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时报》社总编辑赵冠军：
企业的社会价值越来越重要

新发展·新担当！
2021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峰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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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月 16 日， 由《公益时
报》 社主办的 2021 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峰会（以下简称 ' 峰
会 '）在北京举行。 峰会以 ' 新
发展、新担当 ' 为主题，邀请不
同领域的企业代表就社会责
任相关话题进行分享，并发布
《2021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观察
报告》。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峰会
由《公益时报》社于 2011 年发
起，每年一届，旨在弘扬先进
的社会责任理念和公益慈善
文化， 号召更多企业参与公
益、践行社会责任，打通企业
社会责任履责渠道， 链接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等机
构，协助企业更加科学、精准、
高效地开展公益项目。

《公益时报》社总编辑赵
冠军在致辞中表示，“如何应
对挑战、坚定信心，成为更有
活力、 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市
场主体， 成为更有社会价值
的商业机构， 做新时代下的

‘好公司’？ 这是新时代
给企业和企业家们提出
的一道必答题。 不断提

升经营能力和管理水
平， 开展基础研究和
科技创新， 响应国家

重大战略号召 ，
在守法经营做大
‘蛋糕’ 的同

时， 积极履
行社会责

任 、实

现社会价值、 参与社会公益
事业， 成为有担当的企业和
企业家们的共同选择。 ”

截至 2021 年，《公益时
报》 已连续 11 年发起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峰会，收录的企业
社会责任优秀案例超过 2500
个，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履行社
会责任的企业，践行着作为公
益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2021 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观察报告》通过征集近 500
家企业的社会责任案例，精心
组织、多维评审，评选出了一
批有影响力的社会责任案例。
这些案例涉及儿童、 养老、助
残、乡村振兴、科技向善等多
个领域，入选项目具有覆盖面
广、影响力深、持续时间长、受
益人群多、 社会价值高等特
点，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优秀
样本，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

峰 会 邀 请 部 分 入 选
《2021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观
察报告》 优秀案例的企业代
表进行了专题分享。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党组
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社
会责任办公室主任吕大鹏谈
道，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企
业在国际上的旗帜和通行
证， 中国石化应在报国为民
的基础上加上一条造福人
类， 以推动社会责任项目的
品牌化， 打造中国负责任的
国际形象。

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无限极（中国）有限公
司公关传播总监张前介绍了
无限极构建的“五个一”社会
责任体系。 他谈道，无限极在

快速发展的同时，
始终坚持把企业

社会责任融
入公司文

化中。
吉利德上海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
总经理金方千表示， 吉利德
大力投入与政府、卫生机构、
公益组织、行业协会、媒体等
多方合作，在疾病筛查、学术
交流、 公众教育和社区患者
支持等多个维度帮助推动公
共健康水平的提升。

上海医药大健康云商股
份有限公司 CEO、总裁刘斌
认为， 企业是否具备社会责
任意识往往会影响千家万户
的福祉， 传播企业社会责任
也已成为一项意义重大的活
动， 成为彰显社会商业道德
的风向标。

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王立新介绍了“《疫问
疫答》———世界黄金协会新
冠肺炎公益教育项目”，呼吁
社会各界人士更多地关爱和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玛氏中国宠物营养企业
事务负责人安宁表示， 企业
应将专业的知识技术和科学
理念赋能社会， 通过开展玛
氏宠物的宠享潮生活项目，
全面推动人宠和谐社区环境
的建设和发展。

东陶（中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兼总经理小野徹也介
绍了“TOTO 水环境基金”资
助和开展节水、 环保方面的
公益活动。 他谈道，基金成立
14 年来， 通过持续开展节水
技术及政策培训， 大学生奖
学金、 爱水一课堂宣传等各
种项目，在中国宣传节水、环
保理念。

宝宝树集团众鸣党支部
书记王玉通过展示宝宝树
“乡村医生项目” 等公益活
动， 介绍了宝宝树依托公司
在母婴领域的行业优势 ，在
母婴健康、扶贫济困、教育助
学以及社区发展等方面开展

公益服务，形成
了“2+1+

6”的公益体系。
微众银行企业

市场及创新业务部
品牌及营销管理室经
理曾琳介绍了微众银行通过
开展“企业+‘助力企业 100%
公益行动’”， 实现微众银行
作为小微企业成长的陪伴
者、见证者。

强生中国总裁委员会成
员，强生眼力健大中华区、澳
大利亚及新西兰区域副总
裁， 强生全球社区影响力委
员会中国区主席王利平表
示， 强生全球社区影响力希
望实现到 2030 年在中国帮
助包括护士及社区健康工作
者在内的 20 万基层医务工
作者，并使 2000 万人获益的
目标。

作为民政部主管、 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主办的行业
媒体，《公益时报》自 2001 年
创刊以来， 坚决认真贯彻
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方
针 ， 旗帜鲜明地扬善，记

录、传播、推动了中国社会公
益事业的发展， 已经成为促
进中国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
一面旗帜。

《公益时报》为企业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
事业搭建了“从线下到线上、
从单一到多元、 从局部到整
体”的传播和交流载体。

《2021 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观察报告》 通过对百家企
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企
业社会责任案例的分享，可
为同行业者及刚进入企业社
会责任领域的企业提供可量
化的参考标准和可持续发展

的企业社会责任解决方案，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
“绿带行动”———大众汽车集
团（中国）公益林项目，博世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可信
农场： 农业大数据助力乡村
振兴”，中信银行“爱佑童心
先心病儿童救治项目”，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菁全
球教育项目”，香港马会会所

“良师益友笔友计划”， 新华
三集团“乡村大脑项目”，深
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微众企业+‘助力企业

100%公益行动’”， 世界黄金
协会（瑞士）北京代表处“《疫
问疫答》———世界黄金协会
新冠肺炎公益教育项目”，爱
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光明扶贫工程·白内障复
明”，沃尔沃汽车“小红马安
全教育公益行动”，国强公益
基金会“心愿 100 梦想空间
计划”，“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致敬凡人英雄”项目，以及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轻松集
团、吉利德（上海）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强生中国、上海医
药大健康云商股份有限公
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Keep、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东陶（中国）有限公
司、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玛氏食品（中国）有限公司等
入选《2021 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观察报告》优秀案例。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
情， 中国企业不应被动履行
社会责任，应更多拥抱社会、
解决社会问题、 创造共享价
值。 中国企业正通过各种方
式挖掘新契机， 在不确定性
中开创新局面， 形成可持续
发展的未来，更好诠释“新发
展、新担当”的企业社会责任
精神。 （张熙）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十四
五规划纲要”提出了 2035 年“人
民生活更加美好， 人的全面发
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
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的美好
愿景。 纲要同时指出，推动高质
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
格局。

新的发展， 离不开市场主
体的参与和创新。 对于企业和
企业家来说，2021 年以及今后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挑战和机
遇并存， 而且在不断发展变化
之中。

从发展的基础来看， 我们
国家经济整体长期向好， 物质
基础雄厚， 人力资源丰富，市
场空间广阔， 发展韧性强劲，
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
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 与此同
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
经济陷入低迷期，经济全球化
遭遇逆流，国内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一切为了发展。 如何应对
挑战、 坚定信心， 成为更有活
力、 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
体， 成为更有社会价值的商业
机构，做新时代下的“好公司”？
这是新时代给企业和企业家们
提出的一道必答题。 不断提升
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 开展基
础研究和科技创新， 响应国家
重大战略号召， 在守法经营做
大“蛋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实现社会价值、参与社
会公益事业， 成为有担当的企
业和企业家们的共同选择。

顺应时代潮流， 把握发展
大势。 12 月 8 日至 10 日举行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 2021 年的
发展成就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会议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
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

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
分好。 要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
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
按要素分配政策，加大税收、社
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 支
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
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新的时代， 需要有担当的
“好公司”在“做大蛋糕”和“分
享蛋糕” 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
作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既是商业文明发展的要求，也
是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选择； 企业不仅要增强商业价
值，也需要兼顾社会价值；不仅
能够创造商业文明， 更是能够
促进社会文明。 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不仅
要促进社会问题的直接解决，
更是要通过积极干预， 不断激
发社会活力， 使得社会发展崇
尚“劳动、才能、勤奋”的运行机
制仍然能够保持良性运转。

现代文明正在向更加公平
的未来迈进，在这一过程中，社
会需求不断升级， 企业的社会
价值越来越重要， 更需要优秀
的企业和企业家们不断增强企
业家精神， 对社会发展的趋势
积极响应。 放眼未来，注重商业
和社会双重价值的企业， 必将
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尊重，企
业的发展必将更可持续、 更高
质量。

作为民政部主管、 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主办的行业媒
体，《公益时报》自 2001 年创刊
以来， 坚决认真贯彻党的新闻
舆论宣传工作方针， 旗帜鲜明
地扬善，记录、传播、推动了中
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已经
成为促进中国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的一
面旗帜。

我 们 在 建
设融媒 体的 同

时，为社会各界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搭建
了“从线下到线上、从单一到
多元、从局部到整体”的传播
和交流载体。

为更好推动企业社会责
任的示范效应，2011 年， 我们
发起了第一届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优秀案例征集和发布活
动， 到 2020 年已经连续举办
了十届，收录的企业社会责任
优秀案例超过 2500 个。 十年
来， 我们不断创新工作方式，
采取传统与现代信息传播相
结合的方式，增强宣传和推广
示范案例的能力，积极营造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

今天， 我们再一次举办企
业社会责任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专题会议，发布《2021 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观察报告》，同时和大
家一起分享交流各自在企业社
会责任领域的最新成果， 以此
向在新时代勇于承担、 善于承
担责任的企业致敬， 也希望与
大家共同探索企业如何在经济
责任、法律责任、社会责任、道
德责任之间取得平衡。

中国有句古话叫“众行致
远”。 新的时代已经大步向前，
让我们携起手来，凝聚共识、集
思广益，不断探索、实践和
创新，为建设一个更加
美好的社会而努力
奋斗！

●2011 年， 首届
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优秀案例发布
活动，收集优秀案
例 173 个。

●2012 年，第二届企
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
发布活动， 收集优秀
案例 219 个，出版《责
任之道———企业社会
责任优秀案例》。

●2013 年， 第三届企业社会责
任优秀案例活动升级为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卓越奖，并提出“助
力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从优秀到
卓越” 的使命， 收集优秀案例
287 个。

●2014 年，第四届企业社会责
任卓越奖举办，提出“卓越是选
择”的口号，优秀社会责任案例
库也积累案例超过 800 个，成
为中国最大、 最系统的企业社
会责任案例库之一;

●2015 年， 第五届企业社
会责任卓越奖第一次现场
发布年度企业社会责任观
察报告。

●2016 年，第六届企业社
会责任卓越奖举办， 发布
《中国企业公益项目研究
报告(2016)》。

●2017 年，第七届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卓越奖以“新时代的责任企
业”为主题，探讨如何更好地履行
社会责任，促进社会治理，参与公
益事业，推动社会进步。

●2018 年，第八届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卓越奖从 100 多份申报案例中
评选出了卓越企业、卓越项目。 包
括国企、民企、在华外企等不同类
型， 其社会责任项目涉及教育、扶
贫、大病救助、文化等多个领域。

●2019 年， 第九届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以
《责任构筑企业未来》为
主题，发布《2019 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年度观察报
告》。

●2020 年，2020 中国经
济与企业社会责任高峰
论坛以“时代在召唤 资
本的力量”为主题，共同
探讨企业社会责任践行
路径，向勇于承担、善于
承担责任的企业致敬，并
展望十四五规划下中国
未来发展的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