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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本公司情况概述 

奥林巴斯诞生于 1919 年，以医疗、科学、映像三大产业为支柱，历经百年的沉淀与历

练，已发展成为一家全球性光学科技企业。在刚过去的 2019 年，奥林巴斯度过了自己的百

年华诞，从创立至今，奥林巴斯经过百年发展依然保持勃勃生机，这不仅得益于不断创新的

技术，更归功于具有革新性的产品与服务。从 1920 年推出首台奥林巴斯显微镜“旭”号，

到 1950 年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台具有实用性的胃内照相机，再到 1959 年推出具有创新性的

半画幅胶片相机 OLYMPUS PEN，奥林巴斯在这百年间以光学技术为核心驱动力，强有力地推

动着行业的发展。 

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奥林巴斯在致力于创新技术、研发产品、提升服务的同时，也

在肠胃健康、环境保护、科学教育等领域展开丰富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彰显企业使命感和

人文关怀。在下一个百年，奥林巴斯也将继续以“实现世界人民的健康、安心和幸福生活”

为企业使命，指引自身不断变革，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砥砺前行。 

第二部分：奥林巴斯 2019年 CSR 相关活动内容及图片 

（一）健康领域

奥林巴斯“爱胃月”活动——“胃爱 加油” 

项目概述： 

2019 年奥林巴斯“爱胃月”活动，以“胃爱 加油”为主题，旨在帮助公众消除对内镜

检查的恐惧，了解并树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科学“三早”健康理念。 

活动从 2019年 10 月 24 日启动至 2020年 1月 11 日落下帷幕，依次登陆了北京、济南、

沈阳、郑州、成都、深圳以及上海七座城市，为当地市民开展了普及肠胃健康知识及科学肠

胃健康检查的趣味互动活动，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为期近三个月的肠胃健康热潮。 

项目实施： 

2019 年是奥林巴斯“爱胃月”活动开展的第十年。活动从启动之初，就获得了媒体的高

度关注。北京站启动仪式上，奥林巴斯品牌战略本部总监隐岐浩史先生携手北京肿瘤医院内

镜中心吴齐主任及 40 余家媒体代表，共同拉开“爱胃月”活动帷幕。在每一站活动中，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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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巴斯都精心设置了“爱心加油站”、“知识加油站”、“实践加油站”、“快乐加油站”

四大环节，以集科普性、互动性、趣味性为一体的活动内容，帮助市民深入了解肠胃健康和

肠胃检查知识以及内窥镜工作原理，有效减轻了公众因误解而对内镜诊疗产生的恐惧感。 

 

北京肿瘤医院内镜中心吴齐主任（中）、《生命时报》副社长田野女士（左）和隐岐浩史先生（右） 

共同启动“胃爱 加油”2019 奥林巴斯肠胃健康公益活动 

“知识加油站”环节：为有效提升现场观众在肠胃健康方面的认知水平以及唤醒人们对肠胃

健康的重视，在七站活动中，奥林巴斯依次邀请到北京肿瘤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吴齐（北京站）、

山东三甲医院千佛山医院内镜诊疗科主任贾欣永（济南站）、辽宁三甲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孙明军（沈阳站）、河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梁宝松（郑州站）、

四川省肿瘤医院内镜诊治部主任包郁（成都站）、深圳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姚君（深

圳站）以及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消化内镜科主任徐美东（上海站）莅临各站活动现场。他

们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观众进行肠胃健康科普讲座，观众们也十分珍惜与医疗“大咖”零距

离互动沟通的机会，在奥林巴斯特别设置的提问环节纷纷积极提问，专家详细而耐心地进行

解答，有效提升了观众在肠胃健康方面的知识水平，消除了观众以往对胃镜检查的误解，也

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们对胃镜检查重要性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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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医疗专家在“知识加油站”为观众带来关于肠胃健康知识的精彩讲座 

“实践加油站”环节：设置“实践加油站”的目的是让参与者通过近距离接触内镜系统亲身

感受和理解内镜产品及知识。“实践加油站”布置成为诊疗室，观众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亲身体验奥林巴斯内窥镜产品为仿真人形胃检查的全过程。来宾在体验之后，除了降低对内

窥镜诊疗的恐惧之外，还对奥林巴斯在医疗产业革新方面的努力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嘉宾们走进“实践加油站”，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近距离接触奥林巴斯内窥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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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加油站”环节：奥林巴斯以颇为新颖的互动竞猜形式向参与者普及消化道与胃镜相关

知识。嘉宾积极参与，在轻松愉悦的游戏过程中了解到奥林巴斯内镜产品的优异之处、人体

消化道器官的具体构造以及内镜检查对肠胃健康的重要性，在无形之中增长了正确对待肠胃

的各种“小知识”。 

 “快乐加油站”通过新颖的游戏形式让嘉宾们边玩边学，起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 

“爱心加油站”环节：为了感谢人们对本次“爱胃月”活动的热情参与，奥林巴斯在此环节，

将特别定制的冰箱贴赠送给大家。这款形状与加油站类似的冰箱贴不仅体现了奥林巴斯“胃

爱 加油”的活动主题，还能够让与会来宾在冰箱贴上写满健康寄语，以表达对家人和朋友

的健康祝福。 

奥林巴斯将写满健康祝福的定制冰箱贴送给到场观众，传达出守护大众肠胃健康的坚定决心 

实施效果： 

“爱胃月”活动从 2019 年 10 月 24 日启动至 2020 年 1 月 11 日落下帷幕，依次走过北

京、济南、沈阳、郑州、成都、深圳以及上海七座城市，共有 57 家媒体及 320 位嘉宾参与

了此次活动。 

据统计，奥林巴斯 2019“爱胃月”七站活动共产生新闻报道 167 篇，覆盖人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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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16,100。其中，奥林巴斯官方微信平台发布 4 篇相关报道，曝光量达到 1,519,000 次、

阅读量 100,543 次；奥林巴斯官方微博平台共发出 32 条相关报道，曝光量达到 8,766,000

次，阅读量达到 238,000次。除此之外，电视台、网络媒体、平面媒体以及自媒体等的联合

跟进使得活动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自“爱胃月”活动从 2010 年开展以来，足迹已经走遍了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成

都、长沙、济南、沈阳等 30 余座城市，影响人群超过一亿人次。许多观众在活动结束后表

示，将以参加“爱胃月”活动为契机，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多地审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并表示

不再抵触接受内窥镜检查。可以看出，奥林巴斯十年来的不懈努力，已经让“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 ”的科学“三早”健康理念在许多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在未来还会将这份理念

传递给更多的人。 

（二）科学教育 

1.奥林巴斯“承光之力 创造未来”青少年科普教育活动 

项目概述： 

开展“承光之力，创造未来”趣味科普，通过讲座和光学产品实操，有效激发了小朋友

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活动除物理名师开设讲座之外，还安排有体验环节，使孩子们能够亲身

体验并理解奥林巴斯显微镜、内窥镜、光谱分析仪等光学产品的工作原理，有效提升了孩子

对光学科技的兴趣。 

项目实施： 

2019 年 2-3月，奥林巴斯开展“承光之力，创造未来”趣味科普活动，在一个月内走遍

了北京、上海、宁波、广州、深圳、济南六座城市，为当地 7-13 岁的小朋友带去了丰富的

趣味科普体验。 

活动中，奥林巴斯通过内容丰富的科普课程，在资深物理老师的趣味讲解下，将小朋友

们带入到一场引人入胜的“光的旅程”中，活动不仅为孩子们讲解了光的色散、折射、反射

等光学知识，还让孩子们接触到原本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接近的如用于元素检测的手持式 XRF

分析仪；用于肠胃诊疗的电子胃镜及用于生命科学研究的光学显微镜等先进光学产品。活动

最后，每位小朋友都获得了“小小光学使者”的荣誉称号，并领取由奥林巴斯颁发的奖状，

活动获得参与者的一致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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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光之力 创造未来”青少年科普活动现场 

实施效果： 

这场集趣味性与专业性于一体的活动，在一个月之内吸引了 198个家庭参与，媒体传播

覆盖超过 4000 万人次。同时，每场活动奥林巴斯都为到场家庭发放了调查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100%的家长对活动感到满意，93%的家长表示对奥林巴斯的医疗和科学事业领域有了

新认知。许多家长认为，此次活动不仅对孩子们进行科普，也让成年人受益匪浅。 

2. 奥林巴斯“医疗公开课”青少年科普活动

项目概述： 

组织学生到奥林巴斯位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医疗技术培训中心（C-TEC）实地学习和

体验奥林巴斯医疗设备，通过专家讲座与内窥镜产品亲身体验，还原医生手术场景，增强学

生的体验感，在兴趣的带动下对学生进行科普教育，从而增进青少年对医学的兴趣，并鼓励

学生们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树立好自己远大的职业理想。  

项目实施： 

在 2019 年 10 月 13 日、10 月 19 日以及 11 月 23 日，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广

州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专业的学生相继来到北上广三地的奥林巴斯中国医疗技术

培训中心（简称 C-TEC），开启了一场特别的医疗“公开课”。 

通过讲师培训与医疗内镜产品体验，同学们不仅学习了先进内镜系统的应用技巧，更对

奥林巴斯品牌有了深入了解。奥林巴斯也对此次活动给予了高度重视，奥林巴斯（北京）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品牌战略本部总监隐岐浩史先生到场并做出精彩致辞，鼓励更多年轻人为医

疗行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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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岐浩史先生现场致辞 

在学生参观 C-TEC 中心的过程中，来自奥林巴斯的工作人员对百年品牌进行了详细介

绍。奥林巴斯在不断创造先进光学产品的同时，也积极肩负企业社会责任。奥林巴斯希望通

过本次活动，为社会培养更多出色的内镜医师，有效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推动大众关注健康。 

 

奥林巴斯工作人员对奥林巴斯品牌进行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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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奥林巴斯 C-TEC 专业讲师首先就内镜、腔镜相关手术应用进行详细讲解。让学生

们了解到了内镜诊疗的各种场景和用途。而在体验环节中，奥林巴斯 C-TEC 培训中心特别准

备了先进的内镜、腔镜系统。这些产品不少都是仅在三级甲等医院才能见到的医疗设备，学

生们通过亲手实际操作体验到了奥林巴斯内镜/腔镜的诸多优势。 

 

奥林巴斯不仅安排讲师对腹腔镜、内镜相关手术进行了讲解，还特别设置了模拟手术环节 

实施效果： 

本次科普活动共有 101 位学生参与，活动内容也获得了学生们的热情反馈和肯定。奥林

巴斯依托场地和专业的医疗资源，为活动提供了多个教室以及丰富的知识讲解和设备体验操

作，保证了活动效果。而且活动向学生们展示了平时鲜有机会接触的先进内镜产品，让大家

在深入了解医疗知识的同时，亲身体验了医生手术的实际场景。在广州站活动中，奥林巴斯

向参训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超过半数的同学表示，希望未来有机会到奥林巴斯工作，用自

身的知识为光学设备研发贡献力量。 

（三）环境保护  

奥林巴斯 2019年“集团环境月”公益活动  

项目概述： 

从 2012 年开始，奥林巴斯将每年 6 月定为“集团环境月”，号召全球员工“从身边小

事做起，大家参与环保行动”，通过开展绿色摄影比赛等活动，带领全球员工身体力行、实

际参与到绿色文明的建设中来，展现奥林巴斯倡导自然和谐，保护生态环境的信心和决心。 

2019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环境日”主办国。借此契机，奥林巴斯“集团环境月”活动

内容进一步升级，通过围绕“资源回收再利用”主题，发动员工捐赠闲置书籍，并与“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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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未来”组织合作，为打工子弟学校捐赠闲置图书和数码相机，积极响应“世界环境日”，

同时也为其他组织和个人在践行社会责任的道路上提供了更多公益新方式。 

 
奥林巴斯志愿者与打工子弟学校师生合影 

奥林巴斯于 6 月初正式开展了以“资源回收再利用”为主题的内部闲置书籍捐赠活动，

并得到了北上广三地员工的积极响应，在短短两周内就收到了超过 700 本捐赠图书，有的员

工一次就捐出了 20 余本。6月 23日，奥林巴斯与“有爱有未来”组织携书籍来到位于北京

昌平区的振华学校，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品牌战略本部总监隐岐浩史先生亲

临现场并致辞。他指出，作为社会的一员，奥林巴斯也积极履行着企业社会责任，希望通过

这次活动丰富同学们的课外阅读，增长更多知识。随后，隐岐浩史先生亲手将图书和三台奥

林巴斯相机交给学生们，并协助将图书搬运至班级图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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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岐浩史先生向振华学校捐赠图书和相机 

除了捐赠图书和相机之外，奥林巴斯工会还专程带来了奥林巴斯显微镜，开办科普小课

堂讲解显微镜原理，并让学生们在工会志愿者的协助下，通过实地操作和互动游戏等方式，

理解显微镜的使用方法，帮助振华学校师生更好地感受生命奇迹，激发同学们对科学的兴趣。 

 

学生在奥林巴斯志愿者指导下体验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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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效果： 

本次“环境月”公益活动后期共产生新闻报道 30 篇，覆盖人次达 11,074,000。其中，

奥林巴斯官方微信平台发布 1 篇相关报道，曝光量达到 365,000 次、阅读量 22,537 次；奥

林巴斯官方微博平台共发出 6 条相关报道，曝光量达到 1,620,000 次，阅读量达到 96,000

次。另外，电视台、网络媒体、平面媒体以及微信、头条自媒体账号的报道也使得活动得到

良好传播。 

6 月 23 日活动后，振华学校的一位老师给出了评价，“闲置图书捐赠是资源的有效循

环利用。书会旧，但里面的知识不会。捐赠闲置书籍在为地球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外，也为书

籍赋予了新的生命。”她还认为，科普小课堂活动给孩子带来了很多惊喜，显微镜的操作体

验让同学们在探索生命时感受到了自然的神奇，从而激发出了大家对环保的热情。 

（四）员工关怀 

1．员工生日会 

生日，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而员工生日会又为这个日子增添了一层温暖

的色彩。为了让员工们在工作之余留下一份温馨的回忆，感受奥林巴斯大家庭的温暖，2019

年，奥林巴斯持续开展“员工生日会”活动，每个季度，分地域为员工举办集体生日庆祝活

动。 

唱生日歌、吹蜡烛、许愿、分蛋糕，员工生日会为员工们带来一个个欢笑和温暖的时刻，

也加强了团队协作精神，让大家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员工集体生日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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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果日  

水果，是健康生活不可缺少的食物。为感谢员工的辛苦付出，奥林巴斯将每月的 15 日

定为水果日，为员工发放当季最新鲜的水果，活动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沈阳、西安、成

都、大连等城市超过 1300名员工。 

2019 年，奥林巴斯一如既往地开展“水果日”活动，比利时贵妃梨、美国新奇士脐橙、

红蛇果、平谷大桃、甘肃红富士等多种缤纷水果，帮助员工们实现“水果自由”，员工的认

同感、幸福感、获得感也得到提升。 

 

奥林巴斯水果日海报 

3．员工体检 

定期体检，是对抗疾病、保障健康的利器。作为一家以医学内窥镜闻名的企业及“三早”

理念的提倡者，奥林巴斯为全体员工提供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福利，同时还为 40 岁以上的

员工提供定期的免费肠胃镜检查，帮助大家了解自身的健康情况，拥抱美好生活。 

（五）荣誉奖项  

第九届中国公益节“公益创新奖”  

2020 年 1 月 14 日-15 日，第九届中国公益节在京盛大举行。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

员谢伯阳出席大会并致开幕词，来自公益界、商界、政界、学界、传媒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

的众多重量级嘉宾出席大会。在大会评奖环节，奥林巴斯凭借“爱胃月”、“集团环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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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系列别出心裁的青少年公益活动，荣获本次盛会“公益创新奖”。 

 

第九届中国公益节颁奖典礼在京隆重召开 

中国公益节设立于 2011 年，是国内首个由大众媒体联袂发起的以“公益”命名的节

日，经过 9 年实践已成为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年度盛事。活动旨在弘扬公益精

神，倡导公益行为，是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品牌战略本部总监隐岐浩史先生出席了本次颁奖仪式并领奖。 

 

隐岐浩史先生出席颁奖仪式并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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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公益节“公益创新奖”奖杯 

此次荣获第九届中国公益节“公益创新奖”，是社会对奥林巴斯践行社会公益责任成

果的充分认可，但更是对奥林巴斯的激励，作为一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奥林巴斯

会一直在健康公益、教育环保等领域发力，以多样化公益活动回馈社会。 

第三部分：CSR活动的前景与展望 

自 1987 年进入中国以来，奥林巴斯就一直以成为优秀的企业社会公民为目标，除了致

力于研发先进的光学产品之外，同时还不断在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

挥着积极作用。未来，奥林巴斯将在“实现世界人民的健康、安心和幸福生活”的企业使命

的指引下，依托光学科技，通过核心技术群研发出与时俱进的产品，为不同领域的人们提供

技术支持，为造福人类生活而不断努力。 

在品牌领域，奥林巴斯将以“成长为世界领先的医疗技术企业，凭借其创新价值，为患

者、医疗从业人员、顾客、医疗机构及医疗经济带来利益，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作

为经营战略的战略性目标。同时以多种形式，汇聚三大事业领域精华产品和优秀公益项目，

树立企业社会活动的新风尚，带领人们感受科技对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的呵护，诠释奥林巴

斯对生命的守护。  

健康领域方面，奥林巴斯将以普及“三早”健康理念为核心，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肠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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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公益活动。随着公众的信息获取方式和生活习惯更加多元化，以更富有科技感、互动形

式更多样的方式，进行健康理念传播，特别是抓好每年的“爱胃月”活动，进一步强化品牌

效应，扩大健康公益事业的辐射范围。  

科学教育方面，奥林巴斯将持续开展科学普及活动，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认同。同

时，着力开展青少年科普，依托科技与医疗资源的优势，不断激发青少年以及高校学生对光

学科技的兴趣，对国家关于青少年校外素质教育的号召做出有力回应。 

环境保护方面，奥林巴斯将继续通过采取一系列节能减排的环保措施，将三大事业领域

的产品设计和制造过程达到无毒、低能耗、小型化的“绿色产品”标准，同时以“集团环境

日”为重点抓手，推陈出新，不断开拓开展环保公益活动的新方式，为国家、社会的环境保

护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员工关怀方面，奥林巴斯将持续开展一系列活动，积极为企业与员工之间搭建良好的沟

通平台，关注、保护员工的权益，关注员工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及时提供相应的支持与

帮助，进一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为企业与职工的和谐发展而不懈努力。 

 

2020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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