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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网络视听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21）》发布

超九成被测单位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
研究院院长李韬表示，网络视听
行业已成为数字经济的一支重
要生力军，在创新新应用、提供
新服务、促进新增长、拉动新消
费、增加新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积极作用。 同时，网络视听平
台或企业作为网络内容建设的
主力军，承载着传播先进文化与
核心价值的重要职责与使命。

近年来，我国网络视听平台
和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发挥
自身技术优势、平台优势、内容
优势、传播优势，在正能量传播、
网络生态治理、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数字素养提升、抗击新冠疫
情等方面发挥了很好作用。

据介绍，2021年，北京市广播
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超过
4400 亿元，为首都经济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投身公益服务、助力
乡村振兴， 设立公司内部公益基
金，建立志愿者联盟，赴西藏等地
捐赠艺术教室， 通过电商直播加
快农产品销售推广； 参与社会治

理、强化平台管理，依托平台开展
公益课堂、护苗计划、雏鹰计划等
专题活动，加强未成年人保护，营
造清朗网络空间。

《报告》以广电系统重点网
络视听节目服务持证（备案）单
位为主要监测对象，以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为监
测时间窗口， 考察了 52 家京内
持证（备案）单位和 12 家京外持
证（备案）单位近一年来的社会
责任履责现状。

此次研究参考了联合国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和
评价体系等国际标准和文件、社
会责任国家标准《社会责任指

南》（GB/T36000-2015）、中华全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媒体社会责
任报告评议指标》等国家指引和
评议指标以及中国互联网行业
相关政策等内容，并结合了国家
政策方针、 有关部门监管重点、
网络视听企业特点和当前社会
关注焦点热点， 构建了科学、系
统、全面的新型网络视听企业社
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

研究从“政治责任、安全责
任、产品与内容服务责任、公平
竞争与促进发展责任、文化建设
与文明创建责任、 数字能力责
任、民生服务责任、企业社会责
任管理、社会公益责任和生态环

境责任”十个子维度着手，对被
测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责情况进
行了量化模型建构，并在有关领
域专家论证基础上，构建了网络
视听企业社会责任“绿-蓝-橙-
红”分级监测预警模型。

监测结果表明， 过去一年
来，90%以上的被测单位在保证
自身发展的同时，在企业社会责
任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实践。
大多数企业在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措施号召、 助力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正
能量视听内容、创新模式促进经
济发展和助力数字能力提升等
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其中，

抖音、爱奇艺、快手、腾讯视频、
淘宝、微博、好看视频、京东、优
酷、凯叔讲故事、Bilibili、喜马拉
雅 FM、搜狐视频、虎牙直播、樊
登读书、贝壳找房、得到、汽车之
家等在网络视听平台社会责任
履责表现中排名前列。

同时，考虑到网络视听高速
发展中的多样化形态，本次监测
还在全面考量的基础上，将网络
视听企业监测对象分为长短音
视频类平台、社交直播类平台和
垂直类平台三大类，并针对三大
类平台的不同特点，对评价模型
中十个子维度的权重进行了相
应校准。

专家指出， 当前网络视听行
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进阶期，
业态创新，技术迭代，格局重塑。
网络视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社
会责任也越来越大。下一步，北京
市广播电视局、 北京网络视听节
目服务协会将联合北京师范大学
互联网发展研究院对中国网络视
听行业社会责任现状、 特征和问
题进行持续跟踪，并进行全面、深
入地观察与分析。政府主管部门、
行业协会与有影响力的高校智库
机构之间将形成有效联动， 以此
强化网络视听企业责任建设的事
前引导工作机制， 建立网络视听
企业社会责任的分类、 分级管理
工作机制，形成对成长性好、社会
责任佳的网络视听企业的扶持工
作机制， 为网络视听行业治理能
力的提升提供方向指引， 为网络
视听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提供强
大动力。 （皮磊/整理）

近日，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
版协会指导，人民网主办，北京
市西城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
协办的“2022 游戏责任论坛”在
京举行，《2021-2022 游戏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对当前我国
游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整体
情况进行了全面呈现。

《报告》针对国内 58 家主流
游戏企业，从经济、社会、行业、
文化和科技五个维度展开评估。
其中， 经济维度作为第一大指
标，成为游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价值的直观体现；社会维度则包
含守法合规和社会公益两方面
评价，守法合规是游戏企业经营
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游戏
企业结合自身业务方向，多元促
进社会效益的实现。 在行业维度
中，《报告》分析研判了企业履责
对游戏产业发展产生的直接或
间接的积极影响。

《报告》还将文化、科技两
个维度列为考核标准。《报告》

发布方表示， 游戏是文化的载
体之一，其提供的视觉、听觉与
感觉刺激具有文化传播的优
势。 科技更是游戏发展的基底，
不论是传统的计算机编程还是
人工智能， 数字孪生领域的新
技术均可以在游戏中得到具体
体现。 同时，游戏中产生的发明
专利也对数字前沿相关产业拥
有借鉴意义。

《报告》指出，在数字经济、
数字文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游
戏因其经济、技术、文化三位一
体的属性，成为社会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的重要领域。 游戏企业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可以更好
地树立企业形象，增强其发展竞
争力，同时也为其可持续发展提
供更加优异的内外部环境。

综合来看，社会责任践行表
现优异的企业大多呈现出全方
位发展态势， 而在不同维度内，
由于企业体量以及战略方向不
同等原因，排名略有变化，但总
体上，游戏产业内头部企业社会

责任效应突出，为游戏产业的合
规健康发展起到了示范与带头
作用。

除了头部游戏企业，《报告》
还收录了许多新兴行业企业的
优秀案例，用创新举措落实企业
社会责任。 在行业维度篇章中，
企业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共
建良好竞争发展环境的做法得
到了高度肯定。

此外，《报告》也对多方助力
游戏企业压实社会责任提出了
诸多建议。《报告》指出，政府应
进一步为游戏产业的合规发展
设置好“红绿灯”。 过去一年，政
府的监管行为集中在 APP 整
改、打击侵权、保护未成年人等
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未来依
旧需要有关部门间形成合力，完
善符合游戏产业发展特征的数
字管理体制，同时也应在一定程
度上明确规范发展的细则参考，
为企业的合规提供明晰的方向
指引。

《报告》提出，行业组织应进

一步聚焦政策解读，指导企业社
会责任的实践方向。 网络游戏社
会性规制主要是依靠行业自治
实现， 其中行业组织在标准制
定、舆论引导、责任监督等多领
域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且在社会
治理中发挥着沟通政府和企业
的桥梁和中介作用。 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的意义，除了企业主体自
组织行为之外，也代表着一种新
型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行业协
会的职能在于促进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 这不仅是其应有的职
责，也是行业协会主体参与社会
治理的重要途径。 从另一个方面
来说，行业协会除了指导、监督
的职能外，还承担着帮助企业更
好地合规发展的角色作用，其中
就包括企业应如何践行社会责
任这一议题。

针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
问题，《报告》提出，履行保护未
成年人的主体责任，不仅需要互
联网企业主动作为，同时也需要
家长、学校、社会等多方面形成

合力。 今年 1 月 1 日实施的《家
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未成
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
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
息、 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预
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也有专家
认为，社区也可以在未成年人保
护联动机制中发挥作用，例如社
区建立的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去
弥补家长监护能力的不足，给孩
子做一些心理辅导，对家长做一
些服务辅导等。

合规经营、规范发展是 2021
年新业态经济呈现出的关键词，
突出体现在平台反垄断、数据安
全、个人信息保护、劳动者权益
保障等议题。《报告》指出，企业
应当进一步完善合规经营、规范
发展、落实主体责任。 在当前的
网络舆论生态下，游戏企业的问
题会在社交网络中被传播与放
大。 因此，企业的舆论认知能力、
舆情应对能力、声誉风险管理能
力等方面也需要不断加强。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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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首届 “网络视听社
会责任与发展”研讨会

在京举办。 研讨会围绕“责任与
发展 ”主题 ，旨在探索网络视听
行业社会责任履责新范式，分享
行业社会责任建设新举措，推动
网络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 。 会
上，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
究院发布了《重点网络视听企业
社会责任研究报告 （2021）》（以
下简称《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