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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ESG 的定义与发展
ESG 是英文 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 Governance（公司治理）的首字

母缩写。与企业财务绩效不同的是，ESG 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治理责任的

绩效体系。基于 ESG 的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可以观测企业在相关领域上的表现，评估企业

投资行为和企业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贡献。

企业社会责任 (CSR) 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和 Ben & Jerry's（最早将其价值

观融入商业模式的公司之一）的成立，而 ESG（将当时三个单独的概念 -- 环境、社会和企

业治理拼接到一起）这个概念的普及则可以追溯到 2005 年。

随着国际组织与投资机构将 ESG 的概念不断深化，并设计出全面的披露标准和评级标准，目

前 ESG 在国际上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念体系。联合国在 2006 正式成立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

组织（UN-PRI），提出 ESG 框架并列举部分考量因素，将议题被划分为环境、社会和治理

三部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则从经济、环境和社会各个方

面定义了 ESG 信息披露项目和指标。

作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重要载体，有效的 ESG 信息披露与传播能够为企业减少风险，

强化在投资机构与其他目标受众中的声誉和认可度，最终创造长期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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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将影响投资估值体系，ESG 投资成为蓝海

2020 年期间，ESG 股票在欧洲、美国和亚洲的表现分别比普通股票要高出 20%、46% 和

77%，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报告，截至 2020 年 11 月，ESG 资产规模达到 31 万

亿美元，占全球资产管理规模的 30%。摩根士丹利指出，2020 年年初至今，ESG 基金的资金

增长幅度高达 102%，全球 ESG 基金规模突破 1.26 万亿美元，把 ESG 投资视为下一个蓝海，

已经成为共识（凤凰卫视：ESG，投资新风向？）。而在美国，2020 年有超过五千亿美元的资

金流向了各种可持续发展基金，也比 2019 年增长了一倍。这个趋势仍将持续。

 “我个人认为，如果 ESG 标准普遍推行的话，会颠覆我们现有财富管理

和资产管理的底层逻辑，因为原有的估值体系会发生变化。未来，我们对那

些会增加污染的企业，其估值可能就会下来，与此同时，对那些提早进行绿

色投资的公司，其估值可能就会上去。投资界要非常关注这个变化的过程，

跟上变化的趋势，否则可能会出现误判。”（央广网：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2021 北京峰会：要大力引导和鼓励 ESG 投资）

—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组委会总干事、证监会原副主席李剑阁

越来越多上市公司开始重视 ESG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重视制定 ESG 策略、发布 ESG 数据并进行相关的传播。根据标准普

尔 (S&P)《2021 年全球可持续性年鉴》(Global Sustainability Yearbook 2021)，7032 家公

司在 2021 年发布 ESG 数据，远超过 2020 年的 4700 家公司，实现了 49.62% 的惊人增长。

近期毕马威发布《2020 年全球首席执行官展望》报告显示，企业责任已位列后新冠疫情危机时

代全球 CEO 关注因素之首，其中近三分之二（63%）的领导者已经将视线转移至 ESG。

中国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呈增长态势，2020 年约有 27% 的上市公司发布了 ESG 报告，沪

深 300 企业中已经有 259 家发布了独立的 ESG 报告。（财联社：证监会马险峰：监管机构将进

一步完善 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制度）

美通社亚太地区的碳中和及 ESG 领域的稿件从每月

10 至 25 篇飙涨到 200 篇以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9488166082134182&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6166753208852699&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6166753208852699&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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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将成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一部分

A 股上市公司：

中国证监会中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马险峰在 2021 年“中欧气候投融资暨 ESG 国际合作会议”

上表示，未来，证监会将根据我国国情和市场发展阶段，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制度，

丰富具体披露指标，以促进 ESG 投资规范健康发展。（财联社：证监会马险峰：监管机构将进

一步完善 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制度）

港股上市公司：

自 2016 财政年度起，在“不遵守就解释”的基础上，港股上市公司依循香港联交所《环境、社

会及管治报告指引》（“《ESG 报告指引》”）发行 ESG 报告。2019 年 12 月，香港联交所

正式刊发《环境、社会及管制报告指引咨询总结》，总结文件公布了新的《环境、社会及管治

报告指引》以及指引相关的《上市规则》条文的修订内容（Exchange Publishes ESG Guide 

Consultation Conclusions and its ESG Disclosure Review Findings）。新版 ESG 指引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迄今每年超过 95% 的香港交易所上市公司已经发布相关披露。（阿尔

法工场研究院：联交所新版 ESG 指引十大变化 港股上市公司必读）

美股上市公司：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近期完成了关于扩大公司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的公开意见征求，

并 成 立 了 一 个 气 候 与 ESG（ 环 境、 社 会、 及 公 司 治 理） 执 法 工 作 组（SEC Announces 

Enforcement Task Force Focused on Climate and ESG Issues）。SEC 主 席 Gary 

Gensler 在 2021 年 6 月 23 日表示，SEC 斩获超过 400 份关于 ESG 的意见函，他开始考虑

SEC 应当更加关注哪些类型的信息。Gensler 已经要求下属关注大范围的具体衡量维度，其中

就包括温室气体排放，以判断哪些因素与投资者关联度更高。Gensler 还希望，能确定相关公司

是否兑现自身在气候相关问题上已经做出的承诺。

ESG 传播正当时，美通社已正式推出 ESG 专线发布服务，助力上市公司提升 ESG 内容传播影

响力。了解详情。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19/191218news?sc_lang=en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19/191218news?sc_lang=en
https://mp.weixin.qq.com/s/-IhG65V_bXqChlLjo6rcWQ
https://mp.weixin.qq.com/s/-IhG65V_bXqChlLjo6rcWQ
https://www.sec.gov/news/press-release/2021-42 
https://www.sec.gov/news/press-release/2021-42 
https://www.sec.gov/news/speech/gensler-speech-london-city-week-062321
https://www.sec.gov/news/speech/gensler-speech-london-city-week-062321
https://www.prnasia.com/story/archive/3706645_ZH06645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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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投资者关系部门，如何着手
ESG ？
ESG 影响着投资者及公众对品牌的认知。对于上市公司来讲，投资者关系部门 (IR) 若希望吸引

投资者，那么重视 ESG 无疑是明智之举。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 向投资者阐述一个合理的 ESG 策略与目标

 ● 量化 ESG 成果，然后公开

 ● 高管们准备好回答利益相关方针对 ESG 策略的提问

企业制定 ESG 策略时需要注意这十点：

2021 年 6 月 22-23 日，NIRI2021 年会虚拟会议（The National Investor Relations Institute 

(NIRI) 2021 Virtual Conference）召开。这次活动中，ESG 成为主要话题。美通社母公司

Cision 赞助了其中一个环节“How is ESG Impacting Your Story and Overall Narrative?” 

通过参加此次 NIRI，我们总结出十个关于 ESG 的发现：

1. SEC 尚未对 ESG 报告的标准化做出规定。因此广大上市公司仍要依据自己的标准来撰写

ESG 报告。

2. ESG 不止是公司内部工作：公司应该把 ESG 目的设定于更加宏大的着眼点，比如：“对环

境有什么好处？对社会有什么好处？”这样更有利于从根本上实现公司的 ESG 目标。

3. 上市公司越来越被要求做 ESG 披露，特别是新冠疫情后，ESG 愈加被重视。但仍有很多公

司在 ESG 的道路上刚刚出发，可谓道阻且长。

4. ESG 承诺过低的企业，将被认为是有投资风险的。这个趋势将在全球被越来越认可。

5. ESG 中，每个议题都有不同的衡量体系。长期以来，公司治理一直是投资者关注的主要焦点，

可以由各种合规文件来证明。环境影响则是由于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了气候相关财务披露特别

工作组（TCFD），因此也有了明确的论证方法。TCFD 的重点是帮助公司识别信息，以便在

适当评估和定价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使用。社会影响这一议题，在过去一年中受到了最多的

关注，不过仍需有效的衡量准则。

6. ESG 中的 S，即社会影响是其中最难衡量的一个因子，因为它是最主观的。但也不是没

有可以评价的角度。据阿斯彭研究所商业和社会项目的执行董事朱迪·萨缪尔森（Judy 

Samuelson）称，一家公司 85% 的估值可归因于信任和声誉等无形资产。

7. ESG 是旅程，不是终点。可持续发展也不是最终状态，而是一种思维方式。

8. 企业在设定 ESG 战略时，要有诚意、预期合理、切实可行，不要假大空。

9. 员工往往是最好的 ESG 大使。当员工认为公司在做正确的事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愿意为成为

拥戴者。

ESG 是一个长期游戏。对 ESG 的投入，将让企业长期获益，不仅能吸引客户 / 消费者，更能吸

引志同道合的员工加入。

10.

https://www.cision.com/2021/06/niri-2021-virtual-conference-takeaways/
https://www.cision.com/2021/06/niri-2021-virtual-conference-takea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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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家 ESG 成就突出的跨国公司：

这八家公司，是 Cision 旗下 Insight 总结出的表现较佳者，分别来自投资、科技、消费电子、金融、

制造、能源等行业。他们在 ESG 方面所做的事情，或许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贝莱德：我们在分析时发现，2020 年，贝莱德与 ESG 相关的媒体报道领跑所有金融品牌，在话

题新闻上创造了新纪录。除了达成多样性和包含 (D&I) 以及可持续能源相关的内部目标，贝莱德

高管也发声。Larry Fink 在 2021 年写给首席执行官们的信中呼吁现如今要开始为净零经济做准

备：鼓励披露各公司将如何调整其经营模式以适应未来；呼吁建立可持续性披露标准；以及推出

排他性筛查，对存在可持续气候风险的企业撤销投资。

思科：2019 年，思科设定了雄伟的目标，并且实现了。该财年其在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达到

100% 可再生能源。围绕多样性和包含的意识文化的承诺，思科的 2020 年 CSR 报告不仅根据

性别和种族对高管进行了详细划分，对新的雇员、管理层和供应商也是如此。对于感兴趣的投资

者或客户，思科还提供了一个 ESG 报告中心，内容包括他们的环境影响报告、GRI 内容索引、

相关政策和一个可追溯到 2005 年的报告存档。

Verizon ：这一年把每个人都逼到了极限，Verizon 则脱颖而出，成为善待员工和客户的公司

典范，在《福布斯》的“全国疫情应对优秀雇主”榜上排名第一。Verizon 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

地，为员工提供相当可观的病假——确诊 COVID-19 后长达 26 周的带薪假期和疫情原因造成的

8 周带薪缺勤假期——对受影响的社区捐赠资源，给低收入互联网用户提供优惠，免除滞纳金，

并为纽约市的学生提供免费的无线网服务。

Apple：ESG 中经常被忽视的部分就是治理；但 Apple 今年调整了绩效薪酬激励计划，将 ESG

绩效也纳入其中，从而使治理与环境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Apple 的薪酬委员会将对高管是否

与“2021 年 Apple 价值观和其他关键社区计划”保持一致进行评估，并将奖金支出提高了最多

10%。这样一来，Apple 成为罗素 1000 指数 (Russell 1000) 中目前将现金激励与 ESG 绩效挂

钩的 20% 的公司之一。

美国银行：2020 年，美国银行与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合作，共同为全球

ESG 标准起草了一份基于 21 个非财务指标的框架。该框架为 IRO 们提供了最佳实践的范本，

另外 60 家公司也和美国银行一起宣布未来将采用这些指标。美国银行并不满足于仅仅引导 ESG

信息披露，还不断为实现种族平等做出巨大贡献。该公司在过去四年中投入了 10 亿美元，发行

了 20 亿美元 ESG 主题债券，并为经济适用房计划投入了 150 亿美元。

家得宝：自 1999 年以来，家得宝一直执行可持续木材采购政策，在这领域成为行业领导者。家

得宝的指南旨在保护处于冲突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此，家得宝采购的木材大多来自北美森林，

该公司还发布了一份负责任采购报告，详细记录了其标准、审核流程、供应商合作关系等。

美国运通：过去一年，美国运通在其多样性和包含目标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实现了全球性别薪

酬平等，并在美国实现了种族和民族薪酬平等。随后，美国运通还承诺一项 10 亿美元行动计划，

旨在“加快实现同事、客户和社区的种族、民族和性别平等。”秉持完全透明的原则，美国运通

在 2020 年 SEC 委托声明书中提交了该公司主管提名人的汇总统计数据，包括性别、种族 / 民族

多样性、平均年龄和平均任期。

NextEra Energy：2020 年，NextEra 的环保成就继续超过其他公用事业公司，二氧化碳排

放量比美国同行平均值低了 55%。期待了解背后数字的投资者可参考 NextEra 的 ESG 资源页

面的 2020 年报告——按可追溯到 2016 年的详细分析的 EEI ESG 定量模板（包括子公司细分

数据）以及标准普尔 ESG 评估报告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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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传播绝不仅限于每年发布可持续报告，而是应该一以贯之的渗透落实到企业的日常管理运营

当中，并且成为企业的重要话题输出，通过各种平台与渠道对外传播，为企业品牌力注入强 ESG

基因，最终帮助企业强化在产业链上下游、利益相关方及服务受众中的声誉与认可。

微软是 ESG 信息披露实践的佼佼者。

在知名指数供应商明晟公司（MSCI）

在 2019 年公开的对 2800 多家公司

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级中，微

软获得最高的 AAA 评级。但微软的

ESG 的传播并没有止于展现其优秀的

“成绩单”，而是通过各种平台与渠

道建立全盘的传播机制来阐述 ESG

相关企业故事与长期战略目标。微软

在官网开设 ESG 政策博客板块，定

期更新企业在环境治理计划，并通过

通稿发布的形式扩大传播范围。

除此之外，ESG 传播也非常强调互动性。社交媒体上 ESG 信息输出能够触及广大消费者，同时

也可以给他们提供与企业沟通的可能性，反映受众的真实反馈。微软利用社交媒体的优势，结合

自身产品的特点和社会热点话题，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大量展现为帮助社区或个人所

做出的努力。

中国平安在 ESG 方面做了全方位实践。2019 年 9 月中国平安就被正式纳入 2019 道琼斯可持续

发展新兴市场指数。在一篇新闻稿中，中国平安这样介绍自己在 ESG 方面的动作：“2019 年，

平安深度结合多元业务，驱动 ESG 精细化运作，正式搭建 ESG 管理政策体系，覆盖商业守则、

公司治理、责任投资、可持续保险、信息安全、人工智能治理、可持续供应链、2030 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等核心议题，公开披露了各方面的政策及承诺，以专业管理体系实现高效的内外 

执行。”

微软、中国平安的案例提醒我们，优

秀的 ESG 的信息披露与传播不仅仅

是在相关领域治理的信息罗列，而是

积极主动地向利益相关者传达企业价

值观。其目的也不仅仅向投资者展现

价值，还有获得当地政府、客户、员

工媒体和公众的认可与支持。

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需要巧妙配合

IR 与 PR 的传播，在日常公益和凸显

企业责任的事件上包装 ESG 层面影

响力，打造成可以体现企业的“深度”

与“温度”品牌故事。同时，保持相

对稳健的国际传播力度与节奏来夯实

品牌认知基础。

第三部分： 
企业如何建立有力的
ESG 传播策略？

https://www.pingan.cn/zh/common/cn_news/15695659139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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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企业 ESG 传播常态化？ 
可以从这三个策略开始

1. ESG 传播内容可以先从可持续报告中所涵盖的三个分类 / 指标入手

联合国 UN-PRI 的 ESG 分类如下：

 √ 环境议题（E，代表 Environment）包括：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资源损耗、浪费和污染

以及退林化；

 √ 社会议题（S，代表 Social）涵盖工作条件、本地社区、冲突、员工健康安全、纷争地带与多元化；

 √ 治理议题（G，代表 Governance）则为高层薪酬、腐败、董事结构和多元化、税务战略和网

络安全等。

这些分类标志着国际的 ESG 话题中最亟需企业重视的问题。针对这些话题的回应是最能反应中

国跨国企业对世界问题的重视，有助于企业构建国际传播大格局。

*UNPRI Examples of ES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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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紧扣当前 ESG 主流趋势和大众思维的同时，选取与自身相关的 ESG 话题，具体而实际

无论是环保和气候问题，还是性别平等、多元化和包容性方面的企业策略，这都需要企业时刻洞

察国内外 ESG 舆论环境，注重细节和行动，并结合品牌业务定位来传递价值观。

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中，全球已经有超过 120 个国家和地区对碳中和目标做出承诺。中

国承诺“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特别是对电力、工业、交通和建

筑等相关行业会带来直接的积极变化。中石化在江苏省常州市建成中国首个碳中和加油站。该项

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并网”的模式，年发电量 12.7 万至 14.7 万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 91.2 至 105.6 吨。与传统火电项目相比，全程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800 吨、二氧化硫 116 吨、

氮氧化物 56 吨。充分展现中石化作为负责任的企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积极努力。

Sinopec Builds China's First Carbon-neutral Gas Station

2021 年世界地球日期间，领先的电动两轮车品牌雅迪在全球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宣布，迄今为止，

轻便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和电动踏板车产品已助力二氧化碳减排 3240 万吨，反映了公司为实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尽其所能的承诺。

Yadea Helps Reduc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by 30 Million Tons

此外，越来越多的全球消费者也普遍认可企业设计出可重复利用或回收利用的产品极其重要。

2020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金、银、铜牌总计有 5000 余枚，做成这些奖牌的原材料金、银、铜

等金属，都是提取自废弃的电子产品。中国政府也进一步要求注重回收端废旧家电的回收量提升，

鼓励生产端对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苏宁易购在 2021 产品升级大会公布最新版 3C 家电以旧换

新方案，响应中国消费者以旧换新意识不断增强的趋势，用行动支持变革。

Out With The Old, In With The New: Suning Subsidizes 500 Million Product Trade-ins 

and Offers Free On-site Home Appliance Inspections

同样在环境保护方面，生物多样性也是维持可持续发展的重点。设在瑞士日内瓦的生物贸易伦理

联盟（Union for Ethical Biotrade, UEBT）每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晴雨表》（Biodiversity 

Barometer）展示过去十年里在 16 个国家开展的研究，提供对消费者行为、对生物多样性认识

和期望的洞察。在 2020 年的报告中，82% 的受访者认为，企业有道德义务对人类和生物多样性

产生积极影响，COVID-19 危机也正促使消费者更加认真地考虑其购物选择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

亚洲最大的乳制品生产商伊利集团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

平行活动之一——2021 商业与生物多样性论坛 BBF 上发布《2020 生物多样性保护年度报告》，

分享品牌致力于湿地保护和沙漠造林以及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进展。Yili Reports Strong 

Progress on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ility at the Warm-up Event of the 2021 

BBF

https://en.prnasia.com/releases/apac/sinopec-builds-china-s-first-carbon-neutral-gas-station-319310.shtml
https://en.prnasia.com/releases/global/yadea-helps-reduce-carbon-dioxide-emissions-by-30-million-tons-317116.shtml
https://en.prnasia.com/releases/global/out-with-the-old-in-with-the-new-suning-subsidizes-500-million-product-trade-ins-and-offers-free-on-site-home-appliance-inspections-314002.shtml
https://en.prnasia.com/releases/global/out-with-the-old-in-with-the-new-suning-subsidizes-500-million-product-trade-ins-and-offers-free-on-site-home-appliance-inspections-314002.shtml
https://en.prnasia.com/releases/apac/yili-reports-strong-progress-on-biodiversity-protection-and-sustainability-at-the-warm-up-event-of-the-2021-bbf-321645.shtml
https://en.prnasia.com/releases/apac/yili-reports-strong-progress-on-biodiversity-protection-and-sustainability-at-the-warm-up-event-of-the-2021-bbf-321645.shtml
https://en.prnasia.com/releases/apac/yili-reports-strong-progress-on-biodiversity-protection-and-sustainability-at-the-warm-up-event-of-the-2021-bbf-3216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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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聚焦当地的业务运营和 ESG 的相关性，突出对当地经济、员工和社会带来的受益

在海外有业务的企业，通过产品或海外项目的优势，贴合至本地环境保护、社区发展等需求，来

阐述如何为本地带来价值，用差异化内容体现企业如何为当地发展做出必要贡献。

2020 年国际合作日，中国中车结合 2019 年澳大利亚企业责任报告内容，宣布企业要通过当地

的深层合作来促进文化融合、文化尊重和多元文化交流，展现企业对本地教育，就业，铁路建设

等方面的积极促进；

China's CRRC Celebrat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ay with Strengthened Ties and 

More Support for Australian Rail Industry

上海电气在阿联酋迪拜 950MW 光热光伏混合项目的稿件中，将项目结果和当地节能减排的目标

结合起来，表示建成后，每年将能够为迪拜 320,000 多家住户提供清洁电力，每年减少 160 万

吨碳排放量；在巴基斯坦塔尔煤田一区的建设项目中，上海电气强调该项目为当地带来就业，同

时通过改善该地区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和整体生活方式，帮助当地塔尔社区。

Shanghai Electric to Showcase New Energy Innovation at Expo 2020 Dubai

 
Shanghai Electric Achieves Financial Close for Coal Mine Project of Thar Block-1 

Integrated Coal Mine-Power Project in Pakistan

https://en.prnasia.com/releases/apac/china-s-crrc-celebrates-international-day-of-cooperatives-with-strengthened-ties-and-more-support-for-australian-rail-industry-284518.shtml
https://en.prnasia.com/releases/apac/china-s-crrc-celebrates-international-day-of-cooperatives-with-strengthened-ties-and-more-support-for-australian-rail-industry-284518.shtml
http://Shanghai Electric to Showcase New Energy Innovation at Expo 2020 Dubai
http://Shanghai Electric Achieves Financial Close for Coal Mine Project of Thar Block-1 Integrated Coal Mine-Power Project in Pakistan
http://Shanghai Electric Achieves Financial Close for Coal Mine Project of Thar Block-1 Integrated Coal Mine-Power Project in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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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稿看 ESG 传播的八类内容

美通社帮助许多企业通过传播的方式，来向媒体和公众、投资者讲述企业的 ESG 策略、理念、

数据与其它成果。根据近两年企业客户发布的 ESG 相关的新闻稿，我们总结了如下案例，归纳

出八类内容，帮助 IR 或 PR 们更有效地掌握 ESG 传播的内容方法。

2020-2021 期间，美通社为企业发布 ESG 相关新闻稿的行业分布图

能源 / 化工

咨询 / 行业服务

工业自动化

健康 / 医药 / 生物

快消 / 零售

金融与保险

工业制造

IT/ 科技 / 互联网

物流 / 交通

汽车技术

广告营销传媒

房地产

通信

消费电子

旅游与酒店

餐饮

耐用消费品

综合制造业

电子制造

交通 / 运输

食品 / 饮料

从此图可以看出，能源化工行业对 ESG 最为关注。另外，除了，与 ESG 相关的咨询服务，快

消 / 零售、医药生物、工业制造 / 自动化、科技互联网等行业均在 ESG 传播方面比较活跃。

2021 年第二季度，全球英文媒体中能源行业
ESG 相关的六个主要话题

气候变化

可再生能源

能源创新

空气污染

多样性 / 平等 / 包容

企业道德行为

数据来源：Cision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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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发布企业年度 ESG 报告 /CSR 报告 /
可持续发展报告：

这是绝大部分上市公司在 ESG 方面的基础工作：即在年报披露的同时，向媒体公布一

份 ESG 报告。有的公司则以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形式呈现。我们

列了众多客户中十多家企业的 ESG 报告新闻稿。来看看这些公司都是如何披露 ESG、

CSR 或可持续发展信息的。

耐世特发布 2020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彰显环境、社会与管治进步足迹

聚力前行，承责可持续繁城 -- 新力控股发布 2020 年 ESG 报告

三生制药发布《2019 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艾默生发布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

高力国际发布首份《全球影响力报告》

伊利集团连续三年发布“双报告”

威达信发布首份 ESG 报告：承诺在今年实现碳中和

玫琳凯中国 2019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暨 25 周年特刊发布

百胜中国发布《2019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天合光能发布《2019-2020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伟创力发布《2021 可持续发展报告》

01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7145-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3175-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79287-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4472-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4469-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2571-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18246-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87719-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81205-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7788-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343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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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公布企业 ESG 远景、目标与计划：

有些企业的 ESG 传播中，运用了“讲述目标”的办法。宣布一个未来十年的计划、一个

承诺，向投资者和公众“表决心”，也让大家看到企业在这方面的诚意。

恒隆宣布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及指标

特灵科技将 ESG 指标与薪酬挂钩，加速推进 2030 年可持续发展承诺

地球在呼唤，英格索兰在倾听 - 英格索兰发布 2030 年和 2050 年环境目标

李尔公布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目标：至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

Crocs Announces Commitment to Become a Net Zero Company by 2030

Bain & Company's Bold New Goal: Reducing Business Travel Emissions By 35% Over 

The Next 5 Years

都乐阳光公司推进实现 2025 年全球承诺

02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02924-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18207-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11994-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95265-1.shtml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crocs-announces-commitment-to-become-a-net-zero-company-by-2030-301338842.html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bain--companys-bold-new-goal-reducing-business-travel-emissions-by-35-over-the-next-5-years-301344486.html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bain--companys-bold-new-goal-reducing-business-travel-emissions-by-35-over-the-next-5-years-301344486.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895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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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宣布获得 ESG 方面的重要奖项

企业 ESG 重要的背书之一是来自权威机构、权威媒体的认可。这也是企业传播中的一个

策略。通过如下这些新闻，也能了解目前市场上比较常见的 ESG 或 CSR 奖项，有助于

其它企业作为参考。

持续践行 ESG 理念 中化国际荣获两项可持续发展大奖

中化国际荣获南方周末“年度杰出责任企业”奖

富士胶片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获金蜜蜂 2019 优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奖

康方生物获《Institutional Investor》“最受尊崇公司”等项奖

江森自控连续第 16 年荣登“2021 年最佳企业公民 100 强”榜单

中国电信荣获《The Asset》 ESG 企业大奖三项殊荣

飞利浦荣获中国欧盟商会“可持续商业大奖”

03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01970-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86924-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67247-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4151-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0954-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09136-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9236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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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宣布获得入选业界重要指标或加入相关组织

在 ESG 方面成绩突出并披露充分的优质企业，成功入选某个业界指数，或者成为权威组

织的成员，这样的新闻则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 ESG 战略的被认可程度，也极大提升

了企业的品牌价值。

TCL 电子获纳入“恒生可持续发展企业基准指数”成份股

卫材第七次入选 2020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亚太指数

江森自控加入由亚马逊与 Global Optimism 共同创立的《气候宣言》

CTI 华测检测正式加入中国 ESG 领导者组织

04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55206-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99368-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09245-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9053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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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与相关行业组织达成合作、结盟或联合举办活动：
从 品 牌 角 度， 与 NGO 或 权 威 机 构、 政 府 机 构 或 者 同 行， 共 同 发 起 ESG 方 面 的

campaign，进行 co-branding，也是提升 ESG 信任度的一个策略。以下这些企业就是

优秀案例。

安踏集团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九家领先企业建立新倡议联盟，加速推进净零碳排放进程

宝洁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推出 iLab 2021 加强新加坡创新生态系统

中国平安加入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 打造 AI-ESG 平台

05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88685-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86096-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17388-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5518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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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推出 ESG/ 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新举措，公布相关
的工作成果：

在践行 ESG 的过程中，很多企业一步一步取得了点滴成就。把自己的 best practices

分享出来，也是展示诚意、获取关注和信任的方法。比如，建立工作平台、发布独特战略、

推出绿色解决方案、建立环保工厂、减少用水量，等等。

普华永道全球宣布新战略 “新方程：信任 + 成就”

欧莱雅亚太首个水循环工厂在宜昌启动试运营，响应绿色复苏倡议

中化国际可持续发展建设提速 《绿色家园》世界地球日开播

“双碳”目标下 中集已迈开大步伐

环旭电子积极推动 ESG 的提升 为地球的永续持续努力

中国平安全方位升级绿色金融行动 响应国家“碳中和”目标

中国平安：践行国际化标准 构建中国特色金融集团公司治理机制

中通快递设立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

3M 将投资 10 亿美元以实现碳中和，减少用水量并改善水质

普洛斯完成全球最大规模美元绿色永续债券发行，融资 8.5 亿美元

2021 欧莱雅“物以‘多’为贵” -- 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正式启动

Hong Leong Bank Seeks Digital Disruptors Across Southeast Asia to Find ESG-Focused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06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2770-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93724-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78029-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2068-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0031-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15932-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96738-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14822-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09234-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18138-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7392-1.shtml
https://en.prnasia.com/releases/apac/hong-leong-bank-seeks-digital-disruptors-across-southeast-asia-to-find-esg-focused-innovative-solutions-for-banking-and-financial-services-328231.shtml
https://en.prnasia.com/releases/apac/hong-leong-bank-seeks-digital-disruptors-across-southeast-asia-to-find-esg-focused-innovative-solutions-for-banking-and-financial-services-3282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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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获得相关的认证或评级认可：

全球目前有多个 ESG 认证 / 评级，覆盖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的大量上市公司。各评级

机构侧重不同，形成多元的评价维度。获得这些认证 / 评级，意味着在 ESG 的道路上

又进了一步。

三生制药 MSCI ESG 评级升至 A 级，超过全球 78% 生物科技公司

药明生物德国生物制剂厂商业化生产获德国卫生监管机构认证

芬美意引领职场平等，获得更高级别的 EDGE 全球认证

海通国际 MSCI ESG 评级升至 A 级，为中资同业最高评级

百胜中国连续第三年入选彭博性别平等指数

中国平安首次入围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 打造 ESG 企业标杆

07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90016-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27018-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12656-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10855-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07050-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5873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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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发布相关的研究结论或研究报告：

对于大型咨询公司或研究机构来说，没有比发布有分量的研究报告更能吸引行业的注

意力了。以下这些机构推出的研究成果，专业、权威，从而成为企业制定 ESG 战略的

重要依据。

IMA 发布最新研究，关注 CFO 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中金公司推出《碳中和经济学：新约束下的宏观与行业分析》报告

普华永道调查发现：家族企业 ESG 或滞后

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发布《金融机构环境风险分析综述》和《案例集》

毕马威与香港特许秘书公会的联合调查发现，越来越多香港企业将 「环境、社会及管治」（ESG）

相关风险整合到长期策略发展中

08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86804-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12616-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08715-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91154-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05191-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0519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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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寄语：

ESG 理念体系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提供一个全面和统一的框架，

评价企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成效，明确生产和投资应关注的事

项和方向。

ESG 体系有利于引导企业贯彻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理念，激励

企业研发、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参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从而更好地处理企业发展、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之间的关系。

— 中诚信绿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裁 沈双波

ESG 是金融企业赋能社会进步的重要利器。除了为投资人带来长期

战略价值回报外，通过专业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推动行业与社会发展，

是金融企业履行 ESG 的根本使命。作为中国 ESG 领域的先行者，

中国平安最早在 ESG 标准本土化上做出了尝试，将 ESG 理念融入

企业战略和管理，推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ESG 评价体系。中国平安

在 ESG 信息披露与传播方面更是做到了透明与公开、时效性与可信

性。我们会持续将平安在 ESG 方面的实践分享给投资者、媒体、客

户及政府机构等，为投资者决策提供参考。 

—中国平安集团董事会秘书兼品牌总监 盛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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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 ESG 话题日益重要的今天，企业除了高质量的 ESG 信息披露之外，还应该制定有效的传播

机制来拉近品牌与相关利益者的关系。在 ESG 传播过程中，企业应该找准与自身相关的 ESG

话题，清晰地阐述企业价值和历史业绩，突出企业对当地经济、员工和社会带来的好处，密切监

测媒体舆情，树立正确的论调并提升曝光度，增加透明度，并制定长期传播计划来帮助建立当地

政府，投资者，媒体和普通大众对企业的信任与支持。

如联合利华前 CEO Paul Polman 在 Linkedin 上撰文所言，“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员工与消

费者对于善用‘向善力量’的商业行为抱以越来越多的青睐。随着企业对疫情的持续发声，那些

虚伪的高谈阔论也将更容易被识破。而那些以实际行动支持道德宣言的商业领袖终将脱颖而出。” 

出品：Cision 美通社市场部 

内容贡献者：美通社海外传播播事业部主管 Miso Wei，美通社高级编辑 Cathy Zhao，Cision 集团市场部内容负责人 Erin Payton，Cision 旗下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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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关于 Cision

关于美通社

作为公关、市场营销和社交媒体管理技术与洞察领域的全球领先者，Cision 帮助品牌和机构锁定、联系和接触客户以及利

益相关者，以取得业务成果。Cision 旗下的美通社（拥有 11 亿影响者的企业新闻稿发布网络）与 Falcon.io（一站式社交

媒体管理平台）构成了一套一流的解决方案。此外，Cision 已经签订了收购 Brandwatch（社交媒体监测平台）的最终协议。

Cision 在美洲、欧洲、中东和非洲以及亚太地区的 24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有关该公司屡获殊荣的解决方案的详情，

包括新一代 Cision Communications Cloud®，请访问 www.cision.com，并在 Twitter 上关注 @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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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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