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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述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获
得了更加广泛的认可， 越来越多
的企业开始重新定位 “经营之
道”，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 而对于那些长期以
来致力于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 ，
或许会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为什
么要开展 CSR 活动？ 是否还要继
续进行下去？ 该怎样改善 CSR 项
目？ 对此，英特尔用“企业社会责
任生态圈” 的实践给出了完美的
解答。

企业与社会可以共同发展 ，
成熟的企业领袖已经意识到了这
一点。 社会责任需要和企业运营
相结合，从而“鱼与熊掌兼得”，实
现经济利润和社会效益的双丰
收， 这是目前大多数企业对于企
业社会责任的认识。 然而，企业能
做的远不止这些。 大多数企业仍
陷于 “社会责任 ”的思维窠臼 ，将
社会问题置于边缘。 问题的解决
之道在于奉行共享价值。 共享价
值不是社会责任，不是慈善，而是
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 通过准
确地分析并满足社会需求， 应对
社会挑战，创造社会价值。 共享价
值不仅仅引发了企业商业思想的
变革， 成为了企业创新的巨大推
动力，由于其深刻的社会影响，还
受到 了 政 府和 NGO 的 大 力 推
崇。

英特尔作为企业社会责任领
域的领导者， 早已在创造共享价
值方面实行了重大举措。 英特尔
在深入地分析了企业和社会关系
的本质之后 ， 提出了 CSR3.0 战
略。 这一战略并非局限于整合商
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而是在整个
价值链中贯穿社会需求， 以其为
导向， 实现企业与社会价值良性

互动，使企业成为“社会创新的催
化器”， 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实
现企业和社会共同的可持续发
展。

当提起创新， 人们常会想到
的是技术领域的创新。 比如先进
医疗设备的发明为医药公司带来
了可观的盈利， 然而欠发达地区
的贫困人口却仍旧面临着缺医少
药的情况。 事实证明，经济繁荣的
阳光并不能照遍社会的每个角
落，当商业创新层出不穷、如火如
荼地发展时， 它的漏洞和局限的
不断出现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
社会创新不同于商业创新， 它最
大的特点在于为创新指引了方
向，确立了目标，给创新注入了为
促进全社会的福祉而服务的价
值。 创新本身无谓功过，而当企业
创新的驱动力不仅来源于传统的
经济需求，而是兼顾社会需求时，
创新便能带来巨大的共享价值。

创新精神早已融入了英特尔
的血液，它的 CSR3.0 战略在充分
理解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
域的威力的基础上， 通过满足社
会、消费者的根本需求，帮助企业
实现共享价值。 相比起 “授人以
渔”，CSR3.0 甚至更胜一筹，它致
力于打造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圈 ，
通过推动跨界合作，将行业伙伴、
政府、NGO 等多种社会力量融入
社会责任的商业活动， 催化社会
创新。 英特尔择己之长，结合自身
的主营业务优势， 找出自己产品
已经包含或者可能包含的所有社
会需求、社会效益。 这不仅能够促
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还能够帮助
企业发现过去忽视的潜在市场 。
英特尔在公益领域、 教育领域和
人口老龄化领域通过各种技术创

新 ，为解决老龄化 、环境挑战 、创
新人才培养、 城镇化等社会问题
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比如在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方面， 英特尔开发
的商业建筑能源管理系统和居民
建筑能源管理系统， 对能源使用
提供实时数据， 并提供节能解决
方案。 英特尔还开发出家庭能源
测量计， 帮助个人用户更明智地
做出能源消费决策， 可使家庭用
电量大幅度降低。 这项在智能建
筑领域的重大创新， 不仅为英特
尔带来了商业机会， 还有效地推
动了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创造共享价值是推动下一轮
企业创新浪潮的关键， 着眼于创
造共享价值的企业， 会在盈利的
同时共生社会效益， 如此便无需
单独评估创新所带来的社会影
响，因为，创新所带来的丰厚经济
利润便证明了企业所创造的社会
价值。

共享价值与社会效益

英特尔：

“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圈”的实践
经过近 30 年的耕耘，中

国成为了英特尔全球最大的
生产和创新研发基地。 英特
尔在中国持续发展的核心是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探索共
建技术生态系统、 产业生态
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 逐步
升华为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圈
建设，催化社会创新。

英特尔希望将自身的创
新价值更大化， 启发更多的
企业决策者从社会需求出
发，重新思考企业战略、运营
方式和管理方式， 更有预见
性地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
式。

2013 年 12 月，英特尔发
布了《根深枝茂持续之道———
英特尔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圈
建设白皮书》， 将英特尔对企
业社会责任理论和英特尔中
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互动
成果分享给更多企业。

回顾过去， 以技术和产
业创新为代表的经济是主导
力量， 但背后出现了一系列
社会和环境问题，社会建设、
环境建设需要与经济建设同
步， 这为企业发展创造了新
的机遇和空间。 英特尔在推
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提
出， 自然界生态圈的价值理
念可以移植至企业可持续发
展。 结合自身实践，英特尔发
现，“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圈”
可以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融
入发展战略，洞察、预知、挖
掘社会需求，整合各方资源，
创造共享价值， 催化社会创
新， 形成以满足社会需求为
导向的可持续性商业模式。

“企业社会责任生态
圈”的提出，是对企业社会
责任认知不断升级的成果。
英特尔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实践经历了从 CSR1.0 到

CSR3.0 的演进， 企业社会
责任内涵和价值也得到不
断提升。

在 CSR3.0 阶段， 英特
尔通过发现、识别和理解社
会需求，与各相关组织开展
跨界合作的创新活动，以社
会创新的视角共拓解决社
会重大问题的新途径，并实
现价值升华， 促进价值共
享。

围绕“社会责任生态
圈”，英特尔将企业社会责任
纳入核心战略和企业愿景，使
自身业务、行业责任和社会担
当融为一体， 推进技术更迅
速、更智能、更经济地向前发
展，为利益相关方带来更多价
值，并在中国建立了企业社会
责任管理架构，设立企业责任
专职部门和人员，统筹相关事
务，提供相关战略指导、咨询
和工作协调，并由自身实践挖
掘设立企业社会责任机构的
价值和意义。

伴随着“社会责任生态
圈”融入管理，英特尔以社
会需求为导向着眼商业运
营，为决策者提供了重新认
识和思考产品和服务产出
过程的方法和途径，从社会
发展角度思考企业发展方
向，增强企业可持续性商业
价值。

市场布局作为企业经营
决策的出发点， 是英特尔社
会责任和企业商业运营融合
的起点，应该如何定位？ 在这
之后， 如何保持企业技术创
新恒久活力？ 如何在环保诉
求下获得绿色收益？ ……英
特尔以实践给出了答案，并
从中受益。 英特尔更希望有
更多的伙伴加入社会责任生
态圈， 以实现所有相关方的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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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圈价值模式图

� � 英特尔“芯世界”社会创新周已经是英特尔“芯世界”
公益创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为英特尔通过“芯世界”
公益创新计划、云公益平台和社会创新中心，希望搭建的
理想公益创新生态圈漫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