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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改变世界，责任引领未
来！

企业不仅要创造财富，还要
为社会创造价值， 承担社会责
任。 企业使命，是客户价值、股东
价值、社会价值的统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
越多在中国的企业努力将自身
融入社会，开展基于解决社会问
题的可持续的社会责任活动，以
期创造社会价值，实现企业和社
会的共赢。

为更好地梳理、研究、推荐
和传播具备战略意义的企业社
会责任项目， 在成功举办四届
“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活动的
基础上，《公益时报》 社再次举
办了第五届（2015）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卓越奖评选活动。 12 月
18 日， 颁奖仪式在钓鱼台国宾
馆隆重举办， 包括世界 500 强
在内的国内外多家企业 CSR
代表出席， 并就 CSR 如何创
新、共享、可持续进行了交流研
讨。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广汽丰田
汽车有限公司雅培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NU SKIN 如新、腾讯公
司、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四
川宏达集团、 卡特彼勒中国、宝
洁（中国）有限公司 10 家企业获
得 2015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企业
卓越奖。

宾利乡村教育计划、阿里天
天正能量、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
朝阳计划项目、华硕新青年 e 创
志愿者行动、 三星电子 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
2015 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
暨作品大赛、华润怡宝百所图书
馆计划、金光点亮梦想、海航至
善井、世茂三年 III 班、康明斯环
境挑战赛等 10 个项目获得 2015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卓越奖。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百

度公司、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
司、易安信电脑系统（中国）有限
公司、李锦记（中国）销售有限公
司、新奥集团、箭牌糖果（中国）
有限公司、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加多宝集团、中南
建设集团等 10 家企业获得 2015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优秀奖。

联合技术青少年 STEM 科
普教育计划、 力士·绿哈达行动
一人一元一平米青藏高原万亩
植绿计划、 诺华健康快车项目、
远洋小伙伴成长计划、真维斯大
学生助学基金项目、西铁城绿色
公民行动———走进阿拉善、斗山
社会公益项目、苏泊尔小学、ABB
绿色公民行动鄂尔多斯治沙项

目、心系你我圆梦嘉吉 150 周年
活动等 10 个项目获得 2015 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优秀奖。

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
公司、戴尔（中国）有限公司、可
口可乐中国系统、中铁现代物流
科技股份有公司、三生（中国）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霍尼韦尔（中
国）有限公司、海航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恒信玺利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苏黎世保险、北京聚融资
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佳能（中
国）有限公司、花旗银行、安徽古
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能
集团公司、 神威药业等 15 家企
业获得企业社会责任推动力奖。

这些获奖企业及项目是通

过企业案例报名征集、专家评审
等环节，从近 300 个案例中推选
而出。 从 2010 年开始着手企业
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库的建设工
作开始，截至目前，通过五届企
业社会责任案例评选活动的举
办，目前，案例库已积累案例超
过 800 个， 成为全中国最大、最
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案例库之
一。

这些案例表明越来越多的
企业开始结合自身资源和渠道
优势，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融入
日常运转， 活跃在扶贫助困、儿
童青少年成长、教育发展、赈灾
重建、 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越
来越多的企业设立专业的部门，

与专业社会组织合作，用专业的
力量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
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运用
网络技术、社会众筹引导人人公
益，并尝试公益信托等多种创新
手段，体现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
的发展方向与趋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
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的发布
为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提
供了参考。 主办方表示将对评选
出的优秀项目做大力推广和传
播，激励企业对于社会责任感的
认知，推动社会责任理念在中国
的普及与发展！

媒体与企业携手，将共同创
造一个因责任而更美好的世界！

2015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在京揭晓

我们不善于表彰，跟欧美社
会比，我们的奖项太少了。 《公益
时报》这么多年一直在引领着公
益界 ，在推动 、发现公益界或者

说整个社会中的创新，这其中就
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的创新，从而
有了“卓越奖”。

如今大家都说经济乏力 ，可

是我们想想，现在的经济乏力和
5 年前、10 年前的经济乏力有什
么不同吗？ 现在的经济乏力并没
有引发企业破产、大量的失业人
员，为什么？ 人类文明其实到了
一个转折点，从 2011 年开始 ，全
球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 万美
元。 这个阶段的经济乏力，是创
新或者经济转型上的乏力，可能
是内在动力不足，但不是人类的
基本需求生产出现了乏力。 我们
的基本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的供
应依然非常充裕，是在发展基础
上产生了挑战。

但是对中国来说 ，我们没有
准备好迎接另一个挑战。 眼下，
三产结构正发生着历史性的转
变。 全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
明 ，到了一定的阶段 ，第三产业
一定会占经济的 70%至 80%。 但

今年我们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在
第三季度才刚刚超过 50%。 这个
大转型期，其实也是一个文明的
提升期， 它会对整个社会发展，
尤其是经济结构产生巨大的冲
击性影响。

北京又要施行单双号限行
了，因为雾霾来了。 对这样一个
非常难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多
方面的协同， 需要产业结构、社
会结构 、文化 、政府治理机制等
全方位的调整。 在这个时候，社
会企业责任便尤为重要。

最近，荷兰前首相来北京访
问，向大家介绍欧洲和美国过去
的经验。 他说，从很多同级结构
的分析来看，对于欧美的百年企
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运行至今的
秘诀之一。 并且，在人均 GDP 超
一万美元并且社会服务业比重

占到 50%以上之后 ，企业的内部
形态也要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即
企业的社会化，它不仅仅是专业
化 、国际化 ，不仅仅是生产更多
的东西 ，更关键的是 ，如何尽到
社会责任，如何突出其解决社会
问题的能力。

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
和中国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十
字路口，这个挑战是提升性的挑
战，是我们几千年来从来没有遇
到过的。 坦率地说，应对这个挑
战 ，我们的意识够了 ，但是更重
要的支撑这个挑战的体系建设
很弱， 企业家社会性的联合、社
会价值的互相开发、联盟性的开
发不够。 但我高兴的是，今天在
座的各位已经迈出了非常大的
一步，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的幸
福，是人类社会的幸福。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

融合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尤为重要

10 家企业获得了2015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卓越奖

王振耀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