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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志愿活动

志愿活动：以不同的方式发挥重要作用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专项小组或理事会的一员，思科的员工一直以来都在无私奉献他们的时间和金

钱。在经济困难时期，  这种社会精神显得尤为珍贵。为了响应奥巴马总统 “为美国做出更大贡献”的号召，

思科社区关系部于 2009 年 4 月启动了“思科志愿者运动”（Cisco Volunteer Movement）。这一倡议邀

请本公司的全球员工做出每年从事若干小时社区服务的承诺。这一运动鼓舞了本公司的志愿者项目，并使

其焕发出全新活力。本公司每年都评选出 50 名优秀志愿者，并授予他们“最杰出的五十名思科公民”的

称号。

2009 年 2 月，思科宣布，思科员工、思科基金会和思科名誉主席约翰 · 摩格里奇在 2008 年全球饥饿救

济活动期间为支持世界各地的饥荒救济组织共计捐款 460 多万美元。思科全球员工的捐款超过了原先承

诺的目标。年度活动（2008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员工在当地社区捐赠的饥荒救济捐款超

过了130万美元。思科基金会和摩格里奇家族成立的私人慈善机构TOSA基金会共计捐赠了约330万美元。

在 2008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19 日期间，思科基金会按 2 ：1 的比率为所有金额为 50 美元以上（新兴

市场地区为 12 美元）10,000 美元以下的合格员工捐款进行等额额外捐赠。思科的这项全球活动为 108

个当地和国际食品援助机构提供了救济款，共有 30 多个国家的思科员工参加了这项活动。

2009 年 6 月，思科作为企业主办方和协办方对全美志愿和服务大会提供了支持。全美志愿和服务大会是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志愿者和志愿服务领袖集会，与会者来自非营利组织、政府部门和企业，有 3500 多人

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期间，思科在 Cisco Energy Exchange 展厅为那些希望扩大其知名度和推动其计

划进展的组织提供了技术支持。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48/about_cisco_cisco_foundation.html
http://www.volunteeringandserv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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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公民委员会

思科公民委员会把企业社会责任和个人的“回馈”伦理付诸行动，致力于在员工生活和工作的社区发挥积

极作用。这些委员会由积极履行志愿者承诺的优秀员工组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与非政府组织的合

作关系、发起产品捐赠活动、努力筹措现金捐款，并致力于满足当地社区的具体需要。

思科公民委员会在世界各地的重点工作

在世界各地的 30 多个思科公民委员会中，思科的员工在本公司致力于在地方级别创造重大变革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思科员工亲自参与了一系列有助于为社区和居民创造良好生活环境的行动。

澳大利亚/新西兰公民委员会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ANZ）地区思科公民委员会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约克角的 Djarragun 学院展示了人际

网络的作用。该学院的大部分学生是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后裔。思科的员工帮助他们建立本土的

教育模式，并且希望将这一模式推广到澳大利亚其它类似的地方。该思科公民委员会构建网络，帮助教师

使用技术，指导和支持学生走向就业或继续深造，以此帮助这所学院实施教学变革。

ANZ 公民委员会还通过约克角合作计划支持社区的发展，为约克角 4 个社区的福利改革计划提供了通信

技术。他们投入的现金、产品和志愿服务时间总额近 1,000,000 澳元（约合 81,4000 美元）。虽然仍处在

起步阶段，但 ANZ 公民委员会仍然取得了以下成绩 ：

• 安装了价值 800,000 澳元（约合 651,700 美元）的教育级网，该网络已在学校投入运行。

• 入学率上升，缺勤率下降，有更多学生利用互联网技术学习。

• 已经设立了 9 个志愿者项目。

• 志愿者为索纳莉 · 麦卡锡女子基金（Sonali McCarthy Fund for Girls）募集了 64,000 澳元（约合 53,000

  美元），使得 Djarragun 学院的女生有机会参与各种活动和项目，从而提高她们个人素养，接受更多教育，

  培养领导能力。该基金以已故的对该公民委员会有突出贡献的创始成员索纳莉 · 麦卡锡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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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jarraguncollege.qld.edu.au/
http://www.sonalimccarthyfund.com/


版权所有 © 1992-2009 思科系统。本文档为思科公开信息。

2009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E38

• 2007 年和 2008 年，有 12 名学生参加了思科网络大会，获得了工作体验。思科网络大会是一年一度的 

  信息通信技术展会，每年吸引数千名专业人士和参展商参会。

• 为 Djarragun 学院和约克角合作计划开通了 45 个思科网迅网络会议帐户，方便约克角地区土著社区之

  间的通信。

• 思科合作伙伴 Telstra 已经升级宽带接入 Djarragun 以及周边的 Wangetti 学院校园宽，并承诺给予 2 年

  免费的优惠。

• 思科合作伙伴 Promethian 同意向 Djarragun 学院捐赠两套电子白板，并提供电子白板的使用培训支持。

• 思科培训合作伙伴 Taleka 向 Djarragun 学院教职员工提供了有关 IP 电话的现场培训。

• 思科合作伙伴 IBM 向该校提供了电子导师软件。

• 澳大利亚教育就业和劳动关系部资助了一位数字学习专家与教师开展职业发展合作。

亚洲公民委员会

在成立的第一年中，亚洲公民委员会与思科消费业务部和思科 IT 部合作，将快乐和技术带到新加坡晨曦

儿童之家。这是一家受虐待和被遗弃儿童保护机构。亚洲公民委员会利用产品捐赠对晨曦儿童之家的无线

网络进行了升级，使孩子可以上网。孩子们还获赠了经过翻新的笔记本电脑。

加拿大公民委员会

加拿大公民委员会的员工邀请亲朋好友和同事向多家慈善机构捐赠了 110,000 加元（约合 100,000 美元），

思科基金会还为此匹配了 115,000 加元（约合 105,000 美元）的捐款。加拿大员工为当地的粮食银行分

捡了 80,000 多磅食物，并致力于改善儿童健康、安全和经济状况的宣传机构——儿童联盟，募集了超过

12 万加元（约合 110,000 美元）。

中国公民委员会

作为“希望小学”项目的一部分，思科在中国的员工向多所学校提供了援助。援助的形式多种多样，从

为教室提供计算机和打印机，到为学生提供书籍和文具，甚至组织为希望小学打新的水井。2009 年 4 月，

第五所思科员工希望小学在中国广东省落成，第六所思科员工希望小学将于 2009 年 9 月在安徽省竣工。

所有思科员工希望小学都是靠思科员工的捐款和思科基金会的匹配资金捐资兴建的。截至目前，已建成 5 所

思科员工希望小学，约有 700 名一至六年级（6-12 岁）儿童在此就学。

今年举办的其它活动 ：

• 与国际青年成就计划共同于 2009 年 3 月 28 日在北京、广州和上海组织了就业日活动。有 57 位来自思 

  科的志愿者参加了 6 场专题报告会和 2 场研讨会，来自这些城市 7 所大学的 483 名大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 在 2009 年 5 月 2 日“工作影子日”期间，有 20 名员工志愿者和 33 名学生参观了位于北京思科客户

  访问中心，体验了“思科网真”协作技术。

• 作为四川地震抗震救灾工作的一部分，思科中国和思科网迅的员工向灾民捐赠了 1400 多件生活用品，

  其中包括棉衣、棉被、鞋，以及儿童服装。此外，思科华南区还设立了一笔基金，用于采购 100 条棉被，

  发放给四川云峰地区的灾民。

母亲节快乐

2009 年 5 月 9 日是中国四川

大地震后的第一个母亲节。23

名身在广州的孩子利用“思科

网真”技术“看望”了他们远

在成都的母亲。这些孩子震前

是地震灾区汶川县桑坪中学的

学生。现在，他们到远在几百

英里以外的广东省的学校就

读。这是几个月来母亲和孩子

的首次见面，场景让人难忘

第五章：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志愿活动



版权所有 © 1992-2009 思科系统。本文档为思科公开信息。

2009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E39

•员工向中国映秀镇和汶川县的幼儿园捐赠了教学用品（分别价值人民币 84,382 元，约合 12,350 美元）和

  人民币 60,000 元，约合 8780 美元）。

2009 年 6 月，该公民委员会的成员举办了中国地震灾区儿童绘画义卖活动，77 幅画作全部卖出，共筹得

善款 38,500 元人民币（约合 5600 美元）。

印度公民委员会

在 2008 年全球饥饿救济运动中，思科印度的员工向 Akshaya Patra 基金会捐了 20 多万美元。该委员会是

一家与政府部门合作向贫困学童提供午餐的非营利组织。在思科基金会双倍匹配资金和思科名誉主席约翰·摩

格里奇的匹配资金的支持下，Akshaya Patra 基金会收到了 80 多万美元，足够为 2 万多名学童提供一年的

午餐，这一金额是 2007 年向 Akshaya Patra 基金会认捐赠金额的两倍多。

印度公民委员会的另一重要行动是与 Children’s Lovecastles 信托基金合作，启动了“与学校结对子”活动。

这项活动起始于 2008 年与思科班加罗尔园区附近的一所小学结对子。2009 年，印度公民委员会又成功与

三所学校结成了对子。思科志愿者已开始在这些学校开展活动，其中包括：

•与 Akshaya Patra 基金会合作，为学童提供午餐

•为学生提供学习生活用品，包括校服、书包、鞋和文具

•清洁和粉漆学校

•提供日常英语辅导

•与学生共庆印度独立日和全国体育节

思科员工开展的其它志愿活动还包括：

• 为班加罗尔临终关怀信托基金制作最新网站，使该基金能够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 组织公立学校（与 Children’s Lovecastles 信托基金合作）和 Parikrma 基金会运营的两所学校的学生参

  加夏令营；思科志愿者在这些学校教授工艺美术、体育、音乐／舞蹈、公民，和计算机课程

• 参与人类家园国际组织印度分会的多个建设项目

• 与其它印度慈善机构合作，其中包括 Shristi Special Academy、印度全国盲人协会，和印度 SOS 儿童村

纽约/新泽西公民委员会

纽约 / 新泽西公民委员会与 Companions in Courage 和全美冰球联盟在蒙特利尔圣贾斯汀医院开办了第八

个 Lion’s Den。Companions in Courage 募集资金建设了名为“Lion’s Dens”的互动游戏室，使年轻患

者得以在住院期间与家人、朋友和名人连线。这些房间集成了思科网迅和统一通信协作，以及微软 Xbox

游戏机技术。该公民委员会还积极派出 100 多位志愿者与纽约的 City Year 组织合作，每位志愿者服务两天，

帮助翻新了布朗克斯社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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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kshayapatra.org/
http://www.cltindia.org/
http://www.karunashraya.org/
http://www.parikrmafoundation.org/home.htm
http://www.habitatindia.in/aboutus.html
http://www.shristispecialacademy.org/
http://www.nabindia.org/
http://www.soscvindia.org/
http://www.cic16.org/
http://www.cityyear.org/newyork.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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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公民委员会

作为“节日祝福活动”的一部分，2008 年 12 月，硅谷公民委员会利用通过家庭爱心树活动募集到的资金，

连同思科基金会的匹配资金，共为旧金山湾区的儿童购买了 3600 份礼物。思科员工的捐款总额超过了内部

目标 10% 以上，并连续第四年获得了“金雪橇奖”，以资表彰他们所做的最大贡献。此外，数百名思科志

愿者还向当地的“重返校园背包计划”提供了支持。思科连续 5 年赢得了“金背包奖”。

思科志愿者继续加深与人类家园国际组织的合作。该合作始于 2009 财年的一个试点项目，当时有 80 名志

愿者参与了儿童游戏馆的建造、油漆和装饰。这些游戏馆将被在线出售用以筹集资金或用来捐赠给湾区的

家庭。“游戏馆项目”提高了志愿者的施工技术，并为他们提供了帮助人类家园国际组织进行营销、组织运

营和维护网站的机会。

2009 年 4 月，圣何塞“教学资源区”组织（Resource Area for Teaching，RAFT）在庆祝成立 15 周年时

授予思科“最佳企业志愿服务奖”，以资表彰思科员工提供的共约 10,000 小时的志愿服务。RAFT 是圣何塞

地区的一家非营利组织，旨在向教师提供日常教学材料和教学创意，为教师提供帮助。思科员工帮助 RAFT

改变从当地企业收集来的材料的用途，使这些材料能够用于不同学科的互动式学习。除支持 K - 12 教育外，

RAFT 还推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使城市垃圾填埋场每个月少填埋 15000 立方英尺以上的材料。

西班牙公民委员会

思科员工支持 Apsuria 基金会的 Project Illusion，为该基金会新近给孤残儿童提供的住所提供现金捐款和产

品捐赠。他们捐赠了水疗池、语音和数据服务、设备和家具。一支员工乐队进行了三场音乐会表演并将全

部门票收入捐赠给了该基金会。

英国/爱尔兰公民委员会

英国和爱尔兰一直以来坚持承诺通过多种方式回馈社会：从为格拉斯哥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提供服务，到

帮助英格兰东南部一所管理不善的学校；从为爱尔兰贫困家庭修建房屋，到帮助英国偏远地区有学习困难

的青少年。2009 年英国 / 爱尔兰公民委员会共提供了 3000 小时的志愿服务，创造了新纪录。

该公民委员会还参与了红鼻子节（英国募捐日）活动。这项活动是英国慈善组织“欢喜救助会”（Comic Relief）

最有效的善款募集途径，他们为世界各地，特别是非洲的适合主题募集资金。两年一度的英国红鼻子节是

一项全国性的由英国广播企业组织直播的电视募捐活动。节日当天和此前的几天，英国各地会举办大量募

捐活动。

在今年的红鼻子节（2009 年 3 月 13 日）上，欢喜救助会使用了云计算和包括思科网络设备在内的虚拟化

技术处理他们收到的大量捐款。其中令人难以忘记的是，在播出一部有关非洲困境的纪录片后，在短短的

13 秒内就募集到了 160 万美元。该公民委员会还与拍卖艺术品的克里斯蒂拍卖行合作，首次利用思科网真

技术组织了虚拟拍卖。这次员工募捐活动共筹得善款约 25 万美元，创造了该公民委员会举办此项活动 12

年来的最高纪录，比上年募得的善款总额高 15%。英国 / 爱尔兰公民委员会把年中内部虚拟会议与红鼻子

节筹款高潮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活动效果。

第五章：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志愿活动

http://www.raft.net/
http://www.apsuria.org/
http://www.rednose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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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公民委员会

历史悠久的思科亚特兰大活动（原名为“科学亚特兰大”）继续在亚特兰大地区的社区举办。在亚特兰大工

作的员工参加了两次步行筹款活动，分别为美国癌症协会筹得 140,000 美元，为美国青少年糖尿病研究基

金会筹得 87,000 美元。共有 350 多名志愿者参加了这两次活动。人类家园国际组织和亚特兰大社区食物银

行也为本公司的员工提供了有意义的志愿服务机会。

支持教育是重中之重，尤其是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有关的活动。2009 年 3 月，思科亚特

兰大担任了“FIRST 机器人桃树区域大赛”的首席赞助商。这项被称为“大学生脑力运动会”的活动使高中

学生有机会以一种振奋人心的方式学习工程、协作和项目管理。在这项活动中，思科员工除为个别学生团

队提供了指导外，还担任了比赛评判。

思科亚特兰大的新教育合作伙伴是格温莱特数学科技学校（Gwinnett School of Math, Science & Technology,  

GSMST）。这所政府特许学校提供极具挑战性的数学、科学和技术应用课程。来自 GSMST、墨西哥蒙特雷

高中和印度的学生以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炎热、平坦、拥挤的地球》（Hot, Flat, and Crowded）为基础，

召开了多场思科网真会议。学生们在会议上针对弗里德曼著作中的课题通过讨论、短剧、歌曲和辩论表达

自己的观点。通过这次活动，学生们了解了彼此的文化、语言和信仰体系，并且探讨了迫在眉睫的全球问

题的解决办法。思科亚特兰大还为部分 GSMST 学生提供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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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领导力研究员

自 2003 年起，思科领导力研究员项目一直在展示思科是如何把人力资源同技术结合起来，发挥重要作用，

并帮助创造社会繁荣的。领导力研究员项目支持思科员工走进当地和全球社区组织中，提供策略指导，推

动最佳实践，培养帮助这些组织取得更大成绩的能力。

对这些领导力研究员而言，他们通过该项目学会了全新的方式适应、探讨、协作和协商，帮助他们实现社

会目标，推动自己思科事业的发展。一般而言，领导力研究员的工作对象是能够与思科针对某个地区和国

家的社会计划和商业计划相辅相成的社区项目。

下面介绍两个正在进行的思科领导力研究员项目概况。

Ayelet Baron

网络希望（NetHope）组织是一家由主要国际非政府组织组成的非营利性 IT 联合体，为 150 多个国家的

弱势群体提供服务。该组织的成员拥有完善的信息通信技术部门，利用技术支持网络希望组织的项目。网

络希望组织在思科领导力研究员的帮助下于 2001 年成立，为非政府组织成员提供信息，通过共享信息通

信技术、协作获得有关部署为公众造福的技术的最佳实践、促进创新和廉价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加快对偏

远的发展中社区的响应。

思科新兴市场部业务发展总监 Ayelet Baron 是一位思科领导力研究员，她正在帮助网络希望组织把最新

策略变成现实，主要方法如下 ：

• 提供可在整个网络希望组织及其成员范围内推广的社交网络策略，面向非营利组织编制有关如何利用社

  会媒介为社会造福的手册。欲了解她的作品，请点击这里，您也可以在 Twitter 关注她 ：

   http://twitter.com/ayeletb 。

• 帮助创建可以推广旨在推进网络希望组织的最新项目——“发展创新”的信息通信技术解决方案、能力

  和资源的策略和路线图。

• 领导发展创新工作组开展医疗创新 ；率领医疗保健和 IT 专业人员工作组确定并管理所赞助的信息通信技

  术项目。

E42

“每次我跟别人谈起思科领导

力研究员（Cisco Leadership

Fellow）项目时，别人就会说

‘天哪，思科很在乎！我希

望我的公司也有类似的项

目。’”

—  引自思科领导力研究员

     Ayelet  Ayelet Baron 的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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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MacRitchie

Kevin MacRitchie 是思科全球国防、太空和安全部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他作为研究员的第一个工作任务

是协助美国密歇根州利文斯顿县平克尼社区学校学区，调查技术投资来源，确认让学生获得计算机并连接

到互联网的办法，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开展教育。他很快发现了一个把自己的工作推广到该学区以外其它地

方的机会。他在密歇根州创建了一个真正的连接了 3 万多个地点的多机构网络，并降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公共安全机构、图书馆和学校的运营费用。

MacRitchie 的方案是部署可为全州的组织提供 IP 电话、数据中心功能等共享式服务的基础设施。这一方案

可每年节省 10 亿美元的运营费用。同时，这一方案还具有利用网络知识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优势。现在，

密歇根州在共享式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方面遥遥领先，可以作为在美国其它各州和联邦开展类似项目的

样板。

欢迎观看有关思科领导力研究员项目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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