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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本公司情况概述  

1919 年成立的奥林巴斯，在 2019 年迎来了百年华诞。今年，奥林巴斯在 To be the 

greatest “Business to Specialist” Company的经营方针基础上，树立全新的“Transform 

Olympus”转型计划，这项计划的实施会将奥林巴斯带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向“全球

领先的医疗技术”公司的目标不断迈进。 

而作为世界范围内在医疗、科学及映像领域位居领先地位的精密光学技术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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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一个百年持续前行。 

第二部分：奥林巴斯 2018 年 CSR 相关活动内容及图片 

（一）健康领域 

1．奥林巴斯“匠心为爱 益步十年”公益跑 

项目概述： 

2018年 4月 14日，为了倡导健康生活的理念，帮助大众树立积极主动的健康观，奥林

巴斯在北京启动了“匠心为爱 益步十年”2018 奥林巴斯公益跑活动。活动历时一个多月，

走过了北京、天津、广州、深圳、上海、宁波、沈阳和大连八座城市。这已经是奥林巴斯连

续第十年举办健康类公益活动。 

此次活动采用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公众既可以选择参加线下的公益跑活动，也

可以参与咕咚 APP 中奥林巴斯公益跑的线上活动，累积里程数闯关获取虚拟勋章，并有机会

抽取奥林巴斯相机大奖。线上活动从 5月 3日一直持续至 6月 3日，接力线下活动的公益力

量，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奥林巴斯的公益理念传递给更多人。 

项目实施： 

2018 年是奥林巴斯在中国开展公益活动的第 10 年。活动主题“匠心为爱 益步十年”

展示了奥林巴斯以真挚的匠心诚待中国社会，同时融入“跑步”、“公益十年”等元素。从

4 月 14 到 6 月 3 日，项目以线上线下活动结合的方式，打破地域限制，让更多人随时随地

参与到“匠心为爱 益步十年”2018奥林巴斯公益跑活动中来，将健康的生活理念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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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感受到运动的魅力，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线上活动： 

5月 3日至 6月 3日线上活动在咕咚 APP正式上线。线上活动形式多样，包括线上收集

跑步公里数、专属 H5 问答，以及数据收集和问卷调查收集等，不仅持续扩散传播力度，也

使奥林巴斯获得了第一手的反馈和资料，为后续相关公益活动的举办提供了极大助力。 

        

通过活动专属 H5 展现活动形象，增强活动趣味度 

线下活动： 

与“咕咚 APP”进行线上合作的同时，奥林巴斯也通过与国内跑团进行合作，扩大参与

群体。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上海、宁波、沈阳和大连等八座城市举办公益跑活动的

过程中，每一站都有惊喜。 

例如，奥林巴斯中国区前董事长楠田秀树先生、人力资源本部总监森贤哉先生以及品牌

战略本部前总监大浦康达先生都来到北京站现场参加活动，同时也有诸多奥林巴斯的员工报

名来到现场参加公益跑活动。在沈阳站，活动受到当地跑团的高度配合以及热情参与，从领

队到教练再到跑步参与者都展现了专业的运动素养，促使沈阳站线下活动圆满完成。 

      
“匠心为爱 益步十年”2018奥林巴斯公益跑沈阳站参与者们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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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效果： 

活动共走过八座城市，除了线下积极参与，截至活动结束，还有 158,834人参与了线上

活动。 

活动开始后，通过奥林巴斯中国官方微信发布了相关活动图文，获得总阅读量 65,387

次，总点赞量 1,217 次，并有超过 87万次曝光。奥林巴斯微博平台通过图文直播，实时分

享现场活动各环节情况。＃匠心为爱 益步十年＃活动标签阅读量累积达 84万次，讨论量达

6,991人次。诸多具有影响力的媒体也对活动高度关注，如：人民网、搜狐网、北京新闻网、

凤凰网、新浪网、网易、消费日报网等，进一步扩大了活动的影响力，也让更多人通过活动

树立了积极主动的健康观。 

2. 奥林巴斯“爱胃月”活动——“胃爱 坚持”  

项目概述： 

2018年奥林巴斯“爱胃月”活动，以“胃爱·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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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健康“三早”理念。 

活动从 2018 年 10月 24日正式启动至 2019 年 1月 13日落下帷幕，依次登陆了上海、

济南、长沙三地，为一万余名到场市民打造了普及胃镜检查及科学肠胃知识的趣味互动活动，

让市民及媒体在寒冬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爱胃热潮。 

项目实施： 

从启动之初，活动就获得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启动仪式上，奥林巴斯品牌战略本部总监

隐岐浩史先生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王贵齐教授及著名主持人、美食专栏作

者曹涤非先生等重量嘉宾，共同拉开了“爱胃月”活动的帷幕。在后续的每一站中，奥林巴

斯都精心设置了迷宫答题闯关、“三早”展区及肠胃健康知识翻板等活动区域，帮助市民深

入了解胃镜检查、驱除因误解带来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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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胃知识主题迷宫：为了帮助市民们驱除内心的种种误解，奥林巴斯设置了小型迷宫，并在

迷宫内设置 4个问答题。市民们可以手持闯关答题卡，在穿梭探寻的过程中学习到诸多胃镜

检查相关知识，发现健康的奥秘。 

奥林巴斯“爱胃月”上海站活动现场：迷宫闯关环节 

“三早”主题小屋：作为展示重点区域，该展区特别展示了 EVIS LUCERA ELITE电子胃镜

GIF-H290 和 XP290N，以及活检钳、圈套器等搭配设备，为市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体验先

进医疗设备的难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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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巴斯“爱胃月”上海站活动现场：市民们在“三早”展区体验先进胃镜设备 

除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参观体验环节，“三早”展区还为儿童量身定制了有趣的互动游戏。

小朋友们积极参与到“胃部疾病 巧发现”、“呵护肠胃 有你有我”、“打败你的肠胃病症！”

等活动中来，在完成游戏目标的同时也学习到丰富的肠胃健康知识。 

奥林巴斯“爱胃月”济南站活动现场：互动游戏让人们学习更多肠胃健康知识 

肠胃健康知识展区：针对儿童、成年、老年等不同的年龄阶段，将不同的肠胃健康要点以知

识翻板的形式进行展示，为市民们带来无微不至的肠胃健康关怀。 

奥林巴斯“爱胃月”长沙站活动现场：人们在肠胃知识翻板前了解健康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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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 个月的 2018 奥林巴斯“爱胃月”活动，为大众带来了倍具创新性及互动性的精彩

活动，不仅让到场市民消除了对胃镜检查的恐惧、加深了胃镜检查的重要性，更是将“三早”

健康理念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 

实施效果： 

活动从 2018 年 10月 24日正式启动至 2019 年 1月 13日落下帷幕，依次登陆上海、济

南、长沙三地，线下活动直接影响人数超过 18,200人次。3场活动共回收 3929 份有效调查

问卷，有 98%的观众表示通过参与活动，对“三早理念”有了准确认识。 

奥林巴斯中国微信公众号相关稿件获得 46,863次阅读量，并有超过 68.8万次曝光。奥

林巴斯中国与奥林巴斯公益共发布 12条报道，总阅读量 25.7 万次。#胃爱 坚持#活动标签

阅读量累计达 281.5万次。除此之外，平面媒体、电视台以及自媒体的跟进也使活动影响范

围进一步扩大。 

通过这些倍具创新性及互动性的精彩活动，奥林巴斯唤起了公众对肠胃健康的关注，也

让公众感受到了奥林巴斯为实现人类的健康生活而做的不懈努力。 

3．奥林巴斯发布 2018 胃肠镜筛查认知与行为调研报告 

项目概述： 

从 2010 年开始，奥林巴斯每隔两年向媒体定期发布“全国肠胃健康调研报告”。2018

年 10 月 24 日下午，《2018 胃肠镜筛查认知与行为调研报告》在 2018 奥林巴斯“爱胃月”

启动仪式上发布，引发了在场媒体的热切关注。 

2018 年的调研项目奥林巴斯联合了腾讯新闻共同进行，共选取了 8个城市，超过 1600

份的有效网络调研数据，直观展示当前国人的肠胃健康状况和对内窥镜检查的认知程度。 

报告显示，普通民众对胃肠疾病存在两大认知误区：一、只要生活作息规律、饮食健康，

就不容易产生肠胃癌问题；二、胃病是小毛病，一般不会太在意。严重的认知误区将导致“胃” 

老先衰！同时，多数人认为只要“吃的健康”和“定期体检”就能确保胃肠健康，但忽视了

定期进行胃肠镜检查的必要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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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发布的《中国早期胃癌筛查及内镜诊治共识意见》，“内

镜筛查：内镜及内镜下活组织检查是目前诊断胃癌的金标准”，然而当前很多国人对肠胃检

查方法的认知依然存在误区。有 68%的被访者表示不太了解胃肠镜检查，另外有 80%的被访

者表示不愿意主动甚至拒绝接受肠胃镜检查。 

 

从报告中显示的普通民众对肠胃健康以及胃镜的认知误区不难看出，坚持普及“三早理

念”，唤醒大众肠胃健康观念，仍然任重道远！奥林巴斯通过调研了解到国人对肠胃镜及内

镜检查的认知，这为接下来的公益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意见。后续奥林巴斯也以“爱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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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契机，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提升大众对肠胃健康的认识、消除大众对胃镜检查的恐惧”两

方面的公益活动，帮助大众树立正确的肠胃健康观。 

（二）科学教育 

1．奥林巴斯青少年科普行动 (进才实验中学、上海理工大学)  

项目概述： 

组织学生到奥林巴斯位于上海张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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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看”、“操作”三种方式，强调“体验感”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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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肠胃健康“三早”

理念，使学生对内镜诊疗技术建立初步认知。 

实施过程： 

在 2018年 4月 26日和 12月 28日，分别有来自上海进才实验中学的 40名初一学生和

上海理工大学的 96名大学生参加了奥林巴斯上海张江 C-TEC实践体验活动。 

通过《2017奥林巴斯品牌动画视频》、《C-TEC宣传片》及品牌讲座，学生对奥林巴斯

品牌、C-TEC 医疗技术培训中心，和“三早理念”、人体消化道及内镜等有了初步的了解。 

学生认真聆听 

在干式实验室中，C-TEC 老师为同学们详细介绍了消化内镜知识和先进技术及产品。在

随后的操作环节，学生在胃肠镜模拟器上体验了内镜下取异物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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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手操作内镜，完成取异物的小任务 

在外科干式实验室里，学生不仅观看了 3D和 4K腹腔镜的演示，也上手体验了微创手术

的模拟操作。 

同学们体验微创手术操作 

实施效果： 

两次科普活动获得学生的热情反馈和肯定。C-T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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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流体验过程中，

青少年们深刻理解到了内窥镜对消化道早癌筛查的重要意义，提升了自身肠胃健康观。 

2．第七届奥林巴斯 NDT 奖学金颁奖大会 

项目概述： 

为鼓励 NDT（无损检测）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的硕士研究生，奥林巴斯在西南交通大学为

无损检测方向研究生设立了奥林巴斯 NDT 奖学金，旨在鼓励学生们积极探索无损检测领域，

为生产安全保驾护航。 

2018年 1月 11日上午，第 7届奥林巴斯 NDT奖学金颁奖仪式顺利举行。西南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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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张文桂教授、研究生院招生办主任蒋玉石、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李相强、奥林

巴斯北美区高级副总裁 Karen Smith女士、奥林巴斯新加坡无损业务部经理 François-Côme 

Beaupré 先生、奥林巴斯中国科学事业统括本部产业营业 2部部长潘伟先生，以及西南交通

大学无损检测研究中心主任高晓蓉教授等嘉宾，出席了颁奖仪式。  

 

通过前期评选，汪永恒等 6名同学获得了第 7届奥林巴斯奖学金，来自学校和学院领导

及奥林巴斯集团的嘉宾为获奖者颁奖，王涛作为获奖同学代表发表了获奖感言。  

奥林巴斯通过设立奖学金，助力了西南交大的无损检测研究中心在无损检测技术研究、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的长足发展。长期来看，也为我国无损检测技术方面培养了人才，

将对我国该领域的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3．光·耀大地 镜·显爱心—奥林巴斯生命科学部走进广西山村 

项目概述： 

2018 年 5 月 9 日，奥林巴斯生命科学部的员工及代理商们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走

进了南宁马山县附近的里当瑶族乡中心小学太平教学点、合理村平安希望小学两所学校，为

当地的学生带去了显微镜、电脑、图书文具等学习用品，员工们还自己掏腰包为困难家庭的

学生购买了生活用品，并带领着孩子们通过奥林巴斯的显微镜去探索生命的奥秘。 

2018 年 5 月 9 日下午，生命科学部的员工及代理商代表们分为两组，经过两个半小时

的长途跋涉，分别抵达了马山县的林圩镇合理村平安希望小学和里当瑶族乡中心小学太平教

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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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巴斯生命科学部的员工及代理商代表们与马山县里当瑶族乡中心小学太平教学点的学生们合影留念 

在捐赠仪式上，生命科学部的员工与代理商们亲手将 SZ51 显微镜、电脑、图书、文具、

运动器材等学习和生活用品交到希望小学的领导和师生代表手中。奥林巴斯生命科学部的负

责人——波多野仁先生作为代表进行了发言。波多野仁先生表示，如果捐赠的 SZ51 显微镜

可以激发同学们对生命的探索，那就是奥林巴斯最大的成绩。 

奥林巴斯生命科学部员工与代理商在现场传授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为了帮助当地师生更好地使用显微镜，生命科学部的员工和代理商们在现场通过实地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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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向学生们传授了显微镜的使用方法。学生们在生命科学部员工与代理商的指导下，亲手操

作体验，观察到了肉眼不可见的奇妙微观世界。此外，生命科学部的员工与代理商们还通过

互动游戏，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向学生们普及了科学知识。 

实施效果： 

通过参与此次捐赠与科普活动，奥林巴斯的员工们对企业价值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

更加能够在工作中树立责任意识，向社会散发自己的热量；同时，此次捐助活动不仅通过物

资丰富了学生的生活，更向学生们普及科学知识，拓宽他们的知识面，激发了他们对学习的

兴趣，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生命科学的“神奇大门”。 

（三）环境保护  

1．奥林巴斯“世界环境月”摄影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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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8年6月，奥林巴斯正式启动主题为“想要留给未来的自然恩惠”的摄影比赛，面

向员工征集拍摄自然环境主题的照片，通过发现、捕捉生活中源自自然的财富，让每一位员

工真切地感受到自然之美和保护环境的必要性，进而增强集团整体的环保意识。 

《风吹草地遍牛羊》 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行政本部员工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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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之美》 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医疗服务本部员工拍摄 

实施效果： 

奥林巴斯通过举办主题摄影大赛，向员工积极树立环保意识的同时，也将企业自身对环

保的思考向大众传递。此次摄影大赛能够使普通大众更加感受到自然的美，自愿加入到环保

行列中，学会与自然和睦相处。 

2.“环保分类 塑造快乐”环保公益活动  

项目概述： 

为唤醒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传达奥林巴斯的品牌理念，提升其在社会大众中的认知度，

奥林巴斯围绕 5R（Reuse再利用、Refuse 拒绝一次性、Reduce 减量化、Repair维修保养、

Recycle 分类回收 ）环保核心理念，开展系列生态环保公益项目。 

这次的“环保分类 塑造快乐”环保公益活动，贴合 2018世界环境日主题“塑战速决”，

升级生态环保项目的主题，从塑料科学分类升级为塑料垃圾如何科学地再利用，以充满创意、

生动有趣的形式，让体验者参与到垃圾收集-分类-回收-再利用的过程中，提高了公众对塑

料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的意识，积极向社会宣传 5R环保核心理念，为美丽地球创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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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共分为企业品牌形象展区、塑料胸牌 DIY区域、塑料回收再制品展区、塑料再

制造工作坊区域，以及塑料回收再利用知识展区。 

合影区记录下了环保公益活动 

 “环保分类 塑造快乐”环保公益活动首次开启了与国际环保组织 Precious Plastic

的合作，引入自行车碾碎机、电动碾碎机、加热注模机等机器设备，在活动现场打造了塑料

再制造工作坊，增添了活动的互动体验度。 

左：现场体验自行车塑料粉碎机；右：同学们体验塑料热熔过程 

此外，活动还与环保组织展开积极合作。在塑料回收再制品展区，展出了由环保组织提

供的杯垫、托盘、耳环等精美的塑料再制品。在塑料胸牌 DIY区域，参与者还可以利用环保

组织提供的回收塑料薄片进行 DIY 裁剪胸牌并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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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制作胸牌 

废旧塑料知识展示区呈现了丰富和专业的塑料回收再利用知识内容，增加了活动的专业

性。参与者通过有趣的文字材料，可以了解到实用的环保知识，比如：塑料垃圾对环境的危

害、垃圾分类的 5R理念、日常塑料回收小常识等。 

实施效果： 

“环保分类 塑造快乐”2018 奥林巴斯环保公益活动分别在华东政法大学、同济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山大学、广州大学等六所国内知名学府进行，通过将环保

主题结合艺术创作以及 DIY 的趣味体验，使环保理念深入人心，线下活动参与总人数约

14,400 人次。而此次微信、微博、抖音、喜马拉雅 FM、北京电视台等媒体形成的传播矩阵，

更是将活动影响覆盖到了 8,849万人次。奥林巴斯以持续不断的小力量汇聚大能量，达到了

逐步影响到更多人的效果。 

（四）员工关怀 

1．员工生日会 

为了提供给集团内所有员工相互沟通的渠道、关心员工的生活，2012 年开始，奥林巴

斯持续开展“集体生日”活动，每个季度，分地域为员工举办“集体生日”，活动范围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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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巴斯全国所有据点。生日会以办公区为单位，每个季度都会由不同的工会小组长轮流组

织，设计活动主题、购买生日礼物、组织大家参与。 

“集体生日”项目受到了全体员工的欢迎，有助于加强员工的团队协作精神，提升大家

的归属感和愉悦感，从而能够快乐地投入到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工作中。 

 
员工集体生日会合影 

2．水果日  

为了让员工在辛苦工作之余，能够及时补充营养和维生素，奥林巴斯从 2010 年开始将

每月的 15日定为水果日，为员工发放当地最新鲜的水果，广受众多员工的关注和喜爱。2018

年，奥林巴斯继续开展“水果日”活动，从生活细节着手，对员工进行关怀，倡导健康的生

活方式。 

精选皇冠梨、平谷大桃、甘肃红富士、美国新奇士脐橙、红蛇果等等，每月的水果都经

过精心挑选，给员工带来了高品质的味觉享受。 通过“水果日”项目，员工对企业的认同

感、归属感和荣誉感提升，员工之间的互动也因此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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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巴斯水果日海报 

3．员工体检 

为了保证每一位员工的身体健康，作为一个以医学内窥镜闻名的企业，奥林巴斯为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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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

帮助大家拥抱健康生活。 

（五）荣誉奖项  

1.第三届“CSR中国教育奖”  

2018 年 10 月，第三届“CSR 中国教育奖”颁奖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成功

举行。奥林巴斯凭借 2016—2017 年持续开展的专项健康宣传教育，持续致力于帮助公众了

解肠胃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爱胃月”活动，荣获此次大会最佳 CSR 品牌奖项，

得到评委会高度评价。 

“CSR中国教育奖”是 2014年在团中央学校部倡议指导下，在教育部、工信部等相关

单位支持下，由多家机构联合发起的中国教育领域唯一官方奖项。该奖项两年评选一届，

用于鼓励和表彰支持中国教育发展的优秀 CSR项目，以及在 CSR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

企业、组织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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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荣获第三届“CSR 中国教育奖”最佳 CSR 品牌奖项，是对奥林巴斯践行社会公益

责任成果的充分认可。作为一家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合格企业公民，奥林巴斯一直深

耕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多样化公益活动回馈社会。 

2.2018 人民企业社会责任高峰论坛暨第十三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 

2018年 12 月 17 日，由人民网主办的“2018 人民企业社会责任高峰论坛暨第十三届人

民企业社会责任奖”在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隆重举行。在大会的奖项评选环节中，奥林巴

斯凭借 2018 年“爱胃月”活动摘得了此次大会的“年度案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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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6）出席颁奖仪式 

作为中国互联网业界极具影响力的企业社会责任评选活动，旨在对各领域企业及企业家

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进行表彰，共有近 50 家国内外企业及 20 个精彩案例

获得嘉奖。在大会评选过程中，奥林巴斯凭借 2018 年“爱胃月”活动脱颖而出，实力摘得

备受关注的“年度案例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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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获得大奖殊荣的“爱胃月”活动，正是奥林巴斯在健康公益领域所做的具有代表性

的活动之一。自 2010 年起，奥林巴斯就将每年 10月定为“爱胃月”，结合多种多样的活动

形式，持续向公众普及科学的肠胃健康知识，传播“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三早”

健康理念。在这九年时间里，“爱胃月”活动内涵不断深化、活动形式不断丰富，迄今为止

已累计影响超过一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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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八届中国公益节“2018 年度绿色典范奖” 

2019 年 1 月 14 日，第八届中国公益届在北京召开。中国公益节于 2011 年设立，是首

个由大众媒体联袂发起的以“公益”命名的节日，旨在弘扬公益精神，倡导公益行为，搭建

多方深度对话、合作沟通的平台，现已成为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年度盛会之一。

此次，奥林巴斯因 2018“环保分类 塑造快乐”公益活动斩获“2018年度绿色典范奖”，彰

显了其环保公益项目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奥林巴斯品牌战略本部总监隐岐浩史先生（左二）领取“2018 年度绿色典范奖”奖杯 

奥林巴斯获此殊荣，既凸显了社会对奥林巴斯公益行动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奥林巴斯心

系中国民众、为中国社会发展贡献更多企业力量的期盼。未来，奥林巴斯将继续积极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在更多领域开展丰富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为社会发

展创造新价值。 

4.第八届 CSR 年度盛典“2018年度 CSR 贡献奖” 

2019年 1月 15日，“第八届(2018)CSR年度盛典”在北京举办。奥林巴斯获第八届 CSR

年度盛典“2018 年度 CSR贡献奖”。 

CSR年度盛典活动由《经济观察报》主办。作为国内最重要和严肃的企业评价体系之一，

CSR 年度盛典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已经成为中国财经界一年一度的盛事。本次活动

以“精准赋能、社会情怀”为主题，邀请政府官员、行业专家、公益及企业人士、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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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共同探讨新时期企业应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

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奥林巴斯代表（右二）领取“2018 年度 CSR 贡献奖”奖杯 

CSR 年度盛典“2018 年度 CSR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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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起，奥林巴斯便以成为优秀企业公民为目标，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多

样化的公益活动回馈社会。通过举办以“爱胃月”为代表的肠胃健康公益活动、设立“中山

大学岭南学院奥林巴斯奖学金”等助学项目，以及多次邀请儿童教育专家举办简单易懂的知

识讲解和趣味互动体验等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奥林巴斯肩负企业社会责任，以不断创新、

进化的公益活动，帮助国人实现安心、健康和幸福的生活。 

第三部分：CSR 活动的前景与展望 

在“实现世界人民的健康、安心和幸福生活”的企业使命指引下，未来奥林巴斯在履行

社会责任、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将会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造福人类生活而不断努力。 

在品牌领域，奥林巴斯将以科技展览、公益活动、跨界组合等多种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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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参观者互动，带领人们

感受科技对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的呵护，诠释了奥林巴斯对生命的守护。  

健康领域方面，奥林巴斯将以“三早”理念为核心，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肠胃健康公益

活动。随着公众的信息获取方式和生活习惯更加多元化，以更多的富有科技感、互动形式多

样的方式进行健康理念的传播，扩大健康公益事业的辐射范围。  

科学教育方面，奥林巴斯将继续开展科学普及活动，促进公众对科学的了解和支持，也

为行业整体技术实力的提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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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积极响应“世界

环境日”等活动的号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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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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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到企业应尽的义务，为企业与职工的和谐发展而不懈

努力。 

 

2019年 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