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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松下始终秉承“企业是社会的公器”的经营理念，不断开拓创新，践行可持续发展策略，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
强化基础管理，培育责任文化，优化商业模式，提升责任品牌，以可持续发展战略引领事业发展，实现企业、社会和
环境的和谐。

可持续发展战略

践行可持续发展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中国松下坚持以“责任引领品牌发展，优化经营环

境，创造共享价值，贡献可持续发展”为纲领，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可持续发展管理，提

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企业管理与日常运营，与利益相关方相互理解与支

持，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为人类的繁荣和幸福作贡献。

可持续发展管理

中国松下可持续发展历程与规划

2012-2015
明晰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构建可持续
发展管理体系，整合可持续发展资源

2016-2017
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与公司
发展、事业融合，完善可持续发展路径

2018-2019
探索创新伙伴合作共赢模式，广泛凝聚可
持续发展合力，共享可持续发展价值

2026-2030
深入分析发展目标达成情况，优化松下
SDGs践行方式，助力更好地实现SDGs

2020-2025
打造松下可持续发展生态圈，发挥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力，树立可持续发展品牌

为中国社会作贡献 成为受尊敬的 Panasonic

可持续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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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可持续发展组织

组织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松下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保障，设置专门的管理委员会，明确
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重大问题；战略公关部负责制定集团战略规划，管理日常社会责任工作；
各部门统筹协同重点领域可持续发展工作，为践行可持续发展实践奠定组织保障。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松下重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为集团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提供社会责任领域专家培训及“百人讲堂——责
任官公益培训计划”系统培训机会，学习、吸收前沿理论和优秀实践成果，提升可持续发展管理水平；每年对在华
企业开展社会责任优秀企业、优秀推进者评选活动，以评优促管理，鼓励在华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提升履
责能力。

董事会
公司战略决策、监督职能

全公司相关
问题的决策

集团战略会议

* 审议调查并向董事会报告结果

风险管理委员会
集团安全卫生委员会

总部职能部门

法务职能

环境职能

采购职能

品质职能

尊重人权 安全卫生

公平的企业活动

环境

对供应链负责

提高品质和确保制品安全

外部协作动

C

在华企业

研
发
公
司

生
产
企
业

销
售
公
司

CSR责任者
CSR联络人

制定集团战略规则，统筹管理以确保实施

作为专业职能部门，为公司、事业部做出贡献

人事职能

战略公关部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
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
研究中心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可持续发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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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松下不断完善企业实质性议题管理，定期开展实质性议题分析，筛选利益相关方最关注的社会责任议题，并将其作
为可持续发展报告及未来沟通中的信息披露重点，指导我们有目标、有主次地开展履责工作，回应利益相关方的期待。

根据以下标准筛选出30个重要社会责任议题：
•	中国宏观政策导向
•	国内外社会责任标准
•	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	未来经济、社会、环境挑战
•	中国社会责任议题关注点

•	社会舆论关注焦点

制定《中国松下可持续发展报告2021实质性
议题调查》问卷，通过线上渠道面向客户/消
费者、供应商、商业伙伴、公司员工、政府部
门、行业组织、公益组织、新闻媒体、社会
公众等内外部利益相关方开展问卷调查。调查
共回收问卷227份，其中31份来自内部员工，

196份来自外部利益相关方。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以“对中国松下的重要
性”与“对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两个维度，
建立实质性议题分析矩阵，对议题进行优先等

级排序。

1  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管理

2  社会责任信息沟通与披露

3  公司治理

4  守法合规

5  创造经济价值

6  产品质量与安全

7  产品服务的可及性

8  科技创新

9  客户隐私和数据安全

10 销售及售后服务

11 客户满意度

12 职业健康与安全

13 多元化与机会平等

14 薪酬福利

15 培训与职业发展

16 环境管理体系

17 工厂污染防治

18 生产节能环保产品

对
利
益
相
关
方
的
重
要
性

对中国松下的重要性重要 非常重要

非
常
重
要

重要

19 绿色运营

20 资源循环再利用

21 应对气候变化

22 建设责任供应链

23 促进行业发展

24 反垄断和公平竞争

议题筛选

25 知识产权保护

26 志愿者管理与志愿服务

27 创造就业

28 公益慈善活动

29 抗击新冠疫情

30 助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议题分析议题调查

实质性议题分析

1

4

8

11

17

10

6
9

2
7

14

15

16

18

19

23

22

26

21

25

20

5

3
27

28

30
29

12

2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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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各个利益相关方的理解与支持。中国松下重视利益相关方沟通，不断拓宽、畅通沟通渠道，
健全社会责任沟通机制，利用官方微博、微信等平台拓宽沟通交流渠道，积极向社会公众披露履责信息，主动聆听利
益相关方心声，积极回应利益相关方诉求。

伙伴

客户

员工

环境

行业

社区

社会
组织

合法经营 
依法纳税
本地化经营

遵守法律法规
依法足额纳税
带动社会就业

正道经营 
合作共赢
价值链责任
公平贸易

坚持诚信经营
与合作伙伴搭建战略合作机制
带动合作伙伴履行社会责任
开展公平贸易，推动产业链持续健康发展

科技创新
优质服务
客户隐私保护

利用技术优势，提供优质产品
开展客户满意度调查，听取客户意见及建议
保护客户的信息安全

保障员工权益
助力职业发展
建设温暖家园

保障法律赋予员工的基本权利
开展教育和培训，为员工提供没有天花板的舞台
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建立消除员工工作生活后顾之忧的保障体系

环境管理
绿色生产 
环保宣传

遵守国家环境法律法规和相关产品的环保标准
将环境管理和环境保护贯穿研发、生产、销售全过程
推进环保理念在企业内外的宣贯和落实，提升全社会环保意识

公平竞争
技术创新
遵守行业标准和规范

杜绝价格联盟，维护行业发展秩序
尊重竞争对手，尊重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促进行业发展
参与行业标准制定

社区参与
本地化运营
公益慈善

通过企业经营带动社区经济社会发展
尊重各地区的法律法规和人文风俗，与社区充分沟通、和谐共存
积极支持灾害救助和社区扶贫济困等慈善公益活动

重视社会团体的诉求并积极与之沟通
积极参与、支持社会团体组织的各项活动，就社会责任议题主动
与社会团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

沟通合作

政府

利益相关方 主要关注点 我们的行动

利益相关方沟通

可持续发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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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中国松下不断完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机制，定期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全面总结一年来可持续发展举措及成效，并
建立了全方位、多渠道的日常沟通体系，在官方网站、微信、微博等平台持续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开通经营者微博，
拉近与利益相关方的距离，传播企业责任理念和履责动态。

与利益相关方的有效沟通是企业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坚实基础。中国松下始终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利益相关方，主动
加强与内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与交流。通过举办并参与各项社会责任沟通活动，与政府、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利
益相关方交流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分享企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共同提升可持续发展管理与实践水平。同时，中国松
下建立了可持续发展内部沟通机制，倾听员工声音，促进更好履责。

责任信息披露

责任沟通活动

2021年4月17日，松下电器积极参与由CSV论坛主办、电通公关协办的“国际视角下的可
持续经营——在中国营造美好生活”论坛，论坛上分享了松下电器在中国的可持续经营模
式，以及为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各个方面不断开展的履责实践，并表示将结合中国数
字化发展趋势持续探索中国社会课题的解决方案，为增进民生福祉、助建美好世界贡献松
下力量。

参加行业会议，分享社会责任管理经验

为增强员工社会责任意识、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能力，2021年3月25日，广州松下空调器有
限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参加社会责任知识答题普及有奖活动，员工热情高涨、积极扫描二维
码参与线上答题，参与人数达400人。

开展员工社会责任知识答题普及有奖活动

履责信息披露

定期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企业官网设置可持续发展活动栏目

官方微博、微信发布最新社会责任信息

经营者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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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松下始终贯彻产业人之本分，努力改善和提高社会生活，在践行可持续发展的履责之途中，荣获众多外部赞誉，
也激励松下继续识别可持续发展挑战，创新助力美好世界的解决方案，为全世界人们的幸福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地球
的未来不断做出贡献。

时间 荣誉 颁发机构

2020年5月 企业抗疫优秀案例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2020年6月 2020中国区特殊时期突出贡献企业 中企联合（CHIRC）

2020年6月 2020中国企业公民责任品牌60强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企业公民委员会

2020年7月 年度杰出责任企业 《南方周末》

2020年8月 电子信息企业抗击疫情典型实践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

2020年9月 最佳年度CSR品牌、志愿服务致敬奖 CSR中国教育奖

2020年9月 松下扶贫案例入选《企业扶贫蓝皮书（2020）》 国务院扶贫办、中国社科院

2020年11月
《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0）》中国企业300
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第17位、外资企业100强第3
名、日资品牌第1名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2020年11月 卓越责任企业奖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2020年11月 2020中国五星级企业公民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企业公民委员会

2020年12月 2020企业公民防疫抗疫先锋 联合国全球契约中国网络

可持续发展荣誉

可持续发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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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力相助，践诺同行。1978年，松下带着“为中国社会作

贡献”的承诺而来，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深耕中国四十余

载。2021年，中国迈入新发展阶段、开启新发展局面，我

们愿以“日日新”之势，主动适应新常态、跟紧新步伐，发

挥企业的创新力量，以多年来积累的优势经验与本土资源相

结合，精益在华事业，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赋能助力。

躬耕不辍，行路不止。面对未来，松下将始终秉持创业者松

下幸之助先生的治业初衷，以无私、积极的素直之心奋楫远

航，坚守“企业是社会的公器”的经营理念，不断深入贯彻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积极回应利益相关方期

待，致力于事业发展、民生福祉、伙伴合作、人才培养、环

境保护、社区建设。

我们将秉持“遵循社会正义，与社会共命运”的合规初心，

加强企业风险管理，推动合规文化建设，营造更好的营商

2021  素心以往，日新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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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我们将专注创新发展，打造卓越产品，以“顾客第

一”的服务理念全力创造“令人憧憬的生活”；我们将知人

善用，人尽其才，坚持合法雇佣，助力员工发展，创造安全

温馨的工作环境；我们将深化战略合作，践行责任供销，以

共存共荣之心携手伙伴共创共赢；我们将礼待自然，呵护环

境，坚持循环制造，发展低碳产业，持续降低各生产阶段的

环境负荷，以先进技术保卫“美丽中国”；我们将怀恩沃

土，回馈社会，积极开展文体、教育等各类公益活动，构建

普惠、和谐的社会。

东方既明，正当远行。松下将继续深深扎根中国，不断强化

自身根基，持续探索中国社会课题的解决方案，致力创造可

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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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 单位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市场绩效

客户满意度 % 98.0 98.2 98.0 

客服电话投诉一次性解决率 % 99.0 99.6 99.8 

产品合格率 % 100 100 100 

研发投入金额 亿元 10.09 14.60 11.52 

研发人员数量 人 2,993 3,282 3,430 

新增专利授权数 件 1,236 1,189 1,326 

合同履约率 % 100 100 100 

社会绩效

纳税总额 亿元 39.03 32.95 31.19

吸纳就业人数 人 13,477 9,473 4,882 

劳动合同签订率 % 100 100 100 

社会保险缴纳率 % 100 100 100 

参加工会员工比例 % 100 100 100 

每年人均带薪休假天数 天 8.8 9.0 9.5 

本地管理者比例 % 85 85 87 

女性管理人员比例 % 26 27 28 

残疾人雇佣人数 人 399 387 366 

职业病发病次数 次 0 0 0 

员工休工工伤人数 人 7 12 15 

工伤事故率 ‰ 0.0110 0.0176 0.0230 

体检及健康档案覆盖率 % 100 100 100 

员工流失率 % 23 17 16 

本地化雇佣比例 % 99 99 99 

公益活动投入金额 万元 >1,144 >1,044 >896

公益植树量 棵 877 574 492 

儿童环境教育人数 人 7,879 7,663 25,927 

员工志愿者活动时长 小时 18,734 22,600 22,986 

培训总次数 次 7,746 14,398 5,406 

培训总人数 人 192,974 244,658 277,240 

环境绩效

环保总投资 亿元 0.28 0.79 0.66 

环保培训与宣教人数 万人次 >4.7 >4.4 >6.9

能源消耗总量 吨标煤 273,566 235,798 219,183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或清洁能源的使用量 1,000千瓦时 - - 18,466

二氧化碳排放量 万吨 71.13 61.31 56.99 

二氧化碳以外的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 万吨 3.60 3.52 3.63 

节能商品的二氧化碳削减贡献量 万吨 - 157 259 

废弃物循环利用率 % 99.04 99.23 99.43 

废弃物·有价物产生量 万吨 7.47 6.75 6.62 

废弃物再資源化量 万吨 7.19 6.52 6.45 

废弃物最終处置量 万吨 0.070 0.050 0.037 

单位工业增加值氮氧化物排放量 千克/万元 0.03 0.01 0.02 

单位工业增加值氨氮排放量 千克/万元 0.01 0.01 0.01 

单位工业增加值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千克/万元 0.11 0.03 0.08 

化学物质排放量·转移量 万吨 0.1427 0.1296 0.1314 

化学物质对人·环境影响度 千点 113 100 110 

用水量 万立方米 475 460 423 

废水排放量 万立方米 320 312 280 

关键绩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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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索引

目录 CASS-CSR4.0 CEFI-CSR1.0 页码

经营者寄语 P2.1-2.2，S1.3-1.4 1.1-1.2，3.1 2-3

以责任治业 百年经营 G1.1-1.2，P4.1-4.4 1.3，3.1 4-5

在华四十载 日臻至善 P3.1，P4.4 / 6-7

责任聚焦：松下电器在中国 P3.1-3.2，M2.1，M2.4，E1.3，E1.7，E1.9，
E3.1，E2.3，E2.6

3.1-3.3，4.3，4.8，6.5，
6.6，8.1 10-19

从心出发，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信心·百年筑基 正道经营 M1.2，M1.3-1.4，M3.1，M3.3，M3.5，S1.1-1.2 1.10，2.1，2.4-2.7 22-25

匠心·精研佳品 悦享美好 M2.2-2.4，M2.7-2.18 3.2-3.3，4.1-4.2，4.4-4.9 26-37

关心·以人为本 携手前行 S1.5-1.6，S2.1-2.18，S3.1-3.7，S4.2 3.4，7.1-7.14 38-45

向光而行，

助力“更美好的世界”

向上·出入相友 共存共荣 M3.4，M3.6-3.16 5.1-5.4 48-51

向晴·低碳环保 绿色发展 E1.1-1.10，E2.1-2.20，E2.22-2.25，E3.1-3.2 6.1-6.12，6.14 52-61

向善·关护无止 和谐社会 S4.1，S4.6-4.12，E3.6 8.1，8.3-8.5 62-69

可持续发展管理 G2.1-2.3，G3.1-3.3，G4.1-4.3，G5.1-5.3，
G6.1-6.3，A3 1.3-1.10，3.1 70-75

2021 素心以往，日新向美 A1 / 76-77

附录

关键绩效表 A2 / 78

指标索引 A5 / 79

评级报告 A4 1.8-1.9 80

关于报告 P1.1-1.3 / 81

意见反馈 A6 1.5-1.6，1.8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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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松下可持续发展报告2021》评级报告

受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委托，“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专家委员会”抽选专家组成评级小组，对《中国松下可持续发展报告
2021》（以下简称《报告》）进行评级。

一、评级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CASS-CSR 4.0）》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专家委员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评级标准（2020）》。

二、评级过程
1.评级小组审核确认《报告》编写组提交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过程性资料确认书》及相关证明材料；
2.评级小组对《报告》编写过程及内容进行评价，拟定评级报告；
3.评级专家委员会副主席、评级小组组长、评级小组专家共同签审评级报告。

三、评级结论
过程性（★★★★★）

公司成立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写委员会，中国东北亚公司总裁担任总指导，把控整体方向并负责报告终审，战略公关部牵头成立编写工
作组，统筹具体编制工作，副总裁、战略公关部总监把控关键节点；将报告定位为传播社会责任理念、强化利益相关方沟通、树立负责任
形象的重要工具，功能价值定位明确；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国际国内社会责任标准、公司发展战略、利益相关方调查等识别实质性议题；
计划通过官方网站发布报告，并嵌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发布活动进行二次发布，将以电子版、印刷品的形式呈
现报告，过程性表现卓越。
实质性（★★★★★）

《报告》系统披露了贯彻宏观政策、产品质量管理、产品创新、售后服务体系、产品召回、安全生产、员工权益保护、环保产品的研
发和销售、产品和包装回收再利用等所在行业关键性议题，实质性表现卓越。
完整性（★★★★☆）

《报告》主体内容从“从心出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向光而行，助力‘更美好的世界’”等角度系统披露了所在行业核心指标的
87.65%，完整性表现领先。
平衡性（★★★★★）

《报告》披露了“职业病发病次数”“员工休工工伤人数”“工伤事故率”“员工流失率”“舞弊事件”等负面数据，并详细描述缺陷产品自主召
回的起因及整改情况，具有卓越的平衡性表现。
可比性（★★★★★）

《报告》披露了“合同履约率”“客户满意度”“劳动合同签订率”“员工志愿者活动时长”“环保总投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50个关键指标连
续3年的对比数据；并就“中国企业3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第17位、外资企业100强第3名”等进行横向比较，可比性表现卓越。
可读性（★★★★★）

《报告》以“从心出发 向光而行”为主题，分为上、下篇章，系统展示企业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维度的履责理念、行动与绩效，诠释了企
业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封面设计以“心”型标识进行延伸，融入“太阳”等虚拟元素，勾勒美好生活场景，呼应报告主题，提升了报告的
悦读性；嵌入二维码影像化延伸报告内容，强化沟通效果，具有卓越的可读性表现。
创新性（★★★★☆）

《报告》开篇设置“在华四十载 日臻至善”特色版块，图文并茂，展示企业在华四十年间的履责历程，凸显了企业的履责意义；设置
“同心战疫 全民健康守卫者”“守青护绿 低碳发展践行者”“温情关护 新鲜生活创造者”“臻诚颐养 银发群体呵护者”“智慧社区 未来人居探索者”
五个责任聚焦，积极回应疫情防控、绿色低碳、温控技术、健康养老、智慧社区等热点议题，诠释了企业助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责任担当，创新性表现领先。
综合评级（★★★★★）

经评级小组评价，《中国松下可持续发展报告2021》为五星级，是一份卓越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四、改进建议
增加行业核心指标的披露，进一步提高报告的完整性。

评级报告

出具时间： 2021年8月20日
扫码查看企业评级档案

评级专家委员会副主席

评级小组组长 评级小组专家

中国松下可持续发展报告连续第七年获得五星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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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告

● 制定指标体系和报告框架
● 资料收集
● 报告编制和设计
● 部门内部审核
● 召开利益相关方意见征求会
● 报告修改完善
● 集团领导审定
● 报告评级

报告编制

● 报告发布与传播
● 报告意见征集
● 持续改进报告内容

报告发布

■ 时间范围：

2020年4月1日—2021年3月31日，部分内容适当超出上述范围。

■ 发布周期：

中国松下可持续发展报告为年度报告。

■ 组织范围：

本报告覆盖松下电器中国地区投资及合资公司，在报告中分别使用如下代称：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全球松下集团 …… 松下电器/松下

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 …… 松下中国

松下电器中国地区企业（含松下中国） …… 中国松下

■ 参考标准：

中国社科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CASS-CSR4.0）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SJ/T 16000-2016）、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电子信息行业社
会责任治理评价指标体系》（T/CESA 16003-2017）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CEFI-CSR1.0）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报告发展标准》（GRI Standards）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SDGs）

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

国际标准化组织《IS0 26000：社会责任指南（2010）》

中国国家标准《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GB/T 36001-2015）

■ 数据说明：

本报告所引用的2020年度数据均来自松下电器、松下中国和中国松下的统计报告、内部文件等最终统计数据，财务数据
如与年报有出入，以年报为准。往年数据若与2020年报告有出入，以2020年最新披露为准。

■ 可靠性承诺：

公司承诺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报告经过企业内部审核，并聘请社会责任报告评级
机构进行指导和评价，保证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 延伸阅读：

本报告为中文版，以印刷版和电子版两种方式发布。您可以在中国松下官方网站http://panasonic.cn下载本报告的PDF电
子版本，并获取更多关于中国松下的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信息。

■ 报告编写流程：

● 明确议题范围
● 利益相关方问卷调查
● 议题优先级分析
● 议题审定

实质性议题分析

评级报告 / 关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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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表

尊敬的利益相关方：

您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本报告，本报告是中国松下向社会公开发布的

第九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了持续改进中国松下社会责任工作，不断提

高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水平，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您的宝贵意见和建

议，请您不吝赐教。

选择性问题

1.您对中国松下2021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总体评价如何？

〇	很好			〇	较好			〇	一般			〇	较差		〇	很差

2.您认为本报告是否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中国松下对经济、社会、环境的
重大影响？

〇	很好			〇	较好			〇	一般			〇	较差		〇	很差

3.您认为本报告是否能对利益相关方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回应和披露？

〇	很好			〇	较好			〇	一般			〇	较差		〇	很差

4.您认为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指标、数据是否清晰、准确、完整？

〇	很好			〇	较好			〇	一般			〇	较差		〇	很差

开放性问题

1.您最满意本报告哪一方面？

2.您希望进一步了解哪些信息？

3.您对我们今后的社会责任工作及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与发布有何建议？

扫一扫，反馈您的意见

您可以将填写好的问卷扫

描或拍照发送到邮箱；也

可以直接扫描下方二维码

填写线上问卷。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邮箱：

jindongmei@cn.panasonic.com



《中国松下可持续发展报告》一览

中国松下自2013年起发布上一年度松下电器中国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向各利益相关方披露松下在中国经济、社会和

环境等各方面的履责情况，至今已连续发布九年。

报告主题：

从心出发 向光而行

报告评级：★★★★★

发布日期：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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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 光华国际C座6层

扫码查看企业评级档案中国松下可持续发展报告连续第六年获得五星级评价

扫一扫，阅读我们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