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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 中国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
会、联合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
FAW）、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
织（TRAFFIC）、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和腾讯公司共同举办了

“打击网络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
互联网企业联盟”（以下简称“联
盟”）2020 交流活动。这是自 2017
年该联盟成立以来，特别是今年
新冠疫情暴发、公众高度关注野
生动植物保护的新形势下，互联
网企业再次聚首，探讨如何更好
地发挥企业优势，抵制野生动植
物非法贸易，倡导科学、健康、可
持续的生活。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
植物保护司武明录副司长指出：

“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更新迭
代，网络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
形式也越来越复杂多变，我国野
生动植物保护主管部门、执法与
监管部门、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
等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 ”

2018 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
护法》明确“禁止网络交易平台、
商品交易市场等交易场所，为违
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
具提供交易服务”。 2020 年 7 月，
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中央
政法委、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和国家网信办联合开展了
“打击整治破坏野生植物资源专
项行动”。

2017 年 11 月，第一个由中
国互联网企业发起的“打击网
络野生物非法贸易互联网企业
联盟” 在北京成立。 2018 年 3
月，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十

余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又作为创
始成员与谷歌、 微软等国际互
联网巨头联合成立“打击网络
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全球联
盟”。 自联盟成立以来， 在 I－
FAW、TRAFFIC 和 WWF 的支
持下， 互联网企业联盟探索了
一套行之有效预防网络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的技术规范。 据
不完全统计， 联盟互联网企业
成员共删除或封禁了超过 300
万条濒危物种及其制品非法贸
易信息。 特别是今年 8 月 6 日，
腾讯联合学术机构、 社会组织
以及相关企业在中国互联网协
会平台正式发布了《网络平台
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控制要
求》团体标准，不仅为我国互联

网企业打击网络非法野生动植
物交易提供执行标准和参考规
范， 也是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
的一大成果， 以及履行国际性
公约的积极表现。

腾讯以及多位参会的互联
网企业代表表示：互联网企业将
进一步发挥自身科技、 媒体传
播、电子商务等优势，在严格管
控各自网络平台的同时，积极配
合政府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对
其用户进行持续有效的宣传教
育。 在本次活动上，又有三家中
国互联网公司———三七互娱、九
九七七八八和掌眼加入联盟，全
球联盟成员达到 39 个。

网络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
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的相关决定和决议，要求各缔约
方加强对本国的网络野生动物
贸易重视和监管。 公约秘书长伊
沃妮·伊格罗， 专门为本次活动
发来视频致辞，赞扬中国互联网
公司在打击野生动植物网络非
法贸易方面肩负起的社会责任，
起到的引领作用，对中国政府的
履约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并表示
大力支持。

今年 7 月，中国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
等九个行业协会联合发出《抵制
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行业自律
倡议》， 号召各行业组织成立抵
制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自律联
盟，制订行业自律公约，以实际

行动共同抵制乱捕滥采滥食、非
法交易野生动植物行为。 此次联
盟活动正是对该倡议的及时响
应和落实。

在本次活动开始前，联盟成
员还参加了由 IFAW、WWF 和
TRAFFIC 等组织的题为“东南
亚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数字时
代”的视频交流会，共有 33 家来
自全球的互联网企业参加。 阿
里巴巴和百度作为中国企业代
表分享其在打击和预防网络野
生动物非法贸易的经验和教
训，呼吁形成企业与行业协会、
保护组织的联合机制， 创造主
动干预、 接受监督和长效防控
的良好局面。

（高文兴）

“作为一家企业，能提供优
质产品，为这个社会提供优质服
务，为国家多纳税，多增加优质
的岗位，我想这就是社会责任。 ”
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张
前说。

张前是在 10 月 29 日， 由中
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主办，中
国慈善家协办的第十六届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上讲述上述观
点的。活动现场，主办方向过去一
年中， 对包括无限极在内的在社
会责任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地方
政府、企业及个人给予肯定。

成熟健康的社会
必定是一个有责任的社会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

致力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 聚焦推
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创新
模式。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
份。 在疫情中城市封闭，生产萧
条，生产停顿，企业发展遭遇冰
冻时刻， 而企业和企业家们不
但扛住了疫情考验， 还发挥自
身优势，做出了无私奉献。 中国
新闻社社长陈陆军表示： 有的
以转型生产防疫物资这种方式
驰援一线， 有的利用大数据技
术支撑各地精准防控， 有的迅
速创新经营模式， 有序推动复
工复产， 为疫后的复苏和重建
尽心尽力。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培华认
为，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必定是

一个有责任的社会，习近平总书
记在今年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也
指出，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
舞台，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
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
正得到社会的认可，才是符合时
代要求的企业家。

外资企业在中国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投身到中国轰轰烈烈
的脱贫攻坚大潮中。 而民营企业
在产业报国、实业强国、创新创
造、 回馈社会的生动实践中，也
实践了自己的责任担当。

推动企业扶贫
常态化和可持续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扶
贫与社会服务部部长王力涛充

分肯定了民营企业的作用。 改革
开放 40 年来， 我国民营经济从
小到大， 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
大，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全国个
体工商户达到 8162 万户，私营企
业达 3148 万户，全国个体私营从
业人员 4.04 亿人。

王力涛表示：伴随着民营经
济的蓬勃发展，广大民营企业自
觉响应党的政策， 树立家国情
怀，积极贡献社会。 据不完全统
计，在新冠疫情阻击战中，全国
十余万家民营企业捐款 172 亿
元，捐物 119 亿元，设立基金 62
亿元， 基金总额达到 353 亿元。
在“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中，截
至今年 6 月底， 有 10.95 万家民
营企业精准帮扶 12.71 万个贫困
村，产业投入 915.92 亿元，公益

投入 152.16 亿元，安置就业 79.9
万人， 精准培训 116.33 万人，共
带动和惠及 1564.52 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取得了良好的政治、
经济、社会效益。

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
司长曲天军认为，重要的是要在
推动企业扶贫常态化、可持续中
发挥重要作用。 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企业扶贫要长期化、制度化、
常态化。

“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进入
小康社会，无限极作为一家企业
公民， 责任一直在路上。“张前
说。 其他获得荣誉的嘉宾、地方
政府及企业表示，未来将以更加
坚定的奋斗者决心，积极发挥正
向价值，努力践行社会责任。

（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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