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林巴斯 2010 年 CSR 活动报告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公关·品牌战略部 

2011 年 1 月 



 

目  录 

第一部分：本公司情况概述........................................................................................ 3 

第二部分：奥林巴斯 2010 年 CSR 相关活动内容及图片 ........................................ 4 

(一) 健康领域 ...................................................................................................... 4 

1. 奥林巴斯“呵护肠胃 拥抱健康”中国公益行活动............................. 4 

2. 奥林巴斯“呵护肠胃 拥抱健康”公益大讲堂..................................... 9 

3. 奥林巴斯“爱胃月”大型公益活动启动............................................. 12 

4. 奥林巴斯关爱计划 FLASH ................................................................... 16 

(二) 爱心捐助 .................................................................................................... 19 

1. 援助玉树地震......................................................................................... 19 

2. 援助舟曲泥石流..................................................................................... 19 

3. 助力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 19 

(三) 员工关怀 .................................................................................................... 20 

1. “水果日”项目..................................................................................... 20 

第三部分：CSR 活动的前景与展望 ......................................................................... 22 



 

第一部分：本公司情况概述  

自 1919年创立以来，奥林巴斯是一家拥有 92年悠久历史的光学厂商，业务涉及医疗、

影像、生命科学、产业等多个领域。以“光学-数字技术”为核心竞争力，奥林巴斯生产的

医疗内镜、数码相机、显微镜、工业内镜等产品在业内一直享有盛誉。 

奥林巴斯秉承“Social IN”的企业经营理念，在适应社会需求、与社会融合的同时，

通过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新价值，成为“创造价值的企业”，为实现人类健康幸福的生活

而不断努力。 

2010 年奥林巴斯在健康领域以及爱心捐助等方面均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还倡导积极

主动的科学健康观念，以行动诠释“授之以渔”的真谛，为行业、为社会开辟了社会贡献的

新形式，以创新的精神诠释了当代企业公民的职责。 



 

第二部分：奥林巴斯 2010 年 CSR 相关活动内容及图片 

(一) 健康领域 

1. 奥林巴斯“呵护肠胃 拥抱健康”中国公益行活动 

项目概述： 

奥林巴斯秉承企业“Social IN”的经营理念，依托健康、医疗领域的品牌影响力，于

2009 年 6 月 23 日发起了“呵护肠胃 拥抱健康”中国公益行活动，随后在天津、西安、成

都、重庆、哈尔滨、兰州等 20 个城市开展肠胃健康沟通会活动，通过各地著名消化病学专

家的健康讲座以及全国超 200多家媒体的共同参与，将肠胃健康理念传递给中国公众。 

2010 年，奥林巴斯继续在福州、贵阳、南宁、太原、呼和浩特、济南等几个城市延续

“呵护肠胃 拥抱健康”中国公益行活动，树立正确的肠胃健康理念。 

 

项目背景： 

历史悠久的奥林巴斯，从 1950年研发出世界第一台胃内照相机开始,在内镜领域就居于

领先地位。奥林巴斯深知虽然先进的医疗技术能够给患者带来健康福音，但是要从根本上减

少人们的患病几率，就需要大家建立、养成一个良好的健康观念。 

一组由卫生部和中国抗癌协会共同发起的 2008 中国癌症防治科普宣传促进计划中的数

据引起了奥林巴斯对中国肠胃现状的关注：目前中国每年新发现 40 万胃癌患者，占世界发

病人数的 42%，新发大肠癌的上升速度远超过 2%的国际水平，直逼 5%。中国人的肠胃现状

越发严峻，而肠胃癌早期发现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肠胃癌能够早期发现，5年的生

存率可达 95%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胃癌早期诊断率还不到 10% ，5年生存率仅为 20%，

而在日本这一数字已达到 68%。 

普及科学的肠胃健康理念刻不容缓！因为肠胃疾病并不可怕，只要定期进行内镜检查，

就可以在早期发现和治疗癌变，大大提升患者的生存率与生活质量。在发达国家，定期的内

镜检查已经成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在中国，尽管我国医疗卫生组织也已经把肠胃疾病“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作为一项既定政策进行推广，但普通民众对于建立肠胃疾病定期检

查的观念还不十分清晰，需要得到正确的指导。 

在这种大环境下，“呵护肠胃，拥抱健康”奥林巴斯2009中国公益行活动应运而生。 



 

实施过程： 

 

2008 年底，奥林巴斯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开

展“呵护肠胃 拥抱健康”媒体沟通会活动。对公众肠

胃健康情况摸底。2009 年，奥林巴斯“呵护肠胃 拥抱

健康”中国公益行启动，在全国 20个城市陆续开展肠

胃健康沟通会活动。 

2010年，奥林巴斯继续福州、贵阳、南宁、太原、

呼和浩特、济南等几个城市延续“呵护肠胃 拥抱健康”     

中国公益行活动，通过各地著名消化病学专家的健康

讲座和全国 20个城市超 200家媒体的参与，将肠胃健

康理念传递给全国的公众。树立正确的肠胃健康理念，

是此次活动的核心目标，奥林巴斯希望联合专家、媒

体的积极倡导，帮助公众了解内镜检测理念，做到肠

胃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及时遏制病情，提高生命质量。 

 

 

（“呵护肠胃 拥抱健康”奥林巴斯中国公益行） 

 



 

 
                           （呼和浩特专家讲座） 

 

 

特色环节——肠胃健康网 

在此次中国公益行系列活动中，奥林巴斯引入了在日本获得成功经验的健康公益类网站

——肠胃健康网。通过对参会人员进行健康自测，引发参会人员对自身肠胃健康的关注。 

 

（奥林巴斯 肠胃健康网 www.cwjk.com.cn） 

 

作为一个专业肠胃自检网站，该网站将各种消化道疾病和早期癌诊察的知识以最贴近大

众的形式进行表述。打开肠胃健康网（www.cwjk.com.cn），第一感觉就是轻松亲切的氛围和

人性化的设计。对于一些对内镜检查心存恐惧的患者来说，该网站特别以亲切、幽默的图示

http://www.cwjk.com.cn/
http://www.cwjk.com.cn/


 

形象地描述了内镜诊察的情景、流程、作用和感受，有效地消除了人们对内镜检查的恐惧感。

此外，它最独特的健康自测功能更是充分考虑到了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习惯，无论您身在何

方，只要可以上网，就能足不出户便对自己的肠胃健康状态尽在掌握，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参会人员进行肠胃健康网体验） 

特色环节——媒体人调查问卷 

此次系列活动中安排设计了媒体人肠胃健康调查问卷，希望从了解媒体记者这个特殊群

体的肠胃健康现状开始，对中国公众的整体健康意识有所调研。 

 

    （媒体人填写调查问卷） 

 



 

实施效果： 

伴随着“中国公益行”的持续开展，奥林巴斯所倡导的肠胃健康“三早”理念将由核心

城市辐射到全国，从媒体到公众，将帮助更多的人树立正确的肠胃健康理念、养成良好的饮

食生活习惯，并积极加入到预防肠胃疾病的队伍中来。一场意义深远的肠胃健康保卫战，已

经在我国大江南北正式打响。 

奥林巴斯中国公益行活动覆盖全国 20 个城市，媒体参与 200 余人，相关媒体报道 400

余篇，为公众很好的传递着肠胃健康“三早”理念。 



 

2. 奥林巴斯“呵护肠胃 拥抱健康”公益大讲堂 

项目概述： 

2010年 3月，由奥林巴斯携手《健康女性》共同主办的“呵护肠胃 拥抱健康”公益大

讲堂在上海、北京两地成功举行。京沪两地共约 300 位关注健康的读者热情的参与了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普及科学的肠胃健康理念，帮助大家了解肠胃疾病知识，让大家正确认识到内

镜检查在肠胃疾病预防中的积极作用，建立起“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正确健康理念。 

项目背景： 

奥林巴斯肠胃健康公益行社会反响强烈，坚定了奥林巴斯“持续公益事业”的信心，开

始尝试多种形式进行公益奉献行动。面向媒体的公益行活动，在媒体的鼎力支持下，肠胃健

康理念宣传卓有成效。但是距离深入普及肠胃健康理念，帮助公众积极主动进行肠胃健康检

查，走出肠胃疾病误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而，直面公众的奥林巴斯“呵护肠胃 拥抱

健康”公益大讲堂，应运而生。 

 

实施过程： 

2010 年 3 月 21 日，奥林巴斯发起了“呵护肠胃 拥抱健康”公益大讲堂活动，一改以

往单纯的说教，生硬的产品介绍，以座谈会的形式，深入到市民中间，邀请嘉宾和专家现身

说法，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观众的现场体验，最大程度地帮助更多的公众树立正确的肠胃健

康理念。树立正确的肠胃健康理念，是此次活动的核心目标，奥林巴斯希望联合专家、媒体

的积极倡导，帮助公众了解内镜检测理念，做到肠胃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及时遏

制病情，提高生命质量。 

 

（“呵护肠胃 拥抱健康”公益大讲堂 上海、北京启动）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5.htm


 

  

（明星到场并互动 ）                     （奥林巴斯工作人员邀请现场观众前来体验） 

特色环节——肠胃健康操 

此次系列活动中，在北京、上海，参与活动的观众在瑜伽教练的指导下，体验了定制的

肠胃瑜伽操，以新颖的形式唤醒公众的肠胃健康意识。“ 

 

  （现场观众体验肠胃健康操） 

特色环节——胃拼图游戏 

此次系列活动中安排设计了特别的胃拼图游戏，希望通过让公众了解正确的胃结构，深

入到市民中间，并与专家与观众的面对面交流，最大程度地帮助更多的公众树立正确的肠胃

健康理念。 

 

 

 

 （现场观众体验肠胃拼图游戏） 



 

实施效果： 

伴随着“公益大讲堂”的持续开展，奥林巴斯所倡导的肠胃健康“三早”理念已经由媒

体辐射到公众，帮助公众树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肠胃健康理念，一场意义深远

的肠胃健康保卫战，已经在国民心中打响。  

奥林巴斯中国公益行活动覆盖全国 10 个城市，媒体参与 200 余人，相关媒体报道 400

余篇，为公众很好的传递了肠胃健康“三早”理念。 



 

3. 奥林巴斯“爱胃月”大型公益活动启动 

项目概述： 

 

 

2010年 9月 27日，以 “为爱·爱胃”为主题的奥林巴斯“爱胃月”大型公益活动在

京正式启动。主办方奥林巴斯向公众发出倡议，将每年的 10月定为“爱胃月”， 通过举办

关爱肠胃健康的各类宣传活动，唤醒公众对肠胃健康的关注和思考，提高全民爱胃意识。 

在此次发布会上，主办方奥林巴斯首次公布“爱胃指数”健康调查结果，并邀请国内

著名消化病学专家与来宾进行现场互动，普及爱胃健康知识。知名台湾艺人孟庭苇参与了当

天的活动，并被授予“爱胃大使”称号。 

项目背景： 

“肠胃健康公益行”和“呵护肠胃 拥抱健康”公益大讲堂活动，成果卓著。奥林巴斯

环环相扣的健康接力，为全国公众心中埋下“三早理念”的种子，并且正在一步步生根、发

芽、茁壮成长。而全国公众对公益大讲堂活动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支持，让奥林巴斯对于肠胃

健康公益事业的意义也有了深度的认识。奥林巴斯坚信，公益行动持续不断进行，才能形成

惯性，长期保持效果。应该将肠胃健康公益活动的开展长期化，奥林巴斯“爱胃月”大型公

益活动启动应运而生。 

“爱胃月”启动仪式：  

  2010 年 9 月 27 日，一场以“为爱·爱胃”为主题的大型健康公益活动，在京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首次以爱为切入点重新诠释肠胃健康理念，受到业内专家和观众的好评。主办方奥

林巴斯向公众发出倡议，将每年的 10 月定为“爱胃月”， 通过举办关爱肠胃健康的各类宣传

活动，唤醒公众对肠胃健康的关注和思考，提高全民爱胃意识。业内人士认为，“爱胃月”

视角新颖，在肠胃健康科普宣传中融入爱的元素，为今后开展各类公益活动提供了非常有价

值的参考。  

此次发布会邀请国内著名消化病学专家与来宾进行现场互动，普及爱胃健康知识；而

关注健康的知名台湾艺人孟庭苇小姐的爱心参与，更是将活动气氛推至高潮。短短两个小时

的活动，让现场来宾对“为爱·爱胃”的活动主题有了更深的认识，每个人都深刻的意识到肠

胃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健康理念应尽早的树立，并传播给身边更多的人。奥林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0.htm


 

巴斯将通过与医疗机构、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最大程度的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

肠胃健康理念，共同启动全民“爱胃”新时代。 

 

 

 

 

 

 

 

 

 

 

 

 

         （爱胃月启动仪式） 

爱胃指数调查活动：  

奥林巴斯面向全国 20 到 45 岁的居民开展了一次深入的爱胃指数调查活动。从 8 月初开

始至今，共计 5188 人参与了“爱胃指数”调查活动，其中关注度较高的地区为北京、上海、

江苏、广东、天津等几大主要城市，取得了中国公众胃健康情况的第一手资料。9 月 27 日，

在 “爱胃月”启动发布会上，奥林巴斯正式公开了最新的《爱胃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公

众具有一定的爱胃意识，对胃健康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是疾病预防理念不强，忽视小毛病，

想法与现实行动也不统一，肠胃健康“三早”理念的普及任重而道远。 

“爱胃月”健走&健康讲堂活动：  

http://baike.baidu.com/view/4141.htm


 

 

(奥林巴斯联合 sohu进行的“爱胃指数”健康调查) 

 

 

 

（“爱胃月”健走&健康讲堂活动） 

10 月 31 日，奥林巴斯发起了以“为爱·爱胃”为主题的健康长走活动，并邀请了国内知

名健康专家通过健康讲座来现身说法，希望以这种新颖的形式，唤醒广大市民对肠胃的重视，

积极呵护胃健康。  

健走活动将作为奥林巴斯“爱胃月”系列活动之一继续在各大城市举行，并且今后还将通



 

过更多的宣传方式，向公众持续传达“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肠胃疾病预防意识。 

实施效果： 

“爱胃月”是从“肠胃健康”着眼的公益宣传模式，实现肠胃健康公益活动的常态化，

通过向公众传播健康思想萌芽，潜移默化普及健康理念，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公益效应。 

爱胃月启动仪式上，奥林巴斯还公布了历时数月调研完成的《爱胃指数调查报告》，通

过对 5188位公民的健康调查，取得了中国公众胃健康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为今后的健康公

益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参考。 



 

4. 奥林巴斯关爱计划 FLASH 

项目概述： 

2010年 8月，奥林巴斯关爱肠胃 FLASH在国内各主流视频网站（土豆、优酷、酷 6等）

正式发布。作为奥林巴斯关爱计划之一，关爱肠胃 FLASH先后制作了两篇，主题分别为肠胃

健康《早知道篇》、《胃美丽篇》，通过讲述一段活泼幽默的爱胃故事，来激发全民对自己肠

胃健康的关注和思考，树立正确的肠胃健康“三早”理念。     

    
（奥林巴斯关爱计划） 

项目背景： 

奥林巴斯系列肠胃健康公益活动反馈数据显示，都市上班族和广大网民不同程度上存在

缺乏休息、生物钟紊乱、饮食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亚健康问题，成为胃病的高危群体。在互联

网时代，网络成为最深入生活的传媒载体，为了在肠胃疾病高危群体中，进一步宣传“三早

理念”，奥林巴斯关爱计划网络版——肠胃健康宣传FLASH应运而生。 

奥林巴斯关爱计划 flash—《早知道篇》：  

2010 年 8 月 18 日，奥林巴斯关爱计划 flash—《早知道篇》正式发布。以“王大卫”

和“魏美丽”两位俏皮可爱的卡通人物作为主角，讲述了一篇幽默风趣的爱胃小故事。指出

现代人生活不规律、暴饮暴食，会给肠胃造成巨大的隐患，因而“三早”理念中的“肠胃健

康早知道”变得非常重要。通过卡通人物视角，提倡网民通过健康自测、内镜检查等多种手

段，积极主动去了解自己的肠胃状况。开启了网络时代的爱胃新篇。 

 



 

   

（奥林巴斯关爱计划 flash—《早知道篇》） 

 

奥林巴斯关爱计划 flash—《胃美丽篇》：  

2010 年 11 月 8 日，奥林巴斯关爱计划 flash—《胃美丽篇》正式发布。新篇卡通核心

理念直指当代肠胃问题高危群体的普遍误区——“小毛病，不可怕”。指出“胃病无小事”，

忽视小问题，如果不加以治疗，将会出现可怕后果。因而提倡“三早”理念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同时，用生动的卡通场景，描述了先进的现代内镜，对肠胃疾病隐患检查、诊断、

处置的优势。鼓励网民消除顾虑，积极进行内镜诊察。 

  

（奥林巴斯关爱计划 flash—《胃美丽篇》） 

实施效果： 

奥林巴斯关爱计划 flash ，充分利用了网络传播手段，一改过去健康科普节目单纯说

教、生硬、枯燥的形式。寓教于乐，用生动活泼的卡通形象，唤醒了公众的爱胃意识，使更



 

多人积极主动的加入到肠胃健康关爱行动中来。在网民中获得了良好反响，作品也被广泛转

载，成就了“王大卫”和“魏美丽”两位 2010 年度卡通明星。                

 

（呼吁市民加入肠胃健康关爱行动） 



 

(二) 爱心捐助 

1. 援助玉树地震 

2010年 4月 14日晨，青海省玉树县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 7.1级，突发的灾害给当

地人民群众生命及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4 月 19 日，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通过中国红十字总会，向青海省玉树县地

震灾区捐赠 50 万元人民币，用于帮助该地区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其中，

向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捐赠的 5 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内窥镜，专门用于搜救

地震后废墟中的伤员。在此次玉树地震受困群众搜救工作中，奥林巴斯的设备再次发

挥了重要作用。 

2. 援助舟曲泥石流 

2010 年 8 月 8 日，中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发生特大泥石流，突发的灾害给

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及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8 月 24 日，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通过中国红十字总会，向甘肃省舟曲县泥石流

灾区捐赠 50 万元人民币，用于帮助该地区受灾群众渡过难关，积极展开灾后重建，将对灾

区的帮助视为企业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3. 助力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 

12 月 9 日-12 日，2010 年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将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继 2004

年北京承办大奖赛总决赛之后，这项高水平国际赛事时隔六年再一次在中国北京战火重燃。 

在“Social IN”企业理念指引下，奥林巴斯一直坚持将品牌形象与体育文化进行有机融

合,积极开展社会贡献活动，力争成为中国优秀的企业公民。以赞助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总

决赛为契机，奥林巴斯又一次为体育文化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http://baike.baidu.com/view/43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6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1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083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6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857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81647.htm


 

(三) 员工关怀 

1. “水果日”项目 

2010年 12月，奥林巴斯“水果日”关怀行动正式开启。作为奥林巴斯在健康、教育、

能力提升等一系列员工关怀行动的延续，奥林巴斯从生活细节着手，面向员工，倡导“健康

生活”。 在每月的一天，向员工发放水果，提示员工注意健康调节。 

实施目的：从健康生活的角度，对员工进行关怀，提升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

荣誉感，并增加员工之间的互动。 

实施细则：每月 15 日定为健康水果日，午休时间在餐厅凭员工卡进行水果发放。活动

范围覆盖奥林巴斯在华六大驻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沈阳、西安和成都。 

     

（12月水果日通知邮件） 



 

     

            

（各地水果日现场） 

实施进程：目前已于 2010年 12月 15日及 2011 年 1月 16日顺利开展两期，未来还将

持续下去。 

实施效果：水果日发放当天得到了各地员工的积极相应，并表示希望此活动能够继续开

展下去。 



 

第三部分：CSR 活动的前景与展望 

在以“Social  IN”为企业经营理念的指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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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理想“给人们带来身体的健康以及心情的愉

悦”而努力。 

在健康事业方面，奥林巴斯将在 2011 年继续开展“爱胃月”活动，实现肠胃健康公益

活动的常态化，推广肠胃健康“三早”理念，鼓励人们定期内镜诊察，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肠

胃健康理念，给现代都市最大的肠胃疾病高危人群，带来更切实的关爱和帮助，为中国的肠

胃健康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环境保护方面坚决执行从 2006 年 4 月至 2011 年 3 月的 5 年施行集团规划，即“06

环境基本计划”， 主要目标是“将能源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销售额）比 1990年削

减 50%”。通过采取一系列的节能减排等环保措施，进行未来生产工作，为国家、社会的环

境保护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员工关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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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