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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技术，打造比今天更加幸福的明天，您的生活中，无论何时， 

何地LS Mtron都与您在一起。



与LS Mtron共同前进的这一切过程中，我们思考着环境。

同时，我们照顾和关怀着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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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LS Mtron新的CEO,我想向利害相关人介绍一下我们拥有怎样的经营哲学和蓝图，以及将如何引导这样的经营哲学和蓝图。

LS经营哲学是LSpartnership®，其涵义是创造“携手创造更大的价值”。其涵义是以开放的心态创造卓越的成果，从而与包含顾客客户
在内的所有利害相关人一起共同发展。以这样的经营哲学为根基，LS Mtron在2015年启动了“成长故事第2幕”。从LS集团的角度上
看，作为未来战略事业，为了新的飞跃和发展，升格为了事业部门，作为新的愿景，Be the One*包涵了最高的人才，1等产品，胜利的
Partership三重含义。而且，为了达成这样的愿景，我们的核心价值是One     Spirit，选定了主人意识(Ownership), 青年精神(new-thinking),  
技术领先(excellence) 。LS Mtron的可持续经营，将与集团经营哲学一起，积极成为达成新的发展的跳板。

在未来，可持续经营将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

可持续经营是在全球经营环境中一直持续被强调的领域。我们认为，要达到事业伙伴的标准，全球各地的顾客不仅应拥有创造事业的
能力，还应拥有创造社会的，环境的价值的能力。因此，LS Mtron的可持续经营将向三个方向推进。第一，我们将着眼于对透明且有伦
理的组织文化的强化。第二，我们将与顾客，职员，合作企业，地区社会这样的各类型利害相关人沟通，将他们的期待事项自然地反映
在日常业务中。第三，我们将引导国际社会和顾客所追求的环保技术和产品潮流。2015年也将以可持续经营协议会为中心，在全公司
范围内运营促进体系，并且将集中发展自2014年开始正式推进的中国子公司的可持续经营内在化。通过这样的活动，预防LS Mtron在
事业发展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获得利害相关人的信任，并发展为被尊敬的企业。

为成为全面履行社会，环境的责任，被尊敬的企业，作为CEO，您预计将如何努力呢？

为了让所有的职员朝着同一个方向看齐，并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我将发挥经营的指导作用。即使处于艰难的经营环境，也要保持重要
的价值，并将为了做好可持续发展的准备而全力以赴。也就是说，在借由革新活动提高成果的同时，通过对社会和环境价值的考量，从
而确立对任何人来说都能得到认可的议事决定流程。而且，通过确保拥有发展成为全球企业的能力以及可持续经营的内在化，为成为
更加值得期待的组织而努力。

“  LS Mtron通过可持续经营， 
正在实践作为经营哲学的LSpartnership®， 
并且积极把握为了达成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各位利害相关人，
借由这本可持续经营报告书，我们希望各位能了解到我们在可持续经营方面做出的努力，同时也希望各位能与我们积极分享有助于
共同发展的好的想法。我们将努力成长为值得信任，值得托付的合作伙伴。

副会长   具  滋  恩

              

LS是值得信赖，值得托付的坚实的合作伙伴 
LS人是如携手努力能取得更大成果的人

CEO Message

              

Ownership
主人翁意识

New-thinking 

青年精神
Excellence

技术先导

经营哲学 愿景 2020

核心价值

事业目标

2020年销售额4.4兆亿韩元，税前利润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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➋ 经营管理本部长兼CFO副社长_李益熙 

经营管理本部长发挥着公司的管家的作用。我们正在有效地管理着对确
保竞争力而言是根基的资产，并且正在通过财务分析，为预测经营的战略
方向而努力。我们预计2015年的经营环境仍将维持低生长的基础。美国
和欧洲的经济缓慢地恢复了，但是，中国的成长放慢，日元贬值以及新兴
国家的金融不稳定的态势预计仍将持续。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经营管理
本部长，我认为应对风险的能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以不同的事业部门
为单位，正在稳健地解决不稳定因素，并将从长.短期的角度出发，将截止
2020年的愿景具体化。

第一，我们将通过资源运营的效率化，努力提高投资成果，扩大财务健全
性。我们将彻底地掌握潜在的风险，为提高较弱的事业的收益性以及克服
事业环境，重点将放在充实和强化内部方面。而且，通过海外法人的正常
化，我们将致力于让中国，巴西等停滞的核心市场上的成长正式化。为此，
我们将全力以赴通过减少运转资产，从而改善负债比率，以及进行生产及
库存/债权管理。

第二，我们将应对市场扩大及先头产业恢复期，从而选择并集中在必要
的领域，实实在在地进行资源投入。LS Mtron自成立以来已经形成了外
向型成长，但是我们认为现在是注入新的成长动力的必要时刻。为此，
从2015年开始，我们新设了成长动力发掘会议体，并且以基础事业能力
为基础，致力于开拓新市场，扩大产品线，通过其他相关事业的多元化，
持续发掘新的成长动力。

最后，2015年LS Mtron正在以销售额达到1兆2千亿韩元，营业利润达
到660亿韩元为目标而努力。LS Mtron必定会通过健全的经营活动达
成目标。为此，我们将透明地，合理地创造可用的有限的资源，这最终将
成为作为经营管理本部长所起到的作用，同时也将成为LS Mtron追求
的可持续性 。

经营团队的Message 

“ 以真正的可持续经营实践，提高顾客的价值， 
创造可持续经营革新的模范事例，从而成长为值
得尊敬和信赖的企业。”

➊ 代表理事 社长_ 李光源

Q1. LS Mtron成立以后得到了可持续性的发展。 对此，请向各位利害相关
人介绍一下其原动力和竞争力是什么，2015年运营方向又是怎样的呢？。

LS Mtron成长的原动力是以 “LSpartnership®”为根基，始终致力于成为
对以顾客为代表的利害相关人来说值得信任和托付的坚实的伙伴。但
是，现在世界经济的低生长和期间的不确定性对国家和产业都带来了
各种风险。我认为这样的危急情况正是机会的出发点，截止到目前的我
们的所有的努力都开始转化为成果，我们还将对此全力以赴。为此，充
实内部的经营，全球成果创造，效率经营将成为2015年的经营方针，而
且，这将迅速地应对急剧变化的经营环境，将成为能实现事业目标的基
石。

Q2. LS Mtron拥有多样化的事业群。您作为新的COO，针对不同的事业
群，今年有怎样的成长战略呢？

首先，，我嘱咐全体公司成员拥有强大的意志和执行力，务必达成以透
明的业务文化为基础树立的目标。 拖拉机事业部通过主要市场的local

化，强化产品线及扩大流通网实现最大化的全球成果，电子零件部则
将通过强化提案营业及与全球大型顾客在当地的密切联系扩大顾客
基础。注塑成型系统部门将力求创造海外据点的成果，同时追回国内市
场第一的地位，与此同时汽车零件事业将通过扩大全球订单及改善成
本构造从而提高收益性。而CF事业部为了在艰难的市场环境中得以生
存，将扩大销售，并彻底地准备新产品及应对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其
他事业部也将致力于持续地改善品质和创造成果，强化顾客的信任，开
拓市场。

Q3. LS Mtron成立之时就开始了可持续经营。请您说明一下LS Mtron独
有的可持续经营的特征，以及今后的促进方向。

可持续经营应能提供在经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中，能掌握公司全
体和各位利害相关人的机会要因及威胁要因的frame。 LS Mtron在高
级管理者评价要素中反映了可持续经营，并通过各种协议会，综合地管
理着成果和规划。特别地，我们正在运营着革新，品质及顾客满意，共同
成长，伦理经营，社会贡献，绿色经营，技术开发，职员价值增进等8大
可持续经营重要领域。这八大领域是为了增进利害相关人的价值的LS 
Mtron固有的活动领域。我将提出可持续经营革新的模范事例，为我们
企业成为受到尊敬和信任的企业发挥先锋的作用。为此，为形成以利害
相关人为中心的议事决定，我希望能进一步扩大经营团队的关心和参
与度。

Q4. 这本报告书是LS Mtron的第六本报告书。这本报告书的特征是什
么？您特别希望利害相关人看到的内容以及希望传达的信息有哪些呢?

对我们来说，LS Mtron的可持续经营报告书的最重要的目标在于向
各位利害相关人透明地公开我们在创造经济，社会，环境的价值中的
努力和成果以及今后的规划。特别地，这本报告书分为两部分，一部
分是为了构建利害相关人的信任的成果，另一部分是为了强化未来
成长动力的价值创造活动的成果。通过这样的区分，能让利害相关人
清晰地了解我们的可持续经营的促进目标。而且，我们提出了全球扩
张，合伙伙伴传播，扩大环保性，构建正道文化等截止2017年将作为
核心开展的促进方向，致力于均衡地报告成果和规划。我们希望借由
这本报告书，能让各位利害相关人对LS Mtron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从
而不仅感受到我们为了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努力，而且更进一步地，能
与我们一起积极地，共同参与这样的可持续发展。

➊
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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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团队的Message 

➍ 电子零部件事业部长专务_ 趙昊濟

今年，电子零件事业部将努力实现国内主
力顾客的占有率最大化，通过扩大中国大
型顾客，实现多元化的顾客，同时，将为打
入先进顾客奠定基础。从中长期的角度来
看，在B2B等战略产品上，我们将开发一等
产品，从而引导市场，建立全球最佳生产
运营体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在
提高销量的同时，可以确保可持续的生存
成本，从而让我们手机及显示器部门的连
接器能成长为Top Ranker。而且，我们将
通过扩大前方市场等在发掘成长动力方
面的努力，持续地发展下去。

➌ 拖拉机事业部部长 专务_ 禹慶寧

在与Global企业间的竞争上，为了确保我
们的优势地位，首先，必须提高品质/成本
等产品竞争力。而且，巴西，中国等海外事
业的安定化与海外新市场的开拓，以及大
型buyer的发掘是今年的重点课题。为此，
我们应随之开展新产品上市，品质信任性
强化等持续的产品革新活动。从长期角度
来看，我们将致力于开发符合海外当地顾
客及市场的产品，开拓新市场，以及确保
能充分满足最近的节约能源，环保这样的
新的顾客needs的基础技术。LS Mtron向
美国，欧洲，中南美，东南亚等全世界40个
国家以上出口产品，而且，在美国，中国，
巴西拥有据点，我们正在踏踏实实地发
展，致力于成为全球农业机械企业。今后，
我们也将继续以顾客的期待，以及超越顾
客的期待为目标，坚持不懈地挑战。

➎ 战略计划部门长（CSO) 常务_ 金泰元

今年是强化能应对不确定的经营环境的
根本性的事业竞争力的必要时机。我们
认为今年是通过资源运营的效率化及管
理的强化，彻底地应对Risk，并强化事业
体质的好时机。而且，在LS集团内，在LS 

Mtron升为部门的同时，伴随着新树立的
愿景2020，我们重新确立了事业方向，从
而将提高具有可持续性的企业价值。从长
期的角度来看，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可持续
经营有关的leadership，而且，我们尤其希
望截止2017年，中国法人能够完成其自身
的可持续经营运营体系的运营体系。

➏ 技术开发部门长（CTO）理事_ 李炫求

今年，通过“强大的R&D，1等研究员”这样
的座右铭，技术开发部门设定了运营方
向，重点放在创造R&D经营成果及培养研
究员能力方面。特别地，在适用新发动机/
变速器的拖拉机，以及连接器设备自动化
等方面，我们正在期待R&D的成果，并且，
我们也正在积极的扩大博士学位的派遣
及产学奖学金学生制度。我们确信，正是
像现在这样对R&D的不懈的投资和人才
培养创造了LS Mtron的今天，并正在继续
创造着LS Mtron的未来。

➑ 支援部门长（CHO） 负责人_ 朴明鎬

海外法人的成果创造将是今年最大的课
题，同时，提高驻在员的事业运营能力及
leadership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支援
这些活动，我们希望强化驻在员经营管
理教育。而且，为了培养本地职员的主人
意识，我们将按不同的Position进行培养
Roadmap，并且将重新构建HR system。 
同时，为了定位为适宜工作的企业，我们
将通过Refresh休假活性化和运营Casual 

day等满足内部顾客的活动，创建适宜工
作的组织文化。而且，为了圆满地履行企
业的社会责任，我们将持续地开展社会贡
献活动，尤其，为使农村爱心公益团，或希
望孢子学校等职员能直接参与的社会贡
献活动成为我们公司具有代表性的项目
而努力，从而与顾客一起持续地发展。

➐ 互助协力部门长（CPO）理事_ 具起本

今年，我们尤其希望将重点放在原材料
线和费用节约活动上。应持续地开展
TOTAL COST节约活动和消除浪费因素的
活动，为此，需要绝对地强化合作伙伴的
partnership。 
我们应发掘并培养优秀合作伙伴，从而
强化能力，同时，将通过与合作伙伴的
不断的改善活动，活性化分享成果的
CDM(Cost Development Management)

活动，从而在全球市场上，确保共同成长
的竞争力，这将是互助协力部门的重点
促进课题。

QUESTIONS 2   今年公司正在重点推进的课题是什么，中长期角度上， 为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公司将会有哪些课题呢？

➌ 拖拉机事业部部长 专务_ 禹慶寧

由于进口农产品开放，谷物价格下降等因
素，导致国内拖拉机市场上农业机械的购
买力低下，市场持续陷入低迷。但是，在全
球市场上，由于谷物需求持续增加，维持
着年平均5-10%的成长态势，尤其，在东
南亚等开发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对农业
机械化的要求，拖拉机的需求一直处于扩
大的态势。对于在20~100马力范围拥有
Global产品竞争力的LS Mtron来说，这样
的发展态势是机会因素。相反地，作为危
机因素，日元贬值政策，欧元化疲软等各
国汇率不稳定，妨碍了出口物品总量的
扩大。尤其，我们担心土耳其，巴西等受
美元影响大的地区的事业将由此受到不
好的影响。

➍ 电子零部件事业部长专务_ 趙昊濟

由于智能手机产业进入了成熟期，所以以
中低价的智能手机为中心的成长是可能
的，但是，我们预计成长率会变得迟缓，
而且新兴市场上的占有率竞争会增大。国
内主力顾客的成长迟缓，同时，中国大型
顾客正在以本国市场为基础，持续地扩大
占有率。顾客的售价降低政策，日元疲软
基础上的价格竞争加剧等因素导致零部
件企业的收益性正在恶化。为了克服这些
问题，我们应加速扩大新的全球顾客，通
过开发先导产品，领先占领新态势下的
潜在需求。

➎ 战略计划部门长（CSO) 常务_ 金泰元

伴随着世界经济将维持长期性低迷的预
测，国内的主要企业正在将重点放在投入
非常经营等这样充实经营和危机管理方
面。LS Mtron也是针对全球景气和需求来
说具有高关联性的事业群，我们认为，在
国内层面上，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品质及价
格竞争力，以及，在海外层面上，美国等世
界经济的恢复态势迟缓等因素是威胁因
素。尽管如此，通过持续地扩大巴西，越南
等海外据点，我们正在提高当地化产品开
发能力和顾客应对能力。

➐ 互助协力部门长（CPO）理事_ 具起本

现在，外部环境方面，主要原材料价格下
降，日元或者欧元等下跌，汇率正在急速
地变动，同时，FTA缔约国逐渐地增加，扩
大了原材料线的机会，从而成为了机会因
素。但是，另一方面，降低了成本和技术
竞争力的海外产品进入国内的话，国内
企业的经营环境将遭受相当大的危机。
这样的危机中，互助协力部门，将以公平
的，透明的交易文化和守法精神为基础，
彻底地分析国内外风险（汇率变动，是否
违反公平交易），并树立缜密的战略，从而
克服危机。

➏ 技术开发部门长（CTO）理事_ 李炫求

伴随着技术的“融复合化”，市场上的竞争
者越来越多，大企业在首都圈构建了大规
模的R&D基础建设，同时，这也是一场确
保人才的战争。举个例子，电子公司跃入
了汽车零件市场，ICT服务公司等跃入了
高智能化的B2B市场。对LS Mtron来说，
我们认为，在机械事业方面，这对于通过
open innovation的开发技术及扩大市场
来说是好机会，而在零件事业方面，这也
是在新的融复合市场上扩大顾客的好机
会。另外一面，在人力录用市场上，我们将
与在首都圈建立了大规模研究所的大企
业们间展开人才录用的战争，这是一个
威胁因素。

➑ 支援部门长（CHO） 负责人_ 朴明鎬

国内经营环境，不仅在事业方面，在人才
确保方面，竞争也是激烈的。在这样的环
境下，为了持续地创造事业成果，除了产
品和服务的本源的竞争力，人力资源的
竞争力也相当地重要。为了留住优秀人
才，LS Mtron正在积极利用职员推荐制
等各种渠道，同时，我们通过国内外的中
长期研修等活动，正在支援和促进优秀
人才的Retention强化活动。我们必须与
大规模企业展开人才争夺战，这虽然是一
个威胁因素，但我们将以适宜工作的企
业文化为基础，为了留住优秀人才而持
续地努力。

QUESTIONS 1   您认为LS Mtron的经营环境（国内/海外）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对LS Mtron来说有哪些机会因素和危机因素呢？

➌
➍

➎
➏

➐
➑



14 15

2014 LS Mtron可持续经营报告书

7,
81

18,
09

9

7,
86

2

出口

10
,9

70

9,
84

7

8,
45

9

2012 2013 2014

18
,7

81

17
,9

46

16
,3

21

15
,0

07

8,
09

2

2010 2011

印度尼西亚

日本
中国

LSEV
电子零件

大星电子工业
汽车零件

LSMB
拖拉机，注塑成型系统，汽车零件

LSMI
注塑成型系统

LSTA
拖拉机，注塑成型系统

美国

巴西

越南
印度

  拖拉机 

   注塑成型系统

  特殊 

    电子零件

   铜箔(CF)

    挠性覆铜箔层压板(FCCL)

   汽车零件 

  Ultra Capacitor(UC)

  铸件

 LS Mtron/代表处

 出资公司

青岛
烟台

无锡

走向世界的LS Mtron，
出口规模58%，海外人力比重53%，海外据点14处
全球LS Mtron的形象

拖拉机，注塑成型系统，特殊

汽车零件

铜箔(CF), 挠性覆铜箔层压板(FCCL) 

井邑

全州
九尾

鞍山
安养

全球下的LS Mtron

LS Mtron以革新的产品和服务为基础，不断地提高顾客和社会的价值，致力于成为与所有的利害相关人一起持续成长，发展的企业。
我们的主要事业群，由拖拉机，注塑成型，国防产业（用于坦克的履带）构成的机械事业部门，以及电子零件（连接器/天线），回路材料

（CF，FCCL），汽车零件（brake 管），UC(Ultra Capacitor)等构成的零件事业部门组成。

内需

波兰

大星电子工业      
汽车零件

凯斯克

2012 2013 2014
2012 2013 2014

 销售额

2,950名

韩国

3,330名

海外

职员总数

营业利润

56
8

68
4

38
8

57
4

46
8

* 单位：亿韩元，合并基准

* 由于2011年会计基准改变，2010年没有审计

* 经营中断的除外（2011年5月1日，互助事业部经营转让）

总公司 ，High-Tech Center ， 
研究所 ，营业本部 ， 
电子零件，UC

LSEQ
(青岛)
电子零件

LSMW
(无锡)
注塑成型系统

YTLS
(烟台)
汽车零件

大星电子工业
(青岛,无锡)
汽车零件

LSMQ
(青岛) 
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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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克(出资公司) 
用于船舶的发动机，燃气
涡轮，风力发电零件等超

大型铸件制造商

UC 

用于风车，2次电池，eSS

上的环保能源储存装
置-UC

铜箔(CF)
构成电气汽车和IT机器的
电池的电池用铜箔

挠性覆铜箔层压板
(FCCL)
用于TV，手机等电子产品
上的弯曲的基板-FCCL

生活中的LS Mtron

生活中相遇的，在我们身边的LS Mtron

创造新生活的价值。 带来更便捷的生活。

拖拉机
从耕田到收获，农村的
万能好帮手-拖拉机

注塑成型机
负责汽车内部装饰，家电
产品等plastic外形的注塑

成型机

电子零件
手机功能的必需要素-连

接器和天线

特殊
为坦克提供流畅的行使

和机动性的履带

汽车零件 

汽车上空气或液体移动的
通道-橡胶管

大星电子工业(出资公司)
汽车开关，继电器等汽车
电装零件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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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MB(拖拉机_巴西) 全部模型利用巴西政府financing进行销售

最近，巴西政府为了振兴中小自营农业，正在持续地开展‘Mais Alimantos(扩大粮食产 
量)’的事业。尤其，限于作为巴西法人的主力模型的80马力以下模型，相比市场利率

（13%水准），以相当低（2.5%）的利率，正在支援着农业机械购入资金。2011年巴西
法人成立以来，作为产品竞争力及一路以来对Line-up的强化的成果，继2013年Plus 

ROPS模型之后，2014年，我们成功实现了对于巴西中部地区（咖啡农家）而言必要的
小型模型（G/R/U）的本土化，并正在盛况空前地进行供应。同时，我们引导了Cabin市
场，追加了Plus Cabin的本土化并正在供应中，2015年，我们将通过对R及U模型Cabin

的本土化，促进市场的扩大。

3

•  年间6万台生产规模的最尖端工厂， 
20-75马力发动机生产

•  2015年主力生产应对先进国的被强化的
废气控制的“Tier4发动机”

拖拉机 铜箔(CF)，挠性覆铜箔层压板(FCCL)

•为应对美国环保（EPA）废弃控制的Tier 4 发动机模型顺利上市并进入市场
•在2013年XR系列Cabin 模型上首次采用Tier4发动机后，销量成功扩大
•作为美国市场的主要机种的Tier4发动机XG系列预计将于2015年下半年上市

LSTA(拖拉机_美国) 环保Tier 4 发动机成功上市， 
2015年获得NAEDA经销商的选择大奖

2-1 2013年，美国开始强化ePA的废弃控制，我们以比竞争公司更快的脚步率先实现了
Tier4发动机模型的上市，2013年销售占比为10%的Tier4机种，在2014年扩大至所有销
售模型的40%。这样的成果源于我们在这期间主要通过展示会强调环保意识和形象，为
满足对价格敏感的美国消费者，促进成本的缩减。2015年上半年，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实
现北美市场的销售旺季，另一方面，下半年我们将推出作为我们公司主力机种G系列的
后续XG系列。这意味着LS Tractor Line Up通过环保Tier4机种，完成了大部分的更替，从
而以价格和品质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将实现安定，可持续的成长。

2-2  在由北美最具悠久历史和权威性的北美农业机械dealer协会（nAe-

DA）主办的经销商满意度评价中，LSTA获得了“2015年nAeDA经销商的
选择大奖（一等奖）”。评价项目包括产品line up，品质，技术支援，零件供
应优点，退款政策，经营团队沟通等共计12个项目，本次评价以50个农业
机械制造企业为对象，共计超过1800名的经销商参加了本次评价。LS拖
拉机在12个部门中的11个部门中占据第一位，而且，在产品line up和零
件供应优点方面，LS拖拉机在拖拉机企业中获得了唯一的满意分数-6分

（7分为满分）。以本次获奖为契机，在作为尖端农业机械的发源地的北
美市场上，我们的信誉和潜力再一次得到了认证。LS Mtron今后也将更
加快马加鞭地强化进军国际市场的攻略，至2020年为止，为达成拖拉机
事业2兆亿韩元的销售目标而大步前进。

2
主导新物性铜箔及极薄化铜
箔trend

CF事业部在2013年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6㎛ 
电池用铜箔并实现了量产，之后，作为第二
轮的发展，我们正在集中地持续开发能充
分满足电池产业目前及未来的需求的新产
品。在成为基础的镀铜Recipe技术和Roll 

to Roll技术上，我们正在持续地实现革新
成果。我们开发了高强度铜箔，高柔性铜箔
等，从而提高了物性的铜箔，预计将于2015

年开始量产，同时，为引导极薄化趋势，我
们正在快马加鞭开发4㎛ 及 5㎛电池箔。在
用于回路材料的铜箔领域，2014年，我们稳
健地开始了回路箔9㎛的量产销售，并正在
开发用于flexible board（FPCB）的7㎛铜箔。
今后，我们将针对wareable device扩产，电
气汽车大众化，汽车与IT的融合趋势，开发
能柔韧有余地应对的技术，从而在电解铜
箔领域成为领先企业。

5

•发掘日本新企业
•�实现了原材料国产化，通过自行开发
节约了成本

FCCL,  
2014年世界一流商品认证

FCCL事业组在产业通商部和大韩贸易投资
振兴公社（KOTRA）主办的“2014年世界一流
商品认证书颁发仪式”上，凭借软性回路基
盘用电解超极箔，获得了世界一流商品认
证书。作为装在手机和Display等电子产品的
基盘（FPCB）上的回路材料，被全世界3个企
业所垄断，竞争公司全部是日本企业。在国
内拥有独家技术的LS Mtron，正在努力通过
确保日本，台湾的海外顾客，进一步扩大产
品的市场支配力，通过强化品质努力实现
具有差别化的世界1等产品。

6

• 2014年G/R/U及Plus Cabin
模型本地化成功

• 开始积极采用政府
financing（MDA，FINAME）
的方式销售

环保拖拉机发动机工厂竣工，
加速全球市场战略

拖拉机事业部于2014年6月在全罗北道完
州郡Techno Valley上，完成了年间6万台生 
产规模的发动机工厂的建设，通过生产作
为拖拉机的核心的发动机，我们在全球市
场上，占据了品质，交货及价格竞争优势。
我们在4年内对严密的8,745㎡的发动机
工厂投资了500亿韩元，该工厂主要生产
30~75马力的拖拉机发动机。为了将效率性
提高到最佳水平，我们在多品种小量生产
上构建了适宜的柔性的生产体系，同时，在
全工厂内通过适用RFID，构建了自动确认

实时生产现状及状态等信息的系统。

1

•完成了高强度，高柔性铜箔的开发
• 回路箔9㎛量产化成功，电池用4㎛/FPCB

用7㎛铜箔开发进行中

LSMQ(拖拉机_中国)  
开发了出口乌兹别克斯坦的
High Clearance拖拉机

我们为了进入当时的中国内需市场而设立
了拖拉机中国法人。但是，现在现在正在
扩大对巴西法人SKD(零件组装生产, Semi 

Knock-Down)  供应这样的出口。此外，今年 
我们完成了为出口乌兹别克斯坦的适用于
高地的High Clearance拖拉机的开发，并达
成了150台的出口量。我们为了乌兹别克
斯坦当地的棉花收获期设计了High Clear-

ance拖拉机，而且，我们也圆满地开发了在
当地作为操作的必需要件的燃料tank，操
作速度，回转半径，在当地获得了很好的反
响。最初，High Clearance拖拉机的量产时间 
是2015年3月，但是，为满足乌兹别克斯坦
ASI公司2014年内交货的要求，我们创造了
开发时间缩短4个月的成果。2015年，乌兹
别克斯坦出口物量进一步扩大，计划出口
400台High Clearance拖拉机。

4

•用于棉花市场的Plus 级高地上用拖拉机
•2014年5月完成了prototype的制作

LS Mtron的成长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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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成型系统

• 约60万美元STOCK机械订单
• 在Surbaya地区开设Agent

• 2020年努力成为手机/ 
显示屏全球五大企业

• m-USB连接器，通过差别化的 
创意及量产扩大销量

扩大符合顾客Needs的定制型提案经营

电子零件事业部通过以与顾客密切接触为基础的积极的提案经营，正在持续地扩大
国内的手机销量。尤其，m-USB连接器通过提案经营，对比上一年度，达成了30~40%

的高成长，同时，我们向中国的全球大型顾客扩大了作为主力产品的m-USB，B2B连
接器的积极的提案经营，正在持续地努力成为“2020年手机/显示屏全球五大”连接器
企业。2014年，我们设立了越南法人，强化了针对越南顾客的密切联系的营业及当地
应对能力，通过实现与现有的中国生产法人-LSeQ的协同效应最大化，准备好了构建
Low Cost生产基地的据点。今后，电子零件事业部也将继续通过以顾客为中心的思
考，革新的品质，坚持不懈的挑战精神，努力成长为全球零件企业。

开发超精密震动式注塑机， 
做好攻占市场的准备

注塑系统事业部通过开发超精密震动式注
塑机，确保了攻占超精密成型品（导光板，-
Fine Pitch， Mold  Frame）市场的基础。我
们正在用最优的control system组合确保 
hardware的性能，通过注塑机低摩擦，低惯
性的设计确保加速性，开发专用塑化装置，
改善形体/注塑装置精密度，我们通过这一
系列的努力正在开发和生产可与先进公司
竞争的一流产品。而且，通过扩大对1998年
上市以后作为best solution的LGH-M model 

的后续WIZmodel和2008年上市的S model

的后续WiZ-Xmodel的Line-up，launching实
现了正式化。LS注塑机将通过持续的技术
革新和品质革新，扩大国内及海外市场，并
努力成为全球注塑成型机制造商。

10

LSMI(注塑成型机_印度尼西亚) 设立印度尼西亚法人， 加速攻占市场

正在向YASUnLI,POLYTROn,LG,SAMSUnG等各类型印度尼西亚客户提供注塑机的LSMI，于
2014年成立了销售法人，从而快马加鞭地进攻印度尼西亚市场。在公司内部，LSMI通过保
有库存机械和spare part，从而能够快速发货，为提高操作效率，正在公司培训中心进行一
年4次的注塑机培训。同时，2015年，LSMI计划将向全部顾客公开show room，开展技术培训
等，通过这样的活动适应市场变化和顾客趋势，从而引导印度尼西亚市场。

12

电子零件

特殊

• 油压式中大型(WIZ 5机种),  
超大型(WIZ-X 4机种) launching

• 超精密/超节电型震动式Full Line-up

•作为优秀国防企业，赋予信任
• 持续地确保未来主导技术， 

实现海外顾客多样化

确保出口型履带的价格竞争力，开发高难度产品

自1975年开始，40多年来一直向韩国军队提供履带，不仅在国内，在海外市场上也正在
促进顾客的多样化。2014年，我们将正式量产下期主力坦克K2的履带，同时，基于技术的开发，
我们确保了下期KAAV履带的轻量化的能力。而且，我们也正在致力于确保高难度的出口型履
带的价格竞争力等方面技术的积累。尤其，为了确保未来主导技术，我们正在持续地开展Band 

Track先行研究，同时，我们将以进入 进取的海外市场为基础，努力成为Global Top Maker，同时
也主导军需产业的尖端化。

13

LSMW(注塑成型机_中国) 2017年， 
挑战跻身中国注塑成型机市
场前五名

继2013年我们发展了盐城地区汽车零件
企业核心顾客之后，2014年，浙江国利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胜德，从而奠定了今后扩大中国
国内销量的基础。而且，我们进行了中大型
的升级，从而改善了性能，包括提高了位置
控制强度，缩短了Cycle-time，以及进行了
Drive Box内装化等外观改善。我们针ㅁ对
超大型重新装置了model Line-up，完成了
1600吨及2100吨的开发，2015年我们将继
续完成5台model的开发。

11

• 通过确保新的本土顾客，奠定了扩大中国
内需销量的基础

• 通过开发中大型及超大型新model，提高
了产品品质及成本竞争力

LSEQ(电子零件_中国)   通过扩大
技术本土化确保竞争力

LSeQ为了持续确保自身竞争力，通过技
术本土化，正在积极地努力确保成本竞
争力。通过总公司和当地企业间的技术
交流和支援，我们成功开发了在连接器
主要零件上有技术难度，从而无法实现
本土化的bending形态的press半成品，
并由此扩大了FPD用连接器新产品的本
土化比重。而且，我们自身以集中培养
设备能源的know-how为基础，通过组
装机和注塑机的运营管理及改造的性
能提高，完成了性能的改善，从而一并
提高了生产性和顾客品质度。为应对电
子零件事业部扩大中国市场的意愿，我
们扩大并重整了当地营业支援组织，为
了实现越南第2工厂的早期安定化，通
过技术人力交流会，设备管理人力派遣
支援，工厂运营的核心know-how传授
等，正在发挥着作为第1工厂的作用。

8
LSEV(电子零件_越南)   通过与顾
客公司的接触扩大销量及
构建生产基地

LSeV于2014年10月在河内附近VSIP工
业区内建成了12,915平方米规模的工
厂，又于2015年2月从三星公司获得了
采购处资格证。越南是以低收入为基础
的Post China的代表性候补地，三星等全 
球 企 业 们 持 续 地 在 这 里 扩 张 生 产 规
模。LSeV以90亿韩元的投资确认规模，
在当地建立了交货体系，从而提升了顾
客满意度，另一方面，我们将以成本竞
争力为基础，发挥其作为全球生产基地
的作用。

9

• 应对三星，Microsoft等全球顾客在越南
的生产比重的扩大

• 构建以低收入为基础的Post China生
产基地

• 通过在当地成功开发高难度技术的半成
品，提高了成本竞争力

• 通过确保自身的设备技术能力， 
实现了组装生产性最大化

LS Mtron的成长及发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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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Mtron的成长及发展

凯斯克，在核心技术竞赛中获得国务总理大奖

凯斯克凭借12V50DF中速发动机 crankcase的开发成果，在产业通商资源部主办的2014年核 
心技术竞赛中铸造部分获得了最优秀奖的国务总理奖。2014年10月开发成功的12V50DF

中速发动机block，是至今全部依靠欧洲进口的LnG船大型DF发动机材料实现国产化的第
一款产品。2014年开始量产的12V50DF中速发动机，作为安装在LnG运输船上的发动

机，正在向垄断供给国内LnG运输船发动机的Wärtsilä公司全量发货。在
国内造船公司在世界LnG运输船市场占有率为75%的情况下，凯斯克 

（株）先占了船舶发动机市场上坚实的位置，作为大型铸件产品相关
的LeADInG COMPAnY，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18

大星电机，成长为全球电机
装置（电装）零件企业

17-1 2014年3月19日，作为汽车电装零
件专业企业的大星电机工业与世界最
大Steering企业签署了710亿韩元的TAS

产品订单合同。TAS是附着在汽车方向
盘轴上的产品，该产品发挥着将对于
Steering Colume的 angle of torsion（TOS）
的检测和对角度/角速度的测定 （SAS）
转换为电机信号，从而传送至eCU的作
用。在传感器领域，我们在国内最早采
用了ISO26262，A-SIL B认证基准，而且，
我们成功开发了能回避竞争公司的全
球专利的技术，预计今后的订单将大
规模地增加。TAS作为通过与顾客公司
共同的先行开发达成的第一份协议，相
较竞争公司，我们克服了劣势，确保了
世界水准的性能和价格竞争力，以这次
TAS订单为基础，为实现通过增加其他
电装产品的进入，从而扩大订单，实现
顾客多元化，我们将快马加鞭开发新产

品”

17

• 国内第一款中速发动机开发成功， 
2014年开始量产

• 全量Wärtsilä公司交货

大星电子工业

凯斯克

• 从世界最大的Steering企业处获得了710亿
韩元规模的TAS(Torque Angle Sensor)订单

• 获得2014年大韩民国经营革新奖

17-2  韩国标准协会在 Ritz-Carlton酒店召开了“2014大韩民国革新大奖”颁奖仪式，向革新
成果得到认可的主要企业颁奖。今年，迎来了第15次大韩民国革新大奖，这个大奖旨在通
过向在新技术,产品,服务发面通过革新获得成果的企业，以及通过经营革新转换了体质的
企业颁发奖状，从而传播革新成果的价值和优秀性，扩大创作经济。在创造和革新方面，大
星电机工业对于构建适宜的业务环境的持续的努力得到了认可，获得了“经营革新奖”。作
为大韩民国革新大奖审议委员长的成均馆大学教授表示，“通过这次革新奖选拔出的企业
们，不仅在国内，在全世界也是得到认可的企业”，他同时表示，“我们期待着他们今后能扩
大市场，并引领着所在的行业的发展。”

用于自动化设备生产的C-type元件量的大幅扩大

2014年，UC产业组通过约20亿韩元的设备投资，确保了C-type元件的组装工艺自动化设备。因
此，实现了从年间30万个元件到100万个元件的生产能力的扩大，从而构建了安定的物量供
给的基础。LS Mtron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竭尽全力地引领最新的扩张设备的生产性，并通过 
这样的努力，进一步地提高成本，物量，交货，品质竞争力，从而快马加鞭地攻占世界市场。

•Plastic duct准备量产
•Resonator（消音器）采用国产化
 

•参与 Volkswagen 开发车种的投标
ㆍ奠定大型订单的基础

• 年生产100万元件， 
确保了大规模生产体系

• 改善了针对中国油电混合动力巴士，重
装备，铁道等高性能UC元件供应的能力

16

提高用于turbocharger inter-
cooler管的技术精华在能力

正在向GM,日产,克莱斯勒等各类型全球顾
客提供汽车管及汽车专用零件的汽车零件
事业部，针对汽车市场的环保,轻量化趋势，
通过用plastic duct代替在turbocharger inter-

cooler和发动机上装置的冷却用橡胶管，在
确保产品竞争力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而且，我们成功开发了由于技术不足和先
进公司的专利而曾经发展艰难的消音器技
术。汽车零件事业部，今后也将紧跟市场的
变化顾客的趋势，实现产品的多元化，另一
方面，通过确保技术力，作为全球no.1企业，
从而主导汽车管市场的发展。

14
YTLS(汽车零件_中国) 取得向一汽大众（Volkswagen)  
供货的资格 

经两轮工厂审查和技术力审查，我们获得了向中国国内销售量第一位的企业-一汽大
众 （FAW-Volkswagen）供货的资格。据此，YTLS奠定了在17年同种企业中拥市场占有率
达到10%的基础。今后，公司将通过开发满足一汽大众规格的高品质管，以及相应地确
保成本竞争力，从而提高大型订单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契机，在一汽汽车集团,上海汽
车集团的 Volkswagen新开发车种上集中经营能力，通过占领高端市场，提高公司在中
国国内的品牌价值。

15

UC

汽车零件

TAS 

(Torque Angle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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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2014年主要成果 2015年主要计划 中长期成长POINT

国内 • 环保发动机工厂竣工
• 乌兹别克斯坦独家供应及CLAAS供

应合同扩大
• 全州事业场达成了2亿美元的出口 

• 开始Diesel及震动式叉车OeM模式
事业

• 二手拖拉机初次出口

• 扩大品牌network及阵容
• 确保全球据点

• 当地市场最优化/开发环保产品
• 提高LS发动机成本竞争力

• 通过全球据点及network强化， 
加速海外事业的成长

• 确保新成长动力

• 通过流通网精锐化及相关事业多种化， 
强化国内市场leadership

• 扩大当地市场产品阵容

中国法人
(LSMQ)

• 开发了V-model（79，75，80马力）
拖拉机

• 开发了High Clearance（高地型）
拖拉机

• 改善巴西提的CABI

• 构建信贷管理体系
• 运营LS农场（新民市，鹤湖水稻生产专

业合作社）

• 开发了H-Model（110~140马力）
新产品

• U/P model Face Lift
• 扩大流通网及精锐化

• 强化应对C/S的能力 
（3024活动：30分内回信，24小时内修理）

• 开发新产品 
（110~140马力拖拉机Line-up扩大）

• 确保品质竞争力

• 为扩大S/A级优秀代理商，流通网 精锐化 

美国法人
(LSTA)

• 销售了4,500台 
（对比上一年度增长38%）

• 扩大了北美地区批发商的数量

• 通过零件24Hr以内应对体系，实现了
顾客满足（月中90%以上）

• 达成5,150台的销量 
• LS发动机环保拖拉机成功上市

• 东北部及西部批发商network扩大
• 品牌认知度体系化

• 扩大Compact产品阵容
• 以顾客为中心的产品开发及品牌营销

• 为了成为Major Player 强化组织力量
• 批发商network专门化及大型化

巴西法人
(LSMB)

• Compact(G/R/U) 及 Plus Cabin 
Model Local 化成功

• 从现有南东部地区至全部地区扩大
流通网

• 进入非洲（莫桑比克）市场
• 导入Stock financing ，改善债权回

收条件

• 开始进入中南美市场
• 追加进入非洲市场

• Cabin local化扩大（R/U)， 
所有model全部financing 可能

• 流通网扩大（巴西全部区域50个网点）

• H model（100马以上）Launching， 
扩大市场Coverage

• 通过与Local 操作机企业的携手，扩大市场

• 持续扩大中南美及葡萄牙语圈国家市场
• 通过工厂扩建应对Capa增大

国内 • 开发了超小电动式(18吨) 注塑成
型机（高速精密控制技术可复现性
提高）

• 确保了全球据点 
（印度尼西亚，美国等)

• 新模型阵容的扩大及launching
 - 油压式中大型 (WIZ 5机型) 
 - 超大型(WIZ-X 4机型) 

• 新产品开发项目启动
 - Two-Platen 新形体        
 - 多色多种超高速电动注塑机
 - 电动式中大型650eIII      
 - 中大型 COMPACT型注塑装置

• 应用技术开发
 - 汽车轻量化技术开发
• 开发力量强化
 - SCReW 性能 DATA BASe 构建
 - 电动式注塑机机能S/W

• 国内市场leadership的强化
• 国内和中国的生产产品二元化
• 全球据点运营体系再整顿

• 确保营业能力
 - 确保Total solusion 能力  
 - 持续开发新成型工

中国法人
(LSMW)

• 增加新顾客及local顾客的比重
• 改善M model 品质及性能
• 改善震动式构造，节约成本

• 完成Toggle式90吨/330吨的开发
• 新设革新组及开展全公司革新活动

• 扩大新的顾客群，顾客群多元化
• 扩大小型机内需销量
• 为杜绝浪费促进革新活动

• 中/超大型Upgrade及强化发货后品质管理
• 改善合作伙伴品质及监督顾客不满

• 扩大中国代理商全国网点， 
培养大型专业代理商

• 提前服务，One-Stop服务  

• 保障现有Model商品力，开发新Model， 
强化独家开发能力

• 实现安全的工厂，干净的工厂，没有浪费的工厂
印度尼西亚
法人(LSMI)

• 设立了销售法人
• 通过法人 STOCK 销售，强化了对短

期缴纳的应对

• 开发了新顾客 • 开设Semarang服务分点 • 在Surabaya地区开设 Agent • 代理人确保及扩大直营营业 • 通过强化顾客技术教育，确保忠实顾客

国内 • 下期主力电车(K2)轨道正式量产
• 出口型轨道开发

• 下期KAAV(轻量化中心) 技术确保 • 土耳其新型电车用轨道量产合同 •保持国内唯一轨道专门企业地 • 为了海外部门的成长， 
确保持续新的固定顾客

• 开发未来市场先导型产品及确保技术力量

总公司 • 扩大了m-USB 提案营业
• 确保了全球据点（越南等）

• 细间距 B2B连接器 Variation扩大 • 通过强化提案经营， 
扩大独立产品的适用

• 全球生产运营效率化  

• 通过紧贴当地需求，创造海外顾客成果 • 国内市场占有率最大化
• 开发先导产品，确保革新工艺技术

• 确保持续的成本竞争力
• 前方市场探索及发掘item发

中国法人
(LSeQ)

• 监查包装成因化 
(m USB， FPD用 Connector)

• Press原材料当地化扩大  
(H/D类→C/T类)

• 确保Local半成品竞争力
• 扩大发货检查成因化

•  构建独自事业基础 
（确保开发能力/构建营业基础）

• 确保持续的生存成本
• 扩大中国大型顾客扩

• 开发先导产品，确保革新工艺

越南法人
(LSeV)

• 设立了生产法人 
 (河内附近VSIP工业区)

• 获得三星越南采购处的承认
• 紧贴当地需求，最大化满足

• 生产，品质安定化 • 通过强化当地营业力量，扩大销量
• 发挥全球生产基地作用

• 通过半成品当地化确保成本竞争力

国内 • 开发了高强度电池箔
• 回路箔 9㎛ 量产销售

• 开发了高延伸性电池箔 • 高强度及高延伸性电池箔量产化 
• FPCB用 7㎛ 铜箔开发

• 电池用 4,5㎛ 铜箔量产化 • 新物性，极箔回路2次电池前瞻对应
• xeV市场先占

• PCB/FPCB 极箔化trend先导

国内 • 对比上一年度销量增加38% 
• 确保了日本新顾客公司

• 生产性扩大了 40% (50→80万m/月)
• 世界一流商品认证（产资部主管）

• 确保台湾方向的新企业
 • 讨论Flexible方向的新line投资

• 生产性扩大20% (100万/月) 
• 扩大高附加值新产品销量(eMI用)

• 先行开发应对Flexible,  
高技能材料要求的薄膜材料

• 确保通过革新工艺技术及确保设备， 
提高生产性/确保成本竞争力

国内 • C类型 UC cell销售量扩大
• 确保了南美，北美，欧洲，印度等优

质新顾客

• 通过确保C类型汽车设备扩张了生产
能力

• 高电压cell(2.85V) 及新技术应用模型
上市 

• 通过发掘新市场实现顾客多样化
• 促进以确保拥有Cell/module相关

先行核心技术

• 扩大module销量 • 通过确保主力市场大型顾客， 
确保安定的销售基础

• 开发革新产品及确保主要核心技术

• 确保持续的成本竞争力

总公司 • 设置Blow Moulding线并准备量产
• Resonator（消声器）国产化

• 确保了巴西生产据点 • 巴西工厂开始量产
• 确保全球大型订单及扩大国内市

场占有率

• 新产品强化（blow moulding，Air-con管）
• 开发刹车管（Brake Hose）环保低成本管

• 为海外成长构建Global network 
• 确保新成长动力（材料技术）

• 确保全球产品竞争力 
（品质，核心技术）

中国法人
(YTLS)

• 取得一汽大众(Volkswagen)  
供应资格

• 确保一汽大众订单 • 扩大中国国内 Brake Hose市场占有率 • 取得尼桑供应资格（ASeS评价） • 顾客多样化

出资公司 • 订单额达成15,000亿韩元
• 销售额达成 7,155亿韩元(对比上一

年度 +7.8%), 税前利润达成191亿韩
元(对比上一年度 +52.7%) 

• 全公司附加价值创出105亿韩元/ 
品质革新活动促进

• 收益性最大化
• 为扩大海外事业强化Global事

业能力

• 通过产品Portfolio高度化确保成长动力
• 品质革新及资源运营最优化

• 全球事业正式化/确保海外法人事业性
• 事业Portfolio高度化：BCM,HMI,MC事业群

• 强化全球事业力量 
（人才培养/统一体系构建）

出资公司 • 获得root-tech（核心技术）竞赛大会
铸造部门最优秀奖（国务总理奖）

 - 12V50DF Crank Case开发/量产

• 中速发动机(ADD 32 中速发动机
block) 新产品开发

• 增加大型船舶发动机Model
  - 开发G95Me发动机block
• LNG船中速发动机替用 
• 开发低速 MeGI 发动机blcok

• 开发TC3 低速用风力零件
• 构建电动式注塑机生产体系
• 开发Ge 新燃气涡轮机模型(7HA)

• 低速大型船舶发动机先导
• 扩大中速大型发动机block产品群
• 大型产业机械、注塑零件专门化

• 为事业多元化开发新产品
 -  燃气涡轮机，风力零件，Stave Cooler， 

大型产业机械零件

拖拉机

注塑

特殊

CF

电子零件

FCCL

UC

汽车零件

大成电气

凯斯克

LS Mtron的成长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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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LS Mtron来说，可持续经营是指，
转变为新形象的过程。
 
新形象是指，为未来提前做好准备，
消除尚无法考虑到的危险要素， 向信任转变。

这样一刻不停地朝着新形象转变，让组织获得了长期发展，
这已通过过去的六年中统一的可持续经营体系得到了确认。

这正是我们系统地，持续地开展可持续经营活动的理由。

LS Mtron发布包含为可持续成长做出的努力及未来计划的第六期可持续经营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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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有哪些新导入的或者被改善的活动呢?

FOR  

INTERNAL
ASPEcT
是组织及公司内部利害相 
关人的可持续 性方面。

FOR  

EXTERNAL
ASPEcT
是外部利害相关人的可持
续性方面。

伦理经营

绿色经营

职员价值

2014年
可持续经营  
STEERING 

WHEEL
技术开发 共同成长

品质顾客满足

社会贡献

革新

LS Mtron管理着经济，社会，环境，伦理等各方面的议题，维持着可持续经营特性上战略方向的一贯性， 
我们为了均衡地实现多样化的利害相关人的期待价值，每年开展着可持续经营Steering wheel。

• 消耗了民官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分金额的92%， 
并为合作伙伴确保长期的事业项目提供了技术开发机会。

• 通过与第二轮83个合作伙伴缔结共同成长合作协定， 
扩大了共同成长协定的范围。

• 以第一轮100个合作伙伴为对象，开展了CSR自我诊断问卷调查，
从而传播了可持续经营的意识，提高了供给网络风险管理能力。

• 补充了环保产品的等级基准，并重新选定了事业别环保技术开
发指标。

• 在中期技术开发/产品开发路演时，通过一同树立环保战略及目
标，在中长期范围内，奠定了向顾客及市场提供环保价值的基石。

• 确保了32个战略技术伙伴，从而强化了核心基础技术竞争力和
产学合作。

• 为了事务职的革新，17个部门的133名职员聚在一起， 
发掘业务中的各种大小浪费因素。

• 156名职员接受了问题解决能力教育，其中27%的员工获得了新
的革新人才的认证。

• 为强化海外法人的品质能力，建立了中国法人品质教育体系。

• 新设了专门负责R&D人才培养的岗位，建立了技术教育体系。 
建立了 eVP(employee Value Proposition)研究院， 
从而有助于GWP的强化。

• 为预防技术传授的空白及为培养技术专家，建立了技能职领导/
能力，技术别教育体系。

• 为了系统化地培养法人长，部门长等， 
改善了个人别能力确保制度。

• 确立了专利等级基准和报酬体系，从而构建了优秀专利确保
基础，为了事前消除专利风险，新设了专利咨询中心。

• 从宣传环境安全意识的角度，开展了SOS运动， 
并构建了全公司绿色patrol检查体系。

• 构建了中国法人危险性环境安全评价体系， 
并开展了消防演练。

• 以约230个合作伙伴为对象，开展了交易透明性和伦理水准
的评价。

• 为确保经营团队和职员间的沟通机会， 
以及为了苦衷及要点收集，共进行了53次正式对话。

• 共有121名职员参与了集团创意，矛盾客服等组织活性化新
项目，满足度为4.1分(满分5分) 。

• 为实现顾客为中心的服务，并提高品质，亲自寻找了约 
800名机械事业群的终端顾客，开展了顾客满意度调查。

• 为了预防合作伙伴的安全事故，以39个合作伙伴为对象，
开展了危险性评价和安全管理支援。

• 树立了为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缩减战略，并构
建了相关业务流程。

• 通过构建化学物质库存和有害物质管理体系，提高了环境
相关的法规和风险应对能力。

• 第一次开展了LS农场项目（中国地区代表社会贡献活动），
增加了农村爱心公益团（韩国国内）开展的次数，有助于增
进农村地区纽带关系。

• 为了对地区社会文化成长及发展做出贡献，赞助了全州国
际电影节，全州世界声音庆典等各种地区社会活动。

FOR FUTURE
是为了未来的成长创造价值的活动。

FOR TRUST
是形成信任，并预防风险的活动。

188亿韩元 

5亿韩元 

民官共同投资技术开发投资

2,823小时 

569小时

公益活动参与时间

4.35分

0.01分

合作伙伴伦理水准评价

270亿韩元 

28亿韩元 

创造财务成果

对比上一年度

13%

顾客投诉损失率改善率

2.74 TJ/千韩元  

0.11TJ/千韩元

能源原单位

140小时 

17小时

人均培训时间

444亿韩元 

28亿韩元 

R&D 投资额

* 总公司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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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5年有如下可持续经营活动课题。

2015年1月

商
业

影
响

度

利害相关人关心度

* neW: 新的课题

•品质改善及技术开发
•操作者安全事故预防
•环保产品及技术开发
•透明的产品信息/技术的宣传
•迅速的顾客意见收集及A/S
•共同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

• 工作和生活的和谐， 
家庭和睦经营 

•公平的成果报酬体系
•经历开发及教育的提供
•沟通强化
•福利后生
•职场内人权保护

•合作伙伴资金安定性强化支援
•第二轮合作伙伴共同成长支援
•共同研究开发及技术分享
•缴款信息实时分享
•品质/生产技术指导
•Q-伙伴扩大及支援强化

•免费的农业机械检查服务
•物品捐赠
•居住环境改善
•乡村演出及餐饮款待
•职员才能贡献
•与农业协会联系的必要性

顾客

拖拉机 640名 

注塑系统194名

零件事业 17公司

合作伙伴

年度采购业绩前

500位的公司

职员

全体一般职员

917名

地球生态，地区社会

公益活动受益乡村的居民

5名

通过多样化的交流渠道，与利害相关人沟通。 

合作伙伴

1

•顾客满意度调查
•产品说明会
•品质革新Festival

•代理商Vision分享会
•call center

•cyber报纸角

•各种劳动经济协议体 
•高层处理委员会
•职员沟通恳谈会
•组织能力调查
•Daseulteo咨询中心
•cyber报纸角

•合作伙伴定期恳谈会
•事业说明会
•合作伙伴成果分享会
•伦理水准问卷调查
•CSR自我诊断
•cyber报纸角

•nGO(环境,社会贡献partner)
•1公司 1学校,1公司1村
•文化/艺术/体育职员团体
•政府地方自治团体 
•环境政策说明会及技术人协议会
•绿色企业信息公开
•常青安养21实践协议会

我们向核心利害相关人针对其希望2015年LS Mtron开展的活动有哪些进行了调查和了解。

2

掌握了关于期待活动的经营影响度

内部因素  LS Mtron发展及中期战略，经营会议报告及可持续经
营协议会议事决定事项，可持续经营原则及规定，前年度促进课
题目标达成与否，各部门的战略指标等

外部因素  GRI(G4), ISO 26000, UnGC 原则，可持续经营顾问集
团的意见，竞争公司及先进企业的动向，顾客公司CSR清单Index

及外部机关质疑事项，与我们公司有关的媒体曝光事项等

3

职员顾客
地球生态，
地区社会

2014年1月~12月

2014年第四季度

2014年第三季度

2015年利害相关人的期待事项和促进课题是什么呢?
LS Mtron 将对公司经营活动带来直间接影响的所有对象定义为利害相关人。
我们将顾客，合作伙伴，职员，环境及地区社会定义为核心利害相关人，将政府，股东定义为一般利害相关人。

•合作公司开展CSR自我诊断 neW

•承包4大指导标准合同书最新化

•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及化学物质控制

•公司内部合作伙伴事故预防活动的支援

•持续开展 LSM伦理问卷调查

•以一般职为对象开展新的公益活动 neW

• 农村爱心公益团活性化及扩大地区社会奖学

金支援事业

•通过Lab Tour确保产学合作人才

•学位派遣，运营T-MBA项目

• 支援合作伙伴改善品质， 

树立及运营教育体系 neW

• 实施顾客满意度调查， 

以各事业部为单位强化顾客检查管理

•扩大签署第2轮合作伙伴共同成长协议

•技术教育学院合作伙伴教育

•100%现金成交制，运营LS互助基金

•开展民官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

•事业别特性化 环保技术/产品开发

•集中培养核心/基础技术别产学合作

• 扩大环境安全定期内部检查， 

强化不时的消防演练

•实现海外法人环境安全管理水准的Level up 

• 开发环境安全LeVeL  

指标及培养内部统合专门人力 neW

• 在所有事业场所开展环境/ 

安全集团辅导活强化职员 neW

•伦理认识和宣传活动

•Change Agent 活动 

•构建R&D 技术能力体系

• 通过工资体系先进化构建成果联动型收入体系 

neW

•为扩大革新领域，扩大事务职立刻实践活动

•为了活动水准Level Up的革新改善指标

• 通过品质培养体系，运营人才培养， 

品质Mind-up课程

•改善海外法人品质体系诊断

•积极利用IP portfolio 发掘优秀专利

•建立WLB(Work Life Balance)研究所

•构建海外法人核心人才培养体系 neW

•扩大职务教育内容

•构建技能职HR体系 neW

FOR  

INTERNAL
ASPEcT
是组织及公司内
部利害相 
关人的可持续 性
方面。

FOR  

EXTERNAL
ASPEcT
是外部利害相关人
的可持续性方面。

FOR FUTURE
是为了未来的成长创造价值的活动。

FOR TRUST
是形成信任，并预防风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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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和运营可持续经营呢？

战略树立及成果评价体系

自2010年开始，LS Mtron在全公司成果评级体系上树立了可持续经营有关的目标，并正在促进该目标的实现。反映了可持续经营指标 
的领域是部门长及代表理事直辖下属部门长，占全体指标的10%。目标作为重要性评价结果的基础，部门及下属部门自行树立目标
后，经经营规划组及最终讨论后向CeO报告。树立的目标赋予职员们权限，为促进他们的参与，正在按照不同的下属部门及个人树立
目标规划并在基层展开活动。成果评价一年内审核共计3次。年末自行评价后需由组成的评价团进行正式审查，最终结果由CeO审核
通过。根据不同的评价结果以部门为单位予以补偿。

运营体系

可持续经营应提供在经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中，能把握公司各方面威胁因素及机会因素的frame。为此，LS Mtron正在通过多元化 
的制度和协议会整合并管理可持续经营活动。2010年开始隔月进行的可持续经营协议会成为了促使所有利害相关人的价值得以均衡
发展的决策平台。尤其，监督年初树立的目标有关的进展事项，针对主要事件，提交并报告经营会议。可持续经营协议会由战略企划部
门长（CSO）主持，由作为经营会议主管部门的经营企划组负责。而且，我们将可持续经营事务局编入经营企划组旗下，专职负责协议
会的运营及实务。

通过强化利害相关人的信任，成长为受尊敬的全球企业

可持续经营 Goal

3大战略方向

风险管理及
名誉提高

CSR 全球
能力强化

4大利害相关人
价值创造

伦理经营

实践基调

2014年可持续经营协议会运营成果

2014年全公司召开了6次可持续经营协议会（第26次~第31次）。1月召开的第26次协议会上，各部门汇报了2014年可持续经营目标及
实施计划，并分享了中国地区部门可持续经营协议会的召开结果。第27次会议上，2013年可持续经营报告书报告内容得到了CSO的审
核通过。5月召开的第28次协议会上，确立了下半年可持续经营课题检查计划，并协商讨论了下半年利害相关人问卷调查计划。第29次
至第31次的3次会议期间，各部门报告了计划的进展事项及成果。主要主题包括中国法人环境安全检查结果，合作伙伴可持续经营自
我诊断问卷调查，社会贡献促进成果，顾客满意度实施成果，中国法人品质基础课程，革新指导委员培养成果，环保产品公司内部认证
体系构建等。如此，全公司可持续经营协议会在基层层面上开展可持续经营活动方面发挥着监督的作用，并积极发挥着作为全公司各
职能部门的沟通平台的功能。
中国法人可持续经营2014年共召开了6次会议（第3次~第8次）。在协议会上，我们以总经理及实务者为对象开展了可持续经营教育，
而且，在第4次和第8次协议会上，我们针对全体公司职员开展了可持续经营教育，在第7次协议会上，我们举办了专家培养workshop，
从而激发了员工们的共感带并强化了执行力。年中活动主要通过报告及案件共享的方式，开展了中国法人中期路演，法人别环境/安
全定制型课题进展事项，社会贡献活动进展事项，法规连接可持续经营指标管理进展事项等。在第八次协议会上，我们通过对中国法
人进行可持续经营诊断，树立了2015年业务规划。

中国地区可持续经营协议会
负责人员: 总经理
* 中国地区协商机构

LS机械（无锡）
有限公司

LS农业装备(青岛)
有限公司

LS电子技术（青岛）
有限公司

可持续经营协议会
负责人员：战略企划部门长

* 全公司协商结构

可持续经营事务局
协议会运营，利害相关人engagement,

可持续经营KPI的建立及评价，教育支援等
* 实务机构   * 可持续经营顾问机构：  

KoreaCSR 咨询公司

促进机构

33次

21次

召开协议会(累计)

2014年 agenda(件数)

韩国

9次

11次

召开协议会(累计)

2014年 agenda(件数)

中国

经营企划组
(综合管理)

互助协力组
(共同成长)

革新促进组
(革新活动)

技术精英组
(环保产品)

经营诊断组
(伦理经营)

人才开发组
(教育)

绿色经营组
(eSH)

业务支援组
(社会贡献活动)

HR组
(人事/劳务)

品质经营组
(顾客满意,品质)

伦理事务局 共同成长小委员会绿色经营小委员会

品质及顾客满意小委员会 社会贡献活动小委员会 环保产品小委员会

愿景 2020

促进领域

统筹管理

革新促进

经济及社会价
值创造的 

Key Driver

绿色经营

扩大 绿色经
营，减少温室
气体的排放，
构建安全的事
业场所

职员价值增进

确保全球 HR Sys.
和能力，实现 

GWP 

社会贡献

创造与地社会 
共同生活的 
美丽的世界

顾客满足

强化让顾客感
动的品质服务
竞争力

技术竞争力

培养全球 R&D
人才及深化 

Open 
Innovation 

共同成长

确保公平的交易
及合作伙伴的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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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 为了创造企业新的价值，利害相关人的积极参

与和意见收集具有必要性

• 针对违反伦理的行动或有潜在风险的惯行， 
有必要强化事前感知

• Kim Youngran法等近期反腐败， 
反贿赂有关的政府角度的控制强化

• 落实透明-正道经营文化

•落实部门单位伦理自律实践项目

BACKGROUND  
• 有必要努力开发超越法规满足水准， 

针对环保市场的飞跃式的成长的具有前瞻性
的环保技术/产品

• 有必要强化2010年开发的环保开发流程的
体系的适用

• 在通过努力改善日常业务中的环保问题， 
从而降低Cost及提高竞争力方面尚有不足

  •确保事业单位环保外部认证 
• 落实公司内 Eco-mark 制度 

(Grade 1 100% 达成)

BACKGROUND  

• 有必要努力强化职员对可持续经营的共识和实行力

• 需要提供便于理解，且持续性高的教育和信息

    •完成主要职务的可持续经营教育开发及修业 
•教育满足度取得 4.0以上

BACKGROUND  

• 共同成长指数评价等政府角度的大企业相互合
作的实践要求扩大了

• 树立集团角度的相互合作主力方针及强化自身
的供给网竞争力的必要性增加了

• 关于承包灾害/事故是母公司的社会责任的社会
共识形成了

 •改善并落实可持续经营合作伙伴评价体系 

•核心合作伙伴环境-安全风险为零

1. 共识的
扩大

2. 扩大利害
相关人对话

至 2017年可持续经营的重点课题和促进方向是什么呢？

合作伙伴
传播

1. Q-伙伴
支援

2. .实施
CSR

自我诊断

合作伙伴
评价体系改善

透明/正道业务 
文化的构建

公司内部共识的
扩大

环保性增加

2. 开发 ECO 
Grade 设定

1. 环保
开发目标

可持续经营 教育实施的人数(名)

2013
2014 395

215

➊

召开协议会(件)

2013
2014 6

1

➋

中国地区安全事件(件)

2013
2014 4

20

➌

3. 法人别
定制型课题

2. 促进体系
运营

4. 当地法规
Risk 应对

1. 共识的
扩大

5. 应对中国
当地要点

Global (中国)
扩大

现金结算额(亿韩元)

1,630
2013
2014

1,424

➊

➊

安全保健 
Level

2014

 54%

2014

65%

劳动 Level

2014

24%

伦理经营 Level

2014

88%

环境 Level

➋

• Grade 0 法/规则遵守 

废气减排技术外5个

• Grade 1 公司内部认证 

振动/噪音减少技术外 15 个

• Grade 2 对外认证 

UC

• Sustainable product 

拖拉机: 1件 / 注塑机: 1件

➋

守法经营
2014 宣布

➊

地区社会
2013
2014 5

顾客(名，公司个数)
2013
2014 851

0

0

➋

全公司伦理经营教育(回数)

2013
2014 2

1

当地社会贡献 

2014 LS农场

➎

法规 开发Checklist

法规 开发Checklist

新的劳动合同法 2014 完成

污染物排放管理申报法 2014 完成

➍

2014 适用

TRM/PRM
(Technical Road Map/Product Road Map)

BACKGROUND  
• 中国是LS Mtron的“创造全球成果”的战略地区 
（出资法人4处）

• 我们认识到，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遵守Global 可持
续经营标准有助于组织竞争力的强化和风险的管理

• 习近平政府上任后的趋势显示，对外资企业的自发
的CSR期待将增加，当地相关法规的管理监督也将
得到强化

• 运营独立的可持续经营体系

• 达成可持续经营水准评价
LEVEL 4等级（公司内标准）

2014 
~

2017

可持续经营

2期



为了未来的成长，LS Mtron创造着价值。构建信任，预防风险。
我们的梦想是创造与利害相关人共同成长的具有可持续性的未来。

8大 重要领域 

革新    38 

品质顾客满足   39 

共同成长   40 

绿色经营   42 

伦理经营   43 

社会贡献   44 

技术开发   46 

职员价值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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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FACE-TO-FACE 顾客满足度调查
以拖拉机，注塑系统的顾客为对象，开展了产品品质及服务满意
度调查。从强化调查信赖性的角度出发，我们与Global Research

专门机关一起就过去自己开展的内容进行了调查。
为了细化顾客意见，我们开发了问卷纸，分配了模型群，seg-

ment，从而听见了包含我们公司和竞争公司在内的来自拖拉机
640名顾客，注塑机194个公司顾客的声音。而且，通过专家深层
访谈，也听取到了通过定量调查很难把握的详细意见。
▶   把握我们公司与竞争公司间竞争构成和成功要件
▶   把握我们公司与竞争公司产品/服务满意度
▶   把握我们公司的强项及相比竞争公司来说不足部分
▶   提出为提高品质竞争力的战略方向

此外，拖拉机方面，我们听取了相关营业所长，代理商总经理，农
协中心长等业界专家的意见。注塑系统方面，我们听取了采购负
责人的意见。我们以数据分析结果为基础，正在开展改善活动。
▶   拖拉机

  - 事前检查服务及定期事后管理
  - 注重顾客使用条件（多样的耕作环境）的持续的品质改善
▶   注塑系统

  - 通过运营电算系统，构建系统的服务
  - 感知顾客的不满，并感性地接近，并提高服务Mind

培养站在顾客立场上思考的品质人才
毫无疑问，只有制造产品的人具备高品质，才能提高产品的品质
水准。LS Mtron为了有系统地培育品质能力，正在运营品质人才
培养体系。

国内  我们正在按照品质经营的不同流程，开展品质企划，品质
管理，品质保证，品质改善等必修课程，以及由ISO/TS16949 Core 
Tool, 信赖性，合作伙伴品质管理及改善指导构成的专门课程。 
▶   品质必修/专门课程（共14个课程）
▶   资格取得支援（品质经营技师/ISO审核员)

海外法人  随着海外法人的事业比重的扩大，2014年开始，为了
强化海外法人的品质革新体系及品质能力，我们把握并分析了
各个海外法人的要求事项，正在以各法人为单位树立/运营定制
型教育体系。
▶   品质必修课程(Mind / Level 1,2,3 课程)
▶   专门课程(ISO/TS16949 Core Tool 等)

合作伙伴    2015年，为了确保合作伙伴的品质竞争力，我们将树
立合作伙伴品质教育体系。我们将持续开展品质管理体系诊断
及改善指导的活动。
▶   品质Mind提高及品质基本课程
▶   品质专门技术课程

我们深知我们的生存基础是顾客，通过提供满足顾客的期待和要求的产品和服务，为从顾客那里获得信任和感
动而将全力以赴。

 革新 品质及顾客满足   

着手开发18吨级注塑成型机
注塑系统事业部开发了国内第一台震动式注塑成型机，上市了8

台30吨~300吨的模型，在曾经由日本垄断的国内震动式注塑机
市场上，通过持续的产品开发和销售，一直保持国内市场占有率
前列。
但是，30吨以下的市场占有率低。2014年，事业部将开发18吨注
塑成型机设定为“突破局限课题”，其结果，提高了精密度及安定
性，而且，控制性能得以大幅提高。通过在之前的模型上使用开
发的技术，我们确保了与先进公司相同且以上的注塑成型机的
性能水准。通过这样持续的革新活动，我们进一步创造了获得顾
客信任的产品.

拖拉机达成2亿美元的出口
拖拉机事业部，自2011年拖拉机出口达成1亿美元开始，3年后，
达成了2亿美元的出口。我们不仅积极地开拓中南美，中东，非
洲等新兴市场，同时也达成了出口多元化。2009年，我们改善了
曾生产6000台能力的dockline物流，改善了发动机线balance，
通过构建这一系列LPS核心课题和生产/品质/营业/顾客满意
等领域的统合的全球管理体系，2014年，我们实现了16000台
的生产量，提高了167%的生产能力。我们将通过在所有部门
开展改善活动，以确保的生产能力为基础，为了2016年拖拉
机销售额能达成1兆韩元，而持续稳扎稳打地开展革新活动。 

*  LPS(Lsmtron Product System) 将TPS技法和革新方法论进行Mtron

化后开展的核心活动

在所有领域开展革新活动 

LS Mtron创造的革新文化，不仅带来了工作方式的变化，而且也
能与成果创造紧密相连。
▶   2008年 启动并导入革新活动

▶   2009年 开展以生产现场为中心的活动

▶   2010~11年 扩大至营业，市场领域

▶   2012年 Staff部门全员参与革新活动

▶   2013年 扩大至海外法人

Staff部门 2014年，通过“Staff部门立刻实践Workshop”，扩大了
革新活动的领域。以17个组133名员工为对象实施的“立刻实践
Workshop”活动，确认了作为业务中浪费因素的再作业，业务作
用偏重，单纯反复业务等问题，并推出改善方案，旨在通过再次
检查LS Mtron的工作方式，把浪费减少到最小，从而创造业务价
值。

海外法人 为了将革新活动扩大至向海外法人，我们开展了中国
法人的分担组指导委员培养，提案系统构建等活动。2013年1月
开始实施的分担组指导委员培养课程以2014年9月课题评价等
为结束，培养了3个法人共7名分担组指导委员。为了活性化提案
活动，构建了提案系统。为了确保中国法人持续的革新力量，我
们计划持续开展分担组指导委员能力强化，workshop实施，提
案活动检查等活动。

LS Mtron将通过创造实质成果的针对性革新活动，开创开启新未来的革新文化，从而成为对经济及社会价值创
造而言的Key Driver.

宣言 宣言

指标 2012 2013 2014
财务价值创造 190 亿韩元 242 亿韩元 270 亿韩元
革新课题 (6西格玛,  LPS, Ve, TRIZ) 128 件 119 件 140 件

数字化的活动

指标 2012 2013 2014
顾客不满损失（对比上一年度改善率） -48 % 8 % 13 %

内部失败费用（对比上一年度改善率） -15 % 32 % 5 %

数字化的活动

对外环境

▶    全球经济状况恢复延迟

▶    伴随着世界经济低生长的基调，需要寻
找新的突破口

▶    通过革新活动强化市场竞争力

▶    有必要提高为充实经营开展的革新活
动的效率

前进的方向

INTERNAL ASPECT

•为了活动水准Level Up的革新改善指标

•高成果课题能力

• 为提高组织全部人员的业务能力, 
体化问题解决方法

SHORT TERM

•为促进高成果，革新运营体系的变化

•强化对浪费的认识，全公司参与革新活动

LONG TERM

•通过事业成长牵引，强化革新作用

•通过工作方法的革新内在化

•为达成愿景2020，集中革新能力

• 为扩大革新领域， 
扩大事务职立刻实践活动

• 构建自律型参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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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环境

▶    顾客的意识及眼光提高了

▶    产品/服务要求事项变化大

▶    有必要努力确保产品信任性

▶    品质有关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加了

前进的方向

INTERNAL ASPECT

•运营品质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人才

•运营全公司品质 Mind-up课程

•诊断改善海外法人品质系统

EXTERNAL ASPECT

• 支援合作伙伴品质改善， 
树立并运营教育体系

• 开展顾客满足度调查，按不同事业部门强化
顾客检查管理

2015年 Plan

SHORT TERM

•通过改善品质确保市场品质

•强化品质能力及提高品质Mind 
•开展顾客满意度调查及强化顾客检查管理

LONG TERM

•通过提高产品/服务品质获得顾客满足

•通过指导/改善合作伙伴品质，实现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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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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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成长 

合作伙伴可持续经营的传播
LS Mtron在2013年第一次被选定为大韩民国共同成长指数评价 
大奖企业，最近正在从eICC(电子产业市民联盟, electronic In-

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等顾客中获得可持续经营相关信息
的要求。这样的产业环境中，合作伙伴可持续经营的传播被选为
2期重点促进课题，并正在开展。2014年，作为第一阶段，以合作
伙伴群（100个公司）为对象，开展了可持续经营自我诊断。
▶   改善供给网内实际的或潜在的重要的影响
▶   法规风险项目有关的实现状检查 
▶   诊断被LSM 核心伙伴期待的体系及能力

实施结果在2014年12月合作伙伴成果分享时被分享了，2015年
度我们也将同样地开展这样的活动。同时，我们希望能创造一个
能将自我诊断项目与合作伙伴评价体系相连，从而合作伙伴能
够自发地改善可持续性的环境。
▶   工作条件：工作现状的法律上的正当性和安定性
▶   安全保健：安全规定的确立及对应手册及实行力
▶   环境管理：为防止环境污染的持续的管理现状
▶   伦理经营：伦理经营的制度及项目的现状

共同成长5大领域有关的成果
Q-伙伴制度  Q-伙伴制度是为了强化共同成长partnership的优
秀合作伙伴的认定制度。我们向Q-伙伴颁发认证书及牌匾，赋予
其100%现金货款支付等优惠措施。今后我们也将通过优秀的合
作伙伴，对第二轮，第三轮合作伙伴也开展共同成长活动。

能力强化的支援活动    2014年，LS Mtron开办了协会技术教育学
院，向合作伙伴的职员提供免费教育。而且，以4个公司为对象，
免费开展了品质咨询，我们直接派遣了品质专家，亲自在其现场
进行改善。在环境安全领域，我们通过Green Partnership，通过对 
合作伙伴开展的与温室气体库存构建及化学物质管理方案有关
的支援，2014年减少了614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R&D 竞争力的强化  通过民官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我们向36

个合作伙伴支援了共计188亿韩元的R&D资金。而且，我们通过
技术资料托管制度和技术保护特别条款，正在保护合作伙伴的
珍贵的技术。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连续三年获得了大中小企业
合作财团和中小企业厅颁发的课题发掘大奖。

合作伙伴资金安定性的确保  2014年的一年期间，LS互助基金向
18个合作伙伴筹划了40亿韩元的经营资金，通过P-CBO，用LS 
Mtron的信用度让合作伙伴能够置办资金，从而支援了56亿韩
元。我们正在与承包企业进行100%现金性结算，结算后10日以
内支付货款的制度。

供给网透明性的强化及参与度的扩大 我们每年从合作伙伴处获
得伦理经营满意度，职员交易及竞争等评价，并将其反映在我们
的经营活动中。2014年，在改善缴款指示系统的同时，我们加强
了e-PROCUReMenT的服务器的性能，并提高了速度。并且，为
使物品价格的合议及订货的变更能通过电子文书进行，我们配
置了公平交易流程。作为线下交流，我们正在召开年末成果分享
会，以及以各事业部为单位的合作伙伴事业说明会和恳谈会等。

LS Mtron将以公平的交易文化为基础，构建共同成长的互助协力的良性循环体系，为在全球市场上的成长确保
自身的竞争能力。

对外环境

▶    社会对公平交易等共

▶    成长有关话题的关心扩大了

▶    与合作伙伴构建CSR供给网的努力被
强化了

▶    全球经济停滞， 
汇率及原材料变动风险增加了

▶    随着FTA的扩大（中国等）， 
贸易机会增加了

EXTERNAL ASPECT

•共同成长协议的签署及活动

•技术教育学院合作伙伴的教育

•现金成交制100%及LS互助基金的运营

•民官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的开展

SHORT TERM

•应对汇率及原材料FTA

•遵守承包，公平交易法

•构建合作伙伴评价及培养体系

LONG TERM

• 过与合作伙伴的partnership， 
实现共同成长

•合作伙伴CSR自我诊断的开展

•合作伙伴评价体系CSR要素的反映

•承包4大指导标准合同的最新化

•事业说明会及成果分享会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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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12 2013 2014
Q-Partner 33 个数 35 个数 40 个数
民官共同投资开发技术事业bond (累计) 134 亿韩元 183 亿韩元 188 亿韩元

数字化的活动

LSMtron 技术教育学院开学
LS Mtron谋求技术教育的专门性培养，为了应对今后的成长，从
而满足日益提高的教育需求，我们开办了技术教育学院。
这个由以“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协会”为运营机关选定的技术教育
学院，是为了让作为运营机关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签署协议，发
展扩大中小企业在职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参与度和提供优秀人力
等共同的培训事业的国策事业。
▶  提高教育 

  -  农业机械：故障诊断及装备技术农业机械构造分析农业机械
系统诊断

  - 注塑成型：实务入门/专门/注塑机械master

  -  共同能力：为提高生产性改善公益/现场改善/ 
品质管理产性提高

▶  培养教育 

  -  注塑成型技术人力培养课程 

▶   定制型教育

  -  农业机械定制型教育课程 

LS Mtron作为农业机械和塑料注塑成型领域的专业企业，将持续 
地培养相关领域的技术人才。

BASCO坐落于京畿道起兴市西华工业区，是正在向LS Mtron提 
供作为注塑成型机的核心零件的Barrel, Screw, Shut-off anozzle 

及 节 电 型e c o - H e a te r 的 国 内 唯 一 的 加 速 化 装 置 的 to t a l 
solution企业。BASCO引入了作为Barrel的世界领先企业的美
国X-aloy公司的双金属片Barrel并进行生产，自2010年开始，
被选为LS Mtron的标准设计，并一直向我们进行供货。 BASCO

正在稳定地向LS Mtron提供着高品质的加速化装置，从而获
得了肯定，四次获得Q-Partner大奖。2012年, BASCO被选为LS 

Mtron注塑事业部最优秀合作白金伙伴（Platinum-Partner）。 
不仅如此， BASCO通过作为LS Mtron的代表性的互助协力
项目的民官共同投资技术开发事业，研究了覆膜附加形成的
screw以及这个的制作方法，开发了切割装置及汽车焊接装置，
为进一步更新screw的性能正在率先进行着技术研发。在“通过
挑战最高的新技术，强化价格竞争力，提供彻底的服务，最大程
度地满足顾客的需求“这样的BASCO的经营方针下，BASCO的
全部员工，不仅将确保最高的技术研发和最优秀的品质，更将

全力以赴，通过积极的合作，与作为的LS Mtron共同成长。

-  LS Mtron 合作伙伴BASCO（连续4年获得Q-partership) -

利害相关人对话录

宣言

2015年 Plan

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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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营 伦理经营

Value-Chain 涉及全过程的环境安全强化
国内  为了确保环境安全的实行力，并强化责任，我们编制了绿
色经营组，作为代表理事的直属部门，把绿色经营组安排在事业
场所最高责任者旗下。而且，我们以所有事业场所，国内法人及
营业所为对象，开展了针对环境，安全，保健，消防相关的法律事
项及管理水准，非常事态对应体系运等方面的诊断。 作为履行现
状的诊断结果，全公司公发掘了455件环境安全改善事项，其中，
改善了设施98%（412件/421件），管理体系97%（43件/44件）。而
且，2015年，我们树立了针对全公司环境安全领域的11.4亿韩元
的投资计划及改善计划。

海外法人  从尊重生命和保护资产的角度，我们把环境安全管理
范围扩大到了海外法人。我们以中国法人为对象，正在努力确保
其能达到国内水准的管理运营技法，从而落实自律管理体系。
▶   LSeQ：建立了环境安全管理/报告体系
▶   LSMW：召开了安全委员会会议及地域别的运营责任制  
▶   LSMQ：开展了环境安全设施改善的投资
 

合作伙伴  2014年作为“大中小绿色碳素partnership国策课题”
的第二年，我们以10个合作伙伴为对象，通过碳素经营体系构建
及团队教育等，帮助他们培养绿色经营专家。而且，我们以主要
的10个合作伙伴为对象，帮助他们掌握了化学物质管理现状，并
树立了有害物质管理体系。

LS Mtron持续地开展节约能源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通过扩大绿色经营领域，将成为产业机械及尖端零
件领域的Global Leading绿色企业。

LS Mtron以作为集团经营哲学-‘LSpartnership®’根基的伦理性(Integrity)为基础，遵守原则和基本，且正在透明
地，合理地推进所有的工作。

符合事业场所特性的环境安全保健活动的开展
氢氧化钠药品投入线的自动化(井邑事业场)  通过“药品自动投入
控制板”，能预防现有的手动注入时会产生的注入Loss，而且也
可预防手动阀的错误操作导致的安全事故。

不时的消防训练(全州事业场)  为强化火灾发生时的应对能力，我 
们在事业场内以全公司业务为对象，对不时的消防训练做出了
评价。在没有达到标准时进行了再次训练。

禁烟项目禁烟区域的扩大运营(仁同事业场)  为增进职员健康，我
们与保健所一起开展了禁烟项目。通过扩大禁烟区域，为营造舒
畅的工作环境及预防火灾，我们正在持续地努力。

环境安全的S.O.S活动(安养事业场)  为了提高安全意识，我们开
展了“了解我的机械的危险因素”和“停止传递不安的行动”等活
动，管理监督者和工会正在一起努力，持续地发掘危险因素并加
以改善。

伦理经营促进体系
为使所有职员自发地将职务伦理和企业伦理的实践内在化， 
我们正在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
▶  促进组织：CeO直辖经营诊断组内部的伦理事务局
▶  主要活动：伦理经营战略树立，项目实施运营, 
                  伦理文化宣传及教育活动
▶  伦理规范：职员应遵守的正确的行动和价值判断的基准

*  伦理规范全文： http://ethics.lsmtron.co.kr/rule/law.asp 

伦理经营实践项目的运营
报纸角伦理咨询室    LS Mtron通过伦理经营主页正在运作网络
报纸角和伦理咨询室。为了使职员，顾客，合作伙伴等利害相关
人安心并自由地提案及咨询，也同时开展了包含1）秘密保障2）
身份保障3）举报者责任减免等内容的举报者保护项目。

Clean Company    LS Mtron严格地禁止某些形态的款待/招待
及金钱物品的受贿，针对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所有受贿行为，正在
运营“主动申报”及“返还”的绿色公司制度。而且，如是不具有返
还可能性的受贿物品，则捐赠给地区社会福利设施。

提高伦理经营实践力的活动
开展职员伦理规范教育    LS Mtron每年为了提高伦理经营实践
力，以新职员为对象，开展伦理规范入门必修教育，同时，对于海
外驻在员，在海外派遣之前开展伦理教育。2014年，我们开展了 
5次随时教育，而且以全公司职员为对象，开展了伦理教育和线
上守法经营教育。

伦理水准问卷调查    LS Mtron每年以问卷形式定期地向合作伙
伴进行伦理水准评价。特别是，2011年开始，每年在进行伦理水
准评价的同时，我们还开展了可持续经营重要性评价和共同成
长活动项目评价。

坚持不懈地开展宣传活动    我们正在通过公司内的公告牌，持续
地分享伦理经营相关的事例和信息，而且，借此积极地向职员宣
传伦理意识，并调动利害相关人共同参与。

伦理规范实践誓言制度    LS Mtron在全部职员义务性地实践伦
理规范的誓言书上签署了名字。而且，在与合作伙伴的所有交易
或者合同方面，除了合同一般条件外，双方会另外签订明示了伦
理实践事项的伦理实践特约，像这样的伦理规范制度化活动正
在我们公司公司实施。

化学物质库存及化学物质登记制度的导入
应对化评法(化学物质的登记及评价有关的法律) 及化管法(化学
物质管理法) 等被强化的化学物质制度的必要性正在提高。2014

年，LS Mtron为了系统地管理化学物质及产品的目录，构建了全
公司化学物质库存。而且，我们导入了新的化学物质登记制度，
针对初次使用的化学物质，必须针对化学物质的种类，用度，使
用量有关的有害性及关联法律进行事前讨论。

对外环境

▶    随着大型事故的增加，法/规则及指导管
制得到了强化

▶    化评法，化管法等化学物质管理得到了
强化

▶    随着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施，
需要努力减少温室气体

▶    承包及合作企业安全事故有关的源泉责
任得到了强化

INTERNAL  ASPECT

•  扩大定期内部检查，强化不时的消防训练

•  海外法人管理水准Level up

•  开发环境安全LeVeL 指标及培养内部统合专门人力

•  在所有事业场所开展环境/安全集团辅导活动

SHORT TERM

•  通过对环境安全相关的法规/规定的前瞻
性的应对减少事业Risk

LONG TERM

•  通过构建国内外事业场所环境安全自律
管理体系，实现无灾害，无事故

EXTERNAL  ASPECT

•  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及化
学物质规定

•  支援公司内部合作企业事故预防
活动

For the Futher
FO

R TH
E TRU

ST

对外环境

▶    国际的反腐败合作得到了强化

▶    导入了守法模式的ISO19600这样的新的
国际标准登场了 

▶    公平交易委员会等针对非伦理的惯行的
政府角度的处罚被强化了

▶    内部举报制度及内部举报者保护制度
被强化了

INTERNAL ASPECT

•职员伦理认识及宣传活动的强化

SHORT TERM

•提高伦理实践项目实行力

•强化公司内/外利害相关人伦理沟通

LONG TERM

•超越伦理制度，落实伦理文化

•达成反腐败全球标准水准

•构建与合作伙伴间的伦理供给网络

EXTERNAL ASPECT

• LSM 伦理问卷调查持续的实施 For the Futher
FO

R TH
E T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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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12 2013 2014
能源原单位 2.98 TJ/千元 2.85 TJ/千元 2.74 TJ/千元

温室气体排出量  101,915 tCO2 112,931 tCO2 108,856 tCO2 

数字化的活动

指标 2012 2013 2014
伦理水准问卷调查结果 (5分满分) 4.56 分 4.34 分 4.35 分
报纸角接受/处理现状 5 件 9 件 8 件

数字化的活动

宣言 宣言

2015年 Plan 2015年 Plan

前进的方向 前进的方向



44 45

2014 LS Mtron可持续经营报告书

社会贡献 

农村爱心公益团
农村爱心公益团是为了解决农村的老龄化，低收入层增加，独居
老人化等地区社会问题，与地区社会一起开展的LS Mtron的代表 
性社会贡献活动项目。我们通过改善居住环境，理发，拍摄长寿
照片，文化公演，餐饮款待等多样化的项目，正在努力填满农村
的需求。我们正在努力运营这样的活动，不仅让LS Mtron的职员， 
也让能展示才艺的地区社会公益者，以及职员家人等各种利害
相关人一起协调参与，创造更大的价值
▶   社会价值创造方面期待效果
  -  农村居民满意度扩大
  -  通过农业机械免费检查，提高农户的生产性
▶   企业（LS Mtron）价值创造方面期待效果
  -  通过职员参与型公益活动宣扬自豪感
  -  提高企业及拖拉机品牌认知度

2014年，LS Mtron在京畿道华城，全南北道益山，全南北道井邑
等各个地区积极地开展了活动，公司100余名职员参与了活动，
规模和范围都逐渐地在扩大。除了事业场所所在的地区社会，LS 
Mtron将努力使农村爱心公益团活动的范围扩大至全国各个地
方，虽然是微薄之力，但是，我们将全力以赴将这个活动发展为
能够让地区社会，让参与公益的职员，推而广之，让所有人都能
幸福的项目。访问后，农村爱心公益团再次回访乡村，从乡村代
表处获得公益活动有关的反馈意见，并将改善事项反映在下一
期的公益团访问中。

地区社会参与 
LS Mtron为了地区社会的文化发展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在文化，
艺术，教育领域正在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自LS Mtron成立以后， 
我们正在持续地赞助作为地区社会代表性文化庆典的全州世界
声音盛典和全州国际电影节。我们的职员们也正在积极地参与
这些活动，为活动的发展和成长共同作出努力。
而且，我们开展了“1公司1校”的结缘活动，以凤洞村初等学校学
生们为对象向他们提供奖学金，也以学生为对象，开展现场体验
学习。我们正在通过这样的一系列活动用心培养地区社会优秀
人才。

LS Mtron将积极参与地区社会的发展和成长，通过职员的贡献活动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创造宜居的美丽
世界

对外环境

▶    企业的社会责任认识被扩大了

▶    在单纯捐献的基础上， 
职员参与型公益文化形成了

▶    与事业相连的战略性的社会贡献， 
才能公益扩大了

▶    地区社会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相关的要
求增加了

▶    作为当地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被
扩大了

EXTERNAL ASPECT

•运营新的公益项目

•持续运营农村爱心公益项目 

SHORT TERM

•开展以实践为中心的公益活动

•开展 1人 1日 公益

•开展多样化的公益项目

LONG TERM

•形成所有职员参与公益的文化

•公益活动活性化

•扩大地区社会奖学金支援事业

首先，我谨代表我们村对公司表示感谢。
我们村主要从事稻作作业。10月将迎来正式的收获期，在这之
前，贵公司为我们提供免费的检查，所以来了很多的村民。虽然
后来由于零件不足而不能进行现场修理，但Mtron想办法补充
了零件，完成了对所有农业机械的检修，村民们感到非常地满
意和开心。
而且，我没想到理/美容服务也来了这么多的村民。这段时间正
好是过节前夕，是为老人们美容的一个最好的时机。村民们都
感到很满意。而且，中秋前2周手上的活不多，也是村民们积极
参与的好日子。最后，对贵公司员工们的努力再次表示我们由

衷的谢意。

- 益山新福利村长 -

利害相关人对话录 自发公益团
LS  Mtron在其事业场所所在的所有地区组建了自发的公益组织， 
并正在开展定期的公益活动。全州地区的爱心分享会，通过多爱
共同体，恩惠的动产等正在开展住宅环境改善，建筑支援，现场
体验学习支援，赞助金传达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安养地区的爱的
实践会与向阳之家，老人财团京畿道分部等合作，正在开展沐浴
公益/清扫/用餐指导，所属地区青少年赞助等活动。井邑地区的
爱的实践会与福利院，井邑残疾人福利机关合作，正在开展地区
独居老人及单亲家庭的维修，疗养患者的看护等活动。九尾地区
的希望♡分享，正在道溪爱家开展活动，与九尾初等学校合作，
支援单亲家庭的儿童。

LS 大学生公益社团
LS Mtron与LS集团一起，以“支持下一代的梦，成为下一代坚实的 
partner”这样的社会公益哲学为基础，自2007年开始至今，选拔
并向印度等开发中国家派遣了大学生公益社团。2014年，我们第
二次向越南河内和胡志明附近派遣大学生公益社团，在10天内，
他们帮助当地修缮老化的学校设施，与越南儿童们展开了科学
实习和卫生教育，文化教育等活动。与此同时，2014年开始，为了
帮助越南改善教育环境，我们竣工建成了LS 希望学校。1月，位于
越南Hải Dương太阳省和 Phú Thọ福寿省的LS希望小学1号，2号
建筑竣工。8月，位于Vĩnh Long省和Hải Dương太阳省内的LS希
望小学3号，4号建筑完工，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正在积极实践
着LSpartnership® 。

LS农场（中国）设立
中国是全球成果创造的战略地区，我们在中国创立了拖拉机，注
塑机，电子零件，汽车零件法人。自2014年开始，LS Mtron正式启
动了将可持续经营管理体系的适用范围从国内扩大至中国的工
作。LS农场是导入可持续经营体系后在中国地区开展的第一个
战略性社会贡献活动。

位于中国青岛的拖拉机生产法人（LSMQ)与位于东北地区的一
个民用农场携手，选定了LS农场，并向该农场无偿地提供拖拉机，
然后将生产的收获物捐赠给需要得到帮助的农村的困难农户。
▶  社会价值创造方面期待效果
  -  支援地区社会脆弱阶层
  -  为提高农场生产性做出贡献
▶  企业（LS Mtron）价值创造方面期待效果
  -  提高品牌认知度（大米包装袋上印有LS的logo）
  -  提高与潜在顾客（农场）的信赖关系
  -  作为外资企业，在地区社会实践其社会责任

8月，我们在农场开展了拖拉机技能仪式，12月，我们向新民市养
老院等捐赠了总计400袋大米。LSMQ今后也将增进与地区社会
的纽带关系，开展让地区社会与企业共同成长的社会贡献活动。

For the Fu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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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12 2013 2014
职员参与社会贡献活动 2,039 时间 2,254 时间 2,823 时间
社会贡活动投资额 3.5 韩元 1.8 韩元 6.7 韩元

数字化的活动

宣言

2015年 Plan

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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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开发

以顾客为中心的电子零件革新开发成果
LS Mtron秉承以顾客为中心的经营方针，开发符合顾客needs的
定制型产品从而提供价值的“提案经营”成为了社会热点，在过
去的数年间，我们正在通过扩大R&D投资和 有力的经营活动，实
现公司成长。2014年，我们在业界率先开发了能防止连接器的绝
缘物遭受磨损和破损的强化型“基板对基板”的连接用连接器，
在得到三星等主要顾客的好评后，我们开始对此量产，这有助于
扩大销量及营业收益，我们期待着来自顾客的高品质的瑕疵改
善效果。而且，我们在Microsoft这样的海外全球企业的标准选定
Test中，获得感性评价第一名，LS Mtron实践了提高对外形象及
提高技术力效果的意愿。此外，我们还推出了FP用光电连接器，
防水连接器，用于顾客品质检查的工艺连接器等，除了品质，我
们还向顾客提供着拥有多种多样的价值的，确保拥有能够分析
和评价预测/评价的技术的革新产品。今后，LS Mtron也将以申请 
/登记中的知识产权和积累的技术力，顾客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为
基础，继续开发应用技术，确保产品的Line Up，快马加鞭创造利
润。

专利管理高度化
举办全公司IP说明会    为增进对知识产权的理解，我们以职员为
对象举办了IP(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说明会。我们向职
员们说明了职务发明报酬/奖赏制度及发明的评价标准，知识产
权登记要件及事例，海外申请及专利竞争力强化方案等，通过这

LS Mtron将确保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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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环
保产品的开发向顾客提供Leading Solution。

对外环境

▶    技术的融.复合化带来新事业机会和竞争
深化的两立

▶    知识产权的范围扩大及商品化的深化

INTERNAL ASPECT

• 成果指向R&D强化

• 积极利用IP Portfolio 发掘优秀专利

• 创建WLB(Work Life Balance) 研究所

•  事业别特性化，开发环保技术/产品

•  战略伙伴多变化

SHORT TERM

• 开发基于对各个事业部门的环境进行考
量的市场差别化/先导型产品

• 构建 IP（知识产权）portfolio

LONG TERM

• 通过技术开发，发掘新事业/新市场成长动力

• 培养核心/基础技术

EXTERNAL ASPECT  

• 通过Change Agent 活动，改善研究环境

•  通过构建R&D技术能力体系， 
强化技术竞争力

•确保产学合作人才 (Lab Tour) 

•确保优秀的R&D人才

样的说明会，不仅传播了IP的重要性，更解除了职员们对知识产
权各方面的困惑，成为了一个宣扬知识产权意识的机会。

专利等级标准及不同等级的报酬体系的改善 我们改善了现有的
报酬体系，用评价专利价值的S，A，B，C等级进行区分，大幅提高
了以等级为单位的各类报酬金额，而且，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
追求职务发明的活性化，另一方面，从质上为确保优秀的专利打
下了基础。

IP保障及竞争力强化   IP保障的事件每年增加，其中，14年我们保
障了300件以上的IP，对比上一年度约上升27%。我们正在通过选
拔/管理“技术别专利分类”及“各分类别优秀专利”及“实践专利”，
通过构建强有力的Portfolio，持续地强化公司的IP竞争力。

通过MEA技法提高信赖性
通过与张中旬研究组(韩国信赖性学会长历任，亚洲大学教授)共
同开展的“注塑成型机设计FMeA(失败模式和效果分析) 课题”， 
2015年2月完成了注塑成型机品质信赖性改善研究。这个课题
通过FMeA，以分析持续发生问题的零件的根本性原因，并解决
问题，及制定预防规格为目的。我们期待，有关改善和制定预防
规格，在LS Mtron注塑成型机上，有助于缩短应用期间，降低费
用，提高品质。而且，而且，我们期待，通过对FMeA技法的习得，
对注塑成型机相关的其他品质问题的改善和预防有所贡献。

中长期环保技术开发战略的强化
我 们 再 次 检 查 了 国 家 和 顾 客 的 环 境 控 制 事 项，分 析 了 环 保
Trend，从而在各个部门树立了环境技术战略。
▶   前瞻性应对环境控制Risk 
▶   提高环保技术开发能力
▶   提高利害相关人的环保意识

与各事业单位中长期技术开发路演，产品开发路演挂钩，我们讨
论了环保技术开发因子，树立了截止2017年的开发目标。我们今
后也将从中长期角度，更新与事业单位特性相应的环保战略，每
年树立详细的计划，并进行检查。而且，我们正在为设定环保产
品eco-Grade，从而实现环保产品的战略性扩大及强化运营而努
力。

环保油电混合动力拖拉机
LS Mtron将环保经济型产品的开发活性化视为研究开发的一环， 
自2010年开始，我们着手开发油电混合动力拖拉机，开发了作为
我们公司主力model的U model和PLUS model油电混合动力拖
拉机。2014年，我们制作了U model油电混合动力拖拉机的试制 
品 后，完 成 了 政 府 机 关（实 用 化 财 团）的 性 能 认 证 试 验，同
时，PLUS model拖拉机以商用化为目的，我们正在产品实用化条 
件上，对此持续地开展性能及信赖性检测操作。今后，我们将通
过开发与作为我们公司自有技术的Tier4环保电子式控制发动机

联动控制变得可能的复合型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及附着性操作机
震动化，持续地研究开发比现有产品可节约20%燃料的环保产
品。

开发拖拉机搭载用环保Tier4柴油发动机
自2011年7月，为应对针对non-Road柴油发动机的Tier4废弃控
制（美，eU，韩）的强化，LS Mtron开始着手研发“拖拉机搭载用
non-Road柴油发动机“。为节约废气，我们采用了作为最新技术
的第三代common rail（1800bar）系统及后处理（DOC+DRF）装
置和Cooled eGR系统，4年间共投资了400亿韩元，现已完成开 
发。我们分别于2014年8月和2015年2月通过了美国ePA/CARG

及国内Tier4。同时，将于2015年4月预计取得eC Stage III认证。 
2015年1月，搭载了开发的发动机的XU Series（58~8马力），XR 

Series（35~55马力）拖拉机在美国上市，同时，我们预计将于
2015年6月在国内上市。这次开发的Tier4发动机是通过过去38

年的拖拉机事业积累而来的LS Mtron的Know-how的结晶，该发 
动机采用了电子控制装置（eCU），从而实现了高马力，低噪音，
低震动，而且，使用了电子式调速器，从而是一款能构成对操
作应答性和负荷环境而言适合的运转条件的高效率环保发动
机。LS Mtron今后也将通过不断的开发研究，积极应对环保趋势
对更健康和更干净的环境的要求，以人和环境为本，站在开发环
保的，高性能的柴油发动机及技术开发的前列。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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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12 2013 2014
R&D 投资 328 韩元 416 韩元 444 韩元
Open Innovation 26 件 37 件 32 件

数字化的活动

指标 2012 2013 2014
环保产品 R&D 投资比例 51 % 42 % 47 %

知识产权申请 191 件 238 件 302 件

数字化的活动

宣言

2015年 Plan

前进的方向



48 49

2014 LS Mtron可持续经营报告书

职员价值增进 (HR) 职员价值增进 (人才培养)

为创造幸福的工作环境而努力
保障职员人权  LS Mtron在就业规则上规定了国际劳动规范，正
在遵守劳动标准法等劳动相关法规。而且，通过监测有无人权侵
害，运营高层处理室等，努力保障和提高职员的人权。

运营母性保护项目  LS Mtron共同参与这样的社会运动，谋求女
性职员的健康生产和养育，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预防因生产和
养育产生的职场中断现象，构建能够让女性职员持续地发挥能
力的工作环境，所以正在运营母性保护项目。
▶    妊娠期：赠与恭喜妊娠的礼物, 缩短工作时间：  

2H/日 缩短工作时间
▶   生产期：赠与恭喜生产的礼物: 生产前休假：90日
▶   养育期：运营儿童之家 (安养/全州)

组建适宜工作的工作场所（GWP） LS Mtron正在努力打造让职员
们感到喜悦的工作场所。我们为了向职员们提供最优化的工作
环境，正在积极支援着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我们开展一年两次
的refresh制度，运营游泳场等各种便利设施，以及支援职员们取
得MBA/博士学位，开展1:1mentoring制度等。LS Mtron这样的努
力在公司内外都获得了认可，2014年，LS Mtron获得了“大韩民国 
最佳100大雇主4年连续大奖”。
 
家族和睦企业认证  LS Mtron为了提高职员们的生活品质，正在
通过邀请家人活动，家人camp，提供家人休养设施，职场儿童
之家设施，母性保护项目，积极地实践和努力。其成果也得到了
认可，2014年，我们从女性家族部获得了“家庭和睦企业认证”。 

为强化职务专业性的努力
一般职员职务教育的扩大   2013年，我们树立了以一般职员为对
象的职务教育，之后以这个为基础，向成员们持续地提供着提高
职务能力的机会。我们没有停留在初期构建的教育课程上，持续
地开发着新的职务课程。同时，我们将在15年开设和运营“营业
职群Global能力提高课程（市场/贸易/债权）”，“生产职群成本降
低促进课程”。
▶   营业职群：12个课程，参加人数149名
▶   R&D职群：9个课程，参加人数138名
▶   生产职群：7个课程，参加人数108名
▶   支援职群：10个课程，参加人数34名

而且，我们正在运营着将职务学分的取得与晋升相关联的“职务
学分制度”。同时，也增加了职员们能正常地确认自己的职务学
分进进度的系统。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系统职员们能够正常管理
职务能力开发的进度，从而有助强化对组织竞争力。

职务学分的取得与晋级挂钩  LS Mtron2014年修改了“培训完成
学分制”，将职务学分的取得与晋级挂钩，激励了职员们参与职
务培训。2015年开始，LS Mtron的职员们必须在一年内取得一定
水准的职务学分才能获得晋级资格。为使职员们实时地能确认
本人的职务学分进度，我们完善了体系，我们希望通过职员们在
平时对自己的职务能力开发进度进行的管理，强化组织竞争力。

LS Mtron认识到职员既是利害相关人，也是创造企业价值的主体。我们将构建保障每位职员的人权及参与和对话
的组织文化。

今后，我们也将通过引入能给职员的家人们带去幸福的新制度，
以及扩大运营实行中的制度，为追求职员的生活和家庭的和谐
而不懈努力。

Global HR体系构建
LSEV的HR体系的构建    2014年10月，随着越南电子零件工厂
的完工，为了通过经营哲学，人事制度的快速本土化操作，达成
工厂早期安定化，从5月开始，我们预先全面开展了HR体系的构
建。我们通过针对HR运营各方面现状的检查及分析，基于对紧急
度和重要度的考虑，针对录用，评价，紧急，补偿，福利，体系等HR

方面，希望构建能反映越南特殊性的HR体系。今后，我们也将通
过持续的关心和支援不断升级这个体系。
 
海外法人核心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2015年，我们计划构建针
对中国法人本土职员核心人才的培养体系。现在，中国法人正在
全面运营HR体系，但是，随着培养本土职员的needs的增加，从
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构建核心人才本地化Roadmap。鉴于
现在的法人别组织构造，组织别R&R，组织别权限和责任等，我们
将按优先顺序，分阶段地设计培养Plan。
 
驻在员候补军团培养体系的实施     为早期培养海外驻在员，我们
在事前构建了适于海外驻在员的POOL。事前开展经营管理各方
面，当地市场把握，当地文化的理解及语言等当地OJT及教育，从
而在其赴任法人后有助于其强化早期落实及适应力。今后，随着
海外法人的扩张，我们预计将设立更多的法人，所以我们将进一
步扩大海外驻在员候补军团POOL并强化培养实施力。

对外环境

▶    随着技能职退休员工的增加， 
有必要预防技术传授上的空白

▶    有必要建立以成果/能力为中心的人才
经营战略

▶    为了支援各职群（技能）的战略实施， 
有必要扩大教育

▶    为强化职务能力，有必要提供各种各样
的专业性确保渠道

INTERNAL ASPECT

•扩大职务教育（营业/生产/自发的学习）内容及运营充实化

•构建技能职HR体系（S-OJT, 技术培养/认证体系）

SHORT TERM

• 扩大职务教育内容及强化修业管理

• 整顿技能职技术传授体系

LONG TERM

• 构建学习文化及通过提高专业力量  
确保Global水准的人才竞争力

技能职技术传授的扩大  2014年，我们树立了以技能职为对象的
教育体系方向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正在积极地努力构建技术专
家培养体系。首先，我们希望通过对以事业部为单位进行的公平
的分析，以制作工作手册及培养公司内部Trainer为主轴，构建支
援新员工经历化的S-OJT体系。而且，我们计划将按水准别/工艺
别为单位，定义必要能力，树立认证体系，从而促进技能职成员
的技术能力。

技术专家培养体系的构建    2014年，我们树立了技能职对象培养
体系的方向性，并在此基础上正在快马加鞭构建技术专家培养
体系。为此，作为第一个纽扣，我们将分析各事业部的生产工厂，
从而按不同的水准和工艺定义相应的必要能力。以此为基础，我
们将设定不同阶段的标准，树立认证方法及培训体系，从而促进
技能职职员的技术能力的提高。通过这样的努力，提出技能职职
员的职业目标(Career Goal)，并促进他们成长为技术名匠，其结
果，能创造出个人的成长和企业的成长间的协同效应。

LS Mtron认为，通过职员的能力开发及构建沟通的组织文化实现的公司与职员的共同成长是珍贵的价值，为此，
我们正在开展多样化的人才/组织开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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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环境

▶    通过遵守劳动相关法规实践伦理经营的
要求被扩大了

▶    从工作-家庭并行的角度，对营造维持女
性工作经历的环境的要求扩大了

▶    通过改编政府的工资体系，促进劳动市
场的构造

▶    大总统直属青年委员会的新员工超越
spec的录用提案

INTERNAL  ASPECT

•构建海外法人核心人才培养体系 • 通过收入体系先进化， 
构建成果联动型报酬体系

•通过遵守劳动相关Global Standards ，保护职员人权 
•通过改善收入体系，落实成果主义

•通过平衡工作和生活，提高职员的满意度和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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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12 2013 2014
工中女性比例 19 % 22 % 25 %

数字化的活动

指标 2012 2013 2014
人均教育时间 109 时间 123 时间 140 时间

数字化的活动

宣言 宣言

2015年 Plan 2015年 Plan

前进的方向 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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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单位 第7期(2014.12.31 基准) 第6期(2013.12.31 基准) 第5期(2012.12.31 基准)

资产总额

百万 
韩元

1,787,647 1,684,469 1,672,867

流动资产 870,169 802,545 838,046

非流动资产 896,835 881,924 834,821

预计出售资产 20,643

负债总额 1,234,247 1,119,070 1,117,573

流动负债 838,174 889,183 786,539

非流动负债 394,883 229,887 331,034

预计出售负债 1,190

资本总额 553,400 565,399 555,294

控股股东股份 554,325 565,508 554,694

非控股股东股份 (925) (109) 600

简明损益表

项目 单位 第7期(2014.01.01~2014.12.31) 第6期(2013.01.01~2013.12.31) 第5期(2012.01.01~2012.12.31)

销售额

百万 
韩元

1,878,099 1,794,633 1,632,170

营业利润 56,819 68,437 46,819

持续营业本期净利润 6,261 34,380 19,189

中断营业利润 (8,155) (4,754) 3,845

本期净利润 (1,893) 29,627 23,034

Fact & Figures
LSMtron及附属公司
简明财务状态表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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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构造   57 

独立验证报告书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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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概要    63

简明损益表

项目 单位 第7期(2014.01.01~2014.12.31) 第6期(2013.01.01~2013.12.31) 第5期(2012.01.01~2012.12.31)

销售额

百万 
韩元

1,023,799 1,020,367 923,783

营业利润 34,218 46,348 40,466

持续营业本期净利润 5,752 27,457 31,468

中断营业利润 (99) (174) 3,845

本期净利润 5,653 27,283 35,313

LS Mtron  
简明财务状态表

项目 单位 第7期(2014.12.31 基准) 第6期(2013.12.31 基准) 第5期(2012.12.31 基准)

资产总额

百万 
韩元

1,260,738 1,153,713 1,151,908

流动资产 495,937 431,767 472,942

非流动资产 764,801 721,946 678,966

负债总额 655,304 546,121 555,710

流动负债 394,243 416,673 345,908

非流动负债 261,061 129,448 209,802

资本总额 605,434 607,592 596,198

实缴股本 45,000 45,000 45,000

超面值缴入股本 426,066 426,066 426,066

其他全面收益项目累计额 99 (4,418) (1,588)

营业盈余 134,269 140,944 12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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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
指标 单位 2012 2013 2014 备注

培养革新人才 名 183 232 264

突破极限课题

件

未实施 12 11

6西格玛课题 50  49 63

LPS课题 46 38 30 LS Mtron Production System

Ve课题 27  22 35 Value engineering

TRIZ课题 5 10 12 Teoriya Resheniya Izobretatelskikh Zadatch

品质顾客满足 74  70 100

革新提案件数 人均 21 20 21

品质顾客满足
指标 单位 2012 2013 2014 备注

平均顾客满意度

5分满分

3.7 - 3.87 2013年未实施
: 品质 3.6 - 4.01

: 销售 3.7 - 3.64

: 售后服务，缴纳期间 3.8 - 3.94

ISO9001 国际认证审查员资格保有率
%

46 45 43
对比全公司品质部门人员

品质经营技师资格保有率 15 43 37

产品品质不良改善

件

56 21 38

品质经营体系整顿 27 46 40

合作伙伴支援 71 99 104

海外法人支援 23 16 52

共同成长
指标 单位 2012 2013 2014 备注

共同成长直接投资
亿韩元

37.7 40 25
咨询，附加条件的采购， 
互助基金民官共同投资基金等

伙伴现金结算额 1,285 1,424 1,724

现金性结算比率 %  100  100  100 3个月以下票据
合作伙伴职务培训 名 131 210 307 3C, FTA, 提案活动, 协会培训
互助基金参与企业/运营金额 个公司/ 

亿韩元
20/35 22/60 18/18 运营金额缩减，基金优待利率强化

合作伙伴(国内/国外) 个公司  - 1,565/183 1,603/192 国内主要承包，中小企业大企业交易制/海外交易线

财务信息(合并基准)

指标 单位 2012 2013 2014
生长性
总资产增加率

%
6.1 0.7 13.1

销售额增加率 4.7 10.0 8.8

收益性
营业利润率 % 3.0 3.8 2.9

安定性
流动比率

%
103.8 90.3 106.5

固定比率 162.1 156.0 150.3

活动性
总资产周转率

回
3.4 3.2 2.9 

库存资产周转率 5.9 6.2 5.6

绿色经营
指标 单位 2012 2013 2014 备注

温室气体排出量

CO2吨

101,915 112,931 108,856

: 井邑 93,602 103,031 99,044

: 全州  7,090 8,113  8,120 

: 安养/仁同/总公司 1,223 1,787 1,692

温室气体原单位 CO2吨/ 

百万韩元
0.15 0.14 0.13

能源总使用量
TJ

2,076 2,302 2,206

能源节约量  56 145 60

eSH支出及投资细目

百万韩元

 1,007 2,274 1,105

: 环境 590  1,447 401

: 气候变化  197 350 114

: 安全保健 220 477 590

铜

吨

9,901 11,779 11,388

主要原材料碳及橡胶类  1,651 1,710 1,699

合成树脂 121 179 170

用水使用量 728,484 837,729 825,229

: 工业用水 639,332 701,710 731,485

: 生活用水 81,613 124,598 87,385

: 地下水 7,539 11,421 6,359

污染物质排出: 灰尘

kg

11,544 13,029 14,082

污染物质排出: COD 15,315 36,828 13,925

污染物质排出: SS 7,326 10,805 5,441

废水排出量
吨

506,306 499,958 547,971

用水再使用量 418,605 703,401 723,518

用水再使用率 % 43 74 84

废弃物发生量
吨

4,542 3,880 4,193

: 一般 266 259 303

: 指定
%

 84 82 80

产业灾害率 0.13 0.40 0.17

产业安全保健会会议 件 20 20 16 在各事业场所 实施1回/季度（4回/年）

伦理经营
指标 单位 2012 2013 2014 备注

报纸角受理/处理现状 件 1 4 5

入库额(韩国)

亿韩元

4,674  4,979 5,433

采购费用

入库额(中国)  764 792 803

入库额(欧洲)  398 428 413

入库额(日本)  367 366 388

入库额(其他) 87 167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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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教育(高级管理人员)

时间

127 103 147

人均教育(部长) 76 72 111

人均教育(次长) 117 100 101

人均教育(科长) 103 118 166

人均教育(代理) 96 128 127

人均教育(社员) 139 171 171

人均教育费用 千韩元 1,550 2,186 1,842

定期成果及经历开发评论比例

%

100 100 100
正规员工基准

对比最低工资新职员收入比例 - 183 291

男女平均收入比例 100 100 100 固定级别基准

生产休假使用者

名
4 4 7

育儿休职使用者(男) 1 - 2

育儿休职使用者(女) 2 4 5

育儿休职复职率 % 100 100 100 该年度复职者/该年度复职对象者×100 

福利费用 亿韩元 105 112 115

工会参加人数/比例
名

628/37 647/37 664/42

心理咨询室使用者 228 480 331 通过咨询专家开展的职员个人及集体咨询

与事业部（组）长及部门长的对话 回数 52 53 53

DB型参加者人数
名

1,319 1,421 1,499 运营机构：农协银行等8个事业者

DC型参加者人数 74 100 108

出资公司人数 1,953 2,011 2,365

技术开发
指标 单位 2012 2013 2014 备注

战略性Lab.的选定
处 9 19 14

签署MOU，促进课题，开展教育/研讨会交流等， 
需要战略合作关系的Lab.

R&D 人才的培养 名 7 16 14 新产学奖学金学生，学位派遣及T-MBA

环保产品R&D课题件数

件

51 42 47

: 削减温室气体 2 1 2

: 减少有害性 29 23 27

: 节约资源 20 18 18

环保产品R&D投资比率

%

100 100 100

: 削减温室气体 3 2 2

: 减少有害性 73 84 82

: 节约资源 24 14 16

职员价值
指标 单位 2012 2013 2014 备注

职员总数

名

1,683 1,726 1,769 派遣及当日临时职员除外

正规职员(男) 1,461 1,492 1,551

 - 一般职员 833 844 887

 - 技能职员 628 648 664

正规职员(女) 40 45 52

 - 一般职员 39 44 51

 - 技能职员 1 1 1

非正规职员(男) 123 127 98

非正规职员(女) 59 62 68

按地区(工厂)区分(全州) 787 803 826

全体人员基准

按地区(工厂)区分(井邑) 225 213 198

按地区(工厂)区分(安养) 543 606 636

按地区(工厂)区分(九尾) 128 103 109

按年龄区分(20岁) 258 262 227

年龄区分(30岁) 670 679 706

按年龄区分(40岁) 398 406 436

按年龄区分(50岁以上) 357 379 400

新入职人员人数(男) 214 214 218

正规职位基准

新入职人员人数(女) 49 59 72

雇佣创造率 % 0.7 2.4 4.3

离职人员人数/比例

名/%

92 / 6.1 81 / 5.3 87 / 5.4

残疾人人数/比例 31 / 2.1 32 /2.1 28 / 1.7

女性职员/比例 99 / 6.6 107 / 7.0 120 / 7.5

人均教育 时间 109 123 140

社会贡献
指标 单位 2012 2013 2014 备注

参与人员(井邑)

名

98 114 199

帮助困难邻居的捐款，农村爱心公益团， 
公益informal等

参与人员(全州) 93 99 147

参与人员(安养) 56 77 94

参与人员(九尾) 171 117 24

人均参与 时间 1.35 1.46 1.76

其他活动
• 保障结社和团体交涉，绝对废除童工，强制劳动 在我们公司，结社的

自由和集体协商的自由被侵犯的可能性很高，但是，我们没有童工和
强制劳动发生的可能性高的事业领域，2010年我们加入了Un全球契
约，并就10大原则进行了宣誓，包括结社自由，集体协商权保障，人权
及禁止劳动差别对待，废止童工，摒弃强制劳动等。同时，在就业规则
上，我们以劳动法规及国际劳动规则 （Labor Standards)为根据，明示
了废止童工及一切形态的强制劳动，而且明示了从录用，报酬，到离职
各方面禁止不公正待遇及差别待遇。

• 劳动关系 工会成员因工作调动及部门变动等产生心理上的变化，或
工厂搬迁及事业上发生变动，公司遵守事前商议期间，向工会和当事
人通报。

• 产品labelling 是我们正在通过所有检验员向顾客提供作为交货时必
备标志（plastic，金属物，橡胶等）的产品的环境安全信息labelling。

• 个人信息保护的管理   为妥善地保护顾客及职员的个人信息，我们树
立了内部管理规划，构建了个人信息保护管理体系，且组建了个人信
息协议会，并正在定期开展内部培训及自我检查。而且，我们正在努力
通过掌握个人信息的持有目标从而最小化个人信息项目，缩小接近权
限，从而做到信息泄露的事前预防。

• 法规遵守 LS Mtron在2014年经营活动期间，没有因违反环保相关规
定，妨碍竞争的行为及垄断等不公正的交易，违反产品及服务信息及
labelling有关的法律规定及自律规定，违反市场交流有关的法规，违
反顾客个人信息保护，违反产品供给及使用有关等各种法规，导致受
到金钱的及非金钱的制裁措施。

• 国库补助金 2014年纯粹的国库补助金金额为23.8亿韩元，技术费缴
纳金额为2.4亿韩元。

指标 单位 2012 2013 2014 备注

原材料费等

亿韩元

8,700 8,263 9,370

从业人员工资 1,771 2,016 2,096 工资、退休/离职收入待遇、福利的总额
地区社会及环境

11 16 10

基本金，公益活动环境相关投资和
2014年：成均馆大学共同实验室：2.1亿韩元，岁月号捐
款：1.6亿韩元
2013年：high-tech环境设备投资

资本费用 446 378 343 利息费用。红利和

税金 110 113 145  法人税，税金和

经济上的价值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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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构造
董事会
LS Mtron董事会基于对其负责领域的专业性和业务能力的思考而构成，拥有公司内部最高决策机构的权限。2014年，董事会共召开4

次会议，处理了23个议案。议案100%通过，出席率100%。代表理事兼任董事会议长，我们选拔了包括经营在内综合管理企业各个方面
的专业经理人作为公司总经理。必须经董事会决议才能进展的事项中，除法律及章程上规定的事项外，我们授权代表理事或者经营会
议做出决定。为了防止公司和董事会间的利害关系带来的冲突，我们规定，针对董事会的决议，与该决议有特别利害关系的董事就该
决议无权行使表决权。董事的报酬在股东大会上被认可的董事报酬限度内遵守各项规定予以发放，而且，2014年董事会登记理事及监
事的报酬总额为41.82亿韩元。

董事会构成现状 (2014年3月25日基准 )

姓名 职位 登记高管与否 常勤与否 负责业务 主要经历

具滋恩 代表理事 登记高管 常勤 CeO(最高经营者) •美 芝加哥大学  MBA

•前 LS nIKKO Copper 副社长
•前 LS电缆代表理事，社长

李光源 代表理事 登记高管 常勤 COO(最高运营责任者） •釜山大学法学
•前 LS Mtron拖拉机事业部部长（副社长）

李益熙 公司内部董事 登记高管 常勤 经营管理部门长兼 CFO •高丽大学统计学
•前 LS Mtron CF事业部部长（专务）

崔秀泽 监事 登记高管 非常勤 监事 •前 LS电缆专务
•前 Schmidlin-Korea代表理事

监事的权限和责任
LS Mtron根据章程设置了一名非常勤监事。为了确保公司经营上 
的透明性和适法性，监事监督公司的会计和业务，并且为此，有
权向董事提出向其提交经营有关的报告，并有权调查公司业务
和财产状态。

股东构成
截止2014年末，LS Mtron的发行股份数为9,000,000股，（株）LS拥
有100%股份。由于LS Mtron没有上市，所有不涉及集中投票制的 
采纳与否，书面投票制或者电子投票制的采纳与否，少数股东权
益的行使与否等事项。

经营会议
经营会议作为讨论事业方向，检查全公司经营活动有关的经营
业绩及报告经济，社会，环境领域的主要事件的议事决策机构，
每月由CeO主持召开。

主要案件

•经营理念及中长期愿景
•经营业绩分析，事业别主要管理指标F/U 
•经营管理改善活动，市场/产业竞争公司动向等
•经营评价结果，品质/生产性等管理指标现状
•革新活动及可持续经营进展现状 
•资本/设备/R&D投资审议及事后评价 
•全公司规定再制定审议

可持续经营活动有关的协议会的运营
可持续经营协议会是由战略企划部门长(CSO)主持，讨论可持续
经营的运营方向，检查相关业绩的议事决策机构，隔月召开一次
会议。如需要可持续经营有关经营团队的议事决定，或者需要分
享信息时，在经营会议上报告，决定事项通过可持续经营协议会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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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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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州产团振兴会，知识经济部协会，韩国农业机械工业协同组织， 

韩国效率协会，韩国国防产业振兴会，韩国电子回路产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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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州产团安全管理者协会，韩国公平竞争联合会，韩国消防安全协会
• 环境   绿色企业协会，完州产团消防安全管理者协会，完州产团环境协会，全国绿色企业协会，全北绿色企业协会，全北绿色环境支援中心， 

环境技术人协会
•可持续经营  Un全球契约(UnGC)

十大原则 LS Mtron 制度与方针 页码

人权

➊ 企业应当支持并尊重国际宣言中的人权保护政策。
➋ 应当努力不涉及人权侵害

•伦理规范(第二章 职员的基本伦理规范)
•就业规则 绪论
•合作伙伴伦理实践特别规定

43, 48, 55

劳动准则

➌ 企业支持团体自由以及对团体交涉权的实质性认证
➍ 反对一切形式的强制性劳动
➎ 有效地废止雇用儿童劳动力
➏ 废止雇佣及业务中的差别待遇.

•团体协约 绪论
•就业协约 绪论
•伦理规范(第5章 对于公司职员的责任)

43, 48

环境

➐ 企业支持对于环境问题的预防措施
➑ 履行增进环境责任的措施
➒ 促进环保性技术的开发及扩展

•绿色经营方针(2.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及绿色环保产品开发)
•绿色经营方针(3. 事先预防及打造安全愉快的环境)
•绿色经营方针(4. 绿色双赢经营及社会性责任履行)
•伦理规范(第6章 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42, 47

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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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伙伴伦理实践特别规范

43

这是我们如何在实施联合国全球契约原则
的进展情况通报。

欢迎其对内容的反馈。

进展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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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验证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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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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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验证邀请并提出以下验证意见。

目的

本验证意见书旨在确认报告书的内容有无重大的错误或偏见，针对本报告书是否恰当地导出并报告了LS Mtron的可持续经营issue，
通过独立的验证程序，提出验证意见。

责任事项及独立性
本报告书阐述了2014年度LS Mtron在促进可持续经营活动方面做出的努力，获得的成果及今后的规划，与报告书的制作相关的全部
责任由LS Mtron负责。

可持续经营院在针对报告书进行验证并向经营团队提供验证意见这一方面，为维持独立性和自律性，除了进行第三方验证业务外， 
不与LS Mtron发生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上的利害关系。

验证基准及限制事项
可持续经营院在参照作为AA1000AS(2008)验证基准的（Type 1, moderate)3大原则的涵盖性，重要性，应对性及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 G4的报告内容和品质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验证。

本次验证对国内外事业场所中位于安养的总公司进行了实地调查。验证业务的范围限定于报告书涵盖的成果，而且，排除了以前的数
据以及网上信息。同时，已经被第三方机关验证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没有包含在本次验证工作中。

主要验证流程
可持续经营院通过采访公司的负责人以及研究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验证。主要验证流程包括以下内容 

•检查有无适用公司内部的可持续性报告基准
•检查报告书上收录的信息以及信息收集流程
•重要性评价及检查主要issue有关的报告内容
•现场实地调查及负责人访问

验证意见
可持续经营院按照验证报告书上记述的验证流程开展工作，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对报告书进行了修订工作。据此，我们认为报告书
中登载的内容没有重大的错误，报告书根据 GRI G4 Core基准(In Accordance with Core option) 制作完成。

根据开展的验证活动，并参考 AA1000APS原则，我们提出如下验证意见。

涵盖性   

: 在促进可持续经营时，为了进行有责任的战略性应对，是否遵守了利害相关人参与原则？
• LS Mtron定义了利害相关人，并根据这个定义，通过交流渠道，正在收集作为核心利害相关人的顾客，合作伙伴，职员，地区社会， 

以及政府，股东这样的利害关系人的主要关心事项和意见。
• 可持续经营院在LS Mtron的利害相关人沟通渠道中没有发现遗漏的利害相关人集团。

重要性

: 可秩序经营全盘中是否包含了对利害相关人产生影响的重要的issue？
• LS Mtron通过重要性评价流程，确定了可持续经营主要issue，在分析过程中，通过利害相关人问卷调查收集意见， 

从而导出主要issue。
• 可持续经营院在重要性评价流程中没有发现遗漏的issue。

应对性   

: 是否恰当地应对了利害相关人的issue？
• LS Mtron在内/外部层面都掌握了经营活动对利害相关人带来的影响，并开展了应对这种影响的活动，这在报告书中能得到确认。
• 可持续经营院没有发现LS Mtron针对主要issue的利害相关人的要求和关心没有恰当地应对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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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开始正在与新的最高经营者一起促进变革，报告书展示了截止2017年的5大方向性设定以及对此的反映。 
但是，在5大方向性上还没有具体的战略，或没有阐释各个阶段，今后有必要对此具体化。此外，为报告可持续经营的成果， 
以及实现下一阶段的规划，希望今后能不断得到最高经营团队的支持。

• LS Mtron在中国法人内部也成功地运营了可持续经营协议会。在考虑该国家的各种经营环境及LS Mtron的影响力的时候，期待今后
能担负起重要的作用。今后，希望中国可持续经营协议会通过与总公司协议会的紧密的沟通和联系，更加巩固具有一贯性的可持续
经营促进体系。

• 本次报告书中，以100个LS Mtron的合作伙伴为对象，开展了CSR有关的自我诊断并确认了相关结果，以实际的800名采购者为对象
开展了问卷调查，展现了利害相关人沟通的意愿。希望今后与利害相关人的接触更加多样，频率更加密切。同时，希望能构建在公司
内部传达利害相关人的声音，且如其想法被反映在经营活动中，与之分享和共有的双方沟通体系。

2015年 5月

大韩商工会议所可持续经营院_院长 全  秀  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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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准披露 页码

战略与分析 G4-1 机构最高决策者（如CeO，董事长或相当的高级职位）就可持续发展与机构的相关性及机构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声明 8~13

G4-2 描述主要影响，风险及机遇 12~13, 28~29, 

34~35

机构概况 G4-3 机构名称 1

G4-4 主要品牌，产品和服务 14~17

G4-5 机构总部的位置 63

G4-6 机构在多少个国家运营，在哪些国家有主要业务，或哪些国家与报告所述的可持续发展主题特别相关 14~15

G4-7 所有权的性质及法律形式 57

G4-8 机构所服务的市场（包括地区细分，所服务的行业，客户/受益者的类型） 14~15

G4-9 机构规模，包括：员工人数，运营地点数量，净销售额（私营机构适用）或净收入（公共机构适用）， 
按债务和权益细分的总市值（私营机构适用），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 51, 54

G4-10 a. 按雇佣合同和性别划分的员工总人数b. 按雇佣类型和性别划分的固定员工总人数 c. 按正式员工，
非正式员工和性别划分的员工总数d. 按地区和性别划分的员工总数e. 机构的工作是否有一大部分由
法律上认定为自雇的人员承担，或由非员工及非正式员工的个人（包括承包商的员工及非正式员工）
承担f. 雇佣人数的重大变化（如旅游或农业雇佣人数的季节变动）

54

G4-11 集体谈判协议涵盖的员工总数百分比 55

G4-12 描述机构的供应链情况 52~53

G4-13 报告期内，机构规模，架构，所有权或供应链的重要变化 n/A

G4-14 机构是否及如何按预警方针及原则行事 35, 42, 47

G4-15 机构参与或支持的外界发起的经济，环境，社会公约，原则或其他倡议
56

G4-16 加入的协会（如行业协会）和国家或国际性倡议机构

确定的实质性方
面与边界

G4-17 a.列出机构的合并财务报表或同等文件中包括的所有实体  
b.说明在合并财务报表或同等文件包括的任何实体中，是否有未纳入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实体 51

G4-18 a. 说明界定报告内容和方面边界的过程 b. 说明机构如何应用“界定报告内容的报告原则” 28~29, 63

G4-19 列出在界定报告内容的过程中确定的所有实质性方面

28~31G4-20 对于每个实质性方面，说明机构内方面的边界

G4-21 对于每个实质性方面，说明机构范围外方面的边界

G4-22 说明重订前期报告所载信息的影响，以及重订的原因
n/A

G4-23 说明范围，方面边界与此前报告期间的重大变动

利益相关方参与 G4-24 机构的利益相关方列表

30
G4-25 就所选定的利益相关方，说明识别和选择的根据

G4-26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法，包括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类型及组别的参与频率， 
并指明是否有任何参与是专为编制报告而进行

G4-27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过程中提出的关键主题及顾虑，以及机构回应的方式， 
包括以报告回应 说明提出了每个关键主题及顾虑的利益相关方组别 30~31

报告概况 G4-28 所提供信息的报告期（如财务年度或日历年度）

63
G4-29 上一份报告的日期（如有）

G4-30 报告周期（如每年一次，两年一次）

G4-31 关于报告或报告内容的联络人

G4-32 a. 说明机构选择的“符合”方案（核心或全面）b. 说明针对所选方案的GRI内容索引（见下表） 
c. 如报告经过外部鉴证，引述外部鉴证报告 GRI建议进行外部鉴证，但并非成为“符合”本指南的要求 60~62

G4-33 a. 机构为报告寻求外部鉴证的政策和目前的做法 b. 如未在可持续发展报告附带的鉴证报告中列出，
则需说明已提供的任何外部鉴证的范围及根据 c. 说明报告机构与鉴证服务方之间的关系 d. 说明最
高治理机构或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参与为可持续发展报告寻求鉴证

60~61

治理 G4-34 机构的治理架构，包括最高治理机构下的各个委员会 说明负责经济、环境、社会影响决策的委员会

32~33, 57G4-35 说明从最高治理机构授权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管理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的过程

G4-36 机构是否任命了行政层级的高管负责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他们是否直接向最高治理机构汇报

G4-37 利益相关方和最高治理机构就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磋商的过程 如果授权磋商，说明授权的对象和向
最高治理机构的反馈过程 32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4.0(Core)
一般准披露 页码

治理 G4-38 按以下分类，说明最高治理机构及其委员会的组成

57G4-39 最高治理机构的主席是否兼任行政职位（如有，说明其在机构管理层的职能及如此安排的原因）

G4-41 最高治理机构确保避免和控制利益冲突的程序，是否向利益相关方披露利益冲突，至少应包括

G4-42 在制定，批准，更新与经济，环境，社会影响有关的宗旨，价值观或使命，战略，政策与目标方面， 
最高治理机构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角色

32, 57

G4-44 a. 评估最高治理机构管理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绩效的流程此等评估是否独立进行，频率如何 此等评
估是否为自我评估 b. 对于最高治理机构管理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的绩效评估的应对措施，至少应
包括在成员组成和组织管理方面的改变

G4-45 a. 在识别和管理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风险和机遇方面，最高治理机构的角色包括最高治理机构在
实施尽职调查方面的角色 b. 是否使用利益相关方咨询，以支持最高治理机构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
响，风险和机遇的识别和管理

G4-46 在评估有关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的风险管理流程的效果方面，最高治理机构的角色

G4-47 最高治理机构评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风险和机遇的频率

G4-48 正式审阅和批准机构可持续发展报告并确保已涵盖所有实质性方面的最高委员会或职位 32~33

G4-49 说明与最高治理机构沟通重要关切问题的流程 32~33, 57

G4-50 说明向最高治理机构沟通的重要关切问题的性质和总数，以及采取的处理和解决机制 33, 57

商业伦理与诚信 G4-56 说明机构的价值观、原则、标准和行为规范，如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

43
G4-57 寻求道德与合法行为建议的内外部机制，以及与机构诚信有关的事务，如帮助热线或建议热线

G4-58 举报不道德或不合法行为的内外部机制，以及与机构诚信有关的事务，如通过直线管理者逐级上报，
举报机制或热线

具体标准披露项 页码

DMA G4-DMA a. 说明为什么该方面具有实质性 说明使该方面成为实质性方面的影响   
b. 说明机构如何管理实质性方面或其影响 c. 说明管理方法的评估

28~31,

38~49

经济
经济绩效 G4-eC1 机构产生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

55G4-eC3 机构固定收益型养老金所需资金的覆盖程度

市场表现 G4-eC5 不同性别的工资起薪水平与机构重要运营地点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的比率

间接经济影响 G4-eC7 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与支持性服务的情况及其影响 44, 45

购行为采 G4-eC9 在重要运营地点，向当地供应商采购支出的比例 52, 53

环境

物料 G4-en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体积
53

能源 G4-en3 机构内部的能源消耗量

G4-en5 能源强度 28

G4-en6 减少的能源消耗量

53

水 G4-en8 按源头说明的总耗水量

G4-en10 循环及再利用水的百分比及总量
废气排放 G4-en15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范畴一）

G4-en16 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范畴二）

G4-en18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G4-en19 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G4-en21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主要气体的排放量
污水和废弃物 G4-EN22 按水质及排放目的地分类的污水排放总量

G4-EN23 按类别及处理方法分类的废弃物总重量 47
产品和服务 G4-EN27 降低产品和服务环境影响的程度 55
合规 G4-EN29 违反环境法律法规被处重大罚款的金额，以及所受非经济处罚的次数

53
整体情况 G4-EN31 按类别说明总环保支出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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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披露项 页码

环境
供应商环境评估 G4-en32 使用环境标准筛选的新供应商的比例 40

G4-en33 供应链对环境的重大实际和潜在负面影响，以及采取的措施 40, 42

环境问题申诉机制 G4-en34 经由正式申诉机制提交，处理和解决的环境影响申诉的数量 43

社会
劳工实践和体面工作
雇佣 G4-LA1 按年龄组别，性别及地区划分的新进员工和离职员工总数及比例 54

G4-LA3 按性别划分，产假/陪产假后回到工作和保留工作的比例

55
劳资关系 G4-LA4 有关重大运营变化的最短通知期，包括该通知期是否在集体协议中具体说明

职业健康与安全 G4-LA5 由劳资双方组建的职工健康与安全委员会中，能帮助员工监督和评价健康与安全相关项目的员工
代表所占的百分比

G4-LA6 按地区和性别划分的工伤类别，工伤，职业病，误工及缺勤比例，以及和因公死亡人数 53

培训与教育 G4-LA9 按性别和员工类别划分，每名员工每年接受培训的平均小时数 29, 55

G4-LA10 为加强员工持续就业能力及协助员工管理职业生涯终止的技能管理及终生学习计划 49

G4-LA11 按性别和员工类别划分，接受定期绩效及职业发展考评的员工的百分比 55

多元化与机会平等 G4-LA12 按性别，年龄组别，少数族裔成员及其他多元化指标划分，治理机构成员和各类员工的组成 54

男女同酬 G4-LA13 按员工类别和重要运营地点划分，男女基本薪金和报酬比率 55

供应商劳工实践评估 G4-LA14 使用劳工实践标准筛选的新供应商所占比例
40

G4-LA15 链对劳工实践的重大实际和潜在负面影响，以及采取的措施

劳工问题申诉机制 G4-LA16 经由正式申诉机制提交，处理和解决的劳工问题申诉的数量 43

人权

非歧视 G4-HR3 歧视事件的总数，以及机构采取的纠正行动 43

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 G4-HR4 已发现可能违反或严重危及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的运营点或供应商，以及保障这些权利的行动

55
童工 G4-HR5 已发现具有严重使用童工风险的运营点和供应商，以及有助于有效杜绝使用童工情况的措施

强迫与强制劳动 G4-HR6 已发现具有严重强迫或强制劳动事件风险的运营点和供应商，以及有助于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
强制劳动的措施

供应商人权评估 G4-HR10 使用人权标准筛选的新供应商的比例
40

G4-HR11 供应链对人权的重大实际和潜在负面影响，以及采取的措施

人权问题申诉机制 G4-HR12 经由正式申诉机制提交，处理和解决的人权影响申诉的数量 43

社会

当地社区 G4-SO1 实施了当地社区参与，影响评估和发展计划的运营点比例 44, 45

反腐败 G4-SO4 反腐败政策和程序的传达及培训
43

G4-SO5 确认的腐败事件和采取的行动

竞争行为 G4-SO7 涉及反竞争行为，反托拉斯和垄断做法的法律诉讼的总数及其结果
55

合规 G4-SO8 违反法律法规被处重大罚款的金额，以及所受非经济处罚的次数

供应商社会影响评估 G4-SO9 使用社会影响标准筛选的新供应商的比例
40

G4-SO10 供应链对社会的重大实际和潜在负面影响，以及采取的措施

社会影响问题申诉机制 G4-SO11 经由正式申诉机制提交，处理和解决的社会影响申诉的数量 43

产品责任

客户健康与安全 G4-PR2 按后果类别说明，违反有关产品和服务健康与安全影响的法规和自愿性准则 
（产品和服务处于其生命周期内）的事件总数 55

产品及服务标识 G4-PR4 按后果类别说明，违反有关产品和服务信息及标识的法规及自愿性准则的事件总数

G4-PR5 客户满意度调查的结果 52

市场推广 G4-PR7 按后果类别划分，违反有关市场推广（包括广告，推销及赞助）的法规及自愿性准则的事件总数

55客户隐私 G4-PR8 经证实的侵犯客户隐私权及遗失客户资料的投诉总数

合规 G4-PR9 如有违反提供及使用产品与服务的有关法律法规，说明相关重大罚款的总金额

* 不包含 LS Mtron 重大要点的GRI G4方面: 环境(生物多样性, 交通运输), 人权(投资, 安保措施, 原住民权利, 评估), 社会(公共政策)

LSMtron发布包含为可持续成长做出的努力及未来计划
的第六期可持续经营报告书。

报告历程

2009可持续经营
报告书

2014年可持续经营报告书概要
•报告原则 GRI G4 Guideline （CORe）
•报告地域 LS Mtron及LS Mtron附属公司
•报告范围 经济（K-IFRS韩国采择国际会计准则 ，社会，环境全部
•报告期间 2014.1~2014.12（会计年度基准），一部分为2012年至2014年的成果
•报告验证 第三方独立验证
•报告周期 每年报告（上一期报告于2014年5月发行，下一期报告于2016年5月发行）
•构成标准 LS Mtron可持续经营Steering Wheel

•总公司所在地 大韩民国京畿道安养市东安区LS路127番地LS Tower 11层
•报告书咨询处  LS Mtron（株）咱略企划部门企业经营组  

TeL. 031)689-8232 

e-mail. creatorpark@lsmtron.com

报告书制作有关的参考事项
本 报 告 书 由 可 持 续 经 营 事 务 局 主 管 ，由 全 公 司 可 持 续 经 营 协 议 体 制 作 。 
报告书制作标准是该年度重要领域出现的“可持续经营Steeering Wheel”，并在各重要领 
域内各选定了2~3个经济影响度高和利害相关人密切关心的代表成果进行制作。 
受到影响的利害相关人针对其他重大领域没有考虑重要性偏差

参与制作报告人员（职位略）
主管   •战略规划部门长(CSO): 金泰元  

•经营规划组: 郑根鹏, 朴钟现 
•可持续发展事务局: 刘明勋

参与人员   •拖拉机事业部: 金知泰, 金多旻   
•注塑系统事业部: 黄善益, 金保成 
•特殊事业组: 崔英哲, 赵允济   
•CF事业部: 赵东镇, 梁银相 
•电子零件事业部: 李炯周, 朴亨权  
•汽车零件事业部: 黃建旭,郑外镛 
•FCCL事业组: 金奎汶, 梁允鎬   
•UC事业组: 尹权镛 
•经营诊断组: 俞义在, 高赫粲    
•技术经营: 张盛焕, 劉胜勋 
•绿色经营组: 全哲应, 李昇勋    
•合作共赢组: 宋尧星, 金正根  
•业务支援组: 权五锡, 李炅泰, 崔娜来  
•人事组: 李昌雨,金秉俊, 韓政佑 

发行日: 2015年 6月 8日 

发行人: 具滋恩
发行处: LS Mtron(株)

中文翻译: 黄苹苹 2010可持续经营
报告书

2011可持续经营
报告书

2012可持续经营
报告书

2013可持续经营
报告书

•人才开发组: 李在鹤, 孔炯宇   
•品质管理组: 朴喜正, 吴大成 
•革新推进组: 朴玄奎, 崔弘注   
•技术教育学院: 李哲周 
•LSMQ: 刘永来, 张若平  
•LSTA: 全成燦 
•LSMB: 郑仁皓    
•LSMW:郑求渊, 千丽华 
•LSMI: 沈虎    
•LSeQ: 崔在弼, 申泰镐 
•LSeV: 金昶勋    
•YTLS: 金昶培 

•大星电子工业: 蔡熙晩   

•凯斯克: 金志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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