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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 １９９２年制定的指导丰田全部生
产和运营活动的最高“指导原则”第一条
明确规定 ：尊重每个国 家的法律 语言和
精神， 通过开放而 公正的企 业活动努 力

企业简介

成为世界优秀企业公民。
在中国，丰田中国秉承“通过汽车创
造富裕的社会”的丰田企业理念，在努力

丰田汽车公司（ＴＯＹＯＴＡ）是日本最大的汽车公司，也是世界十
大汽车工业公司之一，汽车销量位列世界第三名。丰田创立于 １９３３
年，现在已发展成为以汽车生产为主、业务涉及机械、电子、金融
等行业的庞大工业集团。
１９６４年，丰田向中国出口第一辆汽车。２０００ 年丰田开始与一
汽集团、 广汽和东 风公司进 行合资制 造， 在中国本 土生产汽 车。
２００１ 年设立丰田汽车（中国）投资公司，全面负责丰田在华企业
的运营。
对外信息披露：公司网站、企业责任报告（英文）

为客户提供 高质量的 汽车产品 和优质服
务的同时，广泛开展各项社会公益活动，
力争成为受 中国社会 认可和信 赖的优秀
企业公民， 努力为中国 社会的发 展做出
贡献。作为中国的企业公民，丰田中国以
“环境保护”、
“交通安全”和“人才培养”
为中心， 积极开展符 合中国社 会需求的
各项社会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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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描述
应对全球变暖
据测算，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２０％ 来自于运输部门，因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成为汽车行业必须应对的最
重要的问题。丰田一直将应对全球变暖作为公司最优先考虑的战略事项，并持续采取措施减少所有商业活动以及所
有商业运作流程，包括汽车研发、设计、生产、运输和销售全流程的能源消耗，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在第四个
“丰田环境行动计划”中，丰田共采取了六项行动策略继续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第一，进一步降低丰田全球运营产
生的温室气体，第二，进一步研发提高能源效率的汽车技术，第三，进一步研发清洁能源为动力的汽车，并努力推
进其市场化、商业化，第四，研发能源和燃料多样化技术，第五，推进以提高交通流量为目的的项目，第六，降低
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
环境参数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１７８ 万吨

１７１ 万吨

１６０ 万吨

每销售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１ 亿日元）

１９．３ 吨

１６．８ 吨

１３．８ 吨

（来源：丰田 ２００７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通过技术创新减轻环境压力

丰田将环境保护视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为了减少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丰田一直积极致力于
提高汽车能源效率，开发低燃耗、绿色环保型汽车。同时在生物燃料、合成燃料等替代能源、柴油发动机、汽油发
动机、电动机等方面进行研发，对应能源的多样化需求。
平均能源效率（汽油驱动）
（单位：公里 ／ 升）
汽车类型（按重量划分）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７０３－８２７ 公斤

Ｎ／Ａ

Ｎ／Ａ

Ｎ／Ａ

８２８－１０１５ 公斤

１９．５

２０．２

２０．７

１０１６－１２６５ 公斤

１６．９

１７．０

１７．３

１２６６－１５１５ 公斤

１４．３

１４．１

１４．５

１５１６－１７６５ 公斤

１１．５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７６６－２０１５ 公斤

９．３

９．８

１０．３

２０１６－２２６５ 公斤

１１．１

９．９

９．５

２２６６ 公斤以上

６．１

６．５

６．５

（来源：丰田 ２００７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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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清洁能源汽车
丰田在 ４０ 多年以前就开始了混合动力车的开发，并视融合多种能源优势的混合动力技术为最佳环保汽车的核心
技术。混合动力技术具有卓越的节约能源消耗的性能。根据丰田的统计，截止 ２００７年 ４ 月，在全世界销售的混合动力
车（除 Ｃｏａｓｔｅｒ 混合动力车 ＥＶ、Ｄｙｎａ 混合动力车 ／Ｔｏｙｏａｃｅ 混合动力车、ＱＤ２００混合动力车之外）与具有相同尺寸、相
同排气量、相同动力性能的同级别汽油发动机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行驶辆数×行驶距离×油耗（各国油耗规格）×
ＣＯ２ 换算系数〕相比，能够达到减少 ３５０ 万吨温室气体排放的效果。丰田坚信这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变暖
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参数
每车体面积有害物质排放（ＶＯＣ）
ＰＲＴＲ 排放量
可燃废弃物排放总量
车辆回收 ／ 重复利用率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３５ 克 ／Ｍ２

３０ 克 ／Ｍ２

２７ 克 ／Ｍ２

３０３０ 吨

１９８０ 吨

１７９０ 吨

１．０５ 万吨

０．８２ 万吨

０．６万吨

９２％

９３％

９４％

（来源：丰田 ２００７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普锐斯的环保表现
１９９７年，丰田成功地研制出了出色的混合动力车普锐斯（ＰＲＩＵＳ）。在环保性能方面，普锐斯达到并超过各国最苛
刻的环保基准：日本的超一流低排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零排放标准，和欧洲 ＥＵＲＯ －４排放标准。同时，普锐斯采
取有效措施来降低其他环境负荷物质。例如，普锐斯不仅采用树脂化燃料箱，而且在暖风芯件、电配线等部件实现了
无铅化，整个车辆铅用量与 １９９６ 年的水平相比降低到 １／１０ 以下。此外，氯乙烯树脂的使用量也降低到了现有车型
的 １／１０ 以下。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普锐斯采用了大量出色的再生循环利用设计，如使用丰田生态塑料和便于再生
利用的树脂等。为了方便回收利用，普锐斯即使在细小的环节也充分考虑环保的需要。如普锐斯的电气配线采取易拆
解性结构，方便铜部件的回收作业，同时在车身上设置提高拆卸效率的标志，标示有效的分解作业点。
根据 ２００５年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ＣＡＴＡＲＣ ）中日混合动力汽车合作研究项目实证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北京、
上海、广州、重庆四城市四季综合道路测试中，普锐斯的综合油耗在 ４．４— ６．１Ｌ／１００ｋｍ之间。在与 ＣＯＬＬＯＲＡ 车型的
对比试验中，普锐斯的节油率为 ３１．３ — ４４．６１％。其能源效率 （从油井到车轮的效率）达到了 ３７％，比普通汽车的
１６％ 提高了一倍多。普锐斯的尾气排放中二氧化碳减少为以往的 ４５％，氮氧化合物和减少到 ５０％ 以下。氮氧化合物
０．０１０ｇ／ｋｍ、碳氢化合物 ０．０２０ｇ／ｋｍ的排放标准，与配备有尾气控制装置的同等级别汽油车相比，其尾气排放量不到
汽油车的一半。

植树造林防治沙漠化
丰田沙漠化防治合作项目，也称中日《２１ 世纪中国首都圈环境保护示范基地》合作计划。该计划从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持续到 ２０１０年 ３ 月，共 １０ 年。该项目的实施不但能够植树造林，防治土壤沙漠化，同时可以帮助当地农户建立与绿
化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以及进行环境恢复观测、耐旱性树种选择等相关科学研究。项目实施过程中丰田在
中国的相关独资、合资公司的志愿者连续数年来到项目地义务植树，更将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该项目目前已经完成第一期和第二期计划（２００１年 ４月～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及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２００７年 ３ 月）。两期项目共
投入 ２１００万元，截止 ２００６年底共植树造林 ２５００公顷，并初步创建了一种当地农民能从植树绿化中获得经济收入以实
现经济自立的新型绿化模式。如无息贷款资助当地农户饲养奶牛（截止 ０６ 年底共资助 ３２户，每头牛每年纯收入 ３０００

106

中国绿色公司

http://www.toyota.com.cn/ 行业：可选消费 ／ 汽车

元），协助栽培果树和药草等经济作物（截止 ０５ 年底共种植山杏等经济作物 １０００ 公顷）。
２００７年 ５ 月 ２５日，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３５周年之际，中日双方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期合作计划签字仪式，计划
于 ２００８年在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共同建成“２１世纪中国首都圈环境绿化交流中心”。该中心将作为有关研究单位和
当地林业部门在华北干旱地区推广农业和环保技术、培训新型农民和农业科技人员以及展示中日 １０ 年合作成果的窗
口和向青少年宣传环保和科普的基地。

丰田助学基金
“丰田助学基金”的设立，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丰田为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将为中西部地
区品学兼优、家境贫寒的青年学子创造更多实现梦想、回报社会的机会，同时也为中国人才的培养和推动地区社会经
济全方位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丰田助学基金”的宗旨是为中西部 ２０所高校中家境清寒、品学兼优的学子提供助学金，协助他们专心致力于学
业的精进和能力的提升。在每个项目高校资助 ５ 届学生，每届 １０ 人，每人次年度助学金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元。接受资助
一年后，经审核符合资助条件者，持续资助最长年限为四年。计划项目结束时能够帮助 １０００ 名大学生完成学业。
该基金计划在五年时间内（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０ 年），投入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２００６ 年 １００ 万）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奖
２００５年 ７ 月，丰田与共青团中央、全国青年联合会共同设立的 “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丰田每年出资 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３ 年共 １０００ 余万元人民币。特设丰田特别奖 １ 名，用于扶持在大气污染治理和节能领
域有突出效果的项目，获奖者可在 ３ 年内获得最高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项目资助金；同时另设优秀奖 ２０名，获奖者可
获得去日本丰田参观学习的机会。

绿色公司评审结果

总体得分：７０．７分

类别

环境

社会

指标

得分

８．４

８

６．８

８．５

７．８

５

７．２

７

６．８

５．２

评审组点评
基于对汽车行业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关注，凭借全球领先的混合动力技术，丰田汽车进一步巩固了精益制造
所成就的行业领导者地位。国际市场风行的普瑞斯车型已引入中国市场，并实现本地化生产；在河北的沙漠化防治项
目探索出了独特的环境经济模式，丰田青年环境奖已成为鼓励公众环境创新活动方面的重要表彰机制。丰田汽车在华
环境社会策略紧紧围绕行业特性，注重实效，但在涉及制造和运作层面的信息披露相对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