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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本行为准则适用于 Panasonic Corporation 及 Panasonic Corporation

的子公司的全体董事、役员、员工。 

 

＜制定、生效、变更＞ 

本行为准则由 Panasonic Corporation 的取缔役会（董事会）制定，经适

用本行为准则的各公司的取缔役会（董事会）决议后生效。 

各适用公司在取得 Panasonic Corporation 总公司的事先同意的前提下，可

以根据各国、各地区的法令、规则、习惯、事业形态等对本行为准则的内容进行部分

变更。但无论何种情形，都不能制定与本准则相抵触的内容。 

 

＜修订＞ 

当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需要再次修订本行为准则时，将按照制定时同样的手

续对其进行修订。 

 

＜选任监督遵守的董事、干部和实施教育、研修＞  

为了能确实地遵守贯彻本行为准则，公司在选任负责监督遵守的董事、役员的

同时，将有计划地组织教育和研修。 

 

＜违反时的严肃处理措施＞ 

当董事、役员和职员违反本行为准则时，将予以严正的处理。对于董事、役员，

将依据商法等法律或公司内规则进行处理。对于职员，将依据就业规则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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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我们的基本理念 

 

经营理念是根本 

我们是依据经营理念将事业发展至今的。所谓经营理念，是指关于事业目的和事业活动的基

本想法，它有力而简洁地表现在我们的“纲领”、“信条”及“我们奉行的精神”之中。依据经营

理念开展事业这一点，无论时代如何推移，事业规模和事业内容如何变化，都是恒久不变的。 

 

依靠创造价值贡献于社会 

我们从社会得到“人、物、财、信息”等为主的宝贵资源，给其附加上新的价值，产生出产

品和服务，并被全世界的人们广泛地利用，我们以此来经营我们的事业。 

在我们的经营活动中，首先重要的事情，是发挥创造性和勤奋精神，“通过创造新价值，为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这才是我们所从事事业的意义，也是我们的使命。 

 

与社会的紧密联系 

同样重要的是，事业与社会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会被社会所培育。

顾客自不必说，只有得到股东、交易对象、员工、所在地域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的有形或无形的

支持与协助，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另外，我们的事业活动也会从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侧面

给他们带来影响。 

 

企业是社会的公器 

在此意义上讲，我们的公司即使是属于私人企业，在事业上仍负有社会性的责任。我们在“企

业是社会的公器”的理念下，必须意识到并完成我们的责任。而且通过与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的对话，时刻铭记着应进行高透明性的事业活动，并尽到说明的责任。为此，我们应努力做到总

能迅速地采取公正且诚实的行动。 

 

地球环境是无可替代的 

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地球环境是无可替代的。资源和能源就不必说了，我们的事业活动从各

个方面都受到地球巨大的恩惠。我们应时刻铭记于此，积极主动地进行为将地球环境以更加良好

的状态交给我们的下一代来继承的各项活动。 

 

全球的视野和行动 

作为在全世界开展事业的全球化企业，我们在尊重人权，遵守各国、各地区的法律的同时，

力求做到正确地理解、认识其文化、宗教、价值观等，并在接触过程中对其保持敬意，诚实地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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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理念的实践 

现在，企业的社会性责任和企业伦理等变得从未有过的重要。 

本行为准则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经营理念，是我们在各国、各地域所从事事业活动中各个方面

都应遵守的准则。但它并不是涵盖了所有行为的准则。对于本行为准则里未能规定的内容，本着

经营理念，对照其本质来采取行动是十分重要的。 

 

 

 

纲    领 

 

贯彻产业人之本分， 

努力改善和提高社会生活， 

以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贡献。 

  

 

信    条 

 

进步与发展若非得到各位员工的和睦 

与合作殊难实现。各位要以至诚为旨， 

团结一致为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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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奉行的精神 

一、产业报国之精神 

产业报国为本公司纲领的基本，我等产业人应以此精神为首。 

一、光明正大之精神 

光明正大乃为人处世之本，无论如何才学兼备，舍此精神则不

足为范。 

一、团结一致之精神 

团结一致业为本公司所标榜的宗旨，无论荟萃了如何优秀的

人才，倘若欠缺此精神则仅为一群毫无力量的乌合之众。 

 

一、奋发向上之精神 

为实现吾辈之使命奋斗拼搏是唯一之真谛，舍此精神无法赢

得真正的和平与进步。 

一、礼貌谦让之精神 

为人者倘礼仪紊乱，缺少谦让之心，则社会秩序难以维持正

常。唯有正确的礼仪和谦让的道德，才会净化社会的情操，润

泽人生。 

一、改革发展之精神 

进步与发展倘不顺应自然法则，殊难得到。因此，如不顺应社

会的发展趋势，人为地持偏执态度，则决无望取得成功。 

一、服务奉献之精神 

服务奉献的心愿，能赐予吾人无限的喜悦与活力，心怀这一

心愿则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迎来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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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事业活动的开展 

 

Ⅰ－１．研究开发 

 

（１）为实现丰富多彩的未来从事研究开发 

我们通过研究开发向全世界的人们献上一个丰富多彩的未来。 

我们力求使我们的研究开发成果不会被使用到与地球环境的保护、维护世界和平、社会

道德、人道主义相反的用途上。 

 

（２）开发能满足顾客需求的商品 

我们应经常思考顾客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力求开发出能使顾客的生活变得舒适、充实的

商品。 

另外，我们在遵守各国、各地区的法律、规格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商品的质量、性能、安

全、外观造型、使用的方便性、价格、环保性等，努力开发出更优良的商品，满足顾客的需

要。 

 

（３）开发成果的利用和尊重知识产权 

我们应将研究开发成果作为知识产权予以确立和积累，并在积极地加以保护的同时，力

求在世界各地最大限度地利用。 

我们在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的同时，努力预防和排除对本公司知识产权的侵害。 

 

（４）开放性的规格、标准化 

在规格的统一及标准化方面，我们以全世界顾客的最大利益为目的采取行动的同时，公

平地公开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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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采购 

  

（１）公平且公正的交易 

我们在进行物品、服务的采购时，应与全球的供应方进行公平且公正的交易。 

 

（２）供应方的选择 

我们在进行物品、服务的采购时，在考虑对方遵守法律、社会规范，赞同本公司的经营

理念和行为准则之外，还要本着安全、质量、环境、价格、交货期等本公司的采购标准为其

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并进行公正的评价和选择。 

 

（３）正确的采购活动的实践 

我们实行遵守法律、基于企业伦理的正确的采购活动。而且，我们不接受供应方提供给

个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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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生产 

 

（１）依靠产品的制造为社会做贡献 

我们通过制造产品而创造新的价值，实现丰富、舒适而又充实的生活，从而我们时常想

起为社会做贡献是我们的本分，并致力于实现充分关注地球环境的生产活动。 

    

（２）信赖和安心来源于质量第一 

我们以遵守法律为根本，把商品的质量放在第一位，在得到顾客真正信赖的同时，为使

顾客能放心地使用我们的产品，专注于贯彻落实产品制造程序的质量提升。 

 

（３）实现顾客满意 

我们以全球性的视点，致力于不懈地提高生产能力和降低成本。根据世界各国顾客的期

望，努力构筑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价格提供商品的聪敏、高灵活性的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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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营业 

 

（１）新市场的创造 

我们应经常正确地把握顾客的需要和欲求，积极地在公司内提出开发期望的方案，同时，

促进走在时代前面的商品、服务的普及，创造新的市场。 

 

（２）顺应顾客的信赖和期待 

我们在与顾客接触时，应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公司的代表，注意诚实、正确、迅速，以谦虚

的姿态和感谢的心情来应对顾客。 

另外，为顺应顾客的信赖和期待，我们应力求及时准确地将商品、服务送达，机敏灵活

地应对顾客的要求和不满，同时彻底做好顾客信息的管理等。 

 

（３）实现正确的营业活动 

无论竞争多么激烈，我们也要遵守法律，以符合企业伦理的公正的营业活动为最优先进

行实践活动。我们决不以违反法律和社会伦理为代价来追求销售额和利润。 

行贿或垄断联盟·串通投标、限制交易对象的销售价格等违反法律和企业伦理的行为坚

决不做。 

另外，为防止我们所经营的商品和技术不会被用于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的目的，应进行

完善的出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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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媒体、宣传 

 

（１）与社会的交流沟通 

我们力图通过媒体、宣传等公司宣传交流活动，将本公司的经营方针及有关商品、技术

等的公正且正确的信息广泛地让社会上的人们所知道，从而实现品牌价值的提升。同时，经

常倾听社会的声音，虚心地接受，并将其适当地反映在事业活动之中。 

 

（２）公正的内容和表现 

我们总是以基于事实的表现形式为根本来进行公司的宣传交流活动。我们不以与社会性

差别有关联的事物、中伤他人的或有损于个人尊严的、与政治、宗教有关的事物做为表现的

对象。 

 

（３）创造性和先进性 

我们在公司宣传交流活动中追求、发挥创造性和先进性，力求使人们感动和接受。并且，

以提升对我们品牌的认同和信赖度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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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１．与地球环境共存 

 

（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为目标 

我们通过事业活动，以环境的视点创造出价值，力求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者并存

且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在所开展业务的所有方面，先行一步推进关于预防地球温室化、有效利用资源、化学物

质管理、有效利用水资源及防止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面向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 

同时为了取得社会各界对上述措施的理解与共识，并在社会中进行广泛普及，我们将积 

极地公开我们所开展的各项措施及其成果。 

 

（２）环保产品・服务等的开发 

我们在研究开发、商品企画、设计阶段中充分考虑对环境的保护，创新开发出以环境技

术为强项的商品·服务，努力促进其普及。 

 

（３）产品制造方面的措施 

我们在从商品企画、采购、生产、销售、物流、至回收利用等产品制造全过程中以提高生

产力和降低环境负荷为目标。 

 

（4）环境意识的提高 

我们为了在所有的事业领域、部门、阶层中推进环保的相关措施，通过教育、启蒙活动，

努力提升环境意识。此外，我们还加深与合作伙伴以及地域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协助解决

相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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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商品的安全 

 

（１）安全性最优先 

在研究开发、生产、销售过程中，我们以商品的安全性为最优先事项。此外，对于安装工

程、维护、修理等方面，也力求确保其安全性。 

 

（２）信息的提供 

为使顾客安全地使用商品，将事故防患于未然，关于正确的使用方法等，我们应妥善地

向顾客提供浅显易懂的标识和说明等信息。 

 

（３）发生事故时的对应措施 

当得到有关商品的安全性的信息时，我们应迅速地对事实予以确认，究其原因，采取适

当的应对措施。当判明可能有安全上的问题时，应迅速且正确地向公司内外的相关部门报告，

为确保安全性和防止事故的扩大、再次发生，尽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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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法律法规和企业伦理的遵守 

 

（１）法律法规和企业伦理的遵守是经营的根本 

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遵守法律自不必说，同时我们应遵守企业伦理开展诚实的经营活动。

在业务的各个方面遵守法律法规和企业伦理，是我们公司生存发展的大前提，同时也是我们

经营的根本。 

 

（２）公正的行动 

我们尊重公正且自由的竞争，遵守反垄断法及其他相关的法律。 

无论接待、赠送礼品或其他任何形式，都不做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伦理来提供利益的事

情，同时也不接受提供给个人的利益。  

对于反社会势力、团体，我们也应以毅然决然的态度来应对。 

 

（３）相关法律在公司内的贯彻 

我们为将遵守法律法规及其精神落到实处，在努力完善公司内部规定的基础上，还应在

工作中积极地收集与业务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信息，通过教育培训等各种各样的机会，在

公司内贯彻落实。 

 

（４）对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早期纠正和严肃处理 

在我们发现某些业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企业伦理的嫌疑时，应向上级或法务部门等适当

的相关部门或公司内部的相关部门报告。不存在非不正当目的，只因为报告了违反法律法规

或可能发生违反情节的人，因而遭到解雇、降格等不良处理的情况。在处理此类报告时，彻

底贯彻信息的管理工作。 

另外，当发生了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时，应迅速地纠正其违反行为和状态，力求防止再

次发生，同时对于违反行为要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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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信息的灵活运用与管理 

 

（１）信息的灵活运用 

我们运用ＩＴ技术，力求做到积极灵活地运用信息。 

为此我们在正确地收集经营战略信息、技术信息及个人信息等有用信息的同时，还要对

获得的信息加以正确的记录、适当的管理、利用，而且对于不必要的信息进行确实的废弃处

理。 

 

（２）信息安全的贯彻落实 

我们在对信息的盗用、篡改予以充分注意的同时，还要贯彻落实防止信息泄漏等信息安

全的管理措施。 

 

（３）外部公司信息等的处理方式 

对于外部公司的信息等，我们应在充分考虑必要性的基础上予以接受，并努力在保密和

防止信息泄漏方面做到万无一失。 

 

（４）个人信息的处理 

我们应认识到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在收集、记录、管理、利用、废弃该类信息时遵照所制

定的相关规则进行正确的处理。另外，努力防止个人信息的丢失、篡改和泄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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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Disclosure（信息的公开） 

 

（１）基本的想法 

不仅是对顾客和股东，我们还力求适时恰当地对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清晰易懂的、

公正且正确的包括本公司的财务信息、经营方针、事业活动、ＥＳＧ活动等企业信息。同时，

虚心地接受社会给予本公司的评价和期望，力求使其作用于我们的事业活动，以此使我们始

终作为一个高透明性的企业生存和发展。 

 

（２）遵守法律法规、规则 

我们公司所开展的是全球性的事业，并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上市。我们应遵

守相关国家的、与证券相关的法律法规。 

另外，我们决不做幕后交易。 

 

（３）应公开的信息及其方法 

我们建立健全适时恰当的公开体系，对于法律法规要求公开的信息和其它我们判断应该

公开的信息，依照适当的内部统一管理手续，力求其内容公正、正确且充分。 

 

 

 

 

  



  18 

６．企业市民活动 

 

（１）企业市民活动 

我们以创建健全且丰富多彩的社会结构为目标，通过不断地与社会对话，从企业的角度

积极地开展作为企业市民的活动。特别是开展与地球环境共存、人材培养·教育、艺术·文

化振兴、社会福利的活动，同时与ＮＰＯ／ＮＧＯ·市民共同为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等开展支

援活动。 

 

（２）与所在地域社会的共生  

我们认识到自身是所在地域的一员，力求与当地社会谋求合作，共同发展。 

特别是积极地参加·协助当地社会的活动，在实施对环境的对应、艺术·文化·体育的振

兴等植根于当地社会的活动的同时，尽可能地采取提供公司内部设施、开放公司内的文体活

动等措施，妥善地应对当地社会的需求。 

另外，在发生自然灾害等大规模的灾害时，与相关单位协同合作，进行力所能及的、快

速的支援活动。 

 

（３）对捐献、赞助活动、公益事业的支援 

公司为解决社会性课题和应对社会性的需求，除了参加对社会贡献具有意义的适当的捐

助、赞助等活动之外，还对自身所设立的财团、基金等公益事业的运营给予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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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品牌 

 

（１）对于品牌的思考 

Panasonic品牌不仅是对顾客负责任的体现，同时也是取得顾客信赖与满意的见证，我们

通过对 Panasonic 品牌中的含义与理念的深刻理解及正确的使用，加深与全世界客户之间的

纽带。 

 

（２）Panasonic品牌的目标形态 

    创造美好的生活，为全世界人们的幸福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地球的未来不断做出贡献，是

Panasonic品牌对顾客承诺，我们将这一承诺融入“A Better Life, A Better World“品牌

标语中，并在各类业务中予以实践。 

并且，以时刻铭记以下“3个价值”为前提开展所有的企业活动。 

 

Visionary   我们敏锐捕捉环境等全球性课题和时代动向，总是以 

（先进）   领先一步的创意，不断创造出超越顾客期待的新价值。 

 

 

Refined  我们不断努力，用经过千锤百炼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 

（洗练）    呈现每个顾客真正能追求与憧憬的生活。 

 

 

Trusted  我们不断创造让顾客由衷满足的价值，以此构筑彼此稳 

（信赖）    固的关系。 

 

 

（３）品牌价值的维持和提高 

我们将品牌作为事业经营的中心，通过不断创造出对顾客有用的、使品牌大放异彩的商

品、服务，维护并提升 Panasonic品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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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公司与员工的关系 

 

公司尊重人的尊严，为员工提供舞台使其发挥个性和意愿并活跃于全球范围内。另一方面，员

工应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和专业，努力实现自我价值。通过建立这种员工与公司相互自立的关系，

实践我们的经营理念。 

 

（１）人才的培育 

① 我们坚持“经营之本在于人”的观点，通过人事制度及教育、培训等，努力培养具备专门

性、创造性、极富挑战意识的人才和实现自主的能力提高。 

② 我们在尊重每个人的人格、个性的同时，努力维持并改善互相认可多样性的制度。 

③ 我们努力作为一个具备良知且富于人性的优秀的社会人、优秀的企业人来采取行动。 

④ 我们认识到“管理者的最重要的责任和任务是培育下属”，并努力通过业务活动培养人才。 

 

（２）人权的尊重     

① 公司在尊重基本人权的同时，努力做到不搞差别对待，提供均等的雇佣机会。 

我们基于各国的法律法规不做有关性別、年龄、国籍、人种、民族、信条、宗教、社会性身

份、LGBT、障碍等差別性的言行。 

② 公司不做强制工作、违背本人意愿的工作和不雇佣童工。有关员工的雇佣事宜，始终是依

据所开展事业活动的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法律法规来办理。  

③ 我们认可个人的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尊重每个人的隐私。避免互相中伤或夸大其词的言行，

更不做性骚扰或暴力等无视人格的行为，努力营造公正且积极乐观的工作环境。 

④ 公司努力确保提供充分考虑员工健康的安全且舒适的工作环境。 

⑤ 公司基于各国的法律法规和劳动惯例，经常通过和员工积极且诚实的对话，努力构筑健全

的关系和课题的解决。 

 

（３）公司资产的保护 

我们不非法使用包括网络在内的公司内部的信息系统和其他有形、无形的公司资产。 

另外，在离职时归还公司资产、业务上的所有秘密信息和资料等，并且在未取得公司许

可的情况下，不公开和泄漏任职期间所获知的营业机密和其它企业的信息。 

 

（４）利益相对行为的禁止 

我们不做我们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对立或有对立可能性的行为。如果有可能发生这种

状况或发生了这种状况时，应向上级或相关部门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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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 １月１日 发布 

１９９８年 １月１日 修订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１日 修订 

２００８年 1０月１日 修订 

２０１４年  ４月１日 部分更新 

２０１６年  ４月１日 部分更新 

２０１９年  ４月１日 部分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