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企业公益蓝皮书》发布

企业 300强公益发展指数平均得分 33.79分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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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 年 1 月 20 日， 由中国
社会责任百人论坛主办，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
任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企业
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共同指导的
“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第
四届企业公益年会” 在京举办，
同时发布了《企业公益白皮书
（2017）》。

白皮书显示，“2017 年中国
企业 300 强公益发展指数平均
得分为 33.79 分，较 2016 年略有
提升，整体为二星级；超过三成
企业处于一星级， 较 2016 年减
少了 69 家；47 家企业得分为 0
分。 ”

35.33%的企业与 NGO
合作开展公益实践

《企业公益白皮书（2017）》研
究发现中国企业公益管理具有
以下阶段性特征：

1.企业的公益管理缺乏计划
性、专业性和系统性。

2017 年，300 强企业在公益
管理具体指标的得分上差距明
显。 其中公司（包括下属单位）参
与或开展公益活动的企业数量
达到 224 家， 占企业总数的
74.67%，得分率排名第一。

2.选择与 NGO 合作开展公
益实践的企业占 35.33%，其中外
资企业最多。

2017 年，300 强企业中与
NGO 合作开展公益实践的企业
达到 106 家，占比 35.33%，其中，
外资企业中与 NGO 合作开展公
益实践的企业最多，达到 45 家，
其次为民营企业，为 34 家，国有
企业选择与 NGO 合作开展公益
实践的数量最少，为 27 家。 企业
应继续加强与 NGO 合作， 发挥
NGO 的专业价值， 进一步提升
企业公益活动的专业性。

3.超过一半企业运用新媒体
宣传企业公益活动， 较 2016 年
提升 14.33%，民企新媒体公益传
播表现突出。

2017 年，300 强企业中有
154 家企业选择运用新媒体宣传

企业的公益活动， 占比 51.33%，
较 2016 年提高了 14.33 个百分
点，表明在“互联网+”时代，新媒
体的宣传方式已被大多数企业
所接受，通过互联网与公益的结
合，有效提升企业公益价值。

4.企业公益投入的透明度有
待提升，国企的公益投入透明度
最高。

2017 年，300 强企业中明确
披露年度公益资金投入量的企
业仅 71 家，占总体的 23.67%。 其
中，国有企业 49 家，民营企业 16
家，外资企业 6 家，国有企业公
益资金投入披露率最高，占披露
公 益 资 金 投 入 企 业 总 数 的
69.01%。

5.从披露信息来看，民企平
均公益投入超过国企和外企。

71 家企业披露了 2016 年度
公益资金投入， 总额为 80.17 亿
元，总体高于 2015 年度，平均每
家企业投入 11,291.74 万元。 其
中， 从平均公益资金投入来看，
民营企业最高， 达 22,568.60 万
元，国有企业次之，为 8,684.79 万
元，外资企业最少，为 2,510.25 万
元，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公益
投入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6.公益投入额度前十名的企
业均为国企或民企。

中国恒大、神华、中石油位
列前三从企业性质来看，公益投
入额度排名前十的企业以国有
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 其中，国
有企业 5 家、民营企业 5 家。 中
国恒大集团以 16 亿元的公益投
入位居第一，神华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
限公司分别为 8.66 亿元和 6.21
亿元，位居第二和第三。

7.近三成企业建立了公益基
金/基金会， 公益发展指数领先
的企业倾向于建立公益基金/基
金会。

2016 年度，300 强企业中建
立企业公益基金/基金会共有 83
家，比例达到 27.67%。 其中民营
企业最高， 有 41 家企业建立企
业公益基金/基金会； 国有企业
其次，有 22 家；外资企业最低，

仅有 20 家。

外企公益发展指数
高于国企和民企

白皮书的研究显示，中国企
业公益发展指数具有以下阶段
性特征：

1.2017 年中国企业 300 强公
益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为 33.79
分，较 2016 年略有提升，整体为
二星级；超过三成企业处于一星
级， 较 2016 年减少了 69 家；47
家企业得分为 0 分。

2017 年，中国 100 强系列企
业公益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为
33.79 分，整体处于二星级水平，
有 9 家企业达到五星级，较 2016
年增多 1 家， 但整体占比仍较
小，表明中国企业公益整体发展
水平仍不高。

2.外资企业公益发展指数高
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2017 年，外资企业公益发展
指数为 34.64 分， 高于国有企业
的 33.86 分和民营企业的 32.86
分。 在国有企业中，国有金融企
业公益发展指数最高（44.57 分），
中央企业次之（37.76 分），其他国
有企业最低（23.28 分）。

3.行业间公益发展指数差距
显著，互联网业表现最好。

行业企业公益发展指数选
取 9 个社会关注度高， 对经济、
社会、环境影响力大的行业进行
分析，通过对 9 个行业中 300 强
企业的公益管理和实践系统评
价得出，互联网业公益发展指数
得分最高（63.31 分）、日化行业
公益发展指数得分其次（60.81
分），达到四星级，处于行业领先
地位；银行业（51.69 分）、汽车行
业 （51.66）、 服装鞋帽制造业
（44.14 分）、保险业（40.33 分），
达到三星级水平。 电力行业
（35.85 分）、 医 药 行业（33.83
分）、房地产业（33.32 分）3 个行
业得分在 20-40 之间，位于追赶
者阶段。

4.外企中，韩资企业公益发
展指数最高。

2017 年，外资企业 100 强公
益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为 34.64
分。 其中，韩资企业得分最高，达
到 71.49 分，处于四星级水平，领
先于其他国家企业。 瑞士企业
46.74 分、 日资企业 40.58 分，处
于三星级水平。 美资企业（39.60
分）、瑞典企业（37.65 分）、比利时
企业 （35.35 分）、 爱尔兰企业
（34.88 分）、 中 国 香 港 企 业
（32.23）、德资企业（29.60 分）、法
资企业（22.15 分），均处于二星
级水平。 总部位于英国、中国台
湾、荷兰、意大利、卢森堡的外资
企业得分不足 20 分， 处于一星
级水平。

5.60.67%的企业拥有品牌公
益项目，国企、民企与外企品牌
公益项目在数量和质量上差距
较小。

2017 年，300 强企业中，有
182 家企业（占比 60.67%）开展/
打造了富有自身特色的品牌公
益项目。 其中，民营企业最高，为
63 家；其次为国有企业（60 家）；
再次为外资企业（59 家）。

文化教育、扶贫领域品牌
项目最多

公益项目是企业战略型公
益的重要构成，也是企业公益理
念的实际承载。 打造设计精良、
卓有成效的公益项目是企业提
升品牌认知度、美誉度的重要手
段与途径。 白皮书通过对企业公
益醒目价值、组织与管理、绩效、
影响以及创新性与可持续性的
分析，归纳总结出中国企业品牌
公益项目具有以下阶段性特征：

1. 外资企业品牌项目最多，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次之。

评选得出的 50 个公益品牌
项目，共隶属于 50 家企业。 其中
国有企业 15 家，民营企业 12 家，
外资企业 23 家。 由此可见外资
企业运营公益项目更加专业化、
系统化，也更加重视公益项目品
牌的塑造。

2. 品牌公益项目在文化教
育、扶贫领域最多。

2017 年 50 佳品牌公益项目
共涉及文化教育、扶贫、公益创
新、志愿服务等 9 个领域，其中
文化教育类公益项目最多，为 21
个，扶贫类次之，为 7 个，其他领
域分布均相对较少。 由此可见，
教育、扶贫仍旧是我国企业公益
投入的主要领域。

3. 品牌公益项目平均执行
6.85 年，最长的达 21 年，保持了
良好的延续性。

在评选出的 2017 年 50 佳公
益项目中，平均执行年限为 6.85
年。 最长为 21 年（松下电器的松
下育英基金项目、海尔集团希望
工程项目）， 执行 0-5 年的项目
最多。 具体如下：已执行 5 年及
以下的项目为 26 个（52%），执行
6-10 年的项目有 13 个（26%），
有 8 个（16%）已实施 11-15 年
的项目。 执行 16-20 年的项目
有 1 个（2%），执行时间超过 21
年的项目有 2 个（4%）。 与 2016
年度相比，执行 21 年及以上的
公益项目比例略有增长， 许多
公益项目保持了良好的延续
性，产生了持续的社会效益，形
成企业公益品牌，有效提升企业
公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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