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特尔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志愿服务，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推动社区建设，解决社会问题。英特尔中国员工 9 年来

的累计志愿服务时间长达 60.4 万小时，2017 年 62% 的员工

参与志愿服务，贡献服务时间超过 6 万小时

6 万小时

社会影响力
英特尔致力于通过技术的力量和员工的

热情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相信，公司

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都依赖于更具包容性

的创新环境。我们鼓励和支持员工利用自己的

专业知识来支持社区建设、解决全球挑战，并

坚持用技术赋能和激励更多青年，帮助他们适

应未来工作需要，成为新一代创新者。

socia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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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长期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

技术创新和深入合作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人才培

养。英特尔中国连续 23 年被中国教育部认可为

最佳合作伙伴

英特尔注重大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多方位推进高校教学体系

更新和科研水平提升。多年来英特尔中国与 200

多所大学开展合作，每年均有 10 余万大学生从

中受益

英特尔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培养新一

代创新者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2017 年共

有 11,000 多名学生直接参与英特尔举办的各类创

新大赛，在我们提供的舞台上展示精彩创意、提

升创新能力

23 年 10 余万 万多 1



战略和管理策略

英特尔深知，企业的发展有赖于可持续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创新氛围。我

们致力于解决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通过人、财、物的投入，为社区、政府、

公益组织和教育工作者分享创新技术、提供专业支持，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应对

挑战，共同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中国，我们鼓励和支持员工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发挥自身的经验、才华

和激情，与社区、政府、社会组织合作解决社会问题。我们长期支持中国教育

发展，帮助青年人发展创新能力、掌握未来工作所需技能，激励他们成为改变

世界的创新者。我们还通过英特尔基金会，为员工志愿服务和多元化创新者的

培养提供支持，以确保我们的社会影响力实践更加可持续、使更多人受益。

志愿改变世界

在英特尔，志愿服务是让员工发挥自主与创新精神、促进社会创新不可或

缺的动力源泉。通过 “英特尔参与社区” 全球志愿者服务项目、英特尔员工服

务团队，我们帮助员工寻找志愿服务的机会，贡献他们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应

对环境挑战、改善教育，推动社区发展。英特尔中国建立了完善的志愿服务管

理体系，并与公益组织广泛合作，通过系统化、创新性的志愿项目吸引员工投

身志愿服务。2017 年，英特尔中国开展志愿服务项目超过 30 个，组织志愿

活动超过 620 次，支持公益组织超过 40 家。

社会影响力

英特尔 ® 创新一代

尽管接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有所改善，但仍有数百万青年缺乏发挥潜能

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英特尔与社区伙伴合作，使青年通过英特尔 ® 创新一代

计划发展就业能力，或将创意转化为现实。我们提供学校教育体系之外的诸多

课程，使得青年既能学习基础的技术知识，又能学习新兴行业所需的技能。通

过英特尔 ® 创新一代计划，我们实现了跨部门、社区和组织的协作，使青年有

机会成为技术创造者。

支持青少年创新能力培养

英特尔注重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探索创新科技教育的方法和模

式。英特尔连续 17 年支持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促使青少年理解科学、

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激发其对科学的兴趣。自 2000 年开始，英特尔与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合作，赞助中国学生参加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Intel 

ISEF） 。2018 年，来自中国的 56 名青少年在植物学、动物学、能源化学、系

统软件、嵌入式系统、材料科学等多个学科获得奖项。

英特尔基金会支持员工为社区和公益组织提供志愿服务，通过 “英特尔志

愿者爱心工程” 项目为其服务对象提供 10 美元 / 小时的捐赠来匹配员工的服

务时间，自 2010 年起已累计配捐达 8,000 万美元，2017 年配捐额为 850 万

美元。英特尔基金会还通过 “英特尔志愿者种子基金” 鼓励员工自发组织志愿

活动，自 2010 年起已资助了 165 个公益项目，发放奖金超过 69 万美元。

员工参与志愿服务比例：62%

志愿服务时间 ：6 万+ 小时

连续 9 年志愿服务累计时间 ：60.4 万小时

2017 年英特尔中国志愿服务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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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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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还和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合作，在北京、上海等地的 30 所学

校开展创客教育活动，带领教师探索新技术在教学中的日常应用，开发创客教

育活动资源，促进上千名高中生创新创造能力的提升。

赋能青年应对社会挑战

在中国教育部的指导和支持下，英特尔携手高等院校和专业机构 , 帮助青

年运用技术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积极参与教育部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支持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创新联合基金、师资

培训、实践条件建设、校外实践基地及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 34 个项目，帮助

高校提升教育教学水平，推动产学研合作。

我们通过英特尔奖学金项目、教育部 - 英特尔大学生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等

为学生提供接触产业与动手实践的机会。自 1998 年启动以来，已有 750 余名

大学生获得了英特尔奖学金。英特尔还提供资深企业导师和实习机会。2017 年，

教育部 - 英特尔大学生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吸纳实习生 600 余名，接待 400 余

名高校学生参观访问。

英特尔以赛促教丰富高校系统教育，以赛促学提升学生综合素质，通过多

元化竞赛赋能青年学生，培养新一代创新者应对社会、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挑战。

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

•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连续举办 4 届，支持中美两国在产业、科技以及教育、文

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中美两国青年搭建平台，促进青年人在创新领域的

交流与沟通，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与人文交流领域的重要作用。

• 英特尔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 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  连续举办 16 年，在

推动信息与电子类学科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的改革，促进高等学校素质教育

的实施，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 英特尔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  连续举办 11 届，根据行业最新发展提供最

新的软件平台及技术培训，释放产学合作力量，提升大学生创新思维，促进软

件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为中国软件产业输出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端人才。

• 全球 FPGA 设计大赛  连续举办 14 年，旨在培养学生利用 FPGA 来展现其独

特的创新意识和扎实的实践能力，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航天、生医工程等

高端产业提供高水平的可编程解决方案。

• 英特尔杯全国并行应用挑战赛  连续举办 6 届，旨在普及和培养学生的并行

计算思想和并行计算系统能力，寻找行业最佳应用，发掘顶尖的高性能计算人

才，促进中国高性能计算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王理臻和其他四位青年利用英特尔技术设计 “悬丝诊脉” 的远程脉诊

设备，通过无线网络采集、发送患者脉象信号，在医生端实现远程仿真还原，

结合实时视频，以帮助因身体或时间原因无法就诊的患者实现中医诊治。 英特尔基金会
英特尔基金会成立 20 多年来，一直以发展和建设全球的社区为己任，重

点关注于教育、社区发展和公益慈善等领域。我们支持员工的慈善捐助，并动

员员工为受自然灾害影响社区的短期和长期应对和恢复工作提供支持，以扩大

慈善活动的影响，使更多人受益。过去 5 年英特尔和英特尔基金会累计慈善捐

赠额达 5.14 亿美元，2017 年捐赠额为 0.896 亿美元。

我们将人力和财力资源投入到为落后地区民众和弱势群体提供支持的创

新项目中。英特尔基金会与 NGOs、政府开展合作，制定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通过灾害援助、物资捐赠和项目实施，帮助落后地区的女性和女童获得发展机

会，掌握自身命运。



志愿服务

英特尔鼓励每一位员工成为志愿者，持续开展多样化的志愿服务项目，给

社区带来积极改变、温暖与帮助，用实际行动传达英特尔的志愿精神。

英特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公益组织跨界合作、多方参与，鼓励员工参

与志愿服务，连续 9 年累计的服务时间达 60.4 万小时，其中，2017 年 62%

的员工参与，奉献超过 6 万小时，与超过 40 家公益组织开展合作。

2017 年，英特尔全球员工技能型志愿服务时间达 225,000 小时，英特

尔法律团队员工技能型志愿服务时间达 3,300 小时，这些服务的价值估计超

过 690,000 美元。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鼓励人们在对人类和地球极具重要性的领域采取行动。英特尔通过企业责任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支持 SDGs，利用 SDGs 

指导设定环境可持续、责任供应链、多元化和包容性以及社会影响力方面的战略、长期目标和实践。

英特尔基金会

英特尔基金会成立 20 多年来，以发展和巩固全球社区为己任，支持员工

慈善捐赠，与公益组织、政府等进行合作，通过救灾、社区捐赠和项目制定全

球性的解决方案，赋能女性和女童。2017 年，英特尔和英特尔基金会的慈善

捐赠额达 0.896 亿美元。过去 5 年累计的慈善捐赠总额达 5.14 亿美元。

英特尔基金会通过 “英特尔志愿者爱心工程” 项目为员工志愿服务的机构

提供财力支持。自 2010 年起，累计配捐额达 8,000 万美元，其中，2017 年

配捐额达 850 万美元。英特尔基金会还通过 “英特尔志愿者种子基金” 鼓励

员工自发组织志愿服务活动，自 2010 年起，发放奖金超过 69 万美元。

英特尔 ® 连接她

英特尔通过英特尔 ® 连接她项目赋能女性。2017 年，我们建立脸书社交

社区，帮助很少有机会接触互联网的妇女了解网络安全、技术的使用，帮助她

们拓展个人业务并促进相互间的合作。

目标：到2020年，英特尔®连接她项目将惠及500万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女性。

进展：达到年度目标

说明：2017年，我们在非洲扩大了脸书社交社区的覆盖范围。截至2017

年年底，英特尔®连接她项目惠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330万名女性，预

计到2018年年底实现其惠及500万女性的目标。

社会影响力绩效

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英特尔实践

目标 6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目标 12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目标 13 气候行动

为减少全球生产运营活动的环境足迹，英特尔进行大量投资并制定具有挑战性的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实现目标，英特尔在资源保护项目、替代能
源和提升产品能效方面进行投资；与政府、先进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合作开展创新型环境项目，利用英特尔 ® 技术帮助其他人减少他们的环境足迹，支持可
持续消费和生产。2017 年，我们设立额外的目标支持目标 6，即到 2025 年，通过与运营所在地的机构合作实现英特尔全球水资源循环利用率达 100%。

目标 5 性别平等
目标 10 减少不平等

2015 年，英特尔设立目标，即到 2020 年全面提升女性及少数族裔在员工中的比例，投入 3 亿美元支持这个目标，并提升自身和技术行业的多元化和
包容性。2014 年至今，我们取得了 84% 的差距缩小的成绩。我们还设立了另一个目标，即到 2020 年面向多元化供应商的采购额达到 10 亿美元。

目标 8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目标 12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英特尔通过设立供应商期望、投资评估、审计和能力建设项目等举措，力求保护全球供应链上弱势劳动者。我们与责任商业联盟（RBA）合作，共同解
决问题，例如，负责任矿产资源采购、抵制强迫和抵债劳动等。

目标 4 优质教育
目标 5 性别平等
目标 10 减少不平等

英特尔长期投资教育，运用技术为人们赋能，使生活更美好。我们扩展青年接触技术的机会和提升技术应用的能力，使下一代创新者更有能力、更多元
化和更具包容性。英特尔基金会采取创新举措，赋能弱势群体和被剥夺权利的人群，包括鼓励女童学习基础技术和 STEM 学科。英特尔和英特尔基金
会也通过匹配计划和志愿者项目鼓励员工支持社区发展。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