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永6年（1853）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舰队抵达浦贺，要求在长

期锁国体制下的日本打开国门。以此为契机，日本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变，日

本通过打开国门不仅融入世界市场，也很快迎来了从江户幕府过渡到明治政

府的政治体制大变革。本作品为大判锦绘（大张彩色浮世绘版画）五幅大型

作品，画中描绘着俄罗斯、英国、荷兰、法国、美国的商船云集在开港不久

的横滨港的繁荣景象。横滨通过与五个国家间签订的和睦通商条约，在安政

6年（1859）开港，之后发展为日本最大的贸易港。开港初期主要的出口商

品有生丝、茶、蚕种（蚕茧），进口商品多为棉织品、棉纱、武器等。在画

的左侧，描绘着向美国商船装载货物的场景，描绘横滨的浮世绘作品繁多，

而描绘横滨码头装卸场景的浮世绘却非常罕见。从巨大商船挤满在宽广的画

面中的情景上，可以看到日本通过海洋开始与世界相连，能强烈的感受到新

时代的气息。

封面故事   横滨贸易洋人货物运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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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辑 2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物流

支持日本红十字会的海外救援活动

修复受灾设备 修复笹子隧道

在受灾地开展复兴活动

客户
寄语

基础保健
紧急应变小组

医院
紧急应变小组

通信设备
紧急应变小组

供水·卫生
紧急应变小组

救援
紧急应变小组

仓储
紧急应变小组

在熊本红十字医院与

中东日本通运（迪拜）

２个基地设置并管理ERU

肯尼亚大洪水（2006年12月） 四川省大地震（2008年6月）

津巴布韦霍乱菌蔓延
（2008年12月）

海地大地震（2010年1月） 智利大地震（2010年3月） 照片提供∶日本红十字会

日本红十字会和歌山医疗中心　
感染症科部长 国际医疗救援部 副部长（医生）

大津 聪子 女士

　　我们非常关心现在菲律宾的紧急应变小

组（ERU）的应急工作状态，而且很钦佩他

们的工作成绩。感谢他们能对日本红十字会

的指示做出迅速正确反应。

　　记得在2006年的肯尼亚的救援现场在非

常偏远的乡下，如何把需要的物质运送过去，

讨论如何运送花费了不少时间。

　　在和歌山也保管着ERU器材，虽然也向

海外发送器材，不过东京与和歌山相比，当

然在对应上会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期待

通过自己的网络统一意志会使工作变得更加

协调高效。

　　日本红十字会是专业医疗救援活动组织,

但是，在物流方面我们完全是外行，我们只

能在事务方面尽全力支援，这也是我们的现

状。因此，我们非常感谢日通公司的准确信

息和支援。在救援现场日本红十字会的指示

与现场脱节的情况并不罕见，今后我们期待

作为良好的合作伙伴能够得到更多专业性的

后方支援。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福岛县相马港的

相马联合火力发电厂，南相马市原町火力发

电站的卸载机（把煤炭从船上卸货到港湾机

械设备）倒塌。为了早日恢复电力的稳定供

给，地域居民的正常生活，日本通运一贯性

的承担了倒塌设备的移除、运输、新设备的

重新安装工作，历时2年的岁月，于2013年

4月全部完工。

通过统筹管理为对应海外的紧急事态、

自然灾害、大规模灾害构筑行动体制而准备

的ERU※，及时运送到当地。

※ERU∶Emergency Response Unit（紧急应变小组）

2012年12月2日在日本中央自动车道

发生隧道顶棚塌方事故，不仅夺走了宝贵的

生命，而且还造成了主要交通动脉瘫痪的紧

急事态。按通常需要几个月的修复工程，至

全部工程结束只用了破例的45天工期圆满完

工。日本通运集团从全国各地紧急招集职工

70人，使用15轴4套车轮特殊车辆的搬运车，

安全、迅速地把卸下的顶棚运出隧道内。

卸载机上岸、安装工作 卸载机拆除工作

顶棚板搬运场景

在世界各地经常发生各种灾害。一直以来日本积极开展受灾地的抗灾修复，复兴支援活动。

与此相同，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也得到了来自全世界四面八方热心的支援。

日本通运集团，从物流方面积极开展日本及海外的支援活动，

为受灾地早日复兴可持续的正常生活而努力做出应尽的贡献。

客户
寄语

日本红十字会 事业局 国际部  国际救援课长

森 正尚 先生

　　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家搬迁到美国新泽西州,

当时的搬家公司就是日本通运。所以，至今依

然对日通印象深刻。看到他们的工作我没有感

到丝毫的不安。

　　进入日本红十字会工作后，海地地震的救

援活动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负责接待我

们的日通员工对我们的工作非常了解，并且陪

同我们一直到达圣多明哥，首先，确保我们出

师顺利没有沟通上的失误。并且，当地的代理

店也非常理解日通的企业文化，他们的工作极

其细心周到。因此，救灾关键的“人”和“物

资”按预定准时到达，我们对日通职工工作的

有条不紊感到吃惊。我们也很感谢日通的假日

节日服务体制。在海地，到灾害的最前线，竭

尽全力认真负责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工

作。我想今后，我们更愿意与日通职工合作，

并肩走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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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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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社会上的贡献

北美区域内卡车运输服务NEWLINKS

日本通运集团，1962年成立美国日本通运以来，首先在北美和欧洲，

继而在亚洲乃至中南美和非洲大陆也正在持续扩展本公司网络。

在坚持日本通运集团的质量标准的同时，因地制宜根据地区特性和客户需求灵活对应，

努力实现供应链的最优化，扩大让客户放心安全的物流区域，通过物流积极支持社会的成长与发展。

加拿大 美　国 墨西哥 3,300km一体化运输网络　XB3300

一般被认为较难的使用卡车公司的比较和选定的北美

卡车运输，美国日本通运作为利用运输业者从复数的同行

大企业中作了严格挑选，在日本通运的客户服务方面，提

供高质量的运输服务就是NEWLINKS系统。承接运输企业

间迄今为止的由顾客来完成的复数繁杂业务，由美国日本

通运作为总代理，以此提高客户的业务效率。通过美国日

本通运网站，实现了简单的报价和出货委托，货物跟踪，

业绩管理等。同时也通过自动邮件提供卡车运送单以及货

物标签等。

其中，XB3300，是连接加拿大（多伦多）～美国

（中西部）～墨西哥（蒙特雷）为止的3,300公里，以汽

车产业聚集地为中心的地域卡车运输服务。

日本通运加强与包机运输，集装运输，卡车、铁路运

输，和实际运输企业成为合作伙伴关系，根据客户的需求

提供可选用复数企业及运输模式。

国际物流金融服务

日本通运集团，通过成立日通资本株式会社，把作为

公司主营业务的物流服务，与贸易业务BPO※，金融、结

算功能相融合，把业务的基础扩展至商流领域，突破传统

物流概念，提供新形态的流通服务。

出货 到货 出货 JIT交货

具体的说就是在物流服务之外，日通投

资公司作为临时资产※收购卖方与买方之间

的进货库存。根据收购，压缩库存，使赊销

债权尽早资金化，同时提高办公效率。使物

流与金融、结算的一体化管理成为可能。站

在卖方、买方双方利益之间的中介调整功能，

提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服务。

供应商（供货商）、买方
互助互利双赢

提供融合物流、商流、金融业务流程外包一条龙式“高增值物流服务”

不仅买方经营者也包括卖方的众多小规模供应商提供更多的价值

※在具体运用时，需要个别审查。

※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业务流程外包）

※VMI∶Vendor Managed Inventory(供应商管理库存)

金融
服务

业务流程
外包服务
（BPO）

商流
服务

物流
服务

日通投资

○ 物流能力（营运资产）强。

○ 可及时获得高效的物流信息，使物流和商流形成一元化管理。

○ 代办难不易懂的贸易事务。

○ 因为是把物流业务作为核心，可提供廉价手续费的服务。

核心服务

物流服务

＋
增值服务

业务流程外包（BPO）·商流、金融

VMI※仓库

供应商（复数） 客户工厂

中间资产

供应商资产 客户工厂资产

日通发货地HUB 日通收货VMI交货 交货

日通投资资产（购买代理）

日通资本资产

日通投资（日本）

订购信息

运输信息 展览会等的信息库存信息

缩短客户的库存期间

预
约
︵
补
充
︶
订
购

确
定
订
单

账单账单

日通全球信息系统（WEB SITE）

卖主资产 买主资产

卖主资产 买主资产

卖主 买主

想尽早收回资金!!

不想持有库存。

想延迟支付。

XB（跨境运输）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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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安心

安全誓言

在公司外的大赛中成绩卓著！
　—第27次全国叉车驾驶技能竞技大会/第44次全国卡车驾驶员比赛—

教育、指导体制
我们日本通运集团，从风力发电设备的大型重量级设备，乃至需要悉心呵护的美术品及现金等贵重物品的运输，

满足了客户所有物流需求。

时常以“安全”为基础。 确保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因此，我们特别把安全管理工作放在重点，能贡献于人们的安心，安全的生活的物流是我们的努力目标。

日本通运集团，在2007年10月暨公司成立70周年

之际，为了在全公司贯彻与提高安全意识制定了“安全誓

言”。写入“安全誓言”中的条文，表明了我们对事故、

灾害预防上的意志和决心，日本通运集团，将在日常的工

作中实践我们的“誓言”，并以此为准推进各项工作。

　日本通运集团也积极参加厚生劳动省、国土

交通省的相关团体主办的竞技大会。以参赛为目

标而举办的教育培训，同时也是作为提高技能教

育一环给予高度重视。获得竞技大会参赛资格的

诸多选手，其本身作为指导员担负着其所在工作

单位驾驶员的技能指导和教育重任。

　2012年10月，由陆上货物运送事业劳动灾

害防止协会主办的“第27次全国叉车驾驶技能

日本通运集团为了防止发生在工作现场的事故、灾害，

注力于对卡车驾驶员及叉车操作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即使已

经持有驾驶执照的卡车驾驶员及叉车操作人员，也必须通过

日本通运独自的培训和考试后才能上岗工作。特别是将要承

担骨干指导工作的卡车驾驶员、叉车操作人员的培训，在能

够集中精力，教育环境良好，设备齐全的“伊豆培训中心”

接受“指导员培训教育”。在保证安全及提高品质的两方面

进行彻底严格的教育、培训，取得“指导员”认定资格后，

返回分公司，主导各分公司的司机、叉车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工作。即使被认定指导员资格后，为了进一步提高技能和增

进新知识，指导员将定期接受后续培训。

日通集团全国驾驶员、叉车操作人员技能比赛

日本通运集团，为了促进驾驶员遵守交通规则和节能

驾驶技能、进而提高驾驶技能和保养检查车辆技术，每年

举办“日通集团全国驾驶员、叉车操作人员技能比赛”。

通过比赛进一步防止交通事故及公伤事故，降低环境负荷，

努力推进降低成本的同时，又提高作为职业驾驶员、叉车

操作人员自觉的敬业精神和自豪感，更自发的履行社会的

责任和义务是技能比赛的最大目的。

伊豆培训中心

● 驾驶员、叉车操作人员的教育体制

● 驾驶员、叉车操作人员指导员制度

录用时的教育

基本讲习

基础培训
（5天）

培养培训
（8天）

审核考试
·技能审核
·学科考试

乘务指导
审核合格者
授予公司内部
驾驶资格

由统合分公司
总经理任命为

“司机·叉车操作人员
指导员”结束

业务实习

上岗前教育

竞技大会”代表日本通运集团出场的4位选手获

得优异成绩。此外，由公益社团法人全日本卡车

协会主办的“第44次全国卡车驾驶员竞赛”上，

日本通运集团出场的8位选手获奖。更值得骄傲

是,连续3年荣获内阁总理大臣奖殊荣。

确保安全卫生是企业立业生存的基本原则，
是企业的社会职责。

在尊重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下，
执行以下安全管理方针。

１．实现以安全为最优先的工作岗位

２．遵守相关法令及公司内部规定和落实于行动

３．推进NSM强化工作岗位之间的交流

４．强化职工的心理健康相关措施

５．推进成人病预防措施

６．彻底加强卫生管理体制中的各自职责

2013年度安全卫生管理方针

● NSM的3个核心组成

岗位全体会议
自上而下的结构 自下而上的结构

CC活动 安全卫生
教育培训

日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NSM）

2010年4月，日本通运集团重新认识迄今为止的安全卫

生管理体制，并引进了日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NSM∶Nittsu Safety &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本系统，由以下3个核心部分组成。第一，“工作岗位

全体会议”，是从最高经营层至各岗位的第一线，高效传达

公司方针和意图的会议。

第二，“挑战小组（CC）活动”。是有关各岗位的争

议点及在确保安全方面进行协商的小型集体活动。

第三，对管理监督者层的安全卫生教育培训。

NSM是把以上三个核心以PDCA的观点来考虑，继续使

其发挥作用，建立良好工作环境的系统。

日本通运集团以构建更切实的安全卫生管理体制为目标，

正在积极推进NSM系统。

我们
严守法令和规章制度，以安全为第一。

我们
不忘过去的事故、灾害，并引以为戒。

我们
坚持实行每天危险预知活动。

我们
努力提高技能，实现安全作业。

我们
时刻保持安全意识，实现无事故无灾害。

安全誓言

以人为本，支持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是我们日本通运集团的使命。

我们履行其使命，不辜负社会的信任，为了实现公司集团的持续发展，

为了全体员工和家庭的幸福，竭尽全力防止事故灾害。

我们抱着安全的坚定意志，在这里进行“安全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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