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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契约梦想 激荡中国企业
本报记者 郭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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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向全球契约中国网络

致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承

诺支持全球契约原则，我很受鼓舞。

企业加入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可以

促进公开、建立合作并将普世价值观融

入企业战略和运营，从而使企业变得更

加强大、更具竞争力，同时也能为建立一

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世界做出贡献。

我很高兴地看到，全球契约中国网

络的第一次年会选择将企业引领可持续

发展作为主题。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头等

大事，是我个人的第一要务，而你们是至

关重要的伙伴。选择“引领”作为本次会

议的主题，表明你们正向中国企业乃至

整个世界宣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企业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革

命，联合国将继续把你们视为伙伴。在

今年的里约+2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
会召开之前，我们举办了企业可持续

发展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多位

企业领袖传递了一个共同的信息：企

业再也不能按部就班。我们需要你们

向全中国乃至世界传递这个信息。你

们有能力创造和传播我们为改变世界

所需要的理念和创新。

我感谢今天在座的各位，感谢你

们的引领作用，也希望得到你们继续

的支持。我们需要更多的企业加入我

们共同的事业。我们期待着你们向中

国和世界展示可持续的、道德的企业

行为所带来的好处。只要我们携手努

力，就一定能创造我们所希望的未来。

11月 28日，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年
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引领与践

行——新形势下的中国企业可持续发

展”为主题，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精神，总结、交流了企业在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优秀经验，研究分析了新形势

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和挑战，对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进行了广泛的

交流和探讨。

大会发布了全球契约 2012中国最
佳实践，中国石化、国家开发银行、国家

电网、华为、雀巢（中国）、亿利资源等

20多家企业在社会责任管理、环境保
护、员工权益保护、合规经营和促进社

会发展等领域的 30 个案例获选“2012
全球契约中国最佳实践”。中外企业高

层领导、有关行业协会、研究机构、联合

国驻华机构、部分国家驻华使馆代表约

300人参加了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向会议发来

书面致辞，表示“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

企业支持全球契约而感到鼓舞。选择引

领作为本次会议的主题，表明你们正向

中国企业乃至整个世界宣示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性。”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联会

长王忠禹在致辞中指出，全球契约中国

网络在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增强企

业社会责任能力和水平、加强中国企业

和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广大企业和全

球契约组织的肯定和赞扬。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乔治·

科尔发表主题演讲，表示“赞赏全球契

约中国网络在推动中国企业可持续实

践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以及中国企业

在将全球契约十项原则融入企业战略

和运营方面所展现的表率作用”。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致辞中强调，

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日益成为社会对

企业的期望和要求，成为企业管理战略

和提高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会理事、全球

契约中国网络主席、中国石化董事长傅

成玉发表题为“新时期全球契约中国网

络成员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主旨发

言，他表示“对可持续发展有积极承诺

的中国网络成员应该积极行动，通过创

新与合作，探讨可持续发展之路，走在

世界的前列，为社会和人类的和谐发

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有益贡献”。

会议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会理

事、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

德成主持。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宋志平、国家电网公司副总

经理王敏、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

彪、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关

志华和雀巢（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

副总裁董玉国等企业高层领导向大会

介绍了履行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和实践。

在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有两部

热线电话一直被外界津津乐道——— 一

部是对客户开通的 24小时热线，负责对
各种化学品问题的解答；一部是直通中

国区高管的内部热线，员工关于薪资、健

康、管理的一切诉求都可以直通高层。

“是的，我们就是要做一家对内对

外都完全透明的化学品公司。”11 月
28日，在 2012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年会
上，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

管理董事会董事长关志华这样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

关志华的底气既来自巴斯夫在中

国多年的“修炼”，也来自在全球契约

中国网络这个全新平台上的庄严承

诺：引领与践行———新形势下的中国

企业可持续发展。

巴斯夫的“作为”得到全球契约中

国网络的高度认可。当天，巴斯夫与另

外 29个企业实践共同入选“2012全球
契约中国最佳实践评选”。

一周岁大考

一周岁，对于一个婴儿不过是从

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一周岁，对于一

个组织却是从百业待兴到小有成就。

一年前成立的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正是

走过了这样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一年来，巴斯夫通过系统严谨的

合规管理，不仅使企业自身的透明度

高居全球化工行业榜首，还有力地促

进了供应链伙伴的合规运营。其持续

开展的“1+3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有效
带动了上、中、下游的供应商、服务商

和客户在共同领域推动可持续发展。

一年来，亿利资源集团围绕库布齐沙

漠，一手发展能源、新材料、医药产业，一手

坚持推进沙漠生态建设。通过产业发展，

带动沙漠绿化，通过沙漠生态拉动先行产

业的发展，率先走出了一条沙漠生态文明

建设之路，目前企业账面总资产 500多亿
元，库布齐沙漠的绿化总面积达到 45%。

一年来，在全球契约中国网络的

积极推动下，有 50多家中国企业加入
全球契约，使全球契约中国成员数量

增加到 299个，年增加 23%。
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会理事、中

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新加入的成员

中，既有世界 500强企业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也有中国各行

业的领军企业，如最大的黄金企业中

国黄金集团公司、最大的铁路装备制

造商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最大的

旅游集团港中旅集团公司。

李德成透露，今年 6 月，全球契
约中国网络组织了 60 多家企业近
100名代表参加了里约+20企业可持
续发展论坛。这是全球契约组织成立

十多年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的盛会，也

是国际商界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推

动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的重要会议。

中国企业代表参加了论坛各项活动，

通过交流分享企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优秀实践，展示了中国企业的风采。

在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
会期间，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皇明太阳能集团有限公司、天雨集

团等五家民营企业向全球契约组织

递交了申请，正式成为全球契约大

家庭中的成员，彰显了中国民营企

业支持和参加全球契约的积极性。

央企作出表率

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负面效应

亦如影随形。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坦陈，当今世

界，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

展，架起了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技

术合作的桥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

正在为全球经济的不断增长付出沉

重的代价———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食

品和水资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与

国之间、区域之间贫富差距加大等问

题，引起了全球性的不安和担忧。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乔

治·科尔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刚开

始的时候，在社会责任方面，中国企业

并没有得到世界很好的认可，但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做

得越来越好。特别是随着全球契约中

国网络的建成，中国企业将在可持续

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企业走

向全球化，可持续化也是全球化的议

题之一，所以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

时候，一定要更加注意到企业之间，包

括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如何能够更好

地合作，找到更多的合作机会，才能够

更好地共同发展。

邵宁透露，目前中央企业已经普

遍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理

念进一步深化，制度进一步完善，实践

进一步丰富，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

出了表率，树立了负责任的良好社会

形象，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中央企业在海外投资贸

易活动中，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尊

重所在国的习俗，保护当地的环境，维

护当地员工的权益，积极参与当地的

公益事业，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积极的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和尊重。

邵宁认为，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是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和寻

找解决方案的重要舞台，是中国企业

与各国商界学习、交流和不断提升社

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平

台。

“中国军团”扩军计划

联合国全球契约中国理事、中国

网络轮值主席、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

玉一直有一个梦想，到 2020 年，全球
契约中国网络中国企业成员达 2000
家的目标能够提早实现。

傅成玉认为，数量虽然不能说明

一切，但却能够代表中国企业的基本

态度：“企业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政治责

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更应是我们

的道德准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再

是一个企业的单独行为，而是全球供

应链包括制造商、供应商、采购商和品

牌商的共同责任。”

在实践层面，傅成玉认为，企业应

该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调整，转

变发展方式，并通过与各利益相关方

的交流与合作解决企业在可持续发展

方面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使可持续发

展成为企业新的竞争力。

在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年会上，傅

成玉疾呼：希望更多优秀的在华组织

加入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中国网络将

组织更多有益的交流活动推广宣传先

锋模范组织引领的可持续发展实践，

将为成员单位参与全球契约的各项活

动、加强合作、推广经验提供更好的平

台，期望能够有更多的优秀组织加入

到这个充满希望的大家庭，分享经验，

共同发展。

事实上，这个组织也正在中国企

业界深入人心。

在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年会上，中

国建材集团公司董事长宋志平与乔

治·科尔一见如故。乔治·科尔热情地

邀请中国建材加入全球契约中国网

络，宋志平则高兴地回应：衷心希望早

日成为全球契约组织一名正式会员，

为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做出自己的贡

献。

2012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年会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 郭志明

潘基文：期待可持续的道德的企业行为所带来的好处

联合国秘书长致辞 2012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年会

2012年全球契约
中国最佳实践结果名单

（上接第一版）自 2011年 11月28日全球契约授权成立以
来，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在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推动中国

企业加入全球契约、增强企业社会责任能力和水平、加强中

国企业和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结合中国国情和

中国企业发展实际情况，努力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走绿

色和可持续发展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广大企

业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肯定和赞扬。希望广大企业积

极参加全球契约及其各项活动，共同探索提高企业社会责

任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国企联一直把推动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在中国企业的

实施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10多年前，全球契约启动之际，
中国企联就予以高度关注和重视，是全球第一个支持全球

契约的国家级雇主组织。多年来，中国企联积极宣传全球契

约十项原则，推动中国企业关心、支持和加入全球契约，组

织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契约各项行动。全球契约对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也非常重视。2008年 7月，我与潘基文
秘书长一起在北京同 30多家中国企业就如何更好实施全
球契约问题进行座谈。2010年，我应潘基文秘书长邀请，参
加了“2010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今天，联合国秘
书长对这次年会发来了书面致辞。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乔

治·科尔先生专程出席会议，也表明对我们推进企业社会责

任和可持续发展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可持续发展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今年 6月在里约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大会给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希望广

大企业积极行动起来，坚持科学发展，着力推进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努力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

协调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

中国企业应有的贡献。

（本文系王忠禹在 2012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年会上的讲
话，发表时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加。）

建设“美丽中国”
推动可持续发展

社会责任管理最佳实践

中国石化：“六维一体”模式提升社会责任管理

国家开发银行：完善沟通机制 促进社会责任管理

国家电网公司：“一鼎双心”推动全面社会责任管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创新管理体系 促进可持续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断完善社会责任机制

推动社会责任履行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将社会责任融入采购流程 推动供

应链可持续发展

员工权益保护最佳实践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员工心理健康保

障机制 助力企业和谐健康发展

中国铝业公司：把农民工当亲兄弟 与分包方共赢共发展

中国五矿集团：以人为本 在海外运营中维护员工权益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让 9000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
环境保护最佳实践

国家电网公司：“责任基建”模式在青藏联网工程中的实践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节能发电调度 深入

推进绿色发展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坚持绿色发展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试水分布式能源 助推清洁发展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绿色发展手册 践行绿

色发展文化

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提高石化废水处理效率

实现节水目标

亿利资源集团：沙漠变绿洲———库布其生态建设模本

合规运营最佳实践

中国石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合规经营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合规文化护航企业可持续发展

促进社会发展最佳实践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金沙江公司“16118”移民安置惠民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爱“心”行动———贫困先心病儿

童救助计划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远航·追梦”助力边疆民族

教育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在“走出去”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促进当地发展

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以茶为媒 善行天下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西藏华泰龙公司带动藏区和谐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关注教育 创新模式 全方位推进助学贷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完善机制 加快创新 积极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实施“咖啡发展计划”创造共享

价值

戴姆勒东北亚及梅赛德斯-奔驰 (中国)有限公司：“乐动
未来”———梅赛德斯-奔驰希望工程快乐音乐教室

联想集团：培育责任员工 联想志愿者在行动

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是

经全球契约组织一年一度

正式授权在中国设立的地

区网络。

中国网络致力于动员

更多中国企业加入全球契

约，推动企业遵守并实施在

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

贪污方面的十项基本原则，

加强中国企业和国际社会

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中

国企业国际地位和形象，促

进中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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