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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与您相遇，
我们是丸悦。

以进化为“体验型超市”为目标

“食品”是我们人类生存中不可缺少的物质。

丸悦是一家在首都圈的 1 都 5 县内开设了 300 家店铺（截至 2021 年 5 月末）的食品连
锁超市，以“丸悦”、“小小丸悦”、“LINCOS”的经营商号时刻迎接着顾客的光临。

1945 年 10 月，作为主要销售鱼类的“鱼悦商店”，创业于日本埼玉县浦和市（现埼玉市）
的本公司在 2020 年 10 月迎来了 75 周年。而在今后我们也将每日不断努力，作为在地
区中深受大家喜爱及信任，并且不可或缺的存在，以坚持不懈的努力迎接创业 100 周年。

丸悦作为一家肩负起健康与饮食文化，并为达成 SDGs 做出贡献的企业，以期实现地区
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代表董事会长

Makoto Ueda

代表董事社长

Ryota Furuse

2020 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这一前所未有事态的发生，新的生活方
式的扎根和顾客的购买行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情况下，我们将防疫措施放在第
一位，完成了“持续稳定地为顾客提供食品”这一如同生命线般的社会性使命。此外，
我们还将“通过提供安全且美味的商品，为健康丰富的饮食生活做贡献”作为经营理念，
以发布信息的方式协助顾客打造丰富的饮食生活，同时致力于卖场建设，让顾客来到卖
场即可联想起餐饮的菜单。另外，为了导入以智能手机结账与自助收银台为主的结账终端，
构建全新的价值与服务，我们推进了数字化转型（DX）措施。与此同时，我们还引进了
注重自然环境的商品与服务等，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做出了诸多举措。我们将通过这
些举措，为顾客提供“新鲜食品”、“与商品的邂逅”、“无障碍购物”、“与地区的联系”
这 4 项价值，以期进化为“体验型超市”。

我们的发展和成长与地区是密不可分的。

地区“幸福”，近在咫尺。丸悦

我们“肩负着守护地区顾客的生命线这一职责，为安定美好的生活做出贡献”。

我们，无论何时作为“必不可少的工作者”一直在完成自己的使命

今后，我们也将牢记这一使命，以开创新时代的超市为目标。

丸悦将继续为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地区居民健康丰富的饮食生活做出贡

献，携手地区共同发展。

品牌信息

“希望每一位顾客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点滴的幸福心情”这一品牌
寄语，凝聚了丸悦欲向顾客表达真实情感的话语。

我们通过提供安全美味的商品，为健康丰富的饮食生活做贡献。

幸福生活。

存在意义

我们将推进受地区顾客喜爱，充满笑脸与活力的店铺建设。

缔造[顾客幸福的餐桌]。

行动规范

我们的目标是

[新鲜的发现与感动]。我们向顾客传递的是

热爱这里的城市，珍惜[与顾客之间的信赖]。我们心中想的是

我们将不断进行革新与挑战，坚持做公正诚实的企业公民。经营态度

经营理念

对顾客的承诺

关于象征性商标
我们的“象征性商标”以“栩栩如生的鲜鱼和鲜嫩
蔬菜”以及“洋溢着生命活力的色调”，充分诠释
了我们提供给顾客新鲜美味、色彩丰富的“食品”
形象，同时也表现出了“丸悦（Maruetsu）”的
首字母M。



家店铺

用数字看丸悦

75周年 300家店铺

家店铺

家店铺

家店铺

家店铺

家店铺

家店铺

约610,000人 3,979亿日元 16,503人

※截至 2021 年 2 月末

※截至2021年5月末（日本国内）

※包括按时计酬的零工12,358人
（以1天8小时换算的期中平均人员）

创业

共同持股公司

United Super Market Holdings株式会社

第2次中期经营计划概要（2020－2022） 公司概要

集团门店数量 集团营业收入
群马县
4 家

埼玉县
90 家

茨城县
株式会社

丸悦
株式会社
KASUMI

MaxValu
关东

株式会社
合计

门店数 300 家 187 家 32 家 519 家

3,979
 亿日元

2,895
 亿日元

467 
亿日元

7,338
 亿日元

营业
收入

107 家

神奈川县
51 家

千叶县
99 家

栃木县
8 家

东京都
160 家

集团合计 
519 家 

United Super Market Holdings株式会社是由株式会社丸悦、株式会
社霞（KASUMI）、MaxValu关东株式会社于2015年3月以合并经营
形式成立的共同持股公司。
在顾客的生活方式与对饮食的期待不断变化的当下，我们将构建全新
业态，提供①无比新鲜的食品②与商品的邂逅③高营养食品，以及④
创造“与地区的联系”这4项价值，为顾客带来“感动的体验”，为
进化为地区社会必不可少的存在而不懈努力。

推进以数字化为基础的结构改革，构建新一代的基础以“为所有人提供食品”为

目标，不断地共同努力以及开发创新

公司名称 / United Super Market Holdings 株式会社

法人代表 / 代表董事社长      藤田 元宏

总  公  司 /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相生町 1 番地

成        立 / 2015 年 3 月 2 日

资  本  金 / 100 亿日元

事业内容 / 超市事业管理

※截止到 2021 年 5 月末门店数
※营业收入为 2021 年 2 月期合并报表的数值

基本
方针

结构改革 为所有人提供食品 开放式关系

Customer 
Job-Well-being 

Happiness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数字化改革 / 全新的数字化

开放的组织环境、战略志向的领导力

合并员工人数合并营业利润日来客量

店铺数量

埼玉县

栃木县

东京都

茨城县

中国

北京市

江苏省

上海市

南京市

无锡市 上海市

千叶县 店铺业态

在中国江苏省无锡市开设了2家“LINCOS”店铺

神奈川县

为生活在城市地区的顾客提供生鲜食品、新鲜

出炉的菜肴、日用百货等日常生活用品的城市

型超市。卖场约40坪到150坪，开设地点以市

内为主。

为了让顾客每天都可以快乐且方便地购物，开

设以生鲜食品为主的超市。除了食品外，还有

日用杂货等，商品种类丰富。

为顾客提供轻奢美味且有价值的商品，以及轻

松舒适的店内环境，通过建立交流圈与顾客紧

密相连的优品超市。

成
本
改
革

格
局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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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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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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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全新生活方式的
服务

作为一家企业为了一直被顾客所需要，我们最为重视的一件事就是走

近每天光临的每一位顾客，提供能让顾客由衷满意的商品与服务。

更加方便，更加快捷，更加愉悦。

我们正在为实现新的“幸福生活。”，运用“人之力×数之力”推

进全新的店铺建设。

引进无接触结账
了吗？

具备一并购买且能
安心的服务吗？

能通过网页与
App 随时随地购

物吗？

购买的商品能
送货上门吗？

下一页将为您介绍
应用数字技术的最

新服务。



以顾客角度推进数字化。

来店顾客
（店铺购物）

非来店顾客
（网上购买）

线上配送

面向特殊人群的无人店铺
smart petit
使 用 智 能 手 机 结 账 A p p 
“Scan&Go”即可享受在职
场的一角购买本公司商品的服
务，这是为在午餐时间等不便
外出的人士，以及在办公楼上
班的员工提供的福利措施。

网上购物
（优惠券、订购预约商品等）

利用数字标牌发布信息

丸悦海报 App

普通收银台、自助收银台

带回
轻松熊宅急便 居家收货

（店铺、网购）

智能手机结账AppScan&Go 电子钱包、
二维码结账

丸悦卡

无人取货间

通过智能手机使用“丸悦海报App”即可随时随地轻松浏览丸悦的优惠海
报信息。此外，登录App后还可确认本公司的积分卡T卡的积分及购物履
历情况，使用限定优惠券等。

我们通过实践全新的生活方式与推进数字化开展了新的服务，除了来店顾客以外，还能让无法来店

的顾客享受轻松无障碍的购物。

我们开展了“数字标牌服务”，以此向顾客

提供本公司的原创商品介绍，以及应季商品

等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顾客带来非比寻常

的愉悦购物体验。

通过智能手机App或个人电脑购买店

铺销售的商品后，可选择送至家中或

配送区域内的指定地点，还可自行到

店取货的服务。除了店铺中销售的商

品外，店铺未销售的家电制品等也同

样一应俱全。

支持电子钱包、二维码结

账等无现金服务。实现了

更加方便、更加安全放心

的购物。

我们开设了无需进店即可取

走商品的服务。进入时需使

用智能手机上的安全密钥。

可在无接触的情况下进行安

全放心的购物。

免下车取货

BOPIS（Buy Online Pickup In-Store：网上购买、店铺取货）

在免下车取货专用停车场交付

商品的服务。可在指定的日期

与时间取走商品，无需等待配

送，支持回避密集场所的全新

生活方式。

除了各类信用卡外，还可使用

“丸悦卡”。“丸悦卡”是与

电子钱包“WAON”一体化的

信用卡，能让顾客更加方便地

在丸悦购物。

除了普通收银台，以及只

需顾客进行结账的半自助

收银台以外，从添加商品

到结账均由顾客全程操作

的全自助收银台的引进事

宜也正在推进之中。

从添加商品到购物结账，

均可通过顾客自己的智能

手机全程操作的结账App。

结账时无需在收银台前

排队，可方便快捷地进

行购物。

我们开设了“轻松熊宅急便”（付费），

在店铺购买的商品3小时内即可送货上门。

从而应对了诸如“想一并购买但却无法带

回家”、“购物返程途中还想解决其他事

情”、“想更轻松地使用宅急便”等顾客

的诉求。

广告

发布信息

结账

收货

支持全新生活方式的服务



灵活实施的教育体制与促进多种人才活跃的职场建设

出色的职场建设始于优秀的人才培养。

激发最大可能性的职业支援体制

促进与生活事件相结合的工作方式

促进女性员工的活跃

在店铺配备救命技能认证员

活用多种人才
创业75周年业务

新设“100年委员会”

65岁以后的继续雇用制度

提升技能的评定制度

女性管理人员 29 人 

约500人取得了救命技能资格认证 

（女性管理人员比例 7.2%）
（截至 2021 年 5 月末）

（截至2021年2月末）

取得了厚生劳动大臣的“L星认证”第2等级

待客员待客等级评定商品知识考核

包括进入公司后的入职培训、教育中心实施的Off-JT（脱产培训）集训、2~5年一次的跟踪培训、提升技能的多种培训等在内，丸悦将通

过灵活有价值的教育体制，协助每一位员工制定职业规划。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实施线上远程培训，以及应用在线学习开展的自我启发活动。

丸悦的人才培养是从感受及考虑“顾客现在需要什么”、“自己能为顾客做些什么”开始

的。通过各种各样的培训，努力培养可以独立思考并付诸行动的人才。

多样化推进室除了促进女性员工的活跃以外，还将致力于改善职场环境与工作方式

等，从而为本公司所有员工进一步扩大活跃的舞台。为了培养肩负着公司未来的年

轻员工的上进心与工作热情，我们还举办了“耀眼未来研讨会”，加深了年轻员工

对可利用的人事制度等的理解。

为了在突发店内事故以及顾客身体状况欠佳时，也能沉着冷静地实施适当的初步措

施，我们积极参加了消防总部、消防局实施的“普通救命讲座”，致力于取得“救

命技能考核”的资格认证。目前以店铺管理人员为中心，活跃着约500名取得了救

命技能资格认证的人员。2019年，我们作为此项措施的推进团体获得了丰岛消防局

的感谢信。

为了让员工持续充满干劲与热情投入工作，“工作”与“私人生活”的相互调和不

可或缺。本公司制定了每一位员工都可根据生活状况选择工作方式的制度。除此之

外，我们还支援了生育与育儿，完善了可同时兼顾工作的勤务制度。我们通过这些

制度推进了职场环境建设，让员工们能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中始终充满活力地投入到

工作中。

主要的育儿优惠政策 主要制度

怀孕期间缩短出勤时间
产前·产后休假
育儿期间可以停职
育儿期间缩短出勤时间

半天带薪休假
带薪特殊假
疗养假
伤病·看护带薪假
看护期间缩短出勤制度

本公司创业于1945年，并于2020年迎来了75周年，为了让本公司绽放更加耀眼的

光芒，我们推进了各种措施。

面向2045年10月的创业100周年，我们新设了“100年委员会”，所有员工

均可通过这一平台，针对本公司今后发展各抒己见，尽情发表自己的构想，

或以各种切入点表达心中所想，同时它也是我们通过各种措施提高全体员工

对本公司忠诚度的平台。我们将通过这项活动，以期成为能够发挥多样性的

公司。

更换制服
以创业75周年为契机更换了新制服。

店长、门店区域经理在65岁以后也可继续工作的制度。

为了让所有部门的员工掌握店
铺销售商品的各种知识，从而
协助顾客购物，我们定期开展
了商品知识考核。掌握更多知
识也能为丸悦吸引更多粉丝。

包含问候、欢迎之意在内，我们
将收银员称为“待客员”。作为
提高待客员接待等级的措施，我
们针对待客员制定了公司内部评
定制度，待客员必须通过严格的
笔试及实际技能测试，才能被评
定为“五星待客员”。

五星徽章

公司内资格

职位

各职位培训

个人发展等

年度培训

各部门培训

待客员待客等级评定

培养专业职位

升职者培训

商品知识考核

店铺管理职评定

新任经理培训

M 升级评定

新任店长代理培训 U.S.M.H战略组长培训课程

M 升职者培训

公共资格获取培训

国内·海外流通视察

新任店长培训

新员工~普通员工 营业经理、经理
代理店长 店长

课长 部长
临时工、零工



丸悦作为根植于地区的食品超市一直承蒙顾客的青睐。今后我们
也将心系地区。心系未来。
我们将通过SDGs的应对措施，共同创造丰盈的地区社会，以期
让我们居住的地区与丸悦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2015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峰会中，所有加盟联合国的成
员国均通过了目标于2015年至2030年达成的国际行动计
划“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可持续
发展目标）”，并承诺为达成该目标竭尽全力。由消除
贫困与饥饿、节能、气候变化、和平社会等17个可持续
发展目标组成，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企业的积极参与备
受期待。

我们将积极推出考虑到生物多样性的商品，为地球的环境保护做出贡献，以期
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

为了解决因全球人口增长所导致的
粮 食 供 求 问 题 ， 我 们 在 “ P l a n t 
Based（植物基食品）”专柜销售
了使用大量谷物制成的人造肉，并
以此代替肉食。精肉卖场销售用大
豆制成的食品“大豆肉”商品，熟
食卖场中销售用“大豆肉”制成的
本公司原创汉堡及便当等，产品种
类丰富多彩一应俱全。

“昆虫食品”的生产效率
高，作为可高效摄取蛋白
质的食品备受全球瞩目。
本公司也在销售以蟋蟀粉
制作而成的脆饼为主的相
关食品。

我们推出了“公平贸易认证”及“雨林联盟认证”商
品等，“公平贸易认证”是指通过持续进口发展中国
家的农产品及其他产品等，以期让生产者与劳动者实
现生活改善与自立的商品，“雨林联盟认证”是指产
品或原料采用了有利于加强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
性的方法制作而成的商品。

U.S.M.Holdings与初创企业开展了协
同合作，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下种植了
各种蔬菜，同时以科学方式控制蔬菜
的繁殖生长，并通过推进各项措施，
构建了从生产到销售均可一站式应对
的供应链。植物工厂生产的蔬菜将作
为自有品牌“Green Growers”进行
销售。在对食品安全与新鲜程度精益
求精的同时，我们还将打造“全新的
农业形态”，从而应对顾客的多样化
需求，为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持续
做出贡献。

植物工厂的蔬菜

植物基食品

昆虫食品

有关解决社会课题的认证商品

我们推出了“MSC认证”
（海洋环保标签）商品，
“MSC认证”商品是在考
虑到水产资源及环境的情
况下，从实施了妥善管理
的可持续渔业中捕获的天
然水产物。

雨林联盟认证咖啡豆
100%的U.S.M.H自有
品牌“eatime”咖啡

MSC认证商品

解决社会课题的措施 何为SDGs

丸悦所认为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

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
息息相关的商品措施

零饥饿 清洁饮水和卫
生设施

体面工作和经
济增长 减少不平等 水下生物 促进目标实现

的伙伴关系陆地生物气候行动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无贫困

经济适用的清洁
能源

气候行动 水下生物 促进目标实现
的伙伴关系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陆地生物

减少不平等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产业、创新和基
础设施

体面工作和经济
增长

零饥饿 良好健康与福祉 优质教育 清洁饮水和卫生
设施

性别平等



携手顾客一同援助
“儿童食堂”

生活提案（产品目录）的发布

运营料理＆文化教室
“EATPIA”

通过“KICHEN EATPIA”与顾客
建立羁绊

引进“体验站Meet！”

与食物银行开展合作

为了对地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丸

悦将与顾客一同积极推进社会贡献活动。

我们还通过由株式会社Tpoint Japan主办、运营的

通用积分“T积分”，开展了可支援“儿童食堂”

的“T积分”募捐。

T网站（T积分募捐）
丸悦×Musubie“儿童食堂”援助募捐

为了让肩负未来的孩子们健康茁壮成长，促进地区活跃实现可

持续发展，丸悦的所有店铺均设置了援助“儿童食堂”的募捐

箱，我们将携手顾客一同援助“儿童食堂”。顾客的善意捐款

将投入店前的募捐箱中，而本公司每月也将捐出同等额度的捐

款，“认定NPO法人全国儿童食堂支援中心Musubie”对援助

“儿童食堂”的网络团体（中间支援团体）所开展的活动进行

了支援，而我们与顾客的捐款也通过“认定NPO法人全国儿

童食堂支援中心Musubie”捐赠给了本公司开店地区的“儿

童食堂”。

我们的部分店铺在顾客的协助下致力于“食品募捐活动”，

这项活动是顾客将家中搁置不用的食品捐赠给店铺，再由店

铺捐赠给食物银行团体等，这些团体将通过援助活动将捐赠

食品送至需要支援的设施、团体、家庭中。此外，由于外箱

破损等原因很难在店铺销售的商品，我们也会将其中未开封

且处于保质期内的食品一同捐出，为解决地区社会课题及减

少食品浪费做出贡献。

实施食品募捐活动的店铺（截至2021年7月末）

区域

埼玉县埼玉市、蕨市

神奈川县川崎市高津区

东京都大田区

千叶县船桥市

店铺 合作团体

NALIA武藏浦和店、蕨店

子母口店、第三京滨川崎交流道坂户店

蒲田店、新糀谷店

金杉店、下总中山店、船桥三山店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食物银行埼玉

食物银行川崎

社会福利法人大田区社会福利协议会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NPO法人）食物银行船桥

让地区居民

展露笑颜！

打造健
康丰盈
的生活

店前可随意领取的免费杂志，将为顾客介绍每月的菜品建议

及应季信息、菜谱、生活信息、本公司的推荐商品等，为顾

客的生活提供有用的信息。1984年创刊后，获得了众多顾客

的一致好评。

作为邂逅全新商品、价值、未来的场所，我们在船桥三山店

设置了“体验站Meet！”。“体验站Meet！”将展示各种厂

家与初创企业等提出的新创意以及最尖端产品等，并可通过

平板电脑及二维码确认详细信息与获得购物导航。从而为顾

客带来新鲜的发现与感动。

本公司为了支援“顾客充满笑容的餐桌”，在埼玉县蕨市运

营了“EATPIA”，作为丰富“饮食”和“生活”的信息发

布与实践场所。除了制作面包、点心、进行料理讲座以外，

由本公司的管理营养师及营养师担当讲师的儿童料理教室

“KIDS COOKING”还将帮助孩子们进行食品教育。此外，

“EATPIA”还将作为日本营养师会认证的“认定营养护理

站”，成为支援地区居民健康的根据地，定期举行健康研讨

会与营养咨询。

我们在16家店铺设置了“KICHEN EATPIA”，通过卖场的商

品为顾客提供每日餐桌饮食与启发健康的食品方案，还将介

绍各个店铺的推荐商品与应季、热门商品，方便实用的烹调

家电与各类商品等，为顾客提供了可综合享受“丰富食品”

的场所。我们将贴近顾客，通过双向的交流与体验与顾客建

立深厚的羁绊。

打造健
康丰盈
的生活

食品教
育与交
流社区

照片提供：认定NPO法人全国儿童食
堂支援中心Musubie

照片提供：认定NPO法人全国儿童食堂支援中心Musubie

设置于船桥三山店的常设型食品捐赠箱

社会贡献措施

无贫困 促进目标实现
的伙伴关系减少不平等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体面工作和经
济增长零饥饿 良好健康与福祉 优质教育



无贫困 通过伙伴关系
促进目标实现

减少人与国
家不平等

打造可持续的
城市和社区

工作有价值和
经济增长

零饥饿 健康与福祉 全员优质教育

捐赠饮料自动售货机
销售额的1%

累计捐款额4,187万日元

社会贡献措施

从2008年度开始，我们开展了将相当于所有店铺前及店内

的饮料自动售货机销售额的1%，通过店铺所在地区的社会

福利协议会等，捐赠给护理设施、儿童福利院的活动。时至

今日，为购买轮椅及在设施内设置扶手等提供了帮助。

回收塑料瓶盖
捐赠疫苗

在顾客的协助下，我们会将店铺回收的塑料瓶盖作为可循环

资源出售，并将出售收益捐赠给了“认证NPO法人全球儿童

疫苗日本委员会”（JCV）。我们的捐款通过JCV成为了以脊

髓灰质炎疫苗为主的各种疫苗，并捐赠给了世界各国。帮助

全球的孩子们打造健康丰富的生活环境。

照片提供：认证NPO法人全球儿童疫苗日本委员会

照片提供：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导盲犬协会

（截至2021年2月末）

服务辅助师约1,000人
（截至2021年2月末）

残障人士雇用率 2.98%
（截至2021年2月末）

力图充
实社会

福利

支援导盲犬培训业务

店铺配备服务辅助师※

店长直通车

我们从1993年起开展了“导盲犬培训基金募捐活动”，并将

顾客的捐款捐赠给了“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导盲犬协会”。在

顾客的大力支持下，累计捐款额至今已超过了3亿日元。包

括需要导盲犬陪同的顾客在内，今后我们将全力打造能让所

有来店顾客都能愉悦购物的店铺。

本公司积极致力于取得“服务辅助师”的认证资格。通过学

习“款待之心”与“辅助技术”，从而帮助高龄人士与残障

人士进行购物，为了让所有顾客安心享受购物，服务辅助师

活跃于各个店铺中。
“服务辅助师”是公益财团法人 日本Care-Fit 共育机构出具的资格
认定。

自从1996年配置于所有店铺以来，顾客的宝贵意见与要求都

能在3日以内得到店长的回复。而我们也将在全公司共享顾

客的意见，并将其反应到经营中，从而打造更出色的店铺。

为所有顾客
提供舒适的

购物体验

任何人都能安心工作的职场环境

我们积极致力于创造就业机会，完善职场环境，让任何人都

能充满活力地投入工作。采用返聘具有经验的年长者的雇佣

制度，至今仍活跃于职场中。此外，以来自越南的技能实习

生为契机，整个丸悦集团都在推进外国人的聘用。在雇用残

障人士方面，我们通过特例子公司“株式会社MARNO”为残

障人士扩大了活跃的舞台，提供了事务代理及店铺的商品陈

列等工作。

创造就业
机会

累计捐款额3亿2千万日元
（截至2021年2月末）



经济适用的清洁
能源

应对气候变化
的具体对策 保护海洋生物 保护陆地生物生产责任和消

费责任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清洁饮水和卫生
设施

可以让顾客展现笑容的众多商品是由丰富的自然孕育而来的。
为了实现支撑地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业务活动，我们与顾客一同持续实施了保护地球环境的各项措施。

为了推进可再生资源的回收，我们在店内放置了食品托盘和纸包装等回收箱。而铝箔纸在部分店内也是

回收对象，这是纸包装回收的一大特色。

将店内回收的资源再利用
珍贵资源的再利用与节源节能、减少 CO2排放等防止温室效应的措施息息相关。
丸悦在店内放置纸包装、食品托盘等的回收箱，推进回收再利用活动。

纸包装（274家门店） 铝罐（9家门店） 塑料瓶（183家门店） 食品托盘（275家门店）

资源回收量�534 吨 
（1年1家门店�约64,990个）

按照纸包装（1000ml）1 个=30g 换算。

资源回收量�7 吨 
（1年1家门店�约54,393个）
按照易拉罐（350ml）1 个=15g换算。

资源回收量�492吨 
（1年1家门店�约53,773个）
按照塑料瓶（500ml）1个=50g换算。

资源回收量�188吨 
（1年1家门店�约136,493个）

按照食品托盘 1 个=5g 换算。

为了将本公司的事业活动所产生的环境负荷最小化，设定环境目标并促进环境目标的达成，运用环境

管理体系持续进行改善。

① 推进减少电力使用量等的节能和节源

② 为了减少最终废弃物，推进 3R[REDUCE（抑制产生）、REUSE（重复利用）、 RECYCLE（再生利

用）] 行动。

③ 为了防止全球变暖，减少每家门店的 CO2 排放量。

④ 致力于环保商品的开发和普及。 

为了保护环境，在努力预防污染、保护生态系统的同时，遵守适用于我司的环境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

公司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方针将彻底告知所有员工，使每位员工都能主动积极地投身于环保事业。

本方针将在公司内外部公布，并积极提供相关信息。 株式会社丸悦 
代表董事社长 古瀬 良多

丸悦的环境方针

推进回收利用活动

通过废弃物“可视化”提高员工的削减意识

与地区社会合作推进回收利用

门店废弃物的回收利用进一步强化控制和减少门店产生的食品废弃物，为实现循环型社会，我们也在推进废弃物的
回收利用。

再次制成食品托盘

丸悦作为与地区密切联系的超市，
在提供安全放心的商品和服务的同时，还以可持续的循环型社会为目标，

和顾客一起推动对环保活动和地区环境活动的支援。 压缩/捆包、溶解、颗粒化（细小
颗粒）

溶解、提取纸浆纤维

卷纸、纸巾

厨房垃圾、蔬菜废料 纸箱、旧纸等 瓶 、罐废弃食用油 鱼骨头

回收利用率23.7%

废弃物等产生量7,321t
回收利用率100.0%

废弃物等产生量507t
回收利用率100.0%

废弃物等产生量851t
回收利用率100.0%

废弃物等产生量25,180t
回收利用率100.0%

废弃物等产生量361t

粉碎、干燥、发酵 提炼 煮熟·压榨·分解·干燥 压缩/捆包、溶解、加工 粉碎、干燥、发酵

肥料、饲料 肥皂、饲料 饲料、鱼油 纸箱 瓶 、罐

铝罐、家庭用铝制品 服装·地毯·鸡蛋盒 再次制成食品托盘

溶解、易拉罐的原料金属

※2019年度实绩
环境数据（报表）请点此进入

粉碎、溶解、颗粒化（细小颗粒）

2006年9月，总公司及5家店铺取得了环境管理系统（EMS）的国际标准认证

“ISO14001”，目前取得该认证的事业所数量达到了294家（含总公司）。

船桥三山店的屋顶设置了太阳能发电设备，电力以自产自用的方式应用于店

铺的经营活动中。除了削减电力成本以外，在发生灾害导致停电时还可当作

紧急电源使用。此外，随着近年来电动汽车的不断增加，我们还在顾客用停

车场设置了电动汽车（EV）用的快充充电桩。在顾客购物时可迅速进行充电

等，除了作为基础设施服务的一环以外，还为降低环境负担做出了贡献。

减少废弃物排放量的第一步，就是掌握产生的是什么垃圾、排放量是多少。本公

司以经营商号为丸悦的店铺为中心引进了废弃物测量管理系统，致力于促进废弃

物排放量的“可视化”。我们通过自主测量，将排放量的数值进行可视化，提高

了每一位员工减少废弃物的意识。

环保措施

引进太阳能发电与EV充电桩

致力于推进“ISO14001” 珍惜自然与环境。取得了ISO14001认证。



经济适用的清洁
能源

应对气候变化
的具体对策 保护海洋生物 保护陆地生物生产责任和消

费责任
清洁饮水和卫生
设施

为了推进自然环境与生物多样化的保

护措施，我们从2020年度开始向环境

保护机构进行捐款。通过捐款我们为

改善海洋塑料垃圾问题等，以及环境

保护活动提供了帮助。

我们从2010年起就参加了埼玉县的森林保护事业，也就是“武藏野森林再生事

业”。2010年，在位于埼玉县日高市横手的“丸悦森林”中种植了山樱与枫树

等树木后，之后的环境保护保护活动，每年都有员工志愿者到此清除杂草。为了

保护地区环境，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我们将持续开展这项活动。

荒川清洁是在荒川河岸地区的各个场所收拾垃圾，同时思考河流垃圾、水质、自然

恢复等问题，力图恢复富饶的自然的活动。作为本公司环境教育的一环，以进一步

学习职责分担以及学习带动他人为目的，所有新入职员工均需参加这项活动。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我们积极支援了社会贡献活动以及环境保护活动。

主要捐款内容 期间 受惠方捐赠金额

“儿童食堂”援助捐款 认证NPO法人全国儿童食堂支援中
心Musubie2020年7月31日（捐款日期） 1,000,000 日元

导盲犬培训基金募集捐款 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导盲犬协会2020年3月~2021年2月的门店募捐款 12,565,099 日元

环境保护活动援助捐款
一般社团法人JEAN

2021年3月31日（捐款日期）
1,000,000 日元

公益财团法人世界自然保护基金日
本（WWF日本）1,000,000 日元

“儿童食堂”援助募捐捐款 认证NPO法人全国儿童食堂支援中
心Musubie

2020年9月~2021年2月的店铺募捐及
本公司捐款 19,745,000 日元

自动饮料贩卖机1% 销售
额捐款

各地区的福利协会2020年3月~2021年2月的自动饮料
贩卖机1%销售额 2,900,000 日元

塑料瓶盖回收出售所得捐款 认证NPO法人 世界儿童疫苗 日本委
员会（JCV）

2020年3月~20121年2月回收的出
售所得 1,044,290 日元

鳗鱼资源保护活动捐款 鹿儿岛县鳗鱼资源增殖对策协会从2021年7月23日~28日销售的鳗鱼商
品的销售额中每一份筹集10日元 2,430,400 日元

JEAN是志在解决海洋垃圾问题，为未来留下没有垃圾的健康美丽的海洋，于

1990年开始持续开展活动的非营利的环境NGO。

一般社团法人JEAN

本公司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作为 WWF 日本的法人会员，支援 WWF 的环保活动。WWF 是在 100多个国家开展

活动的环保团体。其项目是利用会费以及捐赠等支援费用进行开展的。

“公益财团法人世界自然保护基金日本”（WWF 日本）

环保措施
集团企业

株式会社丸悦FRESH FOODS

株式会社丸悦开发

我们将以“制造质优物美的商品”为目标，
力图“提高生产率”，持续稳定地以低成本

提供安全放心的商品。

事业内容 从事生鲜加工中心的食品生产、加工业务

所在地 东京都丰岛区东池袋5-51-12

成立日期 2010年4月

法人代表 代表董事社长 安田良夫

事业内容 房地产管理、店铺及购物中心的开发业务

所在地 东京都丰岛区东池袋5-51-12

成立日期 1989年4月

法人代表 代表董事社长 川田 猛敏

株式会社食品品质管理中心

事业内容 承接食品品质、安全、卫生的检查等

所在地 东京都丰岛区东池袋5-51-12

成立日期 2010年7月

法人代表 代表董事社长 佐佐木 裕一

丸悦（香港）有限公司
事业内容 在中国经营零售业的“丸悦（无锡）商贸有限公司”

的持股公司

所在地 中国 香港

成立日期 2012年8月

董事长总经理 石井英雅

丸悦（无锡）商贸有限公司
事业内容 在中国经营零售业（超市）

所在地 中国 江苏省无锡市

成立日期 2013年1月

董事长总经理 石井英雅

株式会社Asubizu Support

事业内容 劳务派遣、业务委托事业

所在地 东京都丰岛区东池袋5-51-12

成立日期 2017年3月

法人代表 代表董事社长 渡边 昌夫

株式会社日本流通未来教育中心

事业内容 面向超市的专业教育事业

所在地 埼玉县蕨市中央3-22-30

成立日期 2002年10月

法人代表 代表董事社长 中村 孝

株式会社MARNO

目标是打造“拥有勇于面对残障，
并充满活力工作的员工”。

事业内容 从事业务委托、事务服务代理的特例子公司

所在地 东京都丰岛区东池袋5-51-12

成立日期 1992年3月

法人代表 代表董事社长 福田 保

支援环境保护活动

“丸悦森林”保护森林志愿者活动

荒川清洁活动

捐款实绩（2020~2021年）

捐献对象



变迁 公司概要 物流体制

八潮常温物流中心
（埼玉县八潮市）

横浜常温物流中心
（神奈川县横滨市）

三郷复合中心
（埼玉县三乡市）

川崎复合中心
（神奈川县川崎市）

鱼悦商店在埼玉县浦和市（现埼玉市）创立 新设股东优惠制度
通过ISO14001 认证（总公司及所有店铺）
获得厚生劳动省“雇佣残障人士优良企业”认证

公司名称                                 株式会社丸悦
总公司地址                             邮编170-8401
                                                   东京都丰岛区东池袋5-51-12
总机电话                                 03-3590-1110
法人代表                                 代表董事会长 上田 真
                                                   代表董事社长 古瀬 良多
创业                                          1945年（昭和20年）10月
成立                                          1952年（昭和27年）6月16日
资本金                                      1 亿日元
店铺数量                                 300家店铺（2021年5月底的数据）
员工数量（联合）               16,503名 含12,358名临时工
                                                   ※按照1天8小时换算的期中的平均值
                                                   ※截至2021年2月末

店铺商号统合为丸悦、小小丸悦、LINCOS 3 种业态
开设常温物流中心（横滨、八潮）
开设川崎复合中心

小小丸悦店铺达50 家
致力于支援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地的重建

导盲犬培育募捐累计突破2 亿日元
开设三乡复合中心
与苏宁电器（现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合并公
司, 在中国出店

通过ISO22000 认证（川崎、三乡复合中心）
获得水产厅“鱼之国度幸福大奖”实证事业部门最优秀奖
中国1 号店“LINCOS 无锡苏宁广场店”开业

“首都圈超市联盟”的创建达成统一意见
（签订基本意见协议书）
中国2 号店“LINCOS 无锡海岸城店”开业
开始支持“鳗鱼资源保护活动”
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场第一部退市

本公司的物流、生鲜加工中心覆盖300家店铺，设有2个常温物流中

心与小型店物流中心，以及2个处理生鲜加工与低温商品的低温物

流体制（低温运输系统）的复合式中心。此外，我们还以市中心店

铺为主配备了面包房与熟食中心，确立了依靠卫星的供应体制。各商品销售额构成比（单体公司）
※2021年2月期

蔬菜水果

杂货

服装

营业收益（联合）
397,900百万日元

营业利润（单体公司）
395,457百万日元

一般食品

鲜鱼

精肉

熟食
日配食品

（株）丸悦、（株）霞（KASUMI）、MaxValu 关东（株）
合并经营，成立共同持股公司“United Super
Market Holdings 株式会社”。该公司在东京证券
交易所市场第一部上市
获得“第五届碳补偿大奖”奖励奖
获得“东北地区碳补偿最高奖”支援奖

开设东和面包房· 熟食中心

设立株式会社Asubizu Support
第2 次获得“东北地区碳补偿最高奖”东北支援奖

获得女性活跃推进法“L 星”的第二等级
连续2 年第3 次获得“东北地区碳补偿最高奖”东北支援奖

导盲犬培训募捐累计突破3 亿日元
发行丸悦卡 
连续3 年第4 次获得“东北地区碳补偿最高奖”东北支援奖

创业75周年
丸悦达成300家店铺

开始展开面向法人的无人商店“智能小店”

自选的食品超市1 号店“大宫店”开业

进军东京都 / 变更为株式会社丸悦商店

于埼玉县大宫市（现埼玉市）开设大宫物流中心

以食品超市首次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场第二部上市

与株式会社Primato 合并，在首都圈有超过100 家
店铺

取得SUNDAYMART株式会社的股份与株式会社
THANKO合并

调整至东京与大阪两家证券交易所第一部

总公司迁至东京都丰岛区东池袋

开设健康与饮食文化实践室“EATPIA”

引进反映顾客之声的“店长直通车”

导盲犬培育募捐累计突破1 亿日元

获得第4 届“东京都绿色消费者奖励奖”

制定新的经营理念/ 通过ISO14001 认证
（总公司及5 家店铺）

制定新的象征性商标、品牌理念
与AEON 株式会社、丸红株式会社开展业务合作
与SUNDAYMART 株式会社及株式会社Pororoca 合并

取得株式会社Pororoca的股份
成立株式会社日本流通未来教育中心
丸悦店铺达200家

SUNDAYMART株式会社与株式会社末广合并

在2000 年度雇佣残障人士优良事业所及
优秀劳动者表彰仪式中获得“劳动大臣表彰”奖

与株式会社末广开展业务、资本合作

获得1999 年度
“消费者导向优良企业通商产业大臣表彰”奖

引进绿化资金

开始导盲犬培育募捐活动

开始引进POS系统

引进消费者监控制度

进军千叶县

商号变更为株式会社丸悦

商号变更为有限会社丸悦商店

成立有限会社鱼悦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