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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发布 2021-2022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7 月 26 日，苹果（Apple）发

布了第六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从产品责任、教育责任、环
境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责任、
社区责任等多个方面介绍了
Apple 过去一年如何通过创新的
方式履行社会责任。

“Apple 在中国已有 30 多年
的发展历史。 在全国各地，我们
一直在积极地回馈众多当地社
区———从创建广泛的教育计划
到通过合作与创新来保护地球
环境。我们致力于丰富人们的生
活，扩大机会，让世界变得更加
美好。 ”Apple 副总裁、大中华区
董事总经理葛越表示。

报告显示，Apple 在中国的
“智惠计划” 旨在为中国的教育
发展赋能，自 2018 年启动以来，
从高校大学生到青年打工者，再
到“新农人”，开展的公益项目累
计受益人次超过 50 万。

Apple 携手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先后开展智“惠”教室、校
园减灾教育培训和“童伴妈妈”
等项目，致力于提升当地教育数
字化能力、 提高儿童安全意识、
以及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受
益人次达到 4 万多。

同时，Apple与中国发展研究
基金会开展的“一村一园”和“惠
育中国”等项目，累计受益人次超
过 20 万。 2021 年，Apple 捐赠
2500万元， 与该基金会共同启动
“中国儿童发展基金”， 继续支持
欠发达地区儿童教育发展事业。

0-3岁的早期干预对孩子的
一生会有很大的影响，Apple发挥
自身科技优势， 持续与合作伙伴
共同推进 0-3岁养育师培训 APP

“千天养育”项目。 这个 APP支持
线上培训和考核， 让养育员不用
走出乡村就可以学习到先进的培
训课程， 从而惠及更多孩子及家

庭。 截至 2022 年 4 月，“千天养
育”APP受益人次达到 2.6万。

在中职和大学教育方面，
Apple 持续与教育工作者密切合
作，帮助职业院校进行教师能力
建设， 并提高大学生的编程能
力，帮助他们提升未来发展所需
要的技能。 Apple 和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合作的“赢未来”职业
教育提升计划覆盖了四川和贵

州试点学校的学生，受益人次达
到 18 万。

为进一步支持乡村振兴，
Apple 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开展公益合作，通过四川蒙顶山
合作社发展培训学院助力新农
人的成长。 尽管受到疫情的影
响，截至 2021 年年底，蒙顶山学
院共进行 8 个班次专题培训，生
源地遍布 120 余个县(市/区)。这
些农村带头人回去以后，会把先
进的理念带给更多人。

除此之外，2021 年 Apple 向
河南、 山西共捐赠 2000 万元专
项用于水灾后恢复和重建。河南
发生洪灾后，Apple 与壹基金合
作， 计划在河南省内建立 15 所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帮助社区中

受灾的困境儿童，为他们提供数
字教育机会。 Apple 还与中国乡
村发展基金会合作，支持河南产
业化项目恢复改造、培训“新农
人”、开展善品公社项目等。在山
西，Apple 的捐赠也将会为灾后
重建，振兴乡村贡献一份力量。

与此同时，Apple 鼓励和支
持员工参与到不同社会服务活
动中，推动社区更好地发展。 为
此，Apple 不断完善志愿者管理
体系，设立 Apple 全球志愿者计
划， 开展配捐计划。 2021 年，
Apple 的员工捐赠计划迎来了成
立十周年纪念 。 累计为全球
39000 个组织募集善款近 7.25
亿美元，付出超过 200 万小时志
愿服务折算的等值款项。

2021 年，Apple 为中国的员
工志愿者服务和个人捐赠配比
的捐赠累计超过 131 万元，其中
近 97 万元已被用于支持分布在
四川、南京、北京、上海、济南、深
圳等地的公益合作伙伴开展公
益活动。

“我们认为，企业应该尽其
所能为公众服务，赋予世界上每
个人更强大的力量，并将大家前
所未有地紧密凝聚在一起。 ”
Apple CEO 库克表示。 （王勇）

近日，由中国社会责任百人
论坛 ESG专委会、 航空工业集
团联合主办，中航产融、责任云
研究院联合承办的“ESG 中国
论坛 2022夏季峰会”在京召开。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社科院、央
企集团、上市公司、行业协会及
媒体代表等采取“线上+线下”
的形式参加会议。 据悉，“ESG
中国论坛”自 2021年设立以来，
每年举办春夏秋冬四次峰会，发
布中国 ESG 领域的重要成果，
促进多方深度交流。

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
员、秘书长彭华岗，中国质量协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段永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
长黄群慧，国务院国资委行业协
会商会工作局原局长张涛，中国
社科院教授、中国社会责任百人
论坛秘书长钟宏武共同启动《企
业 ESG 管理体系要求》《企业
ESG评价指南》（团体标准）。

记者了解到，团体标准制定
由中国质量协会作为牵头机构，
责任云研究院作为主要参编机
构。 各方专家共同为标准制定
提供支持，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

员、秘书长彭华岗担任专家组组
长，中国质量协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段永刚、 中国社科院教
授、百人论坛秘书长钟宏武担任
执行组长， 来自政府、 协会、高
校、 研究机构等机构的 ESG 专
家共同参与， 共同打造专业、权
威的团体标准。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 ESG
得到快速发展，ESG 投资规模
猛增、监管举措频出、评价有序
推进、交流持续深化，企业 ESG
意识不断增强，ESG 信息披露
率不断上升。 但与发达国家较
为成熟的 ESG体系相比， 我国
在 ESG投资规模、标准建设、信
息披露、评级评价、监督管理、行
动实践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
面对蓬勃发展、日益强劲的国际
ESG浪潮和挑战， 我国 ESG体
系建设时间紧迫、 任务艰巨、责
任重大。

两项团体标准致力于解决
中国 ESG 体系建设存在本土
ESG 评级影响力不足、 中国企
业 ESG 管理缺乏专业指引等
突出问题。 中国质量协会总工
程师王璐介绍项目时强调 ，

“《企业 ESG 管理体系要求》
（团体标准） 将通过建立统一、
通用的 ESG 管理体系认证标
准，帮助企业规范 ESG 管理体
系，提升 ESG 管理能力，增强
可持续发展韧性。《企业 ESG
评价指南》（团体标准） 将明确
ESG 评价流程及指标体系，为
中国 ESG 评级体系建设提供
方向， 为企业全面评估自身
ESG 水平提供指引。 ”

两项团体标准具有较广泛
的适用范围，《企业 ESG 评价指
南》（团体标准） 适用于企业、管
理单位自我评价和第三方开展
企业 ESG评价活动；《企业 ESG
管理体系要求》（团体标准）适用
于自评、第二方和第三方对组织
ESG管理体系的评价与认证。

两项团体标准已于 2022年
7 月通过中国质量协会正式立
项审查，计划于 2022年 11月发
布。 企业、研究机构、ESG 专家
等可通过接受调研、参与意见征
求等方式参与标准编制过程，发
布后还将通过宣贯、培训，选择
代表性企业进行试点等方式推
动标准的推广与运用。 （皮磊）

推动我国 ESG体系建设
两项 ESG团体标准启动

7 月 25 日，2022 年公益未
来·Apple 创想营在京开营。 活
动由 Apple 和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联合推出， 将为生活在北
京以及周边社区、 缺乏自我表
达机会的打工者提供实践机会
与职业发展指导。

今年 5 月，Apple 宣布扩展
Today at Apple 创想营项目的
计划， 以惠及全球各地更多来
自未受充分重视群体的年轻创
意人才。 扩展的项目将围绕一
系列艺术主题提供职业发展指
导、培训与资源，课程内容现已
涵盖 APP 设计、播客、空间音频
制作与电影摄制等。

创想营将在七座新城市推
出，包括纳什维尔、迈阿密、柏
林、米兰、台北、东京与悉尼。 同
时， 创想营也将连续第二年在
芝加哥、华盛顿特区、纽约、伦
敦、巴黎、曼谷和北京举办。

Today at Apple 创想营北
京的课程为期 7 周， 专注于摄
影和视频。 导师包括导演、APP
开发者飞猪和美食博主猪侨。 7
月 25 日至 10 月， 学员们将参
加一系列实践课程， 以影像的

方式讲述故事， 并与小伙伴们
一起探索摄影和视频新技能。

“我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经
验分享给大家， 给大家看到一
个成长的目标。 我觉得可以用
我自己实际的例子来告诉大
家，你想成长，你想换一个新的
生活方式并不是很难， 只要你
好好使用手中的工具就可以
了。 ”猪侨表示。

据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公
众互动部工作人员何雪介绍，
参加今年项目的学员， 除了北
京周边打工者、学生群体，也有
返乡工作的青年， 他们的职业
多种多样， 包括人力资源公司
工作人员、社工、旅游服务公司
工作人员、街道工作人员、职业
学校学生、电脑维修工作人员、
会计、幼师等。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
公益课程的机会， 不仅可以学
习到行业技能， 也能够积极地
与老师、 同学们共同探索如何
通过摄影与视频讲述自己以及
身边的故事， 通过课程培训发
现自己的人生更多选择和可能
性。 ”何雪表示。 （王勇）

2022 年公益未来·Apple 创想营启动

7 月 24 日， 北京师大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在北京发布《教
育助力乡村振兴———北师大产
业 2021 年度社会责任专项报
告》。 该企业是经教育部批准、
由北京师范大学出资设立的国
有独资公司， 全资设立出版集
团、教育集团、科技集团等下属
企业。 这是北师大产业首次发
布社会责任专项报告。

2021 年， 北师大产业遵循
教育发展规律， 坚持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携手政府机构、企业、
公益组织，积极构建乡村教育振
兴帮扶模式， 通过强化五育并
举，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等
举措，以点带面，层层推进服务
升级， 教育帮扶服务覆盖 11个
省市自治区和数万名教师，惠及
数十万名学龄及学龄前期儿童。
此次发布的社会责任专项报告
围绕“教育助力乡村振兴”主题，
阐述了北师大产业聚焦“三区三
州”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

育欠发达地区，积极响应教育优
先发展及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
战略要求，持续向欠发达地区教
育一线输送优质教育资源，激发
乡村教育发展活力，赋能乡村教
育振兴的系列举措。

未来， 北师大产业将继续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以推动教
育高质均衡发展为目标， 携手
各方共同推动乡村教学质量与
办学水平提升， 为乡村振兴贡
献北师大产业力量。 （张明敏）

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北师大产业首次发布社会责任专项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