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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校友聚焦“双碳”主题
探讨企业践行 ESG之道

9 月 17 日，由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和中欧校友总会联合主办
的第四届中欧校友社会责任年
会暨 2022ESG 高峰论坛在上海
举行，会上，与会嘉宾分别就“新
时代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实践
之道” 进行了主旨和主题演讲。
同时， 会上还发布了 《中欧
2022ESG 白皮书》。

该《白皮书》聚焦“碳中和”
主题，总结涵盖了碳中和的国际
趋势，中国各行业“双碳”实践回
顾与展望，展示了中欧校友企业
的碳中和实践案例，介绍了中欧
教授在 ESG 学术领域的成就，也
呈现中欧教授对 A 股上市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金融
研究院理事长、上海市原常务副
市长屠光绍在主旨演讲中提出，
践行 ESG 要过五道关。第一关是
“理念关”，理念一定是长期形成
的，是深刻的、具体的、具有能动
性的，践行 ESG 是要以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做支撑的路；第二关是

“知 行 观 ”，
ESG 至 关重
要的是采取
行动，不能坐
而论道，而要
退而结网；第
三关是“难易
关 ”， 践 行
ESG 意 味 着
企业发展方
式的重大转
型，要摆脱传
统路径依赖，要从过去传统企业
变成社会企业，既要有商业收益
还要有社会价值，这一定是一条
不断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不易
之路；第四关是“长短关”，做一
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
好事，践行 ESG 不能图短暂的热
闹，它是一条漫漫长路，必须做
长期准备；第五关是“得失观”，
践行 ESG 的过程是有风险、有成
本的，考量企业的内部性与外部
性得失。

MSCI ESG 与气候研究部

执行董事、 亚太主管王晓书指
出，全球市场上 ESG 投资展现不
断主流化的趋势，大型机构投资
者越来越将 ESG 和气候问题看
作企业取得长期稳健发展的关
键驱动因素。 她认为，气候变化
将同时给金融业带来系统性风
险和新的投资机会，管理这些风
险和抓住新的机会对于机构投
资者保护资产安全，以及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安永大中华区金融服务气
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合伙人李

菁指出，气候变化等 ESG 相关领
域产生的问题对全球经济发展
及企业运营造成的经济影响不
容忽视，ESG 已成为企业发展首
要风险， 并造成直接经济影响。
她指出，“双碳” 目标下，ESG 成
为监管方重点关注的领域，企业
的非财务表现对投资者投资决
策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企业需要
关注资本市场对于 ESG 的评价。
李菁认为，ESG 为企业创造了新
的发展机遇，良好的 ESG 报告和
ESG 评级将有力吸引 ESG 投资，
促进企业发展，ESG 成为企业塑
造优秀市场形象的重要途径，也
为企业开辟出新的创新领域。

“在研究中发现，我们很多
企业不仅困惑怎么做、 做什么，
更大的困惑是怎么呈现。 ”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及创业学
副教授郭薇说道。 她提出，在
ESG 报告里面存在一个“信噪
比”， 并进一步指出这是跟 ESG
评级评分直接相关并显著相关
的。 她建议企业家们要多用一点

时间把披露方面做得更好一点，
做到精准披露，这样可以整体把
中国企业的 ESG 水平拉得更高。

鼎力可持续数字科技首席
执行官王德全指出，ESG 概念为
什么和传统的 CSR 社会责任不
一样，在于 ESG 包含的内容更广
泛，更重要的是它是投资人驱动
的。 全球保守长线资金配置对回
报不担心， 担心的是可持续风
险，ESG 就是最好的抓手。 他指
出，ESG 目前存在评价体系标准
不同等问题，企业对到底披露什
么 ，ESG 到底怎么做还存在困
惑，投资人要用数字说话，建议
企业可以先做一个自身的碳排
放摸底，然后科学设置碳目标。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任思龙提出， 践行 ESG
要走长路，要有专门的责任人和
度量， 并与企业的各项业务融
合，包括战略、研发、营销、员工
管理、供应链等，这样才有真正
实效，才能真正给企业带来持续
的价值和力量。 （李庆）

打造水下机器人检测桥梁
缺陷， 用 AI 技术帮助残障人士
享受网上“冲浪”，搭建云平台挖
掘水文数据背后的洪灾预警功
能，为远洋船舶设备搭载数字化

“护目镜”……9月 16日下午，在
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 2022 年广
发证券大学生微创业行动启动
仪式暨 2021 年成果发布会上，
来自全国高校的 60 个微创业项
目经过前期网络展示、线上路演
答辩等环节角逐， 获得 2021 年
大学生微创业行动资金扶持，扶
持资金共计 150万元。

过去 7 年，活动得到上百家
创孵机构关注支持， 上千所高
校参与，累计有 360 个项目获得
微创业项目扶持基金 700 万元。

会上，扶持项目代表、北京
理工大学博士生刘思宇谈道，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方案的提

出，他们自主研发了一套 AI 赋
能脑控智能轮椅系统， 并实现
了三项核心技术突破，“团队的
梦想是希望全球瘫痪患者都能
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

这一届大学生创业者， 正在
将创意创新想法不断融入创业实
践中，硬科技创新成为“热词”。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党委
书记、 教授葛建新代表活动主
办方发布了研究成果———《2021
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项目分析
报告》，2021 年度科技创新项目
表现出了强烈的技术倾向，项
目涉及新材料、新能源、无人驾
驶、人工智能等领域。

该报告通过对全国 249 所
高校、 上千个项目分析发现，创
业者均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和丰
厚的技术储备，能更好地将技术
与市场需求“痛点”结合，成为具

备商业价值的创新创业项目。
据悉， 今年是大学生微创

业行动第 8 年， 将继续重点关
注扶持科技创新、 乡村振兴等
赛道，直面创业“痛点”，开展大
学生微创营、云讲堂、微创业项
目征集、 展示与资金扶持等系
列活动， 活动将继续征集扶持
60 个项目，扶持资金 150 万元。

结合大学生微创业行动实
施情况， 中国青年报社党委常
委、副总编辑董时表示，大学生
微创业行动与中国青年报社举
办的全国大学生创业实训营、寻
访大学生创业英雄等一系列的
活动， 成为中青报聚焦主责主
业，服务青年学生创新创业的主
要抓手， 通过资源链接与服务，
继续深化 KAB 创业教育平台，
形成了高校、企业、社会平台的
社会责任生态圈。 （李庆）

2022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聚焦硬科技创新：
60个微创业项目将获扶持资金 150万元

9 月 15 日，由中国乡村发展
基金会、 红河县人民政府主办，
摩根大通、赠与亚洲公益支持的
2022 善品公社红河梯田红米田
间发布会暨摩根大通乡村产业
与人才发展计划公益研讨会在
云南省红河县龙玛特色村举行。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从
2017 年开始在红河县先后实施
电商扶贫、书路计划、爱心包裹、
智慧农业、爱心厨房等项目。 在
红河县开展的电商产业帮扶项
目， 得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摩根大通等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 项目依托善品公社产业助
农模式，围绕组织培育、品控管
理、品牌打造和人才培养开展系

统性帮扶工作，支持梯田红米产
业体系提升、 带动农户脱贫增
收，共孵化 13 个合作社，并成立
联合社，累计销售红河梯田红米
超过 15 万单，销售红米 80 多万
斤、近 800 万元，帮助 1518 户社
员户均增收超过 3000 元。

乡村振兴， 产业是基础，人
才是关键。 当天下午，当地还举
办了乡村产业与人才发展公益
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乡村产
业与人才发展” 进行了主题交
流，发布了《摩根大通乡村产业
与人才发展计划项目评估报
告》。 此外，百年百县·摩根大通
乡村产业与人才发展计划示范
基地也正式揭牌。 （张明敏）

善品公社实现云南红河梯田
红米销售近 800万元

9 月 25 日，第 64 个国际聋
人日到来之际， 在中国老龄事
业发展基金会、 中华慈善总会
天使慈善基金见证下， 徐福记
携手趣活集团联合在北京举办
爱心捐助仪式。 此次活动，徐福
记共捐赠了 1806 箱沙琪玛和凤
梨酥产品，总价值 50 余万元。

这些产品将通过中国老龄
事业发展基金会、 中华慈善总
会天使慈善基金、 湖南省残疾
人康复协会、 岳阳市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 通辽市扎鲁特旗慈
善总会送给城乡特困老年人和
残疾人家庭，为他们送去温暖。

此次活动源于徐福记 30 周

年之际发起的“你投一票我捐
一元” 爱心汇集徐福记新口号
的活动。 为兑现承诺，也为支持
残疾人和老龄人公益事业的发
展， 徐福记把此次汇聚了众多
网友爱心的公益行动的对象确
定为残疾人和老年人群体。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副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赵永奇
对徐福记的善举表示了肯定。
他还表示， 为弘扬孝亲敬老传
统文化， 推动老龄公益慈善事
业发展， 基金会也将不断探索
实践， 通过联合企业等各方资
源，搭建公益活动平台，不断满
足老年人精神文化所需。

中华慈善总会天使慈善基
金主任张志辉表示：“希望有更
多的社会爱心力量关注到弱势
群体，一同打造美好生活！ ”

“徐福记成立三十年来，一
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与回馈社会
的永续推动， 希望通过这次活
动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尽一份绵
薄之力， 一起努力营造有利于
残疾人事业、 老龄公益慈善事
业持续发展、 健康发展的良好
环境， 希望通过品尝我们的美
味产品， 让他们感受到甜蜜和
美好的同时， 给予大家积极向
上的精神鼓励。 ”徐福记集团事
务部总监高卫东强调。 （王勇）

徐福记捐赠 50万元产品助残扶老
近日，在北京市委社会工作

委员会、 北京市民政局指导下，
由水滴公司牵头， 美团公司、快
手科技、抖音、贝壳找房、三六零
集团、一亩田等互联网企业共同
发起的首都互联网慈善联合体
在京宣布成立。

首都互联网慈善联合体将致
力于弘扬首都慈善文化，链接互联
网企业资源，助力慈善组织能力提
升， 引领互联网慈善行业发展，实
现慈善和互联网的相互助力。未来
五年，联合体将提供 3亿元公益资
金，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近年来，首都公益慈善事业
蓬勃发展，“互联网+慈善” 模式

释放慈善新活力，为慈善组织提
供了更加广泛便捷的传播渠道，
在宣传慈善精神、 传播慈善文
化、培养慈善意识、引领社会风
尚方面展现了独特优势。 互联网
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
助力公益慈善成为新时尚，水滴
公司便是其中之一。 截至 2022
年 6 月，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
息平台水滴公益已与 104 家公
募基金会开展合作，整合社会组
织、爱心企业、媒体、爱心人士等
等各类社会资源， 围绕大病救
助、公益助学、应急救灾等领域，
共计上线 1.45 万个公益项目，累
计筹款 12.3 亿元。 （王勇）

首都互联网慈善联合体成立
水滴公司助力慈善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