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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2008 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一家企业的破产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衰退，让人们深刻感受到全

球化的负面作用。为了解决经济问题，以及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如今必须通过跨越国境的对话和交流来

促进相互理解和合作，我们期待政府机构和 NGO/NPO 等非营利组织，以及全球化企业能超越各自领域

来共同开展活动。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为了促进与海外日资企业的合作，于 2007 年 1 月设立了

事业开发战略室，通过与企业的合作来开发新事业。具体活动包括本次在中国的调查，以及在全世界 9

个国家实施的有关“在海外的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调查，而且在 8 个国家公布了调查结果，制作并

发行了报告书，促进了日资企业间的调查结果的信息共享。

尤其在中国，我们得到中国日本商会及日本团体的协助，实施了 3 次有关“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

活动”的调查。另外，通过在中国国内的宣传，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的理解。

这次，在以中国日本商会为首的中国各地的日本团体的协助下，我们委托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公

共资源发展中心（Center for Public Resources Development）实施了上述“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

的调查，并制作了报告书。中日两国在经济层面已构筑了紧密的关系，两国间的人文交流也有了飞跃的

发展，但如果本次的调查结果能进一步促进两国的相互理解，我们将不胜荣幸。

最后，对于在本次调查的实施中，给予全面协助的中国日本商会、中国各地的日本团体以及协助本

次调查的中日两国的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0 年 9 月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事业开发战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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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CSR 合作事业的目的及概要

1.1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CSR 合作事业

如“前言”所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认识到为了解决 21 世纪国际社会的课题，必须在原来的政府

机构及财团、NPO/NGO 等非政府组织的基础上，让全球化企业以及近年来备受瞩目的社会企业家和创

新者共同参与进来，在多种领域开展合作。

基于上述考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于 2007 年 1 月设立事业开发战略室，致力于 CSR 合作事业。

现阶段的事业目的及优先领域如下。

•  目的

通过与在海外的日资企业的 CSR 活动及社会贡献活动相互合作，进一步推进日本的官民双方

的对话、交流及合作来解决国际社会的课题。

•  优先领域

　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与访问调查，掌握在海外的日资企业在 CSR 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及社会贡献活动

的现状，寻找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等公共机构与日资企业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信息共享及发布

向当地的日资企业及国内相关团体报告调查结果，通过信息共享推进 CSR 活动及社会贡献活动。

另外，向当地的公众宣传调查结果的概要，提高公众对日资企业的 CSR 活动及社会贡献活动的认识。

　合作

向日资企业提供信息及咨询服务，尤其是在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中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

动的开展方面发挥作用。并且，通过开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日资企业的合作事业，推动基于

合作伙伴关系的合作。

另外，在开展事业的过程中，要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公共性、公益性、CSR 的独立性、对利益

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等角度出发，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  平等的伙伴关系

CSR 的根本在于企业的主导性以及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在合作中，要最大限

度地尊重各企业的自主性。另外，在实施合作事业时，要明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各企业社会

贡献活动的使命相吻合的领域，使双方能够向各自的利益相关者充分说明。

• 公共性 / 非营利性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公共机构，作为解决国际性社会课题行动中的一环，开展 CSR 的合作

工作。在开展合作中，以确保公共性和非营利性为原则，努力不让活动局限于特定企业的营利活

动及其地位的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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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 CSR 合作事业概要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认识到与企业的 CSR 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在中国日本商会的协助下，分别于

2005 年、2007 年、2009 年，实施了 3 次“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的问卷调查。在第 1 次、第 2

次调查后，基于调查结果，召开了报告会并制作发行了报告书，为在华日资企业之间共享调查结果信息

做出了贡献。

第 3 次调查，与第 2 次调查相同，对以下 3 部分内容实施了调查，在以下各章中将对此次调查结果（包

括与第 2 次调查结果的比较、分析）进行报告。

○ 听取有关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课题的意见：在“第二章”中对调查结果进行报告

 （包括与第 2 次调查结果的比较和分析）

○ 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事例调查：在“第三章”中对调查结果进行报告

○ 日资企业的访问调查：在“第四章”中对调查结果进行报告

另外， 在中国日本商会及中国国内的日本团体的协助下，在北京举行了 3 届“日本团体代表者会议”。

此次会议同时也是第 1 次、第 2 次调查结果的报告会，为日资企业之间共享社会贡献活动信息做出了贡献。

会议日程如下：

○ 2006 年 6 月   “第 1 届日本团体代表者会议”：报告 2005 年实施的第 1 次调查的结果

○ 2006 年 11 月 “第 2 届日本团体代表者会议”：报告对日资企业的访问调查结果

○ 2007 年 6 月   “第 3 届日本团体代表者会议”：报告 2007 年实施的第 2 次调查的结果

在第 3 届日本团体代表者会议中，我们邀请欧姆龙株式会社的顾问立石信雄董事（经团联 CBCC 委

员长），以“为了日资企业能在中国社会获得更高的评价”为题的做了主题演讲。该演讲指出，日资企业

在华开展活动时，包含社会贡献活动在内的 CSR 活动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高。

另外，第 2 次调查、调查结果分析、报告书制作、报告会（第 3 届会议）资料制作、以及第 3 次的调查、

调查结果分析、报告书制作等工作，都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委托公共资源发展中心（Center for Public 

Resources Development）进行了实施。

■事业概要

2005 年 8 月 - 10 月 第 1 次   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调查

2006 年 4 月 在面向中国国内的就业信息杂志上刊登调查结果

2006 年 6 月 第 1 届   日本团体代表者会议

2006 年 6 月 对日资企业进行面访调查

2006 年 11 月 第 2 届   日本团体代表者会议

2007 年 1 月 - 4 月 第 2 次   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调查

2007 年 6 月 10 日 第 3 届   日本团体代表者会议

2009 年 9 月 - 11 月 第 3 次   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调查

2009 年 12 月 对日资企业进行面访调查



6

1.3　报告书的结构及执笔者

报告书的结构如下。

在第二章中，含有本报告书的核心内容——调查结果报告及其分析。同时还与第 2 次的调查结果作

了对比和分析，这些内容描述了在华日资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的趋势及今后日资企业在中国推动社会贡

献活动中所需的公共机构支援的方向。

另外，在第三章中，介绍了在华日资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的事例汇总及活动特色。在第四章中，为

了促进在华日资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在对日资企业进行访问调查的基础上，介绍了具体的社会贡献活

动事例。

在第五章中，基于调查结果，以提案的形式总结了今后日资企业在中国推动社会贡献活动所需的实

施策略。在第六章中，阐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今后的努力方向。

在最后，作为参考资料刊载了在问卷调查及访问调查中所收集的在华日资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事例。

希望在华日资企业今后参考这些事例，进一步扩大社会贡献活动。

■执笔者

第一章
富冈顺一（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事业开发战略室  室长）

小林立明（纽约日本文化中心 副所长）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岸本幸子（Center for Public Resources Development  事务局长）

武田麻子（Center for Public Resources Developmen  项目经理）

第五章
岸本幸子（Center for Public Resources Development  事务局长）

武田麻子（Center for Public Resources Development  项目经理）

第六章 富冈顺一（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事业开发战略室  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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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现状的调查结果

2.1　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课题意见征询（问卷调查）的调查概要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以“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课题意见征询”为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

的概要如下所示。另外，本次调查被赋予与 2007 年 1~3 月实施的第 2 次问卷调查同等的地位。

◆调查方法 ：在中国日本商会的协助下，以中国各地日本团体（商工会议所等）的会员企业为对象，  

 实施“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课题意见征询”的网页调查。另外，除了网页调查 

 之外，还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问卷，一部分用电子邮件或者传真进行回收。

◆调查协助：中国日本商会

◆调查时间：2009 年 9 月 ~11 月

◆进行回复的公司数：388 家公司（2007 年 1 月 ~3 月回复的有 353 家）

调查项目如下： 

（1）企业概要

（2）在 CSR（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特别关注的事情

（3）社会贡献活动的实施状况

（4）社会贡献活动的未来及必要支持

（5）尚未实施社会贡献活动的理由及今后的实施意愿

从下一节开始将对调查结果进行报告。

在进行调查结果报告时，酌情与 2007 年 1 月 ~3 月实施的第 1 次“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调查”

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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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日本团体及商工会的问卷回复企业数如下所示（表 2-1）

表 2-1　各日本团体 / 商工会的问卷回复企业数

回复数 %

全部 388 100

中国日本商会 43 11.1

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 24 6.2

廊坊日本人会 2 0.5

天津日本人会 9 2.3

青岛日本人会 22 5.7

西安日本人俱乐部 8 2.1

武汉日本商工俱乐部 10 2.6

烟台 •威海日本人会 4 1.0

湖南省日本人会 2 0.5

拉萨日本人会 0 0.0

济南市日本人会 3 0.8

成都日本商工俱乐部 7 1.8

重庆日本俱乐部 2 0.5

云南日本商工会 1 0.3

沈阳日本人会 0 0.0

大连日本商会 36 9.3

长春日本商工会 5 1.3

黑龙江省日本商工会 1 0.3

南京日本商工俱乐部 2 0.5

回复数 %

全部 388 100

南通日本人会 1 0.3

苏州日商俱乐部 39 10.1

无锡日本人会 9 2.3

宁波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日商俱乐部 0 0.0

昆山会 1 0.3

杭州商工俱乐部 8 2.1

萧山日商俱乐部 5 1.3

广州日本商工会 35 9.0

深圳日本商工会 23 5.9

珠海日本商工会 7 1.8

汕头日本商工会 0 0.0

厦门日本商工俱乐部 0 0.0

福州市日本企业会 5 1.3

东莞长安镇日商企业联络事务所 0 0.0

惠州日本人会 6 1.5

香港日本人商工会议所 60 15.5

香港日本人俱乐部 8 2.1

澳门日本会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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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业概要（进入中国的时间、进入中国的形式、事业内容、员工人数和构成情况）

（1）日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时间

关于“进入中国的时间”一项，在进行回复的 388 家企业中，从 2001 年到 2004 年有 117 家（30.2%）

为最多，其次是 1991 年到 1995 年有 91 家（23.5%）（图 2-1）。

本次调查中，在 2008 年以后进入中国的企业有 19 家，约占总数的 5%。如果把截止 2007 年进入中

国的企业作为 100% 来进行换算的话，这次的调查结果与 2007 年的调查结果相比，1996 年以后进入中国

的企业的比例有所减少。另一方面，1990 年以前进入中国的企业的比例由 13.6% 增加到 19.3%，与上一

次调查相比，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时间较长的企业的回复率较高（表 2-2）。

表 2-2　日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时间（与上一次调查相比）

2009 年调查
2007 年调查

企业数 %

90 年以前 75 19.3% 13.6%

91 ～ 95 年 91 23.5% 23.2%

96 ～ 00 年 33 8.5% 12.7%

01 ～ 04 年 117 30.2% 33.4%

05 ～ 07 年 53 13.7% 16.4%

08 年以前 19 4.9% —

2-1    

19.3%，75

23.5%，91

8.5%，33

30.2%，117

13.7%，53

4.9%，19

40.0%

30.0%

20.0%

10.0%

0.0%
90 0801 ~ 04 05 ~ 0796 ~ 0091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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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华日资企业的进入形式

关于“进入中国的形式”这一项，在进行回复的 388 家企业中，现地法人有 331 家，占总数的 85.3%（图

2-2）。而关于出资比例这一项，在这 331 家现地法人企业中，100% 日资的企业有 206 家（62.2%）（表 2-3）。

表 2-3　现地法人的出资比例

出资比例

100% 206 家 62.2%

50 ～ 99% 85 家 25.7%

0 ～ 49% 40 家 12.1%

（3）事业内容

关于“现在的事业内容”一项，在进行回复的 388 家企业中，包括制造销售在内的“制造业”有

236 家（60.8%），服务业有 152 家（39.2%）（图 2-3）。与 2007 年的调查相比，事业内容的构成比例没有

较大的变化（表 2-4）。

2-2    

14.7%，
57

85.3%，331

2-3    

39.2%，152

           60.8%，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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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事业内容

2009 年调查 2007 年调查

企业数 % 企业数 %

合计 388 100 353 100

制造业（包含制造销售） 236 60.8 209 59.2

服务业 152 39.2 144 40.8

（4）员工总人数与日本员工的比例

关于“员工总人数”一项，在进行回复的 388 家企业中， 101-500 人的企业最多，有 124 家（32.0%），

其次为 11-50 人的有 83 家（21.4%）（图 2-4）。

与 2007 年的调查相比，员工规模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但可以看出 10 人以下的企业有所减少和

5001 人以上的企业比重减少的趋势（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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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进行回复的 388 家企业，基于上述员工总人数和另一个问题项“日本员工人数”，计算出日本员

工人数比例。1~5% 的企业有 124 家（32.0%），其次为不足 1% 的有 75 家（19.3%），不足 5% 的企业超

过半数（图 2-6）。

与 2007 年的调查相比，日本人的比例虽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但可以看出日本人比例不足 1% 的

企业有所减少，10~20% 的企业比重有增加的趋势（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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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企业活动关注的事项、在当地自主制定的 CSR 方针

（1）关注中国社会的企业活动种类

关于“在中国开展事业时作为企业市民特别要关注的 3 个事项”，在进行回复的 388 家企业中， 选择“确

立企业道德和遵纪守法”的最多，有 258 家（66.5%），其次是“加强客户服务”有 174 家（44.8%），“节

约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有 162 家（41.8%）（图 2-8）。

1.8%,7

1.5%,6

2.1%,8

3.4%,13

5.2%,20

12.1%,47

12.4%,48

19.1%,74

19.8%,77

25.8%,100

32.7%,127

41.8%,162

44.8%,174
66.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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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07 年的调查相比，选择“确立企业道德和遵纪守法”的企业最多，与上一次相同。“节约资源、

能源和环境保护”、“合理纳税”、“维持和创造就业机会”等回复在本次调查中有所增加。另外，“对当地

经济的贡献”、“赞助活动”是本次调查新增的项目。回复“股东分红”的企业有所减少，这可能是由于

2007 年调查时中国经济向好而导致回报股东的意识一时高涨（图 2-9）。

0 10 20 30 40 50 7060

2-9    

1.8%,7

1.5%,6

2.1%,8

3.4%,13

5.2%,20

12.1%,47

12.4%,48

19.1%,74

19.8%,77

25.8%,100

32.7%,127

41.8%,162

44.8%,174

66.5%,258

7.1%

3.7%

29.7%

13.6%

15.2%

24.4%

24.9%

16.7%

19.5%

31.2%

57.2%

63.7%

20092007



15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调查报告

（2）在当地自主制定的 CSR 方针及其内容

关于 “是否在当地自主制定不同于日本总公司的 CSR 方针”一项，在进行回复的 388 家企业中，没

有特别制定的企业超过半数，有 205 家（52.8%），而自主制定的有 183 家。在其内容中，“环境方针”最

多，有 116 家（29.9%），其次是“就业方针”有 74 家（19.1%），“社区方针”有 69 家（17.8%）（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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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向在当地自主制定 CSR 方针的 183 家企业询问“其具体内容（多选）”的结果显示，选择“在

录用和人才培养方面消除年龄、性别、残疾、民族歧视”的最多，达 50.3%。其次是“循环利用”、“限

制有害物质”，都是 48.1%。

另外，询问“在回复的具体项目中，最为重要的前 3 项”的结果显示，最多的是“限制有害物质”，

有 74 家（40.4%），其次为“循环利用”，有 47 家（25.7%）（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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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社会贡献活动的实施状况

（1）社会贡献活动的实施状况

关于“目前社会贡献活动的实施状况”一项，在进行回复的 388 家企业中，已经正在实施社会贡献

活动的企业有 215 家（55.4%），尚未实施的企业有 173 家（44.6%）（图 2-12）。

与 2007 年的调查相比，正在实施的企业减少了 1.8 个百分点，有略微减少的趋势（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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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贡献活动的领域及形式

（i）社会贡献活动的活动领域

向 215 家实施社会贡献活动的企业询问“活动领域（多选）”的结果显示，“救灾援助”最多，有

135 家（62.8%），其次是“社区活动”，有 108 家（50.2%），“环保”有 101 家（47.0%），“教育与体育”

有 88 家（40.9%）（图 2-14）。

（ii）社会贡献活动的形式

向 215 家实施社会贡献活动的企业询问“社会贡献活动的形式（多选）”的结果显示，选择“资金援

助”的最多，有 162 家（75.3%），其次是“捐赠物品及提供服务”，有 96 家（44.7%），“员工志愿者服务”

有 87 家（40.5%）（图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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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实施社会贡献活动的必要支持及环境的变化

（1）实施社会贡献活动的必要支持

向 215 家实施社会贡献活动的企业询问“为了有效实施社会贡献活动需要哪些支持（多选）”的结果

显示，选择“其他日资企业在当地的社会贡献活动相关事例的信息”的最多，有 127 家（59.1%），其次是“即

使是小预算也可参加、有效运用的项目的信息”，有 111 家（51.6%），选择“日资企业间的信息、经验的

共享”的有 100 家（46.5%）（图 2-16）。

（2）社会贡献活动的变化

关于“社会贡献活动最近的变化”一项，在进行回复的 388 家企业中， “2008 年以前和现在都在实施

社会贡献活动”的企业最多，有 182 家（46.9%）；“2008 年以前和现在都未实施社会贡献活动”的企业

有 162 家（41.8%），即约 9 成企业没有变化，而 17 家（4.4%）企业回复“2008 年以前没有实施，但现

在正在实施”；27 家（7.0%）企业回复“2008 年以前实施，但现在没有实施”（图 2-17）。

3.3%,7

13.5%,29

39.1%,84

3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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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社会贡献活动预算最近的变化”一项，在进行回复的 388 家企业中，与 2008 年以前相比，

社会贡献活动的“预算增加了”的有 36 家（9.3%），“预算没有变化”的有 100 家（25.8%）。“预算减少了”

的有 20 家（5.2%），“没有预算”的有 184 家（47.4%），达到近半数（图 2-18）。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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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33

9.3 36

5.2 20

25.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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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未实施社会贡献活动的理由及今后的实施意愿

（1）未实施社会贡献活动的理由

向未实施社会贡献活动的 173 家企业询问“未实施的理由（可选 2 项）”的结果显示， 回复“人力不足”

的最多，有 94 家（54.3%），其次是“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有 82 家（47.4%），“没有预算”的有 55 家（31.8%），

另外，认为“没有必要”的有 13 家（7.5%）（图 2-19）。

（2）今后的社会贡献活动的计划

向未实施社会贡献活动的 173 家企业询问“今后，是否有实施社会贡献活动的计划”的结果显示，“没

有计划”的有 95 家（54.9%），“正在考虑”的有 68 家（39.3%），“有计划”的仅有 10 家（5.8%）（图 2-20）。

向有计划实施社会贡献活动的 10 家企业询问“在实施社会贡献活动时需要哪些支持”的结果显示，

选择“有关其他日资企业在当地的社会贡献活动的事例信息”的有 7 家，选择“日资企业间的信息、经

验共享”的有 6 家（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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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事例概况

3.1　社会贡献活动事例介绍调查概要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进行“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课题意见征询”调查的同时，也进行了“社

会贡献活动事例介绍”的相关调查。调查概要如下。

◆调查方法：在中国日本商会的协助下，以中国各地的日本团体（商工会议所等）的会员企业为对 

 象，设置并实施了以“在华日资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事例介绍”为题的网页调查。另外， 

 除网页调查以外，还通过电子邮件来发送问卷，其中一部分以电子邮件或 FAX 的形式 

 回收。

◆调查协助：中国日本商会

◆调查时间：2009 年 9 月～ 11 月

◆回复事例件数：447 件（2007 年 1~3 月调查为 237 件）

调查项目如下：

< 事例 >

（1）事业名称

（2）活动主体

（3）活动领域

（4）活动形式

（5）活动时间

（6）实施场所

（7）相关团体

（8）活动概要

（9）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为了掌握对 2008 年 5 月发生的四川大地震的援助情况，设置了是否有四 

 川大地震相关活动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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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会贡献活动事例介绍的调查结果

（1）活动主体

在活动主体方面，现地法人约占 7 成。

但是与上一次调查相比，现地法人及日本总公司的比例略微减少。此次新增的选项“第三方机构外

部财团”、“NPO/NGO”分别占有 6.0% 及 4.7%，可以看出与外部机构的协作有所增加。

（注）外部财团及 NPO/NGO 为 2009 年调查时新增选项

（  ）内的日本总公司、日本商工会、当地政府和公共机构等，是从“其他”的回复中得到的最终统计

（注）仅对上一次和本次都回复的项目进行比较

外部财团、NPO/NGO、日本商工会、当地政府和公共机构在上一次未做统计

3-1    

414

               1.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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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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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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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领域

社会贡献事例共收集了 414 件，其中约有 1/4（即 24.4%）是有关四川大地震的救灾援助活动。其他

领域的顺序依次为，教育与体育（25.8%），社区活动（17.9%），环保（11.8%）（图 3-3）。

如果不考虑四川大地震的救灾援助活动，那么教育与体育领域的活动占 34.2%，救灾援助所占比例

在教育与体育、社区活动、环保、医疗和社会福利之后，排名第 5（图 3-4）。

（注）“教育与体育”包括大学的交流及演讲等含有国际交流要素的活动。

　　 “社区活动”包括公司周边的清扫、植树等环境美化活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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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动内容

从活动内容来看，提供资金援助的最多，为 65.0%，其次为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各占 30% 左右，处于同等水平。

提供资金的形式依然是主流，但与上一次调查有较大变化的是，原本实施率较低的自行策划的事业

实施率由 9.3% 提高到了 27.1%，达到与捐赠物品、员工志愿者服务相同的程度。

（注）仅对上一次和本次都回复的项目进行比较

4.7%

0 0.2 0.4 0.6 0.8

...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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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事例来看社会贡献活动的特色

① 救灾援助

对于 2008 年 5 月发生的四川大地震，很多日资企业都捐赠了资金及物资。不仅是现地法人，有的企

业甚至代表整个日资企业集团进行了大规模的资金捐赠。另外，员工自发的捐赠活动也很活跃。即使未

在四川地区设置分支机构的企业也纷纷采取行动来援助受灾地区的同胞，日资企业方面也尊重中国员工

的想法，积极提供支持。

在援助形式中，捐款占大半，其用途较多地被指定用于学校的修复、建设以及受灾地区的儿童。

表 3-1 救灾援助的主要事例

活动领域 项目 活动事例项目

救灾援助（122 件）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

动（101 件）

捐款、捐物（102 件）

• 122 件向受灾地区提供资金援助中的 102 件

• 资金募集方式主要有，公司内的捐款活动，及包括总公 

司在内的集团公司的资金援助

• 资金、物资援助的提供，除了通过各地的红十字会及自    

己公司的基金、中国中央政府 / 地方政府等之外，还通 

过 NPO 及 NGO 的活动。

• 在物资提供中也包含自己公司生产的像车辆、发电机及 

照明器具等受灾地区必需的物品

• 放映 1000 部电影、向 50 所图书馆捐赠图书，开展以安 

抚受灾者的心灵为目的的活动

救助学校 •儿童（17 件）

• 提供学校重建资金、捐助受灾孤儿及贫困儿童，指定捐 

款用途为儿童专款专用

• 也向受灾地区的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奖学金

行业内援助（2 件）
• 向相关机关提供为掌握受灾地区情况的通信卫星数据

• 捐赠将自然水处理成饮用水的设备组

文化遗产保护（1 件） • 设立为保护受灾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的长期项目

② 教育

教育与体育领域是仅次于救灾援助的第 2 个领域。教育相关的援助主要有 3 种类型。首先是对中小

学校的建设援助及学费援助、提供学习必需品等，儿童教育的活动较多。向农村地区或城市中部分经济

困难家庭的儿童提供援助的趋势明显。不仅限于初等教育，有的企业也为大学里的经济困难的贫困学生

提供奖学金。

其次是对新一代的领导者及技术人员培养的援助也很活跃，有提供奖学金和赴日研修等。为有望成

为新一代领导者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和赴日研修等事例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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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提供中日青年交流的场所。由企业单独，或与商工会及政府、经济相关团体等联合起来，在

大学开展特别讲座以及学生间交流研讨会等活动，来增进年轻一代的相互理解。

在体育领域，除了对社区活动提供资金及设施以外，还援助高水平残疾人体育运动等，提供具有社

会意义的体育援助。

表 3-2 教育援助的主要事例

活动领域 项目 活动事例项目

教育与体育（107 件）

援助中小学校（40 件）

• 援助学校建设

• 提供农村学校建设及教育物资

• 向弱势儿童提供援助

• 与事业内容相关的领域，实施志愿者支教

奖学金（25 件）

• 向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 援助成绩优秀的学生

• 援助在事业内容相关的特殊领域学习的学生

援助日语学习（9 件）

• 开设日语讲座

• 提供日语图书、资料

• 学生交流会

• 实施日语职业训练

• 日语演讲比赛

体育（11 件）
• 援助地方体育活动

• 援助高水平残疾人体育运动

教育活动（8 件）

• 开办专题讲座

• 援助大学交流项目

• 开办各种比赛

援助日本人学校（4 件） • 与事业内容相关的领域，实施志愿者支教

实习医生（4 件） • 接受实习医生

设立基金（5 件） • 设立奖学金基金

 ③ 社区活动

在社区活动领域，主要实施公司周边的清扫及植树等环境美化活动，以及为周边设施提供资金和物

资的援助等。该领域的活动自上一次调查以来都十分活跃。为了将生产和制造体制在中国稳定下来，并

且提高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企业在对员工居住地区作贡献的同时，也注重推进与社区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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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社区活动的主要事例

活动领域 项目 活动事例项目

社区活动（74 件）

环境美化活动（35 件）

• 参加公司周边的清扫活动、植树活动、公共场所的清扫 

活动、及环保购物袋发放、“地球一小时”的熄灯活    

动等

资金、物资援助（20 件）
• 向公司周边的团体、公共设施、福利设施捐款，及提供

公司内收集到的援助物资

地区活动（6 件）
• 举办工厂及工作场所的参观学习会，及参加地区文化

活动

交通安全（4 件）
• 向地区安全教育、交通管理及完善人行横道提供资金

援助

员工志愿者服务（3 件） • 员工参加环保、福利志愿者活动

地区儿童援助（3 件） • 以地区儿童为对象的学费援助

就业（3 件）
• 为地区就业员工提供福利待遇及雇佣残疾人，设置与捐

款相应的休闲工作日。

④ 环保

在继续对沙漠化地区及需要绿化的地区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之外，也启动了动物保护活动。我们可以

看到企业正在积极推进教育现场的环保教育，以及企业对于急速高涨的环保意识及环保相关法制化动向

的敏感对应。

表 3-4　环保活动的主要事例

活动领域 项目 活动事例项目

环保（49 件）

植树造林（24 件）
• 以在内蒙古及各地区的植树造林活动、防止沙漠化及绿

化活动为目的的事例较多。

环保教育（13 件）
• 在中小学开展环保教育，举办环保相关的技术和技能讲

座及研讨会，对环保相关的奖励及比赛提供援助

环保项目（9 件）
• 开展以绿化活动和动物保护为目的的项目，引进对本公

司废弃物的环保影响度进行测定的设备

基金、资金物资援助等

（3 件）

• 向绿化和自然保护基金提供援助及为推动绿化提供土

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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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医疗和社会福利

除了对残疾人设施及养老设施、孤儿院等的援助之外，还可以看到对 HIV、乳腺癌、白内障等特定

疾病的医疗援助。另外，也有为患有重病的同事募捐治疗费等活动。援助同事在公司内部被认为是社会

贡献活动。

表 3-5　医疗和社会福利援助的主要事例

活动领域 项目 活动事例项目

医疗和社会福利

（28 件）

福利设施援助（17 件）
• 向残疾人、智障人士、敬老院、孤儿院等提供资金和物

资援助，及员工志愿者慰问活动等

献血（4 件） • 员工无偿献血

医疗设施援助（4 件）
• 向 HIV、乳腺癌相关活动及白内障治疗提供援助

• 向农村医疗设备的完善提供援助

员工援助（2 件） • 为重症员工募集医疗费

参加福利活动（1 件）
• 员工志愿者参加福利活动“Walk for Million”，通过公

司向活动捐助

⑥ 国际交流、学术研究

在国际交流及学术与研究领域，有政府机关及经济团体参与的大规模活动陆续召开，尤其可以看到

对中日新一代领导者及技术人员的培养的关注度正在提高。另外，可以看到通过缓解反日情绪及有关历

史认识的争端，力求在实业界进一步深化中日间相互理解的积极行动。

表 3-6　国际交流、学术研究的主要事例

活动领域 项目 活动事例项目

国际交流（13 件）

国际商务交流（6 件）
• 参与政府机关和经济团体相关的中日商务交流机会的策

划

青年交流（7 件）

• 通过以中日学生相互交流为目的的计划项目，举办交流

会、进行企业访问、及寄宿当地家庭等相互体验生活的

文化

活动领域 项目 活动事例项目

学术与研究（6 件）研究项目援助（4 件）
• 培养中日新一代领导者，及向日本研究者、年轻研究者

提供赴日研修机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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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通过日资企业访问调查考察 CSR/ 社会贡献活动事例

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于 2009 年在中国实施的访问调查，对先进的社会贡献活动的内容、目标及

课题进行报告。

4.1　日资企业访问调查概要

◆�调查负责人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Center for Public Resources Development 

◆采访对象

 从下列各位受访人员那里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此衷心感谢各位的协助。

2009 年 12 月 7 日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 经营策划室 CSR 组 组长：Ms.JIA WEI

 经营策划室      CSR 委员：Ms.Hui Son

2009 年 12 月 8 日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社长：小泽 秀树

 上级副社长兼企业交流部总监：铃木 敬二

 同部门经理：古贺 崇文

 同部门助理经理（CSR 负责人）：顾梅

瑞穗企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支店 总务科 / 资金外汇科 科长：武泽 弘贵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上井 杰

 业务部部长：鸟居 秀明

 业务部经理：Ms.LIU YUBING

2009 年 12 月 9 日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山 国庆

大宇宙日本株式会社 营业策划部部长：本江 思帆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执行常务、中国总代表：田中 孝明

2009 年 12 月 10 日

株式会社 PASCO

北京博思科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Director of China ：佐藤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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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日资企业访问调查结果

（1）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

（i）事业概要

•  进驻中国的年份及进驻过程

　1991 年　设立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

　1994 年　在中国设立地区统辖公司（OMRON（CHINA）CO.,LTD.）。

　2006 年　设在中国上海的控制系统全球核心基地开业。

制造业中，欧姆龙（中国）早在 1991 年就将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之一进驻中国。进驻初期

主要是作为生产基地来运营，近年来，特别是 2005 年以后，在生产功能之外还加强了开发与营

业功能，在华事业明显趋于活跃。目前，欧姆龙（中国）占据着集团销售总额的约 10%，员工

人数也占到企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2006 年还在中国设置了作为主要事业的控制系统的全球

核心基地，日益成为欧姆龙集团的中坚力量。

•  员工与公司的数量及构成等

　员工人数：在中国的员工总人数为 13,463 人（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

　总部功能：4 个基地（北京、上海、香港、深圳）

　生产工厂：8 家工厂（大连、上海、苏州、东莞、深圳、广州、台北）

　开        发：大连、上海等 3 家

　集中采购：广州等 2 家工厂 2 个基地

　销        售：约 70 个基地

（ii）社会贡献活动的内容

① 5 月 10 日创业纪念日“欧姆龙日”活动

②环保志愿者活动

③支持残疾人就业

① 5 月 10 日创业纪念日“欧姆龙日”活动

从 1991 年起，欧姆龙将创业纪念日即每年的 5 月 10 日定为“欧姆龙日”，鼓励全体员工

积极参与社会贡献活动。在中国主要是开展清扫、植树、访问福利院及敬老院、免费测量血

压等具有欧姆龙特色的志愿者活动。每当“欧姆龙日”，公司内都会张贴宣传海报。此项活动

已成为全公司性的社会贡献活动实践日。

②环保志愿者活动

对环保行动及志愿者活动实行积分制。各部门员工可自行申请积分，并将累计积分换算

成相应金额，以作为各种社会贡献活动的资金来使用。为了起到竞争效果，各部门还“争相

设定善行目标”，非常有利于活跃公司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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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支持残疾人就业

早在 2005 年就已决定在中国的所有基地中实施雇佣残疾人制度，且残疾人的雇用率要超

过法定比例，并积极促进各基地雇佣残疾人。截至 2009 年，除部分基地以外，残疾人雇用率

已超过了法定比例。此外，每年还向残疾人设施及残疾人活动捐赠 300 万元，此活动已连续

开展 3 年。另外，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自 1991 年进驻中国开始，就在工厂建设中引进了

残疾人工厂，成为在中国雇用残疾人的先驱。

（iii）活动的背景、特点及目标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始终坚持总部与海外基地共同贯彻落实有关企业社会责任（CSR）

的方针。其根基是公司宪章中具有最高地位的“企业是为社会做贡献的”的基本理念，而 CSR

方针正是立足于基本理念之上。CSR 方针以经济、环境、社会为轴心列出了三大支柱：

1）通过事业创造更美好的社会

2）在开展企业活动中坚持光明正大的原则

3）作为社会成员积极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

围绕以上三大支柱，并随时关注经济、环境、社会的变化，经常重新审视和变更活动内容。

针对在中国开展的 CSR 活动，设定了如下 4 个领域：A）遵纪守法、B）与利益相关者沟通、C）

通过商务活动做贡献、D）企业市民及社会贡献活动，并积极策划和开展各领域的项目。这次列

举的 3 项社会贡献活动也是按照规定领域中 D）企业市民及社会贡献活动、A）遵纪守法，出于

尊重人权开展的雇佣残疾人等，在中国国内遵循 CSR 领域规定的相关活动。可以说，欧姆龙正

在基于公司的经营理念和基本方针，制定在中国开展 CSR 活动的具体方针及路线图，切实履行

着“欧姆龙式”的企业社会责任。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开展的社会贡献活动在社区、公司内部、人权等广泛领域取得了成果。

例如，“欧姆龙日”活动努力融入社区，环保志愿者活动培养员工环保意识，业余活动促进员工

团结与交流，积极雇用残疾人，捐助残疾人事业及活动等等。此外，还起用中国女性负责人推

进 CSR 活动，努力使社会贡献活动与中国社会保持密切关系。

（iv）今后的方向

今后，将把视野着重放在以下两个方面：

•  CSR 教育活动

•  CSR 企业认证

在 CSR 教育活动方面，将面向干部和骨干员工开展应如何进行工作沟通与交流及如何兼顾

工作与生活等方面的多项培训。提高员工的能力与忠诚度，培养作为CSR先进企业一员的自觉性；

在 CSR 企业认证方面，自 2008 年浦东新区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导则》和《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

并开始展开认证工作以后，设在上海地区的欧姆龙基地便提出认证申请，从而期望提升企业形象、

改善媒体效应、享受行政优惠。可以说，欧姆龙公司的 CSR 活动在教育及具体社会贡献活动方

面已步入正轨，正在朝着组织形态更加稳定、企业附加值日益提高的阶段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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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i）事业概要

•  进驻中国大陆的年份及进驻过程

1979 年 以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女士访问佳能为契机，自 1984 年起与湛江、天津 

 的复印机相关企业开展技术合作

1985—1988 年 在广州、北京、上海设立代表处

1989 年以后 在中国大陆各地设立生产基地

1997 年 设立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其后，将佳能亚洲营销集团总部迁至该公司北京 

 总部，并取得中国国内销售权。不仅仅将中国作为生产基地，而且还作为 

 巨大市场，积极扩充销售基地。与此同时，还设立 QRC（Quick Response & 

 Repair  Center），以充实客户服务。

•  员工与公司的数量及构成等

员工人数 ：1423 人（截至 2009 年 12 月末）

分公司与分店 ：16 家（总部：北京）

卫星办公室 ：长沙、昆明

以华北（北京）、华东（上海）、华南（广州）3 大地区为基地，建立起了全国销售与服务网络。

（ii）社会贡献活动的内容

① Earth Hour（地球一小时）

②佳能绿援使者 2009

③植树活动

④“影像—希望之光”项目

⑤羌族文化保护项目

⑥四川大地震后的人道支援活动

其他众多活动

①Earth Hour（地球一小时）

与设在欧美的佳能集团旗下公司一同参与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而倡议实施的地球一小时（Earth Hour）大型国际活动。包括佳能中国在内的佳能亚洲营销集

团下属 8 家公司共有约 3,800 名员工及其家属、朋友参加了这一活动。佳能中国有效利用内

部网络及海报开展宣传，促使更多的员工积极参与，并获得了 WWF（中国）颁发的“Earth 

Hour 2009 企业参与最佳创意奖”。期待每一位员工带着企业市民意识参与环保活动，同时对

公司内部凝聚力的形成也大有裨益。

参加活动之际，还策划和实施了激发参与意识的趣味项目，让员工体现佳能的特点，各

自拍下熄灯期间的生活状态，日后举办公司内部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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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佳能绿援使者 2009

利用作为佳能核心事业的影像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开展活动，致力于保护自然和生物多样

性。2008 年之前，主要是面向自然保护区工作者开展摄影技术培训；从 2009 年起，为大学

生提供针对自然保护区生态及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开展实际调查的宝贵的社会实践机会，并资

助研究所需资金及培训。有多所中国重点大学报名参加，第一年度有 5 所大学的小组入选。

2009 年以后，活动规模有所扩大，主要是由佳能中国提出方案，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提

供协助。

③植树活动

从 2008 年起，由员工及其家人、朋友组成的志愿者在北京郊外的长城脚下开展植树活动。

活动费用由公司负担，植树后的管护也由佳能中国提供支援。不仅在北京，其他地区的分公

司和分店也在当地开展了植树活动。

④“影像—希望之光”项目

为提高学生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能力和感受能力，在各地希望小学开设“摄影教室”，计划

在 3 年内援助 100 所学校。还将通过举办教师摄影技术讲习班，再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小学里

教给学生的方式，努力以有限的人才有效地传授基础摄影技术。

此外，佳能还大力促进不同地区及国家的青少年通过影像开展交流，以便从小建立友好

关系，增进相互了解。

⑤羌族文化保护项目

为援助在四川大地震中遭受巨大创伤的羌族，启动了羌族文化保护项目，利用佳能影像

设备记录节日庆典及手工艺、音乐等独特文化，帮助建立传承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

记录下来的内容以展会形式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展出，参观人数超过 3 万，盛况空前。

⑥四川大地震后的人道支援活动

2008 年 5 月发生四川大地震后，世界各地提供了广泛救援。佳能集团除捐献 1,153 万元外，

还捐赠了相当于 325 万元的医疗器材和办公设备。世界各地的佳能员工募捐金额达到了 158

万元以上。

（iii）活动的背景、特点及目标

佳能认为，作为全球优秀企业，在各个地区成为“优秀企业市民”十分重要。要想成为优

秀企业市民，就必须与社区“共生”。而这正好与佳能的企业理念“共生”（佳能中国则表述为“共

生共享、共创理想”）相呼应。所谓共生，是指忽略文化、习俗、语言、民族等差异，努力构建

全人类能够永远共同生存、共同劳动、幸福生活的社会。这种姿态不仅表现在中国国内各基地

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还表现在为了让员工团结共鸣而开展参与环保项目（Earth Hour）、保存具有

历史价值的地区文化（建立羌族文化数据库并予以展出）、援助各地希望小学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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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社会贡献活动时的特点是，意识到佳能这一品牌所具有的“优势”，策划出使“Why 

CANON? 为什么由佳能来做”的答案一目了然的、以影像为轴心的活动项目。“佳能绿援使者

2009”和“羌族文化保护项目”便是最佳事例，其成果受到了许多中国民众的关注。

作为佳能中国企业口号的“Delighting You Always——感动常在”原本所传达的信息是要为

顾客（用户）提供“满意”之上的“感动”；将“You”定义为自然环境、社区、需要帮助的每

一个人之后，还被用来作为开展社会贡献活动时的方针。这一口号在实践企业理念及佳能品牌优

势的同时，还使佳能中国所开展的社会贡献活动的意图非常明确，以此为基础而制定的基本方针，

使佳能中国全面的、多方位的社会贡献活动具有了可能性。

此外，为了让员工更加方便地参与社会贡献活动，佳能还在项目当中列入了员工志愿者活动，

努力使企业与员工能够一同为当地社会做贡献。在任何社会贡献活动中，都能看到佳能员工的

身影。

佳能中国经常主动向外界公布这些社会贡献活动。这是因为谋求与事业所在地区的“共生”

也是企业理念之一，需要引发地区居民对佳能中国的活动的理解和共鸣。或者还可以说，在社

会贡献活动往往偏重于资金援助或灾后救援等捐助行为的情况下，在策划和实施社会贡献活动

时纳入与企业业务具有高度亲和性的内容，引起中国市民的关注而获得反响，也是推动力之一。

（iv）今后的方向

佳能中国的社会贡献活动主要由中国员工组成的 CSR 担当部门负责实施及推进，本地化不

断取得进展。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保护自然的活动中，成果已开始显现，例如，形成了只有本

地员工参与其中才有可能实现的信息收集网络，开展沟通与交流，顺利进行策划并予以实施等等。

同时，以佳能特有的影像和摄影为关键词的社会贡献活动，今后将有可能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

发挥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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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i）事业概要

•  进驻中国的年份及进驻过程

1981 年～ 在北京开设代表处。

1987 年～ 开设深圳分行，以后又陆续开设上海等分行。

2002 年 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等三家银行合并为瑞穗实业银行，并 

  对设在中国的各个基地进行重组。

2007 年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为本地法人。

瑞穗实业银行在瑞穗金融集团中主要负责大企业（部分上市企业等）以及海外的日资和非

日资企业。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是瑞穗实业银行全额出资的日本在中国设立的首家

本地法人。作为面向在华日资企业和跨国企业的金融服务机构，开展外币业务、人民币业务等

所有银行业务。

•  员工与公司的数量及构成等

资本金 ：40 亿元人民币

公司 ：10 家（总行：上海）

分  行 ：8 家（大连、天津、北京、青岛、无锡、深圳、广州、武汉）（*）

  （*）除此之外，正在准备开设苏州分行

派驻事务所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员  工 ：约 1,200 人（其中，日本人约有 90 人，包括驻在员及在当地录用者的日本人。）

（ii）社会贡献活动的内容

① 瑞穗奖励基金

② 瑞穗基金

③ 绿色金融普及教育活动

其他众多活动

①瑞穗奖励基金

为了支持作为中国重点国策的基础教育领域，从 2007 年起，分别在北京市内的三所中学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相当于日本的初高中一贯

制学校）设立了“瑞穗奖励基金”。通常，对大学的基金援助较多，对中学的援助则较为罕见。“瑞

穗奖励基金”以各校的学生以及担任基础教育的教师为对象，每年向各校提供 40 万元奖励资金，

提供资金年限为 10 年。这三所学校都是顶级名校，有很多毕业生都考入了培养中国精英人才

的国家重点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②瑞穗基金

为支持培养年轻人成为将来活跃在中国金融界的国际型人才，将原富士银行于 1995 年设

在中国人民银行旗下的原金融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的金额达 50 万美元

的基金改为“瑞穗基金”，与日本瑞穗实业银行共同运营。以学生和教师为对象，每 2 年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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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研讨会，邀请外部讲师介绍金融制度及世界经济动向，并开展赠送教育设备等活动。

在 2005 年的金融研讨会上，瑞穗综合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就当时受到广泛关注的人民币自

由化问题发表演讲，介绍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所实施的日元升值政策及其后来的动向，并

对人民币升值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预测。演讲引起热烈反响，甚至引来了专业杂志的采访。

③绿色金融普及教育活动

作为已签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的瑞穗金融集团的一员，为了在

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普及绿色金融，以金融当局、银行业协会、大学智库为对象，举办演讲

会和研讨会。

从 2008 年度起，为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和中国环境投资网（环境产业及投资

方面的专业咨询机构、运营网站）主办的、与全球气候变化及节能有关的中国国内环境投资

方面的顶级会议——“中国环境投资大会”提供赞助，并且因为对环境金融的贡献得到高度

评价，在第 2 届大会上获得了“银行绿色金融贡献大奖”。

（iii）活动的背景、特点及目标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社会贡献活动中投入力量最多的是在教育支援和人才培

养领域，其目标是让中国人了解“在中国谋求发展的公司中，有一个瑞穗银行是为了中国人的

未来而开展事业和社会贡献活动的。”

瑞穗银行自中国改革开放后不久的 1979 年接管原日本兴业银行实施的“金融研修班”项目

以来，30 年间一直坚持每年接收 20 ～ 30 名来自中国政府机构及金融机构的青年到日本学习经

济与金融。该研修班的毕业学员目前已达到约 1,000 人，其中不少人在中国活跃在业务第一线，

或者在政府机构及实业界担任要职，可以说，这一活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在金融领域对中国的教育及人才培养做出贡献，从 1995 年开始，利用瑞穗基金举办金

融与经济研讨会，近年来在环境金融研讨会方面也投入了不少力量。

绿色金融普及教育活动，是在母公司即日本瑞穗实业银行的全球环境室的协助下，面向中

国金融当局及金融机构、大学智库开展的。瑞穗银行是日本第一家针对总额 1 千万美元以上的

项目融资，采用国际统一标准“赤道原则”来判断其是否属于环境友好的银行。瑞穗银行正是

从这一立场出发，向中方提供自己的经验。另外，对于无法仅由一家银行应对的此类大型项目，

银团贷款较为有效，对此，瑞穗银行作为外资银行的代表也利用在日本积累的经验，参与了中

国银行业协会的银团贷款与交易专业委员会（银团委员会）。

对经验与技术转让的指导活动得到高度评价，并因此在中国环境投资大会上获得了“银行

绿色金融贡献大奖”。

2010 年 3 月，与武汉市人民政府签署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协议，并开始在该领域开展活动，

促进中日各机构及企业之间的合作，帮助开展商务洽谈。

除了独自开展这些活动以外，还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以及日资、外资企业团体的名义，为支

援四川大地震、雪灾、水灾等重大灾害后的重建工作募集资金，并开展帮助太阳村儿童中心等

社会弱势群体、参加植树活动和其他各种形式多样的志愿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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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今后的方向

近 30 年来，一直将中国作为应由整个银行投入力量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市场，在社会贡

献活动方面也始终保持与日本母公司的共同运作。但是在 2005 年前后，也经历了“政冷经热”、

反日示威、培育多年的中日友好这一商务基石几近动摇的事态。今后，为了避免此类事态再度

发生，需要带着扎根在中国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在中国开展社会贡献活动，同时对各种活动

进行更加积极的宣传。

社会贡献活动内容方面，对于人才培养和教育支援的长期项目，是金融服务业最有可能做

出贡献的领域，今后仍将以此为支柱。

在作为本行的金融领域，将着眼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和资源

消费国的事实，基于在日本积累起来的绿色金融业务经验以及广泛的客户基础、与中国主要机

构的良好合作关系，促进和帮助与节能环保产业相关的各种业务及其合作。只要在环保领域达

到实际的效果，就将在中国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获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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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

（i）事业概要

•  进驻中国的年份及进驻过程

1980 年 开设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

1995 年 在北京设立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

2005 年 在北京设立三井物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2009 年 将三井物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移交给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并 

  与之进行整合

作为日资商社很早便开始关注中国，并在北京开设代表处，在资源与能源、消费金融等多

个领域开展业务。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放宽对外资的限制，调整体制，在中国各地设立了本

地法人及派驻机构。作为综合商社，正在充分利用与中国各类产业及主要企业之间的广泛网络，

以北京为核心，努力在东北及中西部等广大地区开创事业。

•  员工与公司的数量及构成等

员工人数 ：员工 91 人，其中日本员工 16 人（截至 2009 年 10 月）

基地构成 ：以设在北京的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为核心，在青岛、大连、天津设有本 

  地法人，在哈尔滨、长春、重庆、成都、武汉、呼和浩特设有事务所或派驻机构。

（ii）社会贡献活动的内容

①冠名讲座“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

②学生交流项目“走近日企、感受日本”

③灾害救援

①冠名讲座“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

在“国际交流”领域，依靠以北京为中心的与产业界及知识界的广泛联系，自 2006 年起

持续举办冠名讲座“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促进中日间的经济、文化及商务交流。聘请

国内外产业领域高层担任讲师，在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京大学开办讲座，计划持续至

2015 年。已为该项目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

②学生交流项目“走近日企、感受日本” 

“走近日企、感受日本”是以加深中国年轻一代对日本的了解为目的的民间活动项目，源

于 2005 年中国出现反日活动后在 2006 年举办的中日环境能源论坛上的中日学生交流，计划以

五年规划的形式，每年邀请 50 ～ 60 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访问日本企业、与日本学生进行交流、

体验日本家庭生活，从而从各种角度亲身感受日本。与创新论坛同样，目的在于让肩负未来的

中国与日本的年轻人尽早感受中日友好。每年邀请 50 ～ 60 名中国学生到日本滞留一段时间，

其巨额的活动经费由中国日本商会会员企业及其总公司全额赞助。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是在中国学生的派遣以及日本接待家庭的安排方面提供协助，在实际运营上支持活动的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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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灾害救援

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在日本也被广为报道，特别是发生四川大地震之际，

许多日资企业都提供了救灾资金援助。三井物产作为大型综合商社，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基地，

经常在各自所在国家开展灾害救援活动。在中国，也为四川大地震、南方雪灾、江西九江地

震提供了资金援助，努力做到与本地员工及本地相关公司同呼吸共患难。

（iii）活动的背景、特点及目标

三井物产从整个全球集团的角度将“国际交流”“教育”“环境”作为开展社会贡献活动的

重点领域，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也在这三大领域策划和开展具体的社会贡献活动。开办

“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支持“走近日企、感受日本”项目，既是对公司总部基本理念的实践，

也是对中国产业界多年商务合作的回报，也可以说是领袖风范在所辖地区的体现。对于社会贡

献活动，三井物产一直保持低调，很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这也许是出于如下的思路：如果参

加冠名讲座或交流项目的年轻人能够借助于这种体验而成为产业界的新一代活跃人物，那正是

社会贡献活动的成果，他们的能量本身足以体现社会贡献活动的价值。可以说，从这种长期视

角出发，在国际交流领域和教育领域开展活动，正是三井物产社会贡献活动的特点。

（iv）今后的方向

除了继续开办“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和参与“走近日企、感受日本”项目，“环境”领

域的各种活动今后将日趋活跃。目前，三井物产正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环境评估相关项目，并

且筹划在将来的大规模价值链中适用环境采购标准。对于中国，在内蒙古地区发展跨行业业务

时，也已考虑到了诸多环境要素，包括如何应对中国加强环境限制措施在内，今后都将予以关注。

在这种自觉的环境意识下，也许还会诞生出三井物产特有的从长期视角出发的环境领域的社会

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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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司

（i）事业概要

•  进驻中国的年份及进驻过程

1995 年 由 transcosmos 株式会社全额出资设立。

2000 年 员工人数达到 40 名。

2005 年 开始盈利。

2006 年 在中国广州市设立广州分公司，在日本东京设立日本分公司。

2008 年 设立日本法人大宇宙日本株式会社。

2007 年，取得了 CMMI5（能力成熟度集成模型）的世界最高级别以及 ISO27001（信息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连续 7 年被认定为中国国家计划内重点软件企业，连续 2 年进入“中国软件

出口和服务外包企业”前 10 名。

•  员工与公司的数量及构成等 

员工人数 ：1,300 人（日本人 10% ）

构  成 ：事务所、分公司、子公司共有 6 家（天津总部、广州分公司、日本分公司、苏 

  州分公司、北京事务所、日本法人）

（ii）社会贡献活动的内容

①大宇宙助困奖学金

②为“教育事业及人才培养”提供支援

③为中国四川大地震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

④为中国南方雪灾提供救助资金、捐赠救援物资、开展支援活动

⑤为当地中学提供教育支援

⑥发起内部募捐，帮助患者筹集高额手术费

①大宇宙助困奖学金

从 2006 年起，在天津市的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 3 所高校设立奖学金制度，

资助品学兼优但家境困难的大学生。发放对象为各校计算机系和日语系的 15 名大学生（2008

年实际发放人数）。

这一制度原本是公司高层为了回报母校，并且考虑到当地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有益于公司本

身的发展而设立的。每年都有接受奖学金的优秀毕业生进入大宇宙就业，而其他公司则很少有

受助学生成为员工的事例，表明该项目得到了高度评价。

②为“教育事业及人才培养”提供支援

为天津各大学体育赛事提供赞助，为当地中学提供教育援助与交流。

2007 年 4 月，天津大学软件学院、计算机学院、环境学院、电信学院等 4 所院校共同举

办了“天津大学 < 大宇宙杯 > 篮球大赛”。历时 1 个月，进行了 50 场比赛。大宇宙公司以资

金援助（捐款、赞助）、设施提供、员工志愿者派遣、自主策划活动等形式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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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为中国四川大地震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

2008 年 5 月发生四川大地震时，包括日本分公司在内的各分公司从地震发生后第 2 天开

始就有员工志愿者发起募捐，共募集到 15.47 万元。此外，还捐赠了物品，提供了设施，并开

展了 2 次后续募捐活动。

④为中国南方雪灾提供救助资金、捐赠救援物资、开展支援活动

从 2008 年 1 月开始，与中国及日本的关联企业一起，以设在中国各地的集团下属公司为

基地，开展了针对中国南方雪灾地区的支援活动。除了捐款和提供赞助以外，展开了提供设施、

派遣员工志愿者等具体的支援活动。

⑤为当地中学提供教育支援

在天津市慈善协会、天津市联合助学基金联合会的协助下，为天津市内的中学援助资金（捐

款、赞助等）、捐赠物品、提供服务，还捐赠电脑、椅子、课桌、书籍，派遣教师志愿者。此外，

还自主策划和实施奖学金项目等各种活动。

⑥发起内部募捐，帮助患者筹集高额手术费

发起内部募捐，帮助天津地区和广东地区的患者筹集高额手术费。这一活动缘起于人事

干部得知以前的员工的病情后，在公司内部网络上发布了相关消息，引起员工关注，纷纷伸

出了援手。

（iii）活动的背景、特点及目标

大宇宙信息创造公司虽然是 transcosmos 株式会社全额出资设立的子公司，但并未沿袭日本

公司从派驻事务所转化为本地法人的通常程序，而是直接设立了本地法人，是一个特例。通常，

进驻中国的企业名称必须冠以中国的地名，不过，在日资企业还较少的时期投资 10 亿日元设立

的大宇宙信息创造公司则获准起了一个非常适合中国的公司名称。

公司主要业务是利用中国的优秀人才面向日本开发系统。客户广泛，涉及金融、流通、制

造业等多个行业，日本的大型系统公司占据了绝大部分。

目前，日本的 IT 行业受到人才减少的影响，个人劳动量增加，3K（表示“危险”、“脏”、“累”——

译注）乃至 5K（表示在 3K 的基础上添加了“昏暗”、“臭”——译注）现象的日益严重，人才

形势较为严峻。大宇宙信息创造公司则成功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以仅有日本三分之一左右的成本，

提供了高品质的服务，并从 2005 年度起一举扭亏为盈。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将本国的技术力量集

中到高科技增值服务上，从而集中培育高科技产业。这一点恰巧与该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十分吻合。

因此，对于每年大量雇佣大学毕业生的大宇宙创造公司，政府也给予了积极的协助。

大宇宙信息创造公司积极开展实践其经营理念，即“企业责任”的社会贡献活动，不仅能

够回报社会，也能够确保新的优秀人才。公司通过资助贫困生、捐助资金、提供物品、派遣教

师等形式，为改善教育环境贡献着一份力量。这些活动获得了广泛认可，2007 年被中国红十字

会和天津市授予“爱心助学奖”，2009 年获得了“爱心助学先进企业”等称号。此外还更多各种

形式的奖项称号。员工也因为“在热心社会贡献活动的单位上班”而得到人们的赞誉，所以也

开始积极参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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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连续 3 年蝉联了天津市优秀软件企业第一名的大宇宙创造公司，在人事方面致力于提高

员工技能。员工中的 95% 是雇佣刚毕业的大学生，并在进入公司第一年就发放大宇宙培训手册，

指导学习。之后，还帮助员工制订职业规划，促使员工了解升职的条件和自身的不足，并传授改

善技巧，帮助提高水平。采用这种做法，是基于帮助每一位员工提高水平，是广义“教育”的一环。

（iv）今后的方向

随着公司知名度的提高，来自各方面的求助要求和合作要求越来越多，但并未因此而设立特

殊的部门，而是由管理、人事、经营部门的负责人讨论决定每一件事。虽说需要提高效率，但

暂时仍将维持个别应对方式。不过，对于制作天津日本人会网站、创建和维护日本人学校校园

系统等构建联系网方面的工作，今后将投入更大的力量。此外，还将加强与日资企业之间的联系，

共同开展社会贡献活动。

今后，预计进入中国的日资企业会越来越多。大宇宙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目前已在开展的

对日语教育的支援，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一同发挥协同效应，为提高中国优秀人才的实力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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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i）事业概要

•  进驻中国的年份及进驻过程

1995 年 设立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自设立以来，便在数码产品、家电、电子设备、社会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开展事业，在中

国各地共设有 69 家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2008 年销售额已经达到约 768 亿元人民币（约 1 兆

日元）， 在中国内外资企业中名列前茅。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是东芝在中国的统括公司，具有社会基础设施项目、市场营销、研

发等方面的功能。

•  员工与公司的数量及构成等

员工人数 ：中国国内　29,000 人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245 人　其中有 22 位日本人（截至 2009 年 12 月）

公司 ：在全中国共有合资 •独资企业 69 家。

（ii）社会贡献活动的内容

①东芝杯  中国师范类大学师范专业理科大学生教学技能创新实践大赛

②教育支援：援建希望小学、提供大学奖学金

③针对四川大地震重建提供援助

①东芝杯  中国师范类大学师范专业理科大学生教学技能创新实践大赛

大赛与中国教育部共同举办，于 2008 年启动，以中国师范类大学的大学生为对象，目标

是培养未来的优秀理科教师，振兴中国的科学及自主创新。来自各师范大学有志成为理科（数

学、物理、化学）教师的大学四年级学生，通过各大学的预选后参加全国范围的决赛，发表

面向中小学生的教案论文。主题是“怎样讲课才能让孩子们感到科学的有趣”，初等教育中的

理科教学创意成为评价对象。对于获奖者，将颁发奖状，并安排赴日培训。目前已针对 12 所

大学举办了 2 届，中国教育部对大赛也寄与厚望，正在研究第 3 届开始是否在中国各地所有

师范大学（38 所）的范围内举办。

②援建希望小学、提供大学奖学金

东芝中国集团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保持每年援建 2 所希望小学。目前已有 15

所学校投入使用，今后也将以同样的速度继续进行援建。在高等专业教育方面，面向清华大

学及浙江大学的“东芝之友奖学金”也正在持续实施，每年向 90 名优秀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③针对四川大地震重建提供援助

在地震发生后不久，东芝集团就向灾区捐赠了总额达 1 亿日元的现金和物资。其中 139

万元捐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用于修建 50 个“抗震希望教室”。另外，为援助位于绵阳

的绵阳富乐中学和绵阳花园小学的重建，捐赠了约合 22 万元的东芝照明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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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活动的背景、特点及目标

东芝在中国开展社会贡献活动的基本理念是，作为中国社会的优秀企业市民，为中国社会

的发展做贡献。各种形式的活动主要在教育、环境、文化等领域展开。

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投入了很大力量，援建希望小学校、提供奖学金等项目一直在持续进行。

近年来的活动，则不仅仅停留在提供捐款及资金援助等慈善项目，还针对理科领域的人才培养

提出了广泛的带有独特性的项目方案。

“东芝杯  中国师范类大学师范专业理科大学生教学技能创新实践大赛”着眼于要让孩子们

对理科感兴趣，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教案的观点。所以，这项独创性的项目以主要师范大学的学

生为对象，围绕具有创造性的教案展开竞争。策划大赛之际，着眼于教育这一基本国策，由东

芝向中国教育部提出建议，引起了中国教育部的关心和赞同，达成了共同举办大赛的意向。由

日资企业意识到未来的中国技术人才培养问题，策划和提出长效方案，并与中央政府协同举办

社会贡献活动，这在外资企业中尚属首次。

此项社会贡献活动的背景是，东芝作为多年来在中国发展事业、目前已拥有 69 家公司和

29,000 名员工、成功发表“引领创新（Leading Innovation）”品牌宣言的大型企业，愿意为中国

的“自主创新”做出贡献。在产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一直借鉴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

技术或作为外资技术组装厂的中国制造业而言，帮助其在中国内部培养引领技术革新及实用化

人才，才是作为企业市民的重大任务。另外，中国有许多优秀人才都在流向金融等领域，而这

一项目则反映出了东芝特有的想要培养技术革新所需的理科人才的愿望。还有，在拥有庞大人

口和生产力的中国，环境方面的课题堆积如山，与环境相关的限制措施也在不断出台，而这项

长期培养理科人才的项目，很可能造就出许多能够为中国的环境技术革新做出贡献的人才。

（iv）今后的方向

大赛于 2009 年成功举办了第 2 届，而中国教育部则希望进一步扩大参赛学校的范围（目前

是 12 所大学），日本相关政府部门及团体也表现出了极大关心，预计今后会在中日两国的产官

学界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

另一方面，尽管从历史、地理、以及近年来的经济与产业的观点来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

关系要比欧美各国更加密切，但中日两国年轻人对于彼此的认识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即使

是为了减少这种认识上的差距，通过教育增进相互理解也仍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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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ASCO 株式会社 北京博思科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PASCO CHINA CORPORATION ：PCC）

（i）事业概要

•  进驻中国的年份及进驻过程

2002 年 以在东京举办的第 1 届中日 GIS 交流会为契机，受到中国政府和江苏省设立合资 

 企业的邀请

2003 年 设立苏州超维地球科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SDR）

2004 年 设立北京博思科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PCC）

2006 年 由 PCC 收购 PASCO 所持有 SDR 的股份

PCC 被认定为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作为中国 RS、GIS、SOLUTION

方面的顶级品牌企业，主要与政府相关机构开展业务合作。在西部的新疆、东北的吉林和大连、

以及南京等中国各地与政府机构或大学开展共同研究、担任客座教授及国际委员，建立起了牢固

的联系网，订单的 95% 来自中国政府机构。

SDR 是 PCC 和江苏省出资的内资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主要是面向中

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开发导航系统。

•  员工与公司的数量及构成等

　PCC　员工 40 人（1 位日本人 * 仅董事长是日本人）

　SDR　员工 50 人（1 位日本人 * 仅董事长是日本人，由 PCC 董事长兼任）

（ii）社会贡献活动的内容

①四川大地震技术援助

②与政府机构开展共同研究

③血吸虫防治工作

其他众多活动

①四川大地震技术援助

2008 年 5 月发生四川大地震时，从初步调查到重建活动，都积极提供援助，发挥了重要

作用。地震发生后 1 小时，便接受中国政府关于收集卫星数据的委托，着手利用全球网络进

行数据收集和卫星处理。及时将震源位置坐标提供给世界上的相关机构，还无偿向中国政府

提供了 EROS-B 图像以及灾情汇总，在信息收集方面做出了贡献。卫星数据提供对象达到了

27 家机构（国家机关和政党）。

聘请日本防灾专家、砂防滑坡研究中心池谷理事长为解决堰塞湖问题进行指导，并利

用人际网络派遣志愿者开展了重建援助工作。此外，以 PCC 全体员工的名义向国家赠送了

EROS-B1 图像，从硬件、软件两个方面提供了广泛援助。

为感谢外资企业作为志愿者对中国提供的技术援助，约 10 家中国机构送来了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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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与政府机构开展共同研究

与众多政府机构及大学开展共同研究及业务合作。例如，与国家测绘局测绘研究院共同开

展“SAR 卫星数据在地图绘制中的应用及实用化”项目，与中国科学院 CEODE 共同开展“土

地利用情况的卫星数据监测”项目，与农科院及农大共同开展“农田管理及农作物生长情况的

卫星数据监测”项目等。

作为联合国合作项目，从 2010 年度开始计划与国家海洋局共同实施西太平洋海洋遥感教

育中心项目。此外，还与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共同开展了“灾害模拟系统”项目，与建设部城

市规划研究院共同开展了“水灾模拟系统”项目，与南京大学共同开展了“土地利用变化情

况自动汇总”项目，与北京科技大学共同开展了“关于滑坡的 SAR 卫星数据监测系统”项目，

还将计划与吉林大学共同设立环境水域经济中心。

③血吸虫防治工作

积极参与导致中国数千万人受害的血吸虫防治工作。利用传染病传播机理分析及传播模拟

系统，在受害最严重的湖北省荆州市参与受害情况数据库的制作，以及利用萤火虫进行的绿色

环保型血吸虫防治工作。

（iii）活动的背景、特点及目标

力争成为中国 3S（遥感与卫星数据销售的 RS、GIS、SOLUTION）首位的 PCC，把通过事

业贡献社会视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积极开展社会贡献活动，并针对社会贡献明确表现出“技术

提供”的姿态。利用 PCC 所掌握的空间信息及人工卫星数据分析方面的尖端技术为社会服务。

其特点是，充分利用企业技术经验的同时，有效利用超越组织界限的人际网络，以最佳解

决方案开展活动。重视人的技能的灵活实用，也使得更加有益的贡献得以实现。

PCC 的社会贡献成果有些还涉及到国家级课题，而这都是基于 PCC 与中国政府之间建立起

来的信任关系。四川大地震及青海大地震发生时，中国政府直接委托 PCC 进行初步调查，便是

一个极好的事例。与中国的政府机构或大学开展共同研究，协助中国发展防灾、环境、农业事业，

帮助中国企业进驻中南美和非洲等等，PCC 的活动丰富多样。

另外，作为软件方面的贡献进行人才培养。PCC 与南京大学及北京多所大学，就重要的尖

端开发课题开展共同研究。这种做法既能保证优秀人才，又与中国政府培养尖端产业人才的意

图相吻合。

在民间领域，以 PCC 员工家属为主力，在福州市开设了民营自闭症儿童设施，由 PCC 提供

后援。佐藤董事长以外的员工全部都是中国人，这也使得 PCC 能够开展扎根于本土的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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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今后的方向

PCC 明确提出了提供技术、贡献社会的立场，并通过与政府机构或大学的共同研究来努力

加深中日友好。但是，对于中日共同研究的成果，存在着一方认可而另一方不认可的现象。中

日两国政府机构的步伐不尽一致，可以说是今后的一大课题。

今后，除了与中国及联合国合作，还计划与东亚开展合作。将利用 PCC 所拥有的空间信息

和卫星系统提供技术，以国家之间无法做到的灵活应对来开展社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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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问卷调查及访问调查结果的考察

自 2004 年中国各地出现反日示威及抵制日货运动以后，为了表明日资企业不仅是在从事商务活动，

而且还在大力开展社会贡献活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曾在 2005 年和 2007 年针对日资企业在中国开展

社会贡献活动的情况实施了调查。而这次的调查主要是为了了解上次调查之后，在中国经历了四川大地震、

金融危机、开始重视 CSR（企业社会责任）等背景下，日资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提

交问卷的企业有 388 家，列举的社会贡献活动事例有 447 件，超过了 2007 年实施调查时的 353 家和 237 件。

对各地日资团体的合作再次表示感谢。

本章将阐述这次问卷调查及访问调查的结果所反映出的日资企业在中国推进社会贡献活动的特色。

（1）提交问卷的企业的概况

自上次调查以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以城市为中心，中等收入

阶层有所扩大。伴随着这种变化，日资企业的进驻主体也从制造业扩大到了服务业，在制造业中，也开

始重视中国国内市场。但是，参与这次调查的 388 家企业的属性在进驻时期、事业内容、员工规模上，

与 2007 年调查时相比，均无太大变化。

（2）CSR 推进体制的构筑取得进展

随着中国产品向欧美市场的出口扩大，不单是中国产品的质量，商品生产过程及生产方法也受到关注，

由此，中国政府也开始重视 CSR 的推进。于 2006 年修改公司法、增加“CSR 条款”以后，由政府主导

的 CSR 普及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而在中国国内，城乡差距扩大、企业道德下降、环境污染严重等经济

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日益显露。中国政府提出了从经济第一转向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并出台了积

极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以此作为解决环境问题及缩小国内收入差距的措施。

在这次问卷调查中，对于日资企业在本地开展经济活动时最为重视的项目，与上次调查结果一样，

回答“确立企业伦理和遵纪守法”的企业最多，其次是“充实客户应对工作”和“节省资源、节约能源、

保护环境”，前 3 位的项目没有变化。与上次调查相比，回答“节省资源、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合理

纳税”、“保持和扩大就业”的企业有所增加。对于在本地独自制定的 CSR 方针，回答“环境方针”的企

业最多，接下来是“就业方针”、“社区方针”。从具体项目来看，重视“有害物质的使用限制”、“循环利

用”、“在人才录用及培养中消除歧视”的倾向有所增强。

虽然问卷调查并未体现出太大变化，但从事例调查中所访问的企业来看，与上次调查时相比，日资

企业的 CSR 推进体制取得了一定进展。上次调查中，不少企业尽管总部已制定 CSR 方针，但尚未具体

适用和渗透到在中国开展的事业活动。但是在这次的调查对象企业中，有不少企业都起用中国员工负责

CSR 部门以及社会贡献工作，经过经营领导能力培训及赴日培训后，按照 CSR 方针开展具体活动。员工

培训方面，也出现了积极开展的迹象。在具体实施方面，也可以看到本地员工发挥主导作用、挖掘需求、

开展更为有效的社会贡献活动的事例。日资企业的 CSR 有望通过员工教育和供应链管理，逐渐传播到中

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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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社会贡献活动表现持平

对于目前是否在实施社会贡献活动，回答“实施”的企业有 55.4%，回答“未实施”的企业有

44.6%，与上次调查相比，社会贡献活动实施率减少了 1.8 个百分点。对于最近社会贡献活动方面的变化，

回答“2008 年以前也在开展社会贡献活动”的企业有 46.9%，回答“2008 年以前和现在都未开展社会贡

献活动”的企业有 41.8%，表示活动情况无变化的回答接近 9 成。对于社会贡献活动的预算，虽然回答“没

有预算”的企业占 47.4%，但回答“预算无变化”的企业占 25.8%，回答“预算有所增加”的企业占 9.3%，

超过了占 5.2% 的回答“预算有所减少”的企业。可见，虽然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但是在日益扩大的中国

市场上，日资企业为了发挥企业市民应有的作用，一直在坚持开展社会贡献活动。

（4）四川大地震的影响

2008 年 5 月发生四川大地震时，许多日资企业都进行了资金捐助和物资援助。提交的问卷中提及的

414 件社会贡献活动事例当中，与四川大地震相关的救援达到了 24.4%，约占到 1/4。有些企业不仅仅局

限于本地法人，而且还以日资企业集团整体的角度提供了大规模资金援助。中国员工自发的募捐活动也

很活跃，而日资企业方面也尊重中国员工的意志，积极支持了募捐活动。

另一方面，四川大地震救灾援助以外的社会贡献活动也在持续展开。从活动领域看，教育领域的活

动最多，与社区、环境、医疗与福利等相关的活动也很活跃。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大致有以下三

种形式：即为农村地区贫困生提供援助，为将来有可能成为新一代领导人或技术人员的优秀学生提供援助，

为中日青年开展交流提供援助。各公司纷纷基于自己的理念和战略开展援助项目。此外在员工所在社区

开展公益活动以及利用公司特色开展环境教育活动的事例也比较多。

（5）多样化的社会贡献活动方法

从社会贡献活动方法来看，“资金援助”最多，占 75.3%，其次是“捐赠物品和提供服务”占 44.7%，“员

工志愿者”占 40.5%，“自主策划”占 35.3%。资金提供占据主流的现象虽然没有变化，但是与上次调查相比，

实施率较低的自主策划项目从上次的 9.3% 大幅上升到了 35.3%，与物品捐赠及员工志愿者达到了同等程

度的实施率。另外，与中国的财团以及地方政府合作的事例也较多。

（6）发挥公司优势的战略性社会贡献活动

这次事例调查中所访问的企业，大都拥有明确的公司理念，并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社会贡献活动。

欧姆龙公司与其在日本开展的活动相同，积极雇用残疾人，成为中国此方面的先驱；佳能公司积极利用

作为核心业务的影像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开展多种社会贡献活动项目；瑞穗实业银行作为日本率先采用

赤道原则的银行，利用自身经验开展绿色金融普及教育活动；东芝公司为长期培养技术人才，与中国政

府共同举办理科教师教案大赛。可以说，所有这些社会贡献活动都是发挥各公司优势，在贡献中国社会

的同时提高企业自身价值的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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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坚企业富有特色的社会贡献活动

作为中坚力量的日本企业也在开展富有特色的社会贡献活动。大宇宙信息创造公司是由 transcosmos

株式会社全额出资设立的公司，已连续 3 年蝉联天津市优秀软件企业榜首宝座。该公司不仅设立了面向

当地大学的奖学金制度，而且在员工的录用和培养上也极富热情；作为 PASCO 株式会社中国法人的北

京博思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发生四川大地震之际，受中国政府委托，迅速发送卫星传来的灾区信息，

因此收到了来自中国约 10 个机构的感谢信。这两家公司的事例表明，它们既能够在本行业中回应中国政

府对培育高新产业的厚望，也能够作为中坚企业发挥自身优势而开展社会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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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努力

           

6.1　为了促进在华日资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

（1）提高对社会贡献活动的认识

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履行 CSR（企业社会责任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对于“可持续发展”

而言，十分重要。对此，许多企业的认识都有所提高，都在企业活动中积极开展与 CSR 相关的活动。尤

其是在保持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获得社会信赖、提升企业价值上，通过社会贡献活动融入社

区是不可或缺的。在海外发展的日资企业对于在当地开展社会贡献活动对顺利开展事业的重要性的认识，

也在日益提高。

（2）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基于调查结果的努力方向

基于上述情况，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 9 个国家实施“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调查”，目前在中国已

经开展了 3 次。在中国开展的第 3 次调查中，提交问卷的企业有 388 家，其中开展社会贡献活动的企业

有 215 家，占 55%。

对于在海外发展的日资企业而言，社会贡献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于在华日资企业“开展社会

贡献活动需要什么？”的提问，回答结果与第 2 次调查的结果相同，以下几点排在前 3 位：

①其他日资企业在本地开展社会贡献活动的事例信息（59.1%）

②可以使用较少的预算来参加或借鉴的项目信息（51.6%）

③日资企业之间信息与经验的共享（46.5%）

未开展社会贡献活动的企业列举的理由，则有以下几点：

①没有富余人力（54.3%）

②不知道应该做什么（47.4%）

③没有预算（31.8%）

为回应日资企业上述要求，今后我们将通过提供其他公司开展社会贡献活动的信息、具体提示不必

花费太多人力及预算的社会贡献活动项目，大力配合日资企业推进社会贡献活动。

6.2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今后的努力方向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将为日资企业推进社会贡献活动提出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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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和发布日资企业开展社会贡献活动的相关信息

在华日资企业所需要的信息共享方面，与实施第 1 次、第 2 次调查时相同，在召集在华日资团体的

负责人及秘书长举行的会议上公布了各公司的活动内容；针对第 3 次调查，也将举行报告会，并以发放

调查报告的形式提供信息。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将在中国日本商会的协助下，作为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相关信息的交换场所发

挥作用，并帮助各公司顺利收集信息。此外，还会在网站上发布调查报告，同时在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图

书馆提供阅览。

（2）开发和提供不会增加负担的社会贡献活动项目

在公益活动项目的支持上，将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所实施的项目中，具体提出不会增加企业负担

的内容，例如为日语大赛提供赞助（提供奖品）等。在开发新的公益活动项目时，将充分考虑企业需求，

注重方便性。

基于上述工作，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今后将进一步加深与在华日资企业的合作，推进社会贡献活动。

希望日资企业予以理解和支持，并积极提出项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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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anthropic Activities by Japanese Companies in China

C h i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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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艺术与文化

赞助中日摄影文化交流事业

“北京摄影展”
对旨在促进中日摄影文化交流的 NPO 摄影展，赞助 1 万元。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

有着 3000 年历史的羌族，在四川大地震中人口减少了十分之一。口口相传的文化因传承人

的遇难而面临失传危机。从 2009 年 5 月开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工作组进驻到了

汶川的深山地区，利用静态、动态、3D 等技术手段全方位进行了记录工作。影像数据库分

为庙会文化、手工艺、音乐、传统庙会四大部分，并将被赠送给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另外，为了提高市民的关注度和保护意识，从 11 月 5 日开始，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

为期两周的“感动羌魂，云影共生——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览会”活动。 

赞助故宫神武门联合摄影展
对 NPO 组织中日摄影文化交流协会举办的“中日摄影文化交流事业——故宫神武门联合摄

影展”提供赞助。

向 HKPO（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提
供赞助费

向 HKPO（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提供赞助费。

东芝春季音乐会 自 2000 年起，每年邀请各界音乐人士举办旨在为北京的文化事业做贡献的音乐会。

出资赞助 2009 年举办的花

卉博览会
对 2009 年举办的花卉博览会提供资金赞助。

学术与研究

[ 清华大学——AEON 教学

与研究调查计划 ]

本计划旨在开发中国教学、商务以及技术领域职业生涯，由奖学金（针对 1 院）、研究调查

和校内绿化计划三大部分构成。与香港 Aeon Stores 公司，从 2000 年到 2008 年共提供总额

达 130 万的港币赞助。2008 年度开始，与永旺 1% 俱乐部主导、和 Aeon Stores（香港）共

三家公司以清华大学所有院系为对象，提供奖学金计划，即“清华之友——Aeon 奖学金”。

领导力研究开发中心（清

华 · 松下共同）

06 年该公司与清华大学联合开设新一代领导培训讲座，针对中国政府预备干部开展领导能

力培训。迄今已约有 4500 名预备干部（从全国 17 个省、市、自治区选拔的副处长以上级别

的干部）参加了该讲座的培训。 

为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提

供资金援助

2009 年 4 月 10 日佳能公司与其他日本企业合作，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旨在促进日本社会研究

和中日人才交流的研究机构——日本研究中心。由佳能、SECOM、野村综合研究所、三井

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全日本空输等对日本研究中心给予援助。提供总额达 1 亿至 2 亿日元的

资金，还承担中国学生赴日的培训经费。

提供日语资料室 提供日语资料室。

四川大地震之外的其他活动 对学术和研究领域提供援助。

日立奖学金 对有代表性的中国年轻研究人员赴日研究提供援助。

国际交流 
与合作

[ 2010 联合国基金会青年使

者计划 ]

本计划是为了提高全球对儿童权利的关注，以及通过一系列培训和活动提高青少年的领导

能力。该公司作为本次计划的主要赞助商每年赞助 180,000 ～ 200,000 港币，今年 (2010 年 )
是本计划实施的第三年。

参加企划中国日本商会举办

的“走近日企、感受日本”

事业活动

为了让中国的年轻人理解日本企业和文化，特向中国日本商会举办的中国大学生访日派遣事

业活动捐赠一千万日元，同时积极参与策划日本企业 , 参观、寄宿民居的接待等活动。

参加企划中国大学生举办的

“走近日企、感受日本”活

动

中日友好协会与中国日本商会于 2007 年 3 月 22 日启动了主题为“走近日企、感受日本（参

观日本企业，感受日本）”的中国大学生赴日交流项目。该项目每年派遣 30 ～ 60 名中国大

学生赴日，活动内容是视察日本企业、大学交流、农村探访、日本家庭的寄宿等。佳能公司

也积极参与，并推出了 5 年计划。 

AIESEC 国际交流。

■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事例

I. 按照领域分类的社会贡献活动事例

按照不同领域，对本次调查中收集的社会贡献活动的事例进行了分类，如下一览表所示。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北京

日本驻华大使馆、中国日本

商会、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中日摄影展文化交流协会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在四川省当地收集。展

览会以及数据库的捐赠

仪式在北京举行。

深圳派爱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NPO 组织中日摄影文化交

流协会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

（三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香港 HKPO 三菱电机香港集团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北京市内音乐厅等 北京地区的东芝集团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山东安吉丸食品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中国北京清华大学

Development  Research 
Academy for the 21st Century 
of  Tsinghua Universi ty  
AEON Stores( 香港）

A E O N  C R E D I T  S E RV I C E 
(ASIA)CO.,LTD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派遣讲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Panasonic China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清华大学（北京）

SECOM、野村综合研究

所、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

险、全日本空输等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西安凯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其他

中国青年联合会、成都市

共青团委员会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

社代表处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日本（实施研究）、北京

（选拔地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

会科学院、发改委宏观经

济研究院、商务部研究院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香港以及发展中国家（中

国甘肃和尼泊尔等每年

地点不固定）

Hong Kong Committee for 
UNICEF 

A E O N  C R E D I T  S E RV I C E 
(ASIA)CO.,LTD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志愿者服

务
北京、日本

中国日本商会、中日友好

协会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

日本国内
中日友好协会与中国日本

商会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提供参观场地 公司内 华钟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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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艺术与文化

赞助中日摄影文化交流事业

“北京摄影展”
对旨在促进中日摄影文化交流的 NPO 摄影展，赞助 1 万元。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

有着 3000 年历史的羌族，在四川大地震中人口减少了十分之一。口口相传的文化因传承人

的遇难而面临失传危机。从 2009 年 5 月开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工作组进驻到了

汶川的深山地区，利用静态、动态、3D 等技术手段全方位进行了记录工作。影像数据库分

为庙会文化、手工艺、音乐、传统庙会四大部分，并将被赠送给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另外，为了提高市民的关注度和保护意识，从 11 月 5 日开始，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

为期两周的“感动羌魂，云影共生——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览会”活动。 

赞助故宫神武门联合摄影展
对 NPO 组织中日摄影文化交流协会举办的“中日摄影文化交流事业——故宫神武门联合摄

影展”提供赞助。

向 HKPO（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提
供赞助费

向 HKPO（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提供赞助费。

东芝春季音乐会 自 2000 年起，每年邀请各界音乐人士举办旨在为北京的文化事业做贡献的音乐会。

出资赞助 2009 年举办的花

卉博览会
对 2009 年举办的花卉博览会提供资金赞助。

学术与研究

[ 清华大学——AEON 教学

与研究调查计划 ]

本计划旨在开发中国教学、商务以及技术领域职业生涯，由奖学金（针对 1 院）、研究调查

和校内绿化计划三大部分构成。与香港 Aeon Stores 公司，从 2000 年到 2008 年共提供总额

达 130 万的港币赞助。2008 年度开始，与永旺 1% 俱乐部主导、和 Aeon Stores（香港）共

三家公司以清华大学所有院系为对象，提供奖学金计划，即“清华之友——Aeon 奖学金”。

领导力研究开发中心（清

华 · 松下共同）

06 年该公司与清华大学联合开设新一代领导培训讲座，针对中国政府预备干部开展领导能

力培训。迄今已约有 4500 名预备干部（从全国 17 个省、市、自治区选拔的副处长以上级别

的干部）参加了该讲座的培训。 

为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提

供资金援助

2009 年 4 月 10 日佳能公司与其他日本企业合作，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旨在促进日本社会研究

和中日人才交流的研究机构——日本研究中心。由佳能、SECOM、野村综合研究所、三井

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全日本空输等对日本研究中心给予援助。提供总额达 1 亿至 2 亿日元的

资金，还承担中国学生赴日的培训经费。

提供日语资料室 提供日语资料室。

四川大地震之外的其他活动 对学术和研究领域提供援助。

日立奖学金 对有代表性的中国年轻研究人员赴日研究提供援助。

国际交流 
与合作

[ 2010 联合国基金会青年使

者计划 ]

本计划是为了提高全球对儿童权利的关注，以及通过一系列培训和活动提高青少年的领导

能力。该公司作为本次计划的主要赞助商每年赞助 180,000 ～ 200,000 港币，今年 (2010 年 )
是本计划实施的第三年。

参加企划中国日本商会举办

的“走近日企、感受日本”

事业活动

为了让中国的年轻人理解日本企业和文化，特向中国日本商会举办的中国大学生访日派遣事

业活动捐赠一千万日元，同时积极参与策划日本企业 , 参观、寄宿民居的接待等活动。

参加企划中国大学生举办的

“走近日企、感受日本”活

动

中日友好协会与中国日本商会于 2007 年 3 月 22 日启动了主题为“走近日企、感受日本（参

观日本企业，感受日本）”的中国大学生赴日交流项目。该项目每年派遣 30 ～ 60 名中国大

学生赴日，活动内容是视察日本企业、大学交流、农村探访、日本家庭的寄宿等。佳能公司

也积极参与，并推出了 5 年计划。 

AIESEC 国际交流。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北京

日本驻华大使馆、中国日本

商会、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中日摄影展文化交流协会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在四川省当地收集。展

览会以及数据库的捐赠

仪式在北京举行。

深圳派爱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NPO 组织中日摄影文化交

流协会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

（三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香港 HKPO 三菱电机香港集团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北京市内音乐厅等 北京地区的东芝集团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山东安吉丸食品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中国北京清华大学

Development  Research 
Academy for the 21st Century 
of  Tsinghua Universi ty  
AEON Stores( 香港）

A E O N  C R E D I T  S E RV I C E 
(ASIA)CO.,LTD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派遣讲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Panasonic China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清华大学（北京）

SECOM、野村综合研究

所、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

险、全日本空输等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西安凯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其他

中国青年联合会、成都市

共青团委员会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

社代表处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日本（实施研究）、北京

（选拔地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

会科学院、发改委宏观经

济研究院、商务部研究院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香港以及发展中国家（中

国甘肃和尼泊尔等每年

地点不固定）

Hong Kong Committee for 
UNICEF 

A E O N  C R E D I T  S E RV I C E 
(ASIA)CO.,LTD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志愿者服

务
北京、日本

中国日本商会、中日友好

协会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

日本国内
中日友好协会与中国日本

商会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提供参观场地 公司内 华钟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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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国际交流与

合作

中日交流沙龙

举办广州的日语专业大学生与日本人志愿者的交流会。目前对日本感兴趣且比较关注日本的

学生与真正日本人接触的机会极少。另一方面有很多日本人也想与中国人进行交流，但苦于

没有机会，或受限于不能说汉语等因素，无法实现。为满足上述两项需求，自 07 年 12 月开

始，每月举办 1 次交流会。在休息日包租咖啡厅 2 小时，分成小组（几名日本人 + 几名学生）

自由交流。主要使用日语对话。每次约有 50 人参加。该公司承担每次的费用（饮料和快餐）。

日本人成员由广州总领事馆、广州日本人学校教员和民间企业派驻人员等各类人员，合计

40 名左右组成。每年秋天还参加由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Japan Day"。

参加广东省国际咨询会议以

及对广东省提议
向广东省省长提出广东经济发展建议并参加咨询会议。（日本总部社长）

“走近日企 · 感受日本”

旨在加深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理解的民间活动。所需资金全部来自中国日本商会（= 北京日

本商工会）会员企业（包括母公司）的捐赠，从 2007 年起连续 5 年邀请 50 名到 60 名的中

国大学生赴日。日本国内赞助企业的热心员工也开展寄宿的活动（该公司员工也接待中国大

学生寄宿）。

AIESEC 开展了国际友好交流和各种社会活动。

中日中小企业的交流活动 通过中日经济贸易机构，支持中日中小企业的交流活动。

参加国际交流展会 参加无锡市国际交流展示会（06 年 07 年 08 年 09 年 4 次）

教育与体育

援助希望小学
2006 年 9 月，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通过大连希望工程事务所，提供

合计 6 万元的资金援助。

援助希望小学
2007 年 11 月，公司和员工为改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的教育条件，提供 12117 元的资

金援助。

援助希望小学
2007 年、2009 年，员工向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提供学习用具和书籍等物品共计 8220 件。

公司捐赠数码相机、共 30 个的各种球类。

援助希望小学
2006 年以来，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每逢中秋节，由公司党支部书记

和工会主席作为员工代表向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捐赠月饼。

援助希望小学

2009 年 6 月 13 日，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的全体员工和学生开展“大连

一日游”活动，员工以志愿者形式参加。（参观了圣亚海洋世界、大连观光塔、中山路沿线

和公司）。大连晚报（2009/06/15B7 版）、半岛晨报（2009/06/14B05 版）、新商报（2009/06/1405
版）报道了此项活动。

援助希望小学

2009 年 9 月，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公司提供 27915 元的资金援助，

并购买了校服、员工和学生的运动服、无线麦克风、主题测量仪、乒乓用具、MP3 数码播

放器等，并对全体员工进行了健康检查。

援助希望小学
2009 年 8 月，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由公司出资，大连理工大学的大学

生开展为期半个月的支教活动。

[ 第 22 次香港特别行政区

优秀学生评选活动 ]

本活动旨在培养个人品格和拓展能力，培养具有公民意识、社会意识等综合素质的青年领导

人，为地区社会做出贡献。由香港二级学校校长的推荐、只有特别优秀的学生才能申请参加

的评选。通过论文和面试，选拔 10 名优秀生。今年是本活动的第 22 年。该公司作为主要赞

助商每年赞助 120,000 ～ 200,000 港币，2009 年为赞助的第三年。

[ 清华之友——AEON
奖学金 ]

本计划实施的目的是：针对有志于从事零售行业的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女，由 AEON 提供奖

学金 , 实施经济援助。通过该援助，培养真正能够活跃在国际社会的 " 商人 ", 通过零售业的

发展为和平做出贡献。通过以下 3 个公司进行赞助，每年共计 30 万元，2009 年为第 2 年。

Aeon1%Club、Aeon Stores( 香港）、AEON CREDIT SERVICE（亚洲）

[ 中山大学——AEON
奖学金 ]

本计划实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优秀大学生，能够正常毕业，为社会输

送更多的优秀人才。从 2009 年度开始达成了 5 年的协议，由以下三个公司，每年赞助 30 万

元人民币（5 年共计 150 万元人民币）。由永旺 1% 俱乐部、广东吉之岛天贸百货有限公司 
AEON CREDIT SERVICE（亚洲）合作实施。

[ 中山大学——AEON
信用教育基金 2008]

本计划是对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日本研究的研究和书籍发行提供赞助，旨在培养日语高

级演讲者。该公司每年赞助 12 万元人民币，2010 年为第 2 年。

香 港 少 年 棒 球 锦 标 赛，

GAY_WU 橄榄球俱乐部、

足球俱乐部、香港龙舟俱乐

部 

对香港的各运动俱乐部提供资金援助。业绩如下：香港少年棒球锦标赛：2 万元港币 / 年；

GAY_WU 橄榄球俱乐部 :2 万元港币 / 年；足球俱乐部：2 万港币 / 年；香港龙舟俱乐部：1
万 5 千元港币。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广州市内的咖啡店 广州

对广东省提出建议 广东省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

广东分店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三

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

提供参观场所 公司内 AIESEC 上海华钟投资咨询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根据当时状况实施 中日经济贸易中心 青岛寿技研商贸有限公司

参加展示会 无锡住化电子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志愿者服

务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大连市内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

学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香港以及其他国家和地

区（日本、台湾等每年

地点不固定）

Yuen Long Junior Camber
AEON CREDIT SERVICE(ASIA)
CO.,LTD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中国北京 清华大学

清 华 大 学 教 育 基 金

会  Aeon1%Club  Aeon 
Stores( 香港）

AEON CREDIT SERVICE(ASIA)
CO.,LTD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中国广州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永旺 1% 俱乐部 广东吉之

岛天贸百货有限公司

AEON CREDIT SERVICE(ASIA)
CO.,LTD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中国广州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

AEON CREDIT SERVICE(ASIA)
CO.,LTD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香港 Agehan Japanese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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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国际交流与

合作

中日交流沙龙

举办广州的日语专业大学生与日本人志愿者的交流会。目前对日本感兴趣且比较关注日本的

学生与真正日本人接触的机会极少。另一方面有很多日本人也想与中国人进行交流，但苦于

没有机会，或受限于不能说汉语等因素，无法实现。为满足上述两项需求，自 07 年 12 月开

始，每月举办 1 次交流会。在休息日包租咖啡厅 2 小时，分成小组（几名日本人 + 几名学生）

自由交流。主要使用日语对话。每次约有 50 人参加。该公司承担每次的费用（饮料和快餐）。

日本人成员由广州总领事馆、广州日本人学校教员和民间企业派驻人员等各类人员，合计

40 名左右组成。每年秋天还参加由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Japan Day"。

参加广东省国际咨询会议以

及对广东省提议
向广东省省长提出广东经济发展建议并参加咨询会议。（日本总部社长）

“走近日企 · 感受日本”

旨在加深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理解的民间活动。所需资金全部来自中国日本商会（= 北京日

本商工会）会员企业（包括母公司）的捐赠，从 2007 年起连续 5 年邀请 50 名到 60 名的中

国大学生赴日。日本国内赞助企业的热心员工也开展寄宿的活动（该公司员工也接待中国大

学生寄宿）。

AIESEC 开展了国际友好交流和各种社会活动。

中日中小企业的交流活动 通过中日经济贸易机构，支持中日中小企业的交流活动。

参加国际交流展会 参加无锡市国际交流展示会（06 年 07 年 08 年 09 年 4 次）

教育与体育

援助希望小学
2006 年 9 月，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通过大连希望工程事务所，提供

合计 6 万元的资金援助。

援助希望小学
2007 年 11 月，公司和员工为改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的教育条件，提供 12117 元的资

金援助。

援助希望小学
2007 年、2009 年，员工向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提供学习用具和书籍等物品共计 8220 件。

公司捐赠数码相机、共 30 个的各种球类。

援助希望小学
2006 年以来，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每逢中秋节，由公司党支部书记

和工会主席作为员工代表向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捐赠月饼。

援助希望小学

2009 年 6 月 13 日，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的全体员工和学生开展“大连

一日游”活动，员工以志愿者形式参加。（参观了圣亚海洋世界、大连观光塔、中山路沿线

和公司）。大连晚报（2009/06/15B7 版）、半岛晨报（2009/06/14B05 版）、新商报（2009/06/1405
版）报道了此项活动。

援助希望小学

2009 年 9 月，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公司提供 27915 元的资金援助，

并购买了校服、员工和学生的运动服、无线麦克风、主题测量仪、乒乓用具、MP3 数码播

放器等，并对全体员工进行了健康检查。

援助希望小学
2009 年 8 月，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由公司出资，大连理工大学的大学

生开展为期半个月的支教活动。

[ 第 22 次香港特别行政区

优秀学生评选活动 ]

本活动旨在培养个人品格和拓展能力，培养具有公民意识、社会意识等综合素质的青年领导

人，为地区社会做出贡献。由香港二级学校校长的推荐、只有特别优秀的学生才能申请参加

的评选。通过论文和面试，选拔 10 名优秀生。今年是本活动的第 22 年。该公司作为主要赞

助商每年赞助 120,000 ～ 200,000 港币，2009 年为赞助的第三年。

[ 清华之友——AEON
奖学金 ]

本计划实施的目的是：针对有志于从事零售行业的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女，由 AEON 提供奖

学金 , 实施经济援助。通过该援助，培养真正能够活跃在国际社会的 " 商人 ", 通过零售业的

发展为和平做出贡献。通过以下 3 个公司进行赞助，每年共计 30 万元，2009 年为第 2 年。

Aeon1%Club、Aeon Stores( 香港）、AEON CREDIT SERVICE（亚洲）

[ 中山大学——AEON
奖学金 ]

本计划实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优秀大学生，能够正常毕业，为社会输

送更多的优秀人才。从 2009 年度开始达成了 5 年的协议，由以下三个公司，每年赞助 30 万

元人民币（5 年共计 150 万元人民币）。由永旺 1% 俱乐部、广东吉之岛天贸百货有限公司 
AEON CREDIT SERVICE（亚洲）合作实施。

[ 中山大学——AEON
信用教育基金 2008]

本计划是对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日本研究的研究和书籍发行提供赞助，旨在培养日语高

级演讲者。该公司每年赞助 12 万元人民币，2010 年为第 2 年。

香 港 少 年 棒 球 锦 标 赛，

GAY_WU 橄榄球俱乐部、

足球俱乐部、香港龙舟俱乐

部 

对香港的各运动俱乐部提供资金援助。业绩如下：香港少年棒球锦标赛：2 万元港币 / 年；

GAY_WU 橄榄球俱乐部 :2 万元港币 / 年；足球俱乐部：2 万港币 / 年；香港龙舟俱乐部：1
万 5 千元港币。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广州市内的咖啡店 广州

对广东省提出建议 广东省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

广东分店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三

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

提供参观场所 公司内 AIESEC 上海华钟投资咨询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根据当时状况实施 中日经济贸易中心 青岛寿技研商贸有限公司

参加展示会 无锡住化电子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志愿者服

务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大连市内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

学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香港以及其他国家和地

区（日本、台湾等每年

地点不固定）

Yuen Long Junior Camber
AEON CREDIT SERVICE(ASIA)
CO.,LTD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中国北京 清华大学

清 华 大 学 教 育 基 金

会  Aeon1%Club  Aeon 
Stores( 香港）

AEON CREDIT SERVICE(ASIA)
CO.,LTD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中国广州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永旺 1% 俱乐部 广东吉之

岛天贸百货有限公司

AEON CREDIT SERVICE(ASIA)
CO.,LTD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中国广州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

AEON CREDIT SERVICE(ASIA)
CO.,LTD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香港 Agehan Japanese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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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教育与体育

指导当地日本人少年足球队  承担在香港活动的少年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工作。

向当地日本人学校捐赠图书 今年 9 月捐赠儿童图书约 150 册。

Caritas Hong Kong-Computer 
Refurbish Project

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参与计算机再生计划，向香港明爱（Hong Kong Caritas）捐赠本公

司产品的计算机和鼠标等。

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援助 每年以奖学金的形式向大学生提供 16 万元的援助。

走近日企感受日本 每年 2 次派遣北京地区大学生赴日研修。企业参观、与日本大学交流、民间寄宿等。

援助爱普生公司开展的“爱

心教室计划”农村教育项目

08 ～ 09 年，与权威教育机构和教育专家合作，对甘肃省天水市泰安县千户乡的山村小学展

开调查、研究、教育、教师培训、学生夏令营等一系列教育援助活动。

大连市“佳能杯”日语演讲

比赛

从 1989 年开始每年与大连市政府共同举办针对中小学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以及社会人士的

日语演讲比赛。今年是第 20 次，包括预选在内的参赛人员约有 11000 人。

开设希望小学与持续援助 在大连市内经济不发达地区建设小学，每年持续开展对教材和器材的援助活动。

实施当地大学奖学金制度 在当地的大连理工大学实施奖学金制度。向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

儿童环保教育
2009 年 5 月开始，开展了员工深入小学开展环保教育的活动。中国国内的所有事业所都同

步开展环保活动，力求 10 年间能够针对 10 万儿童实施环保教育。同时也开展环保活动。

Panasonic 育英奖学基金
1995 年设立松下电器育英基金（当时的名称），随后为中国各地大学生提供奖学金。迄今为

止约向 5500 名的学生共计提供约 550 万元的奖学金。

瑞穗奖励基金
以援助中国基础教育为目的，在北京的 3 所中学设置基金。向各学校学生和教师每年提供各

40 万元的奖学金。共计开展 10 年活动。

瑞穗基金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设置旨在培养未来活跃在中国金融界的后备力量的 50 万美元的基金。

针对当地学生和教师举办金融研讨会，并开展赠送教学设备等各类活动。

对银行职员和亲属子女实施

“儿童参观”活动

2009 年 8 月 19 日，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实施“儿童参观”活动，由 13
名银行职员和亲属子女参加。儿童们参观分行和学习理财知识，加深对父母工作理解的同时，

还有利于职员之间的交流。

在亚细亚大学的“亚洲大学

梦”课程计划中开展讲座

2008 年 11 月 13 日，瑞穗（中国）大连分行太田分行长，在大连外国语学院举办的亚细亚

大学校企合作教育计划，即“亚洲大学梦”中，面向 27 名中日大学生举办了有关“在中国

工作与生活”的讲座（相当于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

援助残疾人体育事业 雇佣残疾人运动员作为公司员工。在去年的北京残奥会上代表中国获得金牌。

“影像 · 希望之光”教育援

助计划

从 2009 年开始，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出资建设的希望小学内开设“摄影教室”，通过摄

影，帮助儿童提高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性。三年内力求扩大到 100 所学校。同时通过影像交

流活动，扩大青少年视野，加强他们的心灵交流。佳能提供资金与器材的援助。

佳能爱心助学活动

从 2006 年开始，佳能（中国）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每销售 1 台特定款式的佳能复印机就

向云南省丽江贫困地区的儿童援助 100 元。该项援助资金用于支付贫困儿童的学费。截止到

2008 年末，将近 90 所学校的 800 余名学生受惠于该项基金。预计今后还将持续。

北京大学佳能奖学金基金
1998 年，佳能公司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 100 周年设立了“北京大学佳能奖学金基金”。基金

总额达 5000 万日元，每年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对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实施

援助

每年对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给予援助。向四川省汶川大地震捐赠 94937 元现金。

对东芝希望小学实施援助
每年向东芝希望小学捐款。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员工志愿者服务 香港岛与九龙 Junior J Leaguer MEP Hong Kong Limited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杭州日本人学校

NEC 软件系统科技（杭州）有

限公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办公室

香 港 明 爱（Caritas Hong 
kong)

Toshiba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Hong Kong,Limited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大连 Alps( 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北京与日本 中国日本商会 Alps( 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甘肃省天水市泰安县千

户乡的山村小学

中国 21 世纪传媒集团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爱普生 ( 中国）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大连市内宾馆的特置会

场
大连市人民政府 佳能大连事务机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 

大连市内：4 地区 大连市希望工程办公室 佳能大连事务机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大连理工大学 佳能大连事务机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北京市内小学 Panasonic China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Panasonic China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北京

大学附中、清华大学附中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行

举办讲座 大连外国语学院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公司内 残疾人体育团体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今年从湖北、安徽、广西、

四川、甘肃、宁夏、江苏、

辽宁等 8 省开始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CYDF）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云南省丽江地区 中华慈善总会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北京大学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公司 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 河南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公司 东芝希望小学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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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教育与体育

指导当地日本人少年足球队  承担在香港活动的少年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工作。

向当地日本人学校捐赠图书 今年 9 月捐赠儿童图书约 150 册。

Caritas Hong Kong-Computer 
Refurbish Project

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参与计算机再生计划，向香港明爱（Hong Kong Caritas）捐赠本公

司产品的计算机和鼠标等。

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援助 每年以奖学金的形式向大学生提供 16 万元的援助。

走近日企感受日本 每年 2 次派遣北京地区大学生赴日研修。企业参观、与日本大学交流、民间寄宿等。

援助爱普生公司开展的“爱

心教室计划”农村教育项目

08 ～ 09 年，与权威教育机构和教育专家合作，对甘肃省天水市泰安县千户乡的山村小学展

开调查、研究、教育、教师培训、学生夏令营等一系列教育援助活动。

大连市“佳能杯”日语演讲

比赛

从 1989 年开始每年与大连市政府共同举办针对中小学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以及社会人士的

日语演讲比赛。今年是第 20 次，包括预选在内的参赛人员约有 11000 人。

开设希望小学与持续援助 在大连市内经济不发达地区建设小学，每年持续开展对教材和器材的援助活动。

实施当地大学奖学金制度 在当地的大连理工大学实施奖学金制度。向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

儿童环保教育
2009 年 5 月开始，开展了员工深入小学开展环保教育的活动。中国国内的所有事业所都同

步开展环保活动，力求 10 年间能够针对 10 万儿童实施环保教育。同时也开展环保活动。

Panasonic 育英奖学基金
1995 年设立松下电器育英基金（当时的名称），随后为中国各地大学生提供奖学金。迄今为

止约向 5500 名的学生共计提供约 550 万元的奖学金。

瑞穗奖励基金
以援助中国基础教育为目的，在北京的 3 所中学设置基金。向各学校学生和教师每年提供各

40 万元的奖学金。共计开展 10 年活动。

瑞穗基金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设置旨在培养未来活跃在中国金融界的后备力量的 50 万美元的基金。

针对当地学生和教师举办金融研讨会，并开展赠送教学设备等各类活动。

对银行职员和亲属子女实施

“儿童参观”活动

2009 年 8 月 19 日，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实施“儿童参观”活动，由 13
名银行职员和亲属子女参加。儿童们参观分行和学习理财知识，加深对父母工作理解的同时，

还有利于职员之间的交流。

在亚细亚大学的“亚洲大学

梦”课程计划中开展讲座

2008 年 11 月 13 日，瑞穗（中国）大连分行太田分行长，在大连外国语学院举办的亚细亚

大学校企合作教育计划，即“亚洲大学梦”中，面向 27 名中日大学生举办了有关“在中国

工作与生活”的讲座（相当于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

援助残疾人体育事业 雇佣残疾人运动员作为公司员工。在去年的北京残奥会上代表中国获得金牌。

“影像 · 希望之光”教育援

助计划

从 2009 年开始，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出资建设的希望小学内开设“摄影教室”，通过摄

影，帮助儿童提高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性。三年内力求扩大到 100 所学校。同时通过影像交

流活动，扩大青少年视野，加强他们的心灵交流。佳能提供资金与器材的援助。

佳能爱心助学活动

从 2006 年开始，佳能（中国）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每销售 1 台特定款式的佳能复印机就

向云南省丽江贫困地区的儿童援助 100 元。该项援助资金用于支付贫困儿童的学费。截止到

2008 年末，将近 90 所学校的 800 余名学生受惠于该项基金。预计今后还将持续。

北京大学佳能奖学金基金
1998 年，佳能公司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 100 周年设立了“北京大学佳能奖学金基金”。基金

总额达 5000 万日元，每年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对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实施

援助

每年对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给予援助。向四川省汶川大地震捐赠 94937 元现金。

对东芝希望小学实施援助
每年向东芝希望小学捐款。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员工志愿者服务 香港岛与九龙 Junior J Leaguer MEP Hong Kong Limited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杭州日本人学校

NEC 软件系统科技（杭州）有

限公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办公室

香 港 明 爱（Caritas Hong 
kong)

Toshiba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Hong Kong,Limited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大连 Alps( 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北京与日本 中国日本商会 Alps( 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甘肃省天水市泰安县千

户乡的山村小学

中国 21 世纪传媒集团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爱普生 ( 中国）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大连市内宾馆的特置会

场
大连市人民政府 佳能大连事务机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 

大连市内 ：4 地区 大连市希望工程办公室 佳能大连事务机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大连理工大学 佳能大连事务机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北京市内小学 Panasonic China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Panasonic China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北京

大学附中、清华大学附中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行

举办讲座 大连外国语学院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公司内 残疾人体育团体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今年从湖北、安徽、广西、

四川、甘肃、宁夏、江苏、

辽宁等 8 省开始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CYDF）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云南省丽江地区 中华慈善总会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北京大学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公司 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 河南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公司 东芝希望小学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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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教育与体育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春

蕾”计划
通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向 50 名女学生提供中学教育援助资金 10 万元和文具捐赠。

设置江南大学奖学金制度 设置江南大学奖学金制度

提供奖学金和其他事项
向西部地区 12 所大学的学生（约 300 名 / 年）提供奖学金。邀请约 40 名京瓷公司主要事业

所在地的中小学生赴日参观学习。 

当地小学的绘画竞赛 为当地小学举办绘画竞赛提供建议和给予援助。

组织学生参观 日本人学校的学生提供职业体验机会。

接收实习生 每年接收香港地区的若干名大学实习生，在公司各个部门进行数周培训。

参加高尔夫慈善活动，筹

集捐款

组织员工参加由日本人俱乐部主办、SmarTone-Vodafone 公司协办的高尔夫慈善活动。参加

费用捐赠给香港公益基金会和港日文化教育基金会。

参加中山大学的系列讲座
在第七界由广州日本商工会、广州日本总领事馆举办的中山大学系列讲座上，中国当地法人

代表南董事总经理发表讲演。 

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

以促进中日经济和文化交流、商务活动和相互理解为目的，面向北京大学的在校生（EMBA、

MBA、EDP 课程）和该课程的毕业生以及企业相关人员，邀请世界顶尖企业的 CEO 或中国

地区总代表以及中日著名学者作为讲师每年开展 6-8 次的讲座。

援建阳春市合水镇三菱商

事希望小学
2002-2003 年，对阳春市合水镇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援建海丰县三菱商事希望

小学
2003-2004 年，对海丰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援建清远地区连山三菱商

事希望小学
2004-2005 年，对清远地区连山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2007 年度援助清远连山县

太保希望小学的教育设施

建设
2007 年向清远市连山县太保希望小学捐赠图书、黑板和书架等教学设施，合计约 10 万元。

2008 年度为汕尾市海丰县

三菱商事希望小学运动场以

及教育设施的改善提供帮助
向海丰县三菱商事希望小学捐赠大约 15 万元，用于运动场的改善。并捐赠体育用品和图书。

邀请希望小学优秀学生代

表和老师到广州见习

2009 年 9 月，邀请接受援助的清远市连山县太保希望小学、海丰县三菱商事希望小学、阳

春市合水镇平北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优秀学生代表和老师共计 12 人到广州，并参观了益力

多工厂和技术中心。

根据中国希望工程项目的

规定，对贫困地区的学校

建设提供援助

向希望工程捐款，参与贫困地区学校的建设。（08 年度提供资金）

Hong Kong&Kowloon Walk 向 Community Chest 提供赞助。

三洋“eneloop 杯”篮球比

赛
在当地举办篮球赛。

地区运动会 向当地运动会捐款。

建设华钟希望小学和提供

奖学金
每年向上海青少年基金会提供 10 万元的资金援助，用于华钟小学的建设和奖学金计划。

向小学捐款 自 07 年起，每年都会向一所小学捐赠 20 万元，用于防止建筑物的老化和学习用品的购置。

向当地小学提供奖学金 向当地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每年捐赠 1 万元用于教材和学费的支出。（截止到 2005 年）

向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资助贫困学生。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

四川省平昌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

贝斯（无锡）信息系统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中日友好协会、友好和平

发展基金会
京瓷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主要是在广东省紫金市

蓝塘县等企业所在地，

向山村分校等提供援助

当地镇政府、当地小学
惠州南油林业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建设工地 日本人学校 五洋建设株式会社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三井物产香港办公室 香港大学 香港三井物产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香港地区的高尔夫球场 

香港日本人俱乐部、Smart 
Tone-Vodafone、香港总领

事馆、香港日本商工会议

所、香港公益金会、港日

文化教育交流基金会

香港三井物产

讲座 中山大学
广州日本商工会、广州日

本总领事馆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

广东支店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三

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阳春市合水镇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汕尾市海丰县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清远地区连山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清远市连山县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汕尾市海丰县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广州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
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

安徽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三菱电机空调影像设备（上海）

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Hong Kong Community Chest 三菱电机香港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公司内部 当地政府 三洋能源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当地小学 当地政府 三洋能源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

四川省
上海华钟投资咨询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和提

供服务
四川省教育厅 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青岛市城阳区前桃林工

业园
青岛倍速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大学

四川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浙江大学、武汉大学
村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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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教育与体育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春

蕾”计划
通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向 50 名女学生提供中学教育援助资金 10 万元和文具捐赠。

设置江南大学奖学金制度 设置江南大学奖学金制度

提供奖学金和其他事项
向西部地区 12 所大学的学生（约 300 名 / 年）提供奖学金。邀请约 40 名京瓷公司主要事业

所在地的中小学生赴日参观学习。 

当地小学的绘画竞赛 为当地小学举办绘画竞赛提供建议和给予援助。

组织学生参观 日本人学校的学生提供职业体验机会。

接收实习生 每年接收香港地区的若干名大学实习生，在公司各个部门进行数周培训。

参加高尔夫慈善活动，筹

集捐款

组织员工参加由日本人俱乐部主办、SmarTone-Vodafone 公司协办的高尔夫慈善活动。参加

费用捐赠给香港公益基金会和港日文化教育基金会。

参加中山大学的系列讲座
在第七界由广州日本商工会、广州日本总领事馆举办的中山大学系列讲座上，中国当地法人

代表南董事总经理发表讲演。 

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

以促进中日经济和文化交流、商务活动和相互理解为目的，面向北京大学的在校生（EMBA、

MBA、EDP 课程）和该课程的毕业生以及企业相关人员，邀请世界顶尖企业的 CEO 或中国

地区总代表以及中日著名学者作为讲师每年开展 6-8 次的讲座。

援建阳春市合水镇三菱商

事希望小学
2002-2003 年，对阳春市合水镇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援建海丰县三菱商事希望

小学
2003-2004 年，对海丰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援建清远地区连山三菱商

事希望小学
2004-2005 年，对清远地区连山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2007 年度援助清远连山县

太保希望小学的教育设施

建设
2007 年向清远市连山县太保希望小学捐赠图书、黑板和书架等教学设施，合计约 10 万元。

2008 年度为汕尾市海丰县

三菱商事希望小学运动场以

及教育设施的改善提供帮助
向海丰县三菱商事希望小学捐赠大约 15 万元，用于运动场的改善。并捐赠体育用品和图书。

邀请希望小学优秀学生代

表和老师到广州见习

2009 年 9 月，邀请接受援助的清远市连山县太保希望小学、海丰县三菱商事希望小学、阳

春市合水镇平北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优秀学生代表和老师共计 12 人到广州，并参观了益力

多工厂和技术中心。

根据中国希望工程项目的

规定，对贫困地区的学校

建设提供援助

向希望工程捐款，参与贫困地区学校的建设。（08 年度提供资金）

Hong Kong&Kowloon Walk 向 Community Chest 提供赞助。

三洋“eneloop 杯”篮球比

赛
在当地举办篮球赛。

地区运动会 向当地运动会捐款。

建设华钟希望小学和提供

奖学金
每年向上海青少年基金会提供 10 万元的资金援助，用于华钟小学的建设和奖学金计划。

向小学捐款 自 07 年起，每年都会向一所小学捐赠 20 万元，用于防止建筑物的老化和学习用品的购置。

向当地小学提供奖学金 向当地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每年捐赠 1 万元用于教材和学费的支出。（截止到 2005 年）

向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资助贫困学生。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

四川省平昌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

贝斯（无锡）信息系统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中日友好协会、友好和平

发展基金会
京瓷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主要是在广东省紫金市

蓝塘县等企业所在地，

向山村分校等提供援助

当地镇政府、当地小学
惠州南油林业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建设工地 日本人学校 五洋建设株式会社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三井物产香港办公室 香港大学 香港三井物产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香港地区的高尔夫球场 

香港日本人俱乐部、Smart 
Tone-Vodafone、香港总领

事馆、香港日本商工会议

所、香港公益金会、港日

文化教育交流基金会

香港三井物产

讲座 中山大学
广州日本商工会、广州日

本总领事馆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

广东支店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三

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阳春市合水镇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汕尾市海丰县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清远地区连山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清远市连山县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汕尾市海丰县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广州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
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

安徽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三菱电机空调影像设备（上海）

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Hong Kong Community Chest 三菱电机香港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公司内部 当地政府 三洋能源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当地小学 当地政府 三洋能源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

四川省
上海华钟投资咨询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物品和提

供服务
四川省教育厅 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青岛市城阳区前桃林工

业园
青岛倍速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大学

四川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浙江大学、武汉大学
村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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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教育与体育

每年向中国天津市的 3 所

大学提供“大宇宙助学金”

从 2008 年 12 月开始，实施“第 3 届大宇宙助学基金”项目。实施对象为天津大学、南开大

学、天津理工大学 3 所大学。“大宇宙助学基金”是 2006 年设立的以援助因经济贫困而求

学困难的优秀大学生为目的的项目。今年已经是第 3 次实施，并将援助从各校的计算机专业、

日语专业选出的 15 名学生。

为“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

提供援助。如对天津各大

学体育运动会提供赞助，

并向当地中学开展教学提

供援助等。

天津大学“大宇宙”杯篮球赛是由天津大学软件学院、计算机学院、环境学院、电信学院等

4 个院系共同举办的大赛，从 2007 年 4 月开始，一个月内举办 50 场比赛。今年举办的比赛

呈现较多的感动场面和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故事。 

为当地中学提供教育援助 为当地中学提供教学援助，捐赠电脑、桌椅、书籍，开展教师志愿者活动。

四川大地震之外的其他活

动
对教育和体育事业提供援助。

开展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

师范专业理科大学生教学

技能创新实践竞赛活动

• 自 2008 年开始与中国教育部共同举办，以振兴中国科学和自主创新为目标，培养未来的

优秀理工科教师。援助对象为中国的师范类大学生。

• 由将来有志成为理工类（数学、物理、化学）教师的 4 年级师大学生参加。通过各大学选

拔代表参加全国大会（决赛）。 汇总并公布中小学生教学计划论文。向优秀人员颁发奖状

和奖品，并实施赴日研修活动。

援建希望小学
以中国东芝集团的名义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持续支援希望工程建设。每年建设 2
所学校，截至目前已有 15 所学校。

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从教育援助的角度，对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成绩优秀的学生，持续实施“东芝之友奖学金”。

对宏志班提供援助
每年持续对全国首创的宏志班——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实施捐赠文具和生活用品等援

助。

为周边小学提供捐赠 向周边小学捐赠文具等。

设立东芝希望小学并持续

提供援助

为了给农村地区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建设希望小学的同时给予持续性援助。另该公

司通过邀请儿童参观生产线的活动，为其提供社会实践的机会。

建设小学 提供小学的建设费用。

向周边小学捐赠电脑并实

施培训活动
向周边的小学捐赠电脑，并对老师提供基本操作方法的培训。

接收实习生 为中国大学生提供实习平台。

“NEC 爱心书库”书籍捐赠

活动

“NEC 爱心书库活动”是针对在中国学习日语的学生，提供学习援助的项目。将从日本获赠

的书籍，作为辅助教材使用。日本员工将家里和办公场所不用的书籍上班时带到公司，放

在各自办公场所内设置的收集箱内。以“促进雇佣残疾人”为目的的 NEC 特例子公司，即

NEC friendly STAFF 株式会社的员工，将收集的书籍打包成箱，每 40-50 册为一箱，送往中

国的大学和专门学校。通过与当地中国法人的合作，在接受捐赠的学校举办捐赠仪式。

厦门大学“NEC 中日友好

助学金”

作为社会贡献的一个环节，为了援助中国的教育，NEC（中国）与厦门大学合作，对家庭

经济困难但仍努力学习的大学生开设“中日友好助学金”项目。活动于 2007 年启动，面向

每年校方选拔的 30 名优秀生，捐赠大约 1000 元的助学金，关注学生成长。

中国残疾人轮椅网球研讨

会

从 2004 年起 NEC（中国）与中国各地的残疾人联合会合作，为中国轮椅网球的普及和提高

做出了贡献。中国的轮椅网球认知度较低，运动专用的轮椅都未能普及。因此 NEC 为培养

这方面的比赛选手，开展了援助活动。援助内容为培养选手出征国际大会、组织并与日本

选手开展友谊赛、组织选手集训等。因选手出征北京残奥会且其表现得到了认可，所以自

2007 年，中国政府也开始提供援助。 

对上海市大学生日语演讲

比赛提供资助
对上海市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每年举办 1 次）提供机票援助。

日立希望小学 为江西省黎川县小学的宿舍楼提供建设费用。同时，每年捐赠运动器材和被褥。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 3 所学校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天津大学软件学院、计

算机学院、环境学院、

电信学院 4 个学院

天津大学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天津
天津市慈善协会与天津市

修学援助基金联合会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

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和

其他

中国青年联合会、成都市

共青团委员会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

社代表处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预选赛：各师范大学 
决赛：北京师范大学

（2008 年）

中国教育部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中国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清华大学以及浙江大学 清华大学以及浙江大学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北京广渠门中学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横屿小学 东芝照明（福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东芝希望小学以及该公

司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东风本田励志小学 东风本田集团 东风本田汽车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Wanliao Primary School 
in Shanghai

东洋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实习 上海总部 东洋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长春、北京、西安、武汉、

杭州、厦门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

南京、昆明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各地

的残疾人联合会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上海市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日本航空上海分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

江西省黎川县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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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教育与体育

每年向中国天津市的 3 所

大学提供“大宇宙助学金”

从 2008 年 12 月开始，实施“第 3 届大宇宙助学基金”项目。实施对象为天津大学、南开大

学、天津理工大学 3 所大学。“大宇宙助学基金”是 2006 年设立的以援助因经济贫困而求

学困难的优秀大学生为目的的项目。今年已经是第 3 次实施，并将援助从各校的计算机专业、

日语专业选出的 15 名学生。

为“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

提供援助。如对天津各大

学体育运动会提供赞助，

并向当地中学开展教学提

供援助等。

天津大学“大宇宙”杯篮球赛是由天津大学软件学院、计算机学院、环境学院、电信学院等

4 个院系共同举办的大赛，从 2007 年 4 月开始，一个月内举办 50 场比赛。今年举办的比赛

呈现较多的感动场面和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故事。 

为当地中学提供教育援助 为当地中学提供教学援助，捐赠电脑、桌椅、书籍，开展教师志愿者活动。

四川大地震之外的其他活

动
对教育和体育事业提供援助。

开展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

师范专业理科大学生教学

技能创新实践竞赛活动

• 自 2008 年开始与中国教育部共同举办，以振兴中国科学和自主创新为目标，培养未来的

优秀理工科教师。援助对象为中国的师范类大学生。

• 由将来有志成为理工类（数学、物理、化学）教师的 4 年级师大学生参加。通过各大学选

拔代表参加全国大会（决赛）。 汇总并公布中小学生教学计划论文。向优秀人员颁发奖状

和奖品，并实施赴日研修活动。

援建希望小学
以中国东芝集团的名义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持续支援希望工程建设。每年建设 2
所学校，截至目前已有 15 所学校。

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从教育援助的角度，对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成绩优秀的学生，持续实施“东芝之友奖学金”。

对宏志班提供援助
每年持续对全国首创的宏志班——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实施捐赠文具和生活用品等援

助。

为周边小学提供捐赠 向周边小学捐赠文具等。

设立东芝希望小学并持续

提供援助

为了给农村地区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建设希望小学的同时给予持续性援助。另该公

司通过邀请儿童参观生产线的活动，为其提供社会实践的机会。

建设小学 提供小学的建设费用。

向周边小学捐赠电脑并实

施培训活动
向周边的小学捐赠电脑，并对老师提供基本操作方法的培训。

接收实习生 为中国大学生提供实习平台。

“NEC 爱心书库”书籍捐赠

活动

“NEC 爱心书库活动”是针对在中国学习日语的学生，提供学习援助的项目。将从日本获赠

的书籍，作为辅助教材使用。日本员工将家里和办公场所不用的书籍上班时带到公司，放

在各自办公场所内设置的收集箱内。以“促进雇佣残疾人”为目的的 NEC 特例子公司，即

NEC friendly STAFF 株式会社的员工，将收集的书籍打包成箱，每 40-50 册为一箱，送往中

国的大学和专门学校。通过与当地中国法人的合作，在接受捐赠的学校举办捐赠仪式。

厦门大学“NEC 中日友好

助学金”

作为社会贡献的一个环节，为了援助中国的教育，NEC（中国）与厦门大学合作，对家庭

经济困难但仍努力学习的大学生开设“中日友好助学金”项目。活动于 2007 年启动，面向

每年校方选拔的 30 名优秀生，捐赠大约 1000 元的助学金，关注学生成长。

中国残疾人轮椅网球研讨

会

从 2004 年起 NEC（中国）与中国各地的残疾人联合会合作，为中国轮椅网球的普及和提高

做出了贡献。中国的轮椅网球认知度较低，运动专用的轮椅都未能普及。因此 NEC 为培养

这方面的比赛选手，开展了援助活动。援助内容为培养选手出征国际大会、组织并与日本

选手开展友谊赛、组织选手集训等。因选手出征北京残奥会且其表现得到了认可，所以自

2007 年，中国政府也开始提供援助。 

对上海市大学生日语演讲

比赛提供资助
对上海市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每年举办 1 次）提供机票援助。

日立希望小学 为江西省黎川县小学的宿舍楼提供建设费用。同时，每年捐赠运动器材和被褥。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 3 所学校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天津大学软件学院、计

算机学院、环境学院、

电信学院 4 个学院

天津大学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天津
天津市慈善协会与天津市

修学援助基金联合会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

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和

其他

中国青年联合会、成都市

共青团委员会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

社代表处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预选赛：各师范大学 
决赛：北京师范大学

（2008 年）

中国教育部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中国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清华大学以及浙江大学 清华大学以及浙江大学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北京广渠门中学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横屿小学 东芝照明（福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东芝希望小学以及该公

司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东风本田励志小学 东风本田集团 东风本田汽车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Wanliao Primary School 
in Shanghai

东洋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实习 上海总部 东洋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长春、北京、西安、武汉、

杭州、厦门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

南京、昆明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各地

的残疾人联合会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上海市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日本航空上海分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

江西省黎川县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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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教育与体育

对小学建设提供部分援助
正当该公司考虑与代理公司共同开展地区社会贡献活动之际，与临沂市政府领导达成意向：

捐赠图书馆、电脑室、食堂（共计 280m2）以及操场建设、校舍（教研楼）的粉刷等费用。

为希望工程提供捐款、捐赠

物品以及开展志愿者活动
协助武汉日本商工俱乐部举办的希望工程项目。

为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 为帮助家庭经济较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经民政局每月向该学生提供 800 元的资助。

牵手奖学金 为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每年对立信职教学校提供 10 万元的资助。

第十届运动会捐款 为纪念建国 60 周年暨无锡市第 10 届运动会，根据政府要求进行捐赠。

为赴日留学生提供学费资助 每年承担 1 名籍贯为南通市的南山大学（名古屋）留学生的学费。

地区居民的公开活动
以前每年 8 月在福山区公园策划“矢崎文艺会”，以求与地区社会的融合。今年与福山地区

公安部门合作对交通安全启蒙活动进行策划并付诸实施。

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日

本 ID 奖学金制度”
对学费支付存在困难的大学生，提供学费、生活费、实习和就业机会等援助。

湖北经济学院计算机学院

“ID 日语讲座基金”
面向计算机技术专业的大学生，在大学内开设日语讲座。为讲座的运营提供资金援助。

为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08 年、09 年为 2 所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安徽、河南）。

地区社会 
活动

通过事业活动，与顾客共同

采取行动，开展社会贡献活

动

该公司主要从事信用卡业务。为了通过该业务对社会做出贡献，开展了以下活动：1. 发行社

会贡献型卡（慈善卡）2. 受理因用卡而获得 AEON 奖金积分的捐赠。3. 受理通过信用卡结

算的捐赠。4. 在分店营业所设置募捐箱。

通过上述活动的开展，很多顾客的善款已经送达各慈善团体。 

开展公司周边的清扫活动 为改善公司周边环境，开展清扫活动。

向食物银行提供捐赠
为了援助城市弱势群体，员工自发购买方便面、大米等食品材料，捐赠至香港“众膳坊”（Food 
Bank)。

Dress Special Day
公司虽要求上班必须穿西服，但在每年的“公益服装日”，捐赠 60 港币以上的员工可穿便服

上班。2009 年募集了约 5000 港币，并将其捐给香港公益金。

各种环境美化活动
环境美化活动作为该公司环保活动的一个环节，根据全年计划，主要招募员工志愿者，参与

公司周边和市内旅游景区的美化活动。参加市政府主办的植树活动和海岸美化活动等。

员工参加河北省丰宁县植树

造林志愿者活动
员工志愿者植树造林活动是丰田丰宁县植树造林活动项目（PJT）之一，每年举办 1 次。

交通安全体验活动
设置几个交通安全体验项目，参加人员可体验到死角确认、安全带的重要性、儿童视野、紧

急逃脱方法以及儿童安全带的使用方法等，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援助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活

动

为了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向有困难的日本人提供帮助，进一步完善了日本紧急汇款系统。同时，

为了在奥运期间向紧急医疗机构提供援助，开展了志愿者献血活动。

实施海岸清扫活动
2008 年 11 月 8 日，瑞穗（中国）大连分行在中国东北地区最有名付家庄公园海岸，开展了

垃圾清扫活动。当天有 101 名银行职员参加了该活动。

粉红丝带活动 每年 10 月，协助乳腺癌早期预防和普及活动，组织员工参与活动。

在周边地区开展植树造林志

愿者活动
在山门市的寺院内植树造林。

捐赠公司附近公路上过街天

桥的建设资金
为确保员工安全，捐赠过街天桥的建设资金。

欧姆龙日活动 5 月 10 日为欧姆龙创业纪念日，在欧姆龙集团下属的各公司开展志愿者活动。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

山东省临沂市开发区

主办企业：山东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

联营公司：青岛诚日建机

有限公司     

日立建机（上海）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俱乐部大会和忘年会 武汉日本商工俱乐部
武汉东芸建筑设计有限公司（I
株式会社 AO 竹田设计）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无锡市滨湖区 无锡市滨湖区民政局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无锡市

受援单位 ：立信职教学校

合作公司：无锡明芳和台        
                    湾信昌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无锡市
无锡市十运会组委会和无

锡市体育局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爱知县 名古屋银行南通事务所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福山区河边广场

福山区总工会、烟台市公

安局福山分局交警大队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各大学 武汉市人民政府 艾迪系统开发（武汉）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各大学 武汉市人民政府 艾迪系统开发（武汉）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

无锡市体育馆 无锡住化电子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香港

Sowers Action SPCA 圣雅

各福群会众膳坊 香港公

益金等

AEON CREDIT SERVICE
（ASIA）CO.,LTD.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周边
作为 NEC 公司全球统一

的社会贡献活动实施

NED 东金电子（吴江）有限公

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办公室

圣 雅 各 福 群 会“ 众 膳

坊 ”（StJames Settlement-
People's Food Bank)

Toshiba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Hong Kong,Limited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办公室
香港公益金（Community 
Chest Hong Kong)

Toshiba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Hong Kong,Limited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周边以及大连市内 大连市政府 佳能大连事务机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河北省丰宁县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截至目前在上海、广州、

天津等地实施
当地交通管理部门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北京 日本领事部、FESCO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员工志愿者服务 大连付家庄公园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上海、北京 华歌尔（中国）时装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浙江省山门寺院内
横滨密封材料软件 / 配件（杭州）

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公司前面的道路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

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欧姆龙集团下属各公司

所在场地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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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教育与体育

对小学建设提供部分援助
正当该公司考虑与代理公司共同开展地区社会贡献活动之际，与临沂市政府领导达成意向：

捐赠图书馆、电脑室、食堂（共计 280m2）以及操场建设、校舍（教研楼）的粉刷等费用。

为希望工程提供捐款、捐赠

物品以及开展志愿者活动
协助武汉日本商工俱乐部举办的希望工程项目。

为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 为帮助家庭经济较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经民政局每月向该学生提供 800 元的资助。

牵手奖学金 为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每年对立信职教学校提供 10 万元的资助。

第十届运动会捐款 为纪念建国 60 周年暨无锡市第 10 届运动会，根据政府要求进行捐赠。

为赴日留学生提供学费资助 每年承担 1 名籍贯为南通市的南山大学（名古屋）留学生的学费。

地区居民的公开活动
以前每年 8 月在福山区公园策划“矢崎文艺会”，以求与地区社会的融合。今年与福山地区

公安部门合作对交通安全启蒙活动进行策划并付诸实施。

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日

本 ID 奖学金制度”
对学费支付存在困难的大学生，提供学费、生活费、实习和就业机会等援助。

湖北经济学院计算机学院

“ID 日语讲座基金”
面向计算机技术专业的大学生，在大学内开设日语讲座。为讲座的运营提供资金援助。

为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08 年、09 年为 2 所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安徽、河南）。

地区社会 
活动

通过事业活动，与顾客共同

采取行动，开展社会贡献活

动

该公司主要从事信用卡业务。为了通过该业务对社会做出贡献，开展了以下活动：1. 发行社

会贡献型卡（慈善卡）2. 受理因用卡而获得 AEON 奖金积分的捐赠。3. 受理通过信用卡结

算的捐赠。4. 在分店营业所设置募捐箱。

通过上述活动的开展，很多顾客的善款已经送达各慈善团体。 

开展公司周边的清扫活动 为改善公司周边环境，开展清扫活动。

向食物银行提供捐赠
为了援助城市弱势群体，员工自发购买方便面、大米等食品材料，捐赠至香港“众膳坊”（Food 
Bank)。

Dress Special Day
公司虽要求上班必须穿西服，但在每年的“公益服装日”，捐赠 60 港币以上的员工可穿便服

上班。2009 年募集了约 5000 港币，并将其捐给香港公益金。

各种环境美化活动
环境美化活动作为该公司环保活动的一个环节，根据全年计划，主要招募员工志愿者，参与

公司周边和市内旅游景区的美化活动。参加市政府主办的植树活动和海岸美化活动等。

员工参加河北省丰宁县植树

造林志愿者活动
员工志愿者植树造林活动是丰田丰宁县植树造林活动项目（PJT）之一，每年举办 1 次。

交通安全体验活动
设置几个交通安全体验项目，参加人员可体验到死角确认、安全带的重要性、儿童视野、紧

急逃脱方法以及儿童安全带的使用方法等，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援助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活

动

为了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向有困难的日本人提供帮助，进一步完善了日本紧急汇款系统。同时，

为了在奥运期间向紧急医疗机构提供援助，开展了志愿者献血活动。

实施海岸清扫活动
2008 年 11 月 8 日，瑞穗（中国）大连分行在中国东北地区最有名付家庄公园海岸，开展了

垃圾清扫活动。当天有 101 名银行职员参加了该活动。

粉红丝带活动 每年 10 月，协助乳腺癌早期预防和普及活动，组织员工参与活动。

在周边地区开展植树造林志

愿者活动
在山门市的寺院内植树造林。

捐赠公司附近公路上过街天

桥的建设资金
为确保员工安全，捐赠过街天桥的建设资金。

欧姆龙日活动 5 月 10 日为欧姆龙创业纪念日，在欧姆龙集团下属的各公司开展志愿者活动。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

山东省临沂市开发区

主办企业：山东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

联营公司：青岛诚日建机

有限公司     

日立建机（上海）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俱乐部大会和忘年会 武汉日本商工俱乐部
武汉东芸建筑设计有限公司（I
株式会社 AO 竹田设计）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无锡市滨湖区 无锡市滨湖区民政局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无锡市

受援单位：立信职教学校

合作公司：无锡明芳和台        
                    湾信昌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无锡市
无锡市十运会组委会和无

锡市体育局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爱知县 名古屋银行南通事务所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福山区河边广场

福山区总工会、烟台市公

安局福山分局交警大队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各大学 武汉市人民政府 艾迪系统开发（武汉）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各大学 武汉市人民政府 艾迪系统开发（武汉）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

无锡市体育馆 无锡住化电子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香港

Sowers Action SPCA 圣雅

各福群会众膳坊 香港公

益金等

AEON CREDIT SERVICE
（ASIA）CO.,LTD.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周边
作为 NEC 公司全球统一

的社会贡献活动实施

NED 东金电子（吴江）有限公

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办公室

圣 雅 各 福 群 会“ 众 膳

坊 ”（StJames Settlement-
People's Food Bank)

Toshiba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Hong Kong,Limited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办公室
香港公益金（Community 
Chest Hong Kong)

Toshiba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Hong Kong,Limited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周边以及大连市内 大连市政府 佳能大连事务机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河北省丰宁县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截至目前在上海、广州、

天津等地实施
当地交通管理部门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北京 日本领事部、FESCO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员工志愿者服务 大连付家庄公园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上海、北京 华歌尔（中国）时装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浙江省山门寺院内
横滨密封材料软件 / 配件（杭州）

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公司前面的道路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

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欧姆龙集团下属各公司

所在场地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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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地区社会 
活动

四川省地震相关捐赠 为汶川孤儿捐助 18 万元。为设立四川华钟希望小学捐赠 50 万元。

建设华钟希望小学和提供奖

学金基金 每年向上海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供 10 万元奖学金，用于华钟希望小学。

深圳市海岸清扫活动 深圳市海岸清扫活动（48 名热心员工参与的志愿者活动）

工厂周边的清扫活动（鼓励

员工参与的环保活动）
工厂周边的清扫活动（鼓励员工参与环保活动）

捐赠缝纫机，援助农村妇女

自立（推动地区社会的经济

援助）

定期开展向职业培训学校捐赠缝纫机，开展针对学费支付困难的农村女性的自立活动。

员工家属参观工厂 每年邀请员工家属参观工厂。

收集顾客及员工的旧书和儿

童衣服，送往偏僻地区
收集顾客及员工的旧书和童装，捐赠给偏僻地区的儿童。

捐赠各类款项，开展献血活

动
发生大规模地震时，随时与员工一起捐款。

植树造林活动 作为地区环保绿化活动的一个环节，在公司周边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鼓励员工参与植树活动 在公司所在地的番禺区内定期开展植树活动，力求自然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市内公园清扫活动 每年秋天在市内公园开展以清除垃圾为活动内容的员工志愿者服务。

苏州市内公园清扫 每年 10 月，约 60 名热心员工在苏州市内的公园清除垃圾。

员工在公司附近开展清扫活

动
开展员工在公司周边的清扫活动。

参与地铁站内排队引导员和

十字路口交通指导员的志愿

者活动

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在地铁站内开展维持秩序指导活动和十字路口的交通指挥活动。

清扫活动和敬老院慰问活动

等 清除垃圾以及慰问敬老院等员工志愿者活动。

公共场所的清扫活动 公共场所的清扫活动。

植树造林活动 作为东芝集团植树造林 150 万株活动的一个环节，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赞助地区纳凉节活动 赞助该公司在某个社区（共产党支部）举行的以当地居民为对象的纳凉节活动。

公司外部道路的清扫活动 自发的组织员工，开展公司外部道路的清扫活动。

普及 5S 活动内容 2006 年，在公司所在地无锡开展改善职场环境的 5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教养）启蒙活动。

利用公司设施，开展活动 利用公司的设施（足球场、篮球场），开展运动（08 年开始约有 10 次）。

地区清扫活动 根据对工厂周边的清扫活动，为环保活动做出贡献。

向附近敬老院捐赠。并在当

地小学设置奖学基金

开展附近敬老院的慰问活动并实施捐款。为当地成绩好、家庭贫困的小学生，提供资金援助

（09 年为 5000 元，以后待定）

捐助《从化 15 年》纪念册

的制作资金
为纪念从化市成立 15 周年，为《从化 15 年》纪念册的制作捐助资金。

慰问敬老院
每年农历 9 月 9 日（重阳节）前，公司和工会约派 15 人慰问养老院。捐赠 10000 元左右的

生活用品，并由公司文艺部举办文娱活动。

慰问残疾人儿童村
每年 6 月 1 日儿童节前，公司工会约派 10 人对残疾人儿童村进行慰问。捐赠点心等土特产，

以及 7000 元左右用于改善儿童村生活设施的费用。

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

供学费
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学费援助（从小学直至高中毕业为止，每年 2500 元） 

环保
通过 Friend of the Earth 开展

植树造林活动
在国立公园种植树苗。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四川荥经县和汶川 华钟咨询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上海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华钟咨询

员工志愿者服务 深圳市海岸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工厂周边 兄弟缝纫机（西安）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陕西省渭南市培华艺术

学校和该公司工厂

陕西省渭南市培华艺术学

校
兄弟缝纫机（西安）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该公司工厂 兄弟缝纫机（西安）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店铺 麦田计划 湖南分部 湖南平和堂实业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志愿者服

务
公司内（以广州为中心）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参加植树造林活动 开发区内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广州曙光制动器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

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在公司所在地番禺区内 广州松下空调器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苏州新区内的公园（场

地每年不固定）
三光化成塑胶（苏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 苏州市内 ) 公司附近的

公园
三光化成塑胶（苏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附近的公共场所 斯大精密（大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徐家汇地铁站内以及该

区的十字路口
徐家汇区 清水建设（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苏州爱普生

员工志愿者服务 工厂周边 苏州松下电工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大连开发区林业管理部

的指定地点
大连开发区林业管理部门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社区会场 翠竹社区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外围的道路 东丽塑料（深圳）有限公司

5S 内容的宣传 无锡住化电子

在公司外部开展运动 无锡住化电子

员工志愿者服务 所在地区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有限公

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

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附近敬老院、当地小学 佛山东海理化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从化 15 年》编委会
广州从化科昂诗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福山区小学 福山区民政局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Tai Lam Country Park Friend of the Earth MAXELL ASIA,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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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地区社会 
活动

四川省地震相关捐赠 为汶川孤儿捐助 18 万元。为设立四川华钟希望小学捐赠 50 万元。

建设华钟希望小学和提供奖

学金基金 每年向上海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供 10 万元奖学金，用于华钟希望小学。

深圳市海岸清扫活动 深圳市海岸清扫活动（48 名热心员工参与的志愿者活动）

工厂周边的清扫活动（鼓励

员工参与的环保活动）
工厂周边的清扫活动（鼓励员工参与环保活动）

捐赠缝纫机，援助农村妇女

自立（推动地区社会的经济

援助）

定期开展向职业培训学校捐赠缝纫机，开展针对学费支付困难的农村女性的自立活动。

员工家属参观工厂 每年邀请员工家属参观工厂。

收集顾客及员工的旧书和儿

童衣服，送往偏僻地区
收集顾客及员工的旧书和童装，捐赠给偏僻地区的儿童。

捐赠各类款项，开展献血活

动
发生大规模地震时，随时与员工一起捐款。

植树造林活动 作为地区环保绿化活动的一个环节，在公司周边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鼓励员工参与植树活动 在公司所在地的番禺区内定期开展植树活动，力求自然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市内公园清扫活动 每年秋天在市内公园开展以清除垃圾为活动内容的员工志愿者服务。

苏州市内公园清扫 每年 10 月，约 60 名热心员工在苏州市内的公园清除垃圾。

员工在公司附近开展清扫活

动
开展员工在公司周边的清扫活动。

参与地铁站内排队引导员和

十字路口交通指导员的志愿

者活动

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在地铁站内开展维持秩序指导活动和十字路口的交通指挥活动。

清扫活动和敬老院慰问活动

等 清除垃圾以及慰问敬老院等员工志愿者活动。

公共场所的清扫活动 公共场所的清扫活动。

植树造林活动 作为东芝集团植树造林 150 万株活动的一个环节，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赞助地区纳凉节活动 赞助该公司在某个社区（共产党支部）举行的以当地居民为对象的纳凉节活动。

公司外部道路的清扫活动 自发的组织员工，开展公司外部道路的清扫活动。

普及 5S 活动内容 2006 年，在公司所在地无锡开展改善职场环境的 5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教养）启蒙活动。

利用公司设施，开展活动 利用公司的设施（足球场、篮球场），开展运动（08 年开始约有 10 次）。

地区清扫活动 根据对工厂周边的清扫活动，为环保活动做出贡献。

向附近敬老院捐赠。并在当

地小学设置奖学基金

开展附近敬老院的慰问活动并实施捐款。为当地成绩好、家庭贫困的小学生，提供资金援助

（09 年为 5000 元，以后待定）

捐助《从化 15 年》纪念册

的制作资金
为纪念从化市成立 15 周年，为《从化 15 年》纪念册的制作捐助资金。

慰问敬老院
每年农历 9 月 9 日（重阳节）前，公司和工会约派 15 人慰问养老院。捐赠 10000 元左右的

生活用品，并由公司文艺部举办文娱活动。

慰问残疾人儿童村
每年 6 月 1 日儿童节前，公司工会约派 10 人对残疾人儿童村进行慰问。捐赠点心等土特产，

以及 7000 元左右用于改善儿童村生活设施的费用。

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

供学费
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学费援助（从小学直至高中毕业为止，每年 2500 元） 

环保
通过 Friend of the Earth 开展

植树造林活动
在国立公园种植树苗。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四川荥经县和汶川 华钟咨询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上海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华钟咨询

员工志愿者服务 深圳市海岸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工厂周边 兄弟缝纫机（西安）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陕西省渭南市培华艺术

学校和该公司工厂

陕西省渭南市培华艺术学

校
兄弟缝纫机（西安）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该公司工厂 兄弟缝纫机（西安）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店铺 麦田计划 湖南分部 湖南平和堂实业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志愿者服

务
公司内（以广州为中心）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参加植树造林活动 开发区内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广州曙光制动器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

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在公司所在地番禺区内 广州松下空调器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苏州新区内的公园（场

地每年不固定）
三光化成塑胶（苏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 苏州市内 ) 公司附近的

公园
三光化成塑胶（苏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附近的公共场所 斯大精密（大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徐家汇地铁站内以及该

区的十字路口
徐家汇区 清水建设（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苏州爱普生

员工志愿者服务 工厂周边 苏州松下电工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大连开发区林业管理部

的指定地点
大连开发区林业管理部门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社区会场 翠竹社区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外围的道路 东丽塑料（深圳）有限公司

5S 内容的宣传 无锡住化电子

在公司外部开展运动 无锡住化电子

员工志愿者服务 所在地区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有限公

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

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附近敬老院、当地小学 佛山东海理化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从化 15 年》编委会
广州从化科昂诗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

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福山区小学 福山区民政局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Tai Lam Country Park Friend of the Earth MAXELL ASIA,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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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环保

Green Power Hike
为了对当地进行环保教育，参加“环保动力（Green Power）”的例年活动，即环保动力远程

徒步旅行慈善比赛，共募集了 4 万元的捐款。

爱普生“环保新一代”青

少年环保教育项目
每年针对北京的小学师生，开展环保培训活动。

设置环保论文奖“ORGANO
奖”，向获奖者授予奖学金

设置环保论文奖“ORGANO 奖”，表彰优秀论文，授予奖学金。

公园绿化活动 每年参加深圳市绿化活动，约有 30 名员工在指定的公园参加植树活动。

发放环保手提袋
该公司自行制作环保手提袋，发放给顾客和工作人员。通过本活动使员工提高环保意识的同

时持续使用环保手提袋，为环保活动做出贡献。

SUBARU 生态保护基金 设立保护中国野生动物的基金。

中国青年丰田环保奖
为了提高中国青年的节能、环保责任感和主动意识，以提供资金的形式，表彰环保活动的优

秀个人和团体。

植树造林活动
2009 年 5 月开始，启动中国国内各事业所每年按员工人数承担植树造林义务的活动。力求

达到 10 年植树 100 万株的目标。（也相当于地区社会活动、国际交流活动）

培养环保专业人才

09 年 5 月起，启动旨在与中国企业共同分享迄今为止公司所积累的环保经验和技巧的讲座。

为该讲座提供培训内容、教材及讲师选派等服务。第一期讲座以中国国有企业人员为对象，

培训了 30 余人。

实施与环保型金融普及有

关的启蒙活动

为了在中国普及环保型金融活动，面向金融机构、银行行业协会、大学和智库等召开了讲演

会、研讨会。同时还赞助了环保投资大会。

实施植树造林志愿者活动

2009 年 5 月 9 日，瑞穗（中国）大连分行 81 名热心员工，参加了大连郊外的植树造林志愿

者活动。为了响应大连市开展的减少 CO2 和改善环境活动的号召，参加人员在适于绿化的

荒地上种植了约 200 棵树苗。

地区清扫活动 热心员工在当地的山上开展每年一次的清扫活动。

推动节能事业 在当地开展节能项目的研发。

援助华东师范大学环保科

学课题的研究
每年捐赠 10 万元。

杭州的植树造林活动
在杭州的 3 家橡胶相关的横滨公司实施植树造林活动。去年植树 12000 棵。今年预计 10 月

17 日还将开展此活动。

植树造林 参加由政府主办的每年 1次的植树造林活动。派 50名员工代表参加，并捐赠用于购买树苗的资金。

“大学生影像公益行”暨

2009 佳能绿化援助使者调

查活动项目

佳能（中国）公司以影像形式援助环保，关注中国自然、多样性的发展。2009 年为大学生

提供宝贵的社会实践机会，如，在自然保护的最前沿的生态和当地经济发展进行实地调查。

佳能（中国）公司为研究活动赞助必要的资金和器材。预计今后还将实施。

赞助 WWF 儿童环保教育网

站

自 2008 年起，佳能（中国）便开始赞助 WWF 的“儿童环保教育网站”（www.delightearth.
org)。3 年来一直为网站建设提供援助支持。

赞助 WWF 中国野生动物保

护小额基金

每年向WWF的动物保护基金提供 15万元的资金，对小熊猫和东方白鹳的分布范围以及数量、

生存状况和保护措施的研究工作提供援助。

环保社会活动
与苏州工业园区内的中小学校合作，参加公司外部环保活动，为学生举办环保学习会，参加

苏州工业园区举办的跳蚤市场活动等。

植树造林活动

2004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50 棵      5 万元         （架山公园）

2005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180 棵    10 万元       （莲花山公园） 
2006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50 棵      2 万元         （中心公园） 
2007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376 棵    12 万元       （大沙河公园）

2008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200 棵    8 万元         （南山公园）

2009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200 棵    8 万元         （大沙河公园）

2010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100 棵    3 ～ 4 万元 （PLAN）                                                   

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
2006 年，向环保基金会捐赠 10 万元环境保护资金。

2007 年，向环保基金会捐赠 10 万元环境保护资金。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参与活动

香港岛大潭郊野公园～大

浪湾 Tai Tai Tam Country 
Park ～ Big Wave Bay

环保力量 Green Power
Toshiba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Hong Kong,Limited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

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北京的小学 地球村 爱普生 ( 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苏州和其他地方

中国科学技术院和苏州工

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ORGANO（苏州）水处理有限

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

龙岗市的公园 各日资企业 卡西欧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该公司 卡西欧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全国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SUBARU 汽车（中国）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全国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中

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Panasonic China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开展植树活动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Panasonic China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各种研讨会讲

演
北京

中国银行业协会、北京银

监局、中国人民银行、清

华大学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员工志愿者服务 大连市郊外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行

员工志愿者服务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 洋马农机（中国）有限公司

为节能事业投资 山西省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上海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该公司以及同时成立的

横滨杭州轮胎有限公司

等 3 家公司

横滨密封材料 / 软管配件（杭州）

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深圳市内 日本商工会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湖南省岳阳市东洞庭湖

国家自然保护区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东洞庭湖国家自然保护

区、首都青少年生态文化

研究中心、首都大学生环

保志愿者协会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北京 WWF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中国东北地区、云南、

贵州、四川等地
WWF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该公司建筑物、合作的

中小学校、外部设施
苏州工业园区 吉田建材（苏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植树活动 深圳市内公园 深圳市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广东省环保基金会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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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环保

Green Power Hike
为了对当地进行环保教育，参加“环保动力（Green Power）”的例年活动，即环保动力远程

徒步旅行慈善比赛，共募集了 4 万元的捐款。

爱普生“环保新一代”青

少年环保教育项目
每年针对北京的小学师生，开展环保培训活动。

设置环保论文奖“ORGANO
奖”，向获奖者授予奖学金

设置环保论文奖“ORGANO 奖”，表彰优秀论文，授予奖学金。

公园绿化活动 每年参加深圳市绿化活动，约有 30 名员工在指定的公园参加植树活动。

发放环保手提袋
该公司自行制作环保手提袋，发放给顾客和工作人员。通过本活动使员工提高环保意识的同

时持续使用环保手提袋，为环保活动做出贡献。

SUBARU 生态保护基金 设立保护中国野生动物的基金。

中国青年丰田环保奖
为了提高中国青年的节能、环保责任感和主动意识，以提供资金的形式，表彰环保活动的优

秀个人和团体。

植树造林活动
2009 年 5 月开始，启动中国国内各事业所每年按员工人数承担植树造林义务的活动。力求

达到 10 年植树 100 万株的目标。（也相当于地区社会活动、国际交流活动）

培养环保专业人才

09 年 5 月起，启动旨在与中国企业共同分享迄今为止公司所积累的环保经验和技巧的讲座。

为该讲座提供培训内容、教材及讲师选派等服务。第一期讲座以中国国有企业人员为对象，

培训了 30 余人。

实施与环保型金融普及有

关的启蒙活动

为了在中国普及环保型金融活动，面向金融机构、银行行业协会、大学和智库等召开了讲演

会、研讨会。同时还赞助了环保投资大会。

实施植树造林志愿者活动

2009 年 5 月 9 日，瑞穗（中国）大连分行 81 名热心员工，参加了大连郊外的植树造林志愿

者活动。为了响应大连市开展的减少 CO2 和改善环境活动的号召，参加人员在适于绿化的

荒地上种植了约 200 棵树苗。

地区清扫活动 热心员工在当地的山上开展每年一次的清扫活动。

推动节能事业 在当地开展节能项目的研发。

援助华东师范大学环保科

学课题的研究
每年捐赠 10 万元。

杭州的植树造林活动
在杭州的 3 家橡胶相关的横滨公司实施植树造林活动。去年植树 12000 棵。今年预计 10 月

17 日还将开展此活动。

植树造林 参加由政府主办的每年 1次的植树造林活动。派 50名员工代表参加，并捐赠用于购买树苗的资金。

“大学生影像公益行”暨

2009 佳能绿化援助使者调

查活动项目

佳能（中国）公司以影像形式援助环保，关注中国自然、多样性的发展。2009 年为大学生

提供宝贵的社会实践机会，如，在自然保护的最前沿的生态和当地经济发展进行实地调查。

佳能（中国）公司为研究活动赞助必要的资金和器材。预计今后还将实施。

赞助 WWF 儿童环保教育网

站

自 2008 年起，佳能（中国）便开始赞助 WWF 的“儿童环保教育网站”（www.delightearth.
org)。3 年来一直为网站建设提供援助支持。

赞助 WWF 中国野生动物保

护小额基金

每年向WWF的动物保护基金提供 15万元的资金，对小熊猫和东方白鹳的分布范围以及数量、

生存状况和保护措施的研究工作提供援助。

环保社会活动
与苏州工业园区内的中小学校合作，参加公司外部环保活动，为学生举办环保学习会，参加

苏州工业园区举办的跳蚤市场活动等。

植树造林活动

2004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50 棵      5 万元         （架山公园）

2005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180 棵    10 万元       （莲花山公园） 
2006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50 棵      2 万元         （中心公园） 
2007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376 棵    12 万元       （大沙河公园）

2008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200 棵    8 万元         （南山公园）

2009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200 棵    8 万元         （大沙河公园）

2010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100 棵    3 ～ 4 万元 （PLAN）                                                   

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
2006 年，向环保基金会捐赠 10 万元环境保护资金。

2007 年，向环保基金会捐赠 10 万元环境保护资金。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参与活动

香港岛大潭郊野公园～大

浪湾 Tai Tai Tam Country 
Park ～ Big Wave Bay

环保力量 Green Power
Toshiba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Hong Kong,Limited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

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北京的小学 地球村 爱普生 ( 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苏州和其他地方

中国科学技术院和苏州工

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ORGANO（苏州）水处理有限

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

龙岗市的公园 各日资企业 卡西欧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该公司 卡西欧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自行策划

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全国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SUBARU 汽车（中国）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全国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中

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Panasonic China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开展植树活动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Panasonic China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各种研讨会讲

演
北京

中国银行业协会、北京银

监局、中国人民银行、清

华大学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员工志愿者服务 大连市郊外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行

员工志愿者服务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 洋马农机（中国）有限公司

为节能事业投资 山西省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上海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该公司以及同时成立的

横滨杭州轮胎有限公司

等 3 家公司

横滨密封材料 / 软管配件（杭州）

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深圳市内 日本商工会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湖南省岳阳市东洞庭湖

国家自然保护区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东洞庭湖国家自然保护

区、首都青少年生态文化

研究中心、首都大学生环

保志愿者协会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物品以及

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

种事业等）、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北京 WWF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中国东北地区、云南、

贵州、四川等地
WWF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

各种事业等）

该公司建筑物、合作的

中小学校、外部设施
苏州工业园区 吉田建材（苏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植树活动 深圳市内公园 深圳市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广东省环保基金会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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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环保

植树造林活动 在沙漠化加剧的华北地区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矿山的植树造林活动 在矿山进行植树造林活动。

内蒙古植树造林活动 在内蒙古进行植树造林实验，提供植树造林必要的物质器材。

附近道路的环境清扫活动

（拾垃圾等）
环保活动月期间，在附近道路等地方开展清扫活动。

贵州黔东南植树造林活动 2009 年 2 月，四名员工参加了三菱中国植树造林活动，在贵州黔东南植树。

环保说明会 为了提高环保意识，支持举办有关环境监查和环境法律法规的说明会。

在当地小学讲授环保课 在当地的小学讲授了环境保护的课程。

植树造林活动（以中国资生

堂集团名义）
从去年 10 月起，将在未来十年间，由包括志愿者在内的员工组织实施植树造林活动。

以公司周边绿化活动为主，全

员参加，预定实施三天时间
在公司附近，每三个月定期进行一次卫生大扫除活动。

绿化活动
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沙漠”地区推进绿化活动。除了资金支持外，还与 NPO 组织合作，

招募志愿者员工开展绿化活动。

植树造林 为植树造林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参加地方的植树造林活动 参加地方的植树造林活动。

绿化协力队 开展旨在控制中国沙漠化、恢复绿色大地的植树造林活动。

引入环保相关设施
2007 年～ 2008 年，作为铸造企业，为了尽量降低企业经营活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废气、

废水和噪音控制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引进了许多环保设备。

四川大地震相关的活动 对环保领域提供支持。

植树造林活动 每年组织东芝集团北京地区的员工及家属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参加“Earth Hour（地球一

小时）”活动

2009 年 3 月 28 日，为响应世界自然保护基金（WWF）主办的“Earth Hour（地球一小时）”活动，

东芝设置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大连五个城市的荧光广告牌从20点30分开始熄灭一小时。

植树造林活动 在附近的公园等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NEC 之林”植树造林活动

为了使北京郊区荒地恢复绿色，集团把中国各地法人独立开展的植树造林活动统一起来，从

2005 年起启动了“NEC 之林”项目。在“为了奥运建设美好城市”这一决心下，自 2005 年

至 2009 年的五年时间内，仅在北京就有 3 千名员工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共植树 5,000 棵。而

且还同延庆县林业局合作，建立了后期的养护体制以确保成活率。所栽树木实现了 98% 的

成活率。为了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集团还在上海和香港开展了植树造林活动。

内蒙古沙漠绿化活动

把业务委托给绿化网络，与村民一起进行绿化，开展防沙漠化活动（每年一次前往当地科尔

沁沙地，或者通过绿化网络的报告等详细了解情况。通过不懈的努力，每年都会增加一点绿

地）。

植树造林活动、鱼放生活动 公司向河西园林局及水产研究所进行捐助，员工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和鱼放生活动。

卫生清扫活动 员工在无锡市内的公园开展的清除垃圾的活动（06 年 07 年两次）。

植树造林活动 每年理光华南集团有关公司联合开展植树造林。

有关环保的启蒙宣传活动 开展环保宣传的活动，让学生们着重认识环保的重要性，改变日常行为。

植树造林活动 每年的环境日，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参加社会上的植树造林活动 在日本永旺集团主办的植树造林活动中，常驻员工、家属和当地员工共 20 名左右参加了活动。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服

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

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华北地区 地方政府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矿山 江南小野田水泥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内蒙古 三井化学

劳动服务活动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北二街（只限工厂附

近）

三光化成塑胶（大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贵州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

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

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东北、华南和华中地区 三洋电机（株）总部 三洋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服

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

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小学 小学 三洋能源

员工志愿者服务 甘肃省兰州市 兰州市政府 资生堂（中国）研究开发中心

联合活动 公司附近 阿尔卑斯、夏普等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无锡）有限

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服

务
捷报（大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深圳大丰香化香料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苏州近郊的山林 苏州松下电工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恩格贝及左翼后旗
富 士 森 林、 绿 化 网 络、

SSASS

苏州富士胶片映像机器有限公

司

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

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该公司内

大连市环保局大孤山半岛

分局
大连（林）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等

中国青年联合会、共青团

成都市委员会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

社代表处

员工志愿者服务 北京市近郊山区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参加 WWF 的活动
北京、上海、广州、成

都和大连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基 金 会

（WWF）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植树造林 附近公园 东芝照明（福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

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北京市近郊 延庆县林业局 日电（中国 ) 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

尔沁沙地
绿化网络（NPO 团体） 日立建机（上海）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服

务

河西区友谊南路和珠江

道之间、刘庄桥北侧海

河西侧

河西园林局、天津水产研

究所

富士通天国际贸易（天津）有限

公司

市内公园垃圾清除活动 无锡住化电子

员工志愿者服务 深圳市内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服

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

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

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

动项目等）

北京日航新世纪饭店
中日电子政府应用技术协

会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服

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

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北京市内需要植树造林

活动的场所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有限公

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解甲镇、治头南山 日本永旺集团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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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环保

植树造林活动 在沙漠化加剧的华北地区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矿山的植树造林活动 在矿山进行植树造林活动。

内蒙古植树造林活动 在内蒙古进行植树造林实验，提供植树造林必要的物质器材。

附近道路的环境清扫活动

（拾垃圾等）
环保活动月期间，在附近道路等地方开展清扫活动。

贵州黔东南植树造林活动 2009 年 2 月，四名员工参加了三菱中国植树造林活动，在贵州黔东南植树。

环保说明会 为了提高环保意识，支持举办有关环境监查和环境法律法规的说明会。

在当地小学讲授环保课 在当地的小学讲授了环境保护的课程。

植树造林活动（以中国资生

堂集团名义）
从去年 10 月起，将在未来十年间，由包括志愿者在内的员工组织实施植树造林活动。

以公司周边绿化活动为主，全

员参加，预定实施三天时间
在公司附近，每三个月定期进行一次卫生大扫除活动。

绿化活动
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沙漠”地区推进绿化活动。除了资金支持外，还与 NPO 组织合作，

招募志愿者员工开展绿化活动。

植树造林 为植树造林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参加地方的植树造林活动 参加地方的植树造林活动。

绿化协力队 开展旨在控制中国沙漠化、恢复绿色大地的植树造林活动。

引入环保相关设施
2007 年～ 2008 年，作为铸造企业，为了尽量降低企业经营活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废气、

废水和噪音控制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引进了许多环保设备。

四川大地震相关的活动 对环保领域提供支持。

植树造林活动 每年组织东芝集团北京地区的员工及家属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参加“Earth Hour（地球一

小时）”活动

2009 年 3 月 28 日，为响应世界自然保护基金（WWF）主办的“Earth Hour（地球一小时）”活动，

东芝设置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大连五个城市的荧光广告牌从 20点30分开始熄灭一小时。

植树造林活动 在附近的公园等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NEC 之林”植树造林活动

为了使北京郊区荒地恢复绿色，集团把中国各地法人独立开展的植树造林活动统一起来，从

2005 年起启动了“NEC 之林”项目。在“为了奥运建设美好城市”这一决心下，自 2005 年

至 2009 年的五年时间内，仅在北京就有 3 千名员工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共植树 5,000 棵。而

且还同延庆县林业局合作，建立了后期的养护体制以确保成活率。所栽树木实现了 98% 的

成活率。为了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集团还在上海和香港开展了植树造林活动。

内蒙古沙漠绿化活动

把业务委托给绿化网络，与村民一起进行绿化，开展防沙漠化活动（每年一次前往当地科尔

沁沙地，或者通过绿化网络的报告等详细了解情况。通过不懈的努力，每年都会增加一点绿

地）。

植树造林活动、鱼放生活动 公司向河西园林局及水产研究所进行捐助，员工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和鱼放生活动。

卫生清扫活动 员工在无锡市内的公园开展的清除垃圾的活动（06 年 07 年两次）。

植树造林活动 每年理光华南集团有关公司联合开展植树造林。

有关环保的启蒙宣传活动 开展环保宣传的活动，让学生们着重认识环保的重要性，改变日常行为。

植树造林活动 每年的环境日，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参加社会上的植树造林活动 在日本永旺集团主办的植树造林活动中，常驻员工、家属和当地员工共 20 名左右参加了活动。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服

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

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华北地区 地方政府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矿山 江南小野田水泥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内蒙古 三井化学

劳动服务活动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北二街（只限工厂附

近）

三光化成塑胶（大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贵州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公司

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

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东北、华南和华中地区 三洋电机（株）总部 三洋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服

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

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小学 小学 三洋能源

员工志愿者服务 甘肃省兰州市 兰州市政府 资生堂（中国）研究开发中心

联合活动 公司附近 阿尔卑斯、夏普等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无锡）有限

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服

务
捷报（大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深圳大丰香化香料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苏州近郊的山林 苏州松下电工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恩格贝及左翼后旗
富 士 森 林、 绿 化 网 络、

SSASS

苏州富士胶片映像机器有限公

司

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

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该公司内

大连市环保局大孤山半岛

分局
大连（林）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等

中国青年联合会、共青团

成都市委员会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

社代表处

员工志愿者服务 北京市近郊山区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参加 WWF 的活动
北京、上海、广州、成

都和大连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基 金 会

（WWF）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植树造林 附近公园 东芝照明（福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

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北京市近郊 延庆县林业局 日电（中国 ) 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

尔沁沙地
绿化网络（NPO 团体） 日立建机（上海）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服

务

河西区友谊南路和珠江

道之间、刘庄桥北侧海

河西侧

河西园林局、天津水产研

究所

富士通天国际贸易（天津）有限

公司

市内公园垃圾清除活动 无锡住化电子

员工志愿者服务 深圳市内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服

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

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

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

动项目等）

北京日航新世纪饭店
中日电子政府应用技术协

会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服

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

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北京市内需要植树造林

活动的场所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有限公

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解甲镇、治头南山 日本永旺集团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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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医疗和社会

福利

献血活动 员工无偿献血。

向抚养孤儿和残疾儿童的

专职机构“社会福利院”捐

助物品

向员工募捐，为购买奶粉及尿不湿等必要物品提供援助。

健康快车
让配有医疗设备的列车深入贫困地区，在当地开展白内障治疗的项目，与工会共同捐赠了 20
万元（也属于人道援助）

敬老院志愿者活动（09 年 7
月）

维修员工访问敬老院，开展为敬老院提供电器产品维修服务的活动。

雇佣残疾人 维持了深圳市残疾人 0.5% 雇佣指标。

慰问敬老院活动
每年一次慰问当地的敬老院。约 20 名员工代表，携带点心、食品和该公司制造的体温计等

产品访问敬老院。

捐赠残疾人设施 向深圳市内的残疾人设施捐赠用于身体康复的健身器材。

援助 HIV 活动
向 AIESEC 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于 2009 年 3 月 13 日主办的 HIV 大连辩论会，提供了

6,240 元专项资金援助。资金将捐给为特定的 AIDS 患者提供援助的公益组织。

献血活动 ：公司每年举办 通过员工志愿者活动，开展集体献血。

残疾人雇佣
设立以雇佣残疾人为目的的防尘服清洗部门。

http://www.epson.jp/osirase/info070518.htm

献血活动 从员工为医疗作贡献的观点，支持员工每年献血。

敬老院慰问活动 为独居的孤寡老人捐物，为他们带去欢乐。

以日立集团名义参加 Walk 
for Millions'

日立集团员工以志愿者形式参加主题活动。根据参加者人数，公司将捐赠公益金。

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 为了让基本生活困难的群体度过愉快温馨的春节，在春节前五天捐赠五万元。

救灾援助

各种地震灾害援助活动
① 向香港联合捐募协会举办的慈善活动“WALK FOR MILLIONS”进行捐赠； 
② 香港红十字会举行的为四川大地震罹难者的募捐活动。

                              

四川省大地震援助 将公司员工的捐款集中并统一汇出。

救灾援助（向四川大地震捐

款）
2008 年 5 月 15 日，公司、员工和工会通过大连红十字会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人民币 10 万元。

与当地大学开展产学合作

共同培养人才

为了与当地大学开展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从 2004 年起，每年资助 10 万元人民币，培养社会

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大学毕业）共计 447 人。而且还向当地大学提供了 16 套实验设备（18.3
万元）。

支持文化活动（参加由当地

政府主办的文艺演出活动）

为了援助当地社会活动（艺术和文化方面），08 年 5 月公司派出 25 名员工，参加了北京市外

资总工会举办的迎奥运支援四川灾区的文艺演出。09 年 1 月参加了大连高新区政府为丰富

IT 园区文化活动而举办的大型文艺演出（派出 70 名员工）。09 年 7 月，还派出 84 名员工参

加了迎接建国 60 周年合唱比赛（累计支出 9 万元经费）。

向四川地震灾区提供教育

援助活动
向受到四川地震灾害的当地小学捐赠 50 万元，建设永久性抗震希望小学。

希望工程 为四川大地震受灾地区提供教育设施建设的资金。

向地震受灾者捐款 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地区，提供捐款。另外，员工们通过志愿者活动募集善款。

免费放映千部电影 为了体现对四川地震灾区灾民的心灵关怀，免费放映 1000 部电影。

丰田移动图书馆
利用三台丰田柯斯达面包车，每月一次向灾区的 50 所中小学送图书，为抚慰学生心灵提供

支持。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内 NEC 东金电子（吴江）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

服务

吴江市孤儿和残疾儿童的

专职机构“社会福利院”
NEC 东金电子（吴江）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 Panasonic China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敬老院 爱信精机（佛山）汽车零配件

提供工作岗位 该公司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深圳市内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深圳市内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连理工大学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内 苏州市红十字会 苏州爱普生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

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

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苏州爱普生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内 苏州市血防中心 苏州富士胶片映像机器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

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各

种活动项目等）

沙井敬老院 东丽塑料（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

服务
香港 香港公益金协会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无锡市滨湖区华庄街道
无锡市滨湖区华庄街道办

事处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香港

①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② Hong Kong Red Cross                     

ITOCHU HONG KONG LTD.                                
伊藤忠商事（香港）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NEC 软件系统科技（杭州）有

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募款活动场所为公司；

募款捐赠场所为大连工

十字会

大连市红十字会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大

连开发中心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当地大学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大连

中日友好交流中心、大连

理工大学、大连交通大学、

大连交通大学软件园、辽宁

师范大学、大连海事大学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大

连开发中心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文艺活动：北京市、大

连市（电视台等）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大

连开发中心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锁

水村锁水小学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四川 中国青少年基金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

服务
四川 中国慈善总会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四川地震灾区 光彩基金会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广元、绵阳、绵竹等四

川灾区
光彩基金会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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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医疗和社会

福利

献血活动 员工无偿献血。

向抚养孤儿和残疾儿童的

专职机构“社会福利院”捐

助物品

向员工募捐，为购买奶粉及尿不湿等必要物品提供援助。

健康快车
让配有医疗设备的列车深入贫困地区，在当地开展白内障治疗的项目，与工会共同捐赠了 20
万元（也属于人道援助）

敬老院志愿者活动（09 年 7
月）

维修员工访问敬老院，开展为敬老院提供电器产品维修服务的活动。

雇佣残疾人 维持了深圳市残疾人 0.5% 雇佣指标。

慰问敬老院活动
每年一次慰问当地的敬老院。约 20 名员工代表，携带点心、食品和该公司制造的体温计等

产品访问敬老院。

捐赠残疾人设施 向深圳市内的残疾人设施捐赠用于身体康复的健身器材。

援助 HIV 活动
向 AIESEC 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于 2009 年 3 月 13 日主办的 HIV 大连辩论会，提供了

6,240 元专项资金援助。资金将捐给为特定的 AIDS 患者提供援助的公益组织。

献血活动 ：公司每年举办 通过员工志愿者活动，开展集体献血。

残疾人雇佣
设立以雇佣残疾人为目的的防尘服清洗部门。

http://www.epson.jp/osirase/info070518.htm

献血活动 从员工为医疗作贡献的观点，支持员工每年献血。

敬老院慰问活动 为独居的孤寡老人捐物，为他们带去欢乐。

以日立集团名义参加 Walk 
for Millions'

日立集团员工以志愿者形式参加主题活动。根据参加者人数，公司将捐赠公益金。

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 为了让基本生活困难的群体度过愉快温馨的春节，在春节前五天捐赠五万元。

救灾援助

各种地震灾害援助活动
① 向香港联合捐募协会举办的慈善活动“WALK FOR MILLIONS”进行捐赠； 
② 香港红十字会举行的为四川大地震罹难者的募捐活动。

                              

四川省大地震援助 将公司员工的捐款集中并统一汇出。

救灾援助（向四川大地震捐

款）
2008 年 5 月 15 日，公司、员工和工会通过大连红十字会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人民币 10 万元。

与当地大学开展产学合作

共同培养人才

为了与当地大学开展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从 2004 年起，每年资助 10 万元人民币，培养社会

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大学毕业）共计 447 人。而且还向当地大学提供了 16 套实验设备（18.3
万元）。

支持文化活动（参加由当地

政府主办的文艺演出活动）

为了援助当地社会活动（艺术和文化方面），08 年 5 月公司派出 25 名员工，参加了北京市外

资总工会举办的迎奥运支援四川灾区的文艺演出。09 年 1 月参加了大连高新区政府为丰富

IT 园区文化活动而举办的大型文艺演出（派出 70 名员工）。09 年 7 月，还派出 84 名员工参

加了迎接建国 60 周年合唱比赛（累计支出 9 万元经费）。

向四川地震灾区提供教育

援助活动
向受到四川地震灾害的当地小学捐赠 50 万元，建设永久性抗震希望小学。

希望工程 为四川大地震受灾地区提供教育设施建设的资金。

向地震受灾者捐款 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地区，提供捐款。另外，员工们通过志愿者活动募集善款。

免费放映千部电影 为了体现对四川地震灾区灾民的心灵关怀，免费放映 1000 部电影。

丰田移动图书馆
利用三台丰田柯斯达面包车，每月一次向灾区的 50 所中小学送图书，为抚慰学生心灵提供

支持。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内 NEC 东金电子（吴江）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

服务

吴江市孤儿和残疾儿童的

专职机构“社会福利院”
NEC 东金电子（吴江）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 Panasonic China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敬老院 爱信精机（佛山）汽车零配件

提供工作岗位 该公司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深圳市内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深圳市内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连理工大学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内 苏州市红十字会 苏州爱普生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

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

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苏州爱普生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内 苏州市血防中心 苏州富士胶片映像机器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

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各

种活动项目等）

沙井敬老院 东丽塑料（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

服务
香港 香港公益金协会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无锡市滨湖区华庄街道
无锡市滨湖区华庄街道办

事处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香港

①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② Hong Kong Red Cross                     

ITOCHU HONG KONG LTD.                                
伊藤忠商事（香港）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NEC 软件系统科技（杭州）有

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募款活动场所为公司；

募款捐赠场所为大连工

十字会

大连市红十字会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大

连开发中心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当地大学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大连

中日友好交流中心、大连

理工大学、大连交通大学、

大连交通大学软件园、辽宁

师范大学、大连海事大学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大

连开发中心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文艺活动：北京市、大

连市（电视台等）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大

连开发中心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锁

水村锁水小学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四川 中国青少年基金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

服务
四川 中国慈善总会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四川地震灾区 光彩基金会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广元、绵阳、绵竹等四

川灾区
光彩基金会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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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救灾援助

丰田奖学金特别计划 以丰田奖学金 PJT 为平台，为受地震影响难以负担上大学费用的学生提供资金。

提供受灾时人造卫星数据 受灾时迅速向中国政府部门提供人造卫星数据。

援助四川地震灾区
以马自达集团的名义捐款。        
然后，通过上海红十字会捐赠一辆救灾车辆。  
                                                         

中国水灾救灾捐款 为了援助 2007 年夏季，中国南方发生的严重水灾，志愿捐款。

中国南方地区雪灾捐款活

动
为了援助 2008 年初，中国南方发生的大规模雪灾，除了募款外，还联合购买当地农产品。

四川地震捐款 为了 2008 年春四川大地震救灾，志愿捐款。

四川省地震灾害捐款
自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大地震发生以来，瑞穗法人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高度关心，

灾后不久，126 名职员自发捐款 31,380 元，通过大连市红十字会捐给灾区。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立即

向灾区提供发电机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向灾区提供发电机。

援助四川地震灾区 公司内部募捐，为了共同抗击四川地震灾害提供援助。

向灾区提供资金援助 全体员工捐款，并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

向台湾大地震捐款 以全体员工为对象，募集善款，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

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 公司及员工募集善款，向深圳红十字会等机构捐款 265,566 元。

广东省抗洪救灾捐款
2005 年广东省抗洪救灾捐款 5 万元（深圳市福永街道）、2006 年台风捐款 10 万元（深圳市

福永街道）。

“5.12”四川大地震援助

2008 年“5.12”四川大地震发生时，公司及全体员工与松本董事长及总经理一起，在两天时

间内，捐赠了 10.35 万元。通过大连红十字会，提供资金援助。该事迹刊登在《大连晚报》

爱心捐赠栏（2008/05/16、B2 版）。此外，孟总经理还在去重庆出差的途中，冒着余震的危

险，前往地震灾区，把身上仅有的三千多元现金全部捐了出来（此前已经在公司捐了五千元）。

2008 年 7 月，还以公司名义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了 100 顶帐篷。

“莫拉克”台风灾害援助 2009 年 8 月，公司全体员工为“莫拉克”台风灾民募集 7,725 元，通过大连红十字会捐赠了资金。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公司人事总务部带头，组织员工捐款，并把这些捐款捐给了红十字会。

四川大地震援助的相关活动 有关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资金的援助。

四川大地震援助的相关活动 参加日本人俱乐部举办的四川大地震救灾捐款活动并捐款。

为 2008 年中国四川大地震

捐款
为 2008 年中国四川大地震捐款。员工捐赠的款项交给了四川省信息产业厅。

为中国南方雪灾捐款 为中国南方雪灾捐款。公司把捐款寄给了商务部。

为江西省九江市地震捐款 把从员工募集的善款捐赠给江西省九江市政府。

为四川大地震捐款
公司在公司内募款，同时还拨出与该捐款同等金额的善款，作为四川大地震善款捐赠。这些

善款通过红十字会捐赠。

捐赠四川大地震灾害慰问金 公司拨出与员工捐款相同金额的善款，作为四川大地震受灾慰问金，捐赠给苏州红十字会。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捐赠给香港红十字会。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灾区访问、捐款和提供产品。

援助四川省地震灾区 捐赠 20 万元支援四川省地震灾区。

四川大地震相关的活动 通过日本红十字会向四川大地震受灾民众赠款。

四川省地震相关的捐赠 为建造华钟小学及资助汶川孤儿分别提供 50 万元和 18 万元的资金援助。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西南交通大学、重庆大学 宋庆龄基金会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中国国内

中国政府机关：国务院、

民政部、科技部、测绘局
博思科中国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四川和上海 上海红十字会 马自达（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北京
中国日本商会、中国民政

部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购买本地产

农产品
北京

中国日本商会、北京日本人

会、北京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北京
中国日本商会、中国民政

部、中国红十字总会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连市红十字会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行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等
通过红十字会提供 洋马农机（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NPO 奥得时精密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该公司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该公司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深圳市福永街道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广州红十字会 广州曙光制动器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等 杭州阿斯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佐藤（西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三

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三

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三

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苏州新区 苏州市红十字会 三光化成塑胶（苏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三光化成塑胶（苏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香港 香港红十字 三菱电机香港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四川绵竹市 苏州市政府 三洋能源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连开发区总工会 斯大精密（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捷报（大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

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雅安蒙经县 上海华钟投资顾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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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救灾援助

丰田奖学金特别计划 以丰田奖学金 PJT 为平台，为受地震影响难以负担上大学费用的学生提供资金。

提供受灾时人造卫星数据 受灾时迅速向中国政府部门提供人造卫星数据。

援助四川地震灾区
以马自达集团的名义捐款。        
然后，通过上海红十字会捐赠一辆救灾车辆。  
                                                         

中国水灾救灾捐款 为了援助 2007 年夏季，中国南方发生的严重水灾，志愿捐款。

中国南方地区雪灾捐款活

动
为了援助 2008 年初，中国南方发生的大规模雪灾，除了募款外，还联合购买当地农产品。

四川地震捐款 为了 2008 年春四川大地震救灾，志愿捐款。

四川省地震灾害捐款
自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大地震发生以来，瑞穗法人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高度关心，

灾后不久，126 名职员自发捐款 31,380 元，通过大连市红十字会捐给灾区。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立即

向灾区提供发电机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向灾区提供发电机。

援助四川地震灾区 公司内部募捐，为了共同抗击四川地震灾害提供援助。

向灾区提供资金援助 全体员工捐款，并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

向台湾大地震捐款 以全体员工为对象，募集善款，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

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 公司及员工募集善款，向深圳红十字会等机构捐款 265,566 元。

广东省抗洪救灾捐款
2005 年广东省抗洪救灾捐款 5 万元（深圳市福永街道）、2006 年台风捐款 10 万元（深圳市

福永街道）。

“5.12”四川大地震援助

2008 年“5.12”四川大地震发生时，公司及全体员工与松本董事长及总经理一起，在两天时

间内，捐赠了 10.35 万元。通过大连红十字会，提供资金援助。该事迹刊登在《大连晚报》

爱心捐赠栏（2008/05/16、B2 版）。此外，孟总经理还在去重庆出差的途中，冒着余震的危

险，前往地震灾区，把身上仅有的三千多元现金全部捐了出来（此前已经在公司捐了五千元）。

2008 年 7 月，还以公司名义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了 100 顶帐篷。

“莫拉克”台风灾害援助 2009 年 8 月，公司全体员工为“莫拉克”台风灾民募集 7,725 元，通过大连红十字会捐赠了资金。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公司人事总务部带头，组织员工捐款，并把这些捐款捐给了红十字会。

四川大地震援助的相关活动 有关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资金的援助。

四川大地震援助的相关活动 参加日本人俱乐部举办的四川大地震救灾捐款活动并捐款。

为 2008 年中国四川大地震

捐款
为 2008 年中国四川大地震捐款。员工捐赠的款项交给了四川省信息产业厅。

为中国南方雪灾捐款 为中国南方雪灾捐款。公司把捐款寄给了商务部。

为江西省九江市地震捐款 把从员工募集的善款捐赠给江西省九江市政府。

为四川大地震捐款
公司在公司内募款，同时还拨出与该捐款同等金额的善款，作为四川大地震善款捐赠。这些

善款通过红十字会捐赠。

捐赠四川大地震灾害慰问金 公司拨出与员工捐款相同金额的善款，作为四川大地震受灾慰问金，捐赠给苏州红十字会。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捐赠给香港红十字会。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灾区访问、捐款和提供产品。

援助四川省地震灾区 捐赠 20 万元支援四川省地震灾区。

四川大地震相关的活动 通过日本红十字会向四川大地震受灾民众赠款。

四川省地震相关的捐赠 为建造华钟小学及资助汶川孤儿分别提供 50 万元和 18 万元的资金援助。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西南交通大学、重庆大学 宋庆龄基金会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中国国内

中国政府机关：国务院、

民政部、科技部、测绘局
博思科中国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四川和上海 上海红十字会 马自达（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北京
中国日本商会、中国民政

部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购买本地产

农产品
北京

中国日本商会、北京日本人

会、北京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北京
中国日本商会、中国民政

部、中国红十字总会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连市红十字会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行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等
通过红十字会提供 洋马农机（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NPO 奥得时精密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该公司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该公司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深圳市福永街道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广州红十字会 广州曙光制动器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等 杭州阿斯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佐藤（西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三

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三

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三

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苏州新区 苏州市红十字会 三光化成塑胶（苏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三光化成塑胶（苏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香港 香港红十字 三菱电机香港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四川绵竹市 苏州市政府 三洋能源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连开发区总工会 斯大精密（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捷报（大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

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雅安蒙经县 上海华钟投资顾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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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救灾援助

“爱心消费、援助灾区”大

型公益活动
2009 年 5 月 8 日至年末，店内、公司总部、总部工会、新加坡当地法人、主要客户与四川省

成都市委书记、市长、红十字会一起，募集了 10 万元善款捐给了成都红十字会。

四川大地震发生时的资金援

助
有关四川大地震的恢复重建资金援助。

四川大地震援助 为四川大地震提供了资金援助。

向四川大地震捐款 通过日本人会和当地政府，向四川大地震的受灾民众捐款。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2008 年 5 月为了向四川地震提供救灾援助，代表当地企业，公司全体员工捐赠共计 1.3 万元。

四川大地震相关的资金援助 四川大地震时，公司援助了 8 万元资金，此外员工还捐赠了 7 万元。合计共 15 万元资金援助。

四川大地震捐款活动 四川大地震募集善款活动。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员工捐款，公司捐赠同等金额的款项。

四川地震灾害捐赠 为四川地震灾区捐赠。

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中国四

川大地震捐款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为了援助中国四川省汶川地震受灾民众，开展了募捐活动。然后，还

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捐赠活动。

中国南方雪灾捐款、捐赠救

援物资及开展援助活动

从 2008 年 1 月起，中国南方遭受了严重的暴风雪灾害，为了救助灾民，开展了捐款、捐物

及各种援助活动。

四川大地震援助 为四川大地震合计捐赠了 16 万元。其中，公司捐赠了 10 万元，公司员工捐赠了 6 万元。

捐赠 向四川大地震的受灾群众捐款。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为四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提供资金援助。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地震发生后不久，东芝集团向灾区捐赠了总额约一亿日元的现金和物资。其中，有 139 万元

捐赠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用于建设 50 间“抗震希望教室”。此外，为了援助位于绵

阳的绵阳富乐中学和绵阳花园小学两个学校的重建，还捐赠了价值 22 万元的东芝照明器材。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公司捐赠了 1 万元，员工捐赠了约 1 万元。

向台湾台风灾害捐赠 为台湾台风灾害捐赠了五千元。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为四川大地震捐赠了 20 万元。

中国四川大地震援助活动

NEC 集团对于四川大地震灾害，捐款、捐赠产品及员工捐款等方式共援助了总额超过 5,000
万日元的资金和物资。NEC 集团的日本国内 57 家公司的员工捐款约 900 万日元（约 60 万元

人民币），全部捐赠给了日本红十字会。在中国，NEC 集团 38 家公司超过万人的员工参加了

捐款活动，与公司的捐款加起来，总共募集了约 210 万元。另外，集团还在世界各地开展了

捐赠活动。善款都捐给了红十字会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救援 NGO 组织。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为了援助四川大地震，向天津市红十字会捐款。

向四川大地震捐款 公司和员工捐赠现金。

1998 年向武汉洪灾捐款 2
万元

98 年武汉洪涝灾害时，向该市民政局捐赠 2 万元。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为了援助四川地震，向红十字会捐赠约 5 万元。

5.12 四川地震捐款 根据无锡市政府的倡议，08 年 5 月，通过无锡市红十字会捐赠 5 万元。

5.12 四川地震捐款 该公司的工会组织员工自愿捐款，通过无锡市红十字会向地震灾区送去了 30,873.50 元善款。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公司内开始募捐。员工的捐款与公司的捐款一起捐赠。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向四川大地震受灾地区捐赠了 10 万元资金。

为四川大地震的募捐活动 全公司开展募款活动，近 30 万元善款通过深圳市红十字捐赠给了灾区。

自然灾害发生时的募捐活动 大地震发生时的募款活动。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成都伊势丹、东京总部、

新加坡当地法人（当地

除日本外的出资公司）

（株）伊势丹、伊势丹工会、

ISETAN（SINGAPORE）

LIMITED

成都伊势丹百货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成都丰田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西安凯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青岛市 青岛信速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 公司员工
苏州井上中鼎办公机器制品有

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苏州松下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苏州松下电工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上海（还有其他中国当

地企业参与实施）
红十字会 村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北京
太平洋水泥（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天津 该公司日本法人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全中国的该公司集团所

属的公司
中国 - 日本相关企业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连开发区 大连市红十字会 大连（林）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天津太平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中国青年联合会、共青团

成都市委员会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

社代表处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四川地区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红十字会 东芝照明（福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市政府 东芝照明（福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上海 红十字会 东洋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日本、中国及世界各地

的 NEC 集团公司
中国红十字协会等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天津红十字会 天津红十字会
富士通天国际贸易（天津）有限

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中信集团武汉市建筑设计

院

武汉东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I
株式会社 AO 竹田设计）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市民政局
武汉东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I
株式会社 AO 竹田设计）

援建小学 工厂内 无锡住化电子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无锡市 无锡市红十字会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无锡市、该公司内 无锡市红十字会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连
利优比（大连）机器有限

公司
利优比压铸（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
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 理研汽车配件（武汉）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中国日本商会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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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救灾援助

“爱心消费、援助灾区”大

型公益活动
2009 年 5 月 8 日至年末，店内、公司总部、总部工会、新加坡当地法人、主要客户与四川省

成都市委书记、市长、红十字会一起，募集了 10 万元善款捐给了成都红十字会。

四川大地震发生时的资金援

助
有关四川大地震的恢复重建资金援助。

四川大地震援助 为四川大地震提供了资金援助。

向四川大地震捐款 通过日本人会和当地政府，向四川大地震的受灾民众捐款。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2008 年 5 月为了向四川地震提供救灾援助，代表当地企业，公司全体员工捐赠共计 1.3 万元。

四川大地震相关的资金援助 四川大地震时，公司援助了 8 万元资金，此外员工还捐赠了 7 万元。合计共 15 万元资金援助。

四川大地震捐款活动 四川大地震募集善款活动。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员工捐款，公司捐赠同等金额的款项。

四川地震灾害捐赠 为四川地震灾区捐赠。

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中国四

川大地震捐款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为了援助中国四川省汶川地震受灾民众，开展了募捐活动。然后，还

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捐赠活动。

中国南方雪灾捐款、捐赠救

援物资及开展援助活动

从 2008 年 1 月起，中国南方遭受了严重的暴风雪灾害，为了救助灾民，开展了捐款、捐物

及各种援助活动。

四川大地震援助 为四川大地震合计捐赠了 16 万元。其中，公司捐赠了 10 万元，公司员工捐赠了 6 万元。

捐赠 向四川大地震的受灾群众捐款。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为四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提供资金援助。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地震发生后不久，东芝集团向灾区捐赠了总额约一亿日元的现金和物资。其中，有 139 万元

捐赠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用于建设 50 间“抗震希望教室”。此外，为了援助位于绵

阳的绵阳富乐中学和绵阳花园小学两个学校的重建，还捐赠了价值 22 万元的东芝照明器材。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公司捐赠了 1 万元，员工捐赠了约 1 万元。

向台湾台风灾害捐赠 为台湾台风灾害捐赠了五千元。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为四川大地震捐赠了 20 万元。

中国四川大地震援助活动

NEC 集团对于四川大地震灾害，捐款、捐赠产品及员工捐款等方式共援助了总额超过 5,000
万日元的资金和物资。NEC 集团的日本国内 57 家公司的员工捐款约 900 万日元（约 60 万元

人民币），全部捐赠给了日本红十字会。在中国，NEC 集团 38 家公司超过万人的员工参加了

捐款活动，与公司的捐款加起来，总共募集了约 210 万元。另外，集团还在世界各地开展了

捐赠活动。善款都捐给了红十字会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救援 NGO 组织。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为了援助四川大地震，向天津市红十字会捐款。

向四川大地震捐款 公司和员工捐赠现金。

1998 年向武汉洪灾捐款 2
万元

98 年武汉洪涝灾害时，向该市民政局捐赠 2 万元。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为了援助四川地震，向红十字会捐赠约 5 万元。

5.12 四川地震捐款 根据无锡市政府的倡议，08 年 5 月，通过无锡市红十字会捐赠 5 万元。

5.12 四川地震捐款 该公司的工会组织员工自愿捐款，通过无锡市红十字会向地震灾区送去了 30,873.50 元善款。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公司内开始募捐。员工的捐款与公司的捐款一起捐赠。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向四川大地震受灾地区捐赠了 10 万元资金。

为四川大地震的募捐活动 全公司开展募款活动，近 30 万元善款通过深圳市红十字捐赠给了灾区。

自然灾害发生时的募捐活动 大地震发生时的募款活动。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成都伊势丹、东京总部、

新加坡当地法人（当地

除日本外的出资公司）

（株）伊势丹、伊势丹工会、

ISETAN（SINGAPORE）

LIMITED

成都伊势丹百货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成都丰田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西安凯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青岛市 青岛信速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 公司员工
苏州井上中鼎办公机器制品有

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苏州松下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苏州松下电工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上海（还有其他中国当

地企业参与实施）
红十字会 村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北京
太平洋水泥（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天津 该公司日本法人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全中国的该公司集团所

属的公司
中国 - 日本相关企业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连开发区 大连市红十字会 大连（林）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天津太平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中国青年联合会、共青团

成都市委员会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

社代表处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四川地区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红十字会 东芝照明（福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市政府 东芝照明（福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上海 红十字会 东洋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日本、中国及世界各地

的 NEC 集团公司
中国红十字协会等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天津红十字会 天津红十字会
富士通天国际贸易（天津）有限

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中信集团武汉市建筑设计

院

武汉东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I
株式会社 AO 竹田设计）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市民政局
武汉东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I
株式会社 AO 竹田设计）

援建小学 工厂内 无锡住化电子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无锡市 无锡市红十字会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无锡市、该公司内 无锡市红十字会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连
利优比（大连）机器有限

公司
利优比压铸（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
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 理研汽车配件（武汉）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中国日本商会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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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救灾援助

援助四川大地震 作为设立在当地的企业，为四川大地震捐款。同时还组织公司的员工捐款。

捐助四川大地震 公司、工会和员工捐赠了善款（30 万元）。

向四川捐款 向四川捐款

人道援助

四川大地震募款活动 为了四川大地震救援，开展募捐活动。NEC 集团全体活动。

太阳村儿童中心援助活动
为了援助保护服刑人员子女和孤儿等为目的的北京市太阳村，而开展了教育援助活动。作为

北京外资银行成员，实施了为基金捐款、并捐赠衣物及书籍等行动。

向大连市慈善总会捐款，用

以振兴少数民族贫困地区

2009 年 8 月 5 日，瑞穗法人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志愿员工，为了振兴东北地

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通过大连慈善总会，捐赠了服装、书籍、文具等物资共计 274 件物品

（也属于社会福利事业）。

为江西省地震灾后建设希望

小学提供资金援助
为江西省地震灾后建设希望小学提供资金援助。

援助残疾人 每年至少向残疾人设施捐赠 5 万元。

援助贫困地区 为援助贫困地区低收入家庭孩子上学（60 名 / 年），每年捐赠 38,000 元。

① 援建安徽省和河南省的

小学  
② 援助四川籍的员工以及

向红十字会捐款 
③ 在市内公园开展大扫除

活动                              

每年援助国内困难地方的小学约 5 万元左右。

开展敬老爱幼活动
长期为公益性幼儿园、敬老院、孤寡老人家庭、伤残军人家庭、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安装

林内燃气器具，免费日常检查，免费维护（部分零部件更换收费）等长期服务。

为援助与病魔顽强抗争患者

的高额手术费，在公司内开

展募捐活动

为顽强与病魔抗争的患者援助高额手术费，在公司内开展募捐活动

向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捐款 2008 年 3 月，向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捐款 5000 元。

献血活动 定期开展献血活动。

援助残疾人 向大连残疾人联合会捐款 1 万元。

向大连慈爱月捐赠 向受灾群众及贫困人群提供资金援助。

自发的募捐活动 员工自发的募捐活动。

捐物
呼吁员工把不用的东西捐出来，集中起来的物品通过民政部门捐给内陆地区（活动正在开展

中）。

援助四川大地震灾区群众 向家在四川地震灾区的员工捐赠约 2 万元。

捐赠活动 07 年全体员工向患白血病的员工捐赠了 10 万元。

援助武汉市贫困家庭重病学

生的活动 在武汉市向贫困家庭的患重病学生援助 1 万元资金。

交通安全 安全驾驶普及活动 安全驾驶知识普及和教育。

其他 打击仿制品活动

为了加强打击仿制品，与三洋电机（株）一起，通过 JETRO 及优秀品牌保护委员会等团体，

与当地的欧美企业合作，为海关等有关政府部门举办仿制品鉴定说明会等，为有关政府部门

打击仿制品活动提供支持。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广州从化科昂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当地企业 民政局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佛山日克耐热材料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内 NEC 集团 NEC 东金电子（吴江）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北京
北京市银行协会、太阳村、

北京银监局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大连慈善总会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行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江西省瑞昌市

江西棉花科学研究所子弟

学校
洋马农机（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

服务
北京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庄河市布云山乡 大连市“希望工程” 斯大精密（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小学所在地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无锡）有限

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中国全国 上海燃气集团 上海林内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天津市、广东省及其他

地区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连市 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 大连（林）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献血 公司内 东芝照明（福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不特定 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不特定 市政府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东丽塑料（深圳）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公司内 东丽塑料（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无锡住化电子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无锡住化电子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湖北省武汉市
武汉市红十字会、武汉市

教育局
理研汽车配件（武汉）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广州、北京、上海和成

都等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

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浙江省和广东省等 三洋电机（株）总部 三洋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81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调查报告

活动领域
活动事例

                                                                        活动概要
名称

救灾援助

援助四川大地震 作为设立在当地的企业，为四川大地震捐款。同时还组织公司的员工捐款。

捐助四川大地震 公司、工会和员工捐赠了善款（30 万元）。

向四川捐款 向四川捐款

人道援助

四川大地震募款活动 为了四川大地震救援，开展募捐活动。NEC 集团全体活动。

太阳村儿童中心援助活动
为了援助保护服刑人员子女和孤儿等为目的的北京市太阳村，而开展了教育援助活动。作为

北京外资银行成员，实施了为基金捐款、并捐赠衣物及书籍等行动。

向大连市慈善总会捐款，用

以振兴少数民族贫困地区

2009 年 8 月 5 日，瑞穗法人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志愿员工，为了振兴东北地

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通过大连慈善总会，捐赠了服装、书籍、文具等物资共计 274 件物品

（也属于社会福利事业）。

为江西省地震灾后建设希望

小学提供资金援助
为江西省地震灾后建设希望小学提供资金援助。

援助残疾人 每年至少向残疾人设施捐赠 5 万元。

援助贫困地区 为援助贫困地区低收入家庭孩子上学（60 名 / 年），每年捐赠 38,000 元。

① 援建安徽省和河南省的

小学  
② 援助四川籍的员工以及

向红十字会捐款 
③ 在市内公园开展大扫除

活动                              

每年援助国内困难地方的小学约 5 万元左右。

开展敬老爱幼活动
长期为公益性幼儿园、敬老院、孤寡老人家庭、伤残军人家庭、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安装

林内燃气器具，免费日常检查，免费维护（部分零部件更换收费）等长期服务。

为援助与病魔顽强抗争患者

的高额手术费，在公司内开

展募捐活动

为顽强与病魔抗争的患者援助高额手术费，在公司内开展募捐活动

向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捐款 2008 年 3 月，向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捐款 5000 元。

献血活动 定期开展献血活动。

援助残疾人 向大连残疾人联合会捐款 1 万元。

向大连慈爱月捐赠 向受灾群众及贫困人群提供资金援助。

自发的募捐活动 员工自发的募捐活动。

捐物
呼吁员工把不用的东西捐出来，集中起来的物品通过民政部门捐给内陆地区（活动正在开展

中）。

援助四川大地震灾区群众 向家在四川地震灾区的员工捐赠约 2 万元。

捐赠活动 07 年全体员工向患白血病的员工捐赠了 10 万元。

援助武汉市贫困家庭重病学

生的活动 在武汉市向贫困家庭的患重病学生援助 1 万元资金。

交通安全 安全驾驶普及活动 安全驾驶知识普及和教育。

其他 打击仿制品活动

为了加强打击仿制品，与三洋电机（株）一起，通过 JETRO 及优秀品牌保护委员会等团体，

与当地的欧美企业合作，为海关等有关政府部门举办仿制品鉴定说明会等，为有关政府部门

打击仿制品活动提供支持。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相关团体 企业名称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广州从化科昂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当地企业 民政局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佛山日克耐热材料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司内 NEC 集团 NEC 东金电子（吴江）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北京
北京市银行协会、太阳村、

北京银监局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大连慈善总会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行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江西省瑞昌市

江西棉花科学研究所子弟

学校
洋马农机（中国）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工志愿者

服务
北京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庄河市布云山乡 大连市“希望工程” 斯大精密（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赠物品及

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

种活动项目等）

小学所在地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无锡）有限

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中国全国 上海燃气集团 上海林内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天津市、广东省及其他

地区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

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连市 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 大连（林）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献血 公司内 东芝照明（福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不特定 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不特定 市政府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公司内 东丽塑料（深圳）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公司内 东丽塑料（深圳）有限公司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无锡住化电子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无锡住化电子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湖北省武汉市
武汉市红十字会、武汉市

教育局
理研汽车配件（武汉）有限公司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司产品

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广州、北京、上海和成

都等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

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浙江省和广东省等 三洋电机（株）总部 三洋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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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按照工商会议所分类的社会贡献活动事例

按照工商会议所的不同，对本次调查中收集的社会贡献活动的事例进行了分类，如下一览表所示。

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惠州日本人会

AEON CREDIT 
SERVICE(ASIA)
CO.,LTD.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使者计划

2010】
国际交流与合作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第 22 次香港特别行政区优秀学

生评选活动】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清华之友——永旺奖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中山大学——永旺奖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中山大学——永旺信用教育基

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清华大学——永旺教学与研究调

查计划】
学术与研究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通过事业活动，与顾客共同采取

行动，开展社会贡献活动】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实

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Agehan Japanese
Restaurant

香港少年棒球锦标赛，GAY_WU
橄榄球俱乐部、足球俱乐部、香

港龙舟俱乐部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ITOCHU HONG KONG 
LTD. 伊藤忠商事（香港）

有限公司

各种地震灾害援助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MAXELL ASIA,LTD.
通过地球之友（Friend of the 
Earth）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MEP Hong Kong
Limited

指导当地日本人少年足球队  教育与体育 员工志愿者服务

Toshiba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绿色力量环岛行（Green Power 
Hike）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参与活动

向食物银行提供捐赠 社区活动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公益服饰日（Dress Special Day）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香港以及发展中国家（中国

甘肃和尼泊尔等每年地点不

固定）

本计划是为了提高全球对儿童权利的关注，以及通过一系列培训和活动

提高青少年的领导能力。该公司作为本次计划的主要赞助商每年赞助

180,000 ～ 200,000 港币，今年 (2010 年 ) 是本计划实施的第三年。

Hong Kong Committee for 
UNICEF 

香港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

（日本、台湾等每年地点不

固定）

本活动旨在培养个人品格和拓展能力，培养具有公民意识、社会意识等

综合素质的青年领导人，为地区社会做出贡献。由香港二级学校校长的

推荐、只有特别优秀的学生才能申请参加的评选。通过论文和面试，选

拔 10 名优秀生。今年是本活动的第 22 年。该公司作为主要赞助商每年

赞助 120,000 ～ 200,000 港币，2009 年为赞助的第三年。

Yuen Long Junior Camber（元朗

青年商会）

中国北京 清华大学

本计划实施的目的是：针对有志于从事零售行业的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女，

由 AEON 提供奖学金 , 实施经济援助。通过该援助，培养真正能够活跃

在国际社会的 " 商人 ", 通过零售业的发展为和平做出贡献。每年通过以

下 3 个公司赞助共计 30 万元，2009 年为第 2 年。Aeon1%Club（永旺

1% 俱乐部）、Aeon Stores( 香港 )（永旺百货 ( 香港 )）、AEON CREDIT 
SERVICE( 亚洲 )（永旺信用卡服务 ( 亚洲 )）

清 华 大 学 教 育 基 金 会 
Aeon1%Club（永旺1%俱乐部）、

Aeon Stores( 香港 )（永旺百货

( 香港 )）

中国广州 中山大学

本计划实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优秀大学生，能够

正常毕业，为社会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从 2009 年度开始达成了 5 年

的协议，由以下三个公司，每年赞助 30 万元人民币（5 年共计 150 万

元人民币）。由永旺 1% 俱乐部、广东吉之岛天贸百货有限公司 AEON 
CREDIT SERVICE( 亚洲 )（永旺信用卡服务 ( 亚洲 )）合作实施。

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永旺

1% 俱乐部 广东吉之岛天贸百

货有限公司

中国广州 中山大学

本计划是对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日本研究的研究和书籍发行提供赞

助，旨在培养日语高级演讲者。该公司每年赞助 12 万元人民币，2010 年

为第 2 年。

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

中国北京清华大学

本计划旨在开发中国教学、商务以及技术领域职业生涯，由奖学金（针

对 1 院）、研究调查和校内绿化计划三大部分构成。与香港 Aeon Stores
公司，从 2000 年到 2008 年共提供总额达 130 万的港币赞助。2008 年度

开始，与永旺 1% 俱乐部主导、和 Aeon Stores（香港）共三家公司以清

华大学所有院系为对象，提供奖学金计划，即“清华之友——永旺奖学金”。

清华大学 21 世纪发展研究

院（Development  Research 
Academy for the 21st Century 
of Tsinghua University）、Aeon 
Stores(香港 )（永旺百货 (香港 )）

香港

该公司主要从事信用卡业务。为了通过该业务对社会做出贡献，开展了

以下活动：1. 发行社会贡献型卡（慈善卡）2. 受理因用卡而获得 AEON
奖金积分的捐赠。3. 受理通过信用卡结算的捐赠。4. 在分店营业所设置

募捐箱。

通过上述活动的开展，很多顾客的善款已经送达各慈善团体。

Sowers Action SPCA 圣雅各福

群会众膳坊 香港公益金等

香港

对香港的各运动俱乐部提供资金援助。业绩如下：香港少年棒球锦标赛：

2 万元港币 / 年；GAY_WU 橄榄球俱乐部 :2 万元港币 / 年；足球俱乐部：

2 万港币 / 年；香港龙舟俱乐部：1 万 5 千元港币。 

香港

① 向香港联合捐募协会举办的慈善活动“公益金百万行（WALK FOR 
MILLIONS）”进行捐赠； 

② 香港红十字会举行的为四川大地震罹难者的募捐活动。                           

① 香港公益金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② 香港红十字会 Hong Kong 
Red Cross 

大 榄 郊 野 公 园（Tai Lam 
Country Park）

在国立公园种植树苗。 地球之友（Friend of the Earth）

香港岛与九龙 承担在香港活动的少年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工作。 Junior J Leaguer

香港岛大潭郊野公园～大浪

湾 Tai Tai Tam Country Park 
～ Big Wave Bay

为了对当地进行环保教育，参加“绿色力量（Green Power）”的例年活动，

即环保动力远程徒步旅行慈善比赛，共募集了 4 万元的捐款。
绿色力量   Green Power

办公室
为了援助城市弱势群体，员工自发购买方便面、大米等，捐赠至香港“众

膳坊”（Food Bank）。
圣雅各福群会“众膳坊”（StJames 
Settlement-People's Food Bank）

办公室

公司虽要求上班必须穿西服，但在每年的“公益服饰日”，捐赠 60 港币

以上的员工可穿便服上班。2009 年募集了约 5000 港币，并将其捐给香

港公益金。

香港公益金（Community Chest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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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惠州日本人会

AEON CREDIT 
SERVICE(ASIA)
CO.,LTD.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使者计划

2010】
国际交流与合作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第 22 次香港特别行政区优秀学

生评选活动】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清华之友——永旺奖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中山大学——永旺奖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中山大学——永旺信用教育基

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清华大学——永旺教学与研究调

查计划】
学术与研究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通过事业活动，与顾客共同采取

行动，开展社会贡献活动】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实

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Agehan Japanese
Restaurant

香港少年棒球锦标赛，GAY_WU
橄榄球俱乐部、足球俱乐部、香

港龙舟俱乐部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ITOCHU HONG KONG 
LTD. 伊藤忠商事（香港）

有限公司

各种地震灾害援助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MAXELL ASIA,LTD.
通过地球之友（Friend of the 
Earth）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MEP Hong Kong
Limited

指导当地日本人少年足球队  教育与体育 员工志愿者服务

Toshiba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绿色力量环岛行（Green Power 
Hike）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参与活动

向食物银行提供捐赠 社区活动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公益服饰日（Dress Special Day）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香港以及发展中国家（中国

甘肃和尼泊尔等每年地点不

固定）

本计划是为了提高全球对儿童权利的关注，以及通过一系列培训和活动

提高青少年的领导能力。该公司作为本次计划的主要赞助商每年赞助

180,000 ～ 200,000 港币，今年 (2010 年 ) 是本计划实施的第三年。

Hong Kong Committee for 
UNICEF 

香港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

（日本、台湾等每年地点不

固定）

本活动旨在培养个人品格和拓展能力，培养具有公民意识、社会意识等

综合素质的青年领导人，为地区社会做出贡献。由香港二级学校校长的

推荐、只有特别优秀的学生才能申请参加的评选。通过论文和面试，选

拔 10 名优秀生。今年是本活动的第 22 年。该公司作为主要赞助商每年

赞助 120,000 ～ 200,000 港币，2009 年为赞助的第三年。

Yuen Long Junior Camber（元朗

青年商会）

中国北京 清华大学

本计划实施的目的是：针对有志于从事零售行业的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女，

由 AEON 提供奖学金 , 实施经济援助。通过该援助，培养真正能够活跃

在国际社会的 " 商人 ", 通过零售业的发展为和平做出贡献。每年通过以

下 3 个公司赞助共计 30 万元，2009 年为第 2 年。Aeon1%Club（永旺

1% 俱乐部）、Aeon Stores( 香港 )（永旺百货 ( 香港 )）、AEON CREDIT 
SERVICE( 亚洲 )（永旺信用卡服务 ( 亚洲 )）

清 华 大 学 教 育 基 金 会 
Aeon1%Club（永旺1%俱乐部）、

Aeon Stores( 香港 )（永旺百货

( 香港 )）

中国广州 中山大学

本计划实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优秀大学生，能够

正常毕业，为社会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从 2009 年度开始达成了 5 年

的协议，由以下三个公司，每年赞助 30 万元人民币（5 年共计 150 万

元人民币）。由永旺 1% 俱乐部、广东吉之岛天贸百货有限公司 AEON 
CREDIT SERVICE( 亚洲 )（永旺信用卡服务 ( 亚洲 )）合作实施。

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永旺

1% 俱乐部 广东吉之岛天贸百

货有限公司

中国广州 中山大学

本计划是对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日本研究的研究和书籍发行提供赞

助，旨在培养日语高级演讲者。该公司每年赞助 12 万元人民币，2010 年

为第 2 年。

中山大学华南日本研究所

中国北京清华大学

本计划旨在开发中国教学、商务以及技术领域职业生涯，由奖学金（针

对 1 院）、研究调查和校内绿化计划三大部分构成。与香港 Aeon Stores
公司，从 2000 年到 2008 年共提供总额达 130 万的港币赞助。2008 年度

开始，与永旺 1% 俱乐部主导、和 Aeon Stores（香港）共三家公司以清

华大学所有院系为对象，提供奖学金计划，即“清华之友——永旺奖学金”。

清华大学 21 世纪发展研究

院（Development  Research 
Academy for the 21st Century 
of Tsinghua University）、Aeon 
Stores(香港 )（永旺百货 (香港 )）

香港

该公司主要从事信用卡业务。为了通过该业务对社会做出贡献，开展了

以下活动：1. 发行社会贡献型卡（慈善卡）2. 受理因用卡而获得 AEON
奖金积分的捐赠。3. 受理通过信用卡结算的捐赠。4. 在分店营业所设置

募捐箱。

通过上述活动的开展，很多顾客的善款已经送达各慈善团体。

Sowers Action SPCA 圣雅各福

群会众膳坊 香港公益金等

香港

对香港的各运动俱乐部提供资金援助。业绩如下：香港少年棒球锦标赛：

2 万元港币 / 年；GAY_WU 橄榄球俱乐部 :2 万元港币 / 年；足球俱乐部：

2 万港币 / 年；香港龙舟俱乐部 ：1 万 5 千元港币。 

香港

① 向香港联合捐募协会举办的慈善活动“公益金百万行（WALK FOR 
MILLIONS）”进行捐赠 ； 

② 香港红十字会举行的为四川大地震罹难者的募捐活动。                           

① 香港公益金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② 香港红十字会 Hong Kong 
Red Cross 

大 榄 郊 野 公 园（Tai Lam 
Country Park）

在国立公园种植树苗。 地球之友（Friend of the Earth）

香港岛与九龙 承担在香港活动的少年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工作。 Junior J Leaguer

香港岛大潭郊野公园～大浪

湾 Tai Tai Tam Country Park 
～ Big Wave Bay

为了对当地进行环保教育，参加“绿色力量（Green Power）”的例年活动，

即环保动力远程徒步旅行慈善比赛，共募集了 4 万元的捐款。
绿色力量   Green Power

办公室
为了援助城市弱势群体，员工自发购买方便面、大米等，捐赠至香港“众

膳坊”（Food Bank）。
圣雅各福群会“众膳坊”（StJames 
Settlement-People's Food Bank）

办公室

公司虽要求上班必须穿西服，但在每年的“公益服饰日”，捐赠 60 港币

以上的员工可穿便服上班。2009 年募集了约 5000 港币，并将其捐给香

港公益金。

香港公益金（Community Chest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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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惠州日本人会

Toshiba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明爱电脑再生计划（Caritas 
Hong Kong-Computer Refurbish 
Project）

教育与体育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

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五洋建设株式会社 组织学生参观 教育与体育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

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三菱电机香港集团有限公

司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向 香 港 管 弦 乐 团（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提供赞助费

艺术与文化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Hong Kong&Kowloon Walk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湖南省日本人

会

湖南平和堂实业有限公

司

收集顾客及员工的旧书和儿童衣

服，送往偏僻地区
社区活动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

广州日本商工

会

卡西欧电子（深圳）有

限公司

公园绿化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发放环保手提袋 环保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

有限公司

雇佣残疾人 医疗和社会福利 提供工作岗位

慰问敬老院活动 医疗和社会福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捐赠残疾人设施 医疗和社会福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

植树造林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

向灾区提供资金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向台湾大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捐赠公司附近公路上过街天桥的

建设资金
社区活动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援助残疾人体育事业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深圳大丰香化香料有限

公司
植树造林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东丽塑料（深圳）有限

公司

敬老院慰问活动 医疗和社会福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

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

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公司外围道路的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自发的募捐活动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捐物 人道援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香港日本人工

商会议所
香港三井物产

接收实习生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参加高尔夫慈善活动，筹集捐款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昆山会
NEC 软件系统科技（杭

州）有限公司

向当地日本人学校赠书 教育与体育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

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四川省大地震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办公室
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参与电脑再生计划，向香港明爱（Hong Kong 
Caritas）捐赠本公司产品的计算机和鼠标等。

香港明爱（Caritas Hong kong)

建设工地
日本人学校的学生提供职业体验机会。 日本人学校

香港 捐赠给香港红十字会。 香港红十字

香港
向香港管弦乐团（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提供赞助费。 HKPO（香港管弦乐团）

香港 向 Community Chest 提供赞助。 Community Chest 香港公益金

店铺 收集顾客及员工的旧书和童装，捐赠给偏僻地区的儿童。 麦田计划 湖南分部

龙岗市的公园 每年参加深圳市绿化活动，约有 30 名员工在指定的公园参加植树活动。 各日资企业

该公司
该公司自行制作环保手提袋，发放给顾客和工作人员。通过本活动使员

工提高环保意识的同时持续使用环保手提袋，为环保活动做出贡献。

该公司 维持了深圳市残疾人 0.5% 雇佣指标。

深圳市内
每年一次慰问当地的敬老院。约 20 名员工代表，携带点心、食品和该公

司制造的体温计等产品访问敬老院。

深圳市内 向深圳市内的残疾人设施捐赠用于身体康复的健身器材。

深圳市内
参加由政府主办的每年 1 次的植树造林活动。派 50 名员工代表参加，并

捐赠用于购买树苗的资金。
日本商工会

该公司 全体员工捐款，并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

该公司 以全体员工为对象，募集善款，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

公司前面的道路 为确保员工安全，捐赠过街天桥的建设资金。

公司内 雇佣残疾人运动员作为公司员工。在去年的北京残奥会上代表中国获得金牌。 残疾人体育团体

为植树造林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沙井敬老院 为独居的孤寡老人捐物，为他们带去欢乐。

公司外围的道路 自发的组织员工，开展公司外部道路的清扫活动。

公司内 员工自发的募捐活动。

公司内
呼吁员工把不用的东西捐出来，集中起来的物品通过民政部门捐给内陆

地区（活动正在开展中）。

三井物产香港办公室 每年接收香港地区的若干名大学实习生，在公司各个部门进行数周培训。 香港大学

香港地区的高尔夫球场 
组织员工参加由日本人俱乐部主办、SmarTone-Vodafone 公司协办的高尔

夫慈善活动。参加费用捐赠给香港公益基金会和港日文化教育基金会。

香 港 日 本 人 俱 乐 部、Smart 
Tone-Vodafone、香港总领事馆、

香港日本工商会议所、香港公

益金会、港日文化教育交流基

金会

杭州日本人学校 今年 9 月捐赠儿童图书约 150 册。

公司内 将公司员工的捐款集中并统一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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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惠州日本人会

Toshiba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明爱电脑再生计划（Caritas 
Hong Kong-Computer Refurbish 
Project）

教育与体育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

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五洋建设株式会社 组织学生参观 教育与体育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

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三菱电机香港集团有限公

司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向 香 港 管 弦 乐 团（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提供赞助费

艺术与文化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Hong Kong&Kowloon Walk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湖南省日本人

会

湖南平和堂实业有限公

司

收集顾客及员工的旧书和儿童衣

服，送往偏僻地区
社区活动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

广州日本商工

会

卡西欧电子（深圳）有

限公司

公园绿化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发放环保手提袋 环保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欧姆龙电子部件（深圳）

有限公司

雇佣残疾人 医疗和社会福利 提供工作岗位

慰问敬老院活动 医疗和社会福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捐赠残疾人设施 医疗和社会福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

植树造林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

向灾区提供资金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向台湾大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捐赠公司附近公路上过街天桥的

建设资金
社区活动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援助残疾人体育事业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深圳大丰香化香料有限

公司
植树造林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东丽塑料（深圳）有限

公司

敬老院慰问活动 医疗和社会福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

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

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公司外围道路的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自发的募捐活动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捐物 人道援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香港日本人工

商会议所
香港三井物产

接收实习生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参加高尔夫慈善活动，筹集捐款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昆山会
NEC 软件系统科技（杭

州）有限公司

向当地日本人学校赠书 教育与体育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

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四川省大地震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办公室
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参与电脑再生计划，向香港明爱（Hong Kong 
Caritas）捐赠本公司产品的计算机和鼠标等。

香港明爱（Caritas Hong kong)

建设工地
日本人学校的学生提供职业体验机会。 日本人学校

香港 捐赠给香港红十字会。 香港红十字

香港
向香港管弦乐团（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提供赞助费。 HKPO（香港管弦乐团）

香港 向 Community Chest 提供赞助。 Community Chest 香港公益金

店铺 收集顾客及员工的旧书和童装，捐赠给偏僻地区的儿童。 麦田计划 湖南分部

龙岗市的公园 每年参加深圳市绿化活动，约有 30 名员工在指定的公园参加植树活动。 各日资企业

该公司
该公司自行制作环保手提袋，发放给顾客和工作人员。通过本活动使员

工提高环保意识的同时持续使用环保手提袋，为环保活动做出贡献。

该公司 维持了深圳市残疾人 0.5% 雇佣指标。

深圳市内
每年一次慰问当地的敬老院。约 20 名员工代表，携带点心、食品和该公

司制造的体温计等产品访问敬老院。

深圳市内 向深圳市内的残疾人设施捐赠用于身体康复的健身器材。

深圳市内
参加由政府主办的每年 1 次的植树造林活动。派 50 名员工代表参加，并

捐赠用于购买树苗的资金。
日本商工会

该公司 全体员工捐款，并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

该公司 以全体员工为对象，募集善款，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

公司前面的道路 为确保员工安全，捐赠过街天桥的建设资金。

公司内 雇佣残疾人运动员作为公司员工。在去年的北京残奥会上代表中国获得金牌。 残疾人体育团体

为植树造林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沙井敬老院 为独居的孤寡老人捐物，为他们带去欢乐。

公司外围的道路 自发的组织员工，开展公司外部道路的清扫活动。

公司内 员工自发的募捐活动。

公司内
呼吁员工把不用的东西捐出来，集中起来的物品通过民政部门捐给内陆

地区（活动正在开展中）。

三井物产香港办公室 每年接收香港地区的若干名大学实习生，在公司各个部门进行数周培训。 香港大学

香港地区的高尔夫球场 
组织员工参加由日本人俱乐部主办、SmarTone-Vodafone 公司协办的高尔

夫慈善活动。参加费用捐赠给香港公益基金会和港日文化教育基金会。

香 港 日 本 人 俱 乐 部、Smart 
Tone-Vodafone、香港总领事馆、

香港日本工商会议所、香港公

益金会、港日文化教育交流基

金会

杭州日本人学校 今年 9 月捐赠儿童图书约 150 册。

公司内 将公司员工的捐款集中并统一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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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昆山会

横滨密封材料 / 胶管配件

（杭州）有限公司

在周边地区开展植树造林志愿者

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杭州的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杭州阿斯丽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援助的相关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等

上海日本商工

俱乐部

江南小野田水泥有限公

司
矿山的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成都日本商工

俱乐部

成都伊势丹百货有限公

司

“爱心消费、援助灾区”大型公益

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

司
向小学捐款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和提供服务

成都丰田纺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发生时的资金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

株式会社代表处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四川大地震之外的其他活动 学术与研究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

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其他

四川大地震之外的其他活动 教育与体育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和其他

四川大地震之外的其他活动 环保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员工志愿者服务等

西安日本人俱

乐部

兄弟缝纫机（西安）有

限公司

工厂周边的清扫活动（鼓励员工

参与的环保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捐赠缝纫机，援助农村妇女自立

（推动地区社会的经济援助）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员工家属参观工厂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佐藤（西安）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援助的相关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西安凯爱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提供日语资料室 学术与研究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

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青岛日本人会

山东安吉丸食品有限公

司

出资赞助 2009 年举办的花卉博览

会
艺术与文化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青岛寿技研商贸有限公

司
中日中小企业的交流活动 国际交流与合作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青岛倍速得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向当地小学提供奖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向四川大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苏州日商俱乐

部

洋马农机（中国）有限

公司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立即向灾区

提供发电机
救灾援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等

为江西省地震灾后建设希望小学

提供资金援助
人道援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

地区清扫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贝斯（无锡）信息系统

有限公司
设置江南大学奖学金制度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浙江省山门市寺院内 在山门市的寺院内植树造林。

该公司以及同时成立的横滨

杭州轮胎有限公司等 3 家公司

在杭州的3家橡胶相关的横滨公司实施植树造林活动。去年植树12000棵。

今年预计 10 月 17 日还将开展此活动。

为四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提供资金援助。

矿山 在矿山进行植树造林活动。

成都伊势丹、东京总部、新

加坡当地法人（当地除日本

外的出资公司）

2009 年 5 月 8 日至年末，店内、公司总部、总部工会、新加坡当地法人、

主要客户与四川省成都市委书记、市长、红十字会一起，募集了 10 万元

善款捐给了成都红十字会。

（ 株 ） 伊 势 丹、 伊 势 丹 工

会、ISETAN（SINGAPORE）

LIMITED

自 07 年起，每年都会向一所小学捐赠 20 万元，用于防止建筑物的老化

和学习用品的购置。
四川省教育厅

为四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提供资金援助。

为四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提供资金援助。
中国青年联合会、共青团成都

市委员会

对学术和研究领域提供援助。
中国青年联合会、成都市共青

团委员会

对教育和体育事业提供援助。
中国青年联合会、成都市共青

团委员会

对环保领域提供支持。
中国青年联合会、共青团成都

市委员会

工厂周边 工厂周边的清扫活动。（鼓励员工参与环保活动）

陕西省渭南市培华艺术学校

和该公司工厂

定期开展向职业培新学校捐赠缝纫机，开展针对学费支付困难的农村女

性的自立活动。
陕西省渭南市培华艺术学校

该公司工厂 每年邀请员工家属参观工厂。

参加日本人俱乐部举办的四川大地震救灾捐款活动并捐款。

为四川大地震提供了资金援助。

提供日语资料室。

对 2009 年举办的花卉博览会提供资金赞助。

根据当时状况实施 通过中日经济贸易机构，支持中日中小企业的交流活动。 中日经济贸易中心

青岛市城阳区前桃林工业园
向当地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每年捐赠 1 万元用于教材和学费的支出。（截

止到 2005 年）

青岛市 通过日本人会和当地政府，向四川大地震的受灾民众捐款。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向灾区提供发电机。 通过红十字会提供

江西省瑞昌市 为江西省地震灾后建设希望小学提供资金援助。 江西棉花科学研究所子弟学校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 热心员工在当地的山上开展每年一次的清扫活动。

江南大学 设置江南大学奖学金制度。 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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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昆山会

横滨密封材料 / 胶管配件

（杭州）有限公司

在周边地区开展植树造林志愿者

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杭州的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杭州阿斯丽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援助的相关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等

上海日本商工

俱乐部

江南小野田水泥有限公

司
矿山的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成都日本商工

俱乐部

成都伊势丹百货有限公

司

“爱心消费、援助灾区”大型公益

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

司
向小学捐款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和提供服务

成都丰田纺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发生时的资金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

株式会社代表处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四川大地震之外的其他活动 学术与研究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

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其他

四川大地震之外的其他活动 教育与体育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和其他

四川大地震之外的其他活动 环保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员工志愿者服务等

西安日本人俱

乐部

兄弟缝纫机（西安）有

限公司

工厂周边的清扫活动（鼓励员工

参与的环保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捐赠缝纫机，援助农村妇女自立

（推动地区社会的经济援助）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员工家属参观工厂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佐藤（西安）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援助的相关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西安凯爱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提供日语资料室 学术与研究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

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青岛日本人会

山东安吉丸食品有限公

司

出资赞助 2009 年举办的花卉博览

会
艺术与文化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青岛寿技研商贸有限公

司
中日中小企业的交流活动 国际交流与合作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青岛倍速得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向当地小学提供奖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向四川大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苏州日商俱乐

部

洋马农机（中国）有限

公司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立即向灾区

提供发电机
救灾援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等

为江西省地震灾后建设希望小学

提供资金援助
人道援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

地区清扫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贝斯（无锡）信息系统

有限公司
设置江南大学奖学金制度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浙江省山门市寺院内 在山门市的寺院内植树造林。

该公司以及同时成立的横滨

杭州轮胎有限公司等 3 家公司

在杭州的3家橡胶相关的横滨公司实施植树造林活动。去年植树12000棵。

今年预计 10 月 17 日还将开展此活动。

为四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提供资金援助。

矿山 在矿山进行植树造林活动。

成都伊势丹、东京总部、新

加坡当地法人（当地除日本

外的出资公司）

2009 年 5 月 8 日至年末，店内、公司总部、总部工会、新加坡当地法人、

主要客户与四川省成都市委书记、市长、红十字会一起，募集了 10 万元

善款捐给了成都红十字会。

（ 株 ） 伊 势 丹、 伊 势 丹 工

会、ISETAN（SINGAPORE）

LIMITED

自 07 年起，每年都会向一所小学捐赠 20 万元，用于防止建筑物的老化

和学习用品的购置。
四川省教育厅

为四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提供资金援助。

为四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提供资金援助。
中国青年联合会、共青团成都

市委员会

对学术和研究领域提供援助。
中国青年联合会、成都市共青

团委员会

对教育和体育事业提供援助。
中国青年联合会、成都市共青

团委员会

对环保领域提供支持。
中国青年联合会、共青团成都

市委员会

工厂周边 工厂周边的清扫活动。（鼓励员工参与环保活动）

陕西省渭南市培华艺术学校

和该公司工厂

定期开展向职业培新学校捐赠缝纫机，开展针对学费支付困难的农村女

性的自立活动。
陕西省渭南市培华艺术学校

该公司工厂 每年邀请员工家属参观工厂。

参加日本人俱乐部举办的四川大地震救灾捐款活动并捐款。

为四川大地震提供了资金援助。

提供日语资料室。

对 2009 年举办的花卉博览会提供资金赞助。

根据当时状况实施 通过中日经济贸易机构，支持中日中小企业的交流活动。 中日经济贸易中心

青岛市城阳区前桃林工业园
向当地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每年捐赠 1 万元用于教材和学费的支出。（截

止到 2005 年）

青岛市 通过日本人会和当地政府，向四川大地震的受灾民众捐款。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向灾区提供发电机。 通过红十字会提供

江西省瑞昌市 为江西省地震灾后建设希望小学提供资金援助。 江西棉花科学研究所子弟学校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 热心员工在当地的山上开展每年一次的清扫活动。

江南大学 设置江南大学奖学金制度。 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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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苏州日商 
俱乐部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无

锡）有限公司

① 援建安徽省和河南省的小学 
② 援助四川籍的员工以及向红十

字会捐款

 ③ 在市内公园开展大扫除活动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无

锡）有限公司

以公司周边绿化活动为主，全员

参加，预定实施三天
环保 联合活动

无锡住化电子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救灾援助 援建小学

为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参加国际交流展会 国际交流与合作 参加展示会

援助四川大地震灾区群众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捐赠活动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普及 5S 活动内容 社区活动 5S 内容的宣传

利用公司设施，开展活动 社区活动 在公司外部开展运动

卫生清扫活动 环保 市内公园垃圾清除活动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

公司

为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牵手奖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第十届运动会捐款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 医疗和社会福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5.12 四川地震捐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5.12 四川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连日本商会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

限公司大连研发中心

救灾援助（向四川大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与当地大学开展产学合作共同培

养人才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支持文化活动（参加由当地政府

主办的文艺演出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佳能大连事务机有限公

司

大连市“佳能杯”日语演讲比赛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开设希望小学与持续援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实施当地大学奖学金制度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各种环境美化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四川省地震灾害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小学所在地 每年援助国内困难地方的小学约 5 万元左右。

公司附近 在公司附近，每三个月定期进行一次卫生大扫除活动。 阿尔卑斯、夏普等

工厂内 为了援助四川地震，向红十字会捐赠约 5 万元。

无锡市体育馆 08 年、09 年为 2 所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安徽、河南）。

参加无锡市国际交流展示会。（06 年 07 年 08 年 09 年 4 次）

向家在四川地震灾区的员工捐赠约 2 万元。

07 年全体员工向患白血病的员工捐赠了 10 万元。

2006 年，在公司所在地无锡开展改善职场环境的 5S（整理、整顿、清扫、

清洁、教养）启蒙活动。

利用公司的设施（足球场、篮球场），开展运动（08 年开始约有 10 次）。

员工在无锡市内的公园开展的清除垃圾的活动（06 年 07 年两次）。

无锡市滨湖区
为帮助家庭经济较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经民政局每月向该学生提

供 800 元的资助。
无锡市滨湖区民政局

无锡市
为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每年对立信职教学

校提供 10 万元的资助。

受援单位：立信职教学校　　

合作公司：无锡明芳和台湾信昌

无锡市 为纪念建国 60 周年暨无锡市第 10 届运动会，根据政府要求进行捐赠。
无锡市十运会组委会和无锡市

体育局

无锡市滨湖区华庄街道
为了让基本生活困难的群体度过愉快温馨的春节，在春节前五天捐赠

五万元。
无锡市滨湖区华庄街道办事处

无锡市 根据无锡市政府的倡议，08 年 5 月，通过无锡市红十字会捐赠 5 万元。 无锡市红十字会

无锡市、该公司内
该公司的工会组织员工自愿捐款，通过无锡市红十字会向地震灾区送去

了 30,873.50 元善款。
无锡市红十字会

募款活动场所为公司；募款

捐赠场所为大连工十字会
2008 年 5 月 15 日，公司、员工和工会通过大连红十字会向四川地震灾区

捐款人民币 10 万元。
大连市红十字会

当地大学

为了与当地大学开展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从 2004 年起，每年资助 10 万

元人民币，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大学毕业）共计 447 人。而

且还向当地大学提供了 16 套实验设备（18.3 万元）。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大连中日

友好交流中心、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交通大学、大连交通大学

软件园、辽宁师范大学、大连

海事大学

文艺活动：北京市、大连市

（电视台等）

为了援助当地社会活动（艺术和文化方面），08 年 5 月公司派出 25 名员工，

参加了北京市外资总工会举办的迎奥运支援四川灾区的文艺演出。09 年

1 月参加了大连高新区政府为丰富 IT 园区文化活动而举办的大型文艺演

出（派出 70 名员工）。09 年 7 月，还派出 84 名员工参加了迎接建国 60
周年合唱比赛（累计支出 9 万元经费）。

大连市内宾馆的特置会场

从 1989 年开始每年与大连市政府共同举办针对中小学生、高中生和大学

生以及社会人士的日语辩论大会。今年是第 20 次，包括预选在内的参赛

人员约有 11000 人。

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内：4 地区
在大连市内经济不发达地区建设小学，每年持续开展对教材和器材的援

助活动。
大连市希望工程办公室

大连理工大学 在当地的大连理工大学实施奖学金制度。向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

公司周边以及大连市内

环境美化活动作为该公司环保活动的一个环节，根据全年计划，主要招

募员工志愿者，参与公司周边和市内旅游景区的美化活动。参加市政府

主办的植树活动和海岸美化活动等。

大连市政府

大连市红十字会

自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大地震发生以来，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大连分行高度关心，灾后不久，126 名职员自发捐款 31,380 元，通

过大连市红十字会捐给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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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苏州日商 
俱乐部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无

锡）有限公司

① 援建安徽省和河南省的小学 
② 援助四川籍的员工以及向红十

字会捐款

 ③ 在市内公园开展大扫除活动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无

锡）有限公司

以公司周边绿化活动为主，全员

参加，预定实施三天
环保 联合活动

无锡住化电子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救灾援助 援建小学

为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参加国际交流展会 国际交流与合作 参加展示会

援助四川大地震灾区群众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捐赠活动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普及 5S 活动内容 社区活动 5S 内容的宣传

利用公司设施，开展活动 社区活动 在公司外部开展运动

卫生清扫活动 环保 市内公园垃圾清除活动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

公司

为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牵手奖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第十届运动会捐款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 医疗和社会福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5.12 四川地震捐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5.12 四川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连日本商会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

限公司大连研发中心

救灾援助（向四川大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与当地大学开展产学合作共同培

养人才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支持文化活动（参加由当地政府

主办的文艺演出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佳能大连事务机有限公

司

大连市“佳能杯”日语演讲比赛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开设希望小学与持续援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实施当地大学奖学金制度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各种环境美化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四川省地震灾害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小学所在地 每年援助国内困难地方的小学约 5 万元左右。

公司附近 在公司附近，每三个月定期进行一次卫生大扫除活动。 阿尔卑斯、夏普等

工厂内 为了援助四川地震，向红十字会捐赠约 5 万元。

无锡市体育馆 08 年、09 年为 2 所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安徽、河南）。

参加无锡市国际交流展示会。（06 年 07 年 08 年 09 年 4 次）

向家在四川地震灾区的员工捐赠约 2 万元。

07 年全体员工向患白血病的员工捐赠了 10 万元。

2006 年，在公司所在地无锡开展改善职场环境的 5S（整理、整顿、清扫、

清洁、教养）启蒙活动。

利用公司的设施（足球场、篮球场），开展运动（08 年开始约有 10 次）。

员工在无锡市内的公园开展的清除垃圾的活动（06 年 07 年两次）。

无锡市滨湖区
为帮助家庭经济较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经民政局每月向该学生提

供 800 元的资助。
无锡市滨湖区民政局

无锡市
为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每年对立信职教学

校提供 10 万元的资助。

受援单位：立信职教学校　　

合作公司：无锡明芳和台湾信昌

无锡市 为纪念建国 60 周年暨无锡市第 10 届运动会，根据政府要求进行捐赠。
无锡市十运会组委会和无锡市

体育局

无锡市滨湖区华庄街道
为了让基本生活困难的群体度过愉快温馨的春节，在春节前五天捐赠

五万元。
无锡市滨湖区华庄街道办事处

无锡市 根据无锡市政府的倡议，08 年 5 月，通过无锡市红十字会捐赠 5 万元。 无锡市红十字会

无锡市、该公司内
该公司的工会组织员工自愿捐款，通过无锡市红十字会向地震灾区送去

了 30,873.50 元善款。
无锡市红十字会

募款活动场所为公司；募款

捐赠场所为大连工十字会
2008 年 5 月 15 日，公司、员工和工会通过大连红十字会向四川地震灾区

捐款人民币 10 万元。
大连市红十字会

当地大学

为了与当地大学开展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从 2004 年起，每年资助 10 万

元人民币，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大学毕业）共计 447 人。而

且还向当地大学提供了 16 套实验设备（18.3 万元）。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大连中日

友好交流中心、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交通大学、大连交通大学

软件园、辽宁师范大学、大连

海事大学

文艺活动：北京市、大连市

（电视台等）

为了援助当地社会活动（艺术和文化方面），08 年 5 月公司派出 25 名员工，

参加了北京市外资总工会举办的迎奥运支援四川灾区的文艺演出。09 年

1 月参加了大连高新区政府为丰富 IT 园区文化活动而举办的大型文艺演

出（派出 70 名员工）。09 年 7 月，还派出 84 名员工参加了迎接建国 60
周年合唱比赛（累计支出 9 万元经费）。

大连市内宾馆的特置会场

从 1989 年开始每年与大连市政府共同举办针对中小学生、高中生和大学

生以及社会人士的日语辩论大会。今年是第 20 次，包括预选在内的参赛

人员约有 11000 人。

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内：4 地区
在大连市内经济不发达地区建设小学，每年持续开展对教材和器材的援

助活动。
大连市希望工程办公室

大连理工大学 在当地的大连理工大学实施奖学金制度。向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

公司周边以及大连市内

环境美化活动作为该公司环保活动的一个环节，根据全年计划，主要招

募员工志愿者，参与公司周边和市内旅游景区的美化活动。参加市政府

主办的植树活动和海岸美化活动等。

大连市政府

大连市红十字会

自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大地震发生以来，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大连分行高度关心，灾后不久，126 名职员自发捐款 31,380 元，通

过大连市红十字会捐给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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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名称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大连日本商会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实施海岸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实施植树造林志愿者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向大连市慈善总会捐款，用以振

兴少数民族贫困地区
人道援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对银行职员和亲属子女实施“儿

童参观”活动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在亚细亚大学的“亚洲大学梦”

课程计划中开展讲座
教育与体育 举办讲座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

公司

援助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

援助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援助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

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援助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

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援助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

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

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援助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援助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5.12”四川大地震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

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莫拉克”台风灾害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援助 HIV 活动 医疗和社会福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三光化成塑胶（大连）

有限公司

附近道路的环境清扫活动（拾垃

圾等）
环保 劳动服务活动

斯大精密（大连）有限

公司

援助四川省地震灾区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援助贫困地区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员工在公司附近开展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大连付家庄公园
2008 年 11 月 8 日，瑞穗（中国）大连分行在中国东北地区最有名的付家

庄公园海岸，开展了垃圾清扫活动。当天有 101 名银行职员参加了该活动。

大连市郊外

2009 年 5 月 9 日，瑞穗（中国）大连分行 81 名热心员工，参加了大连郊

外的植树造林志愿者活动。为了响应大连市开展的减少 CO2 和改善环境

活动的号召，参加人员在适于绿化的荒地上种植了约 200 棵树苗。

大连慈善总会

2009 年 8 月 5 日，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志愿员工，

为了振兴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通过大连慈善总会，捐赠了服装、

书籍、文具等物资共计 274 件物品（也属于社会福利事业）。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大连分行

2009年8月19日，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实施“儿童参观”

活动，由 13 名银行职员和亲属子女参加。儿童们参观分行和学习理财知

识，加深对父母工作理解的同时，还有利于职员之间的交流。

大连外国语学院

2008 年 11 月 13 日，瑞穗（中国）大连分行太田分行长，在大连外国语

学院举办的亚细亚大学校企合作教育计划，即“亚洲大学梦”中，面向

27 名中日大学生做了有关“在中国工作与生活”的讲座（相当于国际交

流与合作活动）。

2006 年 9 月，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通过大连希望

工程事务所，提供合计 6 万元的资金援助。

2007 年 11 月，公司和员工为改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的教育条件，

提供 12117 元的资金援助。

2007 年、2009 年，员工向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提供学习用具和书籍

等物品共计 8220 件。公司捐赠数码相机、共 30 个的各种球类。

2006 年以来，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每逢中秋节，

由公司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作为员工代表向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

捐赠月饼。

大连市内

2009 年 6 月 13 日，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的全体员工

和学生开展“大连一日游”活动，员工以志愿者形式参加。（参观了圣亚

海洋世界、大连观光塔、中山路沿线和公司）。大连晚报（2009/06/15B7 版）、

半岛晨报（2009/06/14B05 版）、新商报（2009/06/1405 版）报道了此项活动。

2009 年 9 月，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公司提供 27915
元的资金援助，并购买了校服、员工和学生的运动服、无线麦克风、主题

测量仪、乒乓用具、MP3 数码播放器等，并对全体员工进行了健康检查。

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
2009 年 8 月，公司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出资，由大

连理工大学的大学生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当地教育援助活动。

2008 年“5.12”四川大地震发生时，公司及全体员工与松本董事长及总

经理一起，在两天时间内，捐赠了 10.35 万元。通过大连红十字会，提供

资金援助。该事迹刊登在《大连晚报》爱心捐赠栏（2008/05/16、B2 版）。

此外，孟总经理还在去重庆出差的途中，冒着余震的危险，前往地震灾区，

把身上仅有的三千多元现金全部捐了出来（此前已经在公司捐了五千元）。

2008 年 7 月，还以公司名义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了 100 顶帐篷。

2009 年 8 月，公司全体员工为“莫拉克”台风灾民募集 7,725 元，通过

大连红十字会捐赠了资金。

向 AIESEC 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于 2009 年 3 月 13 日主办的 HIV
大连辩论会，提供了 6,240 元专项资金援助。资金将捐给为特定的 AIDS
患者提供援助的公益组织。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北

二街（只限工厂附近）
环保活动月期间，在附近道路等地方开展清扫活动。

捐赠 20 万元支援四川省地震灾区。 大连开发区总工会

庄河市布云山乡 为援助贫困地区低收入家庭孩子上学（60 名 / 年），每年捐赠 38,000 元。 大连市“希望工程”

公司附近的公共场所 开展员工在公司周边的清扫活动。



91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调查报告

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名称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大连日本商会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实施海岸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实施植树造林志愿者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向大连市慈善总会捐款，用以振

兴少数民族贫困地区
人道援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对银行职员和亲属子女实施“儿

童参观”活动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在亚细亚大学的“亚洲大学梦”

课程计划中开展讲座
教育与体育 举办讲座

共立精机（大连）有限

公司

援助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

援助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援助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

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援助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

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援助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

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

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援助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援助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5.12”四川大地震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

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莫拉克”台风灾害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援助 HIV 活动 医疗和社会福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三光化成塑胶（大连）

有限公司

附近道路的环境清扫活动（拾垃

圾等）
环保 劳动服务活动

斯大精密（大连）有限

公司

援助四川省地震灾区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援助贫困地区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员工在公司附近开展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大连付家庄公园
2008 年 11 月 8 日，瑞穗（中国）大连分行在中国东北地区最有名的付家

庄公园海岸，开展了垃圾清扫活动。当天有 101 名银行职员参加了该活动。

大连市郊外

2009 年 5 月 9 日，瑞穗（中国）大连分行 81 名热心员工，参加了大连郊

外的植树造林志愿者活动。为了响应大连市开展的减少 CO2 和改善环境

活动的号召，参加人员在适于绿化的荒地上种植了约 200 棵树苗。

大连慈善总会

2009 年 8 月 5 日，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志愿员工，

为了振兴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通过大连慈善总会，捐赠了服装、

书籍、文具等物资共计 274 件物品（也属于社会福利事业）。

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大连分行

2009年8月19日，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实施“儿童参观”

活动，由 13 名银行职员和亲属子女参加。儿童们参观分行和学习理财知

识，加深对父母工作理解的同时，还有利于职员之间的交流。

大连外国语学院

2008 年 11 月 13 日，瑞穗（中国）大连分行太田分行长，在大连外国语

学院举办的亚细亚大学校企合作教育计划，即“亚洲大学梦”中，面向

27 名中日大学生做了有关“在中国工作与生活”的讲座（相当于国际交

流与合作活动）。

2006 年 9 月，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通过大连希望

工程事务所，提供合计 6 万元的资金援助。

2007 年 11 月，公司和员工为改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的教育条件，

提供 12117 元的资金援助。

2007 年、2009 年，员工向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提供学习用具和书籍

等物品共计 8220 件。公司捐赠数码相机、共 30 个的各种球类。

2006 年以来，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每逢中秋节，

由公司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作为员工代表向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

捐赠月饼。

大连市内

2009 年 6 月 13 日，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的全体员工

和学生开展“大连一日游”活动，员工以志愿者形式参加。（参观了圣亚

海洋世界、大连观光塔、中山路沿线和公司）。大连晚报（2009/06/15B7 版）、

半岛晨报（2009/06/14B05 版）、新商报（2009/06/1405 版）报道了此项活动。

2009 年 9 月，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公司提供 27915
元的资金援助，并购买了校服、员工和学生的运动服、无线麦克风、主题

测量仪、乒乓用具、MP3 数码播放器等，并对全体员工进行了健康检查。

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
2009 年 8 月，公司针对经济困难的庄河市栗子房镇永记小学出资，由大

连理工大学的大学生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当地教育援助活动。

2008 年“5.12”四川大地震发生时，公司及全体员工与松本董事长及总

经理一起，在两天时间内，捐赠了 10.35 万元。通过大连红十字会，提供

资金援助。该事迹刊登在《大连晚报》爱心捐赠栏（2008/05/16、B2 版）。

此外，孟总经理还在去重庆出差的途中，冒着余震的危险，前往地震灾区，

把身上仅有的三千多元现金全部捐了出来（此前已经在公司捐了五千元）。

2008 年 7 月，还以公司名义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了 100 顶帐篷。

2009 年 8 月，公司全体员工为“莫拉克”台风灾民募集 7,725 元，通过

大连红十字会捐赠了资金。

向 AIESEC 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于 2009 年 3 月 13 日主办的 HIV
大连辩论会，提供了 6,240 元专项资金援助。资金将捐给为特定的 AIDS
患者提供援助的公益组织。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北

二街（只限工厂附近）
环保活动月期间，在附近道路等地方开展清扫活动。

捐赠 20 万元支援四川省地震灾区。 大连开发区总工会

庄河市布云山乡 为援助贫困地区低收入家庭孩子上学（60 名 / 年），每年捐赠 38,000 元。 大连市“希望工程”

公司附近的公共场所 开展员工在公司周边的清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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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大连日本商会

捷报（大连）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相关的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绿化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大连（林）精密铸造有

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引入环保相关设施 环保
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

动、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向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捐款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设立东芝希望小学并持续提供援

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

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

事业等）

援助残疾人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向大连慈爱月捐赠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植树造林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赞助地区纳凉节活动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利优比压铸（大连）有

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中国日本商会

ALPS（中国）有限公司

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走近日企感受日本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

司

援助爱普生公司开展的“爱心教

室计划”农村教育项目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向四川地震灾区提供教育援助活

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爱普生“环保新一代”青少年环

保教育项目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

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

种事业等）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

限公司

希望工程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向地震受灾者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斯巴鲁生态保护基金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中国青年丰田环保奖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员工参加河北省丰宁县植树造林

志愿者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交通安全体验活动 社区活动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免费放映千部电影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丰田移动图书馆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丰田奖学金特别计划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通过日本红十字会向四川大地震受灾民众赠款。

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沙漠”地区推进绿化活动。除了资金支持外，

还与 NPO 组织合作，招募志愿者员工开展绿化活动。

大连开发区
为四川大地震合计捐赠了 16 万元。其中，公司捐赠了 10 万元，公司员

工捐赠了 6 万元。
大连市红十字会

该公司内

2007 年～ 2008 年，作为铸造企业，为了尽量降低企业经营活动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在废气、废水和噪音控制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引进了

许多环保设备。

大连市环保局大孤山半岛分局

大连市 2008 年 3 月，向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捐款 5000 元。 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

东芝希望小学以及该公司

为了给农村地区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建设希望小学的同时给予持

续性援助。另该公司通过邀请儿童参观生产线的活动，为其提供社会实

践的机会。

不特定 向大连残疾人联合会捐款 1 万元。 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

不特定 向受灾群众及贫困人群提供资金援助。 市政府

大连开发区林业管理部的指

定地点
作为东芝集团植树造林 150 万棵活动的一个环节，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大连开发区林业管理部门

社区会场
赞助该公司在某个社区（共产党支部）举行的以当地居民为对象的纳凉

节活动。
翠竹社区

大连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公司内开始募捐。员工的捐款与公司的捐款一起捐赠。 利优比（大连）机器有限公司

大连 每年以奖学金的形式向大学生提供 16 万元的援助。

北京与日本
每年 2 次派遣北京地区大学生赴日研修。企业参观、与日本大学交流、

民间寄宿等。
中国日本商会

甘肃省天水市泰安县千户乡

的山村小学

08 ～ 09 年，与权威教育机构和教育专家合作，对甘肃省天水市泰安县

千户乡的山村小学展开调查、研究、教育、教师培训、学生夏令营等一

系列教育援助活动。

中国 21 世纪传媒集团 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锁水村

锁水小学
向受到四川地震灾害的当地小学捐赠 50 万元，建设永久性抗震希望小学。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北京的小学 每年针对北京的小学师生，开展环保培训活动。 地球村

 
四川 为四川大地震受灾地区提供教育设施建设的资金。 中国青少年基金

四川
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地区，提供捐款。另外，员工们通过志愿者活动募集

善款。
中国慈善总会

全国 设立保护中国野生动物的基金。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全国
为了提高中国青年的节能、环保责任感和主动意识，以提供资金的形式，

表彰环保活动的优秀个人和团体。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中华全

国青年联合会

河北省丰宁县
员工志愿者植树造林活动是丰田丰宁县植树造林活动项目（PJT）之一，

每年举办 1 次。

截至目前在上海、广州、天

津等地实施

设置几个交通安全体验项目，参加人员可体验到死角确认、安全带的重

要性、儿童视野、紧急逃脱方法以及儿童安全带的使用方法等，提高交

通安全意识。

当地交通管理部门

四川地震灾区 为了体现对四川地震灾区灾民的心灵关怀，免费放映 1000 部电影。 光彩基金会

广元、绵阳、绵竹等四川灾

区

利用三台丰田柯斯达面包车，每月一次向灾区的 50 所中小学送图书，为

抚慰学生心灵提供支持。
光彩基金会

西南交通大学、重庆大学
以丰田奖学金 PJT 为平台，为受地震影响难以负担上大学费用的学生提

供资金。
宋庆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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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大连日本商会

捷报（大连）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相关的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绿化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大连（林）精密铸造有

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引入环保相关设施 环保
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

动、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向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捐款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设立东芝希望小学并持续提供援

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

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

事业等）

援助残疾人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向大连慈爱月捐赠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植树造林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赞助地区纳凉节活动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利优比压铸（大连）有

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中国日本商会

ALPS（中国）有限公司

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走近日企感受日本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

司

援助爱普生公司开展的“爱心教

室计划”农村教育项目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向四川地震灾区提供教育援助活

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爱普生“环保新一代”青少年环

保教育项目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

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

种事业等）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

限公司

希望工程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向地震受灾者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斯巴鲁生态保护基金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中国青年丰田环保奖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员工参加河北省丰宁县植树造林

志愿者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交通安全体验活动 社区活动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免费放映千部电影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丰田移动图书馆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丰田奖学金特别计划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通过日本红十字会向四川大地震受灾民众赠款。

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沙漠”地区推进绿化活动。除了资金支持外，

还与 NPO 组织合作，招募志愿者员工开展绿化活动。

大连开发区
为四川大地震合计捐赠了 16 万元。其中，公司捐赠了 10 万元，公司员

工捐赠了 6 万元。
大连市红十字会

该公司内

2007 年～ 2008 年，作为铸造企业，为了尽量降低企业经营活动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在废气、废水和噪音控制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引进了

许多环保设备。

大连市环保局大孤山半岛分局

大连市 2008 年 3 月，向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捐款 5000 元。 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

东芝希望小学以及该公司

为了给农村地区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建设希望小学的同时给予持

续性援助。另该公司通过邀请儿童参观生产线的活动，为其提供社会实

践的机会。

不特定 向大连残疾人联合会捐款 1 万元。 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

不特定 向受灾群众及贫困人群提供资金援助。 市政府

大连开发区林业管理部的指

定地点
作为东芝集团植树造林 150 万棵活动的一个环节，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大连开发区林业管理部门

社区会场
赞助该公司在某个社区（共产党支部）举行的以当地居民为对象的纳凉

节活动。
翠竹社区

大连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公司内开始募捐。员工的捐款与公司的捐款一起捐赠。 利优比（大连）机器有限公司

大连 每年以奖学金的形式向大学生提供 16 万元的援助。

北京与日本
每年 2 次派遣北京地区大学生赴日研修。企业参观、与日本大学交流、

民间寄宿等。
中国日本商会

甘肃省天水市泰安县千户乡

的山村小学

08 ～ 09 年，与权威教育机构和教育专家合作，对甘肃省天水市泰安县

千户乡的山村小学展开调查、研究、教育、教师培训、学生夏令营等一

系列教育援助活动。

中国 21 世纪传媒集团 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锁水村

锁水小学
向受到四川地震灾害的当地小学捐赠 50 万元，建设永久性抗震希望小学。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北京的小学 每年针对北京的小学师生，开展环保培训活动。 地球村

 
四川 为四川大地震受灾地区提供教育设施建设的资金。 中国青少年基金

四川
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地区，提供捐款。另外，员工们通过志愿者活动募集

善款。
中国慈善总会

全国 设立保护中国野生动物的基金。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全国
为了提高中国青年的节能、环保责任感和主动意识，以提供资金的形式，

表彰环保活动的优秀个人和团体。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中华全

国青年联合会

河北省丰宁县
员工志愿者植树造林活动是丰田丰宁县植树造林活动项目（PJT）之一，

每年举办 1 次。

截至目前在上海、广州、天

津等地实施

设置几个交通安全体验项目，参加人员可体验到死角确认、安全带的重

要性、儿童视野、紧急逃脱方法以及儿童安全带的使用方法等，提高交

通安全意识。

当地交通管理部门

四川地震灾区 为了体现对四川地震灾区灾民的心灵关怀，免费放映 1000 部电影。 光彩基金会

广元、绵阳、绵竹等四川灾

区

利用三台丰田柯斯达面包车，每月一次向灾区的 50 所中小学送图书，为

抚慰学生心灵提供支持。
光彩基金会

西南交通大学、重庆大学
以丰田奖学金 PJT 为平台，为受地震影响难以负担上大学费用的学生提

供资金。
宋庆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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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中国日本商会

北京博思科空间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提供受灾时人造卫星数据 救灾援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Panasonic China

儿童环保教育 教育与体育 员工志愿者服务

Panasonic 育英奖学基金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培养环保专业人才 环保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开展植

树活动

健康快车 医疗和社会福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领导力研究开发中心（清华 · 松
下共同）项目

学术与研究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派遣

讲师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瑞穗奖励基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瑞穗基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参加企划中国日本商会举办的“走

近日企、感受日本”事业活动
国际交流与合作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

中国水灾救灾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太阳村儿童中心援助活动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中国南方地区雪灾捐款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购

买本地产农产品

四川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赞助中日摄影文化交流事业“北

京摄影展”
艺术与文化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援助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活动 社区活动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

实施与环保型金融普及有关的启

蒙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各种

研讨会讲演

华歌尔（中国）时装有限

公司
粉红丝带活动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

公司

推动节能事业 环保 为节能事业投资

援助残疾人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援助华东师范大学环保科学课题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 欧姆龙日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中国国内 受灾时迅速向中国政府部门提供人造卫星数据。
中国政府机关：国务院、民政部、

科技部、测绘局

北京市内小学

2009 年 5 月开始，开展了员工深入小学开展环保教育的活动。中国国内

的所有事业所都同步开展环保活动，力求 10 年间能够针对 10 万儿童实

施环保教育。同时也开展环保活动。

1995 年设立松下电器育英基金（当时的名称），随后为中国各地大学生

提供奖学金。迄今为止约向 5500 名的学生共计提供约 550 万元的奖学金。

2009 年 5 月开始，启动中国国内各事业所每年按员工人数承担植树造林

义务的活动。力求达到 10 年植树 100 万株的目标。（也相当于地区社会

活动、国际交流活动）

09 年 5 月起，启动旨在与中国企业共同分享迄今为止公司所积累的环保

经验和技巧的讲座。为该讲座提供培训内容、教材及讲师选派等服务。

第一期讲座以中国国有企业人员为对象，培训了 30 余人。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让配有医疗设备的列车深入贫困地区，在当地开展白内障治疗的项目，

与工会共同捐赠了 20 万元。（也属于人道援助）
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

06 年该公司与清华大学联合开设新一代领导培训讲座，针对中国政府预

备干部开展领导能力培训。迄今已约有 4500 名预备干部（从全国 17 个省、

市、自治区选拔的副处长以上级别的干部）参加了该讲座的培训。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以援助中国基础教育为目的，在北京的 3 所中学设置基金。向各学校学

生和教师每年提供各 40 万元的奖学金。共计开展 10 年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北京大学

附中、清华大学附中

北京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设置旨在培养未来活跃在中国金融界的后备力量的

50 万美元的基金。针对当地学生和教师举办金融研讨会，并开展赠送教

学设备等各类活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日本

为了让中国的年轻人理解日本企业和文化，特向中国日本商会举办的中

国大学生访日派遣事业活动捐赠一千万日元，同时积极参与策划日本企

业 , 参观、寄宿民居的接待等活动。

中国日本商会、中日友好协会

北京 为了援助 2007 年夏季，中国南方发生的严重水灾，志愿捐款。 中国日本商会、中国民政部

北京

为了援助保护服刑人员子女和孤儿等为目的的北京市太阳村，而开展了

教育援助活动。作为北京外资银行成员，实施了为基金捐款、并捐赠衣

物及书籍等行动。

北京市银行协会、太阳村、北

京银监局

北京
为了援助 2008 年初，中国南方发生的大规模雪灾，除了募款外，还联合

购买当地农产品。

中国日本商会、北京日本人会、

北京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北京 为了 2008 年春四川大地震救灾，志愿捐款。
中国日本商会、中国民政部、

中国红十字总会

北京 对旨在促进中日摄影文化交流的 NPO 摄影展，赞助 1 万元。

日本驻华大使馆、中国日本商

会、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日

摄影展文化交流协会

北京

为了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向有困难的日本人提供帮助，进一步完善了日本

紧急汇款系统。同时，为了在奥运期间向紧急医疗机构提供援助，开展

了志愿者献血活动。

日本领事部、FESCO

北京
为了在中国普及环保型金融活动，面向金融机构、银行行业协会、大学

和智库等召开了讲演会、研讨会。同时还赞助了环保投资大会。

中国银行业协会、北京银监局、

中国人民银行、清华大学

上海、北京 每年 10 月，协助乳腺癌早期预防和普及活动，组织员工参与活动。

山西省 在当地开展节能项目的研发。

北京 每年至少向残疾人设施捐赠 5 万元。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上海 每年捐赠 10 万元。

欧姆龙集团下属各公司所在

场地

5 月 10 日为欧姆龙创业纪念日，在欧姆龙集团下属的各公司开展志愿者

活动。



95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调查报告

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中国日本商会

北京博思科空间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提供受灾时人造卫星数据 救灾援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Panasonic China

儿童环保教育 教育与体育 员工志愿者服务

Panasonic 育英奖学基金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培养环保专业人才 环保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开展植

树活动

健康快车 医疗和社会福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领导力研究开发中心（清华 · 松
下共同）项目

学术与研究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派遣

讲师

瑞穗（中国）北京分行

瑞穗奖励基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瑞穗基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参加企划中国日本商会举办的“走

近日企、感受日本”事业活动
国际交流与合作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

中国水灾救灾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太阳村儿童中心援助活动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中国南方地区雪灾捐款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购

买本地产农产品

四川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赞助中日摄影文化交流事业“北

京摄影展”
艺术与文化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援助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活动 社区活动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

实施与环保型金融普及有关的启

蒙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各种

研讨会讲演

华歌尔（中国）时装有限

公司
粉红丝带活动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

公司

推动节能事业 环保 为节能事业投资

援助残疾人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援助华东师范大学环保科学课题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 欧姆龙日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中国国内 受灾时迅速向中国政府部门提供人造卫星数据。
中国政府机关：国务院、民政部、

科技部、测绘局

北京市内小学

2009 年 5 月开始，开展了员工深入小学开展环保教育的活动。中国国内

的所有事业所都同步开展环保活动，力求 10 年间能够针对 10 万儿童实

施环保教育。同时也开展环保活动。

1995 年设立松下电器育英基金（当时的名称），随后为中国各地大学生

提供奖学金。迄今为止约向 5500 名的学生共计提供约 550 万元的奖学金。

2009 年 5 月开始，启动中国国内各事业所每年按员工人数承担植树造林

义务的活动。力求达到 10 年植树 100 万株的目标。（也相当于地区社会

活动、国际交流活动）

09 年 5 月起，启动旨在与中国企业共同分享迄今为止公司所积累的环保

经验和技巧的讲座。为该讲座提供培训内容、教材及讲师选派等服务。

第一期讲座以中国国有企业人员为对象，培训了 30 余人。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让配有医疗设备的列车深入贫困地区，在当地开展白内障治疗的项目，

与工会共同捐赠了 20 万元。（也属于人道援助）
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

06 年该公司与清华大学联合开设新一代领导培训讲座，针对中国政府预

备干部开展领导能力培训。迄今已约有 4500 名预备干部（从全国 17 个省、

市、自治区选拔的副处长以上级别的干部）参加了该讲座的培训。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以援助中国基础教育为目的，在北京的 3 所中学设置基金。向各学校学

生和教师每年提供各 40 万元的奖学金。共计开展 10 年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北京大学

附中、清华大学附中

北京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设置旨在培养未来活跃在中国金融界的后备力量的

50 万美元的基金。针对当地学生和教师举办金融研讨会，并开展赠送教

学设备等各类活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日本

为了让中国的年轻人理解日本企业和文化，特向中国日本商会举办的中

国大学生访日派遣事业活动捐赠一千万日元，同时积极参与策划日本企

业 , 参观、寄宿民居的接待等活动。

中国日本商会、中日友好协会

北京 为了援助 2007 年夏季，中国南方发生的严重水灾，志愿捐款。 中国日本商会、中国民政部

北京

为了援助保护服刑人员子女和孤儿等为目的的北京市太阳村，而开展了

教育援助活动。作为北京外资银行成员，实施了为基金捐款、并捐赠衣

物及书籍等行动。

北京市银行协会、太阳村、北

京银监局

北京
为了援助 2008 年初，中国南方发生的大规模雪灾，除了募款外，还联合

购买当地农产品。

中国日本商会、北京日本人会、

北京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北京 为了 2008 年春四川大地震救灾，志愿捐款。
中国日本商会、中国民政部、

中国红十字总会

北京 对旨在促进中日摄影文化交流的 NPO 摄影展，赞助 1 万元。

日本驻华大使馆、中国日本商

会、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日

摄影展文化交流协会

北京

为了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向有困难的日本人提供帮助，进一步完善了日本

紧急汇款系统。同时，为了在奥运期间向紧急医疗机构提供援助，开展

了志愿者献血活动。

日本领事部、FESCO

北京
为了在中国普及环保型金融活动，面向金融机构、银行行业协会、大学

和智库等召开了讲演会、研讨会。同时还赞助了环保投资大会。

中国银行业协会、北京银监局、

中国人民银行、清华大学

上海、北京 每年 10 月，协助乳腺癌早期预防和普及活动，组织员工参与活动。

山西省 在当地开展节能项目的研发。

北京 每年至少向残疾人设施捐赠 5 万元。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上海 每年捐赠 10 万元。

欧姆龙集团下属各公司所在

场地

5 月 10 日为欧姆龙创业纪念日，在欧姆龙集团下属的各公司开展志愿者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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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中国日本商会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艺术与文化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本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实

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大学生影像公益行”暨 2009 佳

能绿化援助使者调查活动项目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实

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赞助 WWF 儿童环保教育网站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实

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赞助 WWF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小

额基金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影像 · 希望之光”教育援助计划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佳能爱心助学活动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北京大学佳能奖学金基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为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提供资

金援助
学术与研究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参加企划中国大学生举办的“走

近日企、感受日本”活动

国际交流与合

作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本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河南

对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实施援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

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

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对东芝希望小学实施援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

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

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京瓷株式会社北京事务

所
提供奖学金和其他事项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三井化学 内蒙古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

公司（三井物产（株）

北京事务所）

为 2008 年中国四川大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在四川省当地收集。展览会

以及数据库的捐赠仪式在北

京举行

有着 3000 年历史的羌族，在四川大地震中人口减少了十分之一。口口相

传的文化因传承人的遇难而面临失传危机。从 2009 年 5 月开始，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工作组进驻到了汶川的深山地区，利用静态、动态、

3D 等技术手段全方位进行了记录工作。影像数据库分为庙会文化、手工

艺、音乐、传统庙会四大部分，并将被赠送给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另外，为了提高市民的关注度和保护意识，从 11 月 5 日开始，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为期两周的“感动羌魂，云影共生——羌族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览会”活动。 

深圳派爱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岳阳市东洞庭湖国家

自然保护区

佳能（中国）公司以影像形式援助环保，关注中国自然、多样性的发展。

2009 年为大学生提供宝贵的社会实践机会，如，在自然保护的最前沿的

生态和当地经济发展进行实地调查。佳能（中国）公司为研究活动赞助

必要的资金和器材。预计今后还将实施。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东洞

庭湖国家自然保护区、首都青

少年生态文化研究中心、首都

大学生环保志愿者协会

北京
自 2008 年起，佳能（中国）便开始赞助 WWF 的“儿童环保教育网站”（www.
delightearth.org)。3 年来一直为网站建设提供援助支持。

WWF

中国东北地区、云南、贵州、

四川等地

每年向 WWF 的动物保护基金提供 15 万元的资金，对小熊猫和东方白鹳

的分布范围以及数量、生存状况和保护措施的研究工作提供援助。
WWF

今年从湖北、安徽、广西、

四川、甘肃、宁夏、江苏、

辽宁等 8 省开始

从 2009 年开始，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出资建设的希望小学内开设“摄

影教室”，通过摄影，帮助儿童提高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性。三年内力求

扩大到 100 所学校。同时通过影像交流活动，扩大青少年视野，加强他

们的心灵交流。佳能提供资金与器材的援助。 

中 国 青 少 年 发 展 基 金 会

（CYDF）

云南省丽江地区

从 2006 年开始，佳能（中国）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每销售 1 台特定款

式的佳能复印机就向云南省丽江贫困地区的儿童援助 100 元。该项援助

资金用于支付贫困儿童的学费。截止到 2008 年末，将近 90 所学校的 800
余名学生受惠于该项基金。预计今后还将持续。

中华慈善总会

北京大学
1998 年，佳能公司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 100 周年设立了“北京大学佳能

奖学金基金”。基金总额达 5000 万日元，每年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清华大学（北京）

2009 年 4 月 10 日佳能公司与其他日本企业合作，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旨

在促进日本社会研究和中日人才交流的研究机构——日本研究中心。由

佳能、SECOM、野村综合研究所、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全日本空输

等对日本研究中心给予援助。提供总额达 1 亿至 2 亿日元的资金，还承

担中国学生赴日的培训经费。

SECOM、野村综合研究所、三

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全日本

空输等

日本国内

中日友好协会与中国日本商会于 2007 年 3 月 22 日启动了主题为“走近

日企、感受日本（参观日本企业，感受日本）”的中国大学生赴日交流项

目。该项目每年派遣 30 ～ 60 名中国大学生赴日，活动内容是视察日本

企业、大学交流、农村探访、日本家庭的寄宿等。佳能公司也积极参与，

并推出了 5 年计划。 

中日友好协会与中国日本商会

公司
每年对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给予援助。向四川省汶川大地震捐赠 94937
元现金。

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

公司 每年向东芝希望小学捐款。 东芝希望小学

向西部地区 12 所大学的学生（约 300 名 / 年）提供奖学金。邀请约 40
名京瓷公司主要事业所在地的中小学生赴日。 

中日友好协会、友好和平发展

基金会

内蒙古 在内蒙古进行植树造林实验，提供植树造林必要的物质器材。

为 2008 年中国四川大地震捐款。员工捐赠的款项交给了四川省信息产业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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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中国日本商会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艺术与文化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本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实

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大学生影像公益行”暨 2009 佳

能绿化援助使者调查活动项目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实

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赞助 WWF 儿童环保教育网站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实

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赞助 WWF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小

额基金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影像 · 希望之光”教育援助计划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佳能爱心助学活动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北京大学佳能奖学金基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为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提供资

金援助
学术与研究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参加企划中国大学生举办的“走

近日企、感受日本”活动

国际交流与合

作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本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河南

对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实施援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

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

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对东芝希望小学实施援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

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

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京瓷株式会社北京事务

所
提供奖学金和其他事项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三井化学 内蒙古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

公司（三井物产（株）

北京事务所）

为 2008 年中国四川大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在四川省当地收集。展览会

以及数据库的捐赠仪式在北

京举行

有着 3000 年历史的羌族，在四川大地震中人口减少了十分之一。口口相

传的文化因传承人的遇难而面临失传危机。从 2009 年 5 月开始，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工作组进驻到了汶川的深山地区，利用静态、动态、

3D 等技术手段全方位进行了记录工作。影像数据库分为庙会文化、手工

艺、音乐、传统庙会四大部分，并将被赠送给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另外，为了提高市民的关注度和保护意识，从 11 月 5 日开始，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为期两周的“感动羌魂，云影共生——羌族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览会”活动。 

深圳派爱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岳阳市东洞庭湖国家

自然保护区

佳能（中国）公司以影像形式援助环保，关注中国自然、多样性的发展。

2009 年为大学生提供宝贵的社会实践机会，如，在自然保护的最前沿的

生态和当地经济发展进行实地调查。佳能（中国）公司为研究活动赞助

必要的资金和器材。预计今后还将实施。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东洞

庭湖国家自然保护区、首都青

少年生态文化研究中心、首都

大学生环保志愿者协会

北京
自 2008 年起，佳能（中国）便开始赞助 WWF 的“儿童环保教育网站”（www.
delightearth.org)。3 年来一直为网站建设提供援助支持。

WWF

中国东北地区、云南、贵州、

四川等地

每年向 WWF 的动物保护基金提供 15 万元的资金，对小熊猫和东方白鹳

的分布范围以及数量、生存状况和保护措施的研究工作提供援助。
WWF

今年从湖北、安徽、广西、

四川、甘肃、宁夏、江苏、

辽宁等 8 省开始

从 2009 年开始，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出资建设的希望小学内开设“摄

影教室”，通过摄影，帮助儿童提高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性。三年内力求

扩大到 100 所学校。同时通过影像交流活动，扩大青少年视野，加强他

们的心灵交流。佳能提供资金与器材的援助。 

中 国 青 少 年 发 展 基 金 会

（CYDF）

云南省丽江地区

从 2006 年开始，佳能（中国）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每销售 1 台特定款

式的佳能复印机就向云南省丽江贫困地区的儿童援助 100 元。该项援助

资金用于支付贫困儿童的学费。截止到 2008 年末，将近 90 所学校的 800
余名学生受惠于该项基金。预计今后还将持续。

中华慈善总会

北京大学
1998 年，佳能公司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 100 周年设立了“北京大学佳能

奖学金基金”。基金总额达 5000 万日元，每年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清华大学（北京）

2009 年 4 月 10 日佳能公司与其他日本企业合作，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旨

在促进日本社会研究和中日人才交流的研究机构——日本研究中心。由

佳能、SECOM、野村综合研究所、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全日本空输

等对日本研究中心给予援助。提供总额达 1 亿至 2 亿日元的资金，还承

担中国学生赴日的培训经费。

SECOM、野村综合研究所、三

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全日本

空输等

日本国内

中日友好协会与中国日本商会于 2007 年 3 月 22 日启动了主题为“走近

日企、感受日本（参观日本企业，感受日本）”的中国大学生赴日交流项

目。该项目每年派遣 30 ～ 60 名中国大学生赴日，活动内容是视察日本

企业、大学交流、农村探访、日本家庭的寄宿等。佳能公司也积极参与，

并推出了 5 年计划。 

中日友好协会与中国日本商会

公司
每年对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给予援助。向四川省汶川大地震捐赠 94937
元现金。

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

公司 每年向东芝希望小学捐款。 东芝希望小学

向西部地区 12 所大学的学生（约 300 名 / 年）提供奖学金。邀请约 40
名京瓷公司主要事业所在地的中小学生赴日。 

中日友好协会、友好和平发展

基金会

内蒙古 在内蒙古进行植树造林实验，提供植树造林必要的物质器材。

为 2008 年中国四川大地震捐款。员工捐赠的款项交给了四川省信息产业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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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中国日本商会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

公司（三井物产（株）

北京事务所）

为中国南方雪灾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为江西省九江市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赞助故宫神武门联合摄影展 艺术与文化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走近日企 · 感受日本” 国际交流与合作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三洋电机（中国）有限

公司

环保说明会 环保
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

动、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打击仿制品活动 其他
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

动、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资生堂（中国）研究开

发中心

植树造林活动（以中国资生堂集

团名义）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太平洋水泥（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
四川地震灾害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

有限公司

每年向中国天津市的 3 所大学提

供“大宇宙助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为“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提供

援助。如对天津各大学体育运动

会提供赞助，并向当地中学开展

教学提供援助等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

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

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为当地中学提供教育援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

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

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中国四川大

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中国南方雪灾捐款、捐赠救援物

资及开展援助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为援助与病魔顽强抗争患者的高

额手术费，在公司内开展募捐活

动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开展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师范专

业理科大学生教学技能创新实践

竞赛活动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援建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为中国南方雪灾捐款。公司把捐款寄给了商务部。

把从员工募集的善款捐赠给江西省九江市政府。

对 NPO 组织中日摄影文化交流协会举办的“中日摄影文化交流事业——

故宫神武门联合摄影展”提供赞助。

NPO 组织中日摄影文化交流协

会

旨在加深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理解的民间活动。所需资金全部来自中

国日本商会（= 北京日本商工会）会员企业（包括母公司）的捐赠，从

2007 年起连续 5 年邀请 50 名到 60 名的中国大学生赴日。日本国内赞助

企业的热心员工也开展寄宿的活动（该公司员工也接待中国大学生寄宿）。

以促进中日经济和文化交流、商务活动和相互理解为目的，针对北京大

学的在校生（EMBA、MBA、EDP 课程）和该课程的毕业生以及企业相

关人员，邀请世界顶尖企业的 CEO 或中国地区总代表以及中日著名学者

作为讲师每年开展 6-8 次的讲座。

东北、华南和华中地区 为了提高环保意识，支持举办有关环境监查和环境法律法规的说明会。 三洋电机（株）总部

浙江省和广东省等

为了加强打击仿制品，与三洋电机（株）一起，通过 JETRO 及优秀品牌

保护委员会等团体，与当地的欧美企业合作，为海关等有关政府部门举

办仿制品鉴定说明会等，为有关政府部门打击仿制品活动提供支持。

三洋电机（株）总部

甘肃省兰州市
从去年 10 月起，将在未来十年间，由包括志愿者在内的员工组织实施植

树造林活动。
兰州市政府

北京 为四川地震灾区捐赠。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

理工大学 3 所学校

从 2008 年 12 月开始，实施“第 3 届大宇宙助学基金”项目。实施对象

为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 3 所大学。“大宇宙助学基金”是

2006 年设立的以援助因经济贫困而求学困难的优秀大学生为目的的项

目。今年已经是第 3 次实施，并将援助从各校的计算机专业、日语专业

选出的 15 名学生。

天津大学软件学院、计算机

学院、环境学院、电信学院

4 个学院

天津大学“大宇宙”杯篮球赛是由天津大学软件学院、计算机学院、环

境学院、电信学院等 4 个学院及各系共同举办的大赛，从 2007 年 4 月开

始，一个月内举办 50 场比赛。今年举办的比赛呈现较多的感动场面和发

生了许多戏剧性的故事。

 

天津大学

天津 为当地中学提供教学援助，捐赠电脑、桌椅、书籍，开展教师志愿者活动。
天津市慈善协会与天津市修学

援助基金联合会

天津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为了援助中国四川省汶川地震受灾民众，开展了

募捐活动。然后，还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捐赠活动。
该公司日本法人

全中国的该公司集团所属的

公司

从 2008 年 1 月起，中国南方遭受了严重的暴风雪灾害，为了救助灾民，

开展了捐款、捐物及各种援助活动。
中国 - 日本相关企业

天津市、广东省及其他地区 为顽强与病魔抗争的患者援助高额手术费，在公司内开展募捐活动。

预选赛：各师范大学  决赛：

北京师范大学（2008 年）

•  自 2008 年开始与中国教育部共同举办，以振兴中国科学和自主创新为

目标，培养未来的优秀理工科教师。援助对象为中国的师范类大学生。

•  由将来有志成为理工类（数学、物理、化学）教师的 4 年级师大学生参加。

通过各大学选拔代表参加全国大会（决赛）。 汇总并公布中小学生教学

计划论文。向优秀人员颁发奖状和奖品，并实施赴日研修活动。

中国教育部

中国
以中国东芝集团的名义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持续支援希望工

程建设。每年建设 2 所学校，截至目前已有 15 所学校。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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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中国日本商会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

公司（三井物产（株）

北京事务所）

为中国南方雪灾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为江西省九江市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赞助故宫神武门联合摄影展 艺术与文化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走近日企 · 感受日本” 国际交流与合作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三洋电机（中国）有限

公司

环保说明会 环保
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

动、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打击仿制品活动 其他
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

动、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资生堂（中国）研究开

发中心

植树造林活动（以中国资生堂集

团名义）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太平洋水泥（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
四川地震灾害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

有限公司

每年向中国天津市的 3 所大学提

供“大宇宙助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为“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提供

援助。如对天津各大学体育运动

会提供赞助，并向当地中学开展

教学提供援助等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

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

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为当地中学提供教育援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

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

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中国四川大

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中国南方雪灾捐款、捐赠救援物

资及开展援助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为援助与病魔顽强抗争患者的高

额手术费，在公司内开展募捐活

动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开展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师范专

业理科大学生教学技能创新实践

竞赛活动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援建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为中国南方雪灾捐款。公司把捐款寄给了商务部。

把从员工募集的善款捐赠给江西省九江市政府。

对 NPO 组织中日摄影文化交流协会举办的“中日摄影文化交流事业——

故宫神武门联合摄影展”提供赞助。

NPO 组织中日摄影文化交流协

会

旨在加深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理解的民间活动。所需资金全部来自中

国日本商会（= 北京日本商工会）会员企业（包括母公司）的捐赠，从

2007 年起连续 5 年邀请 50 名到 60 名的中国大学生赴日。日本国内赞助

企业的热心员工也开展寄宿的活动（该公司员工也接待中国大学生寄宿）。

以促进中日经济和文化交流、商务活动和相互理解为目的，针对北京大

学的在校生（EMBA、MBA、EDP 课程）和该课程的毕业生以及企业相

关人员，邀请世界顶尖企业的 CEO 或中国地区总代表以及中日著名学者

作为讲师每年开展 6-8 次的讲座。

东北、华南和华中地区 为了提高环保意识，支持举办有关环境监查和环境法律法规的说明会。 三洋电机（株）总部

浙江省和广东省等

为了加强打击仿制品，与三洋电机（株）一起，通过 JETRO 及优秀品牌

保护委员会等团体，与当地的欧美企业合作，为海关等有关政府部门举

办仿制品鉴定说明会等，为有关政府部门打击仿制品活动提供支持。

三洋电机（株）总部

甘肃省兰州市
从去年 10 月起，将在未来十年间，由包括志愿者在内的员工组织实施植

树造林活动。
兰州市政府

北京 为四川地震灾区捐赠。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

理工大学 3 所学校

从 2008 年 12 月开始，实施“第 3 届大宇宙助学基金”项目。实施对象

为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 3 所大学。“大宇宙助学基金”是

2006 年设立的以援助因经济贫困而求学困难的优秀大学生为目的的项

目。今年已经是第 3 次实施，并将援助从各校的计算机专业、日语专业

选出的 15 名学生。

天津大学软件学院、计算机

学院、环境学院、电信学院

4 个学院

天津大学“大宇宙”杯篮球赛是由天津大学软件学院、计算机学院、环

境学院、电信学院等 4 个学院及各系共同举办的大赛，从 2007 年 4 月开

始，一个月内举办 50 场比赛。今年举办的比赛呈现较多的感动场面和发

生了许多戏剧性的故事。

 

天津大学

天津 为当地中学提供教学援助，捐赠电脑、桌椅、书籍，开展教师志愿者活动。
天津市慈善协会与天津市修学

援助基金联合会

天津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为了援助中国四川省汶川地震受灾民众，开展了

募捐活动。然后，还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捐赠活动。
该公司日本法人

全中国的该公司集团所属的

公司

从 2008 年 1 月起，中国南方遭受了严重的暴风雪灾害，为了救助灾民，

开展了捐款、捐物及各种援助活动。
中国 - 日本相关企业

天津市、广东省及其他地区 为顽强与病魔抗争的患者援助高额手术费，在公司内开展募捐活动。

预选赛：各师范大学  决赛：

北京师范大学（2008 年）

•  自 2008 年开始与中国教育部共同举办，以振兴中国科学和自主创新为

目标，培养未来的优秀理工科教师。援助对象为中国的师范类大学生。

•  由将来有志成为理工类（数学、物理、化学）教师的 4 年级师大学生参加。

通过各大学选拔代表参加全国大会（决赛）。 汇总并公布中小学生教学

计划论文。向优秀人员颁发奖状和奖品，并实施赴日研修活动。

中国教育部

中国
以中国东芝集团的名义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持续支援希望工

程建设。每年建设 2 所学校，截至目前已有 15 所学校。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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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中国日本商会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

计划、各种事业等）

对宏志班提供援助 教育与体育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

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参加“Earth Hour（地球一小时）”

活动
环保 参加 WWF 的活动

东芝春季音乐会 艺术与文化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

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NEC 爱心书库”书籍捐赠活动 教育与体育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

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厦门大学“NEC 中日友好助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中国残疾人轮椅网球研讨会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

计划、各种事业等） 

“NEC 之林”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

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各

种活动项目等）

中国四川大地震援助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

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

日立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

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日立奖学金 学术与研究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以日立集团名义参加 Walk for 
Millions'（公益金百万行）

医疗和社会福

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

有限公司

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地区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为四川大地震的募捐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清华大学以及浙江大学
从教育援助的角度，对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成绩优秀的学生，持续实施“东

芝之友奖学金”。
清华大学以及浙江大学

北京广渠门中学
每年持续对全国首创的宏志班——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提供捐赠文

具和生活用品等援助。

北京市近郊山区 每年组织东芝集团北京地区的员工及家属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

大连

2009年3月28日，为响应世界自然保护基金（WWF）主办的“Earth Hour（地

球一小时）”活动，东芝设置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大连五个城市

的荧光广告牌从 20 点 30 分开始熄灭一小时。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

北京市内音乐厅等
自 2000 年起，每年邀请各界音乐人士举办旨在为北京的文化事业做贡献

的音乐会。
北京地区的东芝集团

四川地区

地震发生后不久，东芝集团向灾区捐赠了总额约一亿日元的现金和物资。

其中，有 139 万元捐赠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用于建设 50 间“抗

震希望教室”。此外，为了援助位于绵阳的绵阳富乐中学和绵阳花园小学

两个学校的重建，还捐赠了价值 22 万元的东芝照明器材。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长春、北京、西安、武汉、

杭州、厦门

“NEC 爱心书库活动”是针对在中国学习日语的学生，提供学习援助的

项目。将从日本获赠的书籍，作为辅助教材使用。日本员工将家里和办

公场所不用的书籍上班时带到公司，放在各自办公场所内设置的收集箱

内。以“促进雇佣残疾人”为目的的 NEC 特例子公司，即 NEC friendly 
STAFF 株式会社的员工，将收集的书籍打包成箱，每 40-50 册为一箱，

送往中国的大学和专门学校。通过与当地中国法人的合作，在接受捐赠

的学校举办捐赠仪式。

厦门大学

作为社会贡献的一个环节，为了援助中国的教育，NEC（中国）与厦门

大学合作，对家庭经济困难但仍努力学习的大学生开设“中日友好助学金”

项目。活动于 2007 年启动，面向每年校方选拔的 30 名优秀生，捐赠大

约 1000 元的助学金，关注学生成长。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

南京、昆明

从 2004 年起 NEC（中国）与中国各地的残疾人联合会合作，为中国轮

椅网球的普及和提高做出了贡献。中国的轮椅网球认知度较低，运动专

用的轮椅都未能普及。因此 NEC 为培养这方面的比赛选手，开展了援助

活动。援助内容为培养选手出征国际大会、组织并与日本选手开展友谊赛、

组织选手集训等。因选手出征北京残奥会且其表现得到了认可，所以自

2007 年，中国政府也开始提供援助。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各地的残

疾人联合会

北京市近郊

为了使北京郊区荒地恢复绿色，集团把中国各地法人独立开展的植树造

林活动统一起来，从 2005 年起启动了“NEC 之林”项目。在“为了奥

运建设美好城市”这一决心下，自 2005 年至 2009 年的五年时间内，仅

在北京就有 3 千名员工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共植树 5,000 棵。而且还同

延庆县林业局合作，建立了后期的养护体制以确保成活率。所栽树木实

现了 98% 的成活率。为了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集团还在上海和香港开

展了植树造林活动。

延庆县林业局

日本、中国及世界各地的

NEC 集团公司

NEC 集团对于四川大地震灾害，捐款、捐赠产品及员工捐款等方式共援

助了总额超过 5,000 万日元的资金和物资。NEC 集团的日本国内 57 家公

司的员工捐款约 900 万日元（约 60 万元人民币），全部捐赠给了日本红

十字会。在中国，NEC 集团 38 家公司超过万人的员工参加了捐款活动，

与公司的捐款加起来，总共募集了约 210 万元。另外，集团还在世界各

地开展了捐赠活动。善款都捐给了红十字会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救援

NGO 组织。

中国红十字协会等

江西省黎川县
为江西省黎川县小学的宿舍楼提供建设费用。同时，每年捐赠运动器材

和被褥。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日本（实施研究）、北京（选

拔地点）
对有代表性中国的年轻研究人员赴日研究提供援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

学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商务部研究院

香港
日立集团员工以志愿者形式参加主题活动。根据参加者人数，公司将捐

赠公益金。
香港公益金协会

深圳市内 每年理光华南集团有关公司联合开展植树造林。

所在地区 根据对工厂周边的清扫活动，为环保活动做出贡献。

公司内 全公司开展募款活动，近 30 万元善款通过深圳市红十字捐赠给了灾区。



101在华日资企业社会贡献活动调查报告

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中国日本商会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

计划、各种事业等）

对宏志班提供援助 教育与体育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

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参加“Earth Hour（地球一小时）”

活动
环保 参加 WWF 的活动

东芝春季音乐会 艺术与文化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

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NEC 爱心书库”书籍捐赠活动 教育与体育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

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厦门大学“NEC 中日友好助学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中国残疾人轮椅网球研讨会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

计划、各种事业等） 

“NEC 之林”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

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各

种活动项目等）

中国四川大地震援助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公

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

日立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公

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日立奖学金 学术与研究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以日立集团名义参加 Walk for 
Millions'（公益金百万行）

医疗和社会福

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

有限公司

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地区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为四川大地震的募捐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清华大学以及浙江大学
从教育援助的角度，对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成绩优秀的学生，持续实施“东

芝之友奖学金”。
清华大学以及浙江大学

北京广渠门中学
每年持续对全国首创的宏志班——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提供捐赠文

具和生活用品等援助。

北京市近郊山区 每年组织东芝集团北京地区的员工及家属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

大连

2009年3月28日，为响应世界自然保护基金（WWF）主办的“Earth Hour（地

球一小时）”活动，东芝设置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大连五个城市

的荧光广告牌从 20 点 30 分开始熄灭一小时。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

北京市内音乐厅等
自 2000 年起，每年邀请各界音乐人士举办旨在为北京的文化事业做贡献

的音乐会。
北京地区的东芝集团

四川地区

地震发生后不久，东芝集团向灾区捐赠了总额约一亿日元的现金和物资。

其中，有 139 万元捐赠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用于建设 50 间“抗

震希望教室”。此外，为了援助位于绵阳的绵阳富乐中学和绵阳花园小学

两个学校的重建，还捐赠了价值 22 万元的东芝照明器材。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长春、北京、西安、武汉、

杭州、厦门

“NEC 爱心书库活动”是针对在中国学习日语的学生，提供学习援助的

项目。将从日本获赠的书籍，作为辅助教材使用。日本员工将家里和办

公场所不用的书籍上班时带到公司，放在各自办公场所内设置的收集箱

内。以“促进雇佣残疾人”为目的的 NEC 特例子公司，即 NEC friendly 
STAFF 株式会社的员工，将收集的书籍打包成箱，每 40-50 册为一箱，

送往中国的大学和专门学校。通过与当地中国法人的合作，在接受捐赠

的学校举办捐赠仪式。

厦门大学

作为社会贡献的一个环节，为了援助中国的教育，NEC（中国）与厦门

大学合作，对家庭经济困难但仍努力学习的大学生开设“中日友好助学金”

项目。活动于 2007 年启动，面向每年校方选拔的 30 名优秀生，捐赠大

约 1000 元的助学金，关注学生成长。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

南京、昆明

从 2004 年起 NEC（中国）与中国各地的残疾人联合会合作，为中国轮

椅网球的普及和提高做出了贡献。中国的轮椅网球认知度较低，运动专

用的轮椅都未能普及。因此 NEC 为培养这方面的比赛选手，开展了援助

活动。援助内容为培养选手出征国际大会、组织并与日本选手开展友谊赛、

组织选手集训等。因选手出征北京残奥会且其表现得到了认可，所以自

2007 年，中国政府也开始提供援助。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各地的残

疾人联合会

北京市近郊

为了使北京郊区荒地恢复绿色，集团把中国各地法人独立开展的植树造

林活动统一起来，从 2005 年起启动了“NEC 之林”项目。在“为了奥

运建设美好城市”这一决心下，自 2005 年至 2009 年的五年时间内，仅

在北京就有 3 千名员工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共植树 5,000 棵。而且还同

延庆县林业局合作，建立了后期的养护体制以确保成活率。所栽树木实

现了 98% 的成活率。为了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集团还在上海和香港开

展了植树造林活动。

延庆县林业局

日本、中国及世界各地的

NEC 集团公司

NEC 集团对于四川大地震灾害，捐款、捐赠产品及员工捐款等方式共援

助了总额超过 5,000 万日元的资金和物资。NEC 集团的日本国内 57 家公

司的员工捐款约 900 万日元（约 60 万元人民币），全部捐赠给了日本红

十字会。在中国，NEC 集团 38 家公司超过万人的员工参加了捐款活动，

与公司的捐款加起来，总共募集了约 210 万元。另外，集团还在世界各

地开展了捐赠活动。善款都捐给了红十字会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救援

NGO 组织。

中国红十字协会等

江西省黎川县
为江西省黎川县小学的宿舍楼提供建设费用。同时，每年捐赠运动器材

和被褥。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日本（实施研究）、北京（选

拔地点）
对有代表性中国的年轻研究人员赴日研究提供援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

学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商务部研究院

香港
日立集团员工以志愿者形式参加主题活动。根据参加者人数，公司将捐

赠公益金。
香港公益金协会

深圳市内 每年理光华南集团有关公司联合开展植树造林。

所在地区 根据对工厂周边的清扫活动，为环保活动做出贡献。

公司内 全公司开展募款活动，近 30 万元善款通过深圳市红十字捐赠给了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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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中国日本商会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

有限公司

自然灾害发生时的募捐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有关环保的启蒙宣传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

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

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

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

各种活动项目等）

天津日本人会

天津太平洋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富士通天国际贸易（天

津）有限公司

植树造林活动、鱼放生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东莞长安镇日

商企业联络事

务所

惠州南油林业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
当地小学的绘画竞赛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南京日本商工

俱乐部
名古屋银行南通事务所 为赴日留学生提供学费资助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南通日本人会

NEC 东金电子（吴江）

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募款活动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开展公司周边的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献血活动 医疗和社会福利 员工志愿者服务

向抚养孤儿和残疾儿童的专职机

构“社会福利院”捐助物品

医疗和社会福

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ORGANO（苏州）水处

理有限公司

设置环保论文奖“ORGANO 奖”，

向获奖者授予奖学金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奥得时精密电子（苏州）

有限公司
援助四川地震灾区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吉田建材（苏州）有限

公司
环保社会活动 环保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三光化成塑胶（苏州）

有限公司

市内公园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为四川大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捐赠四川大地震灾害慰问金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苏州市内公园清扫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三洋能源

在当地小学讲授环保课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

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

各种活动项目等）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三洋“eneloop 杯”篮球比赛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

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

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地区运动会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苏州爱普生 残疾人雇佣
医疗和社会福

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

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

各种活动项目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公司内 大地震发生时的募款活动。 中国日本商会

北京日航新世纪饭店 开展环保宣传的活动，让学生们着重认识环保的重要性，改变日常行为。 中日电子政府应用技术协会

北京市内需要植树造林活动

的场所
每年的环境日，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公司内 向四川大地震的受灾群众捐款。

河西区友谊南路和珠江道之

间、刘庄桥北侧海河西侧

公司向河西园林局及水产研究所进行捐助，员工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和鱼

放生活动。
河西园林局、天津水产研究所

天津红十字会 为了援助四川大地震，向天津市红十字会捐款。 天津红十字会

主要是在广东省紫金市蓝塘

县等企业所在地，向山村分

校等提供援助

为当地小学举办绘画竞赛提提供建议和给予援助。 当地镇政府、当地小学

爱知县 每年承担 1 名籍贯为南通市的南山大学（名古屋）留学生的学费。

公司内 为了四川大地震救援，开展募捐活动。NEC 集团全体活动。 NEC 集团

公司周边 为改善公司周边环境，开展清扫活动。
作为 NEC 公司全球统一的社会

贡献活动实施

公司内 员工无偿献血。

吴江市孤儿和残疾儿童的专

职机构“社会福利院”
向员工募捐，为购买奶粉及尿不湿等必要物品提供援助。

苏州和其他地方 设置环保论文奖“ORGANO 奖”，表彰优秀论文，授予奖学金。
中国科学技术院和苏州工业园

区管理委员会

公司内 公司内部募捐，为了共同抗击四川地震灾害提供援助。 NPO

该公司建筑物、合作的中小

学校、外部设施

与苏州工业园区内的中小学校合作，参加公司外部环保活动，为学生举

办环保学习会，参加苏州工业园区举办的跳蚤市场活动等。
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新区内的公园（场地每

年不固定）
每年秋天在市内公园开展以清除垃圾为活动内容的员工志愿者服务。

苏州新区
公司在公司内募款，同时还拨出与该捐款同等金额的善款，作为四川大

地震善款捐赠。这些善款通过红十字会捐赠。
苏州市红十字会

公司内
公司拨出与员工捐款相同金额的善款，作为四川大地震受灾慰问金，捐

赠给苏州红十字会。

( 苏州市内 ) 公司附近的公园 每年 10 月，约 60 名热心员工在苏州市内的公园清除垃圾。

小学 在当地的小学讲授了环境保护的课程。 小学

四川绵竹市 灾区访问、捐款和提供产品。 苏州市政府

公司内部 在当地举办篮球赛。 当地政府

当地小学 向当地运动会捐款。 当地政府

设立以雇佣残疾人为目的的防尘服清洗部门。                                                
http://www.epson.jp/osirase/info0705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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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中国日本商会
理光软件研究所（北京）

有限公司

自然灾害发生时的募捐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有关环保的启蒙宣传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

划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

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

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

各种活动项目等）

天津日本人会

天津太平洋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富士通天国际贸易（天

津）有限公司

植树造林活动、鱼放生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东莞长安镇日

商企业联络事

务所

惠州南油林业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
当地小学的绘画竞赛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南京日本商工

俱乐部
名古屋银行南通事务所 为赴日留学生提供学费资助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南通日本人会

NEC 东金电子（吴江）

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募款活动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开展公司周边的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献血活动 医疗和社会福利 员工志愿者服务

向抚养孤儿和残疾儿童的专职机

构“社会福利院”捐助物品

医疗和社会福

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ORGANO（苏州）水处

理有限公司

设置环保论文奖“ORGANO 奖”，

向获奖者授予奖学金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实施

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学

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奥得时精密电子（苏州）

有限公司
援助四川地震灾区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吉田建材（苏州）有限

公司
环保社会活动 环保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三光化成塑胶（苏州）

有限公司

市内公园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为四川大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捐赠四川大地震灾害慰问金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苏州市内公园清扫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三洋能源

在当地小学讲授环保课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

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

各种活动项目等）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三洋“eneloop 杯”篮球比赛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公

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

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地区运动会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苏州爱普生 残疾人雇佣
医疗和社会福

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己组织策划

的项目（宣传活动、奖学金项目和

各种活动项目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公司内 大地震发生时的募款活动。 中国日本商会

北京日航新世纪饭店 开展环保宣传的活动，让学生们着重认识环保的重要性，改变日常行为。 中日电子政府应用技术协会

北京市内需要植树造林活动

的场所
每年的环境日，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公司内 向四川大地震的受灾群众捐款。

河西区友谊南路和珠江道之

间、刘庄桥北侧海河西侧

公司向河西园林局及水产研究所进行捐助，员工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和鱼

放生活动。
河西园林局、天津水产研究所

天津红十字会 为了援助四川大地震，向天津市红十字会捐款。 天津红十字会

主要是在广东省紫金市蓝塘

县等企业所在地，向山村分

校等提供援助

为当地小学举办绘画竞赛提提供建议和给予援助。 当地镇政府、当地小学

爱知县 每年承担 1 名籍贯为南通市的南山大学（名古屋）留学生的学费。

公司内 为了四川大地震救援，开展募捐活动。NEC 集团全体活动。 NEC 集团

公司周边 为改善公司周边环境，开展清扫活动。
作为 NEC 公司全球统一的社会

贡献活动实施

公司内 员工无偿献血。

吴江市孤儿和残疾儿童的专

职机构“社会福利院”
向员工募捐，为购买奶粉及尿不湿等必要物品提供援助。

苏州和其他地方 设置环保论文奖“ORGANO 奖”，表彰优秀论文，授予奖学金。
中国科学技术院和苏州工业园

区管理委员会

公司内 公司内部募捐，为了共同抗击四川地震灾害提供援助。 NPO

该公司建筑物、合作的中小

学校、外部设施

与苏州工业园区内的中小学校合作，参加公司外部环保活动，为学生举

办环保学习会，参加苏州工业园区举办的跳蚤市场活动等。
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新区内的公园（场地每

年不固定）
每年秋天在市内公园开展以清除垃圾为活动内容的员工志愿者服务。

苏州新区
公司在公司内募款，同时还拨出与该捐款同等金额的善款，作为四川大

地震善款捐赠。这些善款通过红十字会捐赠。
苏州市红十字会

公司内
公司拨出与员工捐款相同金额的善款，作为四川大地震受灾慰问金，捐

赠给苏州红十字会。

( 苏州市内 ) 公司附近的公园 每年 10 月，约 60 名热心员工在苏州市内的公园清除垃圾。

小学 在当地的小学讲授了环境保护的课程。 小学

四川绵竹市 灾区访问、捐款和提供产品。 苏州市政府

公司内部 在当地举办篮球赛。 当地政府

当地小学 向当地运动会捐款。 当地政府

设立以雇佣残疾人为目的的防尘服清洗部门。                                                
http://www.epson.jp/osirase/info0705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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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南通日本人会

苏州爱普生

献血活动 ：公司每年举办 医疗和社会福利 员工志愿者服务

清扫活动和敬老院慰问活动等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

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

业等）

苏州井上中鼎办公机器

制品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苏州松下系统科技有限

公司
四川大地震相关的资金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苏州松下电工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捐款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参加地方的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共场所的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苏州富士胶片映像机器

有限公司

绿化协力队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献血活动 医疗和社会福利 员工志愿者服务

武汉日本商工

俱乐部

东风本田汽车 建设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武汉东芸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株式会社 AO 竹田

设计）

向四川大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1998 年向武汉洪灾捐款 2 万元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为希望工程提供捐款、捐赠物品

以及开展志愿者活动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理研汽车配件（武汉）

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援助武汉市贫困家庭重病学生的

活动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艾迪系统开发（武汉）

有限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日本 ID
奖学金制度”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湖北经济学院计算机学院“ID 日

语讲座基金”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北京日本人会

马自达（中国）有限公

司
援助四川地震灾区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华钟咨询

四川省地震相关捐赠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实

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建设华钟希望小学和提供奖学金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实

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AIESEC 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供参观场地

三菱电机空调影像设备

（上海）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希望工程项目的规定，

对贫困地区的学校建设提供援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上海华钟投资咨询 华钟希望小学的建设和奖学基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

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

事业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公司内 通过员工志愿者活动，开展集体献血。 苏州市红十字会

公司内部

                                                                                                                                               
开展员工的社会公益活动，清除垃圾。                                                                                                                                               
开展员工的社会公益活动，慰问托老院。

公司
2008 年 5 月为了向四川地震提供救灾援助，代表当地企业，公司全体员

工捐赠共计 1.3 万元。
公司员工

四川大地震时，公司援助了 8 万元资金，此外员工还捐赠了 7 万元。合

计共 15 万元资金援助。

四川大地震募集善款活动。

苏州近郊的山林 参加地方的植树造林活动。

工厂周边 公共场所的清扫活动。

恩格贝及左翼后旗 开展旨在控制中国沙漠化、恢复绿色大地的植树造林活动。 富士森林、绿化网络、SSASS

公司内 从员工为医疗作贡献的观点，支持员工每年献血。 苏州市血防中心

东风本田励志小学 提供小学的建设费用。 东风本田集团

公司内 公司和员工捐赠现金。 中信集团武汉市建筑设计院

市民政局 98 年武汉洪涝灾害时，向该市民政局捐赠 2 万元。

俱乐部大会和忘年会 协助武汉日本商工俱乐部举办的希望工程项目。 武汉日本商工俱乐部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向四川大地震受灾地区捐赠了 10 万元资金。 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

湖北省武汉市 在武汉市向贫困家庭的患重病学生援助 1 万元资金。
武汉市红十字会、武汉市教育

局

各大学
对学费支付存在困难的大学生，提供学费、生活费、实习和就业机会等

援助。
武汉市人民政府

各大学
面向计算机技术专业的大学生，在大学内开设日语讲座。为讲座的运营

提供资金援助。
武汉市人民政府

四川和上海
以马自达集团的名义捐款。

然后，通过上海红十字会捐赠一辆救灾车辆。

                                                                    

上海红十字会

四川荥经县和汶川 为汶川孤儿捐助 18 万元。为设立四川华钟希望小学捐赠 50 万元。

上海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每年向上海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供 10 万元奖学金，用于华钟希望小学。

公司内 国际交流。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 向希望工程捐款，参与贫困地区学校的建设。（08 年度提供资金）
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安徽

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四

川省

每年向上海青少年基金会提供 10 万元的资金援助，用于华钟小学的建设

和奖学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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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南通日本人会

苏州爱普生

献血活动 ：公司每年举办 医疗和社会福利 员工志愿者服务

清扫活动和敬老院慰问活动等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

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

业等）

苏州井上中鼎办公机器

制品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苏州松下系统科技有限

公司
四川大地震相关的资金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苏州松下电工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捐款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参加地方的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公共场所的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苏州富士胶片映像机器

有限公司

绿化协力队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献血活动 医疗和社会福利 员工志愿者服务

武汉日本商工

俱乐部

东风本田汽车 建设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武汉东芸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株式会社 AO 竹田

设计）

向四川大地震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1998 年向武汉洪灾捐款 2 万元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为希望工程提供捐款、捐赠物品

以及开展志愿者活动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理研汽车配件（武汉）

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震相关活动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援助武汉市贫困家庭重病学生的

活动
人道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艾迪系统开发（武汉）

有限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日本 ID
奖学金制度”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湖北经济学院计算机学院“ID 日

语讲座基金”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北京日本人会

马自达（中国）有限公

司
援助四川地震灾区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华钟咨询

四川省地震相关捐赠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实

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建设华钟希望小学和提供奖学金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实

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奖

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AIESEC 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供参观场地

三菱电机空调影像设备

（上海）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希望工程项目的规定，

对贫困地区的学校建设提供援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上海华钟投资咨询 华钟希望小学的建设和奖学基金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

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

事业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公司内 通过员工志愿者活动，开展集体献血。 苏州市红十字会

公司内部

                                                                                                                                               
开展员工的社会公益活动，清除垃圾。                                                                                                                                               
开展员工的社会公益活动，慰问托老院。

公司
2008 年 5 月为了向四川地震提供救灾援助，代表当地企业，公司全体员

工捐赠共计 1.3 万元。
公司员工

四川大地震时，公司援助了 8 万元资金，此外员工还捐赠了 7 万元。合

计共 15 万元资金援助。

四川大地震募集善款活动。

苏州近郊的山林 参加地方的植树造林活动。

工厂周边 公共场所的清扫活动。

恩格贝及左翼后旗 开展旨在控制中国沙漠化、恢复绿色大地的植树造林活动。 富士森林、绿化网络、SSASS

公司内 从员工为医疗作贡献的观点，支持员工每年献血。 苏州市血防中心

东风本田励志小学 提供小学的建设费用。 东风本田集团

公司内 公司和员工捐赠现金。 中信集团武汉市建筑设计院

市民政局 98 年武汉洪涝灾害时，向该市民政局捐赠 2 万元。

俱乐部大会和忘年会 协助武汉日本商工俱乐部举办的希望工程项目。 武汉日本商工俱乐部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向四川大地震受灾地区捐赠了 10 万元资金。 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

湖北省武汉市 在武汉市向贫困家庭的患重病学生援助 1 万元资金。
武汉市红十字会、武汉市教育

局

各大学
对学费支付存在困难的大学生，提供学费、生活费、实习和就业机会等

援助。
武汉市人民政府

各大学
面向计算机技术专业的大学生，在大学内开设日语讲座。为讲座的运营

提供资金援助。
武汉市人民政府

四川和上海
以马自达集团的名义捐款。

然后，通过上海红十字会捐赠一辆救灾车辆。

                                                                    

上海红十字会

四川荥经县和汶川 为汶川孤儿捐助 18 万元。为设立四川华钟希望小学捐赠 50 万元。

上海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每年向上海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供 10 万元奖学金，用于华钟希望小学。

公司内 国际交流。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 向希望工程捐款，参与贫困地区学校的建设。（08 年度提供资金）
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安徽

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四

川省

每年向上海青少年基金会提供 10 万元的资金援助，用于华钟小学的建设

和奖学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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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北京日本人会

上海华钟投资咨询
四川省地震相关的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

动、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AIESEC 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供参观场所

上海林内有限公司 开展敬老爱幼活动 人道援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

清水建设（中国）有限

公司

参与地铁站内排队引导员和十字

路口交通指导员的志愿者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村田（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向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东洋工程（上海）有限

公司

向周边小学捐赠电脑并实施培训

活动
教育与体育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接收实习生 教育与体育 实习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日本航空上海分公司
对上海市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提

供资助
教育与体育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日立建机（上海）有限

公司

内蒙古沙漠绿化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对小学建设提供部分援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廊坊日本人会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

司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春蕾”计

划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厦门日本商工

俱乐部

东芝照明（福州）有限

公司

为周边小学提供捐赠 教育与体育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献血活动 人道援助 献血

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植树造林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向台湾台风灾害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烟台、威海日

本人会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

捐助四川大地震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地区居民的公开活动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参加社会上的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慰问敬老院 社区活动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

慰问残疾人儿童村 社区活动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

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学

费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萧山日商俱乐

部

爱信精机（佛山）汽车

零配件
开展志愿者活动，慰问敬老院 医疗与社会福利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

公司
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雅安蒙经县 为建造华钟小学及资助汶川孤儿分别提供 50 万元和 18 万元的资金援助。

公司内 开展了国际友好交流和各种社会活动。 AIESEC

中国全国

长期为公益性幼儿园、敬老院、孤寡老人家庭、伤残军人家庭、低收入家庭，

提供免费安装林内燃气器具，免费日常检查，免费维护（部分零部件更

换收费）等长期服务。

上海燃气集团

徐家汇地铁站内以及该区的

十字路口

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在地铁站内开展维持秩序指导活动和十字路口的

交通指挥活动。
徐家汇区

大学 资助贫困学生。
四川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

江大学、武汉大学

上海（还有其他中国当地企

业参与实施）
员工捐款，公司捐赠同等金额的款项。 红十字会

Wanliao Primary School in 
Shanghai

向周边的小学捐赠电脑，并对老师提供基本操作方法的培训。

上海总部 为中国大学生提供实习平台。

上海 为四川大地震捐赠了 20 万元。 红十字会

上海市 对上海市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每年举办 1 次）提供机票援助。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

沙地

把业务委托给绿化网络，与村民一起进行绿化，开展防沙漠化活动（每

年一次前往当地科尔沁沙地，或者通过绿化网络的报告等详细了解情况。

通过不懈的努力，每年都会增加一点绿地）。

绿化网络（NPO 团体）

山东省临沂市开发区

正当该公司考虑与代理公司共同开展地区社会贡献活动之际，与临沂市

政府领导达成意向：捐赠图书馆、电脑室、食堂（共计 280m2）以及操

场建设、校舍（教研楼）的粉刷等费用。

主办企业：山东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     
联营公司：青岛诚日建机有限

公司

四川省平昌
通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向 50 名女学生提供中学教育援助资金 10 万

元和文具捐赠。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横屿小学
向周边小学捐赠文具等。

公司内 定期开展献血活动。

附近公园 在附近的公园等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公司内 公司捐赠了 1 万元，员工捐赠了约 1 万元。 红十字会

公司内 为台湾台风灾害捐赠了五千元。 市政府

当地企业 公司、工会和员工捐赠了善款（30 万元）。 民政局

福山区河边广场
以前每年 8 月在福山区公园策划“矢崎文艺会”，以求与社区的融合。今

年与福山地区公安部门合作对交通安全启蒙活动进行策划并付诸实施。

福山区总工会、烟台市公安局

福山分局交警大队

解甲镇、治头南山
在日本永旺集团主办的植树造林活动中，常驻员工、家属和当地员工共

20 名左右参加了活动。
日本永旺集团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
每年农历 9 月 9 日（重阳节）前，公司和工会约派 15 人慰问养老院。捐

赠 10000 元左右的生活用品，并由公司文艺部举办文娱活动。

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
每年 6 月 1 日儿童节前，公司工会约派 10 人对残疾人儿童村进行慰问。

捐赠点心等土特产，以及 7000 元左右用于改善儿童村生活设施的费用。

福山区小学
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学费援助（从小学直至高中毕业为止，

每年 2500 元） 
福山区民政局

敬老院 保安部的员工慰问老人，提供电气修理服务。

公司及员工募集善款，向深圳红十字会等机构捐款 265,5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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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北京日本人会

上海华钟投资咨询
四川省地震相关的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实施自己组织策划的项目（宣传活

动、奖学金项目和各种活动项目等）

AIESEC 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供参观场所

上海林内有限公司 开展敬老爱幼活动 人道援助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

清水建设（中国）有限

公司

参与地铁站内排队引导员和十字

路口交通指导员的志愿者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村田（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向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东洋工程（上海）有限

公司

向周边小学捐赠电脑并实施培训

活动
教育与体育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接收实习生 教育与体育 实习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日本航空上海分公司
对上海市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提

供资助
教育与体育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日立建机（上海）有限

公司

内蒙古沙漠绿化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对小学建设提供部分援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助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供该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廊坊日本人会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

司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春蕾”计

划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厦门日本商工

俱乐部

东芝照明（福州）有限

公司

为周边小学提供捐赠 教育与体育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献血活动 人道援助 献血

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植树造林

向四川大地震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向台湾台风灾害捐赠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烟台、威海日

本人会

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

捐助四川大地震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地区居民的公开活动 教育与体育
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活动（活动、

奖学金计划、各种事业等）

参加社会上的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慰问敬老院 社区活动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

慰问残疾人儿童村 社区活动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该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

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学

费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萧山日商俱乐

部

爱信精机（佛山）汽车

零配件
开展志愿者活动，慰问敬老院 医疗与社会福利

捐助物品以及提供服务与设施（提

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

公司
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雅安蒙经县 为建造华钟小学及资助汶川孤儿分别提供 50 万元和 18 万元的资金援助。

公司内 开展了国际友好交流和各种社会活动。 AIESEC

中国全国

长期为公益性幼儿园、敬老院、孤寡老人家庭、伤残军人家庭、低收入家庭，

提供免费安装林内燃气器具，免费日常检查，免费维护（部分零部件更

换收费）等长期服务。

上海燃气集团

徐家汇地铁站内以及该区的

十字路口

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在地铁站内开展维持秩序指导活动和十字路口的

交通指挥活动。
徐家汇区

大学 资助贫困学生。
四川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

江大学、武汉大学

上海（还有其他中国当地企

业参与实施）
员工捐款，公司捐赠同等金额的款项。 红十字会

Wanliao Primary School in 
Shanghai

向周边的小学捐赠电脑，并对老师提供基本操作方法的培训。

上海总部 为中国大学生提供实习平台。

上海 为四川大地震捐赠了 20 万元。 红十字会

上海市 对上海市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每年举办 1 次）提供机票援助。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

沙地

把业务委托给绿化网络，与村民一起进行绿化，开展防沙漠化活动（每

年一次前往当地科尔沁沙地，或者通过绿化网络的报告等详细了解情况。

通过不懈的努力，每年都会增加一点绿地）。

绿化网络（NPO 团体）

山东省临沂市开发区

正当该公司考虑与代理公司共同开展地区社会贡献活动之际，与临沂市

政府领导达成意向：捐赠图书馆、电脑室、食堂（共计 280m2）以及操

场建设、校舍（教研楼）的粉刷等费用。

主办企业：山东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     
联营公司：青岛诚日建机有限

公司

四川省平昌
通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向 50 名女学生提供中学教育援助资金 10 万

元和文具捐赠。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横屿小学
向周边小学捐赠文具等。

公司内 定期开展献血活动。

附近公园 在附近的公园等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公司内 公司捐赠了 1 万元，员工捐赠了约 1 万元。 红十字会

公司内 为台湾台风灾害捐赠了五千元。 市政府

当地企业 公司、工会和员工捐赠了善款（30 万元）。 民政局

福山区河边广场
以前每年 8 月在福山区公园策划“矢崎文艺会”，以求与社区的融合。今

年与福山地区公安部门合作对交通安全启蒙活动进行策划并付诸实施。

福山区总工会、烟台市公安局

福山分局交警大队

解甲镇、治头南山
在日本永旺集团主办的植树造林活动中，常驻员工、家属和当地员工共

20 名左右参加了活动。
日本永旺集团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
每年农历 9 月 9 日（重阳节）前，公司和工会约派 15 人慰问养老院。捐

赠 10000 元左右的生活用品，并由公司文艺部举办文娱活动。

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
每年 6 月 1 日儿童节前，公司工会约派 10 人对残疾人儿童村进行慰问。

捐赠点心等土特产，以及 7000 元左右用于改善儿童村生活设施的费用。

福山区小学
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学费援助（从小学直至高中毕业为止，

每年 2500 元） 
福山区民政局

敬老院 保安部的员工慰问老人，提供电气修理服务。

公司及员工募集善款，向深圳红十字会等机构捐款 265,5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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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萧山日商俱乐

部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

公司

广东省抗洪救灾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深圳市海岸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植树活动

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

安全驾驶普及活动 交通安全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捐赠各类款项，开展献血活动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

广州 中日交流沙龙
国际交流与合

作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

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

业等）

广州曙光制动器有限公

司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植树造林活动 社区活动 参加植树造林活动

鼓励员工参与植树造林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

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

种事业等）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

（中国）广东分店

参加广东省国际咨询会议以及对

广东省提议

国际交流与合

作
对广东省提出建议

参加中山大学的系列讲座 教育与体育 讲座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

公司

援建阳春市合水镇三菱商事希望

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援建海丰县三菱商事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援建清远地区连山三菱商事希望

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2007 年度援助清远连山县太保希

望小学的教育设施建设
教育与体育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

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

2008 年度为汕尾市海丰县三菱商

事希望小学运动场以及教育设施

的改善提供帮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邀请希望小学优秀学生代表和老

师到广州见习
教育与体育 员工志愿者服务

贵州黔东南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2005 年广东省抗洪救灾捐款 5 万元（深圳市福永街道）、2006 年台风捐

款 10 万元（深圳市福永街道）。
深圳市福永街道

深圳市海岸 深圳市海岸清扫活动。（48 名热心员工参与的志愿者活动）

深圳市内公园

2004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50 棵       5 万元          （架山公园） 
2005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180 棵     10 万元        （莲花山公园）  
2006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50 棵       2 万元          （中心公园）  
2007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376 棵     12 万元        （大沙河公园）  
2008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200 棵     8 万元          （南山公园）  
2009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200 棵     8 万元          （大沙河公园）  
2010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100 棵     3 ～ 4 万元  （PLAN）                                                                                                                                          

深圳市

2006 年，向环保基金会捐赠 10 万元环境保护资金。 
2007 年，向环保基金会捐赠 10 万元环境保护资金。                                                        

广东省环保基金会

华北地区 在沙漠化加剧的华北地区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地方政府

广州、北京、上海和成都等 安全驾驶知识普及和教育。

公司内（以广州为中心） 发生大规模地震时，随时与员工一起捐款。

广州市内的咖啡店

举办广州的日语专业大学生与日本人志愿者的交流会。目前对日本感兴

趣且比较关注日本的学生与真正日本人接触的机会极少。另一方面有很

多日本人也想与中国人进行交流，但苦于没有机会，或受限于不能说汉

语等因素，无法实现。为满足上述两项需求，自 07 年 12 月开始，每月

举办 1 次交流会。在休息日包租咖啡厅 2 小时，分成小组（几名日本人 +
几名学生）自由交流。主要使用日语对话。每次约有 50 人参加。该公司

承担每次的费用（饮料和快餐）。日本人成员由广州总领事馆、广州日本

人学校教员和民间企业派驻人员等各类人员，合计 40 名左右组成。每年

秋天还参加由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Japan Day"。

公司内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公司人事总务部带头，组织员工捐款，并把这些捐

款捐给了红十字会。
广州红十字会

开发区内 作为地区环保绿化活动的一个环节，在公司周边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公司所在的番禺区内
在公司所在地的番禺区内定期开展植树活动，力求自然环境的改善和保

护。

广东省政府 向广东省省长提出广东经济发展建议并参加咨询会议。（日本总部社长） 广东省人民政府

中山大学
在第七界由广州日本商工会、广州日本总领事馆举办的中山大学系列讲

座上，中国当地法人代表南董事总经理发表讲演。 

广州日本商工会、广州日本总

领事馆

阳春市合水镇 2002-2003 年，对阳春市合水镇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汕尾市海丰县 2003-2004 年，对海丰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清远地区连山 2004-2005 年，对清远地区连山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清远市连山县
2007 年向清远市连山县太保希望小学捐赠图书、黑板和书架等教学设施，

合计约 10 万元。

汕尾市海丰县
向海丰县三菱商事希望小学捐赠大约 15 万元，用于运动场的改善。并捐

赠体育用品和图书。

广州

2009 年 9 月，邀请接受援助的清远市连山县太保希望小学、海丰县三菱

商事希望小学、阳春市合水镇平北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优秀学生代表和

老师共计 12 人到广州，并参观了益力多工厂和技术中心。

贵州 2009 年 2 月，四名员工参加了三菱中国植树造林活动，在贵州黔东南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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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萧山日商俱乐

部

吉田拉链（深圳）有限

公司

广东省抗洪救灾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深圳市海岸清扫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

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植树活动

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捐

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该

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

安全驾驶普及活动 交通安全

捐赠物品及服务、提供设备（提供

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各种活动项目

等）、员工志愿者服务

捐赠各类款项，开展献血活动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

广州 中日交流沙龙
国际交流与合

作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员工

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事业

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种事

业等）

广州曙光制动器有限公

司

四川大地震恢复重建援助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植树造林活动 社区活动 参加植树造林活动

鼓励员工参与植树造林活动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

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

种事业等）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

（中国）广东分店

参加广东省国际咨询会议以及对

广东省提议

国际交流与合

作
对广东省提出建议

参加中山大学的系列讲座 教育与体育 讲座

三菱商事（广州）有限

公司

援建阳春市合水镇三菱商事希望

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援建海丰县三菱商事希望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援建清远地区连山三菱商事希望

小学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2007 年度援助清远连山县太保希

望小学的教育设施建设
教育与体育

捐赠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

供本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

员工志愿者服务

2008 年度为汕尾市海丰县三菱商

事希望小学运动场以及教育设施

的改善提供帮助

教育与体育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捐赠

物品以及提供服务和设施（提供本

公司产品与服务、各种事业等）、员

工志愿者服务

邀请希望小学优秀学生代表和老

师到广州见习
教育与体育 员工志愿者服务

贵州黔东南植树造林活动 环保 员工志愿者服务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2005 年广东省抗洪救灾捐款 5 万元（深圳市福永街道）、2006 年台风捐

款 10 万元（深圳市福永街道）。
深圳市福永街道

深圳市海岸 深圳市海岸清扫活动。（48 名热心员工参与的志愿者活动）

深圳市内公园

2004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50 棵       5 万元          （架山公园） 
2005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180 棵     10 万元        （莲花山公园）  
2006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50 棵       2 万元          （中心公园）  
2007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376 棵     12 万元        （大沙河公园）  
2008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200 棵     8 万元          （南山公园）  
2009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200 棵     8 万元          （大沙河公园）  
2010 年 植树活动   树木 100 棵     3 ～ 4 万元  （PLAN）                                                                                                                                          

深圳市

2006 年，向环保基金会捐赠 10 万元环境保护资金。 
2007 年，向环保基金会捐赠 10 万元环境保护资金。                                                        

广东省环保基金会

华北地区 在沙漠化加剧的华北地区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地方政府

广州、北京、上海和成都等 安全驾驶知识普及和教育。

公司内（以广州为中心） 发生大规模地震时，随时与员工一起捐款。

广州市内的咖啡店

举办广州的日语专业大学生与日本人志愿者的交流会。目前对日本感兴

趣且比较关注日本的学生与真正日本人接触的机会极少。另一方面有很

多日本人也想与中国人进行交流，但苦于没有机会，或受限于不能说汉

语等因素，无法实现。为满足上述两项需求，自 07 年 12 月开始，每月

举办 1 次交流会。在休息日包租咖啡厅 2 小时，分成小组（几名日本人 +
几名学生）自由交流。主要使用日语对话。每次约有 50 人参加。该公司

承担每次的费用（饮料和快餐）。日本人成员由广州总领事馆、广州日本

人学校教员和民间企业派驻人员等各类人员，合计 40 名左右组成。每年

秋天还参加由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Japan Day"。

公司内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公司人事总务部带头，组织员工捐款，并把这些捐

款捐给了红十字会。
广州红十字会

开发区内 作为地区环保绿化活动的一个环节，在公司周边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公司所在的番禺区内
在公司所在地的番禺区内定期开展植树活动，力求自然环境的改善和保

护。

广东省政府 向广东省省长提出广东经济发展建议并参加咨询会议。（日本总部社长） 广东省人民政府

中山大学
在第七界由广州日本商工会、广州日本总领事馆举办的中山大学系列讲

座上，中国当地法人代表南董事总经理发表讲演。 

广州日本商工会、广州日本总

领事馆

阳春市合水镇 2002-2003 年，对阳春市合水镇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汕尾市海丰县 2003-2004 年，对海丰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清远地区连山 2004-2005 年，对清远地区连山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建设提供援助。

清远市连山县
2007 年向清远市连山县太保希望小学捐赠图书、黑板和书架等教学设施，

合计约 10 万元。

汕尾市海丰县
向海丰县三菱商事希望小学捐赠大约 15 万元，用于运动场的改善。并捐

赠体育用品和图书。

广州

2009 年 9 月，邀请接受援助的清远市连山县太保希望小学、海丰县三菱

商事希望小学、阳春市合水镇平北三菱商事希望小学的优秀学生代表和

老师共计 12 人到广州，并参观了益力多工厂和技术中心。

贵州 2009 年 2 月，四名员工参加了三菱中国植树造林活动，在贵州黔东南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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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萧山日商俱乐

部

佛山东海理化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

向附近敬老院捐赠。并在当地小

学设置奖学基金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

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

种事业等）

佛山日克耐热材料有限

公司
向四川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广州从化科昂诗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
援助四川大地震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捐助《从化 15 年》纪念册的制作

资金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附近敬老院、当地小学
开展附近敬老院的慰问活动并实施捐款。为当地成绩好、家庭贫困的小

学生，提供资金援助（09 年为 5000 元，以后待定）。

向四川捐款。

公司内 作为设立在当地的企业，为四川大地震捐款。同时还组织公司的员工捐款。

《从化 15 年》编委会
为纪念从化市成立 15 周年，为《从化 15 年》纪念册的制作捐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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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议所 企业名称
活动事例

活动领域                        活动形式
名称

萧山日商俱乐

部

佛山东海理化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

向附近敬老院捐赠。并在当地小

学设置奖学基金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服务、实施自行策划的

事业活动（活动、奖学金计划、各

种事业等）

佛山日克耐热材料有限

公司
向四川捐款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广州从化科昂诗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
援助四川大地震 救灾援助 资金援助（捐款和资金赞助等）

捐助《从化 15 年》纪念册的制作

资金
社区活动 资金援助（捐款与赞助费等）

                活动地点 活动概要 相关团体

附近敬老院、当地小学
开展附近敬老院的慰问活动并实施捐款。为当地成绩好、家庭贫困的小

学生，提供资金援助（09 年为 5000 元，以后待定）。

向四川捐款。

公司内 作为设立在当地的企业，为四川大地震捐款。同时还组织公司的员工捐款。

《从化 15 年》编委会
为纪念从化市成立 15 周年，为《从化 15 年》纪念册的制作捐助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