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来，中国石化在赈灾济危、扶
贫援藏、关爱健康、捐资助学，以及发
展国家体育事业、 推动全民健身等方
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8 年以来累
计向社会捐助超过 23 亿元。

截止到 2011 年，中国石化已经连
续开展 24 年定点扶贫、 连续开展 10
年对口援藏工作，为安徽颍上、岳西，
湖南泸溪、 凤凰 4 个国家级贫困县建
设了一大批惠民基础设施， 建成了海
拔最高的援藏希望小学———“班戈县
中石化小学”，有力改善了当地民众生
产生活条件， 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
发展。

在支援灾区重建、抗旱救灾、抗洪
救灾等方面， 中国石化更是主动承担
起了大型国有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
务。仅四川地震灾区方面，中国石化就
累计捐款捐物 3.08 亿元。

自 2004 年以来 ，中国石化向 “中
国石化光明号” 健康快车捐赠超过 1
亿元，停靠全国 11 个省的 23 个站点，
使 2.2 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见光
明。此外，还建设了新疆显微眼科手术
培训中心和 4 所白内障治疗中心。

中国石化还将捐建“希望学校”作
为一项长期的慈善事业来做 ，“十一

五”期间，共建设 259 所希望小学。 截
至 2011 年，中国石化共向“春蕾计划”
捐款 5509.8 万元，使 3 万余名因贫困
失学的春蕾女生重返校园。

中国石化始终坚持取之社会 ，
回报社会的理念 ，从自我做起 ，从点
滴做起 ，在最困难的时候 ，选择了坚
强 ，在有能力的时候 ，选择了回报 。
未来 ， 中国石化仍将高擎爱心的火
炬 ， 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去温暖每
一个人的心 。

中国石化大力回报社会的善举得
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 仅 2011 年，
公司就荣获国务院颁发的 “全国扶贫
开发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荣获民政部
颁发的“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企
业”奖，荣获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颁发
的“光明功勋特别奖”，荣获新华网颁
发的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杰出企业 ”
奖，荣获人民网颁发的年度“人民社会
责任奖”等。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是一体化
能源化工公司， 业务包括油气勘探开
发、石油炼制和油品销售、化工产品生
产和销售、石油和炼化工程服务、国际
贸易以及科技研发、 替代能源研发和
应用及非油业务等多个领域。

中国石化的央企仁心

企业名称：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公益事迹：1998 年至今累计捐赠超过 23 亿元
展位号：7048（7051）

� � 三十多年来，宝钢持续回馈社会，
服务社会，支持慈善公益事业，保护弱
势群体，追求经济、社会效益的协调统
一， 将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自己
的道德法则。

宝钢的战略目标是： 成为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和强大综合竞争力， 备受
社会尊重的，“一业特强、 相关多元产
业协同发展” 的世界一流的国际公众
化公司， 成为世界 500 强中的优秀企
业。

宝钢认为， 履行社会责任有三个
基础选项和三个优先选项。 三个基础
选项为：价值创造，诚信经营和环境改
善。首先，不创造价值的企业就没有资
格谈论社会责任。第二，企业要基于诚
信创造价值， 要做到社会总福利的增
值。 第三，保护并改善环境，保证社会
可持续发展， 这也是保证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必要条件。三个优先选项为：员
工、社区和供应链。 履行好社会责任，
首先要对员工负责， 每位员工都是社
会成员， 企业要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
作环境， 为员工的事业发展创造条件
和机会。 第二，宝钢是制造型企业，所
在社区为我们提供了生产经营的环
境，为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所以我们

坚持社区优先的原则。第三，要对客户
负责，要支持供方发展，与所有合作伙
伴分享发展成果，在整个价值链中，做
一个价值贡献者。基于上述理念，宝钢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设立中华宝钢环
境奖，致力节能减排工作；搭建员工发
展平台，使得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为
社区居民提供各种公益福利项目 ，提
升社区居民生活水平； 与用户携手开
发绿色产品，以驱动绿色产业发展。

宝钢坚持履行社会责任， 为各类
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 为社会创造福
祉。 宝钢教育奖被公认为我国高等院
校中分布面广、 奖金总额多、 荣誉度
高、深受师生看重的全国性奖项之一。
宝钢捐建的南极昆仑站为中国科考事
业抢占了内陆制高点， 为开展南极内
陆科考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社
区， 宝钢资助的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节极大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
活， 艺术节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民间
艺术活动代表； 宝钢资助上海市老年
基金会公益项目“万名老人游世博”定
向使用于宝山社区的老人， 获得一致
赞誉。多年来宝钢从各方面支持、开展
公益项目，树立了良好的，具有高度社
会责任感的央企形象。

宝钢：履行 CSR3个基础 3个优先

企业名称：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公益事迹：资助中华宝钢环保奖、宝钢教育奖
展位号：7081

近年来， 鞍钢集团公司不断强化
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组织体系和管
理职能， 持续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与可
持续发展工作， 建立完善社会责任与
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和监督考核机
制， 将社会责任工作融入企业发展战
略，纳入战略绩效考核。

鞍钢集团按照国务院国资委 《关
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
见 》 要求 ， 参照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 国家
标准化组织发布的 ISO26000、《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 以及有
关行业指引等要求， 制定企业社会责
任管理制度和涵盖战备管理、 经营绩
效、技术创新、资源环境、员工保护与
社会发展等方面指标体系， 量化和细
化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的工作
内容，作为鞍钢集团公司履行、监督 、
改进、 考核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工
作的依据和标准。

鞍钢已连续三年发布了可持续发

展报告，并建立了管理职责明确，管理
流程优化，工作制度严密，组织体系健
全，监督考核严格，报告内容翔实 、全
面的报告发布制度。

前不久，鞍钢“打造绿色产业链 ，
实现资源节约和清洁生产”和“学习郭
明义传承鞍钢精神， 发挥企业文化的
推动力”两个案例，入选“2011 中央企
业优秀社会责任实践”；鞍钢 CDM 项
目被评为 2008 年度亚太地区社会责
任奖；鞍钢获 2009 年“中华慈善突出
贡献单位（企业）奖”；鞍钢连续两年入
选“亚洲品牌 500 强”。

鞍钢集团公司拥有鞍山钢铁集团
公司、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两大精品钢
铁及钒钛产品生产研发基地。 鞍钢集
团战略目标：2015 年钢产量进入世界
钢铁行业前五位，成为钢铁业特强、钒
产业世界领先、钛产业国内最大，多角
化产业协调发展，最具国际竞争力、能
够引领世界钢铁工业发展的特大型跨
国集团。

鞍钢将社会责任纳入战略绩效考核

企业名称：鞍钢集团公司
公益事迹：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发展战略，纳入战略绩效考核
展位号：7095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是国际化的矿
业公司， 长期发挥中国金属矿产品进
出口主渠道作用， 主要从事金属矿产
品的勘探、开采、冶炼、加工、贸易，以
及金融、房地产、矿冶科技等业务，经
营范围遍布全球 26 个国家和地区，有
约 16.8 万员工，控股 9 家境内外上市
公司，总资产达 2000 亿元。 “十一五”
期间， 中国五矿在国资委年度与任期
考核中全部获得 A 级，2010 年位列世
界 500 强第 228 位， 在金属类企业中
排名第 6 位。

2011 年，中国五矿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着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提升发展质量，生
产经营业绩再创辉煌， 实现营业收入
3552 亿元， 利润总额 127.65 亿元，达
到历史最好水平。

长期以来，中国五矿秉承“珍惜有
限，创造无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全球仅 55 家企
业的联合国全球契约“LEAD（领导）项

目”成员，中国五矿全面落实全球契约
十项原则， 按照国际一流企业标准履
行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责任，
坚持互利共赢， 持续为利益相关方创
造多元价值， 努力实现企业与利益相
关方的共同发展，遵循“诚信经营 ，奉
献爱心，回馈社会”的理念，积极推动
慈善和公益事业。

2009 年 ， 荣获 “最具责任感企
业 ”称号 。2010 年，荣获 “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榜杰出企业 ”奖 、第五届 “人
民 社 会 责 任 奖 ”、 “ 最 具 影 响 力 企
业 ”，所属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位
居 《财富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100 排
行榜第 6 位 。 中国五矿社会责任工
作多次受到国资委表扬 ， 两次荣获
国资委颁发的 “中央企业优秀社会
责任实践 ”奖 ，可持续发展集团报告
和澳洲国别报告分别荣获联合国全
球契约典范报告 “特色风格奖 ”和
“优秀创新奖 ”，2012 年被授予 “第七
届中华慈善奖 ”。

五矿集团“珍惜有限，创造无限”
企业名称：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公益事迹：2012 年被授予“中华慈善奖”
展位号：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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