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汽车回收零部件协会于BEST召开

团体联欢会 

 
      日本汽车回收零部件协会和BEST于23日在东京

举办了“2019年度汽车回收零部件团体贺词联欢

会”。  联欢会包括了两个团体的相关人士， 以及国

家和汽车再生团体的相关人士等200人参加了这次

活动， 祝愿再利用业界有进一步的发展。  

       担任此次活动主办者的日本利协代表理事栗原

裕之表示:“存在人力不足， 粉碎处理的问题， 零部

件物流费用暴涨等诸多不利因素。 协会一边克服着

各种困难， 同时也想和大家一起前进。 关于与日本

ELV回收机构的合并相关的协议内容， 他也提到:“还

有需要处理的很多细节的地方， 为了能以坚实的体

制起步， 希望能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因为行业的课

题是共通的， 所以ELV和我协会会齐心协力解决这

些问题。  

        作为来宾之一的经济产业省制造产业局汽车科

汽车回收室的藤岡伸嘉室长也担心的表示，  

中国的杂货废料的进口停止， 可能对SR(粉碎机)会

有影响。 并表示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做出适当的

应对。  

    ELV组织副代表石上刚表示:“ELV组织从以区域

再利用团体为中心的组织向支部制过渡会有很大变

化。 如果业界能向着变化和挑战前进的话， 那将是

一个很好的趋势“ 

 (每日汽车新闻1月31日) 

 

 

JARA、REBUILT・GP零部件供应会 

召开座谈会 
    JARA(北岛宗尚社长， 东京都中央区)24日在东

京总部召开了“第7届利伯特GP零部件提供公司恳谈

会”。  18家Rebuilt零件制造商和社外新零件销售公

司代表和JARA集团董事等38人出席。  

        讨论了包括零件的扩大销售和加强互联合作等

的2019年度的相关活动。 JARA集团管理者和总部推

测可以顺利完成超过2018年销售的锂部件和社外新

产品销售业绩， 比目标增长12%左右， 通过座谈

会， 对于增加销售量， 参加者们也提高了意识。  

        北岛美嘉社长表示:“JARA的会员和合作rebuilt

公司也在增加， 我们希望构筑良好关系的网络。 我

认为今年的业绩也会有所提高， 所以想借助大家的

智慧来推进今年的工作。 “ 

        会议上说明了通过18年的努力， “工厂参观会・

技术研修会”的举办以及JARA会员地区会的风险生

产企业和社外新零件销售商的参与情况。 另外， 报

告了在JARA呼叫中心的rebuilt零部件和社外新零

件 提 案 活动， 以 及 在 零 部 件销售门户网 站RECO 

japan上的标题 (banner)宣传活动的实际情况。

JARA呼叫中心18年销售业绩同比增长33.5%， 发货

数量同比增长23.2%， 持续高增长。  

       此外， 还说明了通过外部活动参展， 面向用户

的宣传活动是与rebuilt制造商合作进行的。  

关于19年的rebuilt零件制造商和公司外新零件销

售公司开展的原创活动， 提供了广泛的宣传支持。

另外， 为了提升用户的认知度， 制作6种传单， 把

促进零部件利用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 准备召开以

JARA会员前端人员为对象的rebuilt零部件研修

会。 ， 广泛的开展活动。  

    NPO法人全日本汽车再生事业联合(NPO JARA，

高桥敏理事长， 东京都中央区)从今年开始实行新

的优良商品作为“优质rebuilt零部件”来介绍的制

度。 通过针对具备一定条件的产品， 如生产业绩和

保证时间等， 并充分利用NPO JARA(可转换干货)的

网络来联系rebuilt事业者的事业支援。  

高桥理事长表示:“随着车的持有时间变长， 用户有

想尽可能用回rebuilt零件修理的需求。 所以想与

大家一起合作“。 他还表示:“要广泛宣传日本的

rebuilt零件品牌力。 ”     

                                             (每日汽车新闻2月7日) 

  经济产业省:确立CO2回收技术 

         经济产业省为了减少二氧化碳(CO2)的大气排

放量和将来的零排放， 着手确立和普及CO2再利用

技术。 在资源能源厅开设了“碳循环实验室”， 制定

了推进CO2分离、 次数、 利用的技术开发以及国际

合作的政策。 计划在夏天之前制作包含按技术确立

的时期和费用的路线图， 今年秋天由产官学有关人

员召开国际会议等。  

       未来， 为了大幅减少伴随化石燃料的利用的

CO2的排放， 将CO2分离·回收， 作为资源再利用是解

决办法之一。 经产省确立了经济合理减少大气排放

的一系列流程作为“碳循环再利用”概念。 也就是

说， 不是将CO2作为“坏蛋”， 而是作为资源进行利

用。  

       碳循环的话形象来说,回收了co2施加氢甲烷和

甲醇作为燃料利用精炼,塑料的原料,使吸附材料和

骨水泥,促进植物在植物工厂生产的裨益等。 部分技

术开发已经有了方向， 但是大部分是发展的道路

上， 很多的研发需要很多的费用。  

        在资源能源厅长官官房新设的碳循环实验室

里， 经济产业省制造产业局等部门的负责人以兼任

的形式安排了34人。  

        将各部门独立推进的政策汇总起来， 把制定有

效的政策并促进国际协作结合起来。  

                                              (每日汽车新闻2月4日) 

主办方代表栗原代表理事致辞  



  

北岛东日本资源回收再利用 

 
       东日本资源再生(社长清水义晴、千叶县富津

市)将致力于报废汽车(ELV)和农业机械的再资源化

事业。 该地区再资源化率达到95%， 基于汽车回收

法的全部再资源化， “TH team”和“ART”都取得了

很高的业绩。 它以“通过循环利用， 为地区社会做

出贡献”为经营理念， 赢得了业界内外的广泛信

赖。   

       东日本资源再利用1998年创立于“文艺复兴”诞

生的君津市。 是新日铁住金集团日铁住金物流君津

(千叶县君津市)的100%子公司。 2004年由在全国开

展钢铁事业的吉川工业(北九州市八幡东区)和旧日

本制铁(现新日本制铁住金)融入了资本， 并改称为

现在的公司名称。 第二年， 总公司工厂迁移到富津

市的富浦， 重新开工。  

       从吉川工业作为旧国营八幡制铁所的下属企业

的成长轨迹来看， 他与新日铁住金集团的结合非常

紧密。 从93年开始研究汽车回收再利用， 96年开始

商业化， 1999年与新日铁住金共同成立西日本汽车

回收再利用(高桥博范社长， 北九州市若松区) 。 吉

川工业孕育的循环技术是该公司的根本。  

       作为二手货， 在联盟循环利用市场上销售的其

他原材料及零部件被运往新日铁住金君津钢厂(君

津市)， 而钢铁press和废铁产品将分别作为钢材、

钢铁制品、 成为新车身的车身材料。  

        塑料类将使用焦炭反应器发电， 或改变为高

炉还原剂。  

       玻璃用改良材料粘化， 而作为钢铁平板产品，

又可作为路基材料和水泥材料进行再利用。 该技术

与太平洋水泥、 东京制铁、 西日本自动再生一起，

被认定为汽车再生高度化财团18年度补助事业。  

       为保护环境所采取的措施除了在处理厂内建设

面积约860平方米的完全防爆区外， 还包括油水分

离层。 在安全方面安装灭火泡沫设备。  

        ELV入库主要来自当

地千叶的经销商和专业

工 厂。 当 然， 竞争 是 很

激烈的. 但是， 清水社长

表示“不仅在价格方面，

我们也考虑服务方面的

重要性， 如 接受 速度、

文件手续等”。  

       回顾整个行业， 18年的持续运行在高位， 11月

份开始下落。 随着运费的暴涨， 再加上循环利用事

业者的环境变得非常恶劣。  

        在这种情况下， 该公司最卖力的是与其他公

司一样的“旧零件销售事业”。 现在的库存大约是8

千点。 销售地区主要是国内， 海外只占1成。 该公

司从“与材料不同， 只要努力就能提高收益性”的想

法出发， 着手改善生产现场的移动路线等改善活

动， 积累起来就会开始带来收益。  

        人才培养也与收益力改善息息相关。 清水社

长表示:“在配件生产部门工作的员工有4人， 对库存

周转率的认识已经很强了。 而且还想尽快将库存分

数提高到1万分左右， 从而进一步扩大销售。  

                                          (每日汽车新闻1月31日) 

JARA召开提高前台业务能力研讨会 

 

    JARA(北岛宗尚社长、 东京都中央区)于5日、 6

日两天在静冈县裾野市Aioi日本同和汽车研究所

东富士中心召开了“前台业务研讨会初级课程”。  

该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在销售回收零件时接待

客人的能力和商品知识的进一步提高， 有9个会员

公司的前台及营业业务负责人来听了讲座。 上课

的人员通过笔记和实景模拟等提高了业务能力。  

       在研修中， 通过回收零件信息、 外部讲师的

待客心得、 CS(顾客满意度)提高、 电话对应等座

学， 重新确认了此前积累的知识， 并学习了新的

知识。  

       实景模拟演示的目的是提高通过使用利用

ATRS (ATRS)系统和SPL (superline)系统提出的

回收零件询问和订购时的应对能力和配件知识。

在此次研修中， 特别是车体维修事业者对板金涂

装(BP)所需的配件， 表示要学习专业知识， 进行实

践性研修。 通过此次全员听讲人员的实景模拟演

示， 也从每位听课的人员身上学习到了各自的优

点。 JARA计划今后将继续进行类似的培训， 将培

训与支援会员事业联系在一起。  

 (每日汽车新闻2月14日) 

东日本资源再利用的地点在离新日铁住金君津炼

铁厂很近的地方  
清水義晴社长   

生产车间里的改善活动很活跃 (上) 

在存放处安装了自动仓库系统 (右) 

---- JARA会员企业介绍 ----  

接待时的场景  配有油水分离层 

CO2削减数值（SPL系统） 

截止到2019年1月，据统计通过使用再利用零

部件减少CO2排放量为 

5,981t 
 

※一般情况下，修理包括中・大型汽车时，使

用新部件修理时CO2的排出量和使用回收再利

用零部件修理是的CO2的排出量的差就是CO2

的削减数值。 

一般社团法人汽车回收再利用零部件协议会和

早稻田大学环境综合研究中心基于对LCA

（Life・Cycle・Assessment）的想法共同开发了

「Green Point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