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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册子由理光集团化学物质管理体系准则的化学物质管理体系自我检查报告书
与审查检验单构成。

Ⅰ．化学物质管理体系自我检查报告书（CMS自我检查报告书）

１．请供应商在实行自我检查后以此《自我检查报告书》向我方报告检查结果。

Ⅱ．理光集团化学物质管理体系准则 审查检验单（CMS审查检验单）

１．请供应商在接受理光集团化学物质管理体系认证登录审查和更新审查前使用此审查检验单》
进行

自我检查。理光集团的审查员将到供应商的现场进行审查，确认时依据《审查检验单》的内
容。

２．表格左边第一列记载了《理光集团的要求事项》。

３．表格左边第二列是《确认事项》，记载了请供应商在自我检查时进行确认记载的事项内容。

※该册与化学物质管理体系准则正文的修订无关，若改订了准则正文，在对本内容没有影响的情况
下，

不予修正。



（CMS自我检查报告书）

理光集团　化学物质管理体系准则 [附件]

已根据ＣＭＳ审查检验单实行自我检查完毕特此报告。

公司名称：

事业所名称：

地   址：

填写日期：

『检验内容与确认结果』

１．把握含有禁用物质情报 　　符合要求 不符要求

２．调查原材料、零部件和制造用消耗品的采购渠道 　　符合要求 不符要求

３．调查原材料、零部件和制造用消耗品中的禁用物质含有情况 　　符合要求 不符要求

有无含有禁用物质 　　有（本公司、供货商）　　无

４．含有禁用物质的实物管理 　　符合要求 不符要求 省略

５．含有禁用物质的工序管理

　　5-1.本公司 　　符合要求 不符要求 省略

　　5-2.供应商 　　符合要求 不符要求 省略

６．出货管理 　　符合要求 不符要求

７．原材料、零部件、制造用消耗品及工序的变更 　　符合要求 不符要求

８.在含有禁用物质方面发生不符合时的处理方法 　　符合要求 不符要求

　・在确认结果栏目中相应的地方划圈○。
　・若无含有禁用物质，可省略检验项目４.和５.项。
　・如有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必须进行纠正处理（附上纠正处理报告书）。
　・接受理光集团CMS认证审查时，需附上ＣＭＳ审查检验单。
　・承认者为环境管理负责人或经营者。

承认者姓名：  

职    称：

请联络

负责人：

所属部门：

电话号码：

E-mail ：

检验项目 确认结果

化学物质管理体系自我检查报告书

※此文件中记载的您的『个人信息』不会用作绿色采购相关业务以外的其他用途。如果同意，请您填写。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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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光集团　化学物质管理体系准则 （附属书) 公司名称：

ＣＭＳ　审查检验单 <第6版>

事务所・工厂名称： 检查者： 检查日：　　　　　年　　　月　　　日

確　认　事　项
符合

要求

不符

要求

对象

外

审查

省略 审查结果（记载客观事实）

１．把握含有禁用物质情报

a. 作成明确获取含有禁用物质情报渠道的程序书。

b. 已列出含有禁用物质清单并按最新版进行了管理。

c. 使从业人员周知关于含有禁用物质的知识。

２．调查原材料、零部件和制造用消耗品的采购渠道

a.

b.

３．调查原材料、零部件和制造用消耗品中含有禁用物质的含有状况 1.确认已作成调查含有禁用物质含有状况的程序书。

a.
作成调查原材料、零部件和制造用消耗品中有无含有禁用物质

的程序书。

2.确认原材料、零部件和制造用消耗品中是否存在含有禁
用物质的事实已得到证明。

b.

４．含有禁用物质的实物管理

a.

b.

c.

※理光管理对象品、介绍品及调查对象品的定义请参照CMS准则的Ⅶ．用词的定义，Ⅷ．含有禁止物质的含有调查对象品。

理光集团　化学物质管理体系准则 （附属书) 公司名称：

3.确认已对含有禁用物质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制造用消耗
品实行隔离管理，达到操作者不会因为错误操作而混入的
水平（如分货架进行管理等）。

4.通过向操作者询问及现场观察的方法，确认分开管理的
情况。

对含禁用物质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制造用消耗品实施有
效的隔离保管。

1.如有采购和保管含有禁用物质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制造
用消耗品时，确认管理程序书。

2.确认含有禁用物质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制造用消耗品的
受入检查、出入库记录等文件（追溯性文件）。

3.确认在有介绍品时，已收到介绍方用作证明的记录，并
已妥善保管。

3.确认已张贴或分发关于含有禁用物质情报的文件并实行
有关含有禁用物质的教育。

1.确认是否已明确制定了调查原材料、零部件和制造用消
耗品采购渠道的程序书。作成调查采购渠道（供货商、工程）的程序书，调查进

行至可判断含有禁用物质含有状况的水平为止。

作成含有禁用物质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制造用消耗品的
保管程序书。

保留含有禁用物质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制造用消耗品的
受入检查、出入库记录。

2.确认调查结果的记载内容，判定调查是否达到了已掌握
每一零部件或所有交易方的采购渠道中是否存在含有禁用
物质的水平。

把握在采购渠道中有可能混入禁用物质的工程。

3.确认已把握在采购渠道中有哪些工程有可能使用或混入
含有禁用物质。

通过确认适当文件把握原材料、零部件、制造用消耗品中有无

含有禁用物质。其中理光管理的一部分对象品除外。

2.确认含有禁用物质列表修改部分的对应结果。

理光集团要求的事项

确认结果

1.确认已作成明确获取含有禁用物质情报渠道的程序书，
并确认最新版的绿色采购标准是否已被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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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Ｓ　审查检验单 <第6版>

事务所・工厂名称： 检查者： 检查日：　　　  年　　 　月　　 　日

确　认　事　项
符合

要求

不符

要求

对象

外

审查

省略 审查结果（记载客观事实）

５．含有禁用物质的工程管理

　5-1.本公司

a. 为使作业流程明确化,将作业流程文书化。

b. 作成防止含有禁用物质混入的程序书，并按程序书进行操作。

　5-2.供应商(*)

a. 为使作业流程明确化,将作业流程文书化。

b. 作成防止含有禁用物质混入的程序书，并按程序书进行操作。

６．出货管理

a. 作成出货管理的程序书。

b. 按程序书规定进行操作，并保留出货检查记录等。

７．原材料、零部件、制造用消耗品及工程的变更管理

a. 制定原材料、零部件、制造用消耗品及工程变更时的操
作程序书，并务必事前提出申请。

b. 有关禁止物质处理方面，若发生异于平时的异常处理作业时，

请确保保存记录的同时，并向理光集团切实实施报告措施。
2.若发生异于平时的异常处理作业时，确认向理光报告的文件。

※须准备异常处理报告书格式。

８．关于含有禁用物质方面发生不符合时的处理方法

b.

＊此供应商的审查范围,自社的一级供应商,外委供应商,上流有重要工程(电镀，焊接)，保有禁止含有物质供应商。

3.向操作者询问，确认其是否按作业程序书进行操作。

2.确认已作成供操作者了解防止混入措施的程序书。

1.确认生产理光部品的作业工程有无作成程序书。

2.确认已作成供操作者了解防止混入措施的程序书。

1.确认生产理光部品的作业工程有无作成程序书。

理光集团要求的事项

确认结果

1.确认已作成原材料、零部件、制造用消耗品及工程变更时的操

作程序书，并确认在事件发生时切实在按要求执行。但是，原材

料、零部件的变更处理规则已存在时，应按其要求执行，制造用

消耗品及工程的变更是伴随含有禁用物质变更而产生的。

2.确认已了解在发生不符合情况时应执行的程序。（在纠
正报告书上确切记载原因调查、对策和防止再次发生等内
容）

1.确认已作成出货管理的程序书。

2.确认按程序书进行操作，并保留了出货检查记录等（可
追溯）。

1.确认在程序书中已明确发生不符合情况时的紧急联络途
径及其应对方法。（必须与理光集团取得联络）

3.向操作者询问，确认其是否按作业程序书进行操作。

a.

发生不符合含有禁用物质要求的情况时，一定要查明原
因并采取措施以切实预防再次发生。

对在公司内外发生不符合含有禁用物质的事件或怀疑混
入禁用物质的产品已出货的情况时，处理方法要求作成
相对应的处理程序书。



修改记录

修改年月日 版本号 修改内容
2004.04.01 初版
2004.11.01 第２版
2005.02.01 第２.１版错误修订
2005.07.15 第２.２版1.将CMS审查测试项目的要求事项编号与方针要求事项统一，从小写字母改成圆圈数字

2.将理光集团的要求事项1.③的“其中理光指定用品、供给产品除外。
　”移动到要求事项3.②。
3.关于要求事项3.②禁用物质的调査结果，将词语“文件化”改成“在适当文件中确认”。
4.统一CMS审查测试项目与方针的版本号。

2006.09.01 第3版 1.修改理由
  伴随正文的修改，相应的报告书及审查检验单也进行了修改。
2.修改的主要内容
  2-1.CMS自我检查报告书
  （1）名称从内部监查报告书改为CMS自我检查报告书。
  （2）为了明确版本号（最新版管理），在格式右上角记载版本号。
  2-2.CMS审查检验单
  （1）结合正文，采用细分符号。
  （2）结合正文，修改要求事项的表达。
  （3）依据要求事项修改了确认事项的表达方式，并将要求事项和确
       认事项进行了整合。

2008.02.0
1

第４版 1.修订理由
   定期改订及伴随本文的改訂、审査检验单也作了相应改订。
2.主要修订内容
 2-1.封面
   为了使文件体系明确化，追加记载了“绿色采购基准附册”。
 2-2.前言
   （1）追加“前言”。
   （2）Ⅱ项的理光集团化学物质管理体系准则的登录审查的语句、更改为理光集团化学物质管
理体系认证的登录审査。
 2-3.ＣＭＳ确认报告书
   （1）相关他社认证的语句全部删除。
 2-4.ＣＭＳ审査检验单
   （1）版数由第３版改订为第４版。
   （2）各要求事項、根据准则本文的内容作了改訂。
   （3）各確認事項根据要求事項的内容、重新整合作了改订。
   （4）要求事項第３．項的栏外注解由理光指定品改订为理光管理対象品、
        Ⅶ．追加使用禁止物質的含有調査的相关事項。
   （5）要求事項第5-2．項栏外追加注明供应商的范围。2009.02.0 第５版 1.修订理由
伴随本文的修订,也相应的修订本附件。
2.修订内容
2.1全文

（1）全文中,"使用”禁止物质的用词,改为"含有"禁止物质.
2.2.CMS自我检查报告书
（1）版本改订为第5版。
2.3.CMS审查检验单
（1）版本改订为第5版.
（2）伴随MSDS的改订,删除了要求事项3,确认事项2的MSDS不可的用词。
（3）本文以外的备注用语的定义,使用禁止物质的含有调查对象的项目番号与本文统一。

2010.04.01 第6版 1.改订经过
   由于改订了指南本文事项，对本附属书进行改订。
2.改订内容
  （1）追记要求前言中项目不一定和指南本文改订同步。
  （2）在要求事项第7项中追加了b.项以及确认事项2.。

【联络方式】
株式会社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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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md-gpur-qanda1@nts.ricoh.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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