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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丰田置企业社会责任于战略经营高度
十年公益累计投入 1.23亿元

近日，广汽丰田发布《广汽
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2017 年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 该报告是广汽
丰田发布的第五份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主要内容为广汽丰田在
2017 年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
实践和绩效。 报告内容所涉及的
时间跨度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履责行动升温

为了保证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的专业和客观性， 和往年一
样，在社会责任报告启动编制之
前，广汽丰田邀请社会责任领域
的专家对全公司的 CSR 担当进
行社会责任基本理论、 发展趋
势、 报告编制方法等方面的培
训。

另外，广汽丰田通过多种渠
道积极获取各利益相关方的意
见，了解他们对广汽丰田履责工
作的看法，并以此作为广汽丰田
此次报告信息披露与未来可持
续发展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考。 为
此广汽丰田聘请了专业第三方
机构，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形
式与各利益相关方群体进行沟
通，较充分地了解了公司管理层
以及各个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与
期望。

根据国内外社会责任报告
相关标准，并结合对广汽丰田的
履责现状分析、舆情分析、同行
对标分析和利益相关方沟通情
况，第三方机构为广汽丰田 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选取出了 26 个
实质性议题。 根据利益相关方问
卷调查的数据分析结果，对这些
议题按照“对企业的重要性”和

“对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 两个
维度列出了议题的实质性矩阵
和排序，以此作为报告编写的依
据， 在报告内容中予以重点回
应，同时也作为广汽丰田后续的
履责工作的重要参考。

报告显示，怀着“用心关注
每一个人”的公益理念，广汽丰
田脚踏实地推进公益项目实施。
从 2007 年起， 从最初的捐款捐
物到搭建公益平台、发动更多人
参与， 到现在已经逐渐建立起

“环保行动”、“教育行动”和“安
全行动”三大公益品牌。 同时广
汽丰田也广泛投身于社区行动

和慈善捐助，十年来，在公益方
面的累计投入已达到 1.23 亿元。

2017 年，广汽丰田继续加大
对公益事业的投入，发起云南云
龙自然保护项目、 广汽丰田·座
驾精灵专列安全公益项目等，同
时也继续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
流、精准扶贫、捐资助学等行动，
并积极联合供应商、 经销商、车
主以及当地社区居民等共同践
行公益，深化履责过程中的利益
相关方参与。

建立系统公益

“我们将继续把企业社会
责任置于战略经营的高度，将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与企业 DNA 相
融合，让企业社会责任全面渗透
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各项实务之
中，我们愿通过不断升温的履责
行动，让您的微笑更安心、更欣
喜、更幸福。 ”广汽丰田总经理鱼
住吉博在报告中表示。

为更好地践行“美好共筑，
微笑共赢” 的企业社会责任理
念，广汽丰田主动携手各利益相
关方共筑美好生活，积极赢取利
益相关方的微笑，以实现“通过
汽车创造美好生活，服务和谐社
会”的梦想。

对客户，广汽丰田创新产品
和服务品质，满足客户更高的期
待，赢取客户的微笑；对员工，广
汽丰田造车育人，打造“幸福广
汽丰田”；对环境，广汽丰田构建
中国 No.1 环境可持续发展产业
链，做节能环保先锋，成为低碳
经济的引领者；对经销商，广汽
丰田与经销商建立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引领汽车销售渠道服
务标准化，实现企业与经销商的
共赢；对供应商，广汽丰田负责
任的与供应商开展合作，发挥领
导力， 致力成为最佳采购实践
者；对社会，构建融洽的社会关
系，推动社区发展和社会福利的
提升，助力和谐社会建设；对股
东，广汽丰田致力于以卓越的业
绩表现， 为股东创造稳定的回
报，努力成为全球标杆的合资企
业。

为此，广汽丰田建立了多层
次的社会责任管理机构，并设有
专人负责日常社会责任工作，有
效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

开展。
另外，广汽丰田不断延伸责

任的内涵，推进“为了实现可持
续发展社会的公益活动”。 怀着
“用心关注每一个人” 的公益理
念，从 2007 年起，广汽丰田逐步
建立起系统化、专业化、可持续
的公益体系，带动供应商、经销
商、员工、车主一起为社会公益
贡献力量，公益行动领域已覆盖
环保、教育、安全、社区、慈善等
板块，并打造出了“广汽丰田公
益·环保行动”、“广汽丰田公益·
教育行动”“广汽丰田公益·安全
行动”“广汽丰田公益·社区行
动”四大公益板块。

四大公益领域关注重点

2007 年~2017 年的十年来，
广汽丰田始终以环保、 教育、安
全、 社区四大公益领域为关注重
点，脚踏实地推进公益项目实施。

在环保领域，“广汽丰田公
益·环保行动” 致力于打造从厂
区到社区，再到保护区的“立体
自然保护体系”， 促进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 2017 年，广汽丰田
启动自然保护项目，携手山水自
然保护中心、中国绿化基金会等
专业机构，开展多重效益森林恢
复、科研监测、社区发展及自然
教育等相关工作。 项目通过创新
的合作形式，打造同时兼顾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套科学性

森林恢复方案，并最终形成可自
然循环的生态系统。 同时，围绕
自然教育，面向公众开展环保读
书会、环保分享会等活动，号召
更多的人认识自然，参与环保。

立足环保公益十年，广汽丰
田从自己的厂区开始营造“绿色
工厂模式”，到社区内倡导“绿化
环境”，到广东省内推动“植被保
护”， 再到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开
启“自然保护计划”，已经形成一
套由小及大、由近到远、由地方
到全国的“立体自然保护体系”。

在教育领域，“广汽丰田公
益·教育行动”也已坚持十年，发
展出公益小学捐建、大学生助学
金、奖学金捐赠、联合教育基地
项目、GOA 校园俱乐部活动等
一系列项目， 延伸出爱心帮扶、
英才支持、专才培养三大方向。

特别是在小学和大学教育
方面， 广汽丰田已在全国 20 个
省捐建了 25 所公益小学， 捐助
金额达 768 万元，改善了贫困地
区儿童上学条件与教学质量；已
向全国 25 个省市、25 所全国重
点高校累计捐助 848 万元助学
金，帮助 848 名贫困大学生完成
大学学习生活。

在安全领域，作为一家在产
品安全领域具有卓著声誉的车
企，广汽丰田通过“广汽丰田公
益·安全行动” 长期深耕交通安
全教育领域， 专注少儿安全教
育， 从传统的安全体验项目开

始， 逐步打造出了一个以 5~16
岁少年儿童为中心的交通安全
教育体系。

这个体系包括面向中小学
生开设的“座驾精灵 CSO 系列
交通安全教育课程”， 引导孩子
从全新角度理解和学习汽车安
全知识； 开展安全体验活动，让
少年儿童在趣味的游戏体验中
了解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安全意
识；联合交警部门，推出安全知
识读物《幸福小镇系列绘本》，通
过趣味童真的人物故事，让亲子
在阅读中掌握实用的汽车和交
通安全知识。 截至 2017 年末，
“广汽丰田公益·安全行动”的受
益群体已累计超过 25 万人。

在社区领域，为支持所在社
区的发展，增进与社区居民的和
谐互动，广汽丰田连续十年在南
沙当地社区开展植树造林、增殖
放流等环境保护活动，长期组织
员工以志愿服务的形式为敬老
院、工疗站社区弱势群体带去关
怀，并邀请社区居民来到公司厂
区进行参观。 广汽丰田自 2007
年起面向社会团体开展的公益
性工厂参观活动，已经累计迎来
了 25 万名来宾。

回望过去，广汽丰田在快速
发展的同时，将企业社会责任置
于战略经营高度。 从必尽责任、
应尽责任、愿尽责任三个层面入
手，广汽丰田构建起了全方位的
履责体系，用心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进一步助力和谐发展社会实
现。 2017 年，继续致力于创造人、
车与环境友好相处的美好汽车
社会，广汽丰田从“一切为了您
的微笑”中期规划出发，将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和行动与“更好的
汽车”、“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
持续的社会贡献” 深入融合，倾
心关注各方需求，全心赢取各方
微笑。

未来，广汽丰田也将继续开
展社会公益活动，同时应对中国
社会体制及需求的变化，在社会
责任践行上加大投入力度，以持
续升温的履责行动，力争成为良
好企业公民的典范。 （徐辉）

广汽丰田联动经销商、车主等启动交通安全校园行项目，为乡村孩子交通安全护航

广汽丰田生产线员工“匠心”生产，为顾客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广汽丰田启动云南云龙自然保护项目，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