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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2014年是蓝色光标持续高速成长的一年，在业务和业绩增长的同时，公司持

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公益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随着数字化和国际化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公司在所资助的NGO组织和项目上

也呈现出更多地提供社会化媒体的传播服务和参与有国际影响力的各种环境或

动物保护活动，同时通过并购或参股海外行业领先的企业也获得了在行业方面更

大的影响力 

在行业权威的霍尔姆斯报告（The Holmes Report）发布的2014年全球公关

公司250强排名中，公共关系相关业务的排名自2013年的第19名上升到第16名，

并继续蝉联亚洲最大的公关公司。 

 

 

 

全球公关咨询行业最具权威的行业周刊《PR Week》公布了2014年公关行业

最具有影响力50人榜单（Power List 2014），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文权

先生作为唯一入选的华人代表位列该榜单第27位。全球公共关系领域业巨擘均榜

上有名，包括全球知名公共公司领袖及众多500强企业的传播领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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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光标旗下子品牌We Are Social、Fuseproject、Vision 7以及蓝色光标

数字营销机构等公司斩获包括戛纳创意奖、SABRE AWARDS、D&AD等多个全球公关

类、设计类及营销类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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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光标积极参与行业交流。国内首个走出去智库（CGG, China Going 

Global）在2014年初成立，并在京举办首届“中国走出去投资并购论坛”，公司

董事长兼CEO赵文权先生和公司总裁毛宇辉先生参加了论坛活动。 

该智库由国内领先的投行、会计师、律师和品牌专家联袂打造，智库专家来

自于国际一线实务经验丰富的四大机构——中信证券、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中伦律师事务所和蓝色光标， CGG智库平台定位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一站式专业

服务平台”，从战略、金融、法律和品牌等专业服务维度，与走出去企业实现互

动交流、研究咨询、业务协同三大职能。平台包括网站、丛书、论坛，未来还将

包括微信公众账户、视频公开课培训、数据信息情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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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中旬，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4年年会在贵阳隆重召开，蓝色

光标是此次论坛的合作伙伴，公司总裁毛宇辉先生作为嘉宾应邀出席了论坛年

会。作为一家为大型企业和组织提供专业的品牌管理与营销传播等服务的企业，

蓝色光标利用自身资源，积极响应“建设美丽中国”号召与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

坛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国际化是企业的发展目标，也一直是国家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国来说，国际

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国际化，也应是理念与文化的国际化，生态文明的理念应该

得到全球的普及，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对中国乃至全球都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项

目，蓝色光标将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为推进生态文明践行企业应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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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始终关注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在2014年年中成立了人才和组织文化创

新机构“TEC”（Talent Empowerment Center,才赋中心）,此举旨在推动组织结

构和组织文化创新，建立数字时代以人才为唯一资产的公司核心竞争力，真正发

挥才智，汇聚智慧，实现人际网络和跨边界合作创造新价值。 

TEC的命名隐含深化技术基因的寓意，同时强调人才赋权、创造多样性和跨

界的文化。TEC通过虚拟团队组织构建网状非正式组织联结，发挥移动时代

“Social Connection”整合资源的机制，促进集团旗下各组织单元间通过个体

和小团体关联带来更多资源、知识、文化的深度融合。 

TEC致力于打造一个自进化的神经元网络组织形态，构建人才生态系统。它

将通过虚拟团队加入创新项目，承担人才培养基地、产品和服务孵化创新、以及

建立战略联盟组织等三方面重要的组织变革任务。 

 

蓝色光标十分注重参与社区活动，2014 年仍着眼于教育、环保和 NGO 支持

三大领域。 

 

教育领域 

 

广州蓝色光标筹办《“瑕之美”特殊孩子艺术节》及《311 我们都一样》项目 

广州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http://weibo.com/gzyangai） 

 

2014 年初，蓝色光标广州公司筹办并组织开展了《“瑕之美”特殊孩子艺

术节》及《311我们都一样》项目。“瑕之美”作为一个专为特殊孩子发掘创作

潜能及展示才艺的平台受到各界的广泛认可，各主流媒体均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整

体报道。 

从 2013年底至 2014 年初，蓝色光标广州公司积极筹划并推进了由 7 场系列

活动组成的“311我们都一样”项目，主要负责前期预热宣称及纪念日活动的媒

体传播工作。 

 

  

http://weibo.com/gzyan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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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麦田“都市方舟—打工子弟课外综合教育课程”项目进入第二年 

麦田教育基金会（http://www.mtjy.org） 

 

蓝色光标资助的麦田教育基金会“都市方舟—打工子弟课外综合教育课程”

项目已进入第二年，教学工作逐渐走入稳步发展阶段。该项目志愿者们长久以来

服务在社区一线，对社区环境、学生和教育模式逐渐熟悉，并在此基础上总结、

探索出一套适合该社区学生的教育方式，顺利完成第一学期打工子弟课外综合教

育课程。 

   
 

 

蓝色光标广州公司举办主题为“同心陪伴童心”的六一志愿者活动 

 

5月 24日，广州蓝色光标的 15名志愿者协同绿苗快车项目组、广州街坊情

和广州善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一起陪伴福利院儿童。志愿者与孩子们一

起行走老广州，通过城市导赏、旧城历史讲解、互动游戏等形式让他们体验广府

文化。 

 

   

http://www.mtj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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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光标资助工友之家举办“第六届新公民儿童文化艺术节” 

蓝色光标公益博客此活动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62ed870101num0.html） 

 

5月 31日，由蓝色光标资助、北京工友之家主办的“第六届新公民儿童文

化艺术节”顺利拉开帷幕。蓝色光标北京地区的 17位同事积极响应，以志愿者

身份参与此次文化艺术节活动。本届艺术节共有 15所打工子弟学校及 270 名师

生参与，同时到场的社会各界志愿者达 82人。 

 

  

 
 

 

资助广州金丝带“为爱光头”项目提供专业志愿服务资助 

 

2014 年 7月至 11 月，广州金丝带筹办了今年“为爱光头”的相关活动，蓝

色光标作为协办单位，身体力行地参与了筹备工作并承担媒体邀请及传播的任

务。该项目从 2012年发起至今，从第一年的“愿望成真，为 AI光头”，到 2014

年的“陪伴左右，为爱光头”已经走过了三个年头，抚慰了无数患病儿童的心灵，

也为患儿家庭和社会各界带去了正能量。今年的主题活动，共举办了两场落地活

动及一场病区探访活动，三场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广州市义

工联和中环广场等单位大力参与其中，演艺界人事也纷纷参与义演，光头天使为

爱光头，向社会公众传达“我们都一样”的公益理念。活动效果良好，多家媒体

进行了深入的报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62ed870101num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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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光标继续资助 2014 年雅安震后青少年夏令营 

外面的世界雅安郑湾夏令营 

（http://www.weibo.com/5214780116/Be5IUfqsa?mod=weibotime） 

 

蓝色光标出资 129,000 元继续资助 2014年雅安震后青少年夏令营项目。7

月 18日，2014年雅安震后青少年夏令营正式开营。夏令营设计了很多具有心理

建设作用的活动，搭建了孩子们乐于与他人沟通的桥梁，让他们对待自己的生活

和学业更加积极，更加自信。 

 

  

 

http://www.weibo.com/5214780116/Be5IUfqsa?mod=weibo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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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光标资助并参与北京工友之家举办的第五届“流动的心声”校际联谊赛 

北京工友之家/同心实验学校（http://www.tongxinedu.org/） 

 

蓝色光标资助并参与了 10月 25日北京工友之家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

皮村同心实验学校举办的“第五届“流动的心声”校际联谊赛。此次活动与往年

一样，使在外打工子弟和城市孩子一样可以放开心灵去欢乐。 

 

   

 

 

蓝色光标上海公司为“小小暴走，走路做公益”项目提供专业志愿服务 

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http://www.lianquan.org.cn） 

 

基于 “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的成功经验，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上

海联劝）于 11月 22日又发起了名为“小小暴走，走路做公益”的项目。蓝色光

标上海公司主要负责资源推荐、为赞助商提供活动策划、媒体沟通以及现场活动

支持等工作，有效保证了活动的合理化推进。 

 

 

蓝色光标公益资助青海“满天星公益力馆”项目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http://www.starscn.org） 

 

由蓝色光标资助的公益图书馆在 2013 年首次升级，图书数量、硬件设施、

图书馆管理均得到显著提升。在蓝色光标的支持下，满天星公益 2014 年在青海

化隆石大仓片区进行了阅读夏令营和公益图书馆升级的回访活动。其中共有 46

名志愿者在多所小学开展了为期 2周的阅读夏令营活动，共有 123名学生从中获

益；图书馆升级方面，今年为项目学校增加了 200 余册新书，三校藏书量达到

2391本。 

 

http://www.tongxinedu.org/
http://baike.baidu.com/view/89202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20275.htm
http://www.lianquan.org.cn/
http://www.stars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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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领域 

 

蓝色光标与“阿拉善生态基金会” 就项目合作进行沟通 

阿拉善生态基金会（http://www.alashan.org.cn） 

 

为促进改善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蓝色光标集团 CSR团队于 1月中旬与阿拉善基金会有关领导进行了沟通，就 2014

年基金会年度工作规划及蓝色光标为基金会提供公司志愿服务等事宜达成意向。  

 

 
 

北京蓝色光标设立服务阿拉善生态基金会项目组 

阿拉善生态基金会（http://www.alashan.org.cn） 

 

北京蓝色光标于 3 月设立阿拉善生态基金项目组，该项目组为基金会提供专

业志愿服务，主要工作是帮助其定位并制定年度推广计划。 

 

http://www.alashan.org.cn/
http://www.alasha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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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反对象牙贸易项目提供传播方案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http://www.ifaw.org/china） 

为进一步加强对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支持，北京蓝色光标在 3月初加派传

播专业人员完善项目组人员结构，项目组主要为基金会提供年度传播计划。 

 

 

蓝色光标阿拉善生态基金会项目组参与“2014 春季军警民联合荒漠植树活动暨

国情教育”活动 

阿拉善生态基金会（http://www.alashan.org.cn） 

 

由阿拉善生态基金会组织的“2014 春季军警民联合荒漠植树活动暨国情教

育”活动在 4月中旬开展，蓝色光标项目组成员深入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通古

淖尔地区参与了该活动。活动主要以植树固沙为主，包含了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

等环节。通过此次实践与考察，项目组对阿拉善地区的发展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和

了解。 

  

http://www.ifaw.org/china
http://www.alasha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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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光标公益携手同心互惠在北京办公室举办“闲置物品捐赠“活动 

同心互惠 http://www.tongxinhuhui.org/ 

 

4月 24日，蓝色光标携手同心互惠在北京办公室举办“闲置物品捐赠“活动，

共有 106 名同事参与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共捐衣物 1700余件，另有玩具、鞋、

电水壶、提包等物若干件，及书籍和其它杂物，女工合作社义卖收入 717 元。 

 

http://www.tongxinhu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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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久公司与同心互惠携手举办“闲置物品捐赠”活动 

同心互惠 http://www.tongxinhuhui.org/ 

 

4 月底至 5 月底，蓝色光标旗下今久公司与同心互惠一起举办了“闲置物品

捐赠”活动。在今久公司举办的专场活动希望通过捐赠闲置物品，用来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公司同事踊跃响应。 

 

 

 

 

上海蓝色光标为上海爱芬环保公益项目提供专业志愿服务 

上海闸北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http://aifen.org/ 

 

4 月 20 日至 5 月 4 日期间，上海蓝色光标创意部为爱芬环保“余宝宝酵素

家庭招募计划”提供了志愿设计服务，包括 LOGO、海报 、PPT 等视觉设计方案。 

http://www.tongxinhu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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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光标为阿拉善生态基金会提供专业传播服务 

阿拉善生态基金会（http://www.alashan.org.cn） 

 

5 月中下旬，蓝色光标项目组开始为阿拉善生态基金会的年报和论坛项目提

供策略支持和项目策划，广州蓝色光标的项目组也一同参与了该项目的策划和执

行。 

 

  

 

 

上海蓝色光标与“爱芬环保”举办闲置物品捐赠活动 

 

8 月 22 日，上海蓝色光标携手上海闸北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以

下简称“爱芬环保”）在上海蓝色光标办公区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一颗棉苞的旅

行”闲置衣物捐赠活动。 

 

 

http://www.alasha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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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支持领域 

 

与中国基金会中心网高管进行业务交流 

基金会中心网（http://www.foundationcenter.org.cn/） 

 

2014 年 3 月 6 日，蓝色光标 CSR 相关人员与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陶泽先生

会面并进行了沟通，双方通过沟通建立了业务联系。基金会中心网成立的宗旨是

建立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平台，提供行业发展所需的能力建设服务 促进行业自

律机制形成和公信力提升，培育良性、透明的公益文化。 

 

 

蓝色光标资助“恩友教你学财务”讲堂 

恩友财务新浪微博（http://weibo.com/nfriendsofngo） 

 

蓝色光标资助的“恩友教你学财务”2014 年第一期沙龙于 3 月 21 日开讲。

从 2013 年起，由恩友、北师大公益研究院联合主办，依托北师大公益研究院的

品牌项目“京师公益讲堂”定期在北京举办 NPO 财务讲堂。财务讲堂的定位是服

务于初创和成长期 NGO 组织，使恩友财务讲堂成为北京地区 NPO财务管理人员交

流的平台之一。 

 

 

http://www.foundationcenter.org.cn/
http://weibo.com/nfriendsof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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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光标资助的“2014 年度 NPO 财务人员分享网络平台（北京地区）”项目正

式开展 

恩友财务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nfriendsofngo  

 

蓝色光标继续资助“2014年度 NPO财务人员分享网络平台（北京地区）”项

目。2014第二期京师公益讲座 4月 18日开讲，讲座的主题是“如何提升社会企

业规模”。7 月 18 日，京师公益讲座 2014 年第四讲在京师大厦召开，现场吸引

了来自公益界的 60 多位人士参与。此次培训的主题为“全面了解公益组织的税

收”，由恩友财务的王亮先生和嘉宾李玥主讲。 

 

 
 

 

北京蓝色光标项目组拜访公益媒体 

 

2014 年 4月下旬，蓝色光标多次拜访了《证券时报》的中国上市企业社会责

任中心主任张旺先生和《公益时报》副社长董鸿乐先生，与公益媒体的专家们进

行了深度沟通。 

 

 

http://weibo.com/nfriendsof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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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光标资助 2014 年度构建 NPO 财务人员交流平台（广东地区） 

恩友财务（http://weibo.com/nfriendsofngo） 

 

2014 年 9月，蓝色光标继续资助广州市海珠区恩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以

下简称“恩友”）搭建广东地区的公益组织财务学习交流平台，目标是希望通过

6期的财务讲堂，搭建广东地区的公益组织财务学习交流网络，解决广东地区公

益组织无财务交流的平台，提高 60家公益组织约 120人次的财务管理能力及意

识，促进广东地区公益组织的财务规范化。 

 

 

邀请“陶行知教育基金会”负责人与公司员工分享 

 

9 月 11 日，蓝色光标公益邀请“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杨志喜先生

来公司分享。分享会上杨先生介绍了该基金会的成立背景及相关项目情况。 

 

 
 

 

为“2014 互联网公益广告大赛”提供评委 

       

蓝色光标应社会创新中心邀请为“2014 互联网公益广告大赛”提供了两名

评委。此次广告大赛的意在为发展中的公益项目做传播推广，征集有创意的广告

设计，挖掘优秀的公益设计人才。大赛主要面对 4000 万左右的大学生群体和年

轻设计师，以正在实施中的公益项目为题目，基于中国领先的 SNS社交平台，以

网站 banner 广告为作品形式，为 10个优秀公益项目征集出色的广告作品。  

 

 

参加 2014 年首届“CSR 中国文化奖”评价体系发布会 

 

8月 5日，蓝色光标应邀参加了 2014年首届“CSR中国文化奖”评价体系媒

体发布会，出席发布会的部分媒体和公益机构的负责人。会后文化奖相关工作人

员与蓝标进一步沟通。 

http://weibo.com/nfriendsof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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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志愿及员工志愿活动数据 

 

项目 2014年绩效 

公司公益捐款（万元） 51.6 

公司无偿志愿服务时长（小时） 1,663（约等值于公益捐赠 133万元） 

员工志愿者人数（人次） 92 

员工志愿者服务时长（小时） 832（约等值于公益捐赠 66.6万元） 

 

关于蓝色光标公益及相关绩效等其他信息将择时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