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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述

在“以人为本”，“与环境协调
发展” 的双重 CSR 战略指引下，
LG 化学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
国贫困地区中小学的卫生间设施
改善的问题上。 了解到河北省、安
徽省、 天津市的多个农村小学面
临着卫生间设备简陋、 卫生条件
差等问题后，LG 化学携手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等公益组织， 带领企业员
工参与到“爱心卫生间”的建设项
目中， 不仅提高了当地小学的卫
生间条件，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
养成良好的日常卫生习惯和健康
的生活方式。

LG 化学的 “爱心卫生间”项
目专注于其专业领域发展项目 ，
也得益于其准确地理解了利益相
关者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 利益相关者一直
以来都是 CSR 领域的重要话题，
在上周的案例中， 我们也曾就相
关话题进行过讨论介绍 ，良好的
利益相关者管理是 CSR 项目获
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与利益相关
者加强沟通的重要性也早已不
言而喻。 CSR 战略为一个公司开
展 CSR 活动提供指引方向，它的
确定则需要建立在准确收集和分
析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基础之上 。
当公司面临多个项目选择时 ，只
有以充分理解和满足利益相关
者的需求为目的 ，才能够打造真
正有价值、 有意义的项目。 公司
在满腔热血地筹划着该如何开展
项目之前， 或许应当先考虑以下
几个问题：

1、公司的价值追求是什么？
在一定程度上， 公司的企业

社会责任表现与公司价值观的契
合程度反映了公司 CSR 的成熟
度。 一般公司会在实现经济效益
的同时兼顾与社会和环境的关
系。 而成熟度高的公司则更胜一
筹，不仅仅是几次扶贫或捐赠，而
是从公司整体出发， 将对利益相
关者的关怀主动融入公司价值体
系， 与利益相关者如员工、 供应
商、客户等结成同盟，实现协同作
用 ， 提升企业竞争力 。 “以人为
本”、“与环境协调发展” 是 LG 化

学的企业价值理念， 体现了公司
对于其所在社区和环境发展的责
任意识。 “爱心卫生间”项目致力
于帮助贫困地区的学生摒弃不良
的卫生习惯， 提升当地学校的卫
生水平， 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与
发展。

2、员工是否具有强烈的兴趣
和热情？

一方面 ，内部员工积极的参
与和支持对于公司 CSR 项目的
成功至关重要 。员工以志愿者等
各 种 形 式 投 身 公 司 的 CSR 项
目 ，有利于推动公司项目目标的
实现 ；另一方面 ，让广大员工成
为活动的主体 ，也成就了员工作
为个体对于社会的贡献 ，由此增
强了员工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达
成公司 、 员工与社会的多方共
赢 。 在 “爱心卫生间 ”项目中 ，LG
化学的员工以志愿者的形式参
与其中 ，为 “爱心卫生间 ”张贴有
关促进日常卫生习惯养成的宣
传页 ，定期进行爱心回访 。 员工
通过活动为平台 ，不仅将爱心播
撒 ，更提升了对于公司的归属感
和荣誉感 。

3、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到
底是什么？

CSR 项目不应当仅仅来源于
一个好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好的
CSR 项目需要产生正面的社会影
响，具有社会价值。 而社会价值的
创造在于其能够解决社会问题 。
于是，对于企业来讲，需要关注并
调查研究政府 、NGO、 社区面临
并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才能帮
助甄选出最有效最合适的 CSR
项目。 LG 化学在选择学校卫生间
作为项目对象之前， 进行了广泛
而深入的社会调查。 调查发现，青
少年的发展与未来获得了来自社
会高度的关注， 公司的针对青少
年 CSR 项目众多，但大多集中于
搭建希望小学、捐赠衣物书本等。
而针对校舍卫生条件改善、 学生
卫生文明习惯的养成方面， 鲜有
涉及。于是 LG 化学选择了中国几
个欠发达地区筹划项目， 并且与
当地政府联系， 表达了公司希望
帮助改善卫生条件的愿望， 取得

了来自政府的大力支持。 后来，为
了进一步扩大项目的影响范围 ，
公司还和 NGO 进行合作， 借助
NGO 在公益方面的专业性优势，
考虑学校规模和地区的经济状
况，一起实地走访调查，选择合适
的学校扩展项目， 让更多的有需
要的孩子能够享受到来自 LG 化
学的帮助和关怀。

4、公司可以从中获得什么？
尽管这一点并非开展 CSR

项目的决定性考虑因素，然而“鱼
掌兼得” 能够实现项目效益的最
大化， 在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的
同时为公司带来不容小觑的商业
价值，比如经济效益的增长、品牌
价值的提升。我们建议 LG 化学在
今后的项目中， 可以更多地考虑
与公司的主营业务相结合， 比如
在潜在客户群中发现寻找社会问
题、在项目中使用公司的产品、充
分利用员工资源等 ， 以最大化
CSR 项目的商业价值。

LG 化学对待公益的态度认
真而踏实 ，“爱心卫生间 ”的项目
切实地提升了当地学校的卫生
条件 ，帮助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 ；LG 化学履行社会责任
的脚步从未停歇 ，还计划继续推
进 “爱心卫生间 ”项目 ，并安排了
多种形式的回访活动 ，继续为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与发展贡献力
量 。 在未来 ，我们期待 LG 化学
能够在在企业社会责任的道路
上更加成熟 。

选择 CSR 项目是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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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化学：

爱心卫生间 关爱中国青少年健康成长
一直以来，LG 化学致

力于发展成为履行社会责
任、获取公众信任、受到社
会尊敬的企业。 在中国，LG
化学确定了以“青少年关爱”
为主的社会贡献活动， 并以

“梦想与希望同在”为活动口
号，全面围绕“青少年关爱”、

“社会福利支援”、“地区社会
贡献” 三大领域积极开展活
动。

“青少年关爱”是 LG 化
学在中国社会贡献活动的重
要方向之一，包括支援贫困学
生、改善学校设施、支援教育/
文化体验、奖学事业等。 秉承

“梦想与希望同在” 的理念，
LG化学先后与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合作，为中国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创造良好卫生环境、改善
中国贫困中小学的环境卫生
设施、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共同努力。

近几年，LG 化学在中国
持续推进的卫生环境改善项
目———爱心卫生间，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中国各地贫困中小
学的环境卫生情况。

LG 化学坚信，青少年是
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 因此

“青少年关爱”成为 LG 化学
在中国社会贡献活动的重要
方向之一， 这与 LG 化学在
全球各地的社会责任理念是
统一的。

在选择卫生间作为改
善目标之前，LG 化学就已
经开始关注中国贫困或偏
远地区青少年的卫生问题，
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村
地区学校卫生设施简陋、卫
生条件差。

之所以选择卫生间项目
是因为 LG 化学想通过自身
努力改变目前的状况， 为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
卫生条件， 从小培养他们正
确的卫生习惯。 目前，LG 化
学在中国正在开展的“爱心
卫生间” 项目是与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合作的， 在每个
项目正式确立之前，LG 化学
都会与基金会一起进行大量

的调查研究， 包括所在地区
生活水平、学校规模、师生状
况、卫生设施、条件现状等，
对比并实地考察结束之后再
最终选定项目所建地。

自 2010年以来，LG化学
在中国共完成五个“爱心卫生
间”和一个“爱心饮水工程”项
目。分别是在河北省沧州市东
光县铁西小学、河北省平泉县
七沟镇西崖门子中心小学、安
徽省舒城县千人桥镇鲍桥小
学、河北省故城县古城镇中心
小学、河北省万全县郭磊庄何
家屯小学建立爱心卫生间；
2011 年 5 月， 在天津市罗庄
子镇翟庄小学实施爱心饮水
工程。

从目前来看， 大多数的
公益项目对农村或偏远地区
学校的卫生设施不足、 条件
简陋等问题关注较少，LG 化
学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呼吁
大家更多关注这些地区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 作为 LG 化
学在中国持续推广的 CSR
项目，“爱心卫生间” 每个项
目的竣工落成， 不仅仅只是
简单的卫生设施修建， 更是
一项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良
好卫生习惯的有效举措。 每
次活动中，LG 化学的志愿者
们都会为“爱心卫生间”张贴
有关促进日常卫生习惯养成
的宣传页， 让孩子们在感受
干净、整洁卫生环境的同时，
也能接受健康卫生知识的熏
陶， 从小树立正确的卫生意
识，摒弃不良的卫生习惯，培
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针对“爱心卫生间”实施
项目中每个地区、每所学校地
域、条件的不同，LG化学还定
期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爱心回
访，比如：体育用品、爱心图书
室的捐赠，“大手牵小手”游北
京活动，“魅力化学， 走进校
园”，“韩国文化，走进身边”活
动，奖学金发放，贫困学生资
助等。

未来，LG 化学仍将继续
致力于“爱心卫生间”项目在
中国全面推广，关注中国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

LG 化学爱心卫生间内部设施

LG 化学在中国的 CSR 三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