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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在京举办
� � 2018 年 6 月 5 日至 6 日，由
《WTO 经济导刊》与欧洲企业社
会责任协会、日本企业市民协议
会（CBCC）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暨
2017“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
国榜”发布典礼在京举办。

搭建全球性 CSR 平台

论坛以“责任新时代 引领
新未来”为主题，延续往届专业
化、国际化、价值化特色，紧扣时
代脉络， 分享了全球 CSR 最新
趋势， 探讨了社会责任热点议
题。

论坛上，来自欧洲、日本、瑞
典的代表分享了各自区域的
CSR 最新趋势， 并就加强 CSR
国际标准与本地标准的互融，以
及促进价值链中全球可持续原
材料采购进行了探讨。 论坛还设
置多个分论坛聚焦当前热点议
题，分享交流了新时代的扶贫新
路径、 中国企业海外履责实践、
儿童权利视角下的企业运营以
及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外商投资
企业发展的思考。

为推动中欧在可持续发展
领域开展更务实的合作，金蜜蜂
携手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发
布了可持续发展领导力平台，致
力于搭建制度框架， 以孵化、协
调、促进中欧企业在达成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合作。

中国 CSR进入新发展周期

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
践发展的风向标和形象化反映，
论坛发布的第五份“金蜜蜂 CSR
指数报告”揭示了十一大发现：

企业社会责任总体水平在
“十三五” 头两年保持较快速度
发展，综合指数上升约 10%；企业
相关方履责实践、运营透明度水
平提升明显，责任治理、责任竞
争力实践待增强；CSR 理念和实
践披露情况日益受重视，国有企
业、国有控股企业保持在较高水
平；企业利益相关方理念得到普
遍认同，企业对环境、社区、员工
的履责水平较高；领袖型企业和
成长型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均呈
现稳步发展趋势；企业责任竞争
力实践水平稳中有升；金蜜蜂企
业社会责任实践水平在参评企
业中保持领先；国有企业社会责
任发展保持在较高水平，外资及
港澳台企业社会责任指数首次
超过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逐渐注
重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战略；不
同行业社会责任实践指数差异
缩小； 在参与精准扶贫方面，企
业更加重视扶贫对象识别、资金
使用和项目选择的精准；51%从
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相关业务
的企业愿率先示范实施“惠益共

享”原则。

“金蜜蜂 2030”发起
4 个新议题

作为 2011 年《WTO 经济导
刊》联合标杆企业首发中国金蜜
蜂社会责任倡议（简称“金蜜蜂
2020”）的升级，金蜜蜂全球 CSR
2030 倡议以“共同愿景、责任竞
争、精准实践、跨界合作、共享价
值”为关键词，在更高、更广、更
深的层面上履行社会责任，致力

于为中国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
国别方案做出贡献，助力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
最终实现。

同时，《WTO 经济导刊》携
手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爱茉
莉太平洋中国、西藏奇正藏药股
份有限公司、斯道拉恩索集团发
起 4 个“金蜜蜂全球 CSR 2030
倡议”新议题并明确了目标与实
施路径。 至此，共有 25 家企业和
2 家机构成为了“金蜜蜂全球
CSR 2030 倡议”伙伴。

本届论坛上，“金蜜蜂企业
社会责任·中国榜”第 11 次隆重
发布，58 家企业成为中国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实践的先锋榜样，其
中 38 家新“蜜蜂企业”，“老蜜
蜂”20 家， 另产生了金蜜蜂入围
企业 16 家。

自 2008 年以来， 共有 3500
多家企业主动参加活动，329 家
企业成为蜜蜂型企业。 如今，“金
蜜蜂企业”已经成为中国负责任
企业的代名词。

（高文兴）

无限极加入“金蜜蜂全球企业社会责任 2030倡议”
发布中草药健康产品领域第一本 SDGs白皮书
� � 2018 年 6 月 6 日，《无限极
全球践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
在第十三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国际论坛上发布。 在《白皮书》发
布的同时，无限极宣布正式加入

“金蜜蜂全球企业社会责任 2030
倡议”联盟，与国家电网、英特尔
（中国）、雀巢（中国）等 23 家知
名企业一起，聚合可持续发展力
量，共同助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以下简称“SDGs”）的实现。

这是中草药健康产品领域的
第一本 SDGs白皮书。 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中国代表万杨与国内外社
会责任领域的企业代表和专家学
者共同见证了《白皮书》的发布。

“美 好 生 活 健 康 人 生 ”
2030 承诺

在这本《白皮书》中，无限极
承诺以“健康、人、地球、社区”为
行动框架， 聚焦良好健康与福

祉、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优质教育 4
个 SDGs 目标，“弘扬中华优秀养
生文化，创造平衡、富足、和谐的
健康人生”， 为全球可持续发展
事业贡献无限极智慧。

“健康”方面，无限极传播健
康理念，研发健康产品，推广健
康的生活方式，帮助更多人收获
健康人生；“人”方面，无限极关
注员工、业务伙伴、供应商的发
展与成长，帮助他们收获富足人

生；“地球”方面，无限极坚持绿
色生产和消费， 减少资源消耗；

“社区”方面，无限极聚焦教育领
域，持续开展“无限极快乐足球”

“思利及人助学圆梦”等项目，帮
助更多贫困儿童、青少年获得优
质教育的机会。

中草药健康产品领域
第一本白皮书

据悉，这是中草药健康产品
领域的首本白皮书。 无限极（中
国）有限公司媒体事务总监张前
表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是时代趋势，对企业而言，是责
任，也是机遇。作为一家‘做事情要
先思考如何有利于我们大家’的商
业机构，无限极在全球共同挑战和
趋势面前，从来不会缺席。 ”

随着社会各界对可持续发
展的关注越来越高，无限极发布
这本《白皮书》，将为中草药健康
领域提供新的思路，激发更多创
新活力，鼓励业界将商业目标与
社会问题相结合，为全社会持续
创造健康有益的价值。

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执行秘
书长韩斌表示，无限极对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深刻思考和
全面洞察，不仅展现了无限极的
责任担当，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
可供借鉴的实践方案。 中国可持

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副秘书长翟
齐表示：“当前，可持续发展已经
成为各国政府、公众和企业界的
共识……在实施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大潮中，很高兴看到
无限极率先发布中草药健康产
品领域第一本企业践行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白皮书。 ”

全球社会责任体系全面升级

自成立以来，秉持百年李锦
记“思利及人”的核心价值观，无
限极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满足不
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将企业社会
责任视为必须做的事情， 并将
“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优秀企
业”作为公司八大关键行动之一。

2017 年， 无限极全面承接
SDGs，主动探索融入企业的路径
和方法，并于 2017 年度《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 中首次全面采用
SDGs 为报告框架。 而加入“金蜜
蜂全球企业社会责任 2030 倡议”
及《白皮书》的发布，标志着无限
极全球企业社会责任全面升级。

随着无限极业务迈入全球
化发展阶段， 联合国 SDGs 提供
了一套全球通用的做事标准和
沟通语言，助力无限极在各个业
务市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为世
界各地的人们创造“平衡、富足、
和谐的健康人生”。 （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