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成立科技创新局、社会责任局的消息引发业内关注，其中，社会责任局的重点工作任务围绕推进‘双
碳’工作、安全环保工作以及践行 ESG 理念等，与生态环保工作紧密相连。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以来，中央企业被纳入督察范围，已对 6 家央企开展了督察，督察重点也是更多关注其污染防治主
体责任是不是得到很好的落实，以及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情况如何。

记者了解到，实际上国资委已经存在科技创新和社会责任局，指导所监管企业科技创新工作、履行社会责任等。 此次拆开成
立两个新局，有何考量？

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央企推进‘双碳’和生态环保工作应注意哪些重点？ 未来如何更好地践行 ESG（环境、社会和治
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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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成立科技创新局社会责任局
更好推动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和社会责任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开展

新闻NEWS

信号： 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更加突出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进
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国家层面
对中央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愈加
重视。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央
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对国资央企科技创新
和社会责任工作多次发表重
要讲话，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为做好国资央企科技创新
和社会责任工作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国资委表示， 两个局的成
立将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体制
机制，更好发挥监管效能，建设
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举措，有
利于更好推动中央企业强化科
技创新，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实
现高质量发展。

“把原来的一个局拆分成
两个局， 意味着科技创新和社
会责任这两项工作的重要性都
更加突出了。 ”商道纵横总经理
郭沛源认为，单设社会责任局，
对更好指导和监督央企国企履
责很有意义。

他介绍说，过去十多年，中
央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成绩
有目共睹。 记者查阅到，有报告
显示，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已有 92 家中央企业发布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在具备发
布 条 件 的 中 央 企 业 中 占 比
96%， 发布数量及比例均创新
高。 同时，超七成中央企业进行
社会责任工作绩效考核。

以经历过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的中国五矿、中国化工、中国
铝业、中国建材、中国有色和中
国黄金 6 家央企为例，其都在社
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
中提出污染治理、生态环保、绿
色发展等相关内容， 有的还做
了大篇幅描绘。 然而，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仍然发现了不少问题。

“双碳”路线图怎么画？ 下
属子公司管理如何抓实？

去年，国资委印发的《关于

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指出，中央企业在关系国家安
全与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
和关键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同时
也是我国碳排放的重点单位，应
当在推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中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突出抓好中央企业碳达峰
碳中和有关工作，‘一企一策’
有力有序推进‘双碳’工作；抓
好安全环保工作， 推动企业全
过程、 全链条完善风险防控体
系”， 是社会责任局的重要工作
内容之一。

郭沛源认为，“双碳”目标与
高质量发展关系密切，不仅是生
态环保的问题，更关系着新发展
理念和企业经营理念。“双碳”转
型没有“一招鲜”的办法，每个企
业要根据自身特点量身定做自
己的路线图。“首先考虑行业，有
哪些碳中和技术路线；其次考虑
地区， 不同地方应根据地方经
济、产业发展状况设置不同的零
碳路线图。 ”

刚刚经历过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的中国有色集团和中国黄
金集团，已经意识到“双碳”工作
的重要性。 去年 11 月，中国有色
集团编制了绿色低碳发展规划，
确保到 2024 年实现单位产值二
氧化碳排放量较“十三五”末下
降 21%以上。

中国黄金集团则制定了十
四五”节能减排专项规划，明确

“十四五” 末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可比价） 较“十三五” 末下降
32%； 开展了集团 113 家子企业
的碳排放摸底调查，将在查明各
企业碳排放路径、采选冶等工艺
流程排碳具体情况以及分析存
在问题基础上，制定碳达峰碳中
和行动方案。

遏制“两高” 项目盲目发
展， 能够推动绿色转型和高质
量发展。 严控“两高”项目盲目
上马， 成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的重点内容。 从上述 6 家央企
来看，均被纳入“两高”行业类
别统计。

通过分析 6 家被督察过的
央企， 记者发现了一个共性问
题： 央企的下属企业数量多、分
布广，且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参差

不齐，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和标准
被一再降低。 无论日常受过的环
境行政处罚，还是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绝大多数
是央企下属企业。

对此，郭沛源认为，央企面
临的挑战是体系比较庞大，分公
司、子公司、控股公司及参股公
司比较多，如何将生态环保意识
和要求贯彻到整个体系，是比较
现实的挑战。

如何加强对子公司的监管？
他建议，一是分类施策，重点关
注环境风险高的下属企业；二是
数字化管理，像管财务绩效一样
将环境风险量化起来，实时或定
期汇总、监控。

记者了解到，正在进行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的中国
有色集团表示，要在环境风险管
控体系中，建立常态化、清单式
的监督检查机制。 中国黄金集团
也表示，每年与直管二级公司签
订《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目标责任
书》，将主要环保指标、重点环保
项目纳入其中进行责任考核。

如何更好地践行 ESG 理
念、开展生态环保工作？

央企践行 ESG 理念、 履行
社会责任过程中，哪些方面需要
加强？

“实际上，央企在履行社会
责任过程中，时间较长，经验较
丰富。 ”郭沛源表示，新形势下，
应有更新的目标。 比如，如何主
动适应并引领国际规则标准制
定，有更大的话语权？ ESG 理念
与企业社会责任（CSR）之间如
何衔接？

据了解， 中国黄金集团把
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企业发展全
过程， 此前还积极参与 ESG 指
标的研究， 支持 ESG 体系的建
设和推广。 2014 年和 2018 年两
次与中国社科院合作编写完成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
之一般采矿业 3.0》《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编写指南之一般采矿
业 4.0》。 在两本指南中，均设
有环境绩效系列，包含了环境
管理体系、碳强度、节能减排、
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47 项具体
指标。

而作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
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中国有
色集团很早就感受到了适应国
际规则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
必要性，集团公司每年定期发
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各上市公
司也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未来， 还要建立起自上而下的
ESG 管理模式。

经历过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 中国有色集团和中国黄金

集团都表示， 未来的工作要着
眼“双碳”目标实现，推动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 一方面，大力
强化科技创新力度；另一方面，
加快绿色矿山建设， 开展清洁
生产。

中国有色集团将以督察问
题整改为契机， 进行冶炼企业
清洁生产、低碳转型关键技术
研发， 实现在有色金属高效
率 、低消耗 、低污染综合回收
等重点领域的突破 ； 以解决
危废固废 、尾矿库 、矿山生态
修复等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为
突破点，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体系， 争取年度污染物排放
量持续下降、 单位产值综合能
耗下降 3%。

中国黄金集团则将持续抓
好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 促进
生产方式绿色转型。 重点加大
矿山和冶炼企业节能技术改造
升级， 推广矿产资源节约和综
合利用先进技术， 推动绿色低
碳地质勘查， 提高清洁能源消
费比重， 加强低碳零碳负碳的
科技攻关等工作开展。

在新的目标要求下， 中央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应更加
明确、路线应更加清晰、步伐应
更加坚定， 不断提高履行社会
责任的能力和水平。

（据《中国环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