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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寄语

伴随着新冠疫情、自然灾害以及全球半导体短缺等多项突发事件对全球经济产生的严重影响，未来宏观环境的趋

势变化已越来越难以被预测。我们已经真正进入到了乌卡时代，并已真切地感受到了它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

杂性和模糊性。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田裕司

基于当下数字化转型加速、世界构造多极化及气候危机加剧等世界宏观环境的快速变化，柯尼卡美能达集团面

向 2030 年及更长远的未来社会课题全新定义了五大社会课题：提高工作意义并增进企业活力、实现健康高品

质生活、保障社会的安心和安全、应对气候变动及有效利用有限资源。

在我看来，提高工作意义和增进企业活力是柯尼卡美能达五大社会课题中需要被优先考虑的课题。在宏观环境

快速变化的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激励每一位员工积极主动地思考，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在日常工作中因势而动；

我们更需要鼓励企业的管理人员勇于打破部门间的壁垒，通过更高效的协同来加强企业内部的跨部门合作，进

而持续提高企业活力。

此外，我们也有必要不断扩展和加深同柯尼卡美能达集团各公司、经销商等中国国内合作伙伴的联系。只有通

过与多方合作伙伴间充分的交流和沟通，我们才能不断挖掘客户的痛点和潜在的社会课题，并通过提供专业的

服务来改善和解决企业乃至社会的课题。

为了更好地解决“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有效利用有限资源”这两大与人类自然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课题，

柯尼卡美能达集团早在 2017 年就启动了“中期环境计划 2019”，旨在通过数字技术将柯尼卡美能达的强项——

光学、影像处理等技术相融合，创造出有益于解决社会课题的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地区，我们基于“绿色经营”

的企业理念，围绕着“绿色产品”、“绿色工厂”以及“绿色市场”三大绿色活动，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着

手有效控制碳排放，力求不断创造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价值。

“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创造新价值”是柯尼卡美能达中国区开展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核心目标。2018 年，

柯尼卡美能达中国区创立了全新的公益品牌——“柯公益 KOPE”（KOPE=Konica Minolta+Hope）。多年以来，

我们汇聚集团之力携手中国地区合作伙伴、NGO 组织等积极投身教育公益、环保公益以及社会公益，以期通过

自身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秉持“创造新价值”的企业经营理念以及“Imaging to the People”的全新经营愿景，柯尼卡美能达将始终兼

顾“追求以人为本的人生价值”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两大目标。 “追求以人为本的人生价值”中的“人”，

不仅包括了我们自身的员工，更涵盖了员工的家庭、客户、客户的客户，乃至整个区域社会价值链中的所有人。

为了实现上述两大目标，柯尼卡美能达需要在快速变化的世界环境中不断探索、创新，通过加速推进企业自身

的数字化转型战略（DX）解决商业、环境和社会课题，为未来创造新价值，寻求人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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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经营本身的跨国企业，柯尼卡美能达

始终将“创造新价值”作为企业的经营理念，不断探索通过解决商业、

社会和环境课题来助推自身业务增长，并促进人类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有效路径。

伴随着数字化转型加速、生物技术应用普及、世界构造多极化及气候危机加剧等世界宏观环境的快速变化，

柯尼卡美能达分析了 2030 年更长远的未来可能遇到的社会课题，从“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与“柯尼卡美能达

自身的发展”两个视角，重新定义了五大社会课题：提高工作意义、提升企业活力；实现健康、高品质生活；保

障社会的安心 / 安全；应对气候变动以及有效利用有限资源，以借此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带

来的挑战，进而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

着眼于影响未来的五大重要社会课题，柯尼卡美能达于 2020 财年确立了全新的企业经营愿景——Imaging to 

the People 并发布了名为“DX 2022”（数字化转型 2022）的中期经营战略（2020-2022），旨在通过设定经济、

社会、环境三个维度的量化 KPI 来推进战略的落地。

集团中长期
经营愿景

经营
理念

经营愿景

六大价值观

Imaging to the People

通过满足用户的“可视化”需求，成为被全

球社会所支持、所需要的企业。稳健经营、

持续创新，致力于为人类及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贡献力量

 ● 开诚布公

 ● 不断创新

创造新价值

 ● 融合协作

 ● 客户至上

 ● 热情洋溢

 ● 责无旁贷

品
牌
主
张

G
iving Shape to Ideas   

创
意
改
变
世
界

品
牌
精
神

RETH
IN

K  

睿
思

实现健康、高品质生活

促进个体的健康、构建高品质生活，创造更美

好的社会

提高工作意义 提升企业活力

提升企业员工的生产效率和活力，让每个人绽放光彩

确保社会的安心 / 安全

提升工作场所、企业 / 用户 / 社会生活方式的

安心 / 安全，并确保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与安全

应对气候变动

与用户和供应商合作，减少企业内部以及整个

社会的二氧化碳排放

有效利用有限资源

促进企业供应链的有效利用，提升用户和供应

商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社会课题 2030 愿景 贡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提升企业员工的生产效

率和活力，让每个人绽

放光彩

促进个体的健康、构建

高品质生活，创造更美

好的社会

提升工作场所、企业 /

用户 / 社会生活方式的

安心 / 安全，并确保产

品和服务的安全与安全

与用户和供应商合作，

减少企业内部以及整个

社会的二氧化碳排放

促进企业供应链的有效

利用，提升用户和供应

商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五大社会课题的确立与柯尼卡美能达的业务增长紧密相关，更是每个业务

领域行动的基石。我们审慎分析了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宏观

发展趋势，从必须解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及业务增长的角度着手进行实

质性分析，进而明确了我们未来更广泛社会价值的创造点。

柯尼卡美能达 2030 愿景及贡献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情况

重新定义的
五大社会

课题

提高工作意义 

提升企业活力

实现健康、

高品质生活

确保社会的

安心 / 安全

应对气候变动

有效利用有限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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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柯尼卡美能达集团设定了“环境愿景 2050”，目标是到 2050

年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05 年削减 80％。2017 年，

我们进一步将气候变化视为机遇，增设“负碳”目标，承诺通过与业务合

作伙伴、客户和当地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将创造的二氧化碳减排效

果超过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2020 年，柯尼卡美能达做出新的承诺，将 2050 年实现“负碳”的目标

提前至 2030 年。

柯尼卡美能达在促进自身业务发

展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解决“环

境课题”创造新价值，共同推动

社会与地球的可持续发展。

 ● 到 2050 年，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05 年削减 80%

 ● 到 2030 年，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 60%，并且通过与

利益相关方合作实现负碳

 ● 最大限度有效利

用有限的地球资

源，促进资源的

循环利用

 ● 恢复和保护生物

多样性

柯尼卡美能达“环境愿景 2050”

柯尼卡美能达的新“环境愿景 2050”

环境愿景
2050

新
环境愿景

2050

中期计划
2019

中期计划
2022

新
2030 目标

环境愿景
2050

206.7
万吨

50%
削减 103 万吨

53%
削减 97 万吨

60%
削减 80 万吨

20192005 2022 2030 2050

80%
削减 40 万吨

本公司排放量的 1/2（58 万吨）

公司内

客户

供应商

社会
本公司排放量的 3/4（75 万吨）

超过本公司排放量（80 万吨）

采购

生产

物流

销售 / 售后服务

产品使用 负碳

柯尼卡美能达始终秉持“绿色经营”理念，通过开展以“绿色产品”、“绿

色工厂”、“绿色市场”为三大支点的绿色活动积极践行环保理念。我们

于 2011 年创建了集团“绿色产品认定制度”，旨在创造符合事业和产品

特性的环境价值，为客户和社会减轻环境负荷，提升长期收益。

可持续型绿色产品认定制度

从 2017 年起，我们将光学技术、影像处理技术、测量技术等方面的优势

与数字技术相融合，启动“可持续型绿色产品认定制度”，以创造不仅可

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而且能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DGs）角

度解决社会问题的产品与服务。

2020 年，可持续型绿色产品的销售额达 6760 亿日元，占集团总销售额

的 78%。由于产品环境性能的提高，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2.37 万吨，有效

利用资源 1.23 万吨。

可持续型绿色产品认定体系

绿色产品

环境

认定标准

SDGs

2017

10.3

10.9

20172017 2018

12.6

15.0

20182018 2019

12.4

14.8

20192019

8,000
10,000

6,000
4,000
2,000

0

80

60

30 15

40

20 10

20
10 5

0 0 0

100

2020

12.323.7

20202020 2021

13.625.7

20212021

 ● 具有以往产品无法

达到的环境性能

 ● 唯一技术

 ● 经营贡献

 ● 具有行业顶级或行

业首创的环境性能

 ● 具有行业领先的环

境性能

为解决社会课题做

出贡献、并能从

SDGs 的视角出发

明确阐述该贡献度

可持续型绿色产品 Prime
( SGP prime)

可持续型绿色产品 Plus
(SGP plus)

可持续型绿色产品
(SGP)

绿色产品销售额 产品使用时的 CO2 削减效果（千吨） 资源有效利用量（千吨）

6,576

64
7,785

74

7,331

74

6,760

78

7,500

80

贡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
标

目
标

目
标

销售额 总销售额的所占比重

亿日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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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材料

塑料由石油制成，但目前石油资源面临枯竭，且在海洋塑料污染等问题的驱动下，社会塑料管控力度趋严，因此，

柯尼卡美能达将塑料定位为高风险材料之一。为了将消费后的废塑料再生利用到对性能要求更高的复合机零部件，

柯尼卡美能达正在积极开发和升级回收再利用技术，希望将再生塑料扩展应用到更多的产品。

 ● 将聚乙烯牛奶瓶回收再利用于复合机的碳粉瓶，帮助解决社会废弃物的问题

 ● 已成功将碳粉瓶原料中的 PCR 比率提高到 40％，并计划在将来将其提高到 100％

 ● 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再生树脂的强度、阻燃性、可成型性，将废 PET 瓶和 PC 加仑瓶作为复合机的外壳材料进

行再生利用，在保障机身品质的同时，降低环境负荷

 ● 将从报废游戏机中回收的 ABS 树脂作为内部材料再生利用

 ● 2019 年度上市的新产品中，再生 PC/PET 用于外部材料的 PCR 比率提高到约 70%，再生 ABS 树脂用于内部

材料的 PCR 比率提高到约 95%。因此，再生材料的使用量提到至主体树脂总量的 25% 左右

柯尼卡美能达的环保再生技术

再生 PC/PET 树脂
提高强度 / 阻燃剂 /

品质稳定性、将再

生 PC/PET 树脂制

作成复合机的外壳

废 PET 瓶和 PC 加仑瓶应用

于复合机的外壳材料

废牛奶瓶加工成

碳粉瓶

再生 HDPE 树脂

使用独创的清洗技术

消除异味杜绝品质劣

化，将再生 HDPE 树

脂制作成碳粉瓶

废弃

加仑塑料瓶

废弃

PET 塑料瓶

再生

PC+PET

复合机

外壳材料

碳粉瓶

废弃牛奶

塑料瓶

再生

HDPE

产品节能技术

柯尼卡美能达开发的高效定影系统，有效降低产品能耗。通过降低典型能耗值（TEC 值），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柯尼卡美能达的

产品节能技术

衬垫加压法
定影系统

打印预览

LED 光源

仅使必要零
件通电的节

电设计

省电模式

接近传感器

ECO 指标
显示

具有学习功
能的“周计

时器”

 ● 采用衬垫加压定影系统，有效熔化

新型低温定影碳粉，减小了皮带和

辊子的直径并增加隔热性，降低打

印耗电量

 ● 用图表显示对环境的贡献

度，提高用户的环保意识

 ● 增加原稿照射亮度有助于更

快的扫描速度，减少扫描的

耗电量

 ● 在预定时间自动

在正常模式和节

电模式之间切换

的“周计时器”，

可根据办公室使

用情况（例如午休，

晚上和假期）进

行有效的节电

 ● 具 有 学 习 功 能，

可以收集 4 周的

使用数据，根据

计时器设置和实

际使用情况的差

异进行自动校正，

进行更高节电效

果的操作管理

 ● 可在复合机不使

用时减少耗电量

 ● 在主机液晶显示屏上的预览

中检查完成状态，以防止打

印错误。不仅节省纸张，还

可以减少电能浪费

 ● 具有内置的接近传感器，只需将手

指靠近复合机的操作面板，即可自

动从睡眠模式中唤醒，可在不降低

工作效率的情况下节省电力

 ● 仅为每种功能必要的部件供

电，可使耗电量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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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是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重

要环节，打造绿色工厂在绿色

经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柯尼卡美能达通过绿色工厂认定

制度，推动供应链合作伙伴共同

节能减排。

优秀绿色工厂认定

为了促进工厂开展减轻环境负荷和降低成本的活动，柯尼卡美能达推进了

“绿色工厂认定制度”，截至 2015 年，所有生产基地均达到了最高级别的

“二级”水平。

从 2016 年开始，我们启动了下一阶段的“优秀绿色工厂认定制度”，除

了减少公司内部环境负荷的常规认定标准外，还增加了与合作伙伴、客户、

当地社区等合作的活动。公司外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达到自身工厂二氧化

碳排放量的 10% 的认定标准的生产基地，才被认定为“优秀绿色工厂”。

绿色工厂

贡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2020 年，在推进柯尼卡美能达全

球主要生产基地达成目标的活动中

9.6

1.9

61
包括了中国的三家工厂柯尼卡美能达

商用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柯尼卡

美能达商用科技（东莞）有限公司和

柯尼卡美能达精密光学（大连）有限

公司（2018 年度：1 家；2019 年度：

8 家；2020 年：1 家）

生产基地达成了认定标准

二氧化碳排放减少

并在生产阶段减少排放物

总共削减成本

生产基地全部通过了

“优秀绿色工厂认定”

10 家

万吨

万吨

亿日元

1个

与 2005 年相比，我们

在 2020 年度

生产工厂节能

在通过“绿色工厂认定制度”努力提高能源生产效率之外，柯尼卡美能达

还开展了“节能支援项目”等各种措施减少生产活动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集团内负责工厂设计、生产设备设计和能源管理等的专业人员亲赴生产工厂，

对能源管理状况、空调和锅炉等公用设备及生产设备的状况，以及设备系

统的规格进行检查验证，提出适合各工厂的方案，利用该方案对节能效果

进行模拟，并落实措施。

IE 作业分析、提高良品率、导入自

动化机器、缩短间隔时间、优化生

产空间

非开工时停止运行，减少待机电耗

通过与排气 / 进气进行热交换、

利用除湿机的废热来减少蒸汽的

生产量

导入伺服电机，气缸

保温，红外线加热

集成制冷机，调整出口温度的设定
蒸汽管道的保温，管道集成，减少

阀门滴漏

导入变频控制，台数

控制，气压的优化

优化设定温度、优

化运行时间

减少照明数量，替换

为高效照明

设备运
转时间
最优化提升生

产效率

调整制
冷机的
操作

成型机
节能

调整空调
的运行

压缩空
气节能

照明
节能

废热
利用

削减散
热损失

2017 2018 2019 2020

25,356

42,872

31,391

50,487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生产工厂节能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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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卡美能达在中国的两家复合机生产工厂都

已达成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

2019 年 1 月，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科技（东莞）

有限公司实现了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从

2017 年 11 月起导入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面

积 25,000 平方米，发电容量 1.8MW，太阳

能发电覆盖约 15％的用电量，2019 年 1 月起，

通过购买绿色电力证书，实现 100% 使用可再

生能源。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现了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太

阳能发电系统安装面积 25,000 平方米，发电容量 1.7 MW，太阳能发电覆盖约 16％的用电量，其

余的用电量通过使用具有国际可再生能源证书的电力，实现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

使用可再生能源

2019 年 1 月，柯尼卡美能达加入国际倡议“RE100”，旨在利用 100％可再生能源开展业务。我们的目标是到

2050 年公司所有事业活动中使用的电力为 100％可再生能源，不仅加速实现“环境愿景 2050”的目标，并通过

普及可再生能源为减少全球碳排放做贡献。

作为实现长期目标的中期步骤，我们制定了公司内部目标，到 2030 年将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利用率提高到 30％。

从可再生能源相对普及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我们已逐步评估生产工厂和销售公司的购电合同，并从可行的公司开

始替换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截至 2020 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到 6.5％。未来，我们将考虑适用于全球各

个地区的最佳方法，并加大力度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采购。

东莞、无锡工厂实现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助力全球碳减排案例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科技（东莞）有限公司工厂屋顶上铺

设的光伏面板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科技（无锡）有限公司工厂光伏发电系统

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

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推进生产活动所产生的排放物的削减和再利用，努力降低废弃物的外部排放量，致力于构建循

环型社会。

绿色供应商活动

柯尼卡美能达正在推进同时降低环境负荷和成本的“绿色供应商活动”，向合作伙伴提供柯尼卡美能达在绿色工

厂活动中积累的环境技术和经验。柯尼卡美能达的环境专家协助合作伙伴，帮助提出包括成本削减效果和投资必

要性的改善提案，并与合作伙伴共同推进环境负荷削减活动。

提供・共享对策

数字工具

DX 节能

 ● 节能诊断

 ● 提出对策

 ● 结果确认

专家现场环境诊断

供应商

迄今的活动
个别的活动

提供・共享最优的解决方案

活用诊断技能 自我发现课题 实施对策

数据库化

柯尼卡美能达柯尼卡美能达

供应商

DX 绿色供应商活动
环保系统的确立

每年 10~30 家每年 3~4 家

导入推进
可再生能源

托盘再利用

减少材料损耗 削减成型边角料

削减包装材料 削减冲压边角料

包装材料再利用 减少辅材损耗

提高材料・零部件・产品的

良品率

导入无成型边角料的模具、

成型边角料最小化、内部循

环再利用

包装简易化、容器增量 步距最小化

公司内、生产据点间、与零

部件供应商之间的周转利用

清洗用溶剂的再利用、成形

机油的再利用

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周转利用、变更零部件用托盘尺寸用于产品出货

2017 2018 2019 2020

1,309

2,4172,394 

1,890

377,924
360,930 

264,856 

236,723 

外部排出量（吨）

取水量（吨）

生产工厂多措并

举，实现资源节

约及循环再利用

开展公司数（家）

2020
计划 实绩

20
30

10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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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0 年度开始，我们将节能专家的专业知识数字化、开发了节能诊断工具，启动了“DX- 绿色供应商活动”，

这种方式无需专家进行现场访问。

2020 年，我们对 6 家公司开展了 DX 绿色供应商活动，包括之前开展的绿色供应商活动，共有 29 家公司开展了

绿色供应商活动，其中 14 家达到了与柯尼卡美能达绿色工厂认定标准同等水平的“绿色供应商活动目标”。

2016

3 月

2017

3 月

2017

8 月

2019

3 月

2019

3 月

2020

3 月

2020

3 月

2017

3 月

2017

8 月

2018

3 月

2019

3 月

2020

3 月

2020

3 月

2020

3 月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活动开始时间：2014 年度

Allied Technologies (Saigon) Co., Ltd

活动开始时间：2015 年度

CATTHAI MANUFACTURING & TRADING 

COMPANY (CATHACO.,Ltd)

活动开始时间：2016 年度

常熟市新达模塑成型有限公司

活动开始时间：2016 年度

TRIPLUS INDUSTRY SDN. BHD

活动开始时间：2016 年度

鹏得精密科技（深圳 ) 有限公司

活动开始时间：2017 年度

NIPPON SEIKI CONSUMER PRODUCTS 

(THAILAND) CO., LTD. THAI NIPPON SEIKI 

CO., LTD.

活动开始时间：2017 年度

东洋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活动开始时间：2014 年度

思柏精密模具注塑（无锡）有限公司

活动开始时间：2015 年度

东莞汇景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活动开始时间：2015 年度

Guppy Plastic Industries (Penang) Sdn. Bhd.

活动开始时间：2016 年度

东莞康佳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活动开始时间：2017 年度

上海锦湖日丽塑料有限公司

活动开始时间：2014 年度

ASI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CO., LTD.

活动开始时间：2017 年度

达成绿色供应商活动目标的企业名单

柯尼卡美能达认为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只要是有利于客户的都属于解决

方案。在“绿色市场营销活动”中，我们分享通过自身实践积累的环境技

术经验，引起客户对柯尼卡美能达环境经营的共鸣，通过为解决环境课题

作出贡献而建立起彼此的信赖关系，以实现成为全球企业商务伙伴的目标。

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到面向终端用户的过程中，柯尼卡美能达积极

践行“绿色经营”环保理念，并携手各方持之以恒地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

展贡献力量。2020 年，柯尼卡美能达首次举办了以“低碳环保，绿意未来”

为主题的践行环保理念线上分享会。

柯尼卡美能达不仅在内部深入贯彻各项环保举措，还将多年积累的技术与

经验分享给终端用户。截至 2020 年，柯尼卡美能达已邀请 578 家终端用

户前往在华生产基地参与环保课题交流活动，除了环境之外，我们还在

质量、生产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等广泛领域中共享彼此的专业知识，并且

和部分客户开展工厂之间的持续交流。

绿色市场

柯尼卡美能达 2020 年践行环保理念线上分享会

贡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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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卡美能达

中国区柯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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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卡美能达长期致力于成为“为商业社会的发展不断创造新价值的企业”。2018 年，我们推出全新公益品牌——

“KOPE• 柯公益”，力求通过常态化、广泛性的公益活动，持之以恒、责无旁贷地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贡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世界无车日·绿色出行

绿意腾格里——压沙固壤

绿意腾格里——植树育苗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发展不能以

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在大气污

染、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土地

沙漠化等众多环境问题已突破国

界，成为区域性、全球性问题的

当下，柯尼卡美能达坚定做“绿

色经营”的典范。对内，我们积

极推广绿色办公，推行全员环保

培训；对外，我们希望通过携手

合作伙伴、媒体与公益组织身体

力行地投身绿色公益，唤醒更多

社会大众的环保意识，与利益相

关方共谋绿色发展。

柯尼卡美能达“YOU&WE 一起·爱绿色”

公益健康跑活动在上海徐汇滨江大道

成功开跑，近 120 位集团员工热情参

与活动

2018 年是柯尼卡美能达投身中国西

北沙漠化防治与捐资造林公益活动的

第一年，公司携手知名媒体深入腾格

里沙漠进行压沙固壤

柯尼卡美能达绿意腾格里公益团队再

次赶赴腾格里沙漠，在 18 年已完成

压沙的 20 亩荒漠种植 4,000 株耐旱

植物，亲手播种绿色希望

公益品牌

环保公益

2018 年
9 月

2017 年
9 月

2019 年
5 月

柯尼卡美能达环保公益足迹

为爱发声 海好有你 蔚蓝海洋公益行——守护蓝色“柯”能

绿意腾格里——苗木认养

寓意柯尼卡美能达致力于解决商业社

会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课题，为全

球社会带来新希望

KOPE = Konica Minolta + Hope

柯尼卡美能达集团公司携手合作伙伴

于大连和福建先后开展了两场海洋净

滩公益活动，共计清理海洋垃圾达

133.37 公斤

柯尼卡美能达“蓝色海洋护卫队”志愿

者在海口市五源河湿地公园为河道清除

外来物种

在文昌木兰湾开展净滩活动，并进行垃

圾分类，让具有回收利用价值的海洋垃

圾得以“变废为宝、重获新生”

在蜂虎鸟栖地开展杂木清理工作

柯尼卡美能达以树木认养的形式开展

沙漠防治工作，向八步沙林场捐资造

林，共计认养 100 亩（共计约 4,000

株）可以改良沙化土壤的植被，持续

助力改善沙漠环境

2019 年
9 月

2021 年
3 月

2020 年
9 月

有爱，就有柯能 教育、气候行动

公益
口号

专注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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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卡美能达始终将公益理念背负于肩。自 2007 年启动特殊儿童公益项目以来，

柯尼卡美能达持续为全国多地的特殊学校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帮助和关怀，根据特

殊学校的需求捐助教学物资，支援特殊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柯尼卡美能达

每年携手特殊学校，持之以恒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心融合活动并举行特殊儿童绘

画手工大赛，在为孩子们带去欢乐和陪伴的同时，也培养了孩子们的审美力和创

造力。

教育公益
贡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柯尼卡美能达教育公益足迹

2007 年起，柯尼卡美能达启动“与柯尼卡美能达共迎彩色未来”公益活动，持续开展特殊学校爱心回访，为多所特

殊学校捐助彩色复合机、多功能一体机等输出设备，帮助特殊学校打印彩色教材，提升教学品质。

截至 2020 财年末，活动已举办 14 届，足迹覆盖全国 8 座城市，12 所特殊学校。

2019 年 3 月，柯尼卡美能达携手 SMG 上海人民广播

电台旗下流行音乐频率“动感 101”以及“一扇窗计划”

公益组织共同组建爱心支教团，前往江西瑞金拔英乡拔

英小学开展了爱心支教活动，为当地的孩子们送去了为

期两天的音乐及绘画课程，并以拔英小学为试点正式启

动了远程音乐支教项目，让艺术的种子在山区生根发芽。

2011 年，柯尼卡美能达举办首届特殊儿童绘画手工大赛，

为特殊儿童们搭建了一个展示和播撒梦想的平台。该活

动旨在锻炼特殊儿童动手动脑能力，同时培养他们的审

美能力和创造力，进而帮助他们发现生活之美，激发孩

子们对自然的好奇和对生活的热爱。

截至 2020 财年末，活动已举办 10 届，足迹覆盖全国

8 座城市，12 所特殊学校。

2019 年，柯尼卡美能达“柯学图书馆”项目首次在

青海省大通县落地。2021 年，第二期项目也圆满收官。

我们为偏远地区的学校援助了图书馆、远程教育系统

以及多功能复合机等教学物资，希望能为山区的孩子

们打造一个拓宽视野、启迪心智的学习平台，让孩子

们可以在阅读中点亮思想明灯，不断汲取知识的力量！

与柯尼卡美能达共迎彩色未来

启蒙音乐梦想

柯学图书馆

柯尼卡美能达特殊儿童绘画手工大赛

柯尼卡美能达始终以实际行动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可持续发展重点课题，给予社会

弱势群体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致力于同时实现“提升企业价值”和“为社会创

造价值”。不断扩大“柯公益”矩阵，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公益事业的重要

性并付诸于实际行动，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社会公益
贡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长期以来，柯尼卡美能达一直聚焦公益事业，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切实可行的

方式给予社会弱势群体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2019 年，柯尼卡美能达正式加入中智上

海公司的“圆梦计划”，签约了王洋等五名残疾人运动员，希望通过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帮助他们创造机会点亮心中梦想，实现自我价值。

齐心
抗疫

爱心
助残

新冠疫情发生后，柯尼卡美能达凝集团之力投身新冠疫情阻击战，强力支援抗疫一线

单位，共克时艰。

在武汉市疫情最为严峻的春节时期，柯尼卡美能达株式会社在了解当地医疗需求后，

携旗下在华子公司：柯尼卡美能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柯尼卡美能达医疗印刷器

材（上海）有限公司，向武汉 6 所一线救援医院捐赠了 8 台总价约 600 万人民币的柯

尼卡美能达 SONIMAGE HS-1 超声诊断系统，用于医院重症监护科室（ICU）的患者

观察，以减轻前线医务人员的工作负担。

此外，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还通过遍布全国各地的经销商网络，

向一线疾控组织捐赠总价逾 300 万人民币的文印输出设备，为一线疾控单位的文印业

务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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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 2020 年 SAM 可持续发展奖银奖 获颁 2020 ecoovadis 金牌级可持续性评级奖章

入围“2020 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 荣获 2020 年度 “智造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奖”

入选 2020 CDP“气候指数 A 级名单” 自 2012 年起每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世界指数

自 2009 年起每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亚太指数

自 2003 年起连续入选 FTSE4GOOD 指数；自

2017 年起连续入选 FTSE Blossom Japan 指数

自 2011 年起每年获颁“ISS-oekom”的“PRIME”奖项

柯尼卡美能达集团荣誉

柯尼卡美能达中国区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