平系统的人事制度、持续的职员能力强化及工作与生活和谐发展、构建相互信赖的劳资文化，以及尊重人

权和多样性为中心积极促进职员的价值增进活动，此外还实施了在海外分公司构建HR规程体系及强化教育项目、集中

休假制度、Happy Family Day等一系列活动。 

2012是从2010年正式开始促进的LS Mtron可持续经营第一期完成的一年。 在过去的3年里，我们为在全公司促进可持续经

营构建了基础，扩大了共识, 同时为了更好地接触客户并为其提供服务,还集中构建了沟通体系。不仅如此, 我们还重新确

立了环保产品的定义并将其反映到研究开发流程中，并构建了全公司范围内的风险管理体系。这些变化都是因为举行了

20次以上的全公司可持续经营协议会才变得可能。2013年，始LS Mtron可持续经营第二期正式开始。 以与利益相关人的

沟通能力为基础强化对国际标准的领导力，以此来确保更加集中于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强化可持续经营，为创造

实质性的利益相关人价值提高课题水平, 并树立更具体的风险管理体系。

LS Mtron所有成员通过和利益相关人积极的沟通来增加相互理解，保证实践真正的可持续经营。我们还会尽全力成为国

际机械及零件领域可持续商业革新的楷模。希望大家给予第四期M-Story更多的关心并积极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 

谢谢。

LS Mtron的愿景是通过产品和服务成为帮助客户享受便利富饶世界的Innovative Technology Partner。我们通过不断的努

力实现了实质性增长，现在为实现更远大的梦想将迈出更坚实的可持续经营步伐。

为此，在2012年我们通过确保全领域可持续革新，打造了国际顶尖水平产品和技术，以无限的自信心以及热情克服了

障碍，同时还为实现顶级组织，顶级人才，顶级文化做出了诸多努力。 凭借这些努力，在艰难的经营环境中我们依

然取得了拖拉机事业部在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CF事业部以优秀技术能力为基础实现了获得国际大型客户和出

口等一系列成绩，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持续性成长。

对我们来说可持续经营是实现新客户价值，满足利益相关人需求，同时树立预防及管理财务、非财务风险的最重要经

营原则。特别是在2012年，LS Mtron努力实施综合可持续发展，通过职员业务和决策等商业活动使可持续性自然地得

以反映和体现。

革新促进活动

2012年是以“成果牵引式革新”为目标的革新第二期开始实施并创出针对性革新活动成果的一年。一年中共新培养了

44名革新人才(2011年41名)，完成了198项革新课题(2011年176项)，共创出了190亿韩元的革新活动财务成绩。

CEO	Message

代表理事 社长 - 沈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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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LS Mtron株式会社  总销售额  9,238亿元/1.6322万亿韩元(K-IFRS 合并基准)

 总公司所在地  京畿道安养市东安区LS路127番地LS Tower 营业利润  405亿韩元/468亿韩元(K-IFRS 合并基准)

 成立日期  2008年 7月 1日  总资产  1,1519万亿韩元

 代表理事  具滋烈, 沈载      负债(负债比率) 5,557亿韩元(93.2%)

 业务类型  制造业   资本(自身资本比率)  5,962亿韩元(51.8%)

 主要生产品种
 拖拉机, 注塑成型机, 履带, 铜箔, 天线, 连接器, 汽车橡胶管,    信用等级(公司债)  NICE信用评价(株) A+, 韩国信用评价(株) A++

  挠性覆铜箔层压板(FCCL), 超级电容器(UC) 等 人员  1,683名/3,636名(包括出资公司)

2008年LS集团为了强化产业机械和尖端零件业务的国际竞争力和专业性成立了LS Mtron。 

目前LS Mtron在中国、巴西、美国等海外地区都建有基地, 在全球拥有3600多名职工。

2013年为了机械产业群之间的相互协同和更有效率的组织运营, 新设了机械产业本部, 在技术开发部分也为了强化核心基础技术, 新设了生

产技术中心。 同时, 为了提高品质竞争力, 还强化了拖拉机、CF/FCCL、汽车零件、品质经营的组织能力。

LS Mtron介绍

LS Mtron概要

经营哲学

组织构成

Vision

2015 经营目标: 销售额 4万亿韩元, 营业利润率10%

2013 经营方针

代表理事 (CEO)

财务部门
(CFO)

品质经营组

技术开发部门
(CTO)

汽车零件
事业部

特殊
事业组

机械事业本部
互助协力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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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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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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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组

Staff部门事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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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为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LS职员同心协力取得更大成果

确保国际顶尖水平的产
品和技术 

以无限的自信和热情
去突破极限

实现最佳组织,最佳人
才、最佳文化

强化国际竞争力

突破极限

最佳Mtron 人

( )
( )
( )

                项目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销售额   7,649  8,887 9,238

	 	
地区

		 国内		 5,692 6,199 5,945

	 	 		 海外		 1,957  2,688 3,293

	 	 事业		 机械  4,662  5,348 5,628

	 	 领域		 零件		 3,027  3,539 3,610

	 	 营业利润		 	 414 535 405

	 	 营业利润本期净利润	 291 361 315

	 	 中断营业利润	 	 110 634 38

	 	 本期净利润	 	 401 995 353 																

                项目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销售额   8,092  15,007 16,322

	 	 营业利润		 	 388 573 468

	 	 营业利润本期净利润	 168 203 192

	 	 中断营业利润	 	 151 621 38

	 	 本期净利润	 	 319 824 230   														

     地区			 销售额		 比重		

	韩国	 5,945 65%

	亚洲		 1,288 14%

	北美		 1,234 13%

	欧洲		 579 6%

	其他		 192 2%

     地区			 	入库金额			 比重		

	韩国	 4,674 74%

	中国			 764 13%

	欧洲			 398 6%

	日本			 367 6%

	其他		 87 1%

销售额及营业利润

- 母公司	
 (单位: 亿韩元)

 (单位: 亿韩元)  (单位: 亿韩元)  (单位: 亿韩元)

2012年 12月 31日 基准 K-IFRS个别基准

经济价值分配

- 母公司	
 (单位: 亿韩元)

1)签订国家指定/委托协议, 2)tCO2 吨/百万韩元, 3)全公司品质人员对比

(      )为与去年对比增减量

2012年为可持续发展经营活动做出的努力

生产

·ESH 投资 10.1亿韩元(2.2▲)

·温室气体 排放量 元单位2) 0.15%(0.1▲)

·ISO 9001 认证审核员 保有率3) 46%(11▲)

·工伤率0.13%(0.07▼)

支援

·参与社会公司活动(参与义务活动)2,019小时(929▲)

·革新课题 198项(22▲)

·可持续经营实务教育 277名(84▲)

·不满事项接受/处理完毕 5项(10▼)

·R&D 投资 328亿韩元(67▲)

·亲环境 R&D投资比重 57%(7▲)

·Open Innovation1) 26项(新设)

·专利申请191项(21▲)

研究开发

·顾客满意度 3.7分(0.5▲)

·亲环境产品销售比重 44%(9▲)

·顾客信息, 广告/营销相关违反法律事例0件(保持)

·呼叫中心 141(In)/1,015(Out) 项(月均)(新设)

营业/市场营销

·废弃物再利用率84%(3▲)

回收利用

·共同成长直接投资 27.7亿韩元(10.6▲)

·民间/政府共同投资开发事业 18项(9▲)

·合作伙伴现金结算率100%(保持)

采购

*K-IFRS 合并基准 *中断营业利润: 2011年 5月转让空调事业部

*K-IFRS个别标准  *中断营业利润: 2011年 5月转让空调事业部

- 合并	 - 入库金额(购买费用)

2012年各地区销售额及入库金额(母公司)

- 销售额

1) 薪酬, 退休金,福利之和

2) 税款与公共间接税,法人税之和

3) 包括社会公益团体运营等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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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合计  7,844  7,829 7,837

	 	 采购费用(合作伙伴)	 	6,579  6,357 6,290

	 	 人事费用(职员)1)	 	1,099  1,288 1,345 

	 	 税款与公共间接税(政府)2)	  55 58 54 

	 	 捐赠费(社区)3)	 3 6 4 

	 	 利息费用(债权人)		 108 120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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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大星电机(株)

中国(青岛)
LSMQ, LSEQ

美国 
LSTA

中国(无锡)
LSMW波兰代表处

中国(烟台)
YTLS

中国(大连)
CASCO(株)

中国(青岛)
大星电子(株)

中国(无锡)
大星电子(株)

中国地区部门
(上海代表处)

  日本代表处

   
印度尼西亚代表处

巴西
LSMB

巴西
代表处

日本(东京)
大星电机LS Mtron的国际网络,

此时也在积极活动中

LS Mtron/代表处

出资公司

子公司下属公司

鞍山
大星电机(株)

井邑
CASCO(株)

仁同
汽车零件

安养      
总部、 电子零部件、 超级电容器、

营业本部、 中央研究所

全州
拖拉机、 注塑成型系统、 特殊事业

井邑
CF、 FCCL 

首尔     
(株)DEL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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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的国际竞争力,

推动世界发展

未来市场的成功关键在于持续收集包括客户在内的利益相关人的期待与要求事项并最大程度地积极反映在经营活动以及产品

和服务上。LS Mtron的可持续经营立足于与利益相关人的沟通与客户满足，并以综合事业部的职能为基础得以实现，以此来

预防财务和非财务方面的风险，这将成为国际标准企业的战略方向。

2012年是内需及世界市场低迷不振的一年。在这一年中，LS Mtron在拖拉机，电子零件事业上通过积极地开拓海外市场取得

了出口增长22%的成绩，并通过持续的研究开发投资确保了亲环境、能源节约型技术以及面向客户的生产技术能力。 

此外，我们还在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设立了分公司，通过在巴西建立拖拉机生产基地，为加速进军国际市

场奠定了基础。2012年，事业部以扩展及保持可持续经营为目的实施了可持续经营教育，为了综合管理

风险，还制作了风险预防及管理指南。为了让海外法人遵守当地法规,预防招聘、劳动、环境等核心风

险，还对海外公司是否遵守当地法规现况进行了检查，同时制作了检查事项清单并实时应用。2013年

为了机械产业群之间的合作及富有效率的组织运营，我们新设了机械产业本部，技术开发部门也

为了强化核心基础技术新设了生产技术中心。另外，为了提高品质竞争力，还大幅强化了拖拉

机、CF/FCCL、汽车零件的品质经营组织能力。

LS Mtron通过不断的革新确保国际水平的产品和技术，并通过国内外销售、生产、服务战略基地

间的合作程度的提高继续强化了产业机械及尖端零件事业的国际竞争力。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LS Mtron充满活力的未来。

机械产业本部部长 副社长 _ 李 光 源 

 所在地  •全州工厂(全罗北道 完州郡)  •LSMQ(中国山东省青岛市)

            •LSMB(巴西圣卡塔琳娜州)  •LSTA(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主要客户 •一般农民及农业委托生产经营者

 产品系列  •Plus 系列(70~100马力): 舒适的内部空间! 为操作者量身打造的便捷功能和经济性 

  •U 系列(55~75马力): 强力耐久性! 可以操作各种作业机器的车体设计 

  •R 系列(40~55马力): 紧凑型拖拉机的强者! 狭小空间中依然拥有出色的作业能力 

  •J 系列(20~30马力): 小而强! 可以进行各种作业的万能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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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事业部

国内市场排名第一, 向全世界25
多个国家出口的LS Mtron拖
拉机

通过持续的研究开发确保核心技术, 同时

积极进行海外营销, LS Mtron拖拉机正

在逐渐成为世界知名综合农业机械品牌。 

凭借优越的品质和设计在美国取得了1亿

美元合约, 在北美和欧洲市场成绩斐然。

同时在海外市场一直保持每年30%以上的

增长速度。全州工厂和中国青岛法人公司

保有年2万台规模的生产能力, 同时通过扩

大设备投资, 培养技术开发人才等持续性

投入一步步成长为世界知名拖拉机制造企

业。

 2012年主要成果 

•拖拉机国内市场占有率榜首

•海外销售额高速增长(比前一年增长33%)

•生产能力增大(月 1,000台 → 1,400台)

•通过当地化产品的开发不断扩大市场

2013年主要计划 

•LSMB(巴西生产法人)工厂开工仪式, 量产(8月)

•推出配置Tier4发动机的新产品

•开发节油的亲环境拖拉机

•强化中国、巴西等当地化型号的竞争力

Main产品介绍

•采用4WD自动油压式制动器和金属陶瓷式离合器来提高安全性和提高耐用性

•10个外部油压式引入接口可方便配置多种作业装置

•前后轮电子油压式限滑差速器大大增加操作便利性

•动力传输体系的优化, 实现变速器传动效率的最大化

•同级最强油压举力

•环境方面改善事项

   - 安装涡轮增压器和中冷器, 大幅改善功率、扭矩、燃料消耗率

   - 利用直喷式发动机大幅减少油耗
Plus 系列(P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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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事业组

凭借领先的履带技术实现成为国
际制造巨头的飞跃

LS Mtron为了履带国产化从1975年开始

进行研究开发, 30多年以来一直为韩国军

队提供具备领先技术能力的产品。履带支

撑坦克、战斗机动装置的荷重, 并起到在

恶劣路况上确保机动性的作用。从2006

年起, 通过进军海外市场, 销售额也进一步

增加。今后将通过以尖端技术为基础的新

产品开发和更加积极地进军海外市场努力

成为国际顶级制造商, 同时主导军工产业

尖端化。 

 2012年主要成果 

• 世界最重量级TNMBT(土耳其新型坦克)履带开发

及技术输出

•荣获防卫事业厅厅长表彰奖

   (被选为’12年供应商）

2013年主要计划 

• 进军Global履带Big Market (美国, 中东)及取得

显著成果

•正式量产新型坦克(K2)型履带

Main产品介绍

•适用60吨高强度

•适应高速机动性式设计

•开发高耐久性橡胶材质

•改善各零部件强度及安定性

•大幅提高耐久寿命

•卓越的经济性

•适应车辆性能改善式设计

•改善橡胶衬垫耐久性

•兼顾同系列车辆的可扩展性

 所在地  •全州工厂(全罗北道完州郡)

              

 主要客户 •防卫事业厅、战斗机动装备制造商、海外军工企业 等

 产品系列  •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履带: K1A1、 K2等 

  •Revetment-kit: 军用飞机防护壁垒

K2履带 K55A1履带 K1A1履带

 2012年主要成果 

•完成电动式升级版(LGE-III)系列

•开发油压式中大型升级版(LGH-MII)

•成立海外分公司(印度尼西亚、波兰、巴西)

•获得品质经营总统奖(铜奖）

2013年主要计划 

•确保超精密电动式注塑机成型技术

   - 提高电动式注塑机复现性, 改善性能

   - 进军细间距连接器, 模具架, 导光板专用机市场

•开发油压式超大型升级版系列(LGH-SII)

   - 取代LGH-S系列 : 共5种型号

   - 致力于减少油管负荷和提高其组装性

向塑料成型领域提供高生产效率
的亲环境注塑系统

一直引领韩国注塑成型机产业的LS注塑成

型机自1969年起步以来已经成长为可以

生产多种产品的综合制造商。以优秀的技

术能力为基础, 通过自身的研究开发能力、

一体化生产体系、以及在全世界25个国

家构建的32个营业点和SVC网使生产量

的60%出口国外。另外, 得益于中国优质

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以及LS注塑事业部

的先进技术, 我们在中国成立了拥有全境

20多个营业网点和服务网络的中国法人公

司。通过开发、制造、销售精密塑型和高

速周期的注塑成型机, LS正逐步成为世界

知名注塑成型机生产企业。

Main产品介绍

•采用高功率,高响应 AC伺服电动机来实现高速注塑

•实现节能(对比油压式减少60%)和低噪音的

   Clean成型

•通过采用P,Q可控制系统节省30%的能源

• 通过精密珩磨加工及特殊固体密封, 实现漏油品

质改善和生产能力提高

 所在地  •全州工厂 (全罗北道完州郡)

            •LSMW (中国江苏省无锡市)   

 主要客户 •三星电子、现代摩比斯、韩一理化、 PT.YASUNLI 等

 产品系列  •电动式注塑机(30吨~550吨): Clean成型, 高响应度, 超高速注塑显示, 异色/异材质 

  •油压式注塑机(80吨~4,500吨): 生产能力最大化, 高效率, 运转费用低 

  •Toggle式注塑机(68吨~730吨): 优秀的复现性, 出色的节电性能

小型电动式(LGE-II) 超大型油压式(L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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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系统
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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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事业部

主导电子回路-二次电池领域的
核心材料    

LS Mtron CF事业部的回路用铜箔 (LSUST)

主要用于TV、电脑、手机等所有电子产品

的印刷电路基板上。此外在手机、数码相

机等回路基板需要移动的情况以及零件的

加入并组合时, 回路基板需要弯曲的情况

下使用的柔性回路基板(Flexible PCB)上

也在使用铜箔(LSB-FX)。 此外, 电池用铜

箔(LSB-ST)也在智能手机、 笔记本PC等

IT机器的电池上得到使用。最近, CF事业

部凭借卓越的技术能力在全世界首次成功

开发了超薄电池用铜箔-6㎛电池用铜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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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零件
事业部

拥有最高品质和独自开发能力的
世界级制造商

电子零件事业部从1987年开始连接器业

务, 目前主要生产和销售手机及显示屏用

连接器和天线, 是保有独自技术开发能力

的韩国国内的唯一连接器制造商。 凭借出

色的品质,、强大的价格竞争力、多种系列

产品以及为顾客量身打造的开发能力在韩

国和中国构建了全球尖端生产网络, 并为

LG电子、 LG显示屏、三星电子、ZTE等

主要客户提供差别性服务。

 2012年主要成果 

• 确保三星、ZTE等国际大型客户销售基础

• 强化原有Captive客户关系

• 开发为顾客量身定做的产品, 创新工程技术量产化

2013年主要计划 

• 为实现事业飞跃,扩大三星电子及中华圈大型客户

• 开发超小型B2B及低背型Card连接器

• 入驻安养高新科技中心

Main产品介绍

连接器

• 主板- 各种模块连接用B2B连接器

• 满足顾客随着智能手机电池大容量化而产生的实

装面积缩小需求

• 规格: Width 2.5mm, Height 0.8mm

天线

• 覆盖4G频率范围的宽带天线

• 顺应智能手机轻薄化趋势, 为确保天线设计自由

度, 开发更有效活用空间的设计技术

 所在地  •安养工厂(京畿道安养市)

            •LSEQ(中国山东省青岛市)

 主要客户 •三星电子、LG显示屏、LG电子、ZTE等

 产品系列  •手机用B2B(Board to Board)连接器:多种系列产品和优异的品质

  •手机用m-USB连接器: 为顾客量身定做的产品开发能力, 同时保有高速传输技术

  •FPD用连接器: 引领高速传输用连接器等智能电子零件技术发展

  •手机用天线: 通过LTE MIMO(Multi Input Multi Output)等新产品开发来满足顾客多样化需求

 2012年主要成果 

•开发超薄6㎛ 电池箔

•开发广幅长距技术

•开发高强度电池用铜箔

2013年主要计划 

•开发适应新一代阴极质的电池箔

•开发集积用低照度回路箔

•开发4㎛ 超高强度铜箔

Main产品介绍

• 用于印刷回路基板及PCB的原

材料CCL(铜箔基板)

• 通过表面处理工艺增加物理, 

化学特性的铜箔

 所在地  •井邑工厂(全罗北道井邑市)    

 主要客户 •LG化学、三星SDI、LG innotek、斗山电子、大德GDS、Panasonic、

                     Sony、BYD等

 产品系列  •回路用铜箔(LSU-ST): 用在一般电子机器上的回路用铜箔 

  •柔性回路基板用铜箔(LSB-FX): Flexible PCB用高弯曲铜箔

  •电池用铜箔(LSB-ST): 锂离子二次电池的阴极器材用铜箔

回路用

铜箔 

柔性回路基板用

铜箔 电池用铜箔

• 用于智能手机、 数码相机等

   Flexible PCB

•具有高弯曲特性及

   表面低糙度的电解铜箔

• 用于笔记本电脑、 手机、 电动

汽车用二次电池的阴极集电体

• 双面光高性能电解铜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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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部

保障最高品质和安全性能的车用
橡胶管    

始于1998年的LS Mtron汽车零件事业

部主要生产用于流体、油压转动, 装配在

汽车上的各种高低压管组件。为了顺应汽

车技术向亲环境, 高效率变化的趋势, LS 

Mtron汽车零件事业部开发了超低膨胀制

动管, 成功扩张了符合世界最严格环境标

准-EURO V标准的CAC(Charged Air 

Cooler)管系列。汽车零件事业部凭借优

异的品质和安全性将目标定为2015年成

为世界一流的汽车用管制造商。

主导显示屏领域发展的核心材料

LS Mtron FCCL(软性铜箔基材)作为TV、

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等LCD面板的核心材

料, 在韩国国内首位, 在世界上第三位成功

实现量产。在2013年国际市场份额中占

据第二位。提供多种系列产品的LS Mtron 

FCCL以核心技术Roll to Roll薄膜制造技

术为基础向手机用两面镀金产品、微回路

用semi-additive产品, Flexible Dis-

play用材料及医疗用、RFID等特殊市场

等进行事业扩展, 我们正逐渐发展成为微

细薄膜材质领域的世界顶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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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主要成果 

•销售额与2011年相比增加了20%

•为现代汽车提供CAC 管

2013年主要计划 

•汽车空调管上市, 实现产品多样化

•确保吹塑技术

•中国地区生产基地正式启动

•吸引新国际客户

 所在地  •仁同工厂(庆尚北道龟尾市)

   •YTLS(合资法人,中国山东省烟台市) 

 主要客户 •GM、 现代汽车、 Renault、Nissan等

 产品系列  •CAC(Charged Air Cooler)管: 提高燃油效率, 减少尾气排放的亲环境产品

  •Brake管: 连接油压制动板和制动线, 提供制动力的核心装置

  •Power Steering管: 提高驾驶者的操控驾驶能力, 极大提升了驾驶的便利性

Main产品介绍

• 将通过涡轮增压器供应的压缩空气输送到中冷器

发动机及发动机燃烧室

• 通过发动机燃烧效率的提高, 提高燃料消耗率和发

动机输出功率, 并减少排气的核心零件

• 为进行制动而输送制动液油压的管

• 和客户生命息息相关的整车零件中最高保安等

级, 且满足高耐久性, 高压, 低膨胀等顾客需求的

最佳产品

CAC管 Brake管

 2012年主要成果 

• 获得三星电子原材料认证(12月）

•稳固国际市场份额占有率第二位

•确保Semi-additive用工艺技术

2013年主要计划 

• 国产PI(Polyimide) film原材料认证及量产

• 开发FPC用双面产品

• 发掘台湾等海外新客户

Main产品介绍

• Polyimide Film上由溅击Seed层和镀金Cu层构成

• 环境方面改善事项: 使用薄膜表面处理技术预防废水及大气污染

• 主要性能

   -  LCD用FCCL: 作为Display驱动回路用原材料可以显示10㎛超微回路

幅频

   -  手机用FCCL: 为改善智能手机大屏幕化导致的发热问题而取代原有

COG方式的产品

 所在地  •井邑工厂(全罗北道井邑市)

 主要客户 •LG Innotek、STEMCO(三星子公司)等

 产品系列  •Display(COF)用 FCCL: TV、笔记本电脑、显示屏等高分辨率信号及影像传导原材料

  •FPC用FCCL: 适用于智能手机、 医疗器械等微回路、纤细化趋势的原材料

  •Flexible太阳能电池(CIGS)用Mo Film: 利用太阳能发电的亲环境薄膜基板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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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事业组

引领新一代能源市场的超级电
容器    

LS超级电容器从2007年起作为能源被广

泛用于对高效率和功率密度, 长期信赖性

有较高要求的应对停电电力, 辅助电力, 瞬

间输出等多个领域。同时, 还和国内外主

要企业一起开发针对性的产品,并强化和客

户之间的合作关系。此外, 先行开发部门

与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及企业一起进行混

合动力汽车, 重装备, 特殊用途车辆UC模

块开发等国家性课题, 为新一代成长动力

做准备。

 2012年主要成果 

•开发电力、太阳能领域专用模块确保

   以客户为基础的产品

•参与欧洲、日本汽车企业UC开发项目

2013年主要计划 

•汽车空调用管上市, 实现产品多样化

•通过涂料新技术实现生产性革新

•生产基地移至安养高新科技中心, 强化生产能力

Main产品介绍

• 拥有世界顶级水平的低阻力特性

• 拥有十年以上寿命的高信赖性

• 所有超级电容器产品都被应用在提高能源效率, 风力和太阳热等新再生能源领域, 同时也是

不含 有害物质的亲环境产品

 所在地  •安养工厂(京畿道安养市)   

 主要客户 •风力、太阳能、电力、汽车领域的国际性企业

 产品系列  •LSUC: 作为拥有世界最高水准电压及可靠性的UC Cell, 应用于多个领域

  •LSUM: 将应用于UC风力发电机、汽车等的高电压系统作为一个套装提供的UC模块



可持续经营应当在经济, 社会, 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提供可以掌握公司整体面临的威胁因素和机

遇的框架。为此, LS Mtron通过各种制度和会议形式对可持续经营活动及计划进行着综合管

理。特别是从2010年开始隔月进行的可持续经营协议会成为了所有利益相关人均衡发展的决

策平台。

可持续的发展的风险管理是为了均衡应对经济,社会,环境等重要问题, 防止因过度注重财务成

果而造成非财务性价值被破坏。为此, LS Mtron在可持续经营体系中发掘并正在积极应对可能

的危机。2012年发布了应对事业上可能发生的危机的应对指南,并对中国当地的法律法规及遵

守情况进行了检查。

可持续经营综合管理 综合风险管理

可持续经营综合管理体系

可持续经营协议会

部门 下属部门 主要职能

CEO直属

品质经营组 品质, 顾客满意度

革新促进组 革新活动

经营诊断组 伦理经营

支援部门

人事组 HR

人才开发组 教育, 劳资管理

绿色经营组 环境, 安全/保健

业务支援组 社会贡献

互助协力部门 互助协力组 共同成长

战略规划部门 经营规划组 综合管理, 风险

技术开发部门 技术经营组 R&D, 亲环境产品

Control Tower(决定意见及提出方向, 监督) 作为对协议会确定事项进行具体
协商的机构, 进行具体实施(协作)

和支援 /
发掘新的可持续经营议题及提交

协议会议案

可持续经营小型委员会

品质及顾客满意(品质经营组)

社会贡献活动(业务支援组)

互助协力活动(互助协力组)

绿色经营(绿色经营组)

亲环境产品(技术经营组)

亲环境供应网(品质经营组)

综合管理及支援, 协议会运营, 
相关人员Engagement,

可持续经营KPI建立及评估, 
可持续经营教育支援等

2010~2012 运营现况	

- 可持续经营协议会举行19次
- 可持续经营小型委员会举行29次
*可持续经营报告书发布3次

可持续经营事务局

•运营: 经营企划组内部常设机构 

LS Mtron根据可持续经营的事业部扩大促进方向从2011年以拖拉机事业部为开始在全部事业部进行开发危机应对指南。整体的危机管

理方向是首先选定发生频率较大, 损失波及较广的重要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构建综合应对体系。同时指南还向着在危机发生时在最短时间

内, 在最小损失下使事业正常化的方向进行了构建。该指南根据LS Mtron独有的指南构建进程和制作Tool开发, Work Flow和实施方案

向提高事先预防及管理效率, 更好地应用于实际业务的方向进行了制作。2013年我们计划对指南进行补充, 使大家在现实工作中可以更

好地活用该指南, 同时继续进行日常的应对活动和教育训练, 使大家可以更快得适应该指南。

LS Mtron将2012年定为国际可持续经营促进元年, 扩大了海外法人的可持续经营活动。 

第一阶段, 为预防因为违反法规而可能发生的危机对中国当地法律进行调查, 并对遵守情况

进行了检查。 同时, 选定劳动合约法(2008)等11部中国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用韩语、

汉语列出检查事项, 对是否遵守进行了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 海外法人遵守了大部分的法规,

对于法规的理解度也很高。 但还需要对派遣劳动人员雇用标准等今后即将生效的法规的应

对方案, 2013年将以此为重点进行管理。

发布危机应对指南

检查中国法人法规遵守情况	

•运营: 隔月 / 主管: 战略规划部门主管(CSO)

•运营: 每季度1次

实行企划
管理

2012年可持续经营协议会进行事项

																		Follow-up结果

•对2012年进展事项进行中期检查 (第16次)

•决定报告书内容/ 集中起草(~3月)
•事务局检查及补充(~5月)

•开展拖拉机事业部6项等共24项内容(10月)

•负责人审核最终报告资料(5月)
•报告书发刊(6月)

•2012 大型企业·中小企业 Green
   Partnership (国家性课题)(2015年预计完成)

•制定应对媒体负面报道,应对环境安全事故
   等10项风险的管理指南(8月)

•2012年最终Review(第20次)

•发布率93% (以2012年 12月为准)

•召开临时协议体及报告(第18次)

•危机管理指南完成

•法规选定: 劳动合约法等11项(6月)
•当地水平判断完成(10月)
•改善事项F/U: ’13年开始实施 

•2期愿景体系及利益相关人再确立完成
•主要KPI修订及补充

•12月经营会议报告(12月) 
•可持续经营2期指南构建完成

•反映2013年各部门业务计划
•反映2012可持续经营报告书目录

																				报告及讨论内容	

•报告各部门成果与2012年活动计划

•决定日程及起草方向(各负责部门内部进行)
  

•决定指南起草方向(危机情况发生时行动要领)

•报告各部门起草方向及内容
  

•合作伙伴综合环境管理系统构建指南  
  

•进展事项报告及指南方向确立(共享人事,环境,
   安全, 宣传等各部门/技能性风险)

•各部门报告计划完成率

•介绍分发给相关人士的指导原则

•分析可持续经营的重要性评估结果 

•各部门、各技能最终报告

• 方向树立(关于可持续经营，制定能够有效

   应对当地法律及限制的流程）

•重新决定可持续经营愿景体系,利益相关人意义
•制定课题达成方案及KPI
•可持续经营口号策划

•报告课题完成方案和KPI
  

• 共享利益相关人期待事项及要求改善事项,
   本公司相关信息的关心程度

第13次
(’12.1月)

第14次
(’12.3月)

第15次
(’12.5月)

第16次
(’12.7月)

第17次
(’12.9月)

第18次
-临时-

(’12.10月)

第19次
(’12.11月)

会次时间	

   品质  人事/劳资

  生产  环境

   内部 营业  安全/保健

  法务  财务/会计

  采购  产品安全

  市场  竞争公司

  顾客  代理店

   外部 投资者  环境

  合作伙伴   媒体/NGO

  政府机关  地区社会

1.确立重要问题Pool 5. 确立实施方案4. Work Flow开发3. 进行模拟操作2. 选定重点危机

•指南构建进程

品质索赔、原材料供给不足、

国际经济不振长期化、严重法

律违反、天灾人祸、产业灾害

等事业运营时发生的所有重大

问题一一罗列

记述目标业务和实施业务的

详细Action Plan, 决定资料

Source, 完成时间, 报告部门, 

报告Level

定义每个阶段启动标准和完成

标准, 规定担当部门及合作部门

间的业务流程, 定义目标业务

和实施业务

将由于时间, 突发事件发生等

损失规模增大的情况分为三个

阶段进行模拟, 制定每个阶段

的应对完成目标及应对部门

通过管理者问卷调查和多次研

讨会在确立的重大问题中选出

发生几率大, 破坏波及广的问

题,将其更具体地进行定义

重要问题Pool总结 指南结果Sample指南结果Sample指南结果Sample选择结果总结

损失规模(财务 + 非财务)

发生可能性

产品不良

 发生火灾

 汇率变动

上位10% 
危机问题

中国法规检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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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成果 Review及计划报告

2011可持续经营报告书
  

事业部运营风险应对指南

2011可持续经营报告书
  

构建环保型供应网管理体系 
  

CHO部门运营风险应对指南
        

进展事项中期检查 

 2011可持续经营报告书

持续经营2期指南

CHO部门运营危机应对指南

促进海外法人可持续经营
  

 

可持续经营2期指南

 
 

可持续经营2期指南
  

2012年重要性评价
  



可持续经营第2期指导方针及口号

随着可持续经营第1期(2010~2012)指导方针的结束, LS Mtron构建了包含有至2015年发展方向

的第2期指导方针。如果说第1期的重点是促进体系的稳定及传统业务和可持续性的融合的话,

第2期则主要是将问题管理水平提升到国际标准, 并且加强与利益相关人的交流以创造出更多

的实际利益。

第二期可持续经营促进方向

LS Mtron可持续经营第2期目标是“确立Global Standard”, 这意味着在世界市场环境中将率先遵守作为企业公民所被要求的标准和

规范。 在此目标下包括了LS Mtron独有的四大促进战略和七大活动领域, 而LS集团经营哲学的

LSpartnership和伦理经营将成为实践的基调。

为达成“2015目标”, 促进战略分为4个方面。第一是遵守国际化标准, 根据国际要求实施新的制度或各种项目。第二是创造利益相关人

的价值, 优化第1期课题。第三是将公司负面影响最小化的危机管理, 最后是为实质性改善和利益相关人的关系而进行的沟通工作。

为达成各促进战略, 参与可持续经营协议会的部门确立了针对各个促进战略的达成方案和KPI. 其中, 对于第2期的核心-遵守国际标准, 以

ISO 26000、GRI、EICC、UNGC等国际标准及准则, 和行业直接相关的规范等为基础进行了规定。所有KPI都设定为可以进行定量评

价, 同时还可以自身进行是否达成目标的验证。 尤其是重要的KPI都在C/M（LS Mtron目标及业绩评估制度）上进行评价。

第2期愿景体系

确立4大促进战略及7大活动领域KPI

企业愿景 |   

2015目标 |   

口号 |   

4大促进方向 |   

7大活动领域 |   

实践基调 |   

第1期可持续经营Review

LS Mtron为达成可持续经营第2期目标构建了各年度运营方案

指导方针

LS Mtron为了展示可持续经营第2期方向性, 扩大共识, 提出了

新发展口号。

第2期指导方针 第2期口号

携手, 共创未来Global Standard确立

2013年

Global	Standard

应对基础准备

 - 确立战略及KPI

 - 整顿交流渠道

 - 持续加强认识

2014年

Global	Standard

实践能力强化

- 强化评价/监督

- 扩大国际性首创

  活动

2015年

Global	Standard

确立及内在化

- 确立各事业部专业

  化战略

- 扩展Value chain

携手

共创未来

LS Mtron全体职员将把包括客户在内的所有利益相

关人视为事业上宝贵的同行者, 共同打造沟通和合作

的关系,

作为打造便捷, 舒适世界的Innovative 

Technology Partner, 我们将和利益相关人一起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明天。

沟通	风险管理创造利益相关人价值

应对ISO 26000等国际标准
及主要规范

以引进新制度为中心

鼓励组织文化先进化

Challenge领域!!

遵守国际标准
(ISO 26000)

改善业务的实质性
沟通

成果公开/Feedback

搜集意见/Feedback

Communication 领域!!Negative 领域!!Positive领域!!

开创更加便利, 舒适世界的
Innovative Technology Partner

遵循国际标准 沟通
利益相关人
风险管理

创造利益
相关人价值

强化利益相关人信赖

伦理经营

Global Standard确立

携手，共创未来

LS partnership

促进革新
活动

互助协力
活动

品质及顾客满足
活动

社会贡献
活动

绿色经营
活动

技术竞争力强化
活动

职员价值增进
活动

最小化企业活动的负
面影响

发掘危机 → 补充R&R

加强危机情况应对能力

加强已有业务和利益相关人期
待价值的连接

优化第1期实行课题

提高共同成长竞争力

各年度主要活动

•2010年   设立可持续经营协议会、事务局

  最初发布可持续经营报告书

•2011年   可持续经营CM指标运营(事业部、STEP)

  小型委员会运营/针对全体职员进行教育

•2012年   构建事业部/支援部门风险管理体系

  海外法人引进可持续发展经营(应对法规危机)

可持续经营对外获奖成绩

•第七届可持续经营大奖:大企业部门优秀奖

•2010大韩民国可持续大会: (KSI)电机, 电子制造业部门冠军 

                                      (KRCA)最初报告书发刊优秀奖

•第五届可持续经营大奖:最初报告书发刊最优秀奖

•第七届LOHAS经营大奖: 通信、电子制造业部门优秀奖

不足之处

•对于在国际标准下处理的国际性重要问题的理解

•和利益相关人沟通及意见听取后在业务上的反应

促进方向

2010年

构建促进体系

 - 构建管理体系

 - 树立Baseline计划

2011年

确立促进体系

- 构建评价体系 

- 加强施行能力

2012年

扩大事业部

 - 连接风险管理

 - 引进海外出资公司

可持续经营基础高度化及与已有业务的连接

- KPI的相关详细内容在各活动领域的第一页记载

利用KPI进行业绩管理

革新促进活动 互助协力活动 品质及顾客满足活动 社会贡献活动 绿色经营活动 技术竞争力加强活动 职员价值增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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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可持续性从满足利益相关人期待事项的责任中出发。LS Mtron根据商业影响度将利益

相关人的期待事项反应到第二年的业务计划中。确立的计划通过可持续经营协议会检查后, 

会通过可持续经营报告让利益相关人了解一年的成果和第二年度的计划。

与利益相关人共同进行的可持续经营

LS Mtron的利益相关人指的是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并受到直接

或间接影响的所有对象。在迎来可持续经营第2期的时候, 通过分

析国际趋势及利益相关人期待价值重新定义了利益相关人。 核心

利益相关人指的是顾客、职员、合作伙伴、国际/地区、地球生

态。一般利益相关人则指的是政府/地方政府、股东/投资者。

LS Mtron利益相关人定义

为了加强和利益相关人的沟通, 确立了利益相关人参与模式。本

模式以沟通为基础, 创造能满足利益相关人的价值, 同时还可以

控制并积极应对风险, 形成良性循环, 这自然也为企业愿景实现和

组织竞争力强化做出了贡献。

利益相关人参与模式开发

LS Mtron每年都为第二年可持续经营计划进行重要性评估。根据多样的内外环境整理出2013年需要促进的可持续经营要点。对利

益相关人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利益相关人的关心事项,通过经营者及职员的意见掌握商业影响。以这些结果为基础, 根据优先顺序分为

High、Medium、Low三级, 充分反映在2013年度可持续经营战略中。

重要性评价

•2012年利益相关人期待事项反映情况

·主管: 可持续经营事务局

·时间: 2012年 8月~9月

·方法: 网络/现场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

- 顾客: 80名

- 职员: 730名

- 合作伙伴: 183名

- 地区/环境: 32名

·调查内容

- 各领域的商业影响度评价

- 各领域的关心度评价

- 各利益相关人的期待事项

- 2011M-Story满足度

▶  利益相关人期待事项结果在各活动领域首
页中记载

	 2012年		
项目		 与前一年对比	 排名	

 1  品质竞争力   1 ▲

 2  技术竞争力   6 ▲

 3  新事业开发  New

 4  经营实绩  New

 5  客户关系管理   2 ▼

 6  公平交易  -

 7  职员健康/安全/福利  7 ▲

 8  反腐败/反贿赂活动  New

 9  温室气体排放量管理  8 ▼

 10  职员教育支援  -

•2011年/2012年 主要要点问题排名变化•重要性评价MATRIx

商
业
影
响
度

利益相关人关心度

•品质竞争力  ① •顾客关系管理  ⑤

•技术竞争力  ② •交易公平  ⑥

•新事业开发  ③

•经营实绩   ④

High	area

•温室气体排放量管理  ⑨

•职员教育支援  ⑩

•革新活动

•人事制度(评价/补偿)

Medium	area

•职员健康/安全/福利  ⑦ 

•反腐败/反贿赂活动   ⑧ 

•确立可持续经营体系  •亲环境产品/设备

•意见收集    • 能源·资源管理

Medium	area

•创造就业机会 •劳资关系管理

•合作伙伴支援 •应对气候变化

•污染物质管理 •促进地区经济

•社会贡献活动

Low	area

•重要性评价考虑事项

·LS Mtron愿景及中期战略

·经营会议报告及可持续经营协议体决定事项

·可持续经营原则及规定

·前一年促进课题是否完成目标

·各部门战略指标等

·GRI(G3.1), ISO 26000, UNGC原则等

·可持续经营咨询集团意见

·竞争公司及先进企业动向

·客户公司CSR调查事项Index及外部机关质疑事项

·有关本公司的媒体报道等

重新定义第2期利益相关人的结果

地区/国际 - 追加国际: 随着海外市场扩大和海外基地的增加, 作为国际企业公民的作用也相应增大, 2011年起开始进行国际社会贡献活动

  - 地区社会范围扩大: 为确保技术经营和研发人力资源将地区社会范围从过去社会贡献受惠区向学校, 研究机关, 技术合作企业等扩大

非政府组织  - 非政府组织重新编制: 为了规定明确的负责部门, 根据非政府组织的目的将环境领域, 社会领域分别从地球/生态, 世界/地区中分离 

   管理

地球/生态  - 地球/生态范围扩大: 重点在环境上的所有利益相关人

•各利益相关人对全公司管理问题的关心度结果

	 顺位		 项目		 Page

 1  品质竞争力 23~24

 2  技术竞争力 34~37

 3  客户关系管理 25

 4  亲环境产品/设备 31, 33

 5  新事业开发 34

客户 – 品质及顾客满足活动

	 顺位		 项目		 Page

 1  技术竞争力 34~37

 2  品质竞争力 23~24

 3  职员健康/安全/福利 32, 43

 4  人事制度 39

 5  职员教育支援 40

职员 – 职员价值增进活动

	 顺位		 项目		 Page

 1  品质竞争力 23~24

 2  新事业开发 34

 3  公平交易 20

 4  客户关系管理   25

 5  意见收集  12~13

合作伙伴 – 互助协力活动

	 区分		 顺位		 项目		 Page

 
地区

  1  创造就业机会 39, 49

   2  社会贡献活动 26~29

  3  管理温室气体排放量 31

 环境  4  亲环境产品/设备 31, 33

  5  能源·资源管理 31

国际/地区– 社会贡献活动
地球/生态 –绿色经营活动

内部 外部

沟通

创造价值/ 应对危机

收集意见/ 掌握风险

公开成果& 回馈收集意见& 反馈
一般

核心

了解利益相关人的期

待事项, 发掘可以创造

与商业相关价值的课

题是沟通过程的核心

掌握沟
通渠道

沟通改善
事项

选定代表
性沟通
渠道

反应到业
务,改善
活动

选定沟
通主

题·对象

进行
沟通

沟通过程各核心利益相关人沟通主管部门

定义:   作为参与可持续经营

协议体的部门, 是在全

公司范围内创造相应利

益相关人价值的领导组

织。

	 利益相关人		 主管部门

 顾客  品质经营组

 职员  人才开发组

 合作伙伴  互助协力组

 
国际/地区

 业务支援组

  技术经营组

 地球/生态  绿色经营组

作用:   运营并管理和利益相关

人的沟通渠道。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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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大活动领域			 项目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革新活动财务价值创造	
	 213亿韩元		 187亿韩元	 190亿韩元

 革新促进活动	  

   革新课题实施数目1)  235件  176件 198件

   革新人才确保1)   178名  146名 183名

   革新活动提案2)  30件/人  21件/人  21件/人

   

互助协力直接投资3)	

	 16.3亿韩元		 17.1亿韩元	 27.7亿韩元  

   

 互助协力活动
 

	
  合作伙伴职务教育   105名 180名 131名

   合作伙伴Q-伙伴选定  32家公司  34家公司 33家公司

   私·公民官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数量   3件/15.5亿韩元  9件/33.5亿韩元 18件/83.2亿韩元

   

客户满意度(5分满分)
	 3.0分		 3.2分		 37分  

   

 品质及顾客满足活动	  

   ISO 9001认证审核员保有率4)  22%  35%  46%

   品质专家(品质经营技术人员) 保有率4)  7%  9%  15%

	 	 	

社会服务参与时间
		 330小时			 1,080小时		 2,019小时	

     

 社会贡献活动	  

   社会服务参与人员  83名  301名 369名 

   贡献活动投资额   2亿 9,700万韩元   5亿 7,000万韩元  3亿 5,100万韩元  

   

亲环境产品销售比重(销售总额对比)
	 24%		 35%	 44%

     

 绿色经营活动		
  

   绿色经营活动   4.02亿韩元   5.99亿韩元  7.87亿韩元

   弃物再利用率  83%  81% 84%

   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q/百万元) 0.16%  0.14% 0.15%

   

国策事业/委托事业5)	

	 14件			 28件		 26件	  

   

 技术竞争力强化活动
		
  

   申请专利  80件   170件   191件 

   战略Lab. 选定6) -   - 9个  

   

新增女性雇佣率整体女性比例	

	 16%		 16%	 16%  

  

 
		

  

 职员价值增进活动 教育支援现况 143.9万韩元/人  173.9万韩元/人  155万韩元/人

   福利费用  177亿韩元  211亿韩元 227亿韩元

   工伤事故频率  0.12% 0.21%  0.13% 

   可持续经营教育人数7) - 198名 277名 

LS Mtron从2010年起每年都以重要性评价结果为基础提出了定义可持续经营活动领域和各领

域管理要点的Steering Wheel。2012年Steering Wheel包括7个活动领域和一般领域, 由21个管理要

点组成, 这些也成为构成LS Mtron可持续经营报告书的基准。

2012可持续经营Steering Wheel 从数字看成果

1) 2011年由于出售空调事业部而有所减少    2) 从2011年起包括一般职员    3) 经营支援咨询, 购买条件, 公私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等    4) 全公司品质人员对比

5) 从2012年起以实际成交数量进行管理(以2011年为标准, 2012年成果为42件)

6) 战略Lab.: 推进事业, 签署谅解备忘录, 进行教育、研讨会等交流。作为需要战略合作关系的Lab.，从2012年起建立并管理目标。

7) 针对一般职员进行务实教育, 以对比分析ISO 26000, 增加内部共识

与2011年相比2012年出现的变化

2012年在技术开发部门(CTO)的可持续经营活动强化方面在已有的六大活动领域中追加了技术竞争力强化, 改编为七大活动领域。技术

竞争力强化活动的管理要点由深化Open Innovation、优秀R&D人才确保及培养、专利竞争力强化组成。同时在职员价值增加活动中将

打造幸福工作环境追加为管理要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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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综合管理

革新促进活动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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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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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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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强

化
活

动

应对气候变化, 运营先进ESH工厂, 加强亲环境产品开发

机构的治理结构, 伦理经营 针对性革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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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形势LS MTROn的变化,

我们称之为革新。

不停地成长, 在到达更高的目标前

继续打造创造性革新文化。

革新促进活动

宣言
LS Mtron凭借创造实质性成果的针对性革新活动来创

造开启全新未来的革新文化。我们将成为创造经济及社

会价值的Key Driver。 

	革新活动沟通途径
·和CEO的交流(1次/月)

·CEO现场经营(1次/季度)

·革新负责人交流会(1次/季度)

·Mtron6 Festival(1次/年)

·革新活动通知栏(随时)

促进方向
 ·以创造性革新创造出新的事业价值

 ·以挑战/领先的革新强化产业能力

 ·确立自由, 发展性的沟通文化,

    打造自发性革新基础

�	革新第1期Review(2009~2011) �	革新第2期促进方向(20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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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成果指标(KPI)�	革新第1期主要成果

	 							类型						 																											KPI				 负责部门 

  通过海外法人, 子公司, 合作伙伴文化传播  革新促进

  的革新能力指数

   各机能事业能力发展平均化能力指数 革新促进 

  沟通促进指数 革新促进

  为确立沟通文化进行的文化革新课题完成率 革新促进

利益相关人价

值创造	

沟通 

	 						区分						 																																						内容				

  改善事业能力  •减少机会成本 •增大生产能力等

 改善革新性质  •自发的参与活动 •适合工作的公司

  •‘持续增长竞争力诊断’革新力, 实施力方面第一位(MK-Economy) 

 财务成果 •2012年: 190亿(2008年: - )

 培养人才  •2012年革新人才: 183名(2008年: 28名)

体制强化革新 成果牵引性革新

2009	

为革新的重新确立, 树立
革新  运营模式
树立革新基础

2010	

成果创造性革新活动

展开针对性革新

2011	

Mtron式工作方法确立 

确立针对性革新

事业成果牵引性

革新指向点 

Mtron针对性革新

革新活动扩张

革新主题
创造性价值革新
挑战性力量革新

革新行动3C

革新文化 

Challenge, Creativity 
Communication

Mtron 6 Festival 2012

针对性革新活动 

革新人才培养及课题活动 

LS Mtron正在持续地培养革新人才。2012年培养了44名新人才, 一共已确保了183名革新人

才。革新人才在6 sigma、LPS、VE等专业领域进行着活跃的课题研究, 在2012一年内完成了

198项课题, 提高了革新活动的实施能力。

引入创意性问题解决方法论TRIZ

以中央研究所为中心, 我们引入了可以学习创意性问题解决方法论的TRIZ。82名职员完成了基本

教育, 9名完成了实务教育, 并且实施了五项Pilot课题。TRIZ通过和其他belt的整合性检查将认证

制度分为Level 1到3, 在引入第一年中共有77人取得了Level 1认证。 

Mtron 6 Festival 2012

2012年12月在LS未来院举行了‘Mtron6 Festival 2012’活动。公司革新带头人、合作伙

伴、国内外出资公司等齐聚一堂共享了事业部优秀革新活动的事例, 同时也共享了一年内实施的

革新活动的成果。同时, 2012年还发布了八项竞争课题和两项特别课题。 TRIZ 基本教育

营业利润对比   2011              0.9%      (4.9亿韩元) 

(支援金额) 2012                1.1%    (4.6亿韩元) (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Staff部门职员实施Big Y(经营革新战略课题) ● •为革新活动样式3C内在化实施全公司教育 6月

•通过标准时间重新设定改善生产效率管理体系 ● •实施10件TRIZ课题  12月

•培养44名革新人才1)   ● •为确保技术竞争力实施12项突破性课题  12月

•树立TRIZ2)促进体系并实施5项Pilot课题 ● •通过强化日常革新活动充实内涵(全员参与) ◎

•实施6项海外法人革新活动教育与22件课题指导 ●   

1) 公司认证的问题解决专家
2) TRIZ(Teoriya Resheniya Izobretatelskikh Zadatch,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  创意性问题解决方法论 

LS Mtron以革新和变化为基石, 为具备LS Mtron独有的差别性

和竞争力从2009年开始积极促进革新活动。2012年是凭借积累

的能量, 通过针对性革新活动创造出突破性成果的一年。电子零件

事业部通过转变思路解决了竞争公司没有想到的部分技术问题, 取

得了No.1 Vender的地位。CF事业部世界首次成功开始量产6㎛

电池用铜箔, 现在正在供应国际大型公司。这些成果都得益于不断

地在现场进行革新活动。2012年一年内革新活动取得的财务性成

果为190亿元, 共计完成198件课题。同时, 我们还运营建议/财务

性成果表彰、课题活动支援费、分任组比赛等多种革新活动促进制

度, 让革新成果惠及职员们, 积极鼓励职员们参与革新活动。

2013年, 为了让革新植入企业, 成为企业文化, 我们计划正式促

进‘革新第2期’。以‘Challenge、Creativity、Communicati

on’为核心价值继续引领LS Mtron的持续成长。

SPECIAL ISSUE – 创造针对性革新活动成果

单位: 件
2012年革新课题完成情况

		 	区分		 6Sigma	 LPS1)		 VE2)	 TRIZ3)	 计 

 Green  
25  28  6 

 

 Belt    
74 198

 

 Black  
26  18  21  

 
Belt

      计  51  46  27  74  198

1)LPS(LS Mtron Production System)   
2)VE(Value Engineering), 3)包括日常课题

通过针对性革新

活动实现突破性

进展

生产性实绩 财务成果
单位: % 单位: %单位: 亿韩元

劳动 设备

97.5 93.1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85.7 88.1 187 190
33

43

财务成果 营业利润
贡献率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革新活动促进支援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开展公私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18项, 83.1亿） ● •开展民官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10项, 60亿） 12月

•针对性支援合作伙伴竞争力提升, 与前一年相比能力指数提高15% ● •针对性支援合作伙伴竞争力提升, 与前一年相比能力指数提高10% 11月

•改善SRM1)系统(缴纳指示/库存管理/评价体系) ● •运营SRM 系统(指标平稳化)   ◎

•运营20家公司, 35亿韩元的LS互助基金 ● •运营互助合作-基金及保持100%现金结算 ◎

•保持100%现金结算   ● •大·中小 Green partnership(国家性课题)支援  ◎

单靠自身的力量无法立足,

为此我们提倡‘一起携手’。

从握紧的手中感受到坚实的力量, 

在信任的眼神中展望充满希望的明天。

互助协力活动

宣言
LS Mtron以公平的交易文化为基础确立共同成长的合

作协力良性循环体系, 并努力在海外市场上确保持续成

长的竞争力。

�	核心成果指标(KPI)

合作伙伴沟通渠道
·VOS(Voice of Supplier)收集

·合作伙伴定期座谈会(事业说明会)

·合作伙伴成果共享会

·LS Mtron道德水准问卷调查

·可持续经营期待事项问卷调查

促进方向
·建立共同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

·为确保国际市场竞争力, 扩张价值链

·扩大合作伙伴可持续经营参与度和实施力度

	 							区分			 																											KPI	 负责部门 

  针对合作伙伴, 代理店,海外法人合作伙伴实施  互助协力

  LS Mtron道德水准满意度问卷调查 经营诊断

  *公正运营惯例-反腐败 6.6.3

   通过搜集VOS提高合作伙伴竞争力咨询/培训,  互助协力

  课题目标达成度 1, 3 

  *公正运营惯例-促进价值链内的社会责任,

   6.6.6

  通过运营SRM体系来实现减少存货规模 2 互助协力

  公私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RFP提交数量  互助协力

  发布可持续经营报告书发布数量 互助协力

   可持续经营问卷调查人员 经营企划 

  举办合作伙伴定期座谈会 互助协力

遵守国际标准
(ISO 26000)

沟通

创造利益相关人
价值

�	2012公司利益相关人期待事项

(n: 合作伙伴183家, 与前一年对比排位变化)

 1 扩大搜集意见渠道                                                 15.0% -

 2 运营SRM1) 体系                                               14.4% new 

 3 咨询/培训支援                                         12.5% ▲1

 支援确保品质竞争力                                       12.5% ▼2

 改善货款结算条件                                   10.8% ▼2

 ESI 2) 活动                              9.1% new 

 扩大Q-伙伴                      7.0% ▼2

 公私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                 5.6% ▼1

 LS双赢基金运用               4.8% -

 其他                            8.3% 

1) SRM(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根据生产计划树立变化实时共享缴纳指示信息
2) ESI(Early Supplier Involvement): 合作伙伴早期参与产品的开发研究

核心成果指标根据利益相关人期待事项和本公司的商业影响力进行设定。

2012 合作伙伴成果共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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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共同成长竞争力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1) SRM(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根据生产计划确立变化实时共享缴纳指示信息

民官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是LS Mtron为了加强合作伙伴R&D能

力而从2010年开始实施的代表性共同成长项目。通过政府和大型

企业组建的基金, 我们还向具备技术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以现金形式

提供研究开发费的75%(政府2:大型企业1), 数额3年内最多达到10

亿韩元。LS Mtron在2010年通过和中小企业厅, 大中小企业合

作财团的协定组建了200亿韩元(基金出资额: 政府与LS Mtron分

摊)的基金, 到2012年为134亿元。2012年着手的重要开发课题

有拖拉机事业部的亲环境发动机用Moving System开发, 汽车零

件事业部的汽车用制动管自动组装设备开发等共18项, 现在都在进

行之中。通过这些努力, 在2012年9月6日中小企业厅主办召开的

2012年大中小企业技术合作大奖上, LS Mtron发掘优秀课题的功

劳得到认证, 获得了课题发掘奖, 而公司内部也在2012年合作伙伴

成功共享会上对优秀课题进行了表彰。

SPECIAL ISSUE – 扩大公私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规模

加强合作伙伴的

R&D能力, 通过

谋求共同成长之

路

民官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是?

•事业目的	 - 通过向具备技术竞争力的合作伙伴提供R&D资金支援进行培养

•详细内容  - 组建政府和投资企业共同投资中小企业技术开发的支援资金协力基金

 - 需要国产化及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投资企业(大企业)和政府事先筹集资金来提供研发费用, 以实现和中小企业共同成长。

 - 中小企业在技术开发及商用化上成功的话, 参与资金构成的投资企业实施购买, 以确保保障中小企业的销路

民官共同投资开发事业创立仪式

预期效果

加速新产品/技术开发
节约成本及培养优秀合
作伙伴

确保R&D资金和提高技
术能力参与新事业及确
保销售提高国家竞

争力

LS Mtron

政府		

基金实绩
单位: 出资额(项)

2010                    15.5亿(3项)

2011     33.5亿(9项)

2012	 	83.1亿 (18项) 

                                                

合作伙伴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课题名  FCCL20㎛级外观结合用自动光学检测技术开发

 开发机关 Wintech

 总开发费(LS分摊额) 3.99亿韩元(0.99亿韩元)

 开发时间  2011.06~2012.05

 开发预期收益  通过课题实现的实物现货入库金额 – LS投资金额

  1. 提高客户对公司品质的信赖度  

 预期效果 2. 应对面料产品出货问题

  3. 减少顾客的经济损失

优秀开发事例 



Q-伙伴制度

LS Mtron为了发掘优秀的合作伙伴和保持Partnership正在运营Q-伙伴制度。2012年LS Mtron

的Q-伙伴共有33家, 其中有8家Platinum Partner公司和25家Gold Partner公司。对于Q-伙伴

实行全额现金结算制度, 同时还对互助协力项目和创新活动提供支援。现在在评价Q-伙伴时, 将

组织环境, 安全管理, 法规违反, 灾害管理, 劳资管理等和可持续经营相关的活动将作为评价要素

得以反映, 今后会逐步完善, 为合作伙伴的可持续经营传播做出努力。

为提高LS Mtron伦理水平做出的努力

LS Mtron为确认本公司的伦理水平和加强交易公平性, 每年都以合作伙伴为对象进行伦理水平问

卷调查。合作伙伴以匿名方式对LS Mtron的伦理意识提高程度, 伦理活动满意度,  职员伦理水平,

交易关系公平性等做出评价。分析问卷调查结果后进行培训, 以提高LS Mtron增强职员的伦理经

营意识并实施改善活动。同时从2010年起引进伦理实践特别条款制度, 追求相互可持续经营的理

念, 并维护公平的交易秩序。

SRM运营

LS Mtron以和合作伙伴迅速的信息共享和加强信赖关系为目的, 正在运营SRM(Supplier Rela-

tionship Management)。和合作伙伴实时共享随着生产计划树立及变更而产生的缴纳要求信息,

还分享履行承诺结果, 以防止事业机会损失和将经营资源浪费降到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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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两次结算。同时对于500万韩元以下结算款项和Q-伙伴实施100%现

金支付。

运用LS互助基金

LS Mtron从2010年起通过和全北银行的合作, 建立并运营50亿韩元规模的LS互助基金。为了扩

大互助基金规模, 又在2012年和企业银行新增了50亿韩元规模的基金。LS互助基金通过利率优

惠项目从2010年至今共向27家合作伙伴贷出83.5亿韩元的资金, 为需要设备投资等运营资金的

合作伙伴提供金融支援。

针对性竞争力提升支援活动

根据2011年评价结果, 我们做出了合作伙伴之间的能力偏差较大的判断, 之后我们实施了针对性

支援活动。向合作伙伴提供机会分析并改善自身的评价结果同时还树立和实施了改善计划。得益

于此, 2012年评价结果与前一年相比提高了15%。

实行共同发展项目

LS Mtron于2012年末和进出口银行一起为金融条件较差的合作伙伴引进了共同进军海外市场的

伙伴项目和出口中小·中坚企业双赢项目。共同进军海外市场的伙伴项目是以和LS Mtron一起

进军海外的合作伙伴为对象, 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必要的资金支援。出口中小·中坚企业双赢项目

则是对出口产品的制作资金和履行性保证提供支援的项目。

针对性支援活动评价结果

2011 2012

综合评价分数 

(45家公司)

71

82

第1期

评价 

第2期

评价 

62 

            74

77 

            85

互助协力促进模式

互助协力项目

Q-伙伴

核心合作伙伴

优秀合作伙伴(类型/机能)

一般 新加入 退出

“通过加强战略性伙伴关系追求共同成长”

专业/特性

成果管理

IN  OUT  

·Q-伙伴含义

   - Q: 企业角度的品质

   - 伙伴: LS Mtron的合作伙伴

·认证等级: Platinum Partner / Gold Partner

·选定标准:年交易额3亿韩元, 交易次数10次以上

·对象: 原材料, 外包加工, 商品, 设备企业

·评价内容

   - 1评:Q, C, D(Quality, Cost, Delivery) 定量评价

   - 2评:技术能力, 品质保证, 财务, 可持续经营等

金融支援 LS互助基金, P-CBO 

  100%现金结算 

  共同发展项目

能力加强支援 针对性支援竞争力提高

  共同进行的革新活动

  在安全卫生领域进行双赢合作

技术开发资源 公私民官共同投资技术开发

  事业

加强品质合作 完善/改善品质管理体系

体系 品质Partnership Day

  品质签字仪式

意见	

搜集	

加强与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扩大和合作伙伴的直接对话渠道

LS Mtron在2012年中通过30次座谈会和事业说明会使得各事业部和合作伙伴进行了对话。通过

这样的直接对话不仅共享了市场情况和生产计划, 还介绍了互助协作项目。同时直接访问合作伙

伴, 分享生产现况和品质改善现况, 现场改善活动, 摸索了全方位互助活动的支援方案。LS Mtron

力图通过和合作伙伴的沟通, 搜集合作伙伴的实质性障碍, 打造积极应对期待事项的互助文化。

合作伙伴座谈会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SPECIAL ISSUE – 2012合作伙伴成果共享会

每年举行的合作伙伴成果共享会是和合作伙伴之间的代表性的沟通

渠道。在合作伙伴成果共享会上不仅分享革新活动和互助协作的优

秀事例, 还通过优秀合作伙伴Q-伙伴认证仪式来获得双赢的认同感。

2012年成果共享会共有33家Q-伙伴公司及主要合作伙伴职员参

加, 大会由互助协力部门负责人致辞,并进行了活动实施报告发表,

此后还进行了革新事例发表, Q-伙伴颁奖典礼, 晚餐等。在活动实

施报告中, 各公司一起分享了LS互助基金, 着手安全保健卫生合

作greenpartnership等多种共同成长竞争力强化活动。同时LS 

Mtron还介绍了代表性的共同成长项目民官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

业, 发表了合作伙伴分组改善活动, 生产能力提高实事例等, 受到了

合作伙伴职员的极大关注。由于在优秀互助协力双赢合作活动中的

努力, 大昌工厂, (株)大松, (株)Nam Kwang ENC等还被授予获得

了特别奖。

通过沟通实现共

同成长

2012合作伙伴成果共享会

Q-伙伴认证企业实施的100%现金结算优惠制度也给予了我们实质性

的帮助,这样的制度延续到第二次合作伙伴货款结算改善中, 成为了发

展和合作伙伴双赢关系的重要力量。

以这样的信赖为基础, 我们正积极参与注塑机新设计模型的开发, 为

了能和在注塑机领域想着WORLD BEST TOP 7挑战的LS Mtron一

起前进, 希望继续对此给予大力支援, 我们也会尽全力达成这样的目

标。  

-(株) Nam Kwang ENC代表理事 金鹤范

●Nam Kwang ENC获得特别奖

Nam Kwang ENC位于完州科学产业基地, 是和

LS Mtron有着15年交易历史, 双方关系亲如家

族。现在主要生产供应LS Mtron主要注塑

机产品的Door和Cover等, 2012年被选为

Platinum Partner。Nam Kwang ENC发展

到今天, 在生产, 品质, 一般经营等方面都得

到了LS Mtron多样的咨询及革新活动等支

援, 由于这些活动我们也成长为了不亚于

任何一家公司的专业性企业。同时, 对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改善综合采购系统  ◐ •改善综合采购系统  6月

•运营各种线下对话渠道(30次）  ◎ •运营各种线下对话渠道(各事业部一次/半年) ◎

•针对183家公司实施可持续经营问卷调查 ● •实施可持续经营问卷调查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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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品质专业人员(品质经营技师)资格保有率15% ● •品质专业人员(品质经营技师)资格保有率 30% 6月

•ISO 9001认证审查员资格保有率46% ● •ISO 9001认证审查员资格保有率 60% 12月

•运营7项品质培训过程  ◎ •品质内部审查员培养 50%  ◎

•为了确保品质竞争力持续进行活动 ◎ •构建环境有害物质管理系统  ◎

   : 产品品质改善活动及管理体系诊断 56项  •为了确保品质竞争力而进行的活动 ◎

   : 各事业系统改善及最优化 27项    •运营品质培训过程  ◎ 

   : 合作伙伴品质诊断及改善指导 71项     

   : 海外法人品质改善支援 23项  

为了提供最让人满意的服务, 

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思考, 倾听。

LS Mtron优先考虑持续的品质改

善和服务提升。

品质及顾客满足活动

宣言
LS Mtron展开持续的品质改善活动, 提供满足客户要

求的产品, 并通过优质的服务实现客户感动式服务

合作伙伴司沟通渠道
·客户满意度调查

·VOC(Voice of Customer)收集

·产品说明会(产品展览会)

·可持续经营期待事项问卷调查

·品质革新集会

·代理店Vision分享会

促进方向
·确保国际品质竞争力

·通过人才培养来确保品质核心力量

·扩大与顾客的接触及加强服务

·加强消费者健康, 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

拖拉机北美客户访问全州工厂

确保品质竞争力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品质失败费用改善 

LS Mtron通过构建的ERP系统对品质费用进行着实时监控。所有组织和部门都包括在品质费用

的适用范围内进行计算, 每年初都在树立减少品质失败费用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各事业部

门要选定产品品质不良改善活动的下属课题, 并组成会议体对改善情况进行监督。而结果将定期

向最高经营者进行报告。

品质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的必要条件。这是无需多言的。LS Mtron对提高产品质量和确保能力, 采取了投资和信任

人才的战略。制造产品的人的品质高才会使产品的质量也提升。因此, LS Mtron不断努力培养品质专业人员来确保

品质竞争力。

为了培养组织需要的核心能力, 使之成为品质革新活动的轴心, LS Mtron不仅实施交流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基本

培训,还实施进行品质经营专家资格证和ISO 9001认证审查员资格证的培训,以及时参与工作当中。品质经营技师培

训过程由基础统计、信赖性管理、实验计划法及品质经营等内容组成, 同时进行网络培训和Off-line课程, 以提高培

训的效率。尤其是Off-line课程还邀请公司外专业讲师, 并在公司内的人才开发院进行合住式培训, 借此为资格证的

取得进行集中支援。

ISO 9001认证审查员过程是以持续改善品质系统的人员为对象在公司内部对品质经营系统的基本要求事项进行教

育培训, 再通过外部机关的公司外合住式培训, 使他们取得认证审查员资格。培养的品质专家在内部作为各种革新

活动的先锋, 加强内部品质, 而在外部则以海外法人和合作伙伴为对象进行品质管理体系诊断及改善指导活动。LS 

Mtron为加强品质能力正在持续不断地向职员们提供能力开发和经验开发的机会。

SPECIAL ISSUE – 品质人才培养(品质经营技师 / 取得ISO 9001认证审查员资格) 

确保品质竞争力

从人开始

*品质经营技师

韩国产业人力工团认可的国家技术资格证。随着顾客需求的不断变化, 引进和扩散品质经营体系的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随之增加。为了满足这需

求, 韩国产业人力工团制定了该资格证。

品质经营技师资格保有率
* 与全公司品质相关人员相比

2010                   7%

2011                   9%

2012		 		 15%

                                                 

ISO 9001认证审查员资格保有率
* 与全公司品质相关人员相比

2010                   22%

2011                   35%

201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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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成果指标(KPI)�	2012客户期待事项

(n: 80家客户公司, 与前一年对比增减率) 	 							区分			 																											KPI	 负责部门 

  通过大·中小Green partnership(国家性课题)   品质经营  

  和合作伙伴一起运营的有害化  绿色经营 

  *消费者问题-消费者的健康及安全保护, 6.7.4 互助协力 

   为实现拖拉机,注塑成型机等最终客户的服务  品质经营

  品质差别化而运营客户评价团的次数 2, 3, 4

  *消费者问题-消费者服务支援和不满纷争解决,

   6.7.6

  培养品质经营专家保有率 1 品质经营

  ISO 9001认证审查员保有率 1  品质经营

  可持续经营报告书发布 品质经营

   可持续经营问卷调查 经营规划 

  客户满意度调查 品质经营

遵守国际标准
(ISO 26000)

沟通

创造利益相关人
价值

核心成果指标根据利益相关人期待事项和本公司的商业影响度进行设定。

 1 确保品质竞争力                                                 17.8% -

 确保技术竞争力                                       14.9% ▲2 

 2 迅速处理客户不满                                       14.5% ▼1

 3 扩大客户意见搜集制度                                13.4% ▲1

 4 提高售后服务(A/S）水平                              11.6% ▼2

 扩大合作伙伴品质管理               5.8% ▲4 

 扩大品质经营系统运营             5.4% -

 加强品质安全性保障          4.7% ▼2

 扩大亲环境技术/产品           4.7% -

 其他                   7.2% 



品质改善活动(产品/管理体系)

LS Mtron为提高产品品质, 在指导合作伙伴改善品质工作的同时, 还对主要工程进行诊断, 加强

管理体系, 完善较脆弱的流程。通过这一系列改善工作进行有效的运营。主要改善事项包括汽车

零件事业部的CAC Hose工程品质安定化, 注塑系统事业部的作业标准管理体系构建, CF事业部

的电池箔长度方向品质保证TFT运营等。

品质经营系统最优化

LS Mtron为满足客户要求事项及内部目标, 正在系统地完善品质经营活动。对于ISO 9001和

ISO/TS 16949品质经营系统, 每年都接受公认机关的认证审查, 并为打造符合各事业部特征的

最优化的品质经营系统, 不断地实施工程诊断, 发现问题并改善问题。

海外法人品质改善支援

以LS Mtron拖拉机事业部海外法人LSMQ为对象, 通过派遣国内专家来对品质培训和服务支援以

及主要零件品质提高活动进行支援。通过支援活动, 培养当地职员的能力来持续改善品质保证体

系, 使他们今后可以独立进行诊断及改善品质工作。

注塑系统事业部海外法人LSMW为将在事业部所积累的知识和技巧传授给中国当地工厂, 共分3

次派遣检查人员到当地提高其检查水平和检验效能。此外, 2013年还将对中国生产部分构建数据

信息系统, 使之可以进行信息实时分析, 使系统得到进一步改善。电子零件事业部海外法人LSEQ(

中国青岛)年初和事业部一起对品质分工合作进行讨论, 通过事业部派遣专业人员来指导中国当地

检查人员提高检测能力, 并努力确保量产的一贯品质。

加强合作伙伴品质合作体系

在合作伙伴的竞争力就是LS Mtron的竞争力的意识指导下, 实施定期诊断和特别诊断, 持续地

完善和改善品质管理体系。主要支援活动包括拖拉机事业部合作伙伴泰山机械的品质安定化支

援, 和电子零件事业部于2012年2月举办的由10家合作伙伴参与的合作伙伴品质Partnership 

Day。当天的活动按照事业展望及共享品质要点, 优秀品质合作伙伴表彰和品质签字仪式的顺序

来进行。

品质培训过程运营

为了持续加强品质能力, 以各事业部/开发/生产/品质保证领域的职员为对象运营2项基础课程, 5

项专业课程。同时为了因组织变革和新入职被安排在品质保证组的人员能够尽快适应, 还进行着

检查实务课程和ERP内品质模式培训。ERP品质模式培训启用内部培养的讲师以对应事业部事例

为教材进行针对性教育培训。

通过构建亲环境供应网来保护客户安全

LS Mtron为了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 为客户提供安全环保的产品, 配置了专门人员分析相关法

律, 并系统地完善管理体系。从2012年开始为提高影响范围内的社会责任, 开展了知识经济部主

办的国家型课题-大·中小Green Partnership事业。LS Mtron在今后两年里将和合作伙伴一起

通过系统建立有害化学物质管理体系, 并向合作伙伴传授管理技巧等, 为共同成长打下良好基础。

品质经营系统认证书

ISO 9001:2008 ISO/TS 16949:2009

检查实务培训课程

	 								活动项目		 2010		 2011		 2012

 改善产品品质不良  14  7 56

 完善品质经营系统  26  38 27

 海外法人支援活动  -  14 23

 合作伙伴诊断及改善  49  100 71

单位: 项
品质竞争力确保实绩

提供客户感动的产品/服务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LS Mtron通过客户对公司水准的评价和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和评价

并对自身的不足进行改善, 为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以及提高品

质, 每年都实施客户满意度调查。

2011年对品质,营销, A/S及交货等七项进行了调查, 在2012年则

扩展到了所有8项事业。调查办法是通过E-mail, Fax进行的间接调

查, 调查对象则是客户及代理店(只销售LS Mtron产品)。据全公司

综合结果显示, 全部项目的平均分为3.7分, 比2011年提高了0.5分

左右。拖拉机事业部的营销部门设计项目比2011年提高了0.8分,

以3.4分的成绩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而注塑系统事业部的A/S及交货

项目中客户不满处理项目以3.1分成为得分最低的部分。2013年,

作为客户体验服务品质差别化战略的一环, 将实施客户满意度调查,

并为客户满意竭尽全力。

SPECIAL ISSUE –提升顾客满意度

客户感动从倾听客

户的声音开始

基金实绩

调查项目品质

2010                2.9

2011		                    3.2

2012                            3.6

•品质满意度
•品质改善努力
   程度 
•技术能力
•样品品质

营销	

•公司形象
•产品设计
•产品种类
•产品价格

2010                         3.0

2011                            3.2

2012                                      3.7

A/S,交纳

•客户不满处理
•技术应对能力
•提供技术资料
•遵守交纳期限

2010                        3.0

2011		                     3.3

2012                                        3.8

(单位: 5分基准 n :122名)

加强客户接触管理 

LS Mtron为了满足客户, 不断提高品牌形象, 一直持续进行客户接触管理。2012年实施了营业

和服务基本培训及专业技术深化培训, 使得CS负责人的素质和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对

海外法人的CS培训及服务支援正在持续地进行当中。

为了对接触客户进行系统的管理, 综合并发展了原有各事业部代理店及营业人员, 工程师等的技

能, 并开始运营呼叫中心。呼叫中心通过服务电话接纳客户的不满事项, 同时还对产品及服务满意

度开通了Happy Call。

 

负责任的营销   

LS Mtron为了防止产品的误用和增加客户的便利性, 详细地提供着产品有关信息。不仅提供产品

说明书及使用指南, 还定期邀请客户参加新产品说明会及展示会等。

客户信息保护 

LS Mtron全体职员十分重视客户的个人信息保护, 我们制定了针对保护个人信息的原则和政策。

同时, 指定个人信息保护管理负责人, 除了负责改善个人信息相关流程, 还以全体公司职员进行了

保护个人信息意识和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培训。

海外法人CS职员深化培训

拖拉机事业部访问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各事业部门持续展开客户满意活动(116项 ) 	 ◎	 •拖拉机事业部实施客户体验服务品质差别化活动	 10月

•实施客户监督活动及CS特别培训		 ●	 •实施客户满意度调查	 	 12月

•实施客户满意度调查	 	 ●	 •各事业部门持续展开客户满意活动及加强客户接触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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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温柔的眼神向需要爱的地方传递温暖的企业

怀着真心成为照亮黑暗之光的通道。社会贡献活动

宣言
LS Mtron积极参与社区发展与成长, 并通过职员的公

益活动履行社会责任, 从而打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社区沟通渠道
·与地方自治团体机关签署协议

    (安养市, 完州郡厅等)

·NGO(社会公益项目伙伴)合作 

·1公司 1学校, 1公司 1村庄结盟

·地区社会文化·艺术·体育团体合作

·地区社会期待事项问卷调查

促进方向
·打造代表性社会公益活动品牌, 提高企业形象

·保持和增强社区纽带关系和信赖 

·增强支援CSR意识和扩大公益活动规模

·实现社区共同成长及经济发展 

LS Mtron全球幸福村运动

职员公益活动参与活性化 (社区参与及支援)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LS Mtron在截止到2011年一直以各工厂为单位进行的职员公

益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立了全公司职员公益活动团。在维

持各工厂已有的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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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整个公益活动更加系统。全公司公益团由全州、安养、井邑、

仁同4个地区工厂构成, 现在有400多名职员作为团员进行活动

中。LS Mtron公益活动团正在以不仅包括职员, 还积极倡导职员

家属参与活动, 是一个十分开放的组织。

SPECIAL ISSUE – LS Mtron社区公益服务团活动 

与地区社会同行

的LS Mtron

爱心分享会(全州地区)
构成: 拖拉机事业部, 注塑系统事业部,

        特殊事业组职员

主要受惠机构: 多爱共同体/椎洞村等

活动: 转交支援金及物品, 泡菜支援, 建筑支援,

        现场体验支援等 

爱心实践会(安养地区)
构成: 总公司, 电子零件事业部, UC事业组, 营业本部,

       中央研究所职员

主要受惠机关机构: 阳地之家(脑性麻痹恢复院)/

                          少儿财团京畿支部

活动: 定期进行洗浴活动/清扫/喂饭等服务和转交支援金及物品等

爱心实践会(井邑地区)
构成: CF事业部, FCCL事业组职员

主要受惠机关机构: 残疾人福利机构

活动: 地区内独居老人及残缺家庭的房屋修理服务,

        探望疗养患者, 残缺家庭儿童体验活动

希望分享会(仁同地区)
构成: 汽车零件事业部职员

主要受惠机构: 道溪爱的小站(智障残疾人保护设施),

                    龟尾小学

活动: 定期进行洗浴活动, 定期支援残缺家庭, 搬运煤炭等

社区文化、艺术和体育振兴活动 

LS Mtron为了地区社会的文化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每年都对文化、艺术和体育领域进行赞

助。特别是对全州工厂所在的全罗北道代表性文化活动-全州国际电影节和全州世界声音盛典, LS 

Mtron从2008年至今持续进行了赞助。公司职员也到现场和居民们一起参与活动。此外, 还赞助

国际雕塑展示会, 为文化产业振兴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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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社区人才培养及产品进行的参与活动 

LS Mtron为培养结成一公司一村庄联盟的椎洞村新一代农民, 捐献了拖拉机给农业作业班, 同时

还捐赠了实验实习用拖拉机给全北大学农业生命科学院, 通过捐赠产品来积极参与社区的发展。

此外, 在韩国Polytech大学益山校区的农业机械技术高度化学院实习场竣工, 并签署技术进修产

学合作协议等积极进行各种各样的产学合作活动。 天安莲庵大学拖拉机捐赠式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全公司联合公益活动及4大地区公益服务团活动 ● •加强公益参与活性化支援  12월 

•公益参与活性化支援(颁奖仪式, 宣传活动, 服务培训等) ● •社区村庄和学校结盟活动  ◎ 

•农民后继人培养支援, 河川净化活动等地区社会友好活动 ◎ •支援社区文化、艺术和体育及鼓励职员参与 ◎ 

•全州国际电影节, 全州世界声音盛典, 国际雕塑展示会等地区社区文化、 ◎   

   艺术和体育振兴支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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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成果指标(KPI)�	2012社区期待事项

(n: 32名, 与前一年对比排名变化)

 1 弱势群体福利                                                 30.8% -

 2 环境保护                                            26.9% - 

 3 文化、艺术和体育振兴                                     23.1% ▲1 

                 雇佣及培养未来人才                                 19.2% ▼1

	 							区分			 																											KPI	 负责部门 

  以国内外地社区为对象,职员亲自参与的    业务支援

  社会公益项目运营次数 1, 2    

  *社区参与及发展-社区参与 6.8.3

   通过搜集VOS提高合作伙伴竞争力咨询/培训  业务支援 

  社会公益项目运 3 

  *社区参与及发展-培训及文化 6.8.4 

  
职员人均参与公益活动的时间 业务支援 

  实施可持续经营问卷调查 经营企划 

   发布可持续经营报告书 业务支援  

 

遵守国际标准
(ISO 26000)

沟通

创造利益相关人
价值

核心成果指标根据利益相关人期待事项和本公司的商业影响度设定。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2012年第二期全球幸福村活动(越南)  ● •2013年第三期全球幸福村活  年中

   : 派遣职员公益活动团/支援儿童教育及建筑  •运营国内代表性项目  年中

•运营国内代表性项目农村爱心公益团 ●    - 日程: 2次/年 

   : 工厂职员50多名/尽孝照片及独居老人家庭无偿维修     - 地点: 全北、庆北

         - 内容: 尽孝照片, 牙齿美容, 独居老人家庭支援  

      - 参加: 公益团体成员及工厂职员

运营代表性社会公益活动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SPECIAL ISSUE – 开启幸福的秘密钥匙

1. 活动概要

日期: 2012年 6月 20~26日

 地点: 越南宣光省Van Phu村(河内西北部山丘地带)

 对象: Van Phu小学学生&老师、地区居民

 项目: 公益活动(儿童教育、劳力公益、启蒙教育)

        支援活动(学校建筑、学习用品支援)

 公益团: 12名职员由不同事业部/年龄/职务的职员来组成

2. 项目

LS Mtron国际代表性项目-全球幸福村活动分先行教育培

训,现场公益, 持续性参与等步骤进行, 通过公益活动不仅

为当地社会做出了贡献, 还使得职员们的公益活动日常化,

充分传递公益精神。

LS Mtron全球幸

福村活动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活动插曲		|	公益团进行活动的地区是越南西北部的山丘地带, 那里居住着少数民族, 是代表性落后地区。在移动过程中, 由于

暴雨, 道路状况等多次陷入无法移动的困境, 在一个地区车辆陷入淤泥, 在40℃上下的高温下, 所有团员们徒步数公里为学生

们进行公益活动, 在活动期间我们遇到了诸如天气, 道路状况, 当地条件限制等多重困难, 不过团员们还是十分幸福地完成

了公益活动。   

                  金宗植 班长

越南

先行培训 现场公益活动

解散仪式及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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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信息/语言培训

对公益对象地区-越南的政治、文化、

社会、宗教等全方位信息进行共享。

�	参与国内公益活动

全球幸福村公益团成员也参加了11月举行的全公司国内公

益活动。�	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以在T恤上画出孩子们的梦

想的方式进行。

首先介绍公益团成员的梦想, 再向孩

子们介绍世界上多样的职业。

�	劳力公益

力公益分为篱笆组和壁画组进行。篱笆组由成员和当地老师一起进行, 而壁

画则在正面的左右进行。

�	项目实习

详细实习在当地即将进行的项目并选

定各项目带头人在各组中进行
�	运动会

举行接力比赛, 寻宝游戏等在韩国运动会上常做的运动。

公益团员们也参加各个小组与孩子们一起参加运动会

�	音乐教育

越南的正规音乐教育欠发达,特别是利用乐器进行

课程的条件不足。我们通过事先调查准备了让学生

们更方便学习音乐, 能持续性学习音乐的内容。



绿色盎然的丛林, 呼吸的地球。

为了让每个人在自然中可以梦想未来-

我们正在抓紧开发亲环境绿色产品

绿色经营活动

宣言
LS Mtron将持续展开节能减排活动, 并通过扩大绿色

商务领域来成为在工业机械和尖端零件领域的绿色企业

领军人。

	环境相关沟通渠道
·政府·地方自治团体环境政策说明会

·环境NGO座谈会及环境技术人员协议会

·绿色企业信息公开

·常绿安养21实践协议会

·产业健康安全委员会及会议

·可持续经营期待事项问卷调查

2015促进方向
·通过减少温室气体应对气候变化

·扩大亲环境产品及绿色商业领域规模

·运营安全健康的亲环境工厂

�	2012 环境相关期待事项

(n: 环境相关对外利益相关人32名, 与前一年相比排名变化)

 1 管理温室气体                                                    22.2% -

 2 节约资源及能源                                            18.9% - 

 3 开发亲环境产品                             12.2% ▲1

 改善亲环境设备及工艺                     11.1% ▼1

 减排污染物质                     11.1% -

 管理有害化学物质               7.8% - 

 节约用水               7.8% new

 扩大运营环境管理系统        4.4% ▼1

 遵守国内外环境相关法律         4.4% ▲1 

	 							区分			 																											KPI	 负责部门 

  管理温室气体排出量 1, 2 绿色经营 
 

  *缓和及适应环境-气候变化, 6.5.5

   在销售总额中亲环境产品所占的比重 技术经营 

  （采用LS Mtron亲环境产品基准) 3 事业部 

   *环境-预防污染 6.5.3 

  
碳标志外部认证 1, 2

 
绿色经营

 

  
  可持续经营问卷调查  经营企划 

  发布可持续经营报告书 绿色经营

�	核心成果指标(KPI)

遵守国际标准
(ISO 26000)

沟通

创造利益相关人
价值

和自然浑然交融的拖拉机 (2012拖拉机照片展览优秀作品)

应对气候变化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SPECIAL ISSUE – 温室气体•能源管理 

LS Mtron为履行作为跨国企业应负的环境责任, 积极参加着应对气候变化活动。2010年在全公司构建温室气体清

单后, 树立了温室气体减排战略, 每年进行第三方检验。在2012年通过引进和运营高效率设备实施了温室气体减排

活动。特别是对因为间接排放在全公司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占75%的井邑工厂, 更加积极地实施了定期能源诊断及相关

投资战略。2012年, 全公司温室气体排放量为101,915CO2吨, 其中固定燃烧和移动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量(Scope 

1)为8,315CO2吨, 电力购买产生的间接排放量(Scope 2)为93,600CO2吨. 具体的成果包括通过将生产线和冷冻机

泵进行统一运行, 并交换高效率照明机器及发动机减排了774CO2吨, 还通过设置变频器调节负荷率, 设置冷冻机电

力节约装置等取得了年283CO2吨的减排效果。除了这些措施以外, 为了加强温室气体管理能力, 对各工厂负责人及

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支援, 还为系统管理构建了温室气体管理流程, 组建了进行减排的TF并持续运营。通过扩大可以

尽量减少职员出差的视频会议系统等远程会议, 也为温室气体减排做出了一定贡献。今后通过主要成果指标制定和评

价从全公司层面将制定针对排放权交易制引进的气候变化应对战略, 同时2013年为了系统管理全公司排放量还将引

进温室气体·能源管理IT系统。

从国际层面履行

环境责任 

合作伙伴低碳素经营体系构建支援

为了实施和合作伙伴共同进行的绿色互助经营, 我们参与了政府课题产业-绿色·伙伴计划, 并在

2013年以20家合作伙伴为对象将低碳素供应网构建体系化。去年12月进行了Kick-off研讨会,

一起分享了促进背景及方向, 通过对合作伙伴的现场诊断, 编制温室气体清单和构筑环境经营系

统, 还通过能源诊断来制定节能方案。同时还对合作伙伴进行实务培训, 在供应网内不断打下绿色

经营的基础。

2012绿色碳伙伴计划合作报告会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完成全部工厂温室排出量统计  ● •构建温室气体排出量监督体系  6月

•完成温室气体管理规定及清单更改 ● •构建温室气体能源IT系统  9月

•选定及培训各工厂温室气体负责人 ● 

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源构成2012年各工厂温室气体排出排放量 温室气体排放量(元单位)

单位: CO2 吨(CO2 吨/百万韩元)

2010 2011 2012

99,415

101,915

96,297

(0.16)

(0.14)
(0.15)

合计		101,915

移动燃烧 1,225(1.2%)

固定燃烧 
7,090(7.0%)

间接排放
 93,600(91.8%)

合计		101,915

井邑  
76,828(75.3%)

全州  11,901(11.7%)

安养/仁同/其他
13,186(13.0%)

30 31

核心成果指标根据利益相关人期待事项和本公司的商业影响度进行设定。



SPECIAL ISSUE – 支援海外法人公司的ESH管理 

亲环境工艺改善及污染物质管理 

LS  Mtron通过2012年反渗透装置的引进取得了节约用水的效果, 又通过更换老化积尘设施和追

加设置洗涤器等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改善活动。2012年废弃物产生量与前一年相比元单位虽然增

加了19%, 但通过分离回收和彻底的管理, 回收利用比例则提高了3%。2013年通过亲环境供应

网体系的构建, 我们将率先应对国内外各种环境方面的管制。

完善环境安全电子系统 

为了预防因环境安全危险性评价及工程实行而产生的风险, 我们改善了环境安全事前审查及作业

许可电子系统。还将其与订货流程相联系, 同时追加电气预防检查, 将事故发生的危险程度最小

化。

绿色企业再指定及地区环境运动 

全州工厂不仅履行了事先预防式的环境管理, 还进行了持续性的环境改善活动, 这些得到认证后于

2012年11月被再次指定为绿色企业。而全公司范围内也通过1公司1河川运动, 建筑绿色产业基

地, 中小企业环境技术支援活动等积极履行着企业的社会责任。

树立高科技中心环境安全运营体系 

对于2013年2月新建的安养高科技中心建筑进行了环境安全主要危险的检查和改善活动。今后要

推进工厂ESH业务标准确立, 努力和社区实现共同发展。

运营先进ESH工厂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为了海外法人的消防安全及火灾预防, 2012年下半年以中国法律

为中心对LSMQ、LSEQ和LSMW进行了诊断。特别是为了预防电

器火灾, 运用高性能热画像拍摄设备对发热部进行了检查, 对主要

电器火灾的危险因素等也进行了缜密的检查。此外, 为了在火灾发

生时能够进行迅速的应对, 对消防设施进行了检查, 同时修改了各

工厂针对性消防训练准则, 通过不定期的消防训练构建并支援了火

灾应对。另外, 为了自律性预防活动, 还通过当地职员培训研讨会

让大家提高了安全意识。今后还将持续支援消防安全及火灾预防管

理。

Global安全能

力强化活动

绿色企业再指定挂牌仪式

1公司1河川运动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海外法人诊断结果报告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国法人Risk Management支援  ● •把握高科技中心主要Risk及内部进行规定 8月

   : 火灾预防诊断及制定紧急情况应对方案  •海外法人系统构建支援及火灾预防诊断 9月

•海外法人ESH经营系统当地化  ● •培养海外法人环境安全负责人  9月

   : 进行中国法人环境安全负责人研讨会培训   

•确保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透明性  ◎      

   : 环境信息公开DATA验证结束   

加强亲环境产品开发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亲环境产品开发是为客户提供新价值, 最小化生产工程对环境影响的履行环境责任的最佳办法。LS Mtron从2010年

开始为了积极开发亲环境产品, 自主定义了亲环境产品的范畴, 并引进了亲环境设计流程。每年都适用内部标准改善

基本设计或将亲环境事业的产品定义为亲环境产品, 努力扩大亲环境开发和销售规模。

2012年上半年自主开发了拖拉机用亲环境柴油发动机, 并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以比已有发动机减少90%排气, 燃料

节约率达到20%为目标开发混合动力拖拉机。注塑成型机方面则重点开发反映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小化和节约能源趋

势的中大型电动机。天线和连接器零件方面, 全部型号则以应对RoHS, halogen(F/CI/br/I/At) Free形式上市。同

时, UC领域则在努力开发混合动力汽车用UC模块, 并实现移动机器用Battery包装高容量化和纤细化铜箔等, 不断提

高亲环境产品的技术水平。

SPECIAL ISSUE – LS Mtron亲环境产品管理体系及成果

亲环境产品开发

是履行环境责任

的最佳途径 

	 事业部(组)		 亲环境范畴		 亲环境产品型号		 主要特征 (成果)

 拖拉机  减少有害性  对(x)北美,欧洲 P/U/R/I/J/G型号
 •减少污染物质排放量及提高发动机效率  

    •燃料消耗率减少(g/kWhr)10%

 注塑系统  减排温室气体  油压式ME/SE型号  •已有型号(D/M/S) 对比提高25,45,25%的 效率

 特殊  资源节约  K-55A1履带 •已有型号对比增加产品生命周期(7年 → 12年)

 CF  减少有害性  TM处理产品  •镀金工艺中去除As(砒霜) 

 
电子零件  减少有害性  全产品

 •RoHS应对

    •halogen(F/Cl/Br/I/At), Be Free    

 汽车零件  减少有害性 TCI/Brake/Power steering管 •符合EuroⅤ(汽车尾气排放规定)的零件 

 UC  亲环境事业  全产品  •适用于电力汽车,风力发电机和ISG用汽车模块等亲环境能源领域

2012年主要亲环境产品

亲环境产品现况

					 区分		 2010  2011  2012

 销售额  2,211  3,283  4,035

 比率  24  35  44

单位: 亿韩元, %

亲环境产品R&D投资比重(课题数目)

						区分		 2010  2011  2012

 减排温室气体 14(4)  4(8) 3(2) 

 减少有害性  70(25)  68(29)  73(29) 

 资源节约  16(10)  28(19)  24(20) 

       合计		 100(39)  100(56)  100(51) 

单位: %(项)

亲环境产品/技术开发计划

: 和中期技术开发战略同时进行 

第一阶段		 �	

分析产品/
技术环境

第四阶段			 ●	

中期技术开发
战略报告

第三阶段			�	

职员报告

第二阶段			�	

指导方针 
W/S

亲环境设计流程

: 在产品开发流程上运营亲环境设计认证程序 

提议阶段		�	

区分是否为
亲环境产品

GR3		 ●	

确认实现目标
及应对其他I
焦点问题

GR2 	 �	

树立亲环境
设计目标

GR1		 �	

选定亲环境
设计核心
因素

*GR(Gate Review)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亲环境R&D投资189亿韩元  ● •强化加强亲环境产品管理体系强化 4月

•亲环境产品销售额/比重 4,035亿韩元/44% ● •亲环境R&D投资202亿韩元  ◎

   •亲环境产品销售比重47%  ◎

32 33



引领全球时代的中坚-

构建革新和专业的R&D领域和

强化技术竞争力是我们的使命。

凭借无人能及的技术力带动行业发展。

技术竞争力强化活动

宣言
LS Mtron确保和培养产业机械及尖端零件, 原材料领

域的优秀R&D人才, 并通过Open Innovation活动和

亲环境产品开发为客户提供Leading Solution。

	技术开发相关沟通渠道
·对外 _ 与产学合作(大学)机关合作

            与大学研究室(Lab.) 合作

·对内 _ Change Agent活动

             阶层座谈会(指定交流日)

2015促进方向
·加强R&D组织能力及组织文化

·加强产学研合作Partnership

·坚定中长期技术竞争力基础

�	核心成果指标(KPI)�	中期技术开发战略

  1期“Fast Follower强化”区分 2期“Top Tier(First Mover)进入准备”

•核心基础技术定义及打实基础

•制定防御型IP战略, 设立

   和发展生产技术组织

•发掘先行课题

•CTO选任, 打实基础

•指定Open Innovation重点

   大学

•GWP, 进行革新活动

•提升核心基础技术水平

•积极支援事业部核心课题

•增加原创和核心专利

•正式开发新一代产品, 新技术

•加强事业部研究所及构

   建海外R&D能力基础

•Open Innovation 主要驻

   点大学/Lab. 选定 

•产学研Network 强化

•开发Sys. 革新, TRIZ引入

•招聘渠道多样化

•各职位/研究方向教育培训加强 

•GWP活动加强

	 							区分			 																											KPI	 负责部门 

  R&D能力加强及为事业开发树立培训体系,    技术经营
 

  培训过程满足度 人才开发  

  *劳动惯例-工厂的人才开发及训练, 6.4.7

    为加强产学研合作Partnership进行的MOU和  技术经营 

  研究课题 数目 
 

  率先确保R&D 优秀人才的比率  技术经营 

  R&D职群的组织能力指数及组织效率指数 技术经营 

  (打造适合工作的研究所)

   C.A活动开办次数 技术经营

 

遵守国际标准
(ISO 26000)

沟通

创造利益相关人
价值

确保国际

技术竞争力

培养最佳

研究员

R&D

推进力

加强未来

成长基础

2012年竣工的 R&D中心全景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Open Innovation深化

1) 战略性Lab.: 实施促进课题orMOU签约or教育培训/研讨会交流 和需要战略性合作关系的Lab.

SPECIAL ISSUE – LS Mtron, 被选定为知识经济部主管战略核心材料技术开发事业主管机关

LS Mtron被选定为知识经济部主管的‘战略性核心材料技术开发

事业’的主管企业, 从2012年到2019年将进行锂离子电池及PCB

用超高强度电解铜箔的开发课题。

仅在第1阶段(2012.11~2016.10)预计投入总计150亿韩元的事

业费用, 生产技术研究院, 材料研究所, 首尔大学, 汉阳大学等政府

研究机关和大学及5家企业将一同参与, 和LS Mtron一起开发核心

技术。

去年11月在LS Mtron中央研究所举行的签约会议上, 参与课题的

各机关代表人及实务工作人等参加, 并对核心技术的开发目标, 日

程及合作方案进行了商议。

LS Mtron通过作为产学研合作体系进行的这次开发课题, 将活性

化对核心基础技术的Open Innovation, 加强和学·研的技术合作

Network。

通过Open 

Innovation-

Global开发

Leading产品

专家邀请技术研讨会

技术中心kick-off会议

开发各阶段目标

第1阶段(2012. 11. ~ 2016. 10.): Pilot Production

•实现超高强度的电解铜箔工艺技术开发

•镀金厚度及表面profile模拟技术开发

•缠绕张力缜密控制及Web-handling技术开发

多样的产学研合作活动                                                               

LS Mtron正在和国内外机关合作进行着多项国家/委托课题。此外, 还和首尔大学、延世大学、

汉阳大学等在拖拉机、注塑成型机、CF事业领域进行紧密的产学合作项目。2012年上半年针对

14个核心基础技术, 选定了国内大学的30个主要Lab., 其中签订了7项合作合同(委托/咨询)并正

在运营。下半年以选定战略性Lab.为目标和9家Lab.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进行着研究开发活动。

参与高分子纳米融合材料加工技术中心

LS Mtron和高分子加工领域的20名教授及树脂, 注塑业界的22个机关一起构成了联合体, 作为

企业会员参与了新成立的高分子纳米融合材料加工中心。通过加强与注塑事业先进企业纽带关系,

并确保机械及高分子方面成型相关Field Claim的有机应对能力, 还接收先进公司及国外研究机关

开发信息等不断加强技术竞争力。

邀请专家进行技术研讨会

LS Mtron于2012年1月举行了拖拉机相关日本/中国精密农业动向及发展方向的技术研讨会, 此

后于5月举行了注塑材料加工技术, 流变学和能源储存材料相关内容的技术研讨会, 7月进行了信

赖性基础构建及开展FMEA的相关内容研讨会, 10月则举办了2次电池市场动向和金属界阴极材

料, Li-Air电池开发技术等方面的技术研讨会。

  

战略性核心材料技术开发事业签约会议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LS集团和UNIST签约产学合作MOU ● •产学合作MOU签约1项  ◎

•产学连接, 国家/委托课题进行26项 ● •产学连接, 国家/委托课题进行30项 ◎

•选定与核心基础技术连接的9个战略性 Lab1).  ● •选定与核心基础技术连接的17个战略性L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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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分	 	 ~ 2012       2013 ~ 2015

  C.A.活性化 愿景Making/分享

  基层座谈会 PJT单位沟通W/S 

  Flexible Time 探讨在家工作制 

  Refresh休假 成功PJT补偿休假制

  视频会议构建/扩大 确立中央研究所的作用

  改善出差文化TF PJT成果补偿激活/强化加强 

交流 1人1 I/G, 家庭照片展 经常性祝贺/激励 Event

							区分	 2010 2011 2012

 原创专利申请  - - 6项

 核心专利申请 17项 31项 36项

 整体专利申请 80项 170项 191项

					培训名称		 					培训目的及内容		 选修人数

DOE1)基本课程  统计数据分析技巧等             47名

 TRIZ 基本课程 TRIZ基础知识等                  47名

优秀R&D人才确保及培养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实施面试官培训

为了加强Right People选拔能力, LS Mtron最先实施了面试官培训。面试官培训以系统的理论

学习和模拟面试实习方式进行, 通过培训新引进了面试预想提问, 问题答卷, 评价表等来进行更加

系统的面试。

加强海外招聘

海外招聘方式由原有的公开招聘说明会改为以专业讨论会为中心的方式。同时事先调查Target大

学及专业, 拟草海外招聘现况表, 以此为基础系统地进行招聘。此外, 搜索和选定Target Lab. 候

选人, 通过2012年美国(上半年)和日本(下半年)的海外招聘先确保了5名优秀R&D人才。

中央研究所 Flexible Time制度的运营

中央研究所为了提高研究员的研究集中度, 并构建具有创意的研究基础, 正在实施Flexible time制

度。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为正常上班时间, 此外正常上班时间的前后1小时30分钟为上下班自由

时间, 根据每个人情况计划时间, 实施自由的上班制度。在2012年利用此制度的职员约40余名,

使用率为50%左右。

2012年培训过程运营现况

1) DOE(Design of Experiment): 实验设计法 

通过GWP组织文化

SPECIAL ISSUE – 以国内最高水平改善产学奖学金学生待遇及引进学位派遣制度

为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确保人才是最重要的。LS Mtron为了确

保优秀的R&D人才, 在2012年改善了产学奖学金学生制度。其核

心内容就是为了改善待遇, 将现有的以支援学费为主的方式改为明

确受惠时间期限的学习支援金方式。学习支援金的水平从原有的同

业种50%大幅上升至国内最高水平。得益于此, 企业知名度得到了

提升, 确保人才的竞争力也得到了加强, 同时还减少了对博士长期

支援因没有时间限制,而支付过多费用的风险。

同时, 中央研究所为了内部R&D优秀人才培养, 从2012年下半年

起实施了R&D博士学位派遣制度。以确保内部技术及加强产学合

作为目的进行了策划, 以产学合作据点大学及研究室博士学位为对

象运营,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的能力, 还提高了职员的满意度。

优秀R&D人才

确保及培养

优秀R&D人才确保施行方案

•产学合作/先确保/学位派遣

•差别性文化/加强价值的提供(确保/维持基础)

•通过加强产学合作先行确保人才

•招聘渠道多样化(开放式招聘, 加强海外招聘)

•加强内部培养(确保适时能力, 支援个人成长)

• 加强工作环境(GWP, 改善出差环境)

战略

核心
课题

Global优秀人才招聘说明会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改善全公司产学奖学金学生制度及海外招聘制度 ● •加强产学奖学金学生选拔和优秀经验人才招聘制度 ◎

•产学奖学金学生选拔-海外3名, 国内2名 ● •加强Lab-Tour及海外招聘(与产学奖学金学生制度相连接) ◎ 

•引进并实行学位派遣制度, 名额2名 ● •扩大学位派遣  ◎

•和CTO(技术开发召开5次与CTO(技术开发部门负责人)的座谈会 ● •树立R&D教育培训体系及实施培训过程开发领导力培训 ◎

   •开发、实施材料技术集团组织文化活性化项目  ◎

中长期技术竞争力的基础构建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1) IP(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

SPECIAL ISSUE – 努力减少开发产品的IP(知识财产权)风险

LS Mtron在从Fast Follower进入Global Top Tier的准备过程中

为了事先减少可以预想到的Global专利纠纷风险, 展开了多样的专

利活动。2012年和外部调查分析机关合作进行了18项专利分析项

目, 同时实施对竞争公司新公开专利的监督, 找出对开发产品造成

障碍的专利, 通过对此的回避设计和确保无效资料, 事先预防了未

来会发生的专利纠纷。同时, 为了减少因回避设计而产生的开发产

品专利纠纷风险, 每年还都实行专利培训。2012年首次进行了网

上专利培训项目, 扩大了R&D研究员的培训机会。

2013年LS Mtron计划扩大引入政府的“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确保

技术战略事业”, 加强对障碍专利的事先应对, 同时R&D活用专利

技术信息, 提高R&D生产性, 计划加强专利技术信息的R&D应用,

领跑未来技术专利。

通过实现专利

应对活动减少IP

风险

政府R&D专利战略事业报告会

 完成人员   2011     93名         0.9%    (43%) 

 (完成率) 2012                  237名    (85%) 

专利培训现况

(

核心技术的专利申请

共申请了191项专利, 其中针对专利性, 技术性及事业性比较优秀的36项专利作为核心专利正在

进行管理。同时还申请了可以主导未来5~10年市场的‘原创专利’, 2013年还将计划正式加强

原创专利的申请。

引入创意问题解决方法论TRIZ

LS Mtron为了提高R&D的执行能力, 在2012年正式引入了创意问题解决方法论TRIZ。3月以研

究员为对象实施了基本培训, 77名研究员获得了Level 1认证。通过这些措施, 发掘了多样的Idea,

并将其应用在工作中, 为提高问题解决能力奠定了基础。从4月到10月实施课题指导, 其中的5项

课题根据TRIZ流程探索多种Idea, 分享检验适用可能性的结果。

通过构建信赖基础加强机能

LS Mtron通过为准备进入Global Top Tier而进行的专门技术领域-信赖性机能的加强正在支援事

业的信赖确立。以机械事业的信赖确立开始, 制定了向零件/材料事业扩展领域的计划。同时还成

立了构建新晋组织, 具备SEM/EDS等分析设备的专门分析室。

专利申请现况

TRIZ Kick-off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事先专利应对活动(规避开发产品的IP1)风险) ◎ •专利纷争胜诉(防御外国企业对国内市场的侵蚀) ◎

•保护R&D成果的IP(挖掘核心专利及保护技术机密) ◎ •通过挖掘原创专利先行掌握未来技术 12月

•专利交易改善运营(加强R&D部门的专利实力) ◎ •改善申请专利等级制(提高专利品质) 12月

•TRIZ 中央研究所Pilot课题5项实施 ● •TRIZ课题 6项实施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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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生活

和谐（->协调）

扩大沟通

基础

对工作

的自豪感

项



企业的主人是所有的职工

所以我们率先要努力打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

当所有人的参与和沟通能成为企业发展基础时

企业的价值也会进一步提高

职员价值增进活动

宣言
LS Mtron将职员们视为重要的利益相关人和创造企业

价值的主体。LS Mtron将构建尊重每位职员的人权,

支援职员能力开发, 保障参与和对话的组织文化。

职员沟通渠道
·参与及合作增进协会

·劳资实务协议及会议/劳资座谈会 

·问题处理委员会

·职员沟通座谈会

·组织能力调查

·网络新闻

·针对可持续经营期待事项的问卷调查

促进方向
·构建世界级企业水平的人事制度

·加强职员可持续的能力开发来确保企业竞争力

·加强劳资信赖关系及职员人权保护

·创造信赖和沟通的文化

·运营安全健康的环保型工厂

�	核心成果指标(KPI)�	2012职员期待事项

(n: 职员 730名, 前一年对比增减率)

 1 人事制度1) 公正性                                                  14.7% ▲2

 2 工作与生活协调发展制度2) 扩大                                         12.8% ▼1 

 3 福利制度扩大                                        12.2% ▲1

 4 职务培训扩大                               9.5% ▼2

 国际能力教育培训扩大                           9.3% -

 核心人才教育培训扩大                         8.8% - 

 健康/安全增进                         8.7% ▲1

 组长领导力提升                         8.6% ▼1

 新职员组织适应引导                   6.5% -

 其他                            8.9% 

1) 人才确保,评价,补偿等
2) 家族亲和经营

										区分			 																											KPI	 负责部门 

  问题处理委员会及运营处理问题的心理咨询室 2 人才开发 

   *人权-问题处理 6.3.6   

  为各职务能力加强及事业开发树立培训体系 ,培训过程满意度 4 人才开发 

  *劳资惯例-在职场上的人才开发及训练, 6.4.7   

  针对职员子女,在公司内运营育儿设施 2, 3 人才开发 

  *劳资惯例-工作条件及社会保护6.4.4 业务支援  

  无灾害·无事故实现率(产业灾害率) 绿色经营 

  *劳资惯例-工作公司的健康及安全, 6.4.6 

  为再充电引入集中休假制度及使用率 2    人事 

  海外法人人事体系构建支援 1    人事 

  可持续经营问卷调查 经营企划 

  召开职员沟通座谈会 人才开发 

遵守国际标准
(ISO 26000)

沟通

创造利益相关人
价值

Global HR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优秀人才确保渠道多样化

LS Mtron为了优先确保优秀人才, 实行了扩大产学奖学金制度规模, 引入实习职员制度等措施,

以确保人才途径多样化。今后为了确保优秀人才, 还将逐步提高产学奖学金名额和实习职员的比

例。另外, 为提高公司知名度, 还向国内10余家大学分发记载公司介绍和福利措施的手册, 以便学

生参考。

改善事务职位评价体系, 加强公正性 

为了以全公司职员为对象进行成果评价和能力开发, LS Mtron正在运营SPCM(Strategic Per-

formance & Competency Management) 制度。2012年为了加强人事制度的公正性,在维持

成果主义人事政策的同时, 还为改善由评价引起的组织运营问题的方向对评价体系进行了改善。

为了让组织的短期成果不影响个人的长期人事问题将事业部成果单独计算统一分配率, 加强防止

歪曲评价的全公司评价审查。

HR Risk Management体系构建  

因为企业经营或组织运营而带来的多种危机的不良影响, 为了以最少的费用保护财产和事业执行

力, LS Mtron构建了HR领域的Risk Management体系。对于HR领域出现的重要risk构建好应

对措施, 计划今后还会持续完善。

SPECIAL ISSUE – 构建海外分公司HR规程体系

LS Mtron为了加速成长为国际公司, 全新构建了海外分公司的HR

基础。其原有的方式是各分公司负责人遵守总公司HR规程进行运

营, 现则改为以总公司制定的海外分公司共同规程为基础, 构建反

映各个国家特殊性的LS Mtron独有的HP规定体系。海外分公司

HR规定体系以招聘, 评价, 晋升, 补偿, 福利等与HP相关事务为对

象进行制定, 特别是在补偿和福利方面反映了国际法规, 惯例等特

殊性。比如在俄罗斯有每月最少支付2次工资的法律规定, 对此分

公司方面也将其反应到制度中, 例如考虑到印度尼西亚对孩子进行

割礼, 为此给予职员一定的休假。海外分公司HP规定从2012年8

月起在LS Mtron各分公司开始实施, 今后也将持续的完善。

为成为Global 

Company改善

HR体系

海外分公司HR规程体系

	 区分		 规程Guide 范畴

 
招聘

  •确定人员计划

  •明确招聘规定

  •以目标为基础的成果管理体系构建 

 评价晋升    及评价结果与补偿的连接

  •明确晋升规定

 补偿
  •补偿决定规程明确化 

     - 工资提高及奖金支付的根据

 
福利

 •红白事补助, 出差费, 培训, 休假,  

     饭费, 通信费等

运营方向
提出海外分公司共同Guide, 

反映各国家的特殊性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海外招聘/产学连接加强, 引入实习制度等使优秀人才确保途径多样化 ● •一般职位晋升体系改善  6月

•海外分公司共同HR guide制定及各国家特殊性反映 ● •HR系统改善(招聘、评价)  12月

•为加强公平性,改善一般职位的评价体系 ● •海外法人(LSMB巴西法人)人事体系构建支援 12月

•LS Mtron型技能职位人事体系树立(2013年进行中) ◐ •海外派遣人员候补人培养加强  ◎ 

•HR Risk Management体系树立: 完成6项重点问题 ● •成长事业及R&D部门适时优秀人才招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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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核心成果指标根据利益相关人期待事项和本公司的商业影响力进行设定。

未定



加强职员能力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New Entry培训 

LS Mtron以新加入公司的职员为对象进行了New Entry培训, 培养他们作为LS Mtron人的主人

公意识及挑战精神, 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组织。新加入公司的职员要经过一年时间接受Jump项目集

团入门培训, 公司入门培训, Mentoring, 海外法人研修, Work Smart, OA教育培训, 愿景设计课

程培训, 而有经验的职工则会通过集团入门培训, 公司入门培训, Mentoring项目来学习实务知识,

同时他们可以更早地适应企业组织文化。这样的培训制度通过对职员经验和技术的管理起着加强

和传授职员业务能力的职能。

职务能力加强培训 

LS Mtron从2011年开始每年上/下半年都在运营营业职业圈共同培训。2012年进行了会计

原理,原价费用分析, 债券管理,法律基础(公平交易法), 贸易实务, 信息收集分析, 客户满意心

理-Up, Sales发表, 客户管理-up等9项课程, 所有营业职员都要至少选修2门以上课程。2013年

还将树立并运营其他职业群体的培训体系。

核心人才培训

LS Mtron为了培养下一代领导人, 以核心人才为对象正在运营中长期培训及国际化培训。2012

年运营了MBA、夜间研究生院、高级营销战略等6项中长期培训和英语/汉语Intensive课程等国

际化培训课程。 LS MBA

Jump项目

集团

入门

(2周)

愿景

设计

(2日)

公司

入门

(1周)

Work Smart

OA培训

(1周)

Mentor-

ing

(3个月)

海外

法人研修

(1周)

SPECIAL ISSUE – Coach型领导人

组长领导力课程

根据2011年组织能力问卷调查结果, 与CEO和职员相比, 组长的

领导能力得到了相对低的评价。因此, 为了提高组长的成果管理能

力, 加强和组员谈话/指导的技巧, 以LS Mtron的所有组长为对象,

进行了两次为期两天的组长领导力课程。经过此课程后, 2012年

的组织能力问卷调查中, “组长领导能力”项目的评价上升了4分,

组长的成果管理及组员管理能力得到提高的事实得以确认。

组长后备军的培养

LS Mtron为了将组织的成果最大化, 顺应组长领导力越发重要的趋势强化加强了组长后备军培养项目。选拔出组长

后备军核心人才Pool, 根据Succession plan, 对这些人员进行了有关人/成果/组织方面的培训。

为确保Global

领导力培养 

Coach型领导人

组长领导力培训

组长后备军培养项目 
诊断&研讨会

事先

能力诊断

Opening			�		 1个月  					�		 2个月  					�			 3个月  					�			 Closing			 ●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通过组长领导力/后备军培养项目运营培养Coach型领导  ● •加强新入社职员Caring Program 6月

•修订反映职员能力开发和要求的人才培养规定及细则 ● •各职业群通过课程培训体系树立及课程开发/运营 9月

•通过各职业群/职务能力Mapping筹备培训Road Map  ● •职员/组长领导力加强  ◎

打造幸福工作环境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SPECIAL ISSUE – 引入集中休假制

LS Mtron引入集中休假制, 通过使工作和生活和谐提高了业务效率和职员的满意度。集中休假制将个人年假集中在

一起, 最少3天到5天上下半年各一次集中使用为目标进行实施, 职员及部门领导等经营人员以身作则使用假期, 提高

了执行力。在引入该制度的第一年-2012年, 使用实绩约75%, 2013年将以100%为目标通过构建业务Back-up系

统, 展开多样宣传活动等将LS Mtron打造为幸福的工作地点.

追求工作和生活

的和谐

职员福利制度

LS Mtron追求职职员作和生活的和谐发展, 遵守多样的社会参与和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 为此提

供退休金、红白事补贴、红白事休假、学费、长期连续工作颁奖及纪念品、住房贷款、饮食费、

健康检查、本人及家庭医疗费支援、小型公寓支援、节日工作人员奖金支付等多种福利措施。

为职员排忧解难并听取意见

为了处理职员的不满, 在公司内部网上公告牌上介绍了处理不满事项的步骤, 让全公司职员更容易

理解和利用解决问题的流程, 同时在全州和井邑工厂还创办了心理咨询室, 2012年一年共对228

名职员实施了解决不满的活动。另外, 每年还对一般职员和研究员进行组织能力调查, 对技能工作

者进行职员满意度调查。为了让公司内组织能力和组织活力的提高, 还向各个事业部门反馈调查

结果, 对于满意度较低的项目实施各种提高满意度的活动。

LS Mtron Happy Family Day

LS Mtron在5月的家庭月于国立果川科学馆广场举

行了“职员子女写生大会”, 让职员和家庭成员度

过幸福的一天。以“家庭和我们的公司LS Mtron 

”为主题召开的这次大会约有300多名参加, 孩子

们都展示了自己的画画水平, 此外还有手绘画, 铜

板浮雕制作体验, 娱乐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 我

们也明确了一直在身边的家人才是公司发展的基

础。在大会上获奖的作品将获得奖品, 还会被登在

2013年日历上, 今后公司还会通过这样的活动加

强沟通, 打造幸福的工作环境。

充满欢笑

的写生

大会

			 		类型	 	 								项目 

 
医疗/健康

 综合诊断, 医疗费支援, 团体定期保险,

  健身房, 心理谈话室等。

 
教育

 子女学费(初高中、大学),  

  公司内外教育费用支援等

 连续工作/ 连续工作奖金/休假/旅行商品券, 

 庆祝 庆祝费用支援等

 
住宅

 住宅费用支援 / 宿舍支援

  (全州/井邑/仁同) 等

 
Leisure

 住宿设施支援, 春游, 非正式支援,

  研修院等

 
其他

 福利卡, 通勤/节日返乡大巴, 餐费,

  安全装置等

福利制度概要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为再充电引入集中休假制  ● •职员子女保育支援  ◎ 

•为解决苦恼在工厂运营心理咨询室 228名 ◎ •为再充电实施集中休假制  ◎ 

•为家人和睦式经营举行LS Mtron Happy Family Day ●

40 41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对人管理

赋予动机

授权

成果管理

目标设定

业务管理

组织管理

目标设定

团队建设

诊断&指导

事后

能力诊断



职员参与及对话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SPECIAL ISSUE – 中国法人劳资关系增进支援

最近, 中国的劳资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减少收入差距, 向内需为中心经济的变化, 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劳动者权益

保护等越来越多地被强调, 对此稳定的劳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LS Mtron在遵守人权保护及法规的国际标准基础上,

为了通过让中国当地人员参与和对话中构建价值创出型劳资关系, 以中国内所有派驻人员及当地招聘负责人为对象进

行了数次培训和工作研讨会。同时还介绍了公司为创造职员价值创立的许多制度及其成功事例, 共享了中国劳动法规

的主要内容。其中会引进并实施可以在以本土化的制度。今后还将定期举行这样的培训和工作研讨会, 完善/改进沟

通渠道, 持续摸索扩大职员参与和对话的方案。

以国际标准

为基础

建立创造价值型

劳资关系

职员人权保障

LS Mtron为了职员的尊严补偿及人权伸张, 实施着多种活动。遵守工作基准法等劳动相关法律,

禁止雇佣童工, 禁止强制劳动等ILO规范都列入就业法规。同时为了保障韩国宪法中规定的劳动三

权(单方决定权, 团体交涉权, 团体行动权), 鼓励自由的劳动组织活动。各工厂HR部门要实时监督

工作人员的人权是否受到侵犯,构建了人权侵犯发生时通过网络揭发, 不满投诉, 心理咨询等方式

投诉处理的系统。为了保障公司内部女性职员权利, 内部运营生育休假, 育儿休假制度, 为了打造

无歧视的工作环境, 对非正式职员实施多样的福利措施。

公司内部沟通文化的确立

LS Mtron为了建立公司内部成员正确认识公司愿景及目标, 向经营层自由传达意愿的沟通文化,

构建了多种沟通渠道并在运营中。通过和CEO直接对话, 为CEO和成员的沟通建立了自由的渠

道。在事业部主管的管理下, 每个季度举办座谈会, 共享经营人员的愿景和哲学, 听取职员的不满

与建议并迅速进行反馈。

构建价值创出型劳资关系

LS Mtron保障自由的劳动组织活动, 遵守相关犯规和ILO等国际标准。LS Mtron劳动组织从

2012年12月末共有628名(全部人员对比41.8%)组织成员加入, 保障这些成员的选举及决定

权。经营人员和劳动组织议长团每年都会通过工资·团体交涉, 参与及合作增进协议会共享经营

现况及事业战略方向, 为职员的工作条件改善及经济·社会地位提升进行共同合作。同时, 以工厂

为单位举行劳资座谈会和劳资实务会议, 讨论并解决工作条件等问题, 每月举办以部门为单位的劳

资信赖协议会, 持续努力处理职员的不满和改善工作环境。

和事业部长的对话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 完成, ◐: 部分完成, ○: 未完成, ◎: 持续活动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中国法人劳资相关制度树立支援及信息共享 ● •运营职员沟通渠道  ◎

•为人权保障及劳动相关法律的遵守运营各种制度 ◎ •运营组织活性化项目  ◎

•和CEO的面谈9次, 和事业部负责人对话 52次 ◎

职员安全保健及健康

�	2012年成果及2013年计划

SPECIAL ISSUE – 加强火灾预防能力

通过电机火灾预防TFT, 工厂内制定了电机安全相关指南, 再次整备火灾预防相关R&R, 进行定期的内部检查。开发

引起电机火灾的主要原因的分类及诊断tool, 实施全公司检查和完

善。为了减少火灾扩散主要原因之一的由三明治管引发的灾害, 更

换内燃性管, 通过树立火星火灾作业指南, 传热机器事先许可制, 多

重插座设置及树立购买基准等各种措施和培训形成火灾预防环境。

同时, 以全公司监督人为对象运营消防安全资格取得制度, 通过专

业知识学习和工作人员的自我参与来进一步加强火灾预防管理。

为打造无灾害无

事故工厂做出的

努力

电机火灾预防诊断 

构建安全的工厂和合作伙伴支援活动 

LS Mtron为预防灾害, 将危险应对训练日常化, 2012年发掘了211项有害危险要素并进行了改

善。同时通过每个季度一次以上的劳资联合检查对现场的作业环境是否遵守安全守则进行检查,

实施公私消防合作训练及培训, 确保工厂安全。同时, 作为互助合作活动的一环, 和约50家合作伙

伴签订了安全互助合作项目合约, 展开了为预防灾害的合作伙伴定期改善活动。2013年还将为支

援合作伙伴的无灾害, 无事故目标继续加强火灾安全能力支援活动。

工人健康及威胁要素的缜密管理   

随着最近职业性骨骼肌肉疾病发生率的增加, 通过对单纯重复作业及对人体有过多负担的作业环

境的人体工学评价, 对可能有害骨骼肌肉的因素进行调查。选出需要改善的工艺, 持续进行改善活

动。同时, 在每年实施的健康检查项目中追加癌检查, 提高职员的检查满意度。

环境安全危险性评价改善    

通过环境安全危险性评价运营, 发现潜在危险并加以消除, 并固定自觉安全管理。针对危险因素的

改善方案要进行完善, 使之可以有机实施。通过对环境安全白皮书的发行及环境安全评价等进行

表彰, 形成工作者自律型安全管理。

禁烟项目及基金运营    

为了职员的健康和打造舒适的工作环境, LS Mtron正在运营禁烟项目。同时为了活动积极参与的

活性化, 还成立了禁烟基金, 提高禁烟成功率, 结束活动后的剩余金额将捐献给慈善机构。

禁烟支援活动

火灾消除训练

应急处置训练

	 2012年主要成果 评价	 		 2013年主要计划	 期限

•骨骼肌肉有害要素的调查及改善  ● •禁烟项目及禁烟基金运营  2月

•威胁要素掌握及改善,加强火灾预防能力 ● •改善环境安全危险性评价运营  4月

•电机火灾预防诊断精锐化  ● •火灾预防专业人员培养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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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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LS Mtron还未上市。

支配构造

董事会

LS Mtron董事会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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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需要遵守根据《商法》规定, 

具有商法规定的管理者需尽义务, 忠实于自己职务等义务。董事

的报酬根据股东大会有关报酬的相关规定支付。董事会的成果评

价不仅包括财务成果, 还包括社会及环境成果。

股东	

以2012年末为基准,

LS Mtron已发行的股数为9,000,000股, (株)LS保有100%。

可持续经营管理及责任

和经营人员的沟通 

LS Mtron从2010年起将由战略计划部门负责人(CSO)主管的

可持续经营协议体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进行运营。同时, 对可持续

经营原则及运营规定负有管理责任

LS MTRON还未上市, 还没有关于是否采用集中投票制, 是否采用签名投票制或电子投票制, 

是否行驶少数股东权的有关事项。

LS Mtron为了让公司的经营方向和CEO的信息直接传达给职员,

同时职员也可以直接向CEO自由提出意见, 每个月举行一次和

CEO的谈话, 并已经制度化此措施。同时为了更迅速的进行决定,

并倾听现场的意见, 每个季度还实施一次CEO现场经营。

在事业部长主导下, 每个季度举行和事业部长的座谈会, 为听取

职员们的不满和意见建立了沟通的平台。

	 			股东			 股票种类 		 股数 		 金额(百万韩元)	 比例 	

 LS  普通股市  9,000,000  45,000  100%

股东结构现况 (2012年 12月 31日基准)

* LS Mtron在报告期限内没有公司业务种类或主要事业的变化。其他经营方面的消息请参照 

LS Mtron2012事业报告书。

			
姓名		 				职位		 		级别		 性别		 								主要经历

 担当
      业务

   会长  毕业于 高丽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具滋烈  代理事表 (董事会 男 前任 LG商社常务 CEO

   议长)  前任LG投资证券副社长

 
沈载  代理事表 社长  男

  毕业于汉阳大学机械工程专业 
CEO

     前 LS产电副社长  

 
尹成昱  理事  CFO  男

 毕业于全北大学会计专业 
CFO

     前 LS Mtron金融组长

 李寿弘  监事  -  男
 毕业于首尔大学电气工程专业 

监事
     前任湖西大学教授

董事会结构现况(2013年 3月 1日基准)

				
举办日期		 																			议案内容

	 表决通过		
出席率

			 	 与否

 2012.2.1  批准第4期财务报表/营业报告书外 2项         表决  100%

 2012.2.13  批准巴西拖拉机生产法人成立  表决  100%

 2012.3.16  批准实施人员人事管理改正案 外2项 表决  100%

 2012.4.10  批准收购汽车零件事业用仁同工厂  表决  100%

 2012.6.11  批准Casco(株) 实收资本增加参与 外1项  表决  100%

 2012.7.18  批准2012年中期战略外2项  表决  100%

 2012.9.12  批准2012年 第3季度经营实绩(预期) 报告  表决  100%

 2012.12.11  批准2013年事业计划 外5项  表决  100%

董事会主要活动内容

•监事的权限和责任

LS MTRON根据规定任命了1位监事, 监事为了确保经营透明度

和合法性可以监督公司的会计和业务, 为此可以随时向董事要求

有关营业的报告并可以调查公司的业务和财产状况。

•Cyber Whistle Blowing

LS Mtron正在运营通过网站Cyber Whistle Blowing 和伦理咨

询室。另外, 为了让职员, 客户, 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人能够安心

举报, 还实施了1)保证举报人的隐私2)保护举报人的身份 3)免去

举报人的责任等举报人保护项目。

•Clean Company制度

LS Mtron实施受贿自觉申报制度, 以此构建干净的企业文化。

若不得不收下贿赂, 则鼓励当事人的自觉申报。

•伦理规范实践誓约制度

LS Mtron所有职员都有义务在伦理规范实践誓约书上签字。同

时在和合作伙伴的所有交易及协约中在一般条件意外, 还需要达

成标示着伦理实践事项的合约, 这项措施也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

来。

LS Mtron将伦理性(Integrity)看作是创造出价值的最主要核心要素。特别是针对可持续经营第

2期, 为了遵守ISO 26000中提出的公平运营惯例(Fair Operating Practices), 正在运营相关制度, 并

持续努力加强和利益相关人的沟通。

伦理经营

•展开持续的宣传活动 

LS Mtron为了提高职员自发的伦理意识和加大利益相关人的

参与, 通过公司内部伦理经营告示牌传达伦理经营相关事例和信

息。

•实施以职员为对象的伦理规范培训 

LS Mtron为了提高伦理经营实践能力, 以全体职员为对象实施

了培训, 而新加入公司的职员和有经验的职员也要求必须进修伦

理规范入门课程, 对他们定期或随时进行培训。

•伦理水准评价

LS Mtron每年定期实施对合作伙伴的伦理水准评价。特别是从

2011年开始一起进行了合作伙伴可持续经营相关重要性及满意

度评价, 2012年以伦理经营实践扩大为目的, 对海外法人(中国)

也进行了统一的伦理水准评价。

和利益相关人的意见沟通

LS MTRON为了伦理经营正确的实践和监督, 进行着遵守垄断

规范及公平交易相关法律, 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等活动。2012年

以营业职员为对象实施了不正当转让, 勾结等事例分析和预防培

训。此外, 还收集最新公平交易委员会政策并进行宣传。

公平交易遵守相关活动

运营伦理经营实践制度

	 区分		 内部公告牌		 对外公文	

 LS  21次  6次

2010 ~ 2012年伦理经营宣传现况

	 区分		 2010   2011   2012		

 总公司   4.28分  4.39分  4.56分

 海外法人  -  -  4.43分

2010 ~ 2012年伦理水准评价结果

	 区分		 2010   2011   2012		

 件数    13件   15件   5件 

Cyber Whistle Blowing 举报/处理现况

	 区分		 2010  2011   2012		

 件数    3件   2件   1件

贿赂举报情况/处理现况

* 计算凡是 : 伦理意识提高度, 伦理经营活动满意度, 

                职员伦理水准, 交易关系公平度, 贵重物品/优待/招待发生与否的平均值

※ LS Mtron伦理规范全文

    : http://ethics.lsmtron.co.kr/rule/law.asp 

(5分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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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分		 	 教育名称		 完成		

	LSMW  小组带头人教育及补修教育  12件

 LSEQ KL 教育  7件

 LSMQ  组长立即实践教育  3件

 共同 新转入人员革新基本课程  2次

中国事业介绍

LSMW

(LS Machinery Wuxi Co。, Ltd。)

·2005年 工厂竣工

·2010年 3,200TON超大型完成开发

·2012年 扩建零件仓库并增设涂装线

·2012年 5种电动式型号LINE-UP

中国地区部门
(上海代表处)

•2010年设立 
•中国出资公司支援活动

LSMQ, LSEQ
(青岛)

	
YTLS
(烟台)

LSMW
(无锡)

YTLS

(YanTai Leading Solution Auto Parts Co。, Ltd。)

·2005年 工厂竣工

·2007年 与Mazda达成合作关系并接收J61订单

·2007年 接收SGM S308订单

·2008年 增资/持股变更(LSM50: 我新里50)

·2012年 接收FCC D009新车种订单

LSEQ

(LS Electronic-Devices Qingdao  Co。, Ltd。)

·2006年 工厂竣工

·2012年 销售额达到1。5亿人民币

·2013年 扩建第二工厂

·2013年 销售额达到3亿人民币(预计)

LSMQ

(LS Machinery Equipment Qingdao Co。, Ltd。)

·2010年 工厂竣工

·2012年 K-model(55马力经济性型号)完成开发

·2012年 成立东北地区营业点

·2013年 进入美国市场

	 区分	 LSMQ		 LSMW		 LSEQ		 YTLS

所在地  山东省青岛市 江苏省无锡市 山东省青岛市 山东省烟台市

  成立时间 2008年 2004年 2006年 2005年

 事业形态 生产/销售法人 生产/销售法人 生产法人 生产/销售法人(合作公司)

 资本额(百万) 2670万美金 2150万美金 650万美金 2250万人民币

 持股率 100% 100% 100% 50%

 生产产品 拖拉机 注塑成型机 连接器, 天线 汽车用管

 工厂面积(m2) 82,927m2 70,661m2 13,780m2 18,000m2

 
认证现况 ISO 9001: 2010

 ISO 9001: 2009 ISO 9001: 2008 ISO/TS 16949: 2006

  ISO 14001: 2010 ISO 14001: 2008 ISO 14001: 2011

 总人员(男/女) 153/31 209/53 52/339 38/4

 2012年招聘人员(男/女) 44/5 41/10 12/95 12/11

 管理者以上职员 17 30 8 11

中国是实现LS Mtron2013年经营方针目标，即“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地区。2004年投入

中国以来, 到现在已经在4个事业领域中设立了生产/销售法人并进行着事业开发。2012年可持

续经营活动主要通过总公司可持续经营协议会向各职能部门提供支援得以进行。今后将在中

国地区部门树立自主的可持续经营管理体系进行运营。

革新促进活动 

中国法人具有基本的革新能力, 并为实质性创造成果奠定了基础。凭借总公司革新促进组的支援,

还进行了各法人新入支援基本革新课程及小组负责人辅修教育, KL教育,组长实践教育。同时, 每

年召开两次中国地区革新负责人交流会, 为提高中国地区革新活动水准进行多方位的活动。通

过这段时间的努力, LSMW的生产组参加了在韩国举行的全国品质小组大赛并获得了总统奖银

奖。LSEQ参加了在总公司举行的MTRON 6 FESTIVAL, 共享了革新活动的成功事例。2013年

中国法人还将成立革新活动自主促进体系, 为取得革新活动实质性成果而努力。

 

强化加强品质及满足客户的能力

LS Mtron中国法人在所有工厂都构建了品质经营系统评价体系, 随时展开改善及最优化活动。同

时, 为了提高顾客满意度还实施了各种能力强化活动。LSMW和总公司品质经营组成员一起重点

改善了IQC/OQC部分并强化了检测能力, 同时为了提高产品品质进行了改善活动。LSEQ检测出

了量产一贯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改善活动, 并通过客户(三星电子) Audit完成了网站认证。另外,

为了提高营业职员的业务能力还实施了产品知识和业界调查, 掌控客户需求等培训, 并访问主要客

户进行了直接的观察和见习。LSMQ加强了电话中心服务系统, 增加了服务人员,缩短了客户等待

的时间。另外, 为了进行更有效率的客户服务, 还实施了A/S教育“360°Heart Service”。

打造安全快捷的工作环境

为了打造国际水准的安全工厂, 中国法人每年都在进行火灾预防, 安全生产等教育和训练。2012

年还和总公司绿色经营组一起进行了火灾预防训练, 使得以前只有一部分职员参加的训练使得现

由所有职员都参与到其中。假定工厂内部发生火灾的情况, 实施了相互通知及躲避, 利用自动灭火

设备, 进行早期灭火等必要训练, 同时分析训练影像、检查灭火及救援体系。除此之外, 实施新职

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定期对生产设施和住所环境进行安全检查来加强事故预防。今后LS Mtron中

国法人还会努力积极应对火灾, 安全事故等突发状况。

构建先进的人事制度

LS Mtron中国法人将优秀的人事制度看作持续提高中国事业成果的原动力, 对此也在积极地举

办活动。2012年中国法人根据修改过的人事劳动法规, 为了改善HR系统和法人人事制度, LS 

Mtron上海分公司举行了两次HR研讨会。LSMQ还在中国企业中第一次引入HER系统。此外, 在

中国经营支援组的支援下推广了人力资源顾问项目并构建了符合韩国企业文化和中国实情的人力

资源管理体系, 而这些也都在LS Mtron中国HR研讨会上进行了分享。今后根据变化的经营环境

和法规, 中国法人还会继续努力构建主导市场的人事制度。

打造幸福的工作氛围

LS Mtron中国法人为了确保未来增长动力和强化竞争力, 持续进行了多种打造幸福工作氛围的活

动。2012年作为这类活动的一环,通过登山、游乐场游玩、兴趣小组等提高了对公司的热爱并调

节了组织氛围。LSMW不仅对职员,还对职员子女进行了健康检查, LSMQ则为宿舍和工厂设置了

乒乓球台、篮球场等多种体育设施, 还在大讲堂放映免费电影等, 在娱乐和体育活动方面为职员们

提供了各种便利。LSEQ在职员子女开学时为他们提供书包、学习用品等, 实践着家庭和睦式经

营。

革新能力强化教育

实施模拟消防训练

参加第19届阳陵农业机械展示会

召开中国地区人事Work Shop

向职员子女赠送入学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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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分		 单位		 2010  2011  2012		 参考

总人数   名  1,669  1,649  1,683  包括非正式职员, 派遣/当日临时职员除外

正式职位/非正式职位人员数  名  1,497/172  1,514/135  1,547/136

 全州  名  706/65  663/79  689/98

 井邑  名  180/36  236/11 222/3

 安养  名  238/28  228/35  230/32

 仁同  名  87/17  115/2  127/1

 R&D  名  89/3  94/1  100/1

 营业本部  名  110/5 69/5  80/1

 总部  名  87/18  103/2  99/-

年龄别人员数  名  1,669  1,649  1,683

 20岁  名  175  259  258

 30岁  名  636  647  670

 40岁  名  451  411  398

 50岁  名  382  314  341

 60岁以上  名  25  18  16

新招聘人员数  名  296  346  263

 男/女  名  255/41  281/65  214/49

女性人数/比率  名/%  74/4.4  97/5.9  99/5.9

残疾人人数/比率  名/%  36/2.2  40/2.4  32/1.9

教育费用  千韩元/人  1,439  1,789  1,550

职级教育时间   小时/人  - - 109 2012年新指标 

 高级管理人员   小时/人   - - 127

 部长/担当  小时/人 - - 76

 次长   小时/人 - - 117

 科长  小时/人 - - 103

 代理/职员   小时/人 - - 96/139

产假使用人员数  名  -  7  4

育儿休假使用人员数/复职率  名/%  - 1/-  3/100  复职率:以育儿休假后复职年度为基准　

心理咨询室利用人数  名  -  315  228  2011年新设(全州, 井邑工厂, 研究所)

劳动组合加入人员数/比率  名/%  616/36.9  630/38.2  628/41.8  比率:与整体构成人员对比

与经营人员的对话  次数  24  28  52  和CEO直接对话, 和工厂厂长直接对话等

参与及增进合作协议会  次数  8 8  8

劳资实务协议及会议(全公司/全州)  次数  22  20  25

劳资简谈会(安养/井邑/仁同) 次数  5  5  10

产业保健健康委员会及会议  次数  20  16 20

退职人员数/比率  名/%  78/4.7  63/3.8  92/5.4

国内外出资公司数  名  2,498  1,863  1,953

产业灾害率 % 0.12 0.21 0.13

主要数据

� 社会	� 经济		

LS	Mtron	

-	概要财务状态表		

-	概要盈亏情况报告	

LS Mtron及附属公司	

-	概要财务状态表	

(2012年 12月 31日 基准)

(单位: 百万韩元)

(单位: 百万韩元)

(单位: 百万韩元)

(单位: 百万韩元)

•其他报告事项

 固定薪酬不分性别统一适用于同职位的所有职员。

 国内外新入职员不分性别统一保障法定最低工资以上水平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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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第5期(2012.01.01~2012.12.31)		 第4期(2011.01.01~2011.12.31)		 第3期(2010.01.01~2010.12.31)

销售额  1,632,170 1,500,727  809,234

营业利润  46,819  57,390  38,835

营业利润本期净利润 19,189  20,309  16,775

中断营业利润  3,845 62,114  15,159

本期净利润  23,034 82,423  31,934  		

账目		 第5期(2012.12.31 基准)		 第4期(2011.12.31 基准)		 第3期(2010.12.31 基准)

流动资产  472,942  399,186  386,271

非流动资产  678,966  603,281  509,915

资产总计	 1,151,908  1,002,467  892,186

流动负债  345,908  259,883  275,793

非流动负债  209,802  166,488  139,278

负债总额	 555,710  426,372  415,071

实缴股本  45,000  45,000  45,000

超面值缴入股本  426,066  425,887  425,894

其他全面收益项目累计额  -1,588  -1,551  -2,057

营业盈余 126,720  106,758  8,278

资本总额	 596,198  576,095  477,115

负债与资本总计  1,151,908  1,002,467  892,186

项目		 第5期(2012.01.01~2012.12.31)		 第4期(2011.01.01~2011.12.31)		 第3期(2010.01.01~2010.12.31)

销售额  923,783  888,712  764,855

营业利润  40,466  53,537  41,451

营业利润本期净利润 31,468  36,079  29,129

中断营业利润  3,845  63,409  10,996

本期净利润  35,313  99,488  40,095

项目		 第5期(2012.12.31 基准)		 第4期(2011.12.31 基准)		 第3期(2010.12.31 基准)

流动资产  838,046  749,999  494,380

非流动资产  834,821  729,104  506,292

资产总计  1,672,867  1,479,103  1,000,672

流动负债  786,539  619,834  364,182

非流动负债 331,034  312,057  170,545

负债总额  1,117,573  931,891  534,726

支配持分 554,694  547,212  465,946

非支配持分 600

资本总额		 555,294  547,212  465,946

负债与资本总计  1,672,867  1,479,103  1,000,672

-	概要盈亏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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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			 � 法规遵守情况		

																																																							区分		 2010  20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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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防止差别对待的违反次数 无  无  无

 侵犯当地居民权力的相关违反件数 无  无  无

� 获奖情况		

	 	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主办机构	 内容(有关部门)		

 3月  GM 本年度供应商奖  GM  本年度供应商奖优秀企业(汽车零件事业部)

 6月  全罗北道品质负责组竞赛 全罗北道  优秀奖(注塑生产组, CF生产组, LSMW生产组)

 6月  全国绿色企业协议会优秀事迹发表会  绿色企业协议会 环境部长官奖(全州工厂)

 10月  韩国百大最适宜工作企业  GWP KOREA  制造部门大奖

 11月  可持续经营大奖  知识经济部  韩国标准协会会长奖

 11月  全国品质负责组竞赛  韩国标准协会  总统奖银奖1, 铜奖2(LSMW生产组, 注塑生产组, CF生产组)

 11月  二次电池知识经济技术革新事业共同研讨会  韩国电池研究组合  知识经济部长官奖(禹庆宁 常务) 

 12月  完州郡义务公益者同心大会  完州郡厅  义务公益活动部门优秀团体

(2012年 12月 31日 基准)

•其他报告事项

  国内外所有工厂都不位于上水道保护区域, 特别管理区域, 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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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数据	

� 政府补助金

� 加入组织

2012年纯政府补助金金额为22.1亿韩币, 技术使用费偿还金额为3.5亿韩币。

	经济  大韩商工会议所, 产业技术振兴协会, 西部地区国防产业保安协会, 完州产业基地振兴会, 知识经济部协会,

  韩国农机工业协同组织, 韩国效率协会, 韩国防卫产业振兴会, 韩国电路板产业协会, 韩国知识财产协会, 韩国标准协会,

  韩国合成树脂加工机械工业协同组织 

 社会 大韩产业安全协会, 预备军指挥官协会, 完州产业基地安全管理者协会, 韩国公平竞争联合会, 韩国消防安全协会

 环境  完州产业基地消防安全管理者协议会, 完州产业基地环境协议会, 全国绿色企业协议会, 全北绿色企业协议会,

  全北绿色环境支援中心, 环境技术人协议会

 可持续经营 UN Global Co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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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分		 单位		 2010  2011  2012 	 参考

温室气体排放量 CO2吨  96,297 99,415 101,915 根据国家温室气体验证标准, 排除空调机事业部

  井邑  CO2吨 72,626  73,717  76,828 (2011年转让经营权)后进行了再次核算 

  全州  CO2吨  12,511 13,232 11,901  

  安养/仁同/总部  CO2吨  11,160 12,466 13,186 温室气体元单位以与销售额对比的排放量为基准

温室气体各排放源构成 CO2吨  96,297 99,415 101,915 进行核算

  间接排放  CO2吨  89,723 91,904 93,600 

  固定燃烧  CO2吨  5,146  6,181  7,090

  动燃烧及其他  CO2吨  1,428 1,330 1,225

温室气体元单位  CO2吨/百万韩元  0.16 0.14  0.15

能源使用量(包括直接, 间接)  TJ  1,846 1,906 2,076

  电力 TJ 1,704 1,743 1,894

  LNG TJ 99 120 137

  其他   TJ 43 43 45

ESH支出及投资详情  百万韩元  761  789  1,007

  环境  百万韩元  239  522  590

  气候变化  百万韩元  163  77  197

  安全健康  百万韩元  359  190  220

主要原材料 – 九里  吨  13,893  14,676  9,901  

主要原材料 – 碳及橡胶类  吨  931  1,436  1,651

主要原材料 – 合成树脂  吨  101  94  121

主要原材料  吨  598,772  589,469  728,484  境内工厂的用水来源为汉江, 万顷江, 洛东江水系。

  工业用水  吨  522,943  507,540  639,332

  生活用水  吨  55,643  65,246  81,613

  地下水  吨  20,186  16,683  7,539

大气污染物质排放 – 大气   kg 4,790  12,106  11,544

水质污染物排放 - COD kg  7,378  8,131  15,315

水质污染物排放 - SS  kg  4,271  4,904  7,326

废水排放量 吨 330,925 334,618 506,306

用水再利用量/再利用率  吨/% 485,082/58 457,045/56 418,605/43 由于井邑工厂再利用核算基准变更进行了再次核算

废弃物排放量 – 一般  吨  4,225  3,958  4,542

废弃物排放量 - 指定  吨  344  352  266

废弃物 再利用率   %  83  81  84

臭氧层破坏物质–HCFC系  KG  12,760  3,000  3,000  2011年由于空调机事业部出售而有所减少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适用程度	 页码	 ISO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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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   

  
1.2 对主要影响, 风险及机遇的描述

 
●

 4~5, 6.2

     9~11, 1

 公司概况 2.1  机构名称 ● 6

  2.2  主要品牌, 产品及(或)服务 ● 6, Bookin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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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59  6.2

  2.4  机构总部的地址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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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7, 

  2.5 
发展有特殊相关性的国家和名称

 ● 59

     Bookinbook 

  2.6  所有权性质和法律形式 ● 44

  2.7  所服务的市场 ● Bookinbook 

  2.8  报告机构的规模 ● 6~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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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44

  2.10  报告期间获得的奖励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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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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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或跨机构可比性的实体的报告依据  

  3.9  数据评估方法及计算基础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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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3.11  报告在范围, 界限及评估方法上出现的重大变化 ● 44

  3.12  GRI index ● 52~55

  3.13  为报告寻求外部认证的相关政策和现行做法  ● 56~57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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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

 责任, 参与  构进行监管)的委员会 

   4.2  说明最高管理层的主席是否也兼任行政职位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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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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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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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

  4.6  最高管理层规避利益风险的程序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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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

   以指导机构在经济, 环境, 社会方面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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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

   行为守则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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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4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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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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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44

  4.11  关于机构是否及如何采取预防方法或原则的解释 ● 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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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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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

  4.14  机构利益相关者清单 ● 12~14

  4.15  识别及选择利益相关者的依据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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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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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18, 22,

   问题, 包括通过报告作出响应  26, 30, 38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适用程度	 页码	 ISO 26000	

	
经济指标 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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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6.8 / 6.8.3 / 6.8.7 / 6.8.9
  社会投入, 留存收益以及向出资人和政府支付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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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 6.5.5

 EC3  机构明确承诺的固定福利计划的覆盖范围  ◐ 41 -

 EC4  政府给予机构的重大财务支持 ●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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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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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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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 6.8 / 6.8.5 / 6.8.7

间接经济效果 
EC8  

通过商业活动区, 提供实物或免费专业服务而开展的主要面向大众福利的 
●

 
26~29

 6.3.9 / 6.8 / 6.8.3 / 6.8.4 /  

  基础设施投资与服务及其影响    6.8.5 / 6.8.6 / 6.8.7 / 6.8.9  

     6.3.9 / 6.6.6 / 6.6.7 / 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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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21 6.8 / 6.8.5 / 6.8.6 / 6.8.7 / 

     6.8.9

环境指标 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		 	 	 6.2 / 6.5

原料 EN1  按重量和体积计算使用的原料 ● 50   

 EN2  可再生原料的利用率 ● 50

能源 EN3  使用一次能源资源的直接能源消耗 ● 50

 EN4  按源头划分的主要间接能源消耗 ● 50

 EN5  通过节约及提高效率减少使用的能源 ● 31 
6.5 /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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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33

  些行动对能源需求的减少

 EN7  减少间接能源耗用的措施, 以及措施所取得的成效 ◐ 31

用水 EN8  在各类水源采水的总量 ● 50

 EN9  因采水而受到严重影响的水源 ● 50

 EN10  可循环再利用的水的比例和总量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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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

  域拥有, 租赁或管理的土地地理位置和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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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

  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影响   
6.5 /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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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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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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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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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 50  6.5 / 6.5.5

 EN18  主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其成效 ● 31

 EN19  以重量单位计算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的排放量 ● 50  

 EN20  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及其他重要的气体排放(类型及重量) ● 50

 EN21  按质量和目的地统计的总排水量 ● 50 

 EN22  按种类和处理方法统计的废物总量 ● 50 6.5 / 6.5.3

 EN23  重大溢漏的总次数及漏量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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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进口, 出口或处理数 量及国际范围内运输废弃物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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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

 
6.5 / 6.5.4 / 6.5.6

  受保护状态和生物多样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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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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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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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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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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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 G3.1 / ISO 26000对照表

52 53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适用程度	 页码	 ISO 26000	

	
劳动指标 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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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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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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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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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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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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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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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 43

 6.4 / 6.4.6 / 6.8 / 6.8.3 / 

  的员工及其家属和社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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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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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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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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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 6.4 / 6.4.7

多样性和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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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 6.3.7 / 6.3.10 / 6.4 / 6.4.3

社会 
LA14  男, 女员工的基本工资比率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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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 6.4 / 6.4.3

人权指标 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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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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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 6.3 / 6.3.5

禁止歧视  
HR4  歧视事件的数量和解决方法 

 
●

 
51

 6.3 / 6.3.6 / 6.3.7 /

     6.3.10 / 6.4.3

结社和团体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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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 6.3.3 / 6.3.4 / 6.3.5 /  

的自由 HR5 
权利而采取的措施

 ● 42 6.3.8 / 6.3.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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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 6.3 / 6.3.3 / 6.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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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 6.3.5 / 6.3.7 / 6.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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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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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

 6.3 / 6.3.6 / 6.3.7 /

     6.3.8 / 6.6.7 

评价改善 HR10  实施人权监督和影响评价的分支机构的比率件数  ◐ 51  6.3 / 6.3.3 / 6.3.4 /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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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 45  6.3 / 6.3.3 / 6.3.4 / 6.3.6

社会指标 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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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3.9 / 6.8 / 6.8.5 /

  操作的性质, 范围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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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3  企业中为降低腐败概率而培训的员工比率  ● 45  6.6 / 6.6.3

 SO4  企业中为降低腐败概率而培训的员工比率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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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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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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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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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29,  
 6.8.7 / 6.6.7

  缓解手段  31~32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适用程度	 页码	 ISO 26000 	

	
产品指标 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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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23,   

   以及必须接受这种评估的重要产品和服务类别的比例  32~33 6.3.9 / 6.6.6 /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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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

 6.7.4 / 6.7.5

  的事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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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25

 
6.7 / 6.7.3 / 6.7.4 / 6.7.5 /

   的产品比率   
6.7.6 / 6.7.9

  PR4  按结果分类的未进行商标注册的事件总数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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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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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6.7 / 6.7.3 / 6.7.6 /

   PR7  违反法律, 法规和市场交流的自愿原则的事件总数  ● 51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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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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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  6.7 /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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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规范(第二章 职员的基本伦理规范)

 原则 2: 企业应当努力不涉及人权侵害 •就业规则 绪论 38~43

  •合作伙伴伦理实践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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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体协约 绪论

 原则 4: 反对一切形式的强制性劳动 •就业协约 绪论 
38~43

 原则 5: 有效地废止雇用儿童劳动力 •伦理规范(第5章 对于公司职员的责任) 

 原则 6: 废止雇佣及业务中的差别待遇

	 环境

 原则 7: 企业支持对于环境问题的预防措施 •绿色经营方针(2.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及绿色环保产品开发) 

 原则 8: 履行增进环境责任的措施 •绿色经营方针(3. 事先预防及打造安全愉快的环境)  
30~33

 原则 9: 促进环保性技术的开发及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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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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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合作伙伴伦理实践特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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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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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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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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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 G3.1 准则适用标准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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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期验证报告书

大韩商工会议所可持续经营院(以下简称“可持续经营院”)作为“2012 LS Mtron可持续经营

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的独立“第三方验证机关”, 接受验证邀请提出以下验证意

见。

目的 

本验证报告书确认报告书中是否存在重大的错误和偏见, 为对LS 

Mtron可持续经营重要问题的检测和成果报告的独立认证提出认

证意见。

负责事项及独立性 

本报告书对2012年度LS Mtron对促进可持续经营活动做出的努

力, 成果以及今后的计划进行了阐述, 报告书制作及相关责任全部

由LS Mtron负责。

可持续经营院对报告书进行了验证并对经营人员提供验证意见, 为

了维持独立性和自律性, 除了进行第三方验证以外不与LS Mtron

发生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外利益关系。

验证基准及限制事项

可持续经营院在参照AA1000AS(2008)验证基准的三大项目(涵盖

性, 重要性, 应对性)以及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 G3.1的

报告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验证。

验证业务的范围限定为2012年的成果, 之前的数据排除在验证对

象以外。本验证对国内工厂中位于安养的总公司进行了实际调查,

网上信息不包括在验证对象之中。同时已经被第三方机关验证过

的财务相关信息和温室气体数据也没有包括在本验证中。

重要性

可持续经营全盘中是否包括了对利益相关人产生影响的重要问题?

·LS Mtron通过重要性分析流程确定可持续经营的主要问题。

· 在重要性分析过程中通过对各利益相关人期待事项进行意见收

集来整理重要问题。

·在重要性分析流程中没有发现遗漏的重要问题。

应对性

对于利益相关人的问题是否恰当地进行应对?

· LS Mtron通过重要性分析流程将掌握的可持续经营主要问题反

映到各部门的KPI中, 可以有效应对利益相关人关心的问题。

· 从重要性的观点来看, 报告书中没有发现有关可持续经营主要问

题的应对活动以及可持续经营成果违背应对性原则的部分。

主要验证流程 

可持续经营院不参与利益相关人活动, 验证通过采访公司负责人及

研究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来进行。主要验证过程包括以下内容:

·检查公司内部是否适合可持续性报告标准

·检查韩语报告书信息及信息搜集流程

·检查重要性分析及重要问题相关报告书信息, 政策, 系统

·环境/安全数据验证及负责人采访(总公司)

·可持续经营实务, 报告书制作及编辑负责人采访(总公司)

验证意见 

可持续经营院根据验证报告书里记载的验证过程开展业务, 必要时

对报告书进行一定的修正。据此判断报告书中的内容不存在重大

错误。

根据验证活动并参照AA1000APS原则提出以下验证意见 。

涵盖性

在促进可持续经营时, 进行负责的和战略性应对措施时是否遵守了

利益相关人参与原则?

· LS Mtron通过各种利益相关人沟通渠道收集客户, 职员, 合作

伙伴, 社会的主要关心事项和意见。

· 可持续经营院在LS Mtron通过利益相关人沟通渠道收集问题的

过程中, 没有发现被遗漏的重要利益相关人集团。

建议事项

可持续经营院在不影响验证结果的范围内提出以下建议事项。

· LS Mtron在过去4年间构建了可持续经营体系, 通过可持续经

营协议会和小型委员会对主要问题设定了目标并积极促进了具

体实践的流程。这些特征在LS Mtron可持续经营活动中起到

了核心作用并和报告书中的很多活动有关联。建议今后持续运

营该体系, 并将其改善的过程告知利益相关人, 以此来发展LS 

Mtron的可持续经营体系。

· 为了收集利益相关人的意见而构建包括利益相关人对话平台等

措施的直接沟通渠道十分有意义。特别是在问卷调查之外, 我们

认为能够更好地倾听利益相关人意见的活动也会对LS Mtron

的可持续经营有益。

· 在保持可持续经营数据和信息的连续性及完整性的同时, 希望对

于报告信息代表的意义进行分析并提高信息的衔接性。

· 提出重要问题时, 考虑到对公司积极和消极的观点进行报告, 以

此来确保报告书均衡性和内容的真实性是十分必要的。本报告

书中包括了一部分负面问题, 希望今后对可能导致潜在风险的问

题考虑更详细的应对策略等。

· 为了对可持续经营相关环境变化进行能动性地应对, 十分有必要

强化专门负责可持续经营的组织能力。

2013年 4月

院长 _ 朴 泰 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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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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组, 人才开发组

6) 技术竞争力强化活动: 技术经营组, 特许管理组

7) 风险综合管理: 可持续经营事务局

8) 治理结构: 经营企划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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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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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环保供给网小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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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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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1日(第四次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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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Network

� LS Mtron � Subsidiary

	Korea

	

	 Head	Office 11th Fl., LS Tower, 127 LS-ro, Dongan-gu, Anyang City, 	 	

	 	 Gyeonggi Province  Tel. +82.31.689.8288

	Jeonju	site 886 Gwahak-ro, Bongdong-eup, Wanju-gun,	

	 	 North Jeolla Province  Tel. +82.63.279.5114

	Jeongeup	site 2. 2-gil, 3 Sandan, Buk-myeon, Jeongeup City,	

	 	 North Jeolla Province  Tel. +82.63.530.4114

	Anyang	site, Hi-tech center, 116 LS-ro, Dongan-gu, Anyang City,		 	

	 sales	department		 Gyeonggi Province  Tel. +82.31.8045.0400	

	 Indong	site 238, 2-ro, 3-gongdan, Gumi City, 

	 	 North Gyeongsang Province  Tel. +82.54.710.5702

	 R&D	Center	 124 Gongdan-ro, Gunpo City, Gyeonggi Province

	 	 Tel. +82.31.450.8114

	Korea

	

	Daesung 31, Sandan-ro, Danwon-gu, Ansan City, 

	 Electric	Co.,	Ltd.	 Gyeonggi Province  Tel. 031.494.1141

	Casco	Co.,	Ltd. 24, 1-gil, 3-sandan, Buk-myeon, Jeongeup City,	
	 	

North Jeolla Province  Tel. 063.570.6114

� Overseas Office

	
Shanghai	Office		 31st floor, Great Wall Building, No. 3000 

	 (Chinese	Business North Zhongshan Road, Shanghai (200063)

 Support	Team) Tel. +86.21.5239.1273(8008)	

	 Japanese	Office DNI-Mita Bldg 11F, 3-43-16 Shiba, 

  Minato-ku, Tokyo (105-0014)

  Tel. +81.3.3457.8331

	 Brazilian	Office Avenida Moema 300, Cj 106/107 Moema, 

  Sao paulo, SP

  Tel. +55.11.5052.1052(7897)

	 Polish	Office Legnicka 17/7 Wroclaw

  Tel. +48.713.709.360 

	 Indonesian	Office Menara Palma 8th F #03, JL.H.R Rasuna said, 

  Block x2 Kav6 Kuningan, Jakarta selatan (12950)

  Tel. +62.21.5795.7552 

	 Overseas

	

	 LSMQ(LS	Machinary(Qingdao)	Co.,	Ltd.)

  Yu-Huangling Industrial Area, Xiazhuang,

  Chengyang District, Qingdao,China 266109

  Tel. +86.532.8096.5618

	LSMB(LS	Mtron	Brasil)

  Rua Vereador Klaus Lennertz 2103, Palmital, 

  Garuva, SC, Brazil, 89248-000

  Tel. +55.47.3422.4563

	LSTA(LS	Tractor	USA,	LLC)

  PO BOX 70. 6900 Corporation Parkway,

  Battlebord, NC 27809, U.S.A. 

  Tel. +1.252.984.0700

	 LSMW(LS	Machinery(Wuxi)	Co.,	Ltd.)

  LS Industrial Park, Xin Mei Road, National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Wuxi city, Jiangsu Province, China 214028

  Tel. +86.510.8299.3888

	 LSEQ(LS	Electronic-Devices(Qingdao)	Co.,	Ltd.)

	 	 Yu-Huangling Industrial Area, Xiazhuang,

  Chengyang District, Qingdao, China 266109

  Tel. +86.532.8096.2200

	 YTLS(YanTai	Leading	Solution	Auto	Parts	Co.,	Ltd.)

	 	 No.79 Changjiang Road, Development Zone 

  of YanTai,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Tel. +86.535.695.5701

Head Office(LS Tower) Jeongeup site Indong site

Jeonju site Anyang site(Hi-tech center)



报告制作人 追加信息提供

根据LS Mtron可持续经营报告体系, 在由可持续经营协议体和事务局构

成的可持续经营报告书发刊委员会主管下制作而成, 各事业部企划组也给

与了协助。

关于本可持续经营报告书以外的关于LS Mtron的信息可通过以下方式进

行了解。

LS Mtron 2012可持续发展报告采用韩国韩松制纸株式会社的FSC万宝龙类纸张印制。FSC万宝龙获得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森林管理委

员会)认证, 而仅在环保生态的绿色森林生产的木材制品才带有FSC认证标识, 并且使用无氯漂白纸浆(ECF, Elemental Cholrine Free), 是一种环保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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