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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珈（EiM）国际教育集团

为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屹珈（EiM）国
际教育集团立志成为开创性教育的全球领军
者，激励一代代学生心怀世界，睿引未来。
其多元的品牌大家庭凝聚于共同的承诺，即
通过开创性教育培养能够对人类和地球产生
积极影响的学生。如今，EiM的品牌组合包
括德威国际学校、德威国际高中项目、德闳
® 、Green School International、
Hochalpines Institut Ftan AG、我会中文、
EiM Ventures；共同激励着超过1.1万人的学
习社区。

EiM大家庭坚守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
诺；制订、衡量和践行ESG目标，开展碳规
划项目。EiM也于今年发布了首份ESG报告。

www.eimglobal.com
微信：Education_in_Motion

史密斯集团

170年来，史密斯一直是进步的先锋。每一

天，都有数百万人受益于我们的技术——使

旅行更安全，支持可持续能源转型，为家庭

提供高效的供热或制冷，并帮助我们的世界

保持互联。我们的开拓精神有助于发现新的

机会、技术及商业模式。通过更加智能的工

程来改善我们的世界。集团共同的业务特征

指引我们创造价值的方式：卓越和创新驱动

的文化以及承诺我们将致力于以负责任和可

持续的方式开展业务以造福整个社会和利益

相关者。

www.smiths.com

微信：Smiths_China

公司奖项

奖项 #1 

年度员工参与ESG活动实践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成功开展员工参与ESG活动实践的公司。通过改善企业文化、激励创新来

激活和赋能员工队伍，从而加速实现目标。

此奖项由曼彻斯特大学中国中心赞助

http://www.eimglobal.com/
https://www.smiths.com/


利洁时中国

利洁时是一家全球消费品公司，旗下众多卫

生、健康和营养产品在世界各地备受信赖和

推崇，包括杜蕾斯、滴露、益节、亮碟、薇

婷、渍无踪、旭福和慢严舒柠等。

利洁时拥有200多年悠久历史，全球总部位

于英国，在中国已有100多年历史。利洁时

致力于深耕中国，长期投资，全心服务中国

消费者。

利洁时通过卫生防护、健康疗护、营养守护，

致力于打造一个更洁净、更健康的世界。我

们为了让人们平等地享有高品质的卫生、健

康和营养而奋斗。

www.reckitt.com

斯派莎克

斯派莎克是一家跨国工业工程集团，于1888

年在英国成立，拥有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

专门从事蒸汽解决方案、电热能源管理、泵

和流体路径技术。我们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设有直接销售点，为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

的客户提供服务。斯派莎克中国于1995年在

上海成立，其在全国42个城市的网点配备了

200多名专业的蒸汽工程师，为中国食品和

饮料、制药和生物技术、发电和保健等多个

行业的蒸汽用户提供服务。我们的目标是为

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创造可持续的价值，打造

一个更高效、更安全和更可持续的世界。

www.spiraxsarco.com
微信：spirax_sarco_china

凯誉管理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TMF集团于2006年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
拥有7个办事处，包括北京、上海、成都、
天津、重庆、青岛和广州。

我们是客户治理的关键一部分。我们为客户
提供核心行政服务，让他们可以在全球范围
内安全地投资与营运。

TMF Group通过全球120个办事处为客户提
供法律、金融和雇员管理服务，团队所在的
司法管辖区共贡献全球超过92%的国内生产
总值（GDP）和95%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流入额。

www.tmf-group.com

微信：TMF_Group

http://www.reckitt.com/
http://www.spiraxsarco.com/
https://www.tmf-group.com/


公司奖项

奖项 #2

年度消费者参与ESG活动实践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企业积极并成功推动消费者参与ESG活动实践。成功的候选人将提供相关

依据以证明消费者理解并认同企业或品牌的ESG承诺。该奖项将颁发给在对社会产生积极

影响方面处于最前沿的公司和组织——主要关注其消费者。

阿普塔

阿普塔是全球领先的药物递送、消费品包装

配出和活性材料科学解决方案和服务的设计

及制造企业，我们的创新解决方案服务于包

括制药、美容、个人护理、家居、食品和饮

料市场等众多终端市场，从而实质性地改变

了全球无数患者和消费者的健康和生活。阿

普塔集团尊重环境，致力于更少的能源消耗、

零填埋及开发可持续的产品, 并坚信包装行

业必须超越“制造/使用/丢弃”的旧有模式，致

力于打造新的循环经济。

www.aptar.com

微信：AptarChina

百威亚太控股有限公司

百威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百威亚太”）是亚太地
区最大的啤酒公司，在高端及超高端啤酒分部
中佔据领导地位。公司酿制、进口、推广、经
销及出售超过50个啤酒品牌组合，包括百威® 、
时代® 、 科罗娜® 、福佳® 、凯狮® 及哈尔滨® 。
近年，百威亚太业务已扩展至即饮饮料、能量
饮料及烈酒等啤酒以外的新类别。百威亚太通
过其当地附属公司，在主要市场开展业务，包
括中国、韩国、印度及越南。百威亚太的总部
设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于亚太地区营运48

家酿酒厂，并僱用逾25,000名员工。 百威亚太
于香港联交所上市，股份代号为“1876”，属根
据开曼群岛法律注册成立，属恒生综合指数成
份股。本公司为泛欧交易所上市公司Anheuser-

Busch InBev SA/NV的附属公司，其拥有超过
600年的酿酒历史及庞大的全球业务。

www.budweiserapac.com
微信：百威志愿者项目

http://www.aptar.com/
http://www.budweiserapac.com/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

联合利华是全球领先的日用快消品企业之一，

并始终秉持“立足中国、服务中国”策略。当

前，我们在中国运营着近40个知名品牌，为

中国1.5亿城市家庭提供生活日用产品和服务。

联合利华的愿景是成为可持续商业全球领导

者，并通过“使命驱动、契合未来”的商业模

式打造卓越业绩。在联合利华指南针即可持

续商业战略指导下，推动可持续和负责任的

增长，同时帮助改善地球健康，提升人们的

健康、自信和幸福感，打造更公平、更包容

的世界。

www.unilever.com

微信：unileverofficial

崇邦集团

崇邦成立于2003年，是上海及其周边城市以

商业为主的房地产综合体投资者、所有者、

开发商、管理和运营商。崇邦对中国文化和

充满活力的消费人群有着深刻的理解，致力

于为其所服务的社区成功实现社会、经济和

环境方面的提升。崇邦是非上市公司，总部

设于上海，已在上海、昆山和杭州三地以

“生活中心”（Life Hub）品牌开发和经营七个

综合体项目，总建筑面积达965,000平方米，

另外802,000平方米的综合体开发项目计划

于2024年完工。

WeWork中国

WeWork成立于2010年，希望建立一个所有

人和企业能够共同创造价值的社区。自在纽

约市开设第一个空间以来，我们已成长为一

个全球办公空间服务平台，致力于提供灵活

的解决方案、鼓舞人心且健康安全的办公空

间和无与伦比的社区体验。

自2016年进入中国以来，WeWork已经在上

海、香港、北京、广州、深圳、杭州、苏州、

南京、武汉、成都、西安、台北建立近100

个社区。WeWork中国是一家兼具全球品牌

优势及战略资源的中国企业，更高效、更扎

实、更贴近中国市场需求，协同中国本土合

作伙伴，致力于引领未来的工作方式。

www.wework.cn

微信：weworkchina

http://www.unilever.com/
http://www.wework.cn/


The New Equation

Scan below QR codes to learn more about PwC ESG services.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is more than ticking boxes. It’s about making a difference -
for your business and our world. Creating sustained outcomes 
that drive value and fuel growth, whilst strengthening our 
environment and societies.

Turn ESG theory into action
知行合一，止于至善

WeChat ColumnWebsite



公司奖项

奖项 #3

年度ESG价值链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将全球领先的可持续价值链实践引入中国，提升其国内企业可持续价值

链能力的企业。

此奖项由普华永道赞助

阿斯利康中国

阿斯利康于1993年进入中国，秉持“以患者

为中心”的初心，聚焦中国患者未被满足的

医疗健康需求，从药物研发、生产运营、商

业模式等领域不断推动创新实践，实现“开

拓创新，造福病患，成为中国最值得信赖的

医疗合作伙伴”这一宏伟愿景。公司2021年

在华销售额近60.11亿美元。公司在华研发

投入达15亿美元，投资超过10亿美元。阿斯

利康中国总部位于上海, 并在无锡和泰州分

别建立了全球供应基地。

www.astrazeneca.com.cn

微信：AstraZenecaChina

万物新生集团（NYSE: RERE)

万物新生成立于2011年，定位为“互联网+

环保”类型的循环经济企业。旗下业务包含：

爱回收、拍机堂、拍拍、海外业务AHS 

Device。集团秉承“让闲置不用，都物尽其

用”的使命，致力于打造ESG样本企业，将

社会责任融入商业实践。

www.atrenew.com

微信：万物新生新鲜发布

http://www.astrazeneca.com.cn/
http://www.atrenew.com/


浙江英瑞特再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英瑞特是一家低碳、环保的公司，专注于纺

织用海洋塑料的可行性研究、开发、生产和

推广。

英瑞特再生尼龙短纤维主要来源于深海渔业

活动产生废弃渔网。然后由零碳工厂采用机

械方式高值化回收利用。它的性能与原生尼

龙非常相似，可以直接应用于多种类型的纱

线和织物。我们的使命是减少碳排放，减少

对石油的依赖，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清理海洋中的微塑料。

www.inresst.com

利洁时中国

利洁时是一家全球消费品公司，旗下众多卫

生、健康和营养产品在世界各地备受信赖和

推崇，包括杜蕾斯、滴露、益节、亮碟、薇

婷、渍无踪、旭福和慢严舒柠等。

利洁时拥有200多年悠久历史，全球总部位

于英国，在中国已有100多年历史。利洁时

致力于深耕中国，长期投资，全心服务中国

消费者。

利洁时通过卫生防护、健康疗护、营养守护，

致力于打造一个更洁净、更健康的世界。我

们为了让人们平等地享有高品质的卫生、健

康和营养而奋斗。

www.reckitt.com

魏蒂希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我们于1990年成立于德国，是一家拥有悠

久历史和传统的家族企业与跨国公司，专注

于提供从产品到解决方案级的工程技术支持、

高效精益的物流以及定制化的供应链服务。

每年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数十亿计的

电子元件。在汽车、工业、通信和消费电子

等许多领域及相关知名国际制造商的产品中

都有我们的产品。我们经历且完成了数字化

转型，并与诸多客户共同分享数字化成功的

果实。因此我们可以更灵活、更高效地在中

国开展业务。

www.wittig-electronic.de

微信：wittig-elec-sales

http://www.inresst.com/
http://www.reckitt.com/
http://www.wittig-electronic.de/


To find our more on our purpose visit: 
https://www.smiths.com/brandcentre

在史密斯，我们从未止步。秉承创新的传统，使世界变得更加美

好，这些使命激励着我们不断奋勇前行。作为进步的先驱，我们

正在通过更加智能的工程来满足客户和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就

像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

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史密斯中国公众号

或访问史密斯官网了解更多精彩讯息

https://www.smithsgroup.cn/


公司奖项

奖项 #4

年度ESG环境产品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成功地将环保的产品推向市场的企业。该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该类别的成功候选人需提供该可持续产品有助于减少碳足迹

并提高产品效率的依据。

此奖项由史密斯集团赞助

Loop Swim

我们位于上海的公司 Loop Swim 将回收的

塑料瓶转变为适用女性、男性和儿童的

UPF50+ 的防晒泳衣，并在泳衣不能继续使

用时进行回收。我们的任务是减少浪费，鼓

励其他服装公司及其供应链合作伙伴采用循

环设计。

除了为传统泳装提供环保替代品外，我们希

望通过教育和宣传创造最大的社会影响。我

们与学生、教育工作者、企业和非营利组织

合作，扩大 “设计得更好”的对话，并牢记如

何在任何项目中设计可持续性。

www.loopswim.com

微信：loopswim

现代水务

现代水务是英国Deepverge集团（AIM: 

DVRG）旗下专注于环境领域解决方案的子

公司，拥有一系列行业领先的创新膜法水处

理和水质监测技术。公司水质监测部门致力

于分析仪器的设计、开发和应用，基于创新

的发光细菌传感和电化学技术研发了台式、

便携式与在线水质监测系统，对水中综合毒

性、重金属等污染物进行快速、精准的分析，

帮助用户保护饮用水水质安全，优化生产工

艺并确保排放合规。现代水务监测产品因其

优秀的检测精度、可靠性与易用性在国内环

境监测、市政供水、科研等领域享有盛誉。

www.modernwater.com

www.modernwater.cn

微信：modernwater

http://www.loopswim.com/
http://www.modernwater.com/
http://www.modernwater.cn/


诺基亚贝尔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是诺基亚通信

在华的独家运营平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

初由国家决策成立的我国信息通信和高科技

领域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公司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通信网络和通信技

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并有效

带动产业的相关群体崛起。公司在移动、固

定接入、大数据、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处于

领先地位，覆盖运营商及各大行业客户，支

持5G+工业互联网以及绿色节能等数字化转

型战略。诺基亚贝尔致力于打造领先科技，

成就世界和合共生！

www.nokia-sbell.com

微信：Nokia_in_China

斯派莎克

斯派莎克是一家跨国工业工程集团，于1888

年在英国成立，拥有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

专门从事蒸汽解决方案、电热能源管理、泵

和流体路径技术。我们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设有直接销售点，为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

的客户提供服务。斯派莎克中国于1995年在

上海成立，其在全国42个城市的网点配备了

200多名专业的蒸汽工程师，为中国食品和

饮料、制药和生物技术、发电和保健等多个

行业的蒸汽用户提供服务。我们的目标是为

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创造可持续的价值，打造

一个更高效、更安全和更可持续的世界。

www.spiraxsarco.com
微信：spirax_sarco_china

威而雅纺织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Waste2Wear由荷兰纺织工程师Monique 

Maissan（麦肯锡创办的Delterra的执行董

事会成员）于1998年创立，自2007年以来，

Waste2Wear一直在用回收的塑料创新纺织

产品.我们是利用再生塑料制造创新产品的

先驱。我们向全球客户提供面料和成品

（B2B）。 我们使用三种塑料来源，使用

来自消费后塑料瓶制造 RPET，使用来自离

海岸线 500 米以 内收集的塑料瓶制造

RPET，以及使用来自消费后、填埋前家用

电器制造 RPP。我们积极 与客户接触及沟

通，共同编织我们的再生环保故事。我们获

奖的区块链服务不仅使我们 的供应链透明

和可追溯，也使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供

应链透明和可追溯。

www.waste2wear.com

微信：W2W_china

http://www.nokia-sbell.com/
http://www.spiraxsarco.com/
http://www.waste2wear.com/


ESG Consulting Services

妙盈科技致力于用人工智能解决金融机构、

企业和政府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碳中和以及

社会责任方面的挑战。

上海 | 北京 | 香港 | 新加坡 INNOVAT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创新永续未来

ESG与金融业务

可持续发展金融数据平台，为投资、信贷、
风控、量化提供全面、透明的ESG数据

精准高效赋能企业与私募投资ESG数据治
理与应用，为企业与投资组合ESG信息披
露、战略决策与资本市场评级提升提供一
站式综合服务

ESG战略制定&治理架构搭建 
ESG管理与资本市场提升 
ESG信息披露与报告制定 
ESG培训与投资者关系
责任投资与ESG尽调 
气候变化应对咨询

碳排放管理业务 低碳社区-绿喵

碳中和咨询
碳排放数智化管理
碳资产管理
碳减排解决方案

以积分和社区形式鼓励个人绿色低碳行为，
推广碳普惠的应用程序

面向公众推广和促进绿色低碳环保意识和行为
多生活场景低碳积分体系培养公众低碳习惯
利用物质和荣誉激励推行可持续发展
构建低碳合作伙伴生态圈共推零碳目标

资本市场业务

依托于全面的ESG与碳中和数据，结合丰
富的资本市场经验，帮助金融机构编制、
维护、发布主题指数与研发ETF产品

ESG指数

ESG投资研究
建立在高频、海量的ESG数据之上，对宏
观经济、产业、与投资标的进行深入剖析

IPO可持续发展建议
为即将上市企业梳理可持续发展相关数据
与商业逻辑，吸引顶级基金投资人

更多资讯请浏览我们的主页 miotech.com 或发送邮件至 info@miotech.com



公司奖项

奖项 #5

年度投资者关系ESG沟通与交流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与投资者展开有效沟通的公司和组织，

成功的候选人将展示其与投资者进行ESG沟通的最佳实践。

此奖项由妙盈科技赞助

万物新生集团（NYSE: RERE)

万物新生成立于2011年，定位为“互联网+环保”类型的循环经济企业。旗下业务包含：爱回

收、拍机堂、拍拍、海外业务AHS Device。集团秉承“让闲置不用，都物尽其用”的使命，

致力于打造ESG样本企业，将社会责任融入商业实践。

www.atrenew.com

微信：万物新生新鲜发布

协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协鑫科技肩负着“专注绿色发展，持续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使命，是全球领先的高效光伏

材料研发和智造商，掌握并引领高效光伏材料技术的发展方向，在多晶硅产品上一直保持

技术驱动者地位。

www.gcltech.com

微信：协鑫科技GCLTECH

http://www.atrenew.com/
http://www.gcltech.com/


港华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港华智慧能源（01083.HK）为香港中华煤气（00003.HK）旗下子公 司，核心业务包括燃

气和可再生能源两大板块。公司从 1994 年开始拓展燃 气业务，凭借先进的管理模式和高

效的运营系统，形成以终端服务为核心、 涵盖天然气产供储销和城市燃气管网建设的完善

的运行体系，业务覆盖天然 气上、中、下游全产业链，通过推动天然气及综合能源在工商

民领域的广泛 应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趋势下，港华智慧能源

以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数字化、去碳化为核心战略，基于“港华智慧能源生 态平台”实现“源

网荷储”一体化和能源管理的数智化升级，通过分布式光 伏、储能、充换电、多能联供等能

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以及为 客户提供碳管理、能效管理等能源增值服务，全

面打造零碳智慧园区，为改 善环境、应对全球气候危机贡献力量。

www.towngassmartenergy.com

微信：TowngasSmartEnergy

中瑞鼎峰

中瑞鼎峰是一家来自瑞典的开发商及基金管理人，专注于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中进行住

宅社区的投资与开发。中瑞鼎峰集团成立于2007年，主要投资来自于瑞典养老基金及北欧

机构投资者，深耕中国不动产领域，拥有端到端的全流程房地产开发能力。 迄今已开发项

目三十余个，总建筑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凭借严格的投资流程和对风险控制的高度重视，

中瑞鼎峰业务范围已覆盖至山东、辽宁、河北等省并设立共计10个城市公司。

www.wprei.com

http://www.towngassmartenergy.com/
http://www.wprei.com/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UNNC) was the rst Sino-foreign 
university to open its doors in China. 
Established in 2004, with the full approval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e 
are a top 20 UK university in the QS World 
Rankings. 

At UNNC we have over 9,000 students and At UNNC we have over 9,000 students and 
over 900 members of sta come from 
about 7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We have three faculties: Busines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e oer 29 undergraduate 
courses and 18 postgraduate taught courses 
and have over 500 PhD students. and have over 500 PhD students. 

With a 144-acre campus in the safe and beautiful 
city of Ningbo, we love to welcome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s to use our state-of-the-art facilities.

Campus

We have a track record of using our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to bring about organisational change across 
various companies, sectors and industries.

A UK top 20 university with campuses in three countries, 
our brand is respected and renowned in China, the UK and 
all over the world.

Reputation

Empowerment
Our public courses for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help 
individuals to develop their proles, skills and careers.

Organisations

Scan QR Code to 
cooperate with us.



公司奖项

奖项 #6

年度ESG报告奖

本奖项旨在评选出本年度主题精准、结构完整、内涵丰富的ESG报告。申请中须包含ESG

报告示例。申请中应突出ESG报告包含的关键议题、ESG目标、报告结构设置的解构、报

告目标指标体系等。

此奖项由宁波诺丁汉大学赞助

高力国际

高力国际是一家领先的多元化专业服务和投

资管理公司。凭借在63个国家建立的运营网

络，超过17,000位锐意进取的专业人员紧密

合作，努力为房地产用户、业主和投资者提

供专家意见。

公司年化营收43亿美元，旗下管理的资产总

额达770亿美元，更大限度地发挥房地产潜

力，助力我们的客户、投资人和员工更快取

得成功。

高力国际一直致力于推行 ESG 实践做法。

高力国际将战略性地融入并扩展以可持续发

展为重点的服务，同时帮助客户应对气候变

化，迎接净零排放未来。

高力国际致力于加速您的成功。

www.colliers.com

微信：ColliersChina

嘉里建设

嘉里建设（香港交易所：683）作为中国内

地及香港主要物业投资及发展公司，在地产

发展方面积累数十年经验睿智，建构高阶品

牌地位。集团专注在主要城市繁盛地段建设

优质住宅及综合物业，并持有及经营优越的

投资组合，包括位于罕贵地段的办公室、商

用及住宅项目。

www.kerryprops.com

http://www.colliers.com/
http://www.kerryprops.com/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NYSE: YUMC及
HKEX: 9987）是中国最大的餐饮公司。截
至2022年6月底，公司拥有 12,170 家餐厅，
覆盖中国超过 1,700 个城镇，雇员人数超过
40万。2021年，百胜中国在标普全球企业可
持续发展评估中，蝉联餐饮和休闲行业最高
评分，连续两年被纳入道琼斯可持续发展世
界指数和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指数，
同时加入科学碳目标倡议，进一步深化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2022年，百胜中国在明晟最
新ESG评级中荣升“AA”级，还连续第四年入
选彭博两性平等指数，并荣获中国杰出雇主
认证。

www.yumchina.com
微信：百胜中国

利洁时中国

利洁时是一家全球消费品公司，旗下众多卫

生、健康和营养产品在世界各地备受信赖和

推崇，包括杜蕾斯、滴露、益节、亮碟、薇

婷、渍无踪、旭福和慢严舒柠等。

利洁时拥有200多年悠久历史，全球总部位

于英国，在中国已有100多年历史。利洁时

致力于深耕中国，长期投资，全心服务中国

消费者。

利洁时通过卫生防护、健康疗护、营养守护，

致力于打造一个更洁净、更健康的世界。我

们为了让人们平等地享有高品质的卫生、健

康和营养而奋斗。

www.reckitt.com

中瑞鼎峰

中瑞鼎峰是一家来自瑞典的开发商及基金管

理人，专注于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中进行

住宅社区的投资与开发。中瑞鼎峰集团成立

于2007年，主要投资来自于瑞典养老基金

及北欧机构投资者，深耕中国不动产领域，

拥有端到端的全流程房地产开发能力。 迄

今已开发项目三十余个，总建筑面积超过

300万平方米。凭借严格的投资流程和对风

险控制的高度重视，中瑞鼎峰业务范围已覆

盖至山东、辽宁、河北等省并设立共计10个

城市公司。

www.wprei.com

http://www.yumchina.com/
http://www.reckitt.com/
http://www.wprei.com/




公司奖项

奖项 #7

年度ESG领袖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具有ESG领导力的个人，其通过个人行动或领导其组织向更高标准的环境

和社会责任迈进。该奖项开放两个子类别，中小企业和大型公司。

此奖项由斯派莎克赞助

鞠彬彬

天风证券CSR、ESG总监

鞠彬彬自2016年起任职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CSR总监、ESG总监。鞠彬彬主要负责制

定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协调政府、社会组织、

主流媒体、金融同业等关键资源，推动扶贫

工作的有效运作；同时兼职负责欣鑫慈善基

金会日常运营管理。作为公司ESG总监，下

辖公司ESG团队，在对国际一线企业发展现

状充足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政策和企业

现状，建立了以“凝聚金融的力量”为核心，

以“稳健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为基础，

以“创造、成长、分享”为途径的天风证券金

融责任体系。

司徒默

博枫，董事合伙人、中国区负责人

Stuart Mercier（司徒默）先生是博枫资产

管理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负责人，主

要负责管理中国区运营工作和机构关系。

Mercier先生同时也直接负责博枫房地产在

亚洲的相关业务，包括商务发展，投资以及

资产组合管理。

Mercier先生拥有Bishop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和香港大学以及伦敦商学院的MBA金融学

学位，并获得海通证券提供的“新一代领导

者”奖学金。Mercier先生是加中贸易理事会

的董事会成员，同时担任城市土地学会全球

理事及中国大陆主席。



詹柏

中瑞鼎峰集团总裁，创始合伙人

詹柏，中瑞鼎峰总裁，创始合伙人，是公司业务战略，包括ESG战略的主要决策者和发起

人。作为最重要的业务战略之一，帮助公司从瑞典引入ESG概念与设计，特别是哈马碧模

型，在科技、流程及方法方面发挥作用，帮助项目关注水、废弃物和能源的生态循环。

李丽年,

现代水务中国区总经理

李丽年是现代水务在中国的创始元老, 为集

团制定战略，管理公司在华业务，拓展了大

中华区水监测业务的分销网络，建立并增强

了公司品牌在中国的市场地位。她拥有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自然资源、能源与环境专业的

工商管理硕士和法国EDHEC商学院的双硕士管理学位。在亚洲、欧洲和北美的商业和社会

文化中拥有丰富的工作生活经验，先后在罗思国际、凯络中国、通用汽车欧洲总部、加拿

大能源与环境应用中心、德高等跨国公司工作，拥有十多年管理经验。2021年获得了女性

领袖奖--创新大奖。

瞿伟锋

莱巍爵创始人、CEO

瞿伟锋拥有15年以上可持续商业从业经验，先后在国际零售商、品牌商及第三方机构从事

合规运营、社会责任与碳中和等可持续发展项目的管理。于2014年成立专业从事负责任供

应链管理的国际第三方机构Leverage，并带领团队获得了多个国内外组织的认可，如

UNGC\ UNEP\ ILO\ AWS\ CNCA\ CNAS等；企业服务着超过300个国内外著名品牌，帮助

国内外供应链利益相关方更负责任的合作，推动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

瞿伟锋致力于通过自身的实践及影响力，携手更多相关利益方共同践行SDGs17个目标，

推动供应链的负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服务商奖项

奖项 #8

年度ESG研究和评级提供商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 ESG 研究和评级提供商，表彰其在服务领域支持ESG/可持续投资的增

长。该奖项面向那些在中国提供ESG相关研究和评级服务的优秀组织和公司。评估标准

包括可持续目标的明确性、强劲的表现、行业经验、透明度、合规性、声誉和客户服务

等。

妙盈科技

妙盈科技是专注于ESG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

金融科技公司，致力于用人工智能解决金融

机构、企业和个人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气候

变化、碳中和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挑战。妙

盈科技的ESG数据平台AMI追踪逾700个数

据点，覆盖超过400万家企业，积极响应全

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自主研发多款技术产品，

打造的面向社会公众的碳普惠应用小程序。

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保持快速且稳定的增长，

已与众多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达成深度合作，

为客户提供多样定制化的ESG数据产品、咨

询服务和碳排放管理服务。

www.miotech.com

微信：official_MioTech

上海青悦环保

上海青悦环保致力于ESG方法论的本地化，

将国际标准与中国的环境政策与法律等进行

更加有机的结合，以反映在中国运营的公司

的真正的风险与机遇。从政府侧和企业侧推

动ESG的信息披露，以及ESG评级的透明化。

www.epmap.org

微信：qingyuesus

http://www.miotech.com/
http://www.epmap.org/


中财绿指（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中财绿指（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依托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

究院强大的科研能力和部委共建学术资源，

整合国内外长期从事绿色金融、气候金融、

能源金额、ESG等领域的专家和金融投资机

构资源，向市场提供切实可行的咨询服务，

如绿色金融数据库建设、ESG评级和指数开

发、环境和ESG报告编制、环境和气候风险

分析评估等。当前，中财绿指已在北京、江

西、浙江、广东等地和政府、金融机构、企

业深度开展绿色金融咨询服务。

www.chinagreenindex.com

微信：IIGF-ESG

标普全球评级

S&P Global Ratings, part of S&P Global Inc. 

is标普全球评级是一家提供信用评级、研究

和推动提升透明度方面见解的领先供应商。

标普全球评级的分析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全球

和中国本地洞察相结合的视角。我们在中国

的评级机构——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

公司已经成立了三周年，并深入拓展了所有

的信用市场部门。

www.spglobal.com

微信：标普全球

盟浪可持续数字科技

盟浪是一家对可持续发展价值进行量化评估

的解决方案服务商，公司由招商银行原行长

马蔚华先生创立，凝聚金融、科技、双碳与

ESG业界精英。盟浪聚焦ESG与“双碳”目标，

主要为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提供科技赋能的

“数据+工具 +方案”一体化ESG及双碳综合

解决方案，服务于国策强驱和市场刚需的

ESG投资和双碳达标。

www.susallwave.com

微信：SusallWave

http://www.chinagreenindex.com/
https://www.spglobal.com/ratings/en/index
http://www.susallwave.com/


 

We manage our investments with integrity, combining economic 
goals with responsible citizenship.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our 
philosophy of conducting business with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n a sustainable and ethical manner. It also requires operating 
with robust ES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nd maintaining a 
disciplined focus on embedding these into everything we do.

我们以诚信管理我们的投资，并将经济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相结
合，这与我们以可持续和符合道德标准的方式立足长远发展的理
念相一致，并需要在运营中践行稳健的ESG原则和实践，保持严
谨，专注于将这些原则和实践嵌入到我们所有的行为中。

Find out more at Brookfield.com
获取更多信息请前往Brookfield.com

We believe that value 
cre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complementary goals
我们相信价值创造和可持续
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目标

Brookfield China  
WeChat Account
博枫中国微信账号

https://www.brookfield.com/
https://www.brookfield.com/


服务商奖项

奖项 #9

年度ESG咨询机构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在环境和/或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为客户带来实质性和可量化的改

善，同时推进自身可持续发展领导力进程的咨询或顾问公司。

此奖项由博枫赞助

Apex Group

Apex集团是一家全球性的金融服务提供商，

在全球40个国家拥有超过80个办事处，超过

10,000名员工。Apex集团为资产管理公司、

金融机构、私人客户和家族理财提供广泛的

服务。集团不断改进和发展提供单一来源解

决方案的能力;包括基金服务、数字入职和银

行账户、存管人、托管人、企业服务以及开

拓性的ESG评级和咨询解决方案。Apex集

团的目标不仅仅是成为一家金融服务提供商，

而是致力于推动积极的变革。

apexgroup.com

微信：ApexGroupOfficial

宽德

宽德一直是行业内的可持续发展领导者。我

们利用创新的技术、知识和相关策略促进香

港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相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善于协

助客户定下清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透过务

实可行的路线图，让客户能循序渐进，朝着

目标改善营运，达致可持续发展目标。

宽德的全球业务已经在2020获得英国碳信

托基金认证成为一家“碳中和”的顾问公司。

宽德计划在未来几年里继续减少自身碳排放，

降低对碳补偿的需求，同时提供净零碳建筑

和基础设施。

www.cundall.com

微信：宽德CUNDALL

http://www.apexgroup.com/
http://www.cundall.com/


德勤

德勤为近90%的财富全球500® 强企业和数

千家私营企业提供行业领先的审计和鉴证、

税务和法律、战略咨询、财务咨询和风险咨

询服务。我们拥有逾345,000名专业人士，

致力于通过专业服务加强公众对资本市场的

信任，助力客户转型和发展，并引领迈向更

强韧的经济、更公平的社会和可持续的世界。

德勤拥有超过175年的历史，业务遍及150多

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在规模和能力方面取得

长足进步的同时，始终坚持“因我不同，成

就不凡”的使命。

www.deloitte.com

微信：deloitte-china

普华永道

“知行合一，止于至善”是普华永道在可持续

发展领域始终贯彻的理念。普华永道深谙绿

色产业新机遇，以专业服务响应时代发展所

趋，率先承诺在2030年内实现自身全球范围

内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助力经济、环境与

社会效益协同发展。普华永道秉承“解决重

要问题，营造社会诚信”的企业使命，在155

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32.7万名员工致力于

审计、咨询及税务领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无论客户身在何处，普华永道均能提供所需

的专业意见。

www.pwccn.com

微信：PWCCHINA 

商道咨询

商道咨询是中国领先的企业社会责任（CSR）

领域的独立咨询机构，专注于企业社会责任、

可持续发展与责任投资（ESG）的咨询服务。

我们凭借全球化视野和本土化实践，致力于

携手客户制定及实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在获取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共享

价值。

www.syntao.com

微信：syntaoCSR

https://www2.deloitte.com/
http://www.pwccn.com/
http://www.syntao.com/


服务商奖项

奖项 #10

年度ESG法律服务机构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在环境、社会或治理相关项目上为客户提供建议，同时推动自身可

持续发展领导力的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提供商。该组织必须证明，它不仅向一个或多

个客户提供了高质量的ESG法律建议，而且还为法律行业及其他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

贡献。

大成

大成上海办公室成立于2001年，作为沪上成

立最早的一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其本土化

优势、律师执业水平得到不断凸显和提升，

已成为上海律师界的一支重要法律服务团队，

我们的服务覆盖19个专业，18个行业。

ESG: Global Solution

微信：大成上海办公室

金茂律师事务所

金茂律师事务所（简称“金茂所”）于1988年

在中国上海市成立。金茂律师很早就意识到

环保与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自2010年起，

金茂就具有先见性地将环境合规作为专门服

务领域。目前，金茂所在自身践行ESG原则、

为员工和社会持续创造价值的同时，围绕

ESG和可持续发展建立了专业团队、设计了

适用于企业全生命周期的EHS合规特色法律

服务，为众多知名的世界500 强企业、大型

国企和上市公司提供专高质量的合规及可持

续发展法律服务。

www.jinmao.com.cn

微信：JINMAO_LAW_REVIEW

https://www.dentons.com/en/issues-and-opportunities/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
http://www.jinmao.com.cn/


君合律师事务所

君合律师事务所于1989年创立于北京，是中

国最早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君合始终

以提供精品服务为立所之本，以坚持独立审

慎为成长之源，以海纳四方人才为发展之道，

以秉持创新不辍为常青之方，以倡导强强联

合为纵横之策。

发展至今，君合已在海内外拥十二个办公室

和一支由超过320位合伙人和顾问、750多位

受雇律师和法律翻译组成的逾1070人的专业

团队，是国际公认的、最优秀的中国大型综

合律师事务所之一。. 

www.junhe.com

微信：JUNHE_LegalUpdates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是中国境内一家领先的

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创立于1992年，总

部位于北京，并在上海、深圳、合肥、杭州、

南京、广州、青岛、成都、三亚、西安、沈

阳、济南、大连设有分所，在香港、东京设

有分支机构。金诚同达集萃了众多跨领域的

专家，目前拥有近两千名律师，其中合伙人

四百余位。在诸多业务领域，金诚同达都已

成为行业里的领头军，连续多年被包括

Chambers、ALB、IFLR在内的国际权威法

律媒体评为重点推荐律所，可为客户提供广

泛、专业、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www.jtn.com

微信：金诚同达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

年利达对中国的法律框架有深入的了解，服

务中国市场已有40余年。 2018年，年利达

和昭胜律师事务所设立上海自贸区联营办公

室。它将年利达在国际项目上的业务经验与

昭胜的高质量中国法律能力相结合，在ESG

和其他领域助力客户实现商业目标。

www.linklaters.com

微信：linklaters

http://www.junhe.com/
https://www.jtn.com/CN/index.aspx?Lan=CN&PageUrl=index&MenuID=01
http://www.linklaters.com/


服务商奖项

奖项 #11

年度ESG投资倡议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可持续投资倡议。成功的候选人能为可持续投资实践的采纳和成功提供

证明依据。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资管是平安集团核心成员，于2005年在上海成立，在过去近二十年砥砺前行，与中国
资本市场共同发展。
公司受托管理平安集团保险资金，并为第三方客户如境内银行、保险、企业，以及海外主
权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公司具备跨市场资产配置和全品种投资能力，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投资领域涵
盖股票、债券、基金以及非资本市场的各个领域，业绩长期稳健。
截至2022年6月末，受托资产管理规模达4.24万亿元，第三方资管规模超5400亿元，位列
全球资管公司第45位*。
*欧洲知名投资杂志(Investment & Pensions Europe)正式发布2022全球资产管理公司500强
榜单(IPE Top 500 Asset Managers 2022)

asset.pingan.com 微信：平安资管

博枫

博枫资产管理是全球领先的另类资产管理公
司，目前在管资产规模约7500亿美元，专注
于可再生能源及相关转型，基础设施，私募
股权，房地产以及信贷领域。博枫持有并运
营多个支撑全球经济的长期资产和业务。运
用其全球化网络，充裕的资金规模以及运营
专长，博枫为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包括公共
和私人养老金计划、捐赠和基金会、主权财
富基金、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私人财富投资者等提供一系列高质量的另类投资产品。

www.brookfield.com 微信：Brookfield博枫

http://www.asset.pingan.com/
http://www.brookfield.com/


Formed in 2006,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XJTLU) is a joint venture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in the UK. As an independent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university, XJTLU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both of its prestigious

parents and is the first and only of its kind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BSS became the youngest business school in the world to achieve AACSB, EQUIS and 

AMBA triple accreditation.

• Open-enrolment programme 

• Customised programme 

• In-company project 

• Academic knowledge sharing 

• Student internship 

• On-campus recruitment

中文

Englis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uzhou 

at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Link: https://www.xjtlu.edu.cn/en/study/departments/international-business-school-suzhou/


服务商奖项

奖项 #12

年度ESG创新产品/服务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加速实现ESG目标的新产品/服务的交付，无论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还是行业特定目标，特别是通过数据、技术和数字创新。成功的申请者将能够从企业政

策层面和具体的产品/服务设计方面展示ESG方面的考虑，带来ESG方面的影响，提高可及

性、透明度和问责制。

此奖项由西交利物浦大学西浦国际商学院（IBSS）赞助

阿里云

阿里云（www.alibabacloud.com），为阿

里巴巴集团的数字技术与智能骨干业务，向

全球客户提供全方位云服务，包括弹性计算、

数据库、存储、网络虚拟化服务、大规模计

算、安全、管理和应用服务、大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平台以及物联网服务。 IDC的资料

显示，自2018年起，阿里云一直保持其作为

全球第三大公有云IaaS服务提供商的地位。

而根据Gartner 的数据，按美元收入计算，

阿里巴巴自2018年以来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三、

亚太地区排名第一的IaaS服务提供商。

中国：aliyun.com

全球：www.alibabacloud.com

微信：Alibaba-Cloud

庄信万丰

庄信万丰(Johnson Matthey, JM)作为全球可

持续技术的领跑者，用尖端科技与客户共同

创造能改变世界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愿景是

为当今和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清洁、更健康

的世界。JM成立于1817年，凭借200多年

来对创新和技术突破坚持不懈的探索，JM

已成为诸多客户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共同

助力交通、化工和能源领域的净零排放进程。

早在1974年，我们的清洁空气事业部就率

先推出了世界上第一片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

时至今日，我们的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每年

可帮助全球减少大约2千万吨有害气体的排

放。

matthey.com

微信：Johnson Matthey

https://aliyun.com/
http://www.alibabacloud.com/
https://matthey.com/


富美实

富美实是全球农业科学公司，我们致力于帮

助种植者在为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生产食物、

饲料、纤维和燃料，同时帮助他们可以更好

的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环境。富美实创新性的

植物保护方案，包括生物制剂、植物营养、

数字和精准农业，赋能种植者、植保顾问以

及草皮和病虫害管理从业者，使他们可以在

解决最为严峻的经济挑战的同时保护环境。

富美实在全球超过100多个地区拥有6400名

员工，并致力于发现创新的和有益于地球的

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的活性物质，产品

配方和领先的技术。

www.fmc.com

微信：富美实FMC农业解决方案

诺基亚贝尔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是诺基亚通信

在华的独家运营平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

初由国家决策成立的我国信息通信和高科技

领域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公司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通信网络和通信技

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并有效

带动产业的相关群体崛起。公司在移动、固

定接入、大数据、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处于

领先地位，覆盖运营商及各大行业客户，支

持5G+工业互联网以及绿色节能等数字化转

型战略。诺基亚贝尔致力于打造领先科技，

成就世界和合共生！

www.nokia-sbell.com

微信：Nokia_in_China

銳思碳管理有限公司

銳思碳管理有限公司自 2009 年起在香港成

立，并逐步延伸至中国大陆和台湾。目前，

我们已在亚洲 11 个国家/地区为全球和亚洲

知名公司开展了 300 多个减碳项目。通过

减碳项目的开展，我们帮助客户显著减少了

碳排放、用能、用水和废物足迹，同时为我

们的客户带来了成本节约和其他商业利益。

作为提供一站式碳和环境管理策略的值得信

赖的服务供应商，我们的服务涉及房地产、

零售、服装等领域，帮助这些领域的企业执

行深度、扎实并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减碳计划。

resetcarbon.com

微信：Resetcarbon

http://www.fmc.com/
http://www.nokia-sbell.com/
https://resetcarbon.com/en/index/


大奖主办方采访入围者并邀请他们分享了其

企业/机构的ESG战略/ 框架/ 目标设定。

让我们看看他们正在/ 将要做什么。



阿里巴巴集团ESG使命是“负责任的科技，可持续的未来”。坚持低碳

战略，具体包括：不晚于2030年，实现自身运营碳中和；不晚于

2030年，阿里巴巴协同上下游价值链实现碳排放强度比2020年降低

50%。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作为阿里巴巴数字化基础设施部分，在同阿里巴巴一起实现范围

1和范围2碳中和的基础上，率先实现范围3的碳中和。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将在2030

年之前实现电力供给100%采用清洁能源.

令我们自豪的是，Apex集团不仅是最大的金融服务提供商之一，我们还

努力成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专注于为我们的员工、地球和社会带来改

变带来改变。Apex集团是一家碳中和企业，致力于推动积极的变革，激

励行业在ESG方面采取行动。

Apex集团的ESG评级和咨询通过为私人市场提供高质量、全球性、独立的服务，帮助

投资者释放真正的价值，推动转型变革。通过部署智能ESG数据和洞察，推动资本向

ESG绩效发展，带来显著变化。Apex集团是责任投资原则的签署人，也是净零资产管

理公司倡议的成员。除了持续教育员工和推行道德营销政策外，集团还与伊甸园重新

造林项目（该项目是一个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致力于重建发展中国家因森林砍伐而

遭到破坏的当地社区）建立了合作关系。2021年，该项目在马达加斯加种植了20万

棵树，每签署一份新合同就种植10棵树，员工每任职5年就种植5棵树。

在阿普塔，我们的使命是“创行不止，美好生活“。这个使命指引

了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所有工作的方向。我们不断创新，以高

效和有效的方式满足世界的需求；我们研发更快的关键药物递送

方式；我们使家庭能够回收更多的塑料，并不断提升我们的运营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

放。引领我们可持续发展的三个行动领域包括关爱、协作和循环性。

关爱：我们通过提高我们的影响力和减少我们的碳足迹来关爱我们的员工、社区和环

境。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离不开对彼此和地球的关爱，因此我们在多样性和包容性、

健康和安全，以及能源、水和废物等关键领域开展了诸多工作。

协作：我们与客户、供应商、行业联盟和非营利组织一起创新，以助力他们目标的进

展，并为人类和地球带来更好的结果。

循环性：通过重新思考系统的设计，以实现重复使用，使用更少的能源，产生更少的

废物，并保护自然资源，我们的行动可以使当前和未来的消费者受益。我们优化业务

运作方式；我们创新整个供应链，并通过合作来克服全球挑战。

欲了解更多阿普塔当前ESG进展的细节，欢迎访问：https://www.aptar.com/esg/

https://www.aptar.com/esg/


作为一家全球性企业，阿斯利康一直在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

挑战，从气候变化到健康可及和疾病预防。我们通过三个优先事

项来实施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健康可及、环境保护、道德和

透明度。

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的雄心是加速实现净零排放医疗保健，积极管理我们对环境的

影响，并投资于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我们遵循科学，减少价值链中温室气体(GHG)排

放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来源(范围 1、2和3)，尽我们所能降低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

的减排目标已通过科学碳目标倡议组织（SBTi）认证，公司成为世界首批获得净零目

标认证的7家公司之一。

通过我们十亿美元的“零碳雄心”计划，我们有望到2026年将全球业务(范围1和2)的温

室气体排放减少98%，到2030年，实现整个价值链零碳排放。 “零碳雄心”已取得了卓

著成效，自2015年，阿斯利康碳排放量已减少59%（包括瑞颂制药的碳足迹）。

万物新生集团坚持通过顶层治理加强自身的ESG表现，秉承“让闲置

不用，都物尽其用”的使命，与“成为全球二手行业的创新者和引领

者”的美好愿景，向以下两个目标努力：

1）加强我们在中国二手消费电子行业的领导地位，为提高回收渗透率和行业升级做

出贡献；

2）减少电子废弃物和延长消费电子产品的生命周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博枫是全球领先的另类资产长期投资者和运营商，有100多
年的历史，管理着约 7,500 亿美元的资产。

在博枫，健全的 ESG 实践对于建立有韧性的业务和为我们的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创造长期价值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以一套 ESG 原则为指导：
i) 减轻我们的运营对环境的影响；
ii) 确保员工的福祉和安全；
iii) 坚持强有力的治理实践；
iv) 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这些原则是我们ESG政策的基础。

ESG 贯穿于我们的投资决策和持续的投后管理过程，包括：
i) 投资组合监督活动；
ii) 确保我们的治理和合规活动有效；
iii) 向我们的投资者提供有关 ESG 活动的透明和及时的信息；
iv) 提供投资机会，使我们的投资者能够实现他们自己的 ESG 投资目标。

我们的每家投资组合公司都有自己的 ESG 考虑因素，我们与他们密切合作，以确保
ESG仍然是关键优先事项并和我们的ESG原则和政策一致。

博枫致力于实现到 2050 年或更早在所有管理资产中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并设定了
2030 年中期目标，力争将管理资产规模中1,470亿美元资产的第一和第二范围(Scope 
I & II) 排放量减少约三分之二。

百威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百威亚太」）以“敢梦敢创，未来共喝

彩”的宗旨为目标导向，致力于在推动可持续增长的同时使社区更

环保、受众更健康。多年来，百威亚太一直在持续投资和推进8个

ESG策略优先事项，包括气候行动、守护水源、循环包装、智慧农业、企业家精神、

明智饮酒与适度饮酒、多元化与包容性以及道德与透明度。

我们的2025可持续发展目标策略清晰明确并制定了量化的目标，以实现积极的环境

影响，并为我们的社区创造价值。

1. 气候行动：外购电力100%来自可再生能源, 并实现全价值链减少25%二氧化碳排

放。

2. 守护水源：100%的处于高用水压力地区的社区在水供应和水质方面都有可量化

的改善。

3. 循环包装：100%的产品使用可回收包装或者主要使用可循环回收材料。

4. 智慧农业：100%的直接种植者具备相关技能、互联互通且获得有力的财政支持。

作为行业领导者之一，为了加速行业转型，百威亚太也一直与价值链伙伴紧密合作以

实现其净零排放目标，即于2040年前实现全价值链净零排放。



崇邦坚信，长期的稳健发展取决于为社会提供共享和可持续价值的能

力。这种信念植根于崇邦的宗旨声明中：

“在崇邦，我们致力于通过建设绿色低碳的环境、健康包容的社区和稳健公平的经济，
以高水平和尊敬的态度来美化我们的国家，从而为集团的利益相关者和股东创造共享

和可持续的价值。”

崇邦的宗旨完全融入了我们设计和运营“生活中心”（Life Hub）的方式中，关爱员工

和社区，提升租户和合作伙伴的经营效益。通过与经营模式的战略融合，将目标与绩

效相结合。

治理、策略、管理以及目标和指标是崇邦以宗旨为导向的ESG框架的四大支柱，提供

了结构化的方式来实现共享和可持续的社会价值。

ESG数据、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重要议题的分析为崇邦的ESG目标和指标奠定了基础，

通过在物业、租户、客户、员工和社区五个领域的协调行动来实现这些目标和指标。

每个领域均由跨专业团队管理，该团队以明确的任务、严格的流程和基于绩效的激励

制度为指导，并注入了崇邦的关怀文化、创新精神和追求卓越的热情。

高力国际的ESG战略“提升建成环境”以及制定的可衡量目标，确保了

ESG始终是高力国际开展业务的重心。

在去年首份“全球影响力报告”的基础上，高力国际2022年进一步制定

了更为强有力的“提升建成环境”的战略。同时针对该战略的三大支柱：环境、包容性

以及健康与福祉，设定了更加坚实的远景目标。

在高力国际，我们将通过以下方式提升建成环境：

⚫ 提升环境影响：承诺通过科学碳目标倡议 (SBTi)的“企业雄心助力1.5℃限温目标”计

划实现减排，并在2030年前实现企业自身排放（范围1和范围2）的净零排放；高

力国际将建立咨询框架，帮助建筑业主、投资者和住户实现净零排放。

⚫ 提升包容性：到2025年，实现经理以上职务中女性占比达到40%。

⚫ 提升健康与福祉: 高力国际加入了WELL Portfolio组合资产晋级计划。截止2025年，

高力国际所有办事处均通过WELL健康安全认证。2023年起，高力国际将向所有合

格的物业管理和居住者提供WELL认证、 Fitwel认证或其他同等级别的认证。

⚫ 设立高力国际志愿者日，以每年4月为活动月，为环境、包容性以及健康和福祉贡

献力量，目标提供累计15000天的志愿服务。



宽德不仅对ESG、财务、利益相关者价值、政策、科学和路

径规划有深度的了解，我们还将这些概念融入到建筑、基础

设施和城市总体规划中。

我们的ESG团队帮助组织制定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实施计划，涵盖社会、经济和

治理等方面。组织得到的不仅是可持续设计的生态系统，还包括建筑性能工程师和顾

问深入到细节，并协助实施所需措施的支持。

宽德采取国际最佳实践、标准和协议来设计、测量、管理和审核客户的每一步进展。

我们的许多客户都是上市或是资产覆盖全球的公司。作为一家业务覆盖全球的建筑咨

询公司，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全球性的，而ESG目标——特别是与减缓气候变化有关的

目标——也是全球性的努力。

我们致力让客户意识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行动将得到投资者、租户、客户和

自己员工的认可。这可以是一小步，如建立一个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路径、有可

量化和可操作的计划，以实现净零碳排放和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供应链。我们的

目标是带领每一位客户一起踏上通往净零碳世界的旅程。

依托全球资源，大成设立全球ESG管理委员会，目标在于制定

标准ESG服务产品，统一各区域工作思路与要点。大成持续关

注7个核心ESG领域：大成在ESG方面的业务领域包括：

1）ESG战略咨询；

2）ESG合规体系建设；

3）供应链ESG风险管理；

4）ESG金融；

5）ESG信息披露；

6）碳资产管理；

7）漂绿诉讼；与

8）ESG违规政府调查与危机应对。

了解更多大成ESG业务，请访问大成ESG官网ESG: 全球解决方案。

https://www.dentons.com/zh/issues-and-opportunities/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


作为一家负责任、有担当的专业服务机构，德勤中国致力于帮助

客户、人才和社会成就不凡，共同构建美好未来。

业务：勤耕本土，创造持续价值

持续加强能力和创新投资，成立“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研究院”，收购领先的咨询机

构“低碳亚洲”，推出气候变化与脱碳管理、可持续金融、ESG报告、可持续供应链、

循环经济五大领域创新服务方案。

环境：行而不辍，推动绿色低碳

启动“智护地球” 计划，聚焦“迈向净零目标、绿色运营、赋能人才、生态合作”，设定

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通过了科学碳目标倡议组织验证，并已实现 2019-2021 财年运

营和商务差旅碳中和。

社会：志在兼济，拥抱繁荣发展

以成为“有应对未来能力的人才”眼中的最佳雇主为战略，倡导多元包容，多维度助力

员工发展。启动“智启非凡”计划，以乡村人才振兴为切入点，从教育、 技能和机会三

个方面助力乡村人才发展。

治理：勤而治之，引领责任未来

德勤中国理事会、管理团队、“社会影响力”指导委员会在“4+1”文化指引下，从实践

中吸取经验教训，借鉴最佳做法，提高我们在质量和风险管理方面的能力及表现。

我们的德威学校和屹珈（EiM）国际教育集团已形成一系列，以可持续

发展 （ESG）、全球公民为中心的整体和包容性战略。这一战略使我们

能够持续实践 ESG ，使其不仅成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且成为我们核心

价值观的一部分。

作为肩负道德使命、负责任践行和可持续教育的全球领导者，我们致力于在整个集团

的运营中开发、践行和维护可持续实践。我们在可持续发展 ESG 方法下建立了四个

重点领域——树人才、护自然 (E)、守仁心 (S) 和立德行 (G)，基于这四个重点领域，

我们在总部和学校层面都制定了相关举措和指标。

作为一家教育机构，“树人才” 的加入对于我们的发展和影响以及对于教育部门来说都

是至关重要和特殊的。作为整体 EiM 教育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提供以与人类和地

球的深刻联系为指导，以未来积极目标为导向的全人教育理念。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教育先驱，因此在 2021/22 学年，我们制作了第一份 EiM ESG 

报告。 ESG 进展对于提高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素养和能力非常宝贵。我们使用 ESG 框

架作为内部文化粘合剂，将我们团结在一起，作为个人、学校和集体为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为加速实现公司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和社会公

正方面的目标，富美实推出全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联合

国的主要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富美实在加速农业创新的同

时，推进公司的气候战略以及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目标。富美实对这些问题的承诺

集中在三个方面：环境保护、创新和参与，富美实承诺： 到2035年实现温室气体净

零排放，在富美实的所有场所使用可再生能源；扩大全新解决方案组合，以最大限度

地提高现有农田的作物产量；推动农业进步，减少农场碳排放，促进水资源管理；

提高土壤健康、植物营养和农场的植物多样性以保证健康的和有韧性的丰收；提高少

数族裔农民和小规模农户的生活和生计；培养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工作场所。

英瑞特在未来三年内，将在全国沿海区域建立INRESST回收点，在回

收点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分类海洋塑料，做高值化回收准备。

英瑞特在未来五年内，将在全球布局建立INRESST再生循环产业园，

回收海洋塑料高值化利用，保护全球海洋生态环境。

金茂律师事务所

环境

⚫ 金茂提供环境、健康与安全及公司合规、碳管理、绿色可持续发展

及ESG咨询服务，帮助客户提升可持续发展运营能力。

⚫ 鼓励员工践行绿色低碳工作生活方式

⚫ 实施绿色采购制度及安全环保的供应商准则

⚫ 为环境法律论坛、研讨会、沙龙等提供资金支持

社会

⚫ 将环境、安全和公司治理纳入法律服务范围，持续为客户提供高质量服务

⚫ 以金茂奖学金、慈善捐助、助学、军民共建、义务咨询、法律讲座等多种形式履

行社会职责，回报社会

⚫ 已成立妇女之家“JM-LADY” 、建有团支部，实施青年员工能力培养计划，鼓励多

元、包容的工作氛围，保障员工福利，提升员工幸福感

⚫ 完善数据安全系统，保障业务数据安全

治理

⚫ 设立完备的党组织架构，含党总支和3个党支部

⚫ 成立ESG工作小组，事务所执行委员会和财务、人力资源、业务宣传等管理委员会

涵盖ESG相关管理职责

⚫ 严格落实事务所的各项管理制度，防范业务风险

⚫ 编制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事务所ESG相关信息

⚫ 与ESG咨询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推动ESG实践



庄信万丰

环境：庄信万丰在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明确提出要在204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从

Scope 1&2&3 GHG，氮氧化物排放，净用水量，危险废物总量的角度设定了2030年

要达成的目标(如下图)。

图1庄信万丰可持续发展目标-生产层面

社会：庄信万丰在给每一个员工的道德准则中，明确指出“保护人类和地球”，我们实

行最高的健康和安全标准，提高员工在工作内外的幸福感，并致力于保护我们的地球。

同时，JM每年都会组织员工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前往位于四川省的小金山特殊教育

学校给予援助。

治理：在庄信万丰英国总部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并在全球各个地区设置了可持

续发展代言人，并组织各国管培生团队每年参与可持续发展项目提案大赛。

自1992年创立以来，金诚同达始终坚持 “做久、做强、做大、

做出品牌”的办所理念，致力于成为中国百年强所和世界一流

律所。为实现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事务所治理上，我们持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创新管理体制，坚持民主决策和程序公正；在业务管理上，我们坚持数字赋能，在律

所内部推行数字化工作及管理模式；同时，我们十分注重内部合规建设，在高风险法

律业务上坚持内部合规审查，实现了30年行业零处罚的记录；在文化建设上，我们投

票选出了“进取、合作、诚信、包容、创新”的核心价值观，目前已成为全体人员共识；

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上，我们给予律师充分的上升空间，并设立了“金诚同达学院”，让

每一位员工在各个发展阶段都能得到有针对性的培训，仅在事务所内部我们就培养和

晋升了近1/3的权益合伙人；在践行社会责任上，金诚同达拥有一批热心的公益团队，

他们长期在社会弱势群体保护、青少年教育、法律人才培养、企业可持续发展、社会

立法修法等方面持续做出重要贡献。金诚同达坚信唯有持续改善ESG表现，才能实现

企业可持续发展，成为百年强所。



君合是中国ESG法律业务领域的先驱之一。君合以可持续性为

导向，单独或与第三方机构合作，为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EHS

合规审核，并且依托不同的法律及合规专业团队（ESG、EHS、

反垄断、劳动人事、知识产权、贸易与数据、财税、商业和刑事合规等所有与ESG领

域相关的专业团队），在供应链管理和并购事宜中，提供ESG尽职调查服务，配合企

业或第三方机构起草ESG报告并结合我们服务不同行业客户的经验在企业日常运营中

提供ESG专项法律及合规诊断、与商业合作伙伴合同的ESG条款起草及审阅、投资人

和企业的ESG管理体系搭建和提升，ESG披露要求的识别，绿色低碳转型，绿色金融，

ESG培训等服务。君合ESG及EHS团队的客户覆盖PE/VC基金、金融机构、化工、材料、

医药、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半导体、工程技术、检测、食品及消费等行业。

君合与Latham & Watkins，美国Environmental Law Institute (ELI) 和中国生态环境部环

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合作成立中国环境治理国际商业对话组织（CIBDEG)并组织相

关活动。该组织在2019年英国《金融时报》创新律师报告中获合作创新奖。

可持续发展是嘉里建设业务经营的基石。我们相信，为持

份者和社会创造价值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关键。我们筛选出

与业务最为相关的六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SDGs）

，并建立可持续发展策略，「2030愿景」，在日常营运中为全球目标作出贡献。

我们根据UNSDGs的具体指标订立了18项与业务息息相关的量化和有时限目标。我们

的2030愿景建立于环境、员工、社区和价值链四个重点范畴之上，引领我们在业务

上追求卓越，建设未来。这策略提供一套统一而全面的框架，让我们设定目标，提升

在营运及业务计划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表现。

透过不同的持份者参与计划，我们持之以恒迈向2030 愿景，并取得切实的进展。



莱巍爵（Leverage）是一家以使命驱动而成立的公司，致力于

帮助全球供应链的负责任融合；通过我们的服务及影响力促使

供应链的相关方更加透明、更加廉洁、更加负责任的建立可持

续的商业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UNGC的成员，我们支持UNGC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方面的十项基

本原则，不断推动其与莱巍爵ESG战略的紧密融合，并积极联合相关利益方推动ESG

战略的实施。

为进一步强化对莱巍爵可持续发展管理，我们建立了SDC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责公

司可持续发展工作的管理及监督。

Leverage从2017年起对标SGDs部分目标，调动个人与企业的影响力，带动相关利益

方参与到SDGs目标里，我们在多个方面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践,诸如良好健康与

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负责任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等。

为响应国家“3060”碳中和目标，公司通过碳排放的基准调查设立了减碳行动方案及目

标；在 2022年世界地球日，莱巍爵发布了《碳中和路线图报告》，并承诺在2028 年

实现碳达峰，2030 年，实现净零排放（范围一、二、三），并定期披露碳中和进展。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

责任和可持续性是我们企业运营的核心。问责制和透明度是这一点的基础，我们使用

关键的外部基准和标准来证明我们的承诺。

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参与者，我们支持其10项原则，确保它们成为公司战略、文化

和日常运营的一部分，并且我们每年都会发布一份进展通讯。我们使用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作为行动框架，并强调我们的工作与这些全球商定的优先事项的相关性。

去年6月，我们宣布了由基于科学的目标倡议批准的行业领先的碳减排目标，承诺到

2030年将我们的“范围1和2”排放量（主要是能源）减少70%，并将“范围3”排放量（主

要是购买的商品/服务和旅行）减少50%。我们是仅有的两家在我们的网络中保持

ISO14001管理标准的全球律师事务所之一，并且是自2012年以来通过CDP气候变化

调查问卷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唯一一家全球律师事务所， 至2021年连续第五年得

分为A。今年，我们在杰出环境子分类中以90分（满分100分）获得了EcoVadis金牌。



Loop Swim旨在减少消费前后的浪费。

我们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回收材料; 回收利用不可再使用的的泳衣; 

并在整个供应链过程中严格遵守社会及环境保护准则的这些举措，

从而限制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Loop承认我们对环保信念的承诺意味着更高的供应链成本。我们使用更昂贵的可回

收织物作为布料，参与到研究回收材料的系统基础设施中，并向公众宣导如何帮助减

少一次性塑料并让塑料远离我们的海洋和垃圾填埋场。我们还通过对供应商进行可持

续的实践培养，使我们的供应链体系更具有环保意识。

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以及我们与客户和社会大众的交流互动中，我们的策略是提高

公众对浪费的认知，为消费者提供一个环保且诚信的主流品牌的替代品。

我们通过妙盈科技自身公司的产品， 包括金融数据库AMI

（Advanced Market Intelligence）对接的金融银行业产品、

ESGhub对接企业的产品，与绿喵社区生活的个人碳减排产品，

我们扩大了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决策的影响。 我们也以身作则，在我们的全球办公室

创造一个具有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工作环境。

无论是在内部运营中，还是在供应商管理层面，我们都积极考虑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因素。公司董事会负责监督ESG管理工作，并在定期会议中讨论ESG相关问题。公

司内部设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我们的ESG咨询顾问、工程师和行政

管理人员，负责制定可持续发展计划并设定目标，确保我们不仅是可持续科技的提供

者，也是使用者，更是受益者。

我们近期举办的线下活动已经实现了全过程净零排放。在未来，我们将继续减少环境

足迹，并在2025年之前实现公司运营层面的净零排放。

截至2021年，妙盈科技的员工中女性员工的占比超过40%，我们希望每一年都能在员

工平等和参与度方面取得进步，为所有人才提供平等的机会。



现代水务超过50%的活动来源于绿色经济，位列被伦敦证交所授予

“绿色经济”标志的首批公司之中。公司致力于成为国内环境领域的

ESG先行者，实现在2035年前实现净零排放，最终于2050年前完全

实现零碳排放的目标。公司采用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等标准，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企业的管理流程整合，制订了一系列侧重于环境保护、能源效率、

社会贡献三方面的ESG政策。

现代水务采用了“绿色分析化学”方法评价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的影响，并以此

为依据进行研发决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公司向客户提供快速、简便、可靠的水

质监测方案，帮助用户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节省能耗、用水量并减少有害废物产

生。现代水务致力于在供应链中成为负责任和有价值的合作伙伴，成功建立了遍布全

球的供应链和分销伙伴网络。

现代水务通过与民间组织合作、开展公益活动等方式保护水资源紧张地区的居民饮用

水安全。公司发起了一项名为“随心测”的公益服务项目，向国内多个农村地区免费提

供便携式水质分析产品，满足当地对快速水质测试的需求，已有超过25万当地居民获

益。

诺基亚希望尽量发挥积极影响：手印，减少负面影响：足迹。

最大化手印：

• 助力能源行业数字升级

• 在制造、交通、城市公共等领域提供节能和材料高效利用综合解决方案

• 促进全球数字互联平等机会

• 提供关键网络，促进医疗、教育、就业、社会服务数字访问

• 推动社会价值共享与可持续变革

• 通过创新实现远程工作、操作与恶劣工业环境下的高效协作。

管理碳足迹：

• 提高产品能效，应对气候变化

• 建立可验证的价值链目标

• 推动从芯片散热到网络优化的全流程材料和设计创新

• 推动运营闭环碳减排与供应链脱碳

• 增加回收再利用，降低浪费

• 了解产品原材料成分组成以及来源，提高原料采购透明度

• 加强人员尽职管理，降低技术滥用风险。



平安资管的ESG执行体系，由集团ESG办公室和集团资产管控中

心管理监督，公司高管及各投资团队、风险合规、系统开发、

行政管理和秘书处的负责人组成ESG决策委员会进行统筹规划，ESG执行工作人员履

行具体日常投资和管理职责，推动ESG理念在平安资管上市股票、固定收益、私募股

权等资产投资决策流程中的融合与实施。

我们相信，长期的可持续环保和社会主题及趋势配置可以改善风险管理，并带来新的

投资机会，因此，我们致力于在中国不同地区、行业和资产类别开展主题投资。

平安资管的责任投资主要包括5个原则，分别为ESG纳入原则、积极股东原则、主题

投资原则、审慎原则和信息透明原则。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通过纳入ESG议题来完善自身投资流程，还希望通过责任投资，直

接或间接影响底层被投标的，从而进一步推进行业和社区发展，实现平安资管作为行

业标杆的社会责任。

普华永道中国于2021年发布“新方程 = 信任 + 成就”战略布局，

将在未来五年新增投入80亿元人民币，快速推进前沿科技在各

项业务中的运用。“ESG可持续发展”作为新方程战略建设领域

之一，以综合性服务平台向客户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普华永道全球ESG服务网络共拥有2500多位专家，遍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

ESG专家多达564位。普华永道为超过3,000个客户提供ESG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咨询服

务。

普华永道率先承诺在2030年内实现自身全球范围内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我们的减

排目标已于2021年通过了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的独立验证。此承诺包括协助客

户减排，以及减少来自普华永道日常运营及供应商的碳排放。该承诺包括降低碳排放，

采用可再生能源满足全部用电需求，并对其他剩余能源的使用和差旅飞行进行碳补偿。

普华永道基于自身的成功实践，我们在帮助客户提高可持续发展绩效时，能够充分考

虑到客户成本、流程设计、管理制度及相应职能部门支持的方方面面。2022年初，

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Verdantix将普华永道评为ESG可持续发展领域全球领导者。



上海青悦环保致力于ESG方法论的本地化，将国际标准与中国

的环境政策与法律等进行更加有机的结合，以反映在中国运营

的公司的真正的风险与机遇。从政府侧和企业侧推动ESG的信

息披露，以及ESG评级的透明化，从而帮助更多的公司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运作。

利洁时的2030可持续发展愿景聚焦三大主题：目标驱动型品牌、

更健康的地球和更公平的社会。

我们的品牌通过卫生防护、健康疗护、营养守护来创造改变。每个品牌都在自己擅长

的领域助力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进程。如：杜蕾斯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3，亮碟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6。

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卫生防护、健康疗护、营养守护，致力打造更洁净、更健康的世界。

我们认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不仅影响业务，也会影响全球的生态系统、社区和人

民。我们正通过减少我们的碳足迹来应对气候变化，也与消费者互动，希望他们在使

用我们产品时做出微小的改变，从而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相信一个更公平、更包容和多样的社会，无论在公司内部还是在我们的价值链中。

我们在全球有120多个国家的4万多名员工，我们拥抱多元的文化，让每个人感到融

入。

RESET Carbon的使命是与企业合作，致力于减少其碳、水

及废弃物的足迹，共同解决环境危机。 我们很清楚这项工作

的紧迫性，因此试图专注于能直接减少环境影响的项目。 我们积极展望未来，让市

场参与者一并加入，一起来以解决阻碍、克服困难。 领导对于环境、社会和治理的

工作是我们的使命。

国际供应链减碳行动（Carbon Leadership Program，CLP） 是我们ESG策略的核心部

分，主要为了解决急迫的减排需求。

我们制定的四大文化原则体现了对环境、社会和治理面向的组织策略 。 第一，我们

相信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是可行的，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正向的变革。 第二，我们在

团队中建立了强大的技术组合，以应对最复杂的可持续发展挑战。 第三，我们十分

重视公司员工的福利。 第四，我们专注于保持良善、开放、诚实和包容的核心精神。

这些文化原则贯穿于整个组织和团队，营造出更好的工作环境，并协助我们在与客户，

员工及合作方互动时建立了信心和独有特性。



标普全球评级的ESG评估于2019年启动，旨在就一家公司未来

管理ESG风险和机遇的能力提供前瞻性意见。ESG评估为可持

续发展树立了一个新的整体基准。

自ESG评估推出以来，我们已经为150多家公司完成了ESG评估，其中30多家公司目前

正在接受评估。这些公司的总市值为4.6万亿美元，这也显示出了我们在ESG产品方面

的覆盖范围。在中国，我们最近评估了时代邻里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总部位于中国广

州的物业管理服务公司。

此外，标普全球评级也提供第二方意见（SPO）解决方案以支持发行具有绿色、社会、

可持续性和可持续挂钩债券或贷款。

我们在2017年推出了SPO产品。从那时起，正如环境金融1所报道的我们已经成长为

全球第三大可持续融资意见提供商。仅在2021年到2022年之间，标普全球评级的全

球市场份额几乎增长了三倍（从4.3%增长到了13%）。我们第二方意见解决方案的发

展和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中国的工作。我们在中国发表了超过36份可持续

融资意见，支持了数十亿美元的ESG债券发行。

史密斯所奉行的可持续发展是通过有意义的方式来改善这个

世界。将想法转化为行动，为我们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

值。通过我们170多年来累积的工程专业知识，为我们的客户及社区提供帮助，解决

那些主要的全球挑战。

为此，我们识别了对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的十个基本ESG要素：

1. 将高价值的绿色技术商业化

2. 实现温室气体净排放

3. 尊重自然资源

4. 改善安全、健康和福利

5. 培养人才

6. 促进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7. 为我们的社区做出贡献

8. 以道德及法律的方式行事

9. 管理风险并保持强大而有效的控制

10. 有效的长期决策和透明度

我们的ESG战略同时遵循集团战略优先级：成长、执行和人员。在这个框架内，我们

专注于影响最大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机会，通过具体的行动来加快业绩增长和创造价

值，从而取得具体且可衡量的成果。

关于我们温室气体承诺的执行和交付是我们ESG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并为几个关键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提供价值，包括我们的同事、客户和社区。



在斯派莎克，我们的ESG目标是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创造可持

续的价值，打造一个更高效、更安全和更可持续的世界。

通过支持所有同事实现他们的目标来实现公司目标，促进和帮助员工实现我们的斯派

莎克梦想。

我们以目标为导向，以我们的价值为生，并将我们的业务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

等宏观趋势结合起来。我们的经营模式是：直接联系客户，找到他们的需求；解决客

户的关键问题；应用工程。

通过财务和非财务 KPI 来衡量我们的成就，例如原始收入和利润增长、员工敬业度、

社会贡献、二氧化碳减排量、零损失事故数量等。

盟浪聚焦于为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综合解决

方案，未来将在量化评估、标准构建、数据应用与科技赋能

四个方向发力：

1. 量化评估：夯实可持续发展价值量化评估能力，构建中国本土化ESG评估体系；

2. 标准构建：牵头参与行业ESG与绿色金融标准制定，为实体企业与金融机构先行

实践提供指引；

3. 数据应用：丰富完善ESG数据库，持续挖掘ESG数据在金融场景下的应用价值；

4. 科技赋能： 加强科技与ESG/绿色金融服务整合，打造ESG/绿色金融数字化解决方

案。

天风证券围绕国家战略，制定发展规划，指导经营管理，明确了“绿色

金融、普惠金融、稳健金融”的ESG行动方向和目标设定理念，绿色金融：

助推实现“双碳”目标、排放物与资源能源管理、绿色研究、绿色业务、

低碳运营；普惠金融：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公益慈善与志愿服务、

投资者教育与保护、员工权益及福利、员工培训及发展、职业健康与安全、

雇佣管理与劳工准则；稳健金融：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实体经济发展、推进企业文化

建设、规范公司治理、金融科技、风险管理、合规管理、信息安全及隐私保护、产品

责任与客户服务、反腐败与道德管理、供应商管理。天风证券积极构建带有中国特色

的ESG管理模式，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天风力量。



我们承认，我们的购买决策直接影响到TMF集团对环境的影响，每个员

工的行为和日常选择也是如此。我们的目标是遵守适用每个国家环境

的法律和合规。我们承诺尽量减少我们的业务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这一点在我们的《行为准则》中有所阐述（1.10部分）。

我们有一个内部环境指南，为我们的市场领导层提出了良好的做法和建议，以便在我

们的地方办事处实际采用。我们专注于:

- 可持续地产和供应链的参与。

- 可持续的办公室管理做法；寻求减少能源消耗和浪费；促进节水；减少用纸量；以

及回收。

- 减少与旅行有关的排放，包括商务旅行和从家到公司的通勤。

- 通过员工教育和参与，培养可持续行为的文化，所有这些都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TMF中国已经开始了碳测量的行动。作为UN PRI的签署方，我们的目标是在2022年期

间在这一领域做出改进。TMF集团的ESG表现是由Ecovadis评定的。我们的银级评级

证实了我们对于可持续性的承诺。

港华智慧能源始终致力于发展成为亚洲地区智慧能源供应

及优质服务之领先 企业，积极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应用至集

团战略规划及业务运营之中。2022 年集团将以“企业双碳机

遇年”作为发展主题，我们将把握这个机遇，提供绿 色低碳能源服务，为国家“双碳”

目标实现乃至应对全球气候危机贡献力量，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已经将公司运营目标与 3 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并拟定了

9 项行动计划。 我们的 3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

• SDG 7: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 SDG 11: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 SDG 13: 气候行动

8 月 29 日，MSCI 将港华智慧能源的 ESG 评级上调至 A 级，表明集团的可 持续发展

能力进一步得到市场认可。早前集团获 Sustainalytics 提升评级为「中风险」企业，

成为内地首家获此评级的燃气企业。今年内，港华智慧能 源已获四大国际评级机构

提升 ESG 评级及分数，显示对集团卓越表现的充 分认可。

展望未来，港华智慧能源将继续以各持份者的利益为依归，坚持创新驱动， 不断提

升在 ESG 范畴的表现，致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与全社会 一道为实现国家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

https://www.tmf-group.com/en/about-us/code-of-conduct/
https://www.tmf-group.com/en/news-insights/press-releases/2021/november/tmf-group-become-un-pri-signatories/
https://www.tmf-group.com/en/about-us/corporate-responsibility/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


联合利华是世界领先的美妆及个人护理用品、家庭护理用品、食品

饮料和冰淇淋的提供商之一，产品畅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天

有34亿消费者在世界各地使用我们的产品。联合利华的愿景是成为

可持续商业全球领导者，并通过“使命驱动、契合未来”的商业模式

打造卓越业绩。

联合利华的指南针即可持续商业战略，旨在帮助公司实现卓越的业绩，推动可持续和

负责任的增长，同时:

-改善地球健康；

-提升人们的健康、自信和幸福感；

-打造更公平、更包容的世界。

尽管还需要做更多，但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收获了诸多认可与肯定。

在最近几年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排行中，联合利华持续被评为行业领领袖；在全

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发布的应对气候、保护森林和水资源安全领域的结果中，荣

获“3A”评级；在全球知名民意调查公司GlobeScan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公司

SustainAbility联合发布的 “全球可持续发展领袖”调查中，连续11年名列前茅。

更多关于联合利华及其品牌信息，请访问www.unilever.com.

在Waste2Wear，我们对ESG标准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 环境：我们创建了一个致力于环境友好型生产的公司。

自2007年以来，我们通过创新使用再生塑料的产品，缓解了地球上的塑料问题。

- 社会：我们与中国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大学密切合作，自2018年起收集海洋

和沿海地区的塑料。这为当地收集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减少了沿海地区严重

的塑料污染问题。

- 治理：我们的区块链系统专注于供应链的透明度，并提供实物证明和检查。这提高

了供应链的可追溯性和劳动条件的合规性。

http://www.unilever.com/


在WeWork，我们旨在为我们生存的城市创造积极影响。我们试图

培养有意识的社区、努力在保护生态环境中发挥有益作用、帮助周

围的人富有目标感地生活，并在此过程中改变自己。我们以实际行动表达包容与同情，

敞开心灵与思维，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更有意义的世界！

我们致力于提供帮助人类、城市和地球繁荣的空间。我们的工作依托于四大基石：

幸福感

为会员、员工和访客提供可衡量的健康空间，使之即使在全球新冠流行期间也能提高

生产力和幸福感。

影响

通过我们的社区、空间和供应链的力量，帮助社区实现其工作价值。

可持续发展

使我们的包括会员与供应商在内的商业伙伴参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之旅，并通过最大

限度地减少浪费来负责任地管理我们所使用的资源；提高我们的回收率；并为我们的

会员提供更可持续的通勤选择。

能源

减少我们用来照明、供热、供冷和为我们的空间供电的能源，并开发清洁的电力资源。

将瑞典管理视角融入中国的地产开发，中瑞鼎峰致力于成为

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开发中的领袖。这一要求不仅来自于我们

的投资者，也保证了我们的业务在未来能够以负责的方式发展。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愿景以CEO愿景作为开始，以可持续发展团队为依托，以可持续治

理框架为先导。2021年，我们持续努力提高可持续发展表现，包括：

⚫ 精细化和扩展可持续性框架和KPI，以使我们更好追踪与行业和公司相关的议题，

改善我们的影响，驱动我们的行动；

⚫ 付出极大努力，减少项目的碳足迹。此外，2021年我们第一次在公司层面进行

范围3碳盘查；

⚫ 驱动从设计到采购及建设全周期中的碳减排；

⚫ 在泰安，交付第一个正交胶合木技术（CLT）结构建筑；

⚫ 推广本地雇佣，适用于雇员及承包商工人；

⚫ 带头开展一系列行业宣传倡议，与同行分享创新理念，巩 固公司在中国房地产

可持续领域的领导地位。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参考中瑞鼎峰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https://www.wprei.com/static/files/%E4%B8%AD%E7%91%9E%E9%BC%8E%E5%B3%B02021%E5%B9%B4%E5%8F%AF%E6%8C%81%E7%BB%AD%E5%8F%91%E5%B1%95%E6%8A%A5%E5%91%8A.pdf


魏蒂希电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分销商（大体积的仓库、大量积

压库存及包装材料和废物）。 我们通过精心遴选供应商伙伴和

产品，95%的流程数字化以及精益物流体系，使得保持我们可以

用较小的仓储空间实现极大货物吞吐量。绝大多数产品到库后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发

往并出现在客户的生产线上。

我们通过以下方式来减少碳足迹：

1. 智能需求管理系统以及灵活物流体系

2. 重复利用包装材料

3. 本地化并且仓储定点在客户群体周边

4. 共享出行、物流资源并减少空包和不必要转寄

5. 提高仓储密度以及能源利用效率

我们的优化是做到材料利用最大化，有效面积最大化以及环保材料和绿色能源利用的

最大化。我们同时更加注重大气环境，试图通过定点在客户附近和缩短运输路线来使

运输路径最短化。

今时今日，魏蒂希电子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运动的一部分

我们致力于减少货运带来的排放。我们将智能物流概念从德国带到中国，并在此基础

上落地了全新的智能IT技术驱动的跟踪解决方案。

作为中国最大的餐饮企业，百胜中国的业务和运营对经济、社会和环境

有重大影响力。面对气候变化、塑料污染、食品安全、社会责任等全球

议题，公司勇于承担企业责任，在坚持为顾客提供安全营养食物的基础

上，还致力于推动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食物、饮用水质量的提

高和空气质量的改善做出努力。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打造长期增长的可持续平台”中的核心及重要组

成部分。我们从“食品、环境、人”三大层面着手，致力于推动整个行业生态体系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

食品：我们为顾客提供安全营养的食品。保障食品安全始终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公司

设定食品目标，践行为顾客提供安全营养食品的承诺。

环境：我们秉持4R原则，努力减少环境足迹。公司开展全价值链气候行动，减少食

物与包装废弃物，推广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践行“供应链零毁林”承诺，减少供应链环

境影响。

人：我们以“公平、关爱、自豪”关心所有人，秉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关心企

业价值链所牵动的每个利益相关方，实现共同成长。



中财绿指遵循“绿色共赢、协同创新、服务社会”的宗旨，秉承“高质量成

果、独立性研究、广泛影响力和公益性教育”的信念，坚持以营造富有绿

色金融精神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氛围为己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五年时间

里，公司将不懈努力、深耕研究，为构建并完善中国特色ESG标准体系

持续贡献力量，同时研究团队将加快技术创新、优化服务，不断降低社

会各界对ESG标准认知、方法运用的门槛，推动ESG真正融入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流价

值观中。

在五年内，中财绿指的ESG投融资评价方法学将覆盖金融市场各类主要工具，也将建

设全球最具影响力之一的ESG数据库，服务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让向善变得更加简

单。其次，在ESG成果应用维度，中财绿指将进一步提升服务供应范围，以长三角区

域为基点，调研融通全国各大绿色金融试验区的实践需求，以此实现在全国可持续领

域主流市场的规模化扩张，提升我国上市企业应用ESG理论体系的全面性与便利性，

助力金融端对我国ESG投资市场的科学、标准化支持，并将实践成果映射于后续研究

优化，形成“研究-实践-研究”的良性循环。



•

•

•



奖项赞助商

Brookfield 博枫

博枫资产管理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另类资产

管理公司之一，全球资产管理规模约6,900亿

美元，主要业务领域涵盖商业地产、基础设施、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私募股权及信贷资产

投资及管理。博枫致力于对资产和业务的长线

投资和运营，其中许多构成了全球经济的支柱。

博枫利用其全球影响力、大规模资本和运营专

业知识，为包括公共和私人养老金计划、捐赠

基金和基金会、主权财富基金、金融机构、保

险公司和私人财富投资者在内的世界各地投资

者提供一系列另类投资产品。

网站：www.brookfield.cn
微信：Brookfield博枫

曼彻斯特大学中国中心

曼彻斯特大学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高校之一

（泰晤士高等教育影响力排名）, 社会责任、

科研和世界一流的教学与学习是其三大核心战

略目标，在全英高等教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曼大中国中心成立于2008年，作为首个英国

大学在上海开设的海外中心，其社会责任活动

体现了独特的曼彻斯特精神, 通过激励社区社

会与经济健康发展和支持曼大全球MBA和在职

专业硕士等项目, 为社会培养国际化人才。

经过14年的发展, 曼大中国中心在中英两国的

教育和文化交流与合作领域, 声望甚高。

网站：www.uom.ac.cn
微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妙盈科技

妙盈科技致力于用人工智能解决金融机构、企

业、政府和个人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

碳中和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挑战。其全面覆盖

的 ESG 数据，帮助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和责任

投资方面做出正确决策。其技术软件可帮助企

业管理 ESG 报告、改善能源效率、排查和减少

碳排放。妙盈开发的个人用户应用程序打造具

有环保意识的社群，鼓励践行低碳生活方式。

网站：www.miotech.com

微信：MioyingTech

普华永道

普华永道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及澳门地区成员

机构根据各地适用的法律协作运营。整体而言，

员工总数超过20,000人，其中包括逾800名合

伙人。无论客户身在何处，普华永道均能提供

所需的专业意见。我们实务经验丰富、高素质

的专业团队能聆听各种意见， 帮助客户解决

业务问题，发掘并把握机遇。我们的行业专业

化有助于就客户关注的领域共创解决方案。

我们分布于以下城市：北京、上海、香港、沈

阳、天津、大连、济南、青岛、郑州、西安、

南京、合肥、苏州、无锡、武汉、成都、杭州、

宁波、重庆、长沙、昆明、厦门、广州、深圳、

澳门、海口、珠海、贵阳。

网站：www.pwccn.com

微信：普华永道

http://www.brookfield.cn/
http://www.uom.ac.cn/
http://www.miotech.com/
https://www.pwccn.com/zh.html)


史密斯集团

史密斯集团是世界领先的实践应用技术提供商，

我们的变革性产品和服务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

加安全，高效和联通。

我们的集团业务具有共同的特征，并指引我们

创造价值的方式。我们秉承史密斯集团的价值

观，卓越和创新驱动的文化以及承诺我们将致

力于以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开展业务以造福

整个社会和利益相关者。这就是“Smiths Way”。

网站：www.smithsgroup.cn

微信：Smiths Group

斯派莎克

斯派莎克是一家跨国工业工程集团， 1888年

成立于英国，专注于蒸汽解决方案、电热能源

管理、泵及流体技术，拥有工程方面的专业知

识。我们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机构，为全

球13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

1995年，斯派莎克中国在上海成立，在全国42

个城市设立网点，配备200多名专业的蒸汽工

程师，为中国食品和饮料、制药和生物技术、

发电和保健等众多行业的蒸汽用户提供服务。

我们的宗旨是为每一个人创造可持续的价值，

从而构建一个更高效、更安全和可持续的世界。

网站：www.spiraxsarco.com

微信：斯派莎克中国

宁波诺丁汉大学

宁波诺丁汉大学成立于2004年，是中国第一所

经教育部批准、引进世界一流优质高教资源的

中外合作大学，开展本科、硕士和博士多层次

教学，学科涵盖理工、人文、社科等领域。颁

发英国诺丁汉大学学位，面向全球招生。2021

软科中国大学排名合作办学类位列三甲。截至

目前，已有本硕博一万多名毕业生从宁诺走向

世界。三成左右毕业生前往世界排名前十的顶

尖高校深造，超80%进入世界前百强院校。直接

就业的毕业生约75%去往国有企业、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世界500强或中外知名企业机构。

网站：www.nottingham.edu.cn

微信：宁波诺丁汉大学

西交利物浦大学西浦国际商学院（IBSS）

西交利物浦大学成立于2006年，是由西安交通

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创办的中外合作大

学。作为一所独立办学的新型国际大学，西交

利物浦充分结合了两所母校的优势，成为中国

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经教育部批准的中外

合作大学。

西浦国际商学院是西交利物浦大学七所学院中

规模最大的学院，其以国际化、创新性、启发

式和诚信为指导原则，通过引领教育、科研与

商业参与为社会做出贡献。西浦国际商学院是

全球同时获得AACSB、EQUIS和AMBA三大国

际顶尖认证的最年轻的商学院。

网站：www.xjtlu.edu.cn

微信：西交利物浦大学西浦国际商学院

奖项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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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ASE FOR 
SUSTAINABILITY 
Not only is there a strong business case for being more sustainable. Being 
more sustainable also enables us to be better able to adapt to regulatory 
changes, should they arise. Plus, our customers and employees feel 
strongly about sustainability issues, and we want the communities that 
we work with and for to know that we represent their interests and values. 

What have we done to become more 
sustainable? 
Our Net Zero commitment is by no means  
a stand-alone initiative. In fact, it follows our 
pledge to eliminate single use plastics across 
all 90 UK offices by the end of 2022. 
We also switched to 100% renewable energy 
across our UK and Ireland offices, an effort 
that is estimated to save 1,300 tonnes of 
carbon dioxide over two years and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our car fleet to electric 
vehicles, in addition to automating expense and 
invoice processes to reduce total paper usage. 
Of course, we are also a significant recruiter 
of skilled workers into low carbon, social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social & 
governance (ESG) roles, and is actively looking 
to grow our ESG-related talent pools, helping  
to solve skill and talent shortages globally. 

Follow us on WeChat and LinkedIn now:



屹珈（EiM）国际教育集团

为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屹珈（EiM）国际教
育集团立志成为开创性教育的全球领军者，激
励一代代学生心怀世界，睿引未来。其多元的
品牌大家庭凝聚于共同的承诺，即通过开创性
教育培养能够对人类和地球产生积极影响的学
生。如今，EiM的品牌组合包括德威国际学校、
德威国际高中项目、德闳®、Green School 
International、Hochalpines Institut Ftan AG、我
会中文、EiM Ventures；共同激励着超过1.1万
人的学习社区。

EiM大家庭坚守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
制订、衡量和践行ESG目标，开展碳规划项目。
EiM并于今年发布了首份ESG报告。

网站：www.eimglobal.com
微信：Education_in_Motion

Hays瀚纳仕

在Hays瀚纳仕，我们致力于发展终身伙伴关
系，助力客户和企业取得功。瀚纳仕拥有50多
年的成功经验，业务遍布33个国家，1万多名
员工通力合作，使我们能不断发展，并始终以
客户为中心。

作为一家专业招聘公司，瀚纳仕的独特之处是
我们通过规模化的知识，对行业的洞察，以及
对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提供创新交付。我们
始终致力于为您提供建议、见解和专业知识，
助您应对复杂多变的未来职场，做出正确的决
策。

我们能提供独一无二的一站式招聘和人才解决
方案，无论您正处于谋划职业生涯的下一步，
还是有空缺职位的招聘需求，我们都将帮助您
实现目标。

网站：www.hays-china.cn
微信：Hays-China

太古集团

太古集团是一家业务高度多元化的大型跨国企
业集团。太古在大中华区历史悠久，已成立150
多年，主要业务在亚太区营运，并集中于大中
华区。太古的业务分为地产、饮料及食物链、
航空、海洋服务和贸易及实业五大范畴。这些
业务由基地设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上市公司太
古股份有限公司或母公司英国太古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太古最初于1866年在上海开设办事处，
从事茶叶及纺织品贸易业务。今天，集团在中
国内地经营多种业务，从地产、饮料、飞机工
程到零售等，范围广泛。

网站：www.swire.com
微信：SwireinChina150

爱丁堡大学

爱丁堡大学创建于1583年，是英国六所最古老、
最大的大学之一，坐落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
凭借自身卓越的教学与研究能力，已经影响了
世界400多年。拥有来自160多个国家的40000
多名学生, 员工15000多名。在QS2023世界排名
中，位列第15，且一直保持在全球排名的前50
之列。爱丁堡大学一直是中国学生在苏格兰深
造的首选学府，并以国际知名的创新声誉吸引
着最优秀的学生。

网站：global.ed.ac.uk 

颁奖晚宴赞助商

http://www.eimglobal.com/
http://www.hays-china.cn/
http://www.swire.com/
https://global.ed.ac.uk/regional-teams/east-asia/


The Swire Group is a highly diversified global corporation, with 
businesses encompassing property, beverages and food chain, 
aviation, marine services, as well as trading and industrial 
activities. Its core businesses are mainly focused in Asia, with its 
key operations in Greater China. The Group has a long history in 
Greater China, where the name Swire or 太古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over 150 years.

About

太古集团是高度多元化的环球集团，主要业务涵盖地产、饮料及
食物链、航空、海洋服务、贸易及实业范畴。旗下核心业务多设
于亚洲，其中以大中华区为太古业务的主要营运地。集团在大中
华区成立逾150年，历史悠久。

太
古



World class university

World class city

https://www.ed.ac.uk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
设立的综合性产权交易服务机构；是从事中央
企业以及上海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含企业产权
转让、企业增资、企业资产转让）的指定挂牌
交易机构；是集产（股）权、物权、债权、知
识产权等交易业务以及增资扩股等融资业务为
一体的专业化市场平台；是立足上海、服务全
国、面向世界，连接各类资本进退的专业化、
权益性资本要素市场。

网站: www.suaee.com
微信: 上海联交所

Impact Hub Shanghai

Impact Hub 于2005年在伦敦成立，是全球关
注社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最大的平台之一。如
今，有超过100个 Hub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
为超过16000名创变者提供社群连接、创新空
间和创业支持。

2017年，Impact Hub Shanghai 开始致力于用
商业创新模式践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
为中国内地首家 Hub，我们通过创业支持、产
业创新、系统创新实验室、社群连接、数据平
台等方式建设和推动可持续生态，共创更美好
的世界。

网站: shanghai.impacthub.net
微信: impacthubsh

上海澳大利亚商会

上海澳大利亚商会（AustCham Shanghai）是澳
大利亚在华业务的机构。作为一个以会员为基
础的组织，商会代表着400多家企业和7000多名
个人，提供支持、教育、宣传和商业服务。

AustCham Shanghai是澳大利亚和中国组织之间
的桥梁，促进了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联系，
促进了双边贸易。中国是澳大利亚的贸易伙伴，
2017年，双边贸易关系价值超过1834亿美元，
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动态，AustCham
Shanghai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一年举办120多项活动，大型活动人数上至
1000人。员工可免费参加活动。公司办公氛围
极佳，一半员工为外国人。中英双语工作环境。

网站：www.austchamshanghai.com
微信：AustChamShanghai

加中商会

加中商会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性，自筹资金
的组织，加中商会旨在促进在华加拿大商业活
动。

加中商会是支持在华加拿大商业和社区利益的
杰出组织。商会宣传和促进加拿大商业在中国
东部地区的利益，并促进中加商界的交流。

网站: www.cancham.asia
微信: canchamSH

大奖合伙伙伴

大奖支持伙伴

http://www.suaee.com/
https://shanghai.impacthub.net/
http://www.austchamshanghai.com/
http://www.cancham.asia/


创意合作伙伴

RedFern Digital 瑞蕨

我们是领先的综合服务型的数字营销和电商策

划公司。RedFern Digital负责为中国市场中许多

不同品类的一些最大和最成功的品牌制定战略

方向、辅助成长和获得良好表现。这其中涵盖

市场调研、品牌建立、战略策划、社交媒体、

电子商务和技术整合。

我们并不是帮助品牌，而是让他们富有影响力。

具有影响力更意味着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给

市场造成冲击并击败你的竞争对手。我们的见

解，经验和出色的团队会让你的品牌不只是平

稳发展而是蓬勃发展。

网站: www.redferndigital.cn

微信: RedFern Digital

美通社

美通社（PR Newswire）在企业传播领域深耕

多年。1954 年美通社开创了企业新闻稿发布

行业的先河，于2016 年成为Cision 旗下公司。

美通社服务着全球七万多家企业和机构，每天

以四十多种语言，帮助客户把他们的最新文字、

图片和视频资讯发布给世界各地的目标受众。

此外，美通社还提供全球媒体数据监测和分析

服务，为客户的日常传播工作提供数据、技术

等支持。

网站: www.prnasia.com

微信: 美通说传播

上海英国商会

上海英国商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企业会员网络。商会服务以会员为核心展开，维护会员企业

共同利益。我们提倡最佳实践、分享专业知识，并与会员建立长久的信任和友谊。与我们联结共

赢。

使命：商会旨在通过建立有意义的联结发现更多合作机会、助力国际企业在华运营、团结我们独

特的商业社区。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通过加入上海英国商会，进入到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

— 上海。我们在中国拥有250多家会员企业，为希望在中国发展的公司和品牌提供最接地气的本

土行业信息。

网站: www.britishchambershanghai.cn

微信: BritishChamberShanghai

2022年度ESG中国大奖主办方

新闻稿发布合作伙伴

http://www.redferndigit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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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ritishchambershanghai.cn/


更多大奖详情，请访问

www.ESGChinaAwards.com

联系邮箱：

esg@britishchambershanghai.cn

http://www.esgchinaawards.com/
mailto:esg@britishchambershangha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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