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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一项旨在为所有人建设繁荣、包容、可持续社会的全
球议程，并鼓励在人民、地球和繁荣至关重要的具体领域开展行动。

如今，距离完成《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期限只剩不到十年的时间。要实现 17 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社会必须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当今世界正在经历重大挫折：2019 冠
状病毒病（COVID-19，亦称“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扰乱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进程，
其中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 与此同时，日益恶化的气候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依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我们必须开展气候转型才有可能
实现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摄氏度的理想目标。

要克服上述严峻挑战，我们就必须抛弃“一切照旧”的模式。私营部门的转型以及公司
自身运营方式及优先事项的调整，对构建人类和地球更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至关重要。

本报告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围绕在华企业和可持续发展的第二期开创性研究报告，从中
我们看到企业界愿意实现自身商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发展；同时，越来越多的企
业意识到，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决策过程不仅能促进可持续包容发展，还能推动经济增长
和生产力进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调查显示，94.9% 的受访在华企业愿意开展可持续发展
目标项目，超过半数（55.6%）的受访企业已发布可持续发展计划，这些数据令人鼓舞。

今年的报告特别聚焦中国近期做出的气候承诺（“双碳”目标：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和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在鼓励企业开展低碳项目并重新反思自身运营方面的作用。本报
告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部门及产业内的低碳转型情况以及企业在转型中遇到的挑战，这些信
息将有助于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愿通过与政府及企业界的长期伙
伴关系，支持在华企业实现“双碳”目标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中发挥更大作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感谢合作伙伴普华永道及中国国际商会的大力支持。本报告的发布离
不开上述合作伙伴的卓越贡献。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感谢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
为企业参与本报告的调查提供了相关平台。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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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本报告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理解企业界将 SDGs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商业模式
核心的重要意义，并激励企业通过实际行动切实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事业。

2021 年 11 月，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敲响了警钟，
敦促世界各国采取更具雄心的行动以扼制全球变暖。尽管重新平衡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依然任
重而道远，然而这一目标绝非遥不可及，因为全世界的企业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我们今后十年采取的行动能够推动世界走向更包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白雅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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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
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强调：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
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这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也是中国推动
经济转型升级、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各界协同努力，在这其中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是温室气
体的排放者，也是气候友好型解决方案的创新者和提供者，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中大有可为。一方面，企业应加强基础研究与技术工艺创新，促进多方合作与经验共享，
推动自身及产业链上下游采取减排措施，形成促进产业低碳转型发展的合力；另一方面，企
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定低碳发展战略信心，将碳中和目标纳入其长期发展战略，加强
低碳人才和文化培养。 

在此背景下，这份调研报告聚焦分析企业低碳发展路径恰逢其时。基于对百余家在华企
业的问卷调查，本次报告进一步探究了在华企业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现状与挑战，同时也
关注“双碳”目标对在华企业经营发展带来的影响与潜在机遇。此外，通过深度访谈，这份
报告收集并展示了不同领域企业在推动低碳发展方面的领先实践。这将有助于企业更好践行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低碳理念，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长期以来，中国国际商会以服务企业为根本宗旨，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搭建多
双边工商合作机制，引导组织中国工商界参与全球治理。未来，我们愿继续与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普华永道一道，积极推动企业参与低碳经济转型进程，引导企业推行绿色规划、绿色
投资、绿色生产，鼓励企业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低碳发展融入自身经营管理战略，为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促进绿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于健龙 

中国国际商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序  言



推动和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既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企业参与
解决社会环境问题的重要着力点。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资源紧缺等问题日益严峻，国际领
先企业已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发展战略以及生产经营过程中。中国政府承诺“30·60 双碳”
目标，将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到重要的战略高度。中国领先企业也开始提供更低碳的产品服务，
以可持续商业行为带来正面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公开承诺低碳发展，提出净零碳目标。仅去年新加入科学碳目
标倡议（SBTi）的中国内地企业便占已承诺的中国企业总数的 83%。未来，中国企业将持续
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不断研究如何将社会与环境等方面的积极贡献转化为商业优势。与此同
时，他们也越来越多开始关注和提升非财务类信息的透明度。气候相关财务披露（TCFD）等
国际披露框架已成为企业非财务信息披露的重要趋势。

普华永道始终以“解决重要问题，营造社会诚信”为企业使命，历来重视自身企业责任，
鼓励对环境负责的行为。2020 年 9 月，普华永道以行业领导者身份率先宣布净零目标，并于
2021 年 9 月获得 SBTi 认证，确定了 1.5℃碳减排路径，承诺到 2030 年将范围一至范围三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2019 年的排放水平减少 50%。除此之外，我们积极与客户、供应商及其他
关键合作伙伴开展了围绕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能力建设以及创新解决方
案的开发，以支持所有利益相关方实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今年，普华永道很荣幸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代表处（UNDP China）和中国国际商会
（CCOIC）继续合作，开展了在华企业实践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系列研究的二期
问卷调研，我们分析了超过 120 家企业施行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同时，我们
也围绕企业支持双碳目标的特别话题，开展了企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实践低碳发展的讨论。
在未来，我们希望持续陪伴中国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管理，推动商业向善，共同创造繁荣的未来。

 

张立钧
普华永道中国中国区域经济主管合伙人

中国南部市场及深圳主管合伙人
中国金融业主管合伙人

 
倪清

普华永道中国 ESG 可持续发展市场主管合伙人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主管合伙人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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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  公益影响力评估
BU  业务部门
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
CBU    国家业务部门
CCER  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CCOIC  中国国际商会
CCS  碳捕获与封存
CCUS  碳捕获、利用与封存
CDCER  成都市“碳惠天府”机制碳减排量
CDP  碳披露项目
CDSB  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
CO2  二氧化碳
COP  缔约方大会
CSR  企业社会责任
EC&M      能源、建筑与矿业
ESG  环境、社会与治理
ETS  排放权交易制度
EU  欧洲联盟
FIE  外资企业
FLAG  森林、铝、土地和农业
FS   金融服务
FYP  五年规划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HG  温室气体
GRI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ICT  信息通信技术
IMF  国际货币基金
IP  工业产品
IR  综合报告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KPI  关键绩效指标
LEED  能源和环境设计领导力
NDC   国家自主贡献
NPC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BoC  中国人民银行 
POE  民营企业
PwC  普华永道
R&C  零售与消费
SASB  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
SBTi  科学碳目标倡议
SDG AM  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管理平台
SDGs/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DIC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SOE  国有企业
SUEE  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
T&L   运输与物流
TCFD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MT  技术、媒体与电信
UN  联合国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GC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VCM  自愿碳市场
WRI  世界资源研究所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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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零碳：在华企业可持续发展行动

摘  要

关于本报告

私营部门的支持对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并守护人类和地球的未来至关重要。
中国已跻身全球最大经济体之列，在华企业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潜在影响力毋庸置
疑。因此，明确在华企业在可持续经营方面遇到的困难和取得的进步对于政策制定者形成推
动绿色发展、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共政策而言十分必要。

本报告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普华永道与中国国际商会合作的系列研究的第二期报
告，旨在了解中国不同产业的企业通过实际行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情况。第一期报告
在 2019 年开展的问卷调查基础上编写，并已于 2020 年发布。今年报告的编写基础主要是
2021 年 6 月至 7 月对 117 家企业的在线问卷调查以及对 12 家企业的深度采访。

本报告同时还特别关注在中国宣布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
碳”目标背景下，企业如何适应政策环境的变化。

除此之外，本报告还为企业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指明了现成可用的工具包，并为商
业领袖实现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分步指导说明。从政策角度，本报告还阐述了在华企
业在低碳转型过程中所需的来自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的支持。

关键发现

94.9% 的在华企业愿意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项目。与 2019 年相比，企业当前对社
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度有所下降，转而更加关注经济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合的过程中，企业面临着一些诸如顶层战略方法缺失以及可持
续发展目标评估相关知识缺乏等的共同挑战。超过 80% 的受访企业表示正在规划开展
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然而其中 43% 的企业称不知如何开展评估。

另一项持续存在的挑战是企业缺乏披露目标的动力。仅有 55.6% 的受访企业公开披露
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项目，这一数字与 2019 年基本持平。

不少企业响应了中国近期宣布的气候行动号召。84.6% 的受访企业称“双碳”目标已
对企业经营和收入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超过 75% 的受访企业已经开展低碳项目。
37.6% 的受访企业已经进行碳盘查计算，33.3% 的企业已经确立了碳目标。

报告指出，对于未能采取任何行动减排的企业，缺乏外部监管和内部意识是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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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被问及促进企业低碳转型需要何种政策支持时，超过 82% 的受访企业呼吁出台针对
具体产业的指导意见和财政补贴。

建议

报告建议商业领袖采取四大行动：进一步理解不同产业面临的具体挑战与机遇；采用最
佳实践，防范潜在风险；提高人力资源和管理能力；与战略伙伴合作推动产业整体的可持续
发展。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就如何使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标准》进行
分步说明，旨在助力企业与投资人实现可持续经营并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这一部分
剖析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标准》的四大主题，即战略、管理方法、透明度、治理，涵
盖相关的详细信息与指导建议。

报告还收录了五个最佳实践案例以及四个深度采访案例，为商业领袖布局可持续发展目
标融合措施、采取低碳行动与战略提供参考。

上述建议与案例以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程为核心。
不过，由于受访企业数量及种类的局限性，本报告所包含的数据未必能全面反映在华企业界
的全貌。我们未来的研究将采集更大规模样本、更新更多数据，以充分反映在华企业落实
SDGs 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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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背景
1.1 中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

1.2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企业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反映了世界各国为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并为子孙后代保
护地球的雄心壮志。作为该议程的核心，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代表我们落实议程
所必须完成的关键目标，每个目标都包含具体的责任及行动。距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期
限只剩不到十年，全世界需要建立共同愿景并加快行动，以有效应对发展挑战。

全球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和当前的气候危机加剧了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挑战及
风险，也让可持续发展转型任务变得前所未有的紧迫。完成这一目标需要全世界齐心协力和
所有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因此，汇集从技术到基础设施、从政府到私营企业、从投资人到
消费者的全球资源对建设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已经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长足进展。2020 年年底，中国宣布彻底消除农
村地区的绝对贫困现象，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做出重要贡献。2020 年 9 月，中国宣布将
力争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1 今年，中国的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上线交易，迈出加速低碳转型的关键一步。此外，中国在保护生态
多样性等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不久前在云南昆明举办的《生物多样
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BD COP15）为 SDG14（水下生物）和 SDG15（ 陆地
生物）的落实注入新动力。中国政府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也将为在华企业参与并落实可持
续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环境。

企业界在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种作用不仅限于提供
资金支持，企业运营的各个方面都有可能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重大影响。例如，企业
可以通过包容性的招聘政策助力实现人人享有体面工作（SDG8）；企业可以通过实施绿色
采购、对绿色商业机遇进行投资来减少自身碳足迹并为气候行动做出贡献（SDG13）。企业
通过协调自身招聘、生产、采购和投资等运营方式，使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能够
有效地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此外，企业处于技术、创新的前沿，因此在应对发展挑
战并加速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具有潜力。

企业界日益认识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2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案例也得到充分
展现。全球许多成功案例都表明，通过将可持续性考量融入决策过程，企业能够开拓新市场、
提升品牌价值并降低企业风险：3

催生商业新机遇：通过研发应对发展挑战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企业可以发掘出新的增长
机遇。据估计，到 2030 年，可持续商业模式将创造价值 12 万亿美元的经济机会，覆
盖能源产业、城市发展、粮食与农业、健康与福祉四个领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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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零碳：在华企业可持续发展行动

管理潜在经营风险：SDGs 相关实践的缺失可能对公司的风险状况造成重大影响。缺乏
SDG 管理的公司将面临包括供应链中断、品牌声誉损失和金融风险等在内的诸多风险。
例如，在全球气候政策普遍趋于严格的环境下，企业越是高度依赖高碳排放资产、提供
高排放服务，就越有可能面临诸如持有“搁浅资产”等的金融风险。5

准备迎接新的商业规范：随着消费者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日益增强，企业需要适应新的需
求趋势，为此企业必须理解并找出自身经营的潜在社会和环境影响。

11

1.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 2021 – China”, United Nations, accessed Sep 20,2021,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
un.org/index.php?page=view&type=30022&nr=81&menu=3170 
2.  Tensie Whelan, and Carly Fink, “The Comprehensive Business Case for Sustainability“, Oct 21, 2016, https://hbr.
org/2016/10/the-comprehensive-business-case-for-sustainability
3.  “WHY YOU NEED SUSTAINABILITY IN YOUR BUSINESS STRATEG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Online, 
accessed Sep 20, 2021, https://online.hbs.edu/blog/post/business-sustainability-strategies 
4.  “Release: Sustainable Business Can Unlock at Least US$12 Trillion in New Market Value, and Repair Economic 
System”, Business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BSDC), Jan 16, 2017, http://businesscommission.org/news/
release-sustainable-business-can-unlock-at-least-us-12-trillion-in-new-market-value-and-repair-economic-system
5. Tim Buckley, and Kate Finlayson, “IEEFA Energy Finance 2019: Coal pipeline shrinking, stranded asset risk 
ballooning, renewables ever cheaper”, IEEFA, July 3, 2019, https://ieefa.org/ieefa-asia-coal-pipeline-shrinking-stranded-
asset-risk-ballooning-renewables-ever-cheaper/



研究目标与方法

为应对在华企业界日益增长的需要，本系列研究旨在提供在华企业参与落实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概况综述，包括考察当前实践和关键趋势的历史变化，并探讨未来机遇和共同挑战。
为助力在华企业更好地实现经营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协同发展，本报告收录了体现最佳实
践的案例研究，并提供可行建议。

本系列研究的第一份报告于 2020 年 7 月出版，题为《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践调
研报告：中国企业与可持续发展基线调研》，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普华永道和
中国国际商会联合推出。6 通过在线问卷调查和案例研究，本报告对 89 家在华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意识开展了基线调研。

基于第一份报告的研究成果，第二份报告重点追踪趋势发展并进一步探寻企业如何践行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明了过去两年中发生的关键转变及共同挑战，介绍了实用的工具包，并
探讨了公司可利用的未来机遇。

本报告还包含一个特别部分，关注中国宣布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30-60”双碳目标）后在华企业适应政策转变的情况。

这项新加入的部分还分析了一些企业无法采取低碳行动的原因及其希望获得的政策支
持。研究成果能够为政策制定者进一步激励企业启动并加速低碳转型提供参考依据。

2.1 研究目标

2. 研究目标与方法

为保证一致性与可比性，2021 年与 2019 年报
告采用了相似的研究方法——在线调查及后续深度
采访为主要数据收集方式。调查问卷包含 44 个问题，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涵盖可持续发展目标意识与实
践，另一部分关注企业低碳行动。

调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国
全球契约组织、普华永道及中国国际商会于 2021
年 6 月至 7 月通过各自平台在线分发给企业。共
有来自六大产业（见文本 1）的 117 家企业完成了
问卷调查。样本企业集中在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
占受访企业的 97%；从企业类型看，私营企业占
57%，外资企业占 21%，国有企业占 17% 。

2.2 研究方法

文本 1   六大产业

工业产品（IP）
运输与物流 （T&L）
能源、建筑与矿业（EC&M）
零售与消费（R&C）
技术、媒体与电信（TMT）
金融服务（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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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现企业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及低碳转型领域的先进实践，研究依据“3A 标准”，
即企业必须在在线调查问卷中展现出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意识（Awareness）、行动
（Action）和雄心（Ambition），选出接受后续深度采访的企业。依据该标准，研究共选出
11 家企业进行后续深度采访，并依据这些企业在相关性、参与度与愿景三方面排名，选出
其中 5 家进行案例研究。

本报告可能潜在倾向于研究可持续发展目标意识较强的企业。因此，为提高研究的透明
度，本报告附录收录了研究方法的详细描述和潜在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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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概况

核心发现

3. 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概况

+2 +1

+5

+3 -1

+3

+1

1

2

3

4

5

未来带来最多
商业机遇的目标

目前最关注
的五大目标

2020 年 2021 年 2026 年

排名上升                    排名下降

3.1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践现状

3.1.1 从社会领域目标转向环境与经济领域目标

对于企业而言，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级已发生明显改变。相比 2019 年的调查结果，
在华企业对于社会领域的目标关注度有所下降，转而更加重视经济和环境领域的目标。这一
趋势表现为社会领域的所有目标（SDG 1、SDG 2、SDG 3、SDG 4、SDG 5、SDG 10、SDG 
17）排名均有所下降，而经济领域的所有目标（SDG 8、SDG 9、SDG 11、SDG 12）和环境
领域的部分目标（SDG 7、SDG 13、SDG 15）排名上升。

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级上升可以部分归因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影响。
大多数公司仍未彻底摆脱疫情影响，目前仍重点关注如何推动业务增长并增强企业韧性。因

94.9%
的受访企业愿意
开展 SDG 项目 ;

55.6% 
的受访企业已公开
披露其 SDG 项目 ;

刺激业务增长和增强
品牌认可度是企业融
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主要动力 ;

的受访企业正在计划就符合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践开展
评估，但缺乏清晰的指导 ;

80.3%

过去两年中企业优先考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已发生变化，SDG13 气候行动和 SDG11 可
持续城市和社区首次进入五大优先目标；

当前的五大优先目标在未来的五年（2021 年
至 2026 年）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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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7 个在华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先级变化 
问题：请列出对贵公司（含价值链）影响最大的五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柱状图代表基于企业排序所得出的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企业的重要程度

此，公司对 SDG12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和 SDG8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重视程度提高。疫情期间，
许多公司都经历了供应链中断与劳动力短缺，可能导致公司优先考虑可持续城市、供应链管
理、创新与基础设施改善等领域（SDG9 和 SDG11）。

中国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直接影响了企业
对于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注。在 2021 年的调查中，SDG7 和 SDG13 的重要性
排名分别上升了 1 位和 3 位（见图 1）。此外，许多新增政策也促使企业更加关注环境问
题，例如 2021 年 2 月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
意见》。7 2021 年 3 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2021—2025）8 也将绿色生产和
消费作为重点包含其中。

在此背景下，SDG7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也有所增加。能源产业排放
占全球碳排放的 2/3，因此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产业。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对企业经营
和碳目标的实现均有重要意义。

3.1.2 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合的驱动力

94.9% 的受访企业表示愿意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项目。企业参与落实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四大主要目的是：业务战略增长、品牌定位、风险管理和企业与投资配置管理（见文
本 2）。其中，多达 88.9% 的受访企业将增长战略和品牌定位作为最重要目的（见图 2）。

在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助于其业务战略增长的企业中，92.3% 的受访企业认为可持
续发展目标对企业原则和核心价值十分重要，其余企业则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助于增强企
业的竞争优势。在优先考虑品牌定位的企业中，7.7% 是因为受到客户需求的影响而开展可
持续实践。

2019/20 基线报告 
2021 二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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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华企业实践可持续发展目标
融合的主要驱动力

问题：贵公司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关键一项驱动因素是？

文本 2  企业融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考量因素

普华永道的调查方法表明，企业在寻求采纳
可持续实践时，业务战略增长、品牌定位、
风险管理和企业与投资配置管理是四大共同
考量。

业务战略增长旨在将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与可
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以增加市场份额并
发现新的增长机遇。

品牌定位旨在提高品牌价值，并通过将可持
续发展融入品牌定位过程，使品牌在市场中
脱颖而出。

风险管理旨在减轻监管与政策变化对日常业
务带来的影响。将 SDG 相关维度纳入风险管
理系统能将自然灾害、政策变化、政治不稳
定相关的风险降至最低。

企业与投资配置管理旨在调动供应商、投资
人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往往能提升上市公
司的市场价值并为社会企业吸引投资。

3.1.3 细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先级

由于商业模式、价值链和市场等差异，
不同产业和部门优先考虑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有所不同（见图 3）。与 2019 年调查相比，
SDG3 良好健康与福祉的优先级在六个产
业中有所下降，SDG12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和 SDG9 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仍是所有
产业最优先考虑的目标。 

零售和消费部门对消费者趋势高度敏
感。多家零售公司均强调疫情期间消费者
愈发重视食品供给安全和健康。这可能是
零售业将 SDG3 作为最重要目标的部分原
因。此外，有证据表明，消费者倾向于选
择能代表自身价值观的公司。9 零售商为
保持或提高自身竞争力，将有可能迫于消
费者压力而推动负责任消费和生产，并将
更多精力转向实现 SDG11 和 SDG12，以
建设更可持续的社区。

图 3  不同行业的企业对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级排序

问题：从下列列表中，请对您认为目前对贵公司的业务 ( 以及贵
公司的上下游 ) 产生最大影响的五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排名。

协助业务
战略增长

协助确定
品牌定位

协助执行
风险管理

企业与投资
配置管理

零售 制造业 交通
物流 TMT能源、建

筑与矿产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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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融服务业而言，SDG13 气候行动已取代 SDG11 成为今年的重中之重。这也许
和金融机构的气候风险意识普遍提高密切相关，也体现出金融服务业对政策信号的响应能力。
“双碳”目标宣布后，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鼓励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支持低碳转型融资的一
系列政策。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及保险机构已启动相关研究与行动，为更好应对气候
相关风险做好准备。

经济和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依然是传统高排放产业的关注重点。这些产业包括工
业产品（IP）、运输与物流 （T&L）以及能源、建筑与矿业（EC&M）。由于这三大产业往
往涉及开采或高耗能的生产过程，会产生大量直接碳排放。这些产业面临着更多环境和碳排
放监管，因此对政策变化及重大经济转轨也更敏感。这些产业均将 SDG9 和 SDG12 作为最
优先目标，致力于通过推出提高能效、减少浪费、减少排放等更多具有生产力的创新解决方
案，为低碳转型做好准备，由此提高韧性和长期可持续性（SDG9）。这一过程也包括与价
值链上的其他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并开展合作，实现可持续生产（SDG12）。

3.1.4 未来五年在华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践的行动计划

企业普遍采取四类行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制定战略规划，包含重新制定的目标和全公司范围内的实践；
（2）开展质量管理，密切监测经营行为；
（3）披露可持续发展绩效；
（4）开展标杆管理，对标清晰的 KPI 和绩效预期。

自 2019 年以来，上述四类行动的普及率都有所上升（见图 4）。68% 的受访企业赋予
可持续发展目标战略优先地位并将其纳入经营目标之中。60% 的受访企业表示将设计并评
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项目，衡量企业在可持续性方面的进展。41% 的受访企业表
示将报告并披露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项目，这一比例较 2019 年调研增加了 118%。

图 4  企业未来将采取践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对比） 
问题：贵公司将在未来五年内采取什么行动来实施 SDGs ？

战略规划 质量管理 可持续绩效披露 绩效实现管理

2019 年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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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概况

3.2.1 企业缺少顶层战略

缺乏自上而下的战略方法是受访企业
在融合可持续发展目标时面临的关键挑战。
43.9% 的受访企业认为公司缺乏可持续发展
目标相关指导方针和文件（见图 5）。清晰
的指导意见和政策将有助于企业明晰利益相
关方重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企业开辟
可持续发展转型道路。 

24.3% 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还面临着
专业团队缺乏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职位缺
失的关键挑战。专业人才和团队协调有助于
协助公司调整实际运营方式 ，以应对复杂的
社会和环境挑战；同时，帮助其明晰与自身
商业模式相关的重要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发
掘新的可持续增长机遇。

四类行动普及率的整体上升表明，更多企业认识到必须将可持续发展融入企业经营。为
满足利益相关方更强烈的要求，企业应当继续拓宽行动范围，保障成果质量。10 为了更好地
实践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在未来应考虑建立坚实的组织管理体系，其中包括可衡量的目标、
专业的团队以及适当的管理框架等。

3.2 融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常见挑战

图 5  企业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挑战 
问题：现阶段，在贵公司推行与实践 SDGs 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缺乏明确的内
部管理文件
和规定支持

SDG

缺乏明确的
职能部门与

运营团队
推动 SDGs
相关工作 

缺乏明确的管
理委员会自上
而下指导相关
工作顺利展开 

其他

架构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管理委员会也是企业自上而下融合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传递信息及开展战略项目协调的有效机制。

总体而言，企业领导层应率先垂范，从战略层面普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意识。这对于企业
成功践行相关目标十分重要。11 企业应采取整体方法，其中应当包含清晰的公司政策、专门
的 SDGs 团队和作为责任部门的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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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零碳：在华企业可持续发展行动

伊利集团
自上而下的可持续发展管理统筹机制

伊利集团是中国领先的乳品企业。伊利建立了共享
健康可持续发展（CSD）体系，由集团高层和可持
续委员会的领导，将九大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企业
可持续发展工作中。伊利承诺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践行低碳发展之路。

建立自上而下的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

伊利在早期提出“绿色领导力”理念，成立了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用以更好地推动、监督和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实
践，每年举行三次会议，分别明确目标、监测进展和报告
成果。12 该委员会的管理体系包括： 

以董事长担任主席的决策层，制定、审议公司可持续发
展目标战略，确定可持续发展工作重点，检查工作绩效
和各部门回报，审议可持续发展报告。 

负责推进工作、组织召开会议的组织层，赋能和协调各
个部门工作，让员工认识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各职能部门中负责落地工作的执行层，每个事业部、职
能部门各设立 1 名联络员，动员各部门共同参与可持续
发展、推进公司相关创新和贡献；同时对标行业前沿更
新可持续发展项目，并与产业链上下游合作，积聚可持
续商业生态的社会合作力量。

机构简介 优先关注目标

实践亮点

实 践 案 例

伊利集团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

自上而下的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是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和低碳转型的基础

伊利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战略层面，应该设立明确的目标并且建立完整的管理体系，更好地给
管理者提供明确的指导方向，也给执行者赋能，让企业的每个人共同落实可持续发展。
 
在建立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参考以下原则： 

是否明确了各层级的职责和权利，每个部门有清晰的定位 ；
与企业核心战略和业务内容相关 ；
将可持续发展相关指标纳入管理者的绩效。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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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概况

3.2.2 缺乏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的知识与资源 

尽管几乎所有受访企业（97.2%）都表示愿意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但是大部分受
访企业依然缺乏有效评估自身实践是否与相关目标保持一致的能力。80% 以上的受访企业
依然处于目标评估的规划阶段（图 6）。

不过，在过去两年中这一现象有所改善。17.6% 的受访企业目前已经理解如何评估可持
续发展目标，2019 年基线调研中这一比例为 0（见图 6）。这些企业已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
评估并掌握相关知识，其中一部分企业利用共益分析（B analytic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
管理平台（SDG Action Manager）等评估工具，有些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建立独特的评估框架，
如达能的“达能之道”（详见达能案例研究）。

在计划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的企业中，22.3% 的目标是评估公司对与业务相关的所
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73.3% 的目标是评估公司对部分与业务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影响（见图 7）。

处于评估规划阶段的企业中，43% 称缺乏相关知识，其中 81.6% 认为缺乏行业层面的
具体指导是最大障碍，51.0% 表示知识缺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的内
部专业人士（见图 8）。

图 6  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业务和项目评估情况
问题：贵公司是否从 SDGs 的维度评估自身业务或项目？

17.6%

规划阶段 - 但不知道如何进行评估 

计划评估公司对部分业务相关 SDG 和指标的影响

规划阶段 - 正尝试评估

计划评估公司对全部业务相关 SDG 和指标的影响

执行阶段 - 已经掌握并正在评估

计划评估公司对所有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指标的影响

43.0%

39.4%

图 7  企业计划尝试评估 SDGs 的范围
问题：请进一步选择计划尝试的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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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零碳：在华企业可持续发展行动

图 8  企业不知道如何评估 SDGs 的原因 
问题：请进一步选择不知道评估的主要原因 ?

达能中国饮料
 明确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评估框架与认证计划

达能作为知名跨国食品饮料公司，主要涉及基础乳
制品和植物基产品、饮用水和饮料，以及专业特殊
营养等领域。达能以鼓励更为健康、更有利于可持
续发展的饮食行为为愿景。 2021 年 8 月，达能中
国饮料宣布正式获得“B Corp ( 共益企业 )”认证，
成为大中华区饮料行业最大的“共益企业”。

为了更好实现“One Planet, One Health”的使命，达能对标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了 9 个长期目标，
为利益相关者创造可持续价值。13 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时，达能通过内部评估和外部认证的方法，
结合国际可持续指标，量化可持续发展绩效。

内部评估——“达能之道”计划：从 2001 年开始，达能会以各个国家业务部门（CBU）为单位，每
年进行内部评估，衡量各单位自身履行 9 大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表现，包括食品安全、社区健康、
自然资源等内容。14“达能之道”评估目标会根据公司业务特性设计，并每年更新指标，提升可持续
实践方面的要求。2020 年，114 家单位进行“达能之道”评估，占达能合并销售额的 99.5% 。

外部认证—— B Corp 认证：B Corp 利用对于企业运营和商业模式影响力进行综合评估的 B Impact 
Assessment（BIA)，涵盖了治理、员工、社区、环境和客户五大影响力维度，具体衡量企业的善商
业模式，BIA 评分 80 分以上则能被认定为共益企业。通过 BIA，达能能够量化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也更了解自己在所处行业中的位置，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提升。目前有 37 家达能企业获得共益企业认
证，相当于在全球范围内约 50% 的所售产品，BIA 平均分高达 90 分。达能计划在 2025 年前完成达
能全球所有公司获得共益企业认证的目标。

81.6%

51.0%

计划评估公司对 SDG 的影
响，但不知道如何进行评估

缺乏行业层面的指导

缺乏内部专业人士

机构简介 优先关注目标

实践亮点

实 践 案 例

明确可持续发展实践评估框架，通过内外部考核量化影响力 

在公司拥有可持续发展计划、设立目标之后，应该定期评估可持续发展实践情况。设立符合企业自
身商业模式的可持续评估框架能够提供洞察、帮助提升可持续发展表现、制定更贴切的可持续发展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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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概况

55.6% 的受访企业已经公开披露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项目，与 2019 年（55%）基本
持平。

31.9% 的受访企业在其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报告或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中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项目进行披露，较 2019 年（27%）上升了 4.9 个百分点。

公司向利益相关方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绩效，这对持续改善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管理而言
非常重要。公司内部和外部人员都应该理解公司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及已产生的影响。

通过图 9 可以看出一个规律：那些品牌认可度更高的公司、面临较大的公众监督以及法
规监管压力的公司，比其他行业的公司更倾向于披露更多可持续发展实践。

3.2.3 所有行业普遍缺乏公开披露动力

计划。此外，参与外部评估也能帮助企业横向对比自身在行业内的可持续实践情况，吸引更多消费
者和投资者。 

在选择合适的评级和评估体系的过程中，达能基于以下原则，可供企业参考： 

评级是否与企业核心战略和使命相关 ；
是否客观、全面科学、专业 ；
是否能提供相关洞察和建议 ；
是否涉及主要竞争对手和同行，允许利益相关方围绕特定指标开展比较。

图 9  不同类型企业披露可持续发展情况
问题：贵公司目前如何披露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实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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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零碳：在华企业可持续发展行动

2021 年调查再次反映出上市企业和
非上市企业之间披露情况的巨大差距：上
市企业进行可持续性披露的比例是非上市
企业的 2 倍。与 2019 年调研相比，上市
企业的披露比例上升，非上市企业的披露
比例下降，差距拉大至 8 个百分点，凸显
出资本市场日益重视可持续性（文本 3）。

较高的企业声誉和知名度与披露比例
呈正相关。《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的披
露比例比非 500 强企业高出 35 个百分点。
两类企业披露比例间的较大差距可能是由
于公司董事会要求的差异，以及开展可持
续发展实践的人力资本能力不同。

例如，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投”）
下属的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资产
管理实践中积极识别并采纳与气候行动（目标
17）及清洁能源（目标 7）相关的关键指标和
因素。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环境、
社会与治理指标涵盖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
的五大方面，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6 国投对接受投资
公司的环境、社会与治理绩效开展定期评估，
运用外部工具对影响力投资披露进行评估，不
断改善环境、社会与治理指数体系。除使用定
性方法外，国投还采用定量方法评估旗下企业
在碳排放及能源方面的风险敞口。

文本 3   投资人日益重视可持续发展目标披露

厦门航空通过多样化机制、渠道和平台披露其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利益相关方保持密切沟通，积
极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理念传播。18

从产业分类看，第一、第二产业的企业比第三产业企业更有可能披露可持续发展目标相
关项目，这可能是由于食品安全、污染和碳排放等领域严格的政府监管带来的压力。

从企业类型看，外资企业进行公开披露的比例比其他类型企业高出 21 个百分点以上。
对外资企业的公开披露要求来自严格的内部标准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如欧盟《非财务
披露指令》15 要求大型公共利益企业披露其可持续性相关信息。国有企业受到更多来自中国
政府的监管压力，尤其是在环境保护和低碳转型方面。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的披露比例较低，
因为这些企业不像其他类型企业必须满足披露要求。

厦门航空
建立多元化披露机制，增强与利益相关方的信息沟通

厦门航空早在 2017 年与联合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签署协议，成为全球首家与联合国开展可持续发展
目标合作的航空公司，开展了一系列面向乘客和社
会大众的可持续活动。172019 年，英国品牌金融咨
询公司公布的全球航企品牌价值榜单上，厦航荣升
至第 30 名。

机构简介 优先关注目标

实践亮点

实 践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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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概况

建立多元化披露机制，增强宣导效果

企业可持续发展披露的本质是与投资者、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信息的传递。除可持续发展报告等公
开报告之外，企业也可以考虑更多渠道的沟通途径，直接展示自身的可持续实践，也向社会宣传引
导可持续发展理念。企业可以尝试以下内容： 

通过专业、公正、客观的披露机制公开报告自身可持续实践 ；
设计与业务和可持续实践相关的宣传活动，联合多方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建设与传播 ；
在消费者更关注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环保价值观趋同的背景下，多样化的可持续发展披露方式能够协
助企业在行业内打造独特的品牌形象，提高传播力度和公众接受度，从而提升品牌价值。

除披露报告外，厦航还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宣告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同时提高公众对
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意识。厦航的行动彰显了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利益相关方就可持续发展
实践进行沟通，并间接披露企业优先关注的重点领域。

可持续客舱：引进各类全降解环保产品，替代原先的纸质品、塑料制品，另外专门推出“联合梦想号”
主题航班，打造可持续发展目标特殊涂装飞机，在机身喷涂 17 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还从客舱
布置、机上影音、主题活动乃至定制服务等方面体现可持续发展内涵。目前开展的 6 次主题航班活动，
传播量达 8 亿人次。 

SDGs 城市穿越赛：厦航于 2019 年发起 SDGs 城市穿越赛公益赛事，在长沙、重庆等多地开展。参
赛者通过闯关游戏的形式深入了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涵。厦航还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发起互
动话题，吸引用户以视频拍摄的方式，全方位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点滴，帮助参赛者深刻认识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启示

24



走向零碳：在华企业可持续发展行动

25

7.《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eb 22, 202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2/22/content_5588274.htm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全文）》,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 13, 2021,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9.《中国可持续消费报告 2020》，商道纵横，Dec 25, 2020, http://www.syntao.com/newsinfo/1010421.html
10.“殷格非｜中国 500 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观察”, GoldenBee, Sept 24, 2021, https://www.goldenbeechina.com/
viewpoint/249.html
11.Bill Zujewski, “How To Implement A Sustainability Plan: Executive Guide To Becoming A Sustainable Business – 
Step 6”, Green Business Bureau, May 12, 2021, https://greenbusinessbureau.com/business-function/executive/how-to-
implement-a-sustainability-plan-executive-guide-to-becoming-a-sustainable-business-step-6/
12.《2020 可持续发展报告》，伊利集团，accessed Sep 20, 2021, http://file.finance.sina.com.cn/211.154.219.97:9494/
MRGG/CNSESH_STOCK/2021/2021-4/2021-04-29/7169783.PDF
13. Danone Official website, Danone, accessed Sep 20, 2021, https://www.danone.com.cn/
14.“5.3 PRESERVE AND RENEW THE PLANET’S RESOURCES”, Danone, accessed Sep 20, 2021, https://www.danone.
com/content/dam/danone-corp/danone-com/investors/en-sustainability/reports-and-data/planet/chapter5.3planetURD.
pdf
15.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non-financial reporting”, European Commission, last update on Jun 18, 2019, https://
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non-financial-reporting-guidelines_en
16. 国投创益《基金扶贫模式和社会效益评估研究报告》发布，国投创益 SDIC，Dec 14, 2017, https://www.sdiccy.
com.cn/gtcy/zxzx/gsxw/webinfo/2017/12/1513867030620186.html
17.“冬至也火热 厦航首届可持续发展目标主题穿越赛开赛”，Xiamen Airlines, accessed Sep 20, 2021, https://
www.xiamenair.com/brandnew_CN/contents/4658/35479.html
18. “Xiamen Airlin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Xiamen Airlines, accessed Sep 20, 2021, https://www.xiamenair.com/
brandnew_CN/upload/files/2021/7/1013ca17d3377546.pdf 



特别关注：企业落实“30-60”双碳目标的行动

4. 特别关注：
      企业落实“30-60”双碳目标的行动

自“双碳”目标确立以来，中国已出台涉及多个产业的若干监管措施，为以低碳转型为
重点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2021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旨在通过确立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的具体目标，构建绿色经济，
实现低碳发展。19 此外，2020 年年初制定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确立了中国的重点发展领
域，包括在能源、交通、物流和公共设施领域建设智能基础设施，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20

中国政府对于低碳转型的重视在企业调研结果中直接体现出来。SDG13 气候行动的优
先级提升了 3 位，上升至第 4 位，并且在受访企业未来五年的优先级中也名列前茅。总体而
言，中国企业今年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有了极大提升。

例如，钢铁产业正在起草碳达峰实施方案，碳达峰路线图相关工作也正在进行。21 金融
行业正在推动投资人、资产管理人和监管机构之间的对话，重点关注调动资金用于指导绿色
公平的低碳转型，并减少实现“双碳”目标进程中的投资缺口。22

以下三方面应纳入考量。

气候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风险。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未来十年中“气候变
化减缓和适应行动的失败”是影响面最大、发生可能性第二高的风险。23 在最坏的情况
下，中国到 2050 年有可能损失近 24% 的 GDP。24 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严峻威胁，正
在做出气候承诺，制定新规则，推动绿色转型。

气候变化严重影响企业活动。依据全球 200 多家最大企业的估计，若不采取行动，气候
变化或将对这些企业造成近 1 万亿美元的损失。1700 多家企业签署参与“科学碳目标”
倡议，彰显庄严承诺，通过计算碳足迹、设立减排目标并监测完成进度应对气候风险。25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供应链中断。对供应链上游企业而言，极端天气带来的气候风险是实
实在在的，将影响原材料供应并增加物流成本。对制造企业而言，碳排放及环境监管等
政策风险将导致与温室气体排放活动的相关成本增加。对下游企业而言，消费者对可持
续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带来的市场风险将导致潜在的收入损失。为防范上述潜在
风险，供应链各个环节上的企业都在积极开展合作，确立具体目标，推广气候行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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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 
受访企业已经
开展低碳项目

核心发现

具体的产业政策
和  财政补贴

是最受欢迎的低碳转型公共政策

46% 受访企业
知道自愿碳市场（VCM）
少于 10% 受访企
业在自愿碳市场进行过交易

80% 以上
受访企业认识到低碳政策对
企业经营的影响

37.6% 受访企业
进行了碳盘查

33.3% 受访企业设立了
特定排放范围的减排目标

4.1 实践现状

4.1.1 大部分企业认识到减碳政策的影响

80% 以上的受访企业称“双碳”目标已对企
业经营和收入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见图 10）。27 

41.3% 的受访企业称影响重大，另有 43.4% 的受
访企业称有一定影响，其余 15.4% 的受访企业称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传统高排放产业（制造、能源、建筑与矿业、
交通与物流）受“双碳”目标影响较大。52.1% 的
高排放产业企业认为“双碳”目标对公司有重大影
响，仅有 10.4% 的高排放产业企业称“双碳”目
标对公司没有影响。

 
排放和污染较重的高排放产业的企业往往受到

更严格监管，因此对环境和碳政策更敏感。来自技

图 10  “双碳”目标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问题：“双碳”目标对贵公司的经营是否有影响？

术、媒体与电信（TMT）、零售与消费、金融服务等其他产业的企业则大多表示“双碳”目
标“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这是因为这些企业的高碳排放活动和所受的监管限制都较少。

整体 高碳
排放行业

低碳
排放行业

影响重大

有一定影响

无影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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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

14.6%

85.4%

31.9%

68.1%

4.1.2 中国企业的低碳行动 

图 11 所示为，76.8% 的受访企业已经
开展低碳项目，不同产业的比例不同。高排
放产业已开展低碳项目企业的比例比低排放
产业高 25%。

 为进一步考察已经开展的具体低碳项
目，后续问题要求受访企业回答是否开展五
类低碳项目：审计碳数据、确立碳目标、应
用低碳技术、在经营中践行低碳实践、建
立外部伙伴关系。在已开展低碳项目的 86
家企业中，有 71% 的企业在经营中践行低
碳实践，包括推动能源和环境设计领导力
（LEED）认证建筑、无纸化办公、清洁能源
工厂等项目。

23.2%

整体 高碳
排放行业

低碳
排放行业

尚未开展
低碳项目

已经开展
低碳项目

不同产业的碳审计和碳承诺进度不同
在已开展低碳项目的 86 家企业中，51% 已开展碳数据监测及审计，其中运输与物流业
的比例较平均高 35%。高碳排放产业中（运输与物流、能源、建筑与矿业、工业产品），
能源、建筑与矿业的比例最低（17%），这可能是由于样本的局限性，因为受访的能源、
建筑与矿业企业主要是新能源创新技术公司，对于碳审计并没有强烈需求。TMT、运输
与物流和金融服务等企业直接接触消费者的产业，则更倾向于关注确立碳目标等低碳承
诺，以展示企业进行低碳转型的决心。

必须更加努力与外部伙伴合作探索减排机遇
供应链的上下游合作对于企业低碳转型具有关键作用。价值链产生的碳排放占企业总排
放的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范围一和范围二直接排放源总和的 5.5 倍，详见 4.1.3）。28

但从表 1 可以看出，开展外部伙伴关系项目的企业不到 40%。

表 1  低碳项目的产业细分
问题：所开展的低碳项目具体是什么？

注：TMT 指技术、媒体、电信，T&L 指运输与物流， FS 指金融服务，R&C 指零售与消费， EC&M 指能源、建筑与矿业， I&P 指工业产品，
Overall 为总计。

监测并审计碳
足 迹， 为 低 碳
项目奠定基础

设立净零
目标

应用低碳
技术

在经营中践
行低碳实践

建立外部伙
伴关系项目

28

图 11  开展低碳项目的企业比例
问题：贵公司是否已开始开展低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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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荣程）是天
津大型民营企业之一，现有员工总数近万人，资产总额
225 亿元。荣程业务分布在钢铁能源、经贸服务、科技金融、
文化健康四大产业。作为高碳排钢铁企业，荣程钢铁集
团积极响应中国“双碳”目标，开展“碳达峰及降碳行
动计划”。

作为强制控排企业之一，荣程在战略层面高度重视低碳减排，把“30-60”双碳目标战略作为集团“一
号工程”，成为国内首家发布降碳路径图的民营钢铁企业，引领民营企业的低碳转型。29

能耗优化：一方面，荣程进行能源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第二产业比例，另一方面，荣程
积极探索工序优化，尝试“煤（油）改氢”，回收冶炼余热、余压发电；回收也成为荣程实现环保
的一大途径，荣程也通过自己的贸易平台回收废钢，改为废钢转炉冶炼钢铁，减少煤炭、焦炭利用
预计每年减碳 120 万吨；此外，荣程还深入研究供应链的减排，投入使用氢能源重卡降低物流方
面的碳排。 

替代能源：在减少现有碳排之外，荣程也积极进行低碳材料的开发，在产品端投入研发绿色、高端、
长寿的钢材，增加使用年限以达到环保的目的。另外，碳汇部署也成为荣程低碳转型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荣程开始实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生态基地，在津南区建立生态屏障项目，种植乔木做碳
汇储备。

建立与企业自身业务相结合的低碳转型路线

民营企业应该主动参与低碳发展，提前规避风险，从业务本身做抓手，分阶段进行低碳转型。合理
的低碳转型路径需要以下原则： 

与业务紧密结合，将低碳转型纳入企业发展战略 ；
明确企业高碳排放源，针对相关业务进行衡量、监测和优化 ；
首先通过能耗优化、回收能源等方式降低现有碳排放，实现碳达峰，再进一步部署替代能源，购买
外部碳汇；
未来，开发碳清除科技和新型能源，以达到碳中和。

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结合自身业务引领低碳转型 

机构简介 优先关注目标

实践亮点

实 践 案 例

启示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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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减排目标的基础：碳盘查

对于承诺进行低碳转型的企业而言，评估排放基准是关键出发点。该领域的领先标准——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明确了盘查企业碳排放的三个范围。范围一是从企业所
有或控制排放源的直接排放。范围二是企业外购能源产生的间接排放。范围三是排放报告企
业所处价值链产生的除范围二以外的其他间接排放，包括上游和下游活动产生的间接排放。30

企业能够通过专业的碳核算与管理制定可行的目标，计算减排量，以此明确低碳转型路径。

37.6% 的受访企业称已经进行碳盘查计算（见图 12）。计算范围一和范围二的企业（25%）
与计算全部三类范围的企业（28%）多于仅计算单个范围的企业。

图 12  企业碳盘查覆盖范围
问题：贵公司盘查和管理的碳排放数据范围？

 “其他”指不符合“科学碳目标”倡议排放范围定义的企业，包括计算范围一、三以及计算范围二、三的企业。详见“科学碳目标”倡议。

 “其他”指不符合“科学碳目标”倡议排放范围定义的企业，包括计算范围一、三以及计算范围二、三的企业。详见“科学碳目标”倡议。

范围一

范围一

范围二

范围二

范围三

范围三

其他

其他

范围一、二

范围一、二

范围一、
二、三

范围一、
二、三

33.3% 的受访企业确立了碳目标（见图 13）。与碳盘查调查结果类似，企业不仅确立了
减少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的目标，还认识到上游和下游活动也会产生大量排放，并制定了
减少范围三排放的目标。29% 的企业已经承诺对供应链中更广泛范围内的碳排放进行管
理。将范围三排放纳入减排目标的企业主要来自工业产品制造业，表明这些企业已对可持
续供应链管理有更深入的理解。

图 13  企业碳目标包含的碳盘查范围
问题：贵公司的碳中和 / 净零碳目标包含哪些范围？

制定碳中和 / 净零碳
目标的公司比例

进行碳盘查的企业比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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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自愿碳市场：加快低碳转型的工具

 自愿碳市场（VCM）是除国家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外另一项加速低碳转型的重要
市场机制。自愿碳市场允许非控排机构自愿购买碳排放信用额以抵消自身排放量。自愿碳市
场也是驱动资源分配的重要力量，为减少排放总量、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提供支持。31

强制碳市场参与者关于自愿碳市场的知识多于不受排放监管的企业
调研结果显示，46% 的受访公司听说过自愿碳市场，但其中只有不到 10% 的企业在自愿
碳市场进行过交易。参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企业对于自愿碳市场的意识更强，因为这些
企业有固定的排放配额指标，可能需要从强制市场和自愿市场购买额外的碳信用额。70%
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参与企业听说过自愿碳市场，其中 40% 在自愿碳市场进行过交易。
在不受排放监管的企业中，仅有 43% 听说过自愿碳市场，其中进行过交易的不到 4%。

各产业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参差不齐
70% 的金融服务企业听说过自愿碳市场（见图 14）。金融服务业认识到气候变化对金融
稳定性的影响，因此金融服务企业正在调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资产组合风险，并探索实现
绿色经济的低风险道路。32 在能源、建筑与矿业以及技术、媒体与电信业中，50% 的企
业听说过自愿碳市场，这主要因为这两个行业中 30% ~ 35% 都是上市企业，它们更了解
市场趋势，并且受到来自投资人的压力。

图 14  企业关于自愿碳市场的知识及交易现状
问题：贵公司是否知道自愿碳市场？贵公司是否在自愿碳市场进行过交易？

核证减排信用额是自愿碳市场中最受欢迎的产品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一般而言在自愿碳市场交易过的企业最欢迎的产品是核证减排标准
和黄金标准。33 随着减排意识的逐渐提高，中国企业无论是否参与强制碳市场，都在为消

金融服务
技术、媒
体与电信

能源、建
筑与矿业 工业产品运输与物流 零售

在自愿碳市场进行过交易

听说过自愿碳市场但尚未
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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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常见挑战

4.2.1 缺少外部监管和内部共识阻碍企业开展行动

23.2% 的受访企业尚未开展低碳项目（见图 15）。调查问卷要求这些企业进一步说明
为何未采取行动。主要原因如下。

未被纳入强制
碳排放企业

经营管理不涉
及高碳排活动

无力承担
过高成本 技术有限 需要上下游

共同推动

除碳足迹而寻找自愿碳市场核证减排产品。与此同时，核证减排产品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方便公众参与低碳实践。例如，通过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开发的“点点碳中和”移动平台，
机构和个人可以在手机上估算碳排放量并购买碳信用额，进行碳足迹管理。34“点点碳中和”
平台自 2019 年上线以来，用于抵销碳足迹的碳信用交易已有 10259.49 吨，其中包括成
都市“碳惠天府”机制碳减排量 8127.31 吨，吸引了各类企业、机构和个人参与交易。企
业应当熟悉不同类型的自愿碳市场产品并为碳资产管理制定规划。

图 15  部分企业未开展低碳项目的原因
问题：贵公司为何未开展低碳项目？

缺乏外部监管和内部意识。70% 的尚未开展低碳项目的企业不是强制碳市场参与者，所
以表示不需要低碳转型规划或行动。68% 的尚未开展低碳项目的企业宣称经营活动不包
括高排放环节，不过这有可能是由于企业缺乏对碳排放活动的全面理解。例如，TMT 行
业和零售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并非高排放来源，但 TMT 的数据中心和零售业的供应链都
是高排放来源。因此，针对具体产业制定明确的监管规定和指导意见是有必要的，例如
TMT 行业的碳审计指导意见应当涵盖企业数据中心的排放，指导企业完成低碳转型。

缺乏供应链的共同行动。供应链上游和下游企业的合作质量也影响着企业的低碳转型项目。
从产业类型看，40% 的工业产品制造企业认为共同行动很重要，TMT 行业和零售与消费
业企业也有类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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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威已经加入 RE100 使用 100% 可再生能源电力，并且通过 SBTi 认证，立志于在 2025 年前将温室
气体排放较 2017 年减少 25%，承诺覆盖所有范围一、范围二、范围三。由于百威自身碳排远不及
上下游范围三的排放量，从 2020 年开始推进供应链可持续发展，协同合作伙伴开展多个低碳减排。 

清洁能源工厂：百威在亚太地区的多个工厂开展了分布式光伏项目，并在部分工厂搭配建设储能系
统，提高可再生电力使用率。2018 年起，百威开展其智慧低碳工厂可再生能源部署，先后在福建莆田、
广东佛山等地建立分布式光伏项目。百威在四川资阳工厂引入绿电购买，实现了中国首个“100%
使用可再生电力生产”的工厂。计到 2021 年年底，百威亚太将累计完成 11 家工厂光伏板的安装。
同时，百威积极为供应商开展宣讲和培训活动，百威亚太最大的玻璃瓶供应商——广东华兴玻璃，
在百威的影响下实施了该公司第一个分布式光伏项目，减少了啤酒饮料等玻璃瓶包装的碳排放。 

绿色物流：百威从 2014 年起以低能耗仓储、低碳运输、高效的供应链计划为重点，投入使用 200
多辆绿色车辆，包括液化天然气、氢能源卡车等。百威使用的新能源车辆也会推荐给经销商使用，
降低间接碳排放。此外， 2021 年 4 月，佛山工厂应用第一期分布式储能系统，对 120 吨废旧电池
实现再利用，在为啤酒工厂提供电力的同时，为电动重卡功能，实现可再生电力的闭环，使汽车电
池的生命周期延长 5 年以上。 

可持续供应链创新 : 百威启动“100+ 加速器”计划，联合可口可乐、联合利华等消费品公司，为
供应链的可持续创新提供资金和试点，投资可持续供应链初创公司。百威亚太也推出了本地的创新
中心，以赋能协助百威在亚太地区解决可持续发展挑战的企业家。其中的新创企业，包括上述佛山
工厂回收利用电动汽车退役电池储能的上海誉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皆与百威开展深度合作。

百威是全球领先的啤酒酿造商、全球五大消费品公司之
一，总部位于比利时，旗下经营超过 500 个啤酒品牌，
在中国十几个省拥有 35 家世界级啤酒厂。2021 年，百
威在中国应用可再生电力 12017 万度，减碳 84120 吨，
并承诺武汉工厂将于 2021 年年底前成为百威全球首家碳
中和工厂。

协同合作伙伴共同实现低碳转型

在制定低碳减排目标时，企业往往面临上下游积极性不足，带来高额范围三排放的挑战。因此，根
据企业生产经营特性，尤其是制造业等行业，需要上下游合作伙伴承担起相应责任。企业首先应该
身体力行，通过部署新能源、购买绿电等方式降低直接碳排。在此基础上，企业应该积极影响供应
链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意识培养、协同合作的方式，建立共赢的伙伴关系，带动上下游共建绿色供
应链。 

百威控股亚太 
引领低碳转型，带动可持续供应链发展

机构简介 优先关注目标

实践亮点

实 践 案 例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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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最受欢迎的公共政策：具体产业的指导意见和财政补贴

大部分受访企业表示，针对具体产业的指导意见和财政补贴是最受欢迎的低碳转型公共
政策（见图 16）。

百威的可持续创新理念，旨在建立一个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不仅在产业链上创造价值，
帮助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且还有助市场上创新解决方案的加速开发，以促进整个社会的
环境和社区的福祉。

企业需要针对具体产业且明确的低碳转型指导意见。例如，对于 TMT 的数据中心和工业
产品制造业的生产流程，应当制定有针对性的专门指导意见，确立排放水平标准。企业还
需要碳排放计算方面的产业指导意见，以便雇员理解、监测并管理碳数据。

企业偏好鼓励碳行动的财政政策，例如，对完成显著减排的企业给予财政激励措施或税收
返还。以非传统高排放产业为例，支持性财政政策将鼓励技术创新或项目成果进一步探索
并发展减排实践。

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标准化也将有助于企业开展低碳项目。排放权交易的强制市场和自愿市
场的改善将促进更多企业参与其中。

45% 的受访企业期待政府出台更多扶持性的货币政策措施，支持减排项目融资。

图 16  企业认为重要的低碳转型公共政策
问题：哪些公共政策对于贵公司的低碳转型来说是关键的？

分行业低碳
措施指引

针对低碳
技术提供
财务激励

出台
行业政策

出台财政
补贴激励
低碳行为

出台
碳交易规范

出台融资
政策支持

减排

优化碳排
放权交易

体系

降低绿色企业
融资成本的

绿色信贷政策

分行业
碳盘查指引

对重点
减碳企业

提供财务激励 优化自愿
碳市场

针对
减排项目的

优惠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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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5. 建议

面向未来的企业应当在致力于实现可持续成果的同时追求商业成功，并使利益相关方受
益。这些企业通过将可持续发展融入自身的总体战略，认识到企业未来的成功取决于是否能
为世界带来积极影响。为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在机构层面识别潜在的机遇与风险，中
国企业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理解不同产业面临的具体挑战与机遇。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挑战会对不同产业造成
不同影响。企业必须识别所在产业中与 SDGs 相关的趋势和挑战，以更好理解潜在痛点。
有了这些知识，企业能够识别与 SDGs 相关的经营活动，并针对供应链中断、健康和
劳动力问题、气候危机等潜在风险制定适应性措施，助力企业的长期成功。

采用最佳实践，防范潜在风险。尽管企业目前实施 SDG 项目的主要障碍是行业指导意
见的缺失，企业依然可以学习借鉴现有的最佳实践。通过对标先进范例，企业能更好
地理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并更好地落实有影响力、有效且相关的 SDGs 行动。
为适应潜在的政策风险，企业可以参考更发达地区的政策趋势，将自身的 SDGs 实践
与这些地区的政策对标（例如《欧盟绿色新政》35）。

提高人力资源和管理能力。随着外部环境的持续变化，企业要获得长期成功，必须积
极主动开展 SDGs 相关行动。公司必须不懈努力，建立自上而下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管
理体系，将企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保持一致，并明确监测目标。与此同时，需要提高
企业领导层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以及招募可持续发展专门人才。

与战略伙伴合作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虽然产业内部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SDGs 实践，
同一产业的企业应当携手合作、共享资源并改进现有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此类伙伴关
系还可以延伸至产业间合作，如连接价值链上下游的项目，形成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乃至循环经济体系。

5.1 确保商业活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的关键建议

5.2 步骤指南

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企业需认识到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密不可
分；投资人和消费者都正在将资本和资源再分配给更具可持续性的产品和服务。36因此，为
成功融合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应当充分利用内部及外部工具包来重新审视自身的经营活动
及定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标准》为所有企业落实SDGs提供了
框架（见图17）。37调研结果也表明该标准是最具知名度的可持续性项目。《可持续发展目

36



走向零碳：在华企业可持续发展行动

5.2.1 战略：阐明可持续发展宏观原则，将 SDG 融入企业决策的过程

确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愿景和战略。由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可调动的资源具有
多样性，因此不同产业的企业适宜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因此，必须在全
公司形成共识，发掘 SDGs 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并将可持续发展的使命和愿景融入企
业的发展战略之中。

制定符合企业战略、务实的影响力目标，落实企业领导层的核心行动。企业的 SDG 影
响力目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 与公司的目的、愿景和战略保持一致；
• 既务实又具有雄心；
• 与企业的经营活动、所在产业、价值链和利益相关方相关。

依据上述标准，公司领导层应当制定量化目标，任命专职团队，考察企业实践的现状，
保障SDGs行动的落实。

在实现低碳目标方面，企业应当采取科学方法开展碳资产管理，企业领导层应当推动
相关团队开展战略制定工作。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探索低碳发展和落实净零承诺的道路，38

当务之急仍然是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不同项目（见文本4）中应用不同的减排方法（见图
18）。39

“科学碳目标”（SBTi）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碳披露项目（CDP）、世

图 17  企业 SDG 影响标准

宏观原则
保障企业活动和投资对

人类和地球产生积极影响

决策框架
将可持续经营和对 SDG 的积极贡献融入企业

内部决策之中，遵循宏观原则并使用统一语言和方法

SDG 影响力标准
- 债券发行人
- 企业
- 私募股权基金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可持续发展融资影响力标准
- 发展融资

战略 管理方法 治理透明度

影响力管理工具
指标、分类、估值模型、基准测试工具

及其他工具与框架

外部披露
披露企业如何将可持续经营和自身

对 SDG 的积极贡献融入决策
并向外部利益相关方报告企业绩效

标影响力标准》围绕内部决策，确立了
最佳实践的标准，旨在改变企业和投资
人对价值创造的认知方式 ，将影响力
管理融入企业的战略、管理方法、 披
露和治理实践，最终为推动SDGs落实
做出积极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标准》
从战略、管理方法、透明度和治理等四
大相互关联的主题出发，有助于将影响
力管理的宏观原则落到实处，为企业正
确衡量并管理影响力提供指导。该标准
协助企业关注重大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从而集中精力与资源实现企业对SDGs
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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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碳资产管理在企业的低碳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碳资产管理涵盖强制和
自愿碳市场交易以及减碳产品等与碳排放许可相关的一系列资产的管理。高质量的碳排放数
据、碳技术的投资与开发、均衡的碳排放交易权市场机制是企业碳资产管理的关键所在。40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SBTi并承诺实现净零碳目标，企业可以通过碳资产管理实现
以下目标：

改善企业碳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提高企业应用低碳技术的管理能力和决策标准；
积累企业的碳排放权交易经验。

图 18  企业落实净零碳目标的路径

界自然基金会（WWF）和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发起的一项共同倡议，旨在指导企业制定
符合“2℃温控目标”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图18展示了一家公司的样本路径，这家公司承
诺2025年实现净零碳，预计排放量在2019年基础上减少50%。按照这一情境，该公司减少
整体排放，购买排放抵消产品，投资碳移除项目，以实现2025年净零碳目标。

年排放量（吨） 累计排放量（吨）

文本 4  不同时间跨度的相关实践

短期：企业通过绿色能源交易消除当前碳排放。企业可以选择 RE100 倡议等相关的可持续性项目，用
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例如，能源技术企业力宇集团一直在内部践行节能环保并开展温室气体减
排项目。企业还可以利用天然气、煤气、生物质燃气，让发电过程更加绿色清洁。

中期：企业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其他核证减排项目抵消碳排放。例如，正和恒生态是一家提供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中国企业，已完成多个生态系统恢复项目，通过恢复湿地、建立生态走廊促进
碳捕获。

长期：企业投资碳捕获和碳移除项目，减少日常运营产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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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管理：运用 SDG 评估工具进行影响力评估

运用专业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框架并引领全公司范围内的合作。合理的管理框架能促进高
效切实的企业SDG融合行动。详细的框架有助于公司的行政管理部门协调不同业务部门，共
同实现企业可持续性目标。企业要充分完成SDG融合，就必须动员每一位成员积极参与。通
过应用SDG评估工具，企业可以理解SDG的作用，对SDG在企业经营中的影响力进行量化评
估。

文本 5  “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

“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旨在协助企业制定符合《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SBTi 描述并推广制定
科学碳目标方面的最佳实践，为减少最佳实践的应用壁垒提供资源和指导，并对企业制定的目标开展
独立评估和审批。目前，SBTi 提供短期和中期减排目标（5—15 年）的制定方法。截至 2021 年，已
有来自全球 60 个国家的 1000 多个组织加入 SBTi，响应对企业气候行动日益紧迫的要求。

SBTi 受到企业欢迎的原因如下。

覆盖产业范围广
SBTi 官方网站提供 15 个主要产业的企业减排专门指导手册，覆盖铝业、林业、土地和农业、能源、化工、
服装鞋业、信息通信技术等产业，并且正在制定针对其他产业的专门指导手册。

提供关于碳目标自我修订和公众承诺的明确指导
SBTi 为企业提供一系列明确指导，涵盖提交碳目标、制定减碳路线图、提交修改后的科学碳目标、与
利益相关方沟通、进行年度披露等方面。通过指导企业完成整个申请流程，SBTi 能全面理解企业的低
碳行动并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弥补企业的减排能力缺口。

39



建议

SDG 行 动 管 理 平 台（SDG AM） 是
一个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发起的影响
力管理在线平台，协助企业评估其经营、
供应链管理、商业模式的 SDG 绩效。平
台还为企业反思和改善 SDG 绩效提供风
险评估、可持续发展管理标杆和建议。
该平台结合了共益实验室（B Lab）的共
益影响力评估 42（BIA）、联合国全球契
约组织十项原则和 17 个 SDGs，通过动
态自我评估、标杆管理和自我改进等措
施，促进有意义的商业行动。

企业可以使用免费在线评估工具对
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绩效进行量化评估，
找到最相关的 SDG，理解并分享自身对
SDG 的影响，设立目标并追踪 SDG 绩效
改善进程。

SDG 行动管理平台始于一项基线调查，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十项原则为基础，涵盖以人
为本、劳动行为、环境管理、良好治理等广泛主题，有助于企业从自身情况出发充分认识并优先
考虑最相关的 SDG。

找到与企业最相关的 SDG 后，平台将进一步评估企业落实这些 SDG 的进程，并就企业如何
促进这些 SDG 的落实提供建议。

调查完成后，SDG 行动管理平台将提供一份 SDG 绩效报告、一份书签报告和一份改善报告，
按不同细分主题对企业 SDG 绩效进行考察，为企业识别优势领域和改善绩效的机遇提供建议。

工具包：SDG 行动管理平台 41

5.2.3 透明度：运用公认披露框架开展 SDG 影响力传播

44.4%的受访企业由于缺乏披露知识或激励措施，所以尚未公开报告其SDG项目。企业
透明度是所有利益相关方了解企业可持续发展现状的主要途径，因此其重要性与日俱增。运
用公认的披露框架有助于企业对其SDG影响力进行专业报告，也使利益相关方得以比较不同
企业的SDG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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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财务披露框架为指导公司进行SDG披露提供了必要知识。

工具包：非财务披露框架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提供气候相关
财务披露建议，协助公司披露信息，以促进资本分配。50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标准是关于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力的公开报告
标准。基于 GRI 标准的可持续性报告围绕组织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提供相关信息。43

国际标准化组织包括一系列国际环境管理标准、指南和技术报告，适用
于不同产业、不同规模的各类组织。其中普及度最高的是为环境管理体系提供
指导意见的 ISO 14001 标准。45

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是一整套全球适用、按产业划分的标准，
指出行业典型企业中最核心的财务相关重大可持续发展主题及其相关指标。46

综合报告可以透过金融及非金融数据评估当前运营模式对未来收益的影响，从而勾勒出未
来公司潜在收益的框架。该组织的一系列信息，包括战略及运营模式，历史表现和可持续发展
实践都在报告中有所体现。44

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提供环境信息的披露框架，通过
主流公司披露，为投资人提供有助于决策的环境信息并促进资本的
高效分配。47

CDP 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采用独立评分方法，衡量企业在气
候变化、水资源安全和森林方面的影响，协助公司识别相关机遇与
风险。CDP 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要求企业每年进行披露。49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信息披露建议借鉴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
作组、综合报告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相关信息并与其保持一致。该项披露主
要分为 4 个主题：治理、战略、管理方法和表现及目标。基于此项报告，企
业可以评估自身可持续发展实践，以及受到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和群体，并预
测长期价值创造。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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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欧洲绿色新政》解读及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NCSC, accessed Oct 10, 2021, http://www.ncsc.org.cn/yjcg/
zlyj/202105/P0202105265532308132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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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碳资产白皮书》，PwC, accessed Oct 10, 2021, https://www.pwccn.com/zh/sustainability-and-climate-change/
white-paper-on-carbon-assets-sep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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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man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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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 CDSB, accessed Nov 03, 2021, https://www.cdsb.net/
48. “SDG Impact Standards Mapping Document”, SDG Impact, UNDP, accessed Nov 03, 2021, https://sdgimpact.u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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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Official Website of CDP, accessed Nov 03, 2021, https://www.cdp.ne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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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治理：通过公司治理实践强化可持续发展 

稳健的治理实践对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不可或缺。企业管理部门应当对构建良
好可持续发展架构的一系列关键领域开展积极监督。

培养积极响应SDGs的企业文化、促使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协调企业的影响力成果和
财务可持续性等都是关键领域。

企业管理部门本身应当对解决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负责，并主导组织制定其可持续发展
和影响力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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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受访企业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相比第一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对消费者和市
场趋势更加敏感，可能导致这类企业更关注可持续发展（见图20）。

受访企业中大型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比例较高（见图21）。

6. 附录
本报告的调研方法包括于2021年6月至7月分发的综合调查问卷、后续采访及案例研

究。对样本进行初步数据分析后，依据“3A”标准，基于企业的问卷回复，列出采访对象清
单。117份问卷样本中的12家企业接受了一系列目标导向的后续采访并参与专题小组讨论。
本报告探讨中国企业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管理实践、在“30-60”双碳目标下探索低碳转
型之路的经验和挑战。

问卷调研

问卷包含44个问题，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普华永
道及中国国际商会在线分发。问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涵盖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问题，另一
部分涵盖企业碳行动相关问题，其中可持续发展目标部分的问题与2019年的基线调研问卷
保持高度一致。

问卷调查结果所体现的企业代表性可能存在偏差，原因如下。

超过40%的企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其附属组织有联系，使得受访企业普遍对可持续
发展持十分积极的态度。

图 19  调研报告分发情况
问题：贵公司是由以下哪个组织获得问卷信息的？

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
全球契约组织 中国国际商会普华永道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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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受访企业产业类型分布
问题：贵公司所属产业？

图 21  受访企业类型分布
问题：贵公司属于哪种类型的企业？

图 22  受访企业挑选标准

采访与案例研究

为 进 一 步 考 察 中 国 企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进 程 ， 研 究 人 员 对 1 1 家 在 调 查 中 表 现 突 出
的企业进行后续采访。受访企业的选择遵循“3A”标准，即企业必须同时具有意识
（Awareness）、行动（Action）和雄心（Ambition）。“意识”指企业通过社会、环境与
治理（ESG）报告通报其在公共领域的SDG相关进展；“行动”指企业已取得切实成果，如
具有积极的SDG影响力及开展减碳项目等；“雄心”指企业将SDG纳入战略规划。所选企业
均符合“3A”标准（见图22）且在三年内没有发生公共丑闻。随后受访企业在采访中分享
了各自开展SDG的领先实践经验。

后续采访从相关性、专业性和愿景等三方面对企业进行独立评分。“相关性”考察受
访企业的高管是否能明确详细地阐述其工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或低碳发展的相关性。“专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民营企业

社会企业 合资企业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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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考察受访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开展低碳转型的方法是否具有可量化的影响。“愿
景”考察受访企业在内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低碳发展时是否具备战略前瞻意识。受访企
业得分越高，越有可能入选本报告的研究案例。

依据上述标准，其中一些企业入选深度案例研究。案例研究还包含调查问卷结果数据的
直观图解。

潜在局限性

本报告可能具有以下局限性。

调查问卷在在线调查平台“问卷星”上发布并通过四家机构分发给企业。这可能导致企
业的数量和种类具有局限性。

此外，参加此次调查的117家在华企业中有一小部分参加过2019年的基线调研，但大部
分企业都是第一次参与调研。这可能会影响两期报告部分数据的可比性。

调查问卷和后续采访主要基于受访者对其公司的理解。受访者囿于各自所处职位或业务
线，可能无法完全代表其公司。同时，受访者对其公司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自我评估也可能存
在偏见。

为克服上述局限性，避免潜在的主观偏见，本报告已进行相应的调整。本报告在撰写过
程中还参考了公共领域数据、第三方审核和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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