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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11%的企业增加了 CSR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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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
突发和蔓延 、“十四五 ”

规划的发布、2060 碳中和目标的
建立等推动着社会各界越来越
关注可持续发展，同时企业也越
来 越 重 视 在 企 业 实 践 中 加 强
CSR 和可持续发展 。 在这一年
中， 面对如此复杂的全球形势 ，
企业 CSR 经理人的工作情况有
什么变化呢？

自 2014 年起，思盟企业社会
责 任 促 进 中 心 连 续 6 年 开 展
“CSR 经理人职业发展调研”，倾
听 CSR 经理人的职业理想与困
惑， 帮助 CSR 从业者了解行业
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 ， 为企业
CSR 工作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
信息支持。 2020 年年末，思盟联
合商道纵横通过问卷发放的形
式展开调查，在调查结果上发布
了 《2020 年 CSR 职业经理人调
查报告》。

北上广活跃度最高

2020 年参与调查的企业主
要集中在北京（36%）、上海（23%）
与广东（23%）等地区，这与社会
责任配套政策完善、企业总部设
岗、公益伙伴资源丰富以及相关
平台发展息息相关。

参与调查的 CSR 职业经理
人以女性为主，占比 68%。 而男性
CSR经理人占比 32%， 与上一年
调查数据相比，男性 CSR 经理人
提高了 5%。 从年龄方面来看，参
与调查的 CSR 经理人的平均年
龄与上一年相比有所增加，为 35
岁。大部分 CSR经理人的年龄在
36~40岁之间，共占 27%。

根据调查发现，CSR 职业经
理人的学历背景中等偏上。 受调
查的 CSR职业经理人中，硕士学
历所占比例最大，高达 48%，其次
是本科学历，占比例 46%。 本次参
与调研的 CSR 经理人中有 33%
为企业部门经理， 有 21%担任部
门助理， 有 28%担任企业部门高
级经理，11%为部门总监/子公司
总经理，4%CSR 经理人担任企业
副总经理及副总裁职务，4%CSR
经理人担任企业总经理及总裁职
务。调研对象的职位实现全覆盖，
相关数据更有代表性。

在参与此次调研中，具有 1~
3 年、5~10 年工作经验的 CSR
经理人所占比例最大，占比 25%。
其次是参加工作时间为 3~5 年
的 CSR 经理人。 据调查，25%的
CSR 经理人在从事 CSR 工作之
前，曾从事 NGO/公益慈善方面
的工作，比上一年相比，下降了
9%。 其次是 20%的 CSR 经理人
曾从事本企业公关或市场部门
工作，后转向 CSR 工作。 与上一
年相比，来自公关或咨询公司的
CSR 经理人比例有所上升。

调查发现，工作年限与 CSR
经理人的职位级别有一定关系。
从工作年限上看，工作时间在 0~
3 年的 CSR 经理人大多担任中
低层职位， 而担任副总经理/副

总裁、 总经理/总裁的职位常常
需要 CSR 经理人具有 10 年以
上的工作经验。

调查发现，年收入在 15 万~
30 万元的 CSR 经理人最多，占
比 39%，与 2019 年相比，增加了
8%。 而年收入在 15 万元以上的
所有 CSR 经理人为 76%，相比于
2019 年，下降了 3%。

本次参与调查的行业分布
广泛， 除 24%的企业属于其它非
统计行业外， 主要以金融业
（13%）、制造业（13%）和零售业
（11%）为主。 与 2019 年相比，制
造业、 零售业、 互联网行业的
CSR 经理人参与有所下降，而金
融、ICT、 文化体育娱乐行业的
CSR 经理人参与比例有所上升。

企业内发展空间极大

根据企业性质划分，调查发
现，跨国公司更加倾向于建立了
CSR/可持续发展专职部门，所
占比例 55%，而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和合资企业中设立 CSR 专职
部门的比例分别为：25%、33%和
38%。 合资企业在由公关部门/市
场部门/人力资源部门兼管 CSR
工作方面所占比例较高，占比高
达 50%。

根据调查统计，40%的企业建
立了 CSR/可持续发展的专职部
门，比上一年相比下降了 9%。 而
12%的企业目前还没有任何负责
CSR 事务的部门，相较于全年增
加了 4%。 从 CSR 专职工作人员
方面来看，2020 年有 76%的企业
设有 CSR专职工作人员，其中大
部分规模在 1~10 人之间， 占比
56%，与上一年相比减少了 7%。而
21%的企业则没有专职 CSR工作
人员，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 6%。

调查发现， 只有 34.8%的
CSR 职业经理人在工作中 CSR
相关工作占工作时长 100%。 从
企业 CSR 职能部门角度来看，
建立了 CSR/可持续发展专职部
门的企业 CSR 经理人进行工作
时， 其 CSR 相关工作更倾向于
占工作时长 100%，占比 58%。

CSR 经理人的工作涉及沟
通、策划、评估、传播等各个方面，

据调查，CSR 职业经理人更关注
CSR 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
与执行、CSR 项目设计与执行、
CSR项目传播这三方面的工作。

在对从事 CSR 工作所需的
技能的调查中发现，“熟悉企业
战略、 业主”“跨部门沟通能力”
“跨界整合能力” 这三项是 CSR
职业经理人最为看重的素质技
能。 与上一年相比，“解决问题能
力”的比例有所下降。

此次调研根据对标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对企业公益
捐赠流向领域的调查中发现，企
业公益捐赠更多倾向于“优质教
育”（53%）、“良好健康与福祉”
（39%）与“消除贫困”（47%）领域。

根据调查结果发现， 企业公
益项目落地模式更多是采用“针
对某一社会议题， 发挥企业优势
自主策划品牌公益项目， 联合多
家公益机构进行落地”的模式，所
占比例高达 53%。 其次， 是采用

“成立员工志愿者组织，开展志愿
服务”的模式，所占比例 50%。

进行内外部沟通是 CSR 经
理人工作的重要部分。 据调查结
果显示， 在内部沟通中，CSR 经
理人沟通较为频繁的是“品牌
部”、“市场部”和“人力资源部”。
而在外部沟通中，CSR 经理人沟
通较为频繁的机构是“政府”、

“NGO”和“媒体”。

NGO 缺乏了解企业需求

企业高层对 CSR 工作的关
注程度对 CSR 经理人工作和发
展有着较大的影响。 本次调查显
示， 企业高层对 CSR 工作关注
度有所上升，“非常高”和“比较
高”的比例高达 57%，与上一年相
比，增长了 4%。

在 CSR 经理人工作满意度
上，CSR 经理人对从事 CSR 工
作有较好的满意度，其中“非常
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高达
60%。 但表示“一般”的 CSR 经理
人占比 38%。

企业高层对 CSR 工作的关
注程度对 CSR 经理人工作和发
展有着较大的影响， 根据调查显
示，企业高层对 CSR 关注程度影

响着 CSR经理人的工作满意度。
企业高层对 CSR 关注度越高，
CSR 经理人工作满意度也会随
之提升。 其中，企业高层对 CSR
关注度在“非常高”，CSR 经理人
工作满意度在“非常满意”和“比
较满意”的比例高达 79%。

“缺乏公司高管的认可与支
持”“没有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

“CSR 项目相关预算不足”是
CSR 经理人发展的瓶颈。在工作
障碍调查中，43%的 CSR 经理人
表示“缺乏公司高管的认可与支
持”，有 42%的 CSR 经理人表示，

“缺乏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有
38%的 CSR 经理人表示“CSR 项
目相关预算不足”。

企业与 NGO 是公益慈善领
域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 而
NGO 与企业合作共同推动公益
项目的实现也是一种常见的方
式。 而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企业
在于 NGO 合作 中最 常 面 临
NGO 缺乏对企业需求的深入了
解的问题，占比高达 62%；其次是
面临着 NGO 缺乏商业思维的问
题，占比高达 50%；而双方沟通存
在障碍也是企业与 NGO 合作面
临的挑战之一，所占比例达 32%。

关于企业优先想要获得的
第三方机构的支持：调查结果显
示，“CSR 战略规划与管理”的支
持需求所占比例较高，高达 54%。
其次是“CSR 项目服务”和“CSR
传播服务”，所占比例分别为 46%
和 32%。

为了更好地帮助 CSR 经理
人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障碍与挑
战， 该报告对 CSR 经理人希望
获得的帮助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
示，CSR 经理人最希望获得的帮
助是“扩展 CSR 领域的人脉”、

“同行业内的 CSR 相关信息”和
“CSR 领域前沿信息”。

拓展 CSR 领域人脉是推动
跨界合作、 优势资源协作的重要
方式之一。“正式的论坛、沙龙、研
讨会等”是 CSR经理人更青睐的
拓展人脉的方式。“CSR/可持续
发展方向的求学” 位居第二，而

“关于 CSR主题的出游或机构访
问”“休闲的晚餐、聚会”形式也是
CSR 经理人会考虑拓展人脉的

形式。 但总体来看，CSR 经理人
更倾向于以专业知识交流分享的
形式进行人脉拓展。

疫情使 CSR 预算减少

随着疫情的迅速变化，国家
的各项政策也在迅速变化更新，
给企业带来一定时期的影响。 据
调查，41%的 CSR 经理人表示疫
情将在一年内持续对企业发展
产生影响；20%的 CSR 经理人表
示疫情将持续影响企业半年及
两年以上。

受疫情的影响，企业的生产
运营受到冲击，CSR 方面的预算
也会受到影响。 根据调查结果显
示，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
企业 CSR 预算有所减少。 其中，
28%的企业由于疫情对业务的冲
击， 削减了全年 CSR 预算；26%
的企业由于疫情影响，已经使用
了一部分预算，全年能用的 CSR
预算减少；只有 11%的企业追加
了 CSR 预算。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公益
项目实施”“员工志愿者活动”

“CSR 传播” 是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 CSR 工作， 所占比例分别为
71%、50%以及 22%。“公益项目实
施”“员工志愿者活动”受到较大
影响与疫情期间各地防疫措施
相关， 影响公益项目实际落地，
员工志愿者活动线下开展受到
限制。

在疫情较为严重的期间，企
业在自身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维
持正常经营秩序的同时， 也积极
通过捐款捐物、跨界合作、与商家
和消费者共渡难关等方式助力抗
击疫情。 调查结果显示，74%的
CSR 经理人表示保护员工是疫
情期间采取较好的 CSR 行动，其
次是跨界合作， 所占比例高达
54%，38%的 CSR 经理人表示，与
商家携手共渡难关也是疫情期间
采取的效果较好的行动之一。

受疫情影响，企业也会对自
身 CSR 工作方向进行调整。 26%
的 CSR 经理人表示， 企业 CSR
工作未来将更关注疫情对利益
相关方的影响；25%的 CSR 经理
人表示，将会更加关注突发公共
事件的应对；而 17%的 CSR 经理
人则表示，会更加关注健康或保
健消费领域方面的 CSR 工作。

报告指出，2020 年，CSR 在
受到关注的同时， 依然面临着企
业内部工作认可与支持等挑战。
因此，CSR 经理人需要提升企业
内部对 CSR 的认识， 并积极将
CSR 工作融入企业日常运营中，
与企业内部各部门合作， 增强内
部的 CSR 参与感， 加深对 CSR
的认知，CSR 也能够为企业增加
经营效益作出贡献。 同时积极与
外部进行交流， 与第三方专业机
构合作，构筑社会价值同盟，共同
推动企业 CSR 发展。 此外，CSR
经理人不仅需要增强关于 CSR
领域的知识， 也要全面掌握企业
经营信息，系统提升专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