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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SR Forum

由《WTO 经济导刊》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将于

2016 年 6 月 6 日至 7 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球的 CSR 同仁将共飨“责任

创新 驱动发展”的饕餮盛宴。

2016 年企业社会责任进入了一个新的十年，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成

为全球发展的潮流，人类对于过往发展模式的展开思考，工业文明创造的全

球经济繁荣下，无法遮掩的是环境和社会问题的突显。摆脱旧的经济发展模

式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走出了一条蓬勃的发展之路。在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时代，创新的

市场机遇面前企业社会责任又将如何创新路径引领时代的思想和经济发展

呢？本届论坛将回顾“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在华十年进程，

并聚焦金蜜蜂 2020 倡议发布六周年。论坛将同期发布《2015 年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实践基准报告》，发布“2015 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

揭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发展现状及趋势；并发布“2015 金蜜蜂企业社

会责任·中国榜”，树立企业社会责任先锋榜样。

I.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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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SR Forum

II. 会议议程
注： 1、以当天执行议程为准；

        2、会场提供中英文同声传译

六月六日

9:30-11:30

14:00-15:30

时间 地点 议程

景 阁 大 宴

会厅 A 厅

景 阁 大 宴

会厅 A 厅

金蜜蜂 2020 联席会（成员单位闭门会议）

随着共同发起方的不断努力“金蜜蜂 2020”已成为中国社会

责任理念传播与实践推广的重要平台，正在引领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实践迈向更系统，更深入、更高效的崭新阶段。今年，又

将有 2 家标杆企业加入进来，共同助力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主持人：

陈伟征   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事会秘书长 

欢迎致辞：

关志华   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事会理事长 

主题汇报：2015 年度工作总结及 2016-2017 年度行动建议

殷格非    WTO 经济导刊副社长

主题研讨：“金蜜蜂 2020 倡议”发起企业 2016-2017 行动

计划

全体与会人员

总结 

分论坛一： 可持续发展投资回报 : 重新定义投资的价值

联合主办：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可持

续发展网络（EMM）

企业投资可持续发展项目是否真的能获得可观的回报？如何进

行衡量？本论坛向你介绍计算可持续投资回报的工具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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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5:50

14:00-15:30
景 阁 大 宴

会厅 A 厅

主持人

程多生   中国企业联合会创新工作部主任

致辞  

Philipp J. Kruschel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新兴市场跨

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网络执行主任

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 1：企业社会责任是成本还是投资？

殷格非    WTO 经济导刊副社长

主题发言 2：可持续发展投资回报评估 

郭沛源   商道纵横总经理

研讨环节 

1. Philipp J. Kruschel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可

持续发展网络项目主任

2. 俞建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一部主任

3. 徐秀玲   宜信公司高级副总裁

4. 周依亭   复星医药集团品牌与公众传播部总经理兼新闻发言人

5. 高宝玉 新加坡金鹰集团中国区可持续发展高级经理

问答环节 

茶歇及观展

 

分论坛二：企业社会责任与儿童权利保护

联合主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童这个企业的特殊利益相关方在很多时候总是被忽略，且常

常受伤害。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企

业日益认识到应在其运营、产品和营销实践中承担起促进儿童

权利的责任，而由此带来的回报也令企业获益颇丰。企业应该

怎么做才能承担起保护儿童权利的责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WTO 经济导刊》邀您一起来探讨。

主持人：

林波    WTO 经济导刊副主编 

15:50-17:20
景 阁 大 宴

会厅 A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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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7:20

14:00-17:20

景 阁 大 宴

会厅 A 厅

景 阁 大 宴

会厅 B 厅

致辞： 

Shantha Bloemen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新闻与合

作处处长

主题发言：保护儿童权益是每个企业的责任

Michael Copping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南亚地区、东亚及太平洋   

地区企业合作高级项目官  

研讨环节：  

1.  Michael Copping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南亚地区、东亚及太  

平洋地区企业合作高级项目官

2.  Ines Kaempfer  瑞联稚博执行董事

3.  张晶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对外事务副总裁

4.  古丽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与品牌部副总经理

5.  彭翔    安利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问答环节 

总结  

分论坛三： 第十四届中欧企业社会责任圆桌论坛 【有同传】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与 “十三五”规划催化可持续性供应链 

联合主办：商界社会责任倡议 (BSCI)– 欧洲对外贸易协会

（FTA）

 2015 巴 黎 气 候 变 化 大 会 做 出 了 2020 全 球 承 诺， 中 国 在

“十三五”计划中也明确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这都将成为

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推动力，促进供应链的可持续生产

和战略升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外需求。本论坛旨在分析全

球市场挑战给可持续性供应链带来的启示，分享如何将强制性

目标转化为可行计划的实践。

主持人

于志宏   WTO 经济导刊社长兼主编  

致辞

郭秀明   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副巡视员    

Christian Ewert    欧洲对外贸易协会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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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7:20
景 阁 大 宴

会厅 B 厅

主题发言

1：如何开展供应链能力建设——来自汽车行业的经验

Stefan Crets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总干事

2.   浙江制造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李丹   浙江省经济信息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

3：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驱动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

钱国强   中碳创投战略总监

4：探索 CSR 的商业逻辑，推动市场导向的可持续供应链

周国银   华为企业社会责任高级经理

问答环节    

研讨环节   

1. 孙立会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联络部主任

2. 钱国强   中碳创投战略总监

3. Christine Zwahlen  Migros   香港有限公司企业可持续发

     展经理

4. 周国银   华为企业社会责任高级经理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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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30

15:30-15:50

景 阁 大 宴

会厅 C 厅

分论坛四： 生物多样性与绿色发展——企业的责任与机遇  

合作伙伴： 娇韵诗化妆品 ( 上海 ) 有限公司

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为更多人所认知

和认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将其作重要

议题写进十三五规划建议绿色发展章节中。企业对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及依赖程度不可被低估，不管是应对外部利益相关方诉

求，还是考虑自身发展，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成为更多企业

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课题。

主持人：

管竹笋   责扬天下常务副总经理 

主题发言 1. 生物多样性与绿色发展——企业的责任与机遇

“中国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和行动框架（CBPF）项目”项目

代表

主题发言 2：中国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  

李翰颖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宣传教育专业委员会执

行委员

案例分享： 云南“美丽种籽”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

高  嵩    娇韵诗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研讨环节 

主持人：管竹笋    责扬天下常务副总经理

研讨嘉宾：

1. “中国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和行动框架（CBPF）项目”项目

     代表

2. 李翰颖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宣传教育专业委员会执

                     行委员 

3. 泉茂伸   大金空调（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4. 高    嵩   娇韵诗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5. 李    翀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环境保护处副处长 

6. 靳春 鹏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外联部副主任

茶歇及观展

时间 地点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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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7:20
景 阁 大 宴

会厅 C 厅

分论坛五： 商业与人权蓝图——将人权理念植入公司管理  

联合主办：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

2012 年，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发起了商业与人权蓝图项目，

阐述了人权议题对公司管理的积极意义，并在执行过程中为企

业提供操作支持。该项目的重点关注领域是如何有效地将人权

观念植入企业人力资源、采购、风险管理 / 审计等重点职能部门。

本次论坛将分享该蓝图所收录的欧洲及中国企业践行人权理念

的优秀案例。

主持人：

张峻峰   金蜜蜂专家委员会专家 

致辞

殷格非    WTO 经济导刊副社长  

主题发言 :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Blueprint 商

业与人权蓝图

Alice Pedretti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项目经理      

商业与人权蓝图（中英文版）发布仪式     

研讨环节  

主持人：

Alice Pedretti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项目经理

研讨嘉宾：

1. 张峻峰    金蜜蜂专家委员会专家

2. Alex Wang    法国电信集团采购与供应链高级副总裁

3. 高   宇     雀巢（中国）公共事务部总监

4. 赵秀富    中国铝业公司企业改革发展部副主任

5. 贾宏伟    TÜV NORD 中国高级专家

互动环节 

总结 

张峻峰   金蜜蜂专家委员会专家

时间 地点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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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20:30
景 阁 大 宴

会厅

金蜜蜂之夜晚宴
联合主办方：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  

“金蜜蜂之夜”是历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的核心环节，

是国内外知名企业、政府机构、CSR 领域专家和 NGO 机构等

多方人士近距离接触、面对面沟通的平台，又是一场轻松愉悦

的盛宴，旨在让参与活动的各界人士都能感受到企业社会责任

的力量。

主题发言：浦东新区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及发展情况介绍

于志宏     WTO 经济导刊社长兼主编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报告 2015》及《上

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报告 2015》揭牌仪式

主题发言 1： 

吴  海    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委员会党委书记

主题发言 2:  

嵇晨清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主题发言 3: 

孙永强   上海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浦东                       

               新区企业责任办公室主任

晚宴交流（19:00-20:30）

时间 地点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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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七日

08:30-9:50

9:50-10:20

时间 地点 议程

新 阁 大 宴

会厅

新 阁 大 宴

会厅

开幕式：       

主持人：于志宏 WTO 经济导刊社长兼主编

1、会议安全提示

2、会议可持续性管理介绍

3、致谢全体合作机构

4、本届论坛概貌

主题论坛一 ： 全球 CSR 进展与趋势论坛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CSR 不再是一个企业的单独行为，

而是全球企业的共同责任；CSR 也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单独行

为，而是一种世界潮流和趋势。本论坛秉承国际化平台特色，

聚焦全球 CSR 最新进展，与您共同分享。

主题发言 1：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最新进展与发展趋势   

殷格非   WTO 经济导刊副社长       

主题发言 2：欧洲企业社会责任最新进展与发展趋势   

Stefan Crets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总干事 

主题发言 3：美国企业社会责任最新进展与发展趋势    

冉毅波   SHRM（中国）董事总经理              

主题发言 4：日本企业社会责任最新进展与发展趋势    

关正雄   日本企业市民协议会指导委员会主席                    

主题发言 5：政府如何推动创新可持续商业             

Lars Nybom   瑞典国家创新署交通与环境处经理

主题论坛二：创新与发展—金蜜蜂 2020 发起仪式 

金蜜蜂 2020 通过一致的责任理念和创新性的行动模式，形成

规模效应，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持续深入发展。本论坛上，

金蜜蜂 2020 企业又迎来了新的发起方，大家共聚一堂共同探

讨如扩大规模效应，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共同

筑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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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10:20

10:40-12:10

10:20-10:40

景 阁 大 宴

会厅

景 阁 大 宴

会厅

主持人  

关志华   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事会理事长

殷格非    WTO 经济导刊副社长

新议题发起企业代表发言：

低碳 -- 协同创新解决白色污染

曾  聪    广州石头造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可持续城市 -- 让城市更美好

殷  娜   北控集团研究室主任

新倡议方加入 2020 仪式

金蜜蜂 2030 宣言发布

茶歇及观展

平行论坛一：青年 • 未来  

联合主办：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 

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变化，青年人

面临的职业选择与十年前相比有许多不同。2015 年发起的欧洲

青年公约，旨在号召企业在欧洲青年人就业、提供技能培训和

发展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下，

中国企业又应该从哪些方面支持创新与发展？这些问题将会在

本论坛上得到解答。

主持人

代奕波   责扬天下副总经理

致辞

Stefan Crets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总干事  

主题发言：欧洲如何通过技能、商业和教育伙伴关系促进青年

就业

BojanPavlek   欧盟驻中国及蒙古国代表团贸易处一等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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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2:10
新 阁 大 宴

会厅 A 厅

研讨环节

1. 崔复秋   星巴克中国副总裁

2. 李    玲   SAP 大中华区企业事务副总裁

3. Jacques Spelkens   法国 Engie 集团企业社会责任荷比卢  

                                        负责人

4. 杨钟仁   英特尔中国首席责任官

5. 邬敏雯   复星集团品牌市场发展部 总监兼欧洲区域总部里斯

                     本首代助理

6. 金哲霆   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商务总经理        

讨论与总结

平行论坛二：协同创新应对城市发展问题

联合主办：广州石头造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技金融促进会

城市化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近些年来，随

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许多城市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

问题、资源问题和交通拥堵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政府和公

众都有很强意愿去解决，但尚缺少有效的思路和方法。本论坛

将邀请代表性政府代表、企业代表和专家，共同探讨协同创新

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问题。

主持人

于志宏   WTO 经济导刊社长兼主编

致辞：

欧阳滨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科技金融处处长

主题发言

曾   聪    广州石头造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0:40-12:10
景 阁 大 宴

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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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2:10

14:00-15:30

12:10-14:00

新 阁 大 宴

会厅 A 厅

新 阁 大 宴

会厅 A 厅

会展中心

研讨环节

1. 薛达元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2. 翟利峰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副主任

3. 曾    聪    广州石头造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4. 杨    波     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滴滴出行）  政府事务总监 

午餐

平行论坛三 ： 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中的能源挑战

联合主办：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伊顿公司

面临快速城市化催生的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联合国

2030“可持续化城市”建设目标倡导走一条健康、可持续的城

市化道路。企业积极从专业优势出发，创新发展清洁能源，优

化城市能源结构。本论坛将邀请众多关注中国城市可持续建设

的代表，如何用绿色低碳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

于志宏    WTO 经济导刊 社长兼主编

主题发言

1. 曹   重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 肖   丹     伊顿公司亚太区企业传播总监  

研讨环节 

1. 曹   重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 肖   丹     伊顿公司亚太区企业传播总监

3. 胡建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绿色低 

                   碳官

4. 寿国辉    苹果公司环境事务部亚太区总监       

5. 冯    军    北京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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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30
新 阁 大 宴

会厅 B 厅

平行论坛四：企业社会责任与公众透明度

联合主办：中国南方电网公司

企业透明度水平是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

融入、多方参与、共享成果的社会责任沟通 3.0 时代，如何

更有效率的开展公众沟通，让利益相关方多维度、多形式的

获取企业信息，通过透明的公众沟通取得利益相关方认同成

为企业发展新课题。本论坛将从多个维度深度聚焦企业公众

透明度提升路径，为企业深化公众参与提供新思路。

主持人：

陈    锋   国资委研究局一处处长

主题发言 1：

杨东宁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题发言 2：

管竹笋   责扬天下常务副总经理 

案例分享  

何晓冬   广州供电局企管部主任

研讨环节

1. 周泉生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新闻办品牌处处长

2. 刘心放   国家电网公司社会责任处处长

3. 何晓冬   广州供电局企管部主任

4. 左    跃    中国核电品牌宣传、公众沟通及社会责任 高级经理

5. 吴福顺   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总监 

6. 裴   蓓   亚什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区企业传播与     

                  政府关系总监

时间 地点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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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30

15:30-16:10

新 阁 大 宴

会厅 C 厅

平行论坛五：金蜜蜂企业与责任竞争力最佳实践 

“金蜜蜂企业”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创新者、领跑者。

它们将自身的专业优势与环境、社会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

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形成负

责任的、可持续的竞争力。本论坛上，众多“金蜜蜂企业”

再次齐聚一堂，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管理运营相融合的思路

与方法，分享责任价值。

主持人：

殷格非     WTO 经济导刊副社长

研讨环节：

阎金平   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徐   俊    杜邦亚太区企业传播事务负责人

陈振宇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 营销部副主任

梁伟娜    IBM 公众事业合作部中国区经理、IBM 国际基金      

               会中国区代表

史    森     世茂集团公益事务高级经理

张健健       闪迪公司 EHS 高级经理

茶歇及观展

时间 地点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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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7:40

17:40-18:20

新 阁 大 宴

会厅 B 厅

新 阁 大 宴

会厅 B 厅

金蜜蜂 CSR 领袖论坛  

金蜜蜂 CSR 领袖论坛是一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

展的思想盛宴，演讲嘉宾来自中外政府机构的知名专家、具

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他们将放眼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和中国

的发展，结合先进企业最佳实践，突出思想性、前瞻性，分

享对于企业推进社会责任价值的战略性思考。

主持人：

于志宏    WTO 经济导刊社长兼主编

主题发言 1 

Stefan Crets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总干事

主题发言 2      

宋志平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

主题发言 3  

钱明诚   朗盛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主题发言 4      

张伟亮   海航集团运营总裁

2015“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 • 中国榜”发布典礼

主办：WTO 经济导刊

1、金蜜蜂战略合作伙伴及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事会

      新成员授牌仪式

2、发布 2015“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 • 中国榜”

时间 地点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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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蜜蜂全媒体
GoldenBee Omnimedia

苹果公司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瑞典驻华大使馆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合作媒体 视觉支持全媒体传播

主办  

“金蜜蜂”创意人、创始伙伴

“金蜜蜂”战略合作伙伴

专业支持   

WTO 经济导刊

中德贸易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行为规范项目

责扬天下（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责扬传播

联合主办  

协办单位  

支持机构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 日本企业市民协议会 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 

欧洲对外贸易协会（FTA）

Ⅲ .“第十一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介绍

1.“第十一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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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榜单设置

金蜜蜂·领袖型企业

金蜜蜂·成长型企业

金蜜蜂·永续发展奖

金蜜蜂·责任采购奖

金蜜蜂·员工关爱奖

金蜜蜂·生态文明奖

金蜜蜂·和谐贡献奖

金蜜蜂·客户至上奖

金蜜蜂·海外履责奖

金蜜蜂企业

金蜜蜂·入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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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专家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程多生：中国企业联合会创新工作部主任

崔生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陈元桥：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社会责任特别工作组秘书长，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

郭秀明：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副巡视员

韩    斌：联合国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执行主任

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刘卫华：企业公民委员会总干事

梁晓晖：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社会责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博士

钱小军：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冉毅波：人力资源管理协会（SHRM）中国首席代表博士

薛达元：中央民族大学教授，“985 工程”生态环境平台首席科学家

夏    光：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杨东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于志宏：《WTO 经济导刊》社长兼主编

殷格非：《WTO 经济导刊》副社长 国际 ISO 26000 PPO 专家

钟宏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张峻峰：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翟    齐：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CBCSD） 副秘书长

郑若娟：厦门大学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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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嘉宾介绍

程多生

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创新工作部主任

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长期从事国际劳工

问题、劳动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曾参与中央有关部门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联合调研、《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与相关国际规范符合性技术评价

研究》等重大调研和课题。

（按论坛及发言顺序排列）

Philipp J. KRUSCHEL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网络
执行主任

2009 年加入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先后负责多个全球发展合作项目。此前曾

先后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双边或多边国际

机构管理发展合作项目，在国际合作、政策倡导、公共私营机构合作等领域

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

郭沛源 

商道纵横总经理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长期关注企业社

会责任（CSR）和社会责任投资（CSI）的研究与发展，具有丰富的咨询、

研究和培训经验。郭沛源博士曾为上百家国内外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民

间组织提供服务，并担任多项企业社会责任评选的评委。此外，郭沛源博士

还应邀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授《企业经营与可持续发展》课程，在北

师大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学院讲授《战略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创新》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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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玲

宜信公司 高级副总裁 、培训管理委员会 、社会责任部总监

俞建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一部主任

徐女士现在宜信负责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培训管理相关事务。在徐秀玲

女士的主导下，宜信推出 2011-2012，2013-2014 两本社会责任报告；连续

5 年推出“微金融微动力”小微企业助力计划，带动 200 所高校千余名大学生，

为上万家小微企业提供智力帮扶；她负责的宜农贷的项目至今该项目已经为超

过 5 万名宜信财富客户提供了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并存的公益投资服务。她还

担任“中国公益金融创新计划”联席秘书长。

在 2009 年加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之前，他先后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南京中

心项目研究员（2001-2005）、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

任助理（2005-2007），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顾问（2007-

2008）工作，并于2008年受邀为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

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化与区域发展、农村发展、贫困与不平等、公共财政

政策、人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周依亭

复星医药品牌与公众传播部总经理兼新闻发言人

周依亭女士任职于复星医药集团，是企业品牌与公关负责人、新闻发言人、企

业 CSR 负责人。管理统筹包括母公司（内陆与香港同时上市）在内近十几家

关联公司的品牌与公众传播事务。是中国大陆最早期的财经媒体人，2005 年加

盟复星医药集团至今。她拥有 20 年以上品牌与媒体运营管理、媒介关系管理、

企业文化与社会责任建设的实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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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宝玉

新加坡金鹰集团中国区可持续发展高级经理

负责中国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事务。此前，他先后供职于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法国罗地亚公司、中融投资咨询公司、UNDP 中国环境意识项目、

美国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 (BSR) 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中德 CSR 项目。

高先生曾获得英国赫尔大学 MBA 学位和英国诺丁汉大学 CSR 证书 , 在相关方

沟通、CSR 政策倡导、CSR 战略实施和社区参与方面积累了专业经验。

Michael Copping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南亚地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企业合作高级项目官，驻泰国

曼谷。他的职责是支持儿基会国家办公室在企业合作与伙伴关系方面的工作，

以更好地维护儿童权利。在儿基会任职的 7 年中，他支持了 30 多个欧亚办公

室的企业合作工作。

康莹

瑞联稚博中国执行董事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对外事务副总裁

康莹女士从事企业社会责任、供应链管理和儿童权益工作近 10 年，是这些领域

在中国的专家。自 2014 年起担任瑞联稚博执行董事，她带领团队为供应链利益

相关方开发和实施了一系列项目。康莹女士曾在香港达岸咨询和公平劳动协会日

内瓦和上海办公室任职。

张晶

张晶（Coco Zhang）女士担任玫琳凯中国对外事务副总裁，全面负责玫琳凯

中国的政府事务、媒体事务、企业社会责任与客户服务工作。同时，她作为玫

琳凯中国领导层成员之一，全面参与中国区域各项决策与策略的制定。工作之外，

她担任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静安区分会委员会委员、静安青联副主席，静安区妇

联执行委员会委员，为区域发展和经济建设献计献策。2015 年，张晶被委任为

上海外企社会责任经理人俱乐部秘书长及思盟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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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与品牌部副总经理

安利（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总监
安利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政策法规司副巡视员

古丽 

彭翔

彭翔女士于 2008 年加入安利（中国），目前担任安利（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总监和安利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职务，全面负责安利（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策略

的制定，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策划与管理以及全国各分支机构公益活动的统筹

管理工作。同时，作为安利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彭翔女士全面负责基金会的

日常工作，包括项目管理、品牌传播、捐方服务、筹资与发展及行业合作等。

在任职安利（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期间，彭翔女士完善了安利（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战略，搭建了安利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模型，策划推出了国内环保

教育领域影响最大的公益项目——环保嘉年华，企业连续多年荣获政府最高慈

善奖项“中华慈善奖”，并获得了国内环保领域最高的政府奖项“中华环境奖”。

在她的带领下，安利公益基金会成立五年来，重点公益项目——“春苗营养计划”

荣获了“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基金会也入围“福布斯中国

慈善基金会排行榜”，并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中国慈善组织透明度排行榜”

第四名。

彭翔女士曾就职于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等多家公益组织，在企业社会责任及公

益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郭秀明 

长期从事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指导完成一批企业社会责

任课题和案例研究，推动省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及工业、通信业和信息化

领域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积极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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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德

艾伟德于 2014 年 12 月担任欧洲对外贸易协会（FTA）总干事。欧洲对外贸易

协会是一个由欧洲及国际企业组成的商业领导协会，旨在宣扬自由贸易和可持

续供应链的价值。FTA 联合了超过 1,700 个零售商、进口商、品牌公司和国家

协会，致力以可持续发展方式改善贸易相关的政治和法律框架。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欧洲对外贸易协会为其成员提供两项商业驱动型倡议。商

界社会责任倡议（BSCI）改善工作条件；商界环保绩效倡议（BEPI）支持改

善全球供应链的环保绩效。

就任欧洲对外贸易协会之前，Ewert 先生曾担任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关爱基金

（ICTI CARE Foundation）主席兼行政总裁，致力推动玩具及儿童用品业供

应链各方履行社会责任。在此之前，他还是欧洲首屈一指的玩具制造商德国夏

芙（Zapf creation）首席运营官以及董事会成员，并在一家运营范围覆盖 29

个国家的国际水上运动和冬季运动装备生产经销商：Boards & More Group 

(Mistral and North Sails) 担任首席执行官。

欧洲对外贸易协会（FTA）总干事

Stefan Crets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总干事

Stefan Crets 先生目前担任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总干事。该协会是欧洲企业

和利益相关方在可持续竞争力和社会福利领域的交流合作平台，以促使其成为

欧洲领袖。

他自 2002 年起担任丰田欧洲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为推动丰田的全球

发展开发并实施了新战略。

自 2008 年起，Stefan Crets 先生担任丰田欧洲公司企业规划与企业社会责任

总经理。在加入丰田之前，他曾任博杜安国王基金会项目顾问，也曾是安特卫

普大学的研究学者。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挑战方面的深入见解为欧洲企业社会

责任协会带来了公司层面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发展和实践方面的直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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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银

资深的 EHS/CSR 专家，在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领域有 20 多年工作经验，

现任华为公司 CSR 高级经理，负责将 CSR 融入业务和采购流程，推动 CSR

从风险管理向效率管理转型创造商业价值，推广“市场导向的绿色供应链”实践，

探索 CSR 的商业逻辑通过 CSR 提升企业竞争力，参与 CSR 行业合作和行业

标准化 , 目前担任 IPC-140 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指南标准技术组主席。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战略总监

华为公司 CSR 高级经理

美高斯（香港）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部门经理

钱国强

联合国联合履约监督委员会（JISC）委员，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高级碳

金融专家，前气候变化谈判中国代表团成员。目前主要从事低碳及碳交易相

关市场与政策研究咨询工作，深入参与、跟踪“两省五市”碳排放权交易试

点及国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相关支撑研究工作，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和低碳政策领域具有丰富经验。负责或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多个省市地方

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世行、亚行、UNDP、欧盟、

英国 SPF 等低碳发展、碳市场、碳金融相关研究项目。

Christine Zwahlen

美高斯是瑞士最大的零售商和私营雇主，员工人数逾十万。其香港分公司是远

东地区负责经销耐用消费品、纺织品和食品的瑞士专业采购公司，具体业务涵

盖质量鉴证、审核和可持续发展领域。Christine Zwahlen 负责贯彻执行美高

斯在中国和远东供应商基地的社会合规项目。在与瑞士和印度同行的密切合作

下，Christine Zwahlen 也负责食品和环境领域的各种可持续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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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会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联络部主任，负责任工商业行为专家
国际矿业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天然橡胶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

先后从事国家进出口宏观管理、战略研究、话语权研究、对外投资协调管理、

资源治理及负责任工商业行为建设等工作。经常参与制定国家有关贸易、投资

和宏观管理政策，积极推动跨国公司负责任工商业行为能力建设，积极参与国

际和跨行业社会责任标准开发。

李翰颖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传教育专业委员会执委和中国事务协调人，拥有 20 年的

环保工作经验，在国内外从事环境教育，政策引导，项目管理和筹资等工作。

近年来，李翰颖致力于自然教育，通过 IUCN CEC 平台，把自然教育的新理念，

专家，课程，参考资料等引进中国。李翰颖曾在环保总局、中华环保基金会和

全国人大环资委、IUCN 亚洲办公室（曼谷）、WWF 等地任职，拥有北京大

学国际关系法学学士和美国国际培训学院组织管理硕士学位。

高嵩

娇韵诗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高嵩，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告营销专业，随后加入广州宝洁有限公

司担任玉兰油的品牌经理，在职 5 年期间先后负责品牌推广，渠道营销，产品

开发等工作。2012 年，高嵩加入了娇韵诗化妆品集团，先后负责中国大陆地区

的产品上市工作以及娇韵诗香港地区的营销部门。2015 年至今，高嵩担任娇韵

诗中国的市场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品牌建设，客户营销，媒体投放和公关活

动等业务。

自 2012 年以来，娇韵诗品牌在中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稳步提升，目前已经成

长为高端美妆行业的领先品牌。同时高嵩及其团队也一直积极推动公司在中国

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如美丽种子，阳光动力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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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茂伸

大金空调 ( 上海 )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环境保护处副处长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对外联络部副主任

1983 年毕业于兵库县立姬路工业大学，同年 4 月入职大金工业株式会社，曾任

电子技术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大金电器机械（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自 2012 年 5 月 1 日担任大金空调 ( 上海 )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以来，泉

总经理继往开来，带领大金不断创造 VRV 空调系统的辉煌，迎来残疾人事业

发展的新高峰，同时关怀社会与区域共同可持续发展，带领全体员工不懈努力，

向着“创建一个在世界上能引以为豪的企业”不断迈进。

靳春鹏

靳春鹏先生是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对外联络部副主任，毕业于天津职业技术师

范大学自动化专业，先后从事天津电力发展战略研究、企业经营、品牌建设等

管理工作，在企业战略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社会责任实践等方面发表多篇论

文和课题研究成果。近年来，在他积极推进企业全面社会责任管理过程中，国

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荣获“共建美丽天津 同筑中国梦”发展贡献奖、2014 年中

国省级电网公司最佳责任沟通创新奖、2014、2015 年“榜样天津”民生贡献

奖等荣誉称号。

李翀先生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环境保护处副处长，先后取得清华大学学士、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硕士、博士学位，之后进入日本东京大学土木系河川

流域环境研究室成为水文及水资源专业博士后研究员，于 2004 年进入中国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环境所，任水污染控制与水模拟技术研究室室主任。2011

年加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在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生态水文过程、水污

染控制理论及方法等水环境交叉学科前沿领域研究颇深，先后作为课题 / 专题

负责人主持了十余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

李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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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蜜蜂专家委员会专家

Alice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项目经理

汪晖

法国电信集团 Orange 采购和供应链高级副总裁，Orange（北京）
采购咨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他是欧洲联合审计合作组织的创始人，该机构是覆盖电信运营商的全球性企业

社会责任合作组织。他毕业于巴黎第十大学和巴黎第十三大学并分别获得哲学

博士和工程学博士学位。

张峻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原副所长，国际标准化组织社会责任

工作组（ISO 26000）中国专家。先后主持《企业社会责任对我国企业和外贸出

口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影响研究》等研究项目；

参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一书的编写；参与多项国内和国际社会责任研讨

会及其它社会责任活动；曾参与一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编写工作。

Alice 于 2012 年加入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CSR Europe），后被擢升为项

目经理，负责多个企业、研究机构及欧盟组织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项目。她

目前负责商业与人权项目的协调工作。

在加入 CSR Europe 之前，她曾在瑞士 Covalence EthicalQuote 公司——世

界上最大的环境、社会和治理声誉指数分析公司担任道德信息分析师。

Alice 毕业于意大利米兰 Bocconi 大学，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及金融学士学位，

主攻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发展相关课题，并曾在印度担任印度当地一家小型食

品企业商业发展经理。她能说流利的意大利语及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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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宇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

中国铝业公司企业改革发展部副主任

TÜV NORD 中国高级专家

高宇是雀巢（中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此前，他任国际研究机构

Landesa 中国区总监，该组织专注于农村发展和土地政策改革。加入 Landesa

前，高宇担任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领跑全球革新”跨国倡议的全球

总监，借重中国在全球产业和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推动跨国合作，促进环境

和资源保护。之前，高宇分别任职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中国外交部，

主要负责推动亚太地区扶贫减贫、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的工作。

赵秀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大众传播专业硕士，高级政工师，高级记者，中国铝业

公司研究室副主任。他主导编制的《中国铝业公司 2010 年社会责任报告》成

为中国首份 ISO 26000 社会责任报告；他率领的公司社会责任团队成功地将

ISO 26000 融入企业管理，建立了“中铝公司社会责任管理模块”，编制了“中

铝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负面清单”。

贾宏伟

贾宏伟先生现任 TÜV NORD 德国中国区高级战略总监、杭州汉德质量认证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宏伟先生多年来从事管理体系建立、培训及认证工作，

具备多种管理体系培训资格的讲师。多年来，贾宏伟先生担任联国际劳工组织

企业可持续发展 SORE 项目的专家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讲师，讲授社会责任、

生产力与清洁生产、质量 / 环境 / 健康安全，工作场所合作，以及人力资源管理

等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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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委员会党委书记

上海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浦东新区企业责
任办公室主任

吴海，1974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贸易局团委副书记、副主任科员，科技处副主任科员，

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局办公室主任科员，高新技术产业化处主任科员、处长助理，

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局办公室副主任，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浦东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浦东

新区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浦东新区北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等职务。

嵇晨清

嵇晨清，男，1967 年 8 月出生，汉族，上海市人，全日制大学，经济学硕士，

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高桥镇副镇长。

嵇晨清同志历任南汇县周浦中学教师，周浦实业发展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周浦

镇党政办主任、党委秘书、工贸办常务副主任、工贸办主任，南汇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主任助理，南汇区卫生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浦东新区卫生局（人口

计生委）综合计划财务处副处长，高桥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等职务。

工作分工：分管产业经济、招商引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集体资产管理，

协管财经事务等工作。

孙永强

孙永强，1957年12月生，1976年2月参加工作，197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职称。现任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党组成员、投资管

理处副主任。分管机关党委、基层工作党委、组织人事处（监察审计室）。

历任浦东新区经济贸易局办公室主任科员、副主任，浦东新区经济贸易局商业

旅游处副处长、处长，浦东新区经济贸易局投资促进处处长，浦东新区经济贸

易局副局长，浦东新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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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M（中国）董事总经理

冉毅波

冉毅波博士，工商管理硕士、SHRM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SHRM-SCP )。

是全球最大人力资源管理协会（SHRM）大中华区首席运营官、SHRM（中

国）董事总经理，负责 SHRM 在大中华区的业务发展，建立和实施协会在中

国的经营发展战略，与政府、企业、院校、研究、咨询和培训等机构建立良好

的互利合作关系；同时，领导协会相关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专业资格认证项目、

学习体系和调研项目的设计和实施，担任“SHRM 人力资源胜任力及知识体

系 (SHRM BoCK ) 委员会委员”，主持历届 SHRM China 人力资源峰会、

SHRM 全球大会的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圆桌论坛。 冉博士在人力资源战略及规

划设计、人力资源管理有效性、管理人才开发、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发

展方向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管理、咨询和培训经验。

关正雄

关正雄先生是日本财产保险公司 CSR 高级顾问。日本财产保险公司在日本

CSR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该公司于 2010 年荣获第 14 届亚洲保险行业大奖“年

度绿色企业奖”，2009 年和 2010 年连续两年荣获“全球 100 家最具可持续

发展企业”称号。 关正雄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院，于 1976 年加入日本财

产保险公司。从 2001 年前担任全球环境部门经理，参与到日本财产保险公司

可持续发展议题的行动中。于 2009 年至 2013 年间，担任该公司首席责任官。

2005 年起，关正雄先生作为日本产业代表加入 ISO26000 社会责任专家工作

组。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他作为指导委员会成员参与关注气候倡议工作。

在日本国内，关正雄先生兼任环保部“生态与金融”等多个委员会委员，他同

时也是日本企业市民协议会指导委员会主席。关正雄先生目前也是日本明治大

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副教授。

日本企业市民协议会指导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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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斯 . 尼布姆

拉尔斯. 尼布姆，现任瑞典国家创新署社会发展处项目经理，主要负责创新项目，

例如“中小企业创新”、“资源再利用”（这是瑞典在资源和废物领域的首要

研究和创新投资），以及在 EUREAK 网络和 BONUS 范围内的国际创新合作

项目。

拉尔斯 . 尼布姆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社会系统工程专业，获理科硕士学位，在

可持续性咨询与工具以及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拥有专业背景，专攻环境技术和可

持续商业模式。

关志华

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事会理事长、 蜂至（上海）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1975 至 1979 年间，在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学习，获得技术与发展工程理学

硕士学位、社会与经济学 DIC 文凭和化学工程荣誉理学学士学位。在化工

行业从业 35 年，曾先后任职于埃克森美孚和巴斯夫。于 1996 年加入巴斯

夫，并于 2004 年开始担任巴斯夫大中华区董事长之职务。 自 2015 年从巴

斯夫退休之后，创立“蜂至工坊”，旨在为本土企业寻求及创造可持续发展

解决方案。 在过去十年期间，他积极致力于推动中国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并依托各种商业平台全方位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中国

的广泛传播。曾经担任的重要社会职务包括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理事

（2004-2015）、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主席（2006-2010）, 全球契约

中国网络主席团成员（2011-2015）、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事会副

理事长（2010-2015）、能源国策专家委员会委员（2013 至今）、《中国

化工报》理事会副理事长（2005-2015）、华东理工大学董事会董事（2012

至今）、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2005-2015）等职务。曾荣获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颁发的“杰出贡献企业家”，以及上海市“白玉

兰纪念奖”、“白玉兰荣誉奖”等荣誉。

瑞典国家创新署社会发展处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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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聪

殷娜

北控集团研究室主任

欧盟驻中国及蒙古国代表团贸易处一等秘书

广州石头造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992 年8 月至 1998 年 5 月就职于纳贝斯克（中国）食品有限公司任销售经理；

1998 年 6 月至 2004 年 7 月就职于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中国品牌

部及市场拓展部任经理；

2004 年 8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广州思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11 月自谋职业；

2011 年 12 月至今就职于广州石头造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殷娜，女，汉族。中共党员，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目前担任北控集团研究室主任。

殷娜女士的研究方向主要有能源环境政策、新型城镇化能源解决方案、国有企

业市场化改革及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等。她带领企业内研究人员进行了如下课题

研究：《我国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网络经济时代的城市燃气企业服务业

务商业模式研究》、《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发展战略研究》等。目前，承担了本

企业重点工作《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注：北控集团是北京市的窗口公司、联系公司、融资平台和骨干企业，旗下业

务主要有北京控股（HK.0392）、北京燃气、京仪集团、燕京啤酒（SH.000729）、

北控水务（HK.0371）、北控置业等。

Bojan Pavlek

Bojan Pavlek 于 2016 年加入欧盟驻华代表团贸易处。自从加入欧盟驻华代表

团，他负责了大量有关工业政策和企业社会责任主题的有关工作。在加入欧盟

驻华代表团之前，Pavlek 先生曾在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产业，企业及中小型

企业部门工作，主要负责处理欧洲内部市场和《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协议》

协议相关事务。他拥有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同时在荷兰阿

姆斯特丹大学修得欧洲和国际法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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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复秋

星巴克中国副总裁

李玲

SAP 大中华区企业事务副总裁

ENGIE 集团，外联和企业社会责任部，比荷卢区企业社
会责任负责人

崔复秋先生，现任星巴克中国副总裁，负责公司公共事务，包括政府事务，企

业传播和企业社会责任。崔复秋先生于 2015 年 6 月加入星巴克中国，此前，

他曾担任惠普公司全球副总裁、政府和公共事务中国区总经理；诺基亚（中国）

政府事务高级总监 / 总经理；瑞士灏讯（中国）公司区域销售总监。 1988 年

至 2000 年，崔复秋先生在中国建设部工作，历任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等职。

2016 年 1 月起出任 SAP 大中华区企业事务副总裁，主要负责 SAP 大中华区

的企业对内对外沟通、企业社会责任及企业声誉及品牌建设的工作。Christina 

拥有 20 年的企业事务和企业传播的管理经验。在加入 SAP 公司之前，她曾担

任玛氏箭牌中国区企业事务总监公司领导团队的一员、沃尔玛中国区企业事务

高级总监、百事集团和摩托罗拉公司的公共关系管理及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高

级管理职务。她曾经在多次被人民网新闻发言人评选机构誉为中国外资企业十

大新闻发言人，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网授予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优秀个人及中国

传媒大学研究中心颁发的公共关系创新案例学院奖。Christina 拥有北京大学

BIMBA 的国际 MBA 硕士学位。

Jacques Spelkens

Jacques Spelkens 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毕业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文献学、

哲学和政治学专业。毕业后，Jacques Spelkens 成为一名教师和大学教授（教

授哲学和现代语言），在比利时和美国从事教学工作。他目前还在布鲁塞尔商

学院教授“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硕士课程，同时也在其他位于比利时

和法国的大学开设经常性的讲座。Jacques Spelkens 于 2003 年加入苏伊士

集团，负责比利时分部的外联和语言交流活动。2008 年 7 月，他加入集团的

人事部门。目前 Jacques Spelkens 是集团派驻比荷卢经济联盟（总部位于布

鲁塞尔）的企业社会责任部负责人，主管环境、社交、社会和公民身份问题，

包括团结、反歧视和排斥、国际合作关系管理、就业能力、教育和培训政策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网络等。Jacques Spelkens 也是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和

其他致力于社会创新与合作的机构的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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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钟仁

英特尔中国首席企业责任官

复星集团品牌市场发展部总监兼任欧洲区域总部里斯本首代助理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钟仁 , 英特尔中国首席责任官 , 领导并管理英特尔中国大区企业社会责任的

战略与事务，担任中国工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智库专家、韩国首尔创新的荣誉

顾问和上海美商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BCSR）的特别顾问。他积极投

身于电子信息产业，政府，学术和社会组织的跨界合作，致力于以创新手段来

应对社会和环境的诸多挑战。在他的领导下，英特尔中国率先提出了社会创新，

CSR3.0 和社会责任生态圈的概念，积极运用商业和高科技行业的经验，催化

企业社会责任跨越式的发展和变革。

邬敏雯 

邬敏雯现任复星集团品牌市场发展部总监兼任欧洲区域总部里斯本首代助理，

主要从事集团品牌传播及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及运营。2016 年联合 Club 

Med、Fidelidade 等欧洲企业发起筹建复星全球 CSR 联盟委员会。邬敏雯毕

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复旦大学，并在耶鲁交流学习。曾在多家世界 500 强企

业工作，负责品牌、市场营销及企业社会责任等工作。

翟利峰

2011 年进入社会责任领域，研究方向为 ESG 评价和责任品牌，曾参与《中

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白皮书（2011-2015)》、《上海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研究

报告（2015）》、《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之食品行业》、《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蓝皮书》课题的技术路线设计、数据收集和撰写工作；参加“北京

市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国土资源部“矿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国家食药监管总局“食品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沟通机制研究”等省部级研究课题；

为中国石化、神华集团、奇虎 360、LG、华夏幸福等多家大型企业社会责任

咨询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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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达元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985 工程”生态环境

平台首席科学家，中国民族地区环境资源保护研究所所长。1995 年国务院授予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曹重

1964 年 9 月出生，汉族，山西阳高人，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现任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兼南方电网公司节约用

电服务中心副主任；拥有近 30 年的电力营销行业经验，目前分管公司节能

业务板块，5 年来统筹实施大型节能减排项目 600 余个，是南方电网节能服

务的重要推动者。

肖丹

担任伊顿公司亚太区企业传播总监，兼上海美国商会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副主

席，伊顿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动力管理公司。

领导公司在亚太地区的企业传播和品牌战略制定和执行，包括公共关系、可持

续发展以及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肖丹在公关传播和媒体行业拥有超过 16 年的从业经验，曾是路透社和上海日报

的财经新闻记者，在汇丰银行中国区担任公共事务经理。

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并获得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高级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伊顿公司亚太区企业传播总监

2016会刊中文.indd   38 16/6/4   上午3:59



39

第十一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SR Forum

胡建新

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建筑和气候促进会（UNEP-SBCI）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8 年 10 月出生于广东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长期致力于绿色人居理念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省级

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1992 年获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1992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9 年获得首批深圳市国家级领军人才

认定，2012 年荣获全国绿色国土先进工作者。 

寿国辉

冯军

负责确保苹果的产品和流程符合并超过国家和区域性的环境法规要求。此外，

跟踪预判环境发展的主要趋势，帮助公司在气候变化、材料与资源安全领域，

积极主动制定领导性的环境项目。

寿国辉于 2012 年加入苹果公司，职业轨迹一直围绕着信息技术产业。他曾在

美国戴尔公司工作 7 年，作为区域主管负责环境政策，法规以及生态设计。还

曾在 IBM 公司和 intel 公司担任环境健康安全方面的工作。

寿国辉拥有应用化学硕士学位。

毕业于哈尔滨建工学院燃气热能供应工程专业，学士学位；北京工业大学电子

与通信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赴日本东京煤气公司研修。曾

任北京市燃气集团计划发展部副经理、经理、企管规划部经理，北京市燃气集

团第四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苹果公司亚太地区环境事务主管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绿色低碳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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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锋 

管理学博士 ,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6 年至今，就职于国务

院国资委，现任研究局研究一处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社会责任、社会

责任投资、公司金融。主要从事文字材料起草、企业社会责任推进等工作，

先后参与《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指引研究》、《中

央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研究》等课题研究，参与了《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

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法规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

杨东宁

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 副主任

2002 年至今执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02 年 1 ~ 5 月美国曼隆学院（Menlo College）访问学者。

2000~2002 年为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2000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获环境科学（工学）博士学位。

1995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环境学理学学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性创新、能效服务产业、环境经济学与

政策等。讲授“企业社会责任”、“创业管理”、“创新管理”、“绿色管理”

等本科、MBA 和研究生课程。

何晓冬

南方电网广州供电局企业管理部主任

1977 年 1 月出生，汉族，陕西咸阳人，高级经济师。

现任南方电网广州供电局企业管理部主任，曾任南方电网战略策划部副处

长、国资委改革局重组处副处长（挂职），多年从事战略管理、体制改革、

社会责任等工作，参与了南方电网中长期发展战略编写、广州供电局责任

品牌策划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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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放

主任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北京网络媒体协会新闻评议专业委员会

委员，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央企业舆情处置与舆论引导

专家委员会成员。在电视、网络媒体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10 年，后加盟企业从

事品牌建设、危机传播管理工作8年。曾任国家电网公司对外联络部信息处处长，

目前任社会责任处处长。

周泉生

周泉生先生先后毕业于浙江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长期参与企业资本运营、社

会责任沟通和品牌管理等工作，与社会各利益相关方长期保持沟通联系，具有

丰富的企业管理工作经验。

左跃 

中国核电品牌宣传、公众沟通及社会责任高级经理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任中国核电品牌宣传、公众沟通及社会责任高级

经理，中国核能分会公共关系专家委员会成员。专注于核电企业的公众沟通、

邻避问题研究及企业社会责任品牌管理。主要研究成果有：主编《中国核电

公众沟通通用指南》、《核电那些事》科普动漫片、《“核”我约会吧》科

普漫画书，发表《新常态下核电公众沟通的思考与探索》、《中国核电：公

众沟通持续探新路》、《走出核设施邻避困局》、《核电公众科普宣传的实

践与探索》、《我国核设施邻避问题主要特征与应对措施探讨》、《中国核电：

“四力”责任模型铸就魅力核电》》等文章。

吴福顺

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SR 总监

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本科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此前在 WTO 经济导刊

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和咨询工作，2012 年 3 月出任蒙牛集团 CSR 总监，

在企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管理领域经验丰富。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新闻办品牌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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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什兰集团亚太区企业传播及政府关系总监

液化空气（中国）首席运营官

裴蓓

裴蓓女士现任美国亚什兰集团亚太区企业传播及政府关系总监，是亚什兰北亚

区管理委员会成员。她带领团队参与了亚什兰亚太区总部的建立，在亚什兰收

购赫克力士公司及领先特品公司的全球文化整合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积极宣传企业的发展、战略投资、先进理念、技术创新以及实践责任关怀等，

她多次荣获亚什兰集团内部及国内行业媒体颁发的各类奖项。

在此之前，裴蓓女士在常州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从事外资工作，期间担任驻美办

事处高级项目经理，历时一年。裴蓓拥有南京大学英语学士学位及浙江大学高

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阎金平

阎金平先生生于 1966 年，中国国籍。

阎金平先生在天津大学获工程学硕士，在法国工程师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曾

参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商管理课程。

阎金平先生于 1996 年加入液化空气天津，此前曾在大学任职 7 年。在加入液

化空气后， 先后在业务拓展、项目管理、客服服务部门、销售部门担任管理职务。

2006年阎金平先生被任命为液空中国东区总经理，负责液空在华东地区的业务。

2010 年阎金平先生被任命为液空中国液体与现场制气高级总监。

2012 年 5 月阎金平先生被任命为液化空气中国副总裁，负责通用工业与医疗

在华气体业务。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阎金平先生担任液化空气中国首席运营官。

徐俊

杜邦亚太区企业传播事务负责人

徐俊拥有 25 年的传播业界经验，关注于整合策略传播、声誉管理、议题及

危机管理等。于 2002 年 12 月加入杜邦公司，其间，他主导了“杜邦杯”

环境主题系列活动、“‘地球第三极珠峰大行动’杜邦民生改善科考计划”、 

“‘金蜜蜂’2020 杜邦农业产业链发展项目”、 “‘南方周末’绿色传媒

产业促进计划”等多个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之前，他任职于国际著名的

博雅公共关系公司。

徐俊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获法学士学位，后从复旦大学管

理学院获得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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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公众事业合作部中国区经理

梁伟娜女士，IBM 公众事业合作部中国区经理、IBM 国际基金会中国区代表，

负责 IBM 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在中国的战略制定和实施。

她和她所领导的团队所负责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涵盖中国所有省份，并将在

全球范围内领先的 IBM 企业责任项目带入中国，包括首家企业全球志愿服

务项目，针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城市大挑战”城市公益计划。透过与

相关政府部门、城市领导、公益组织、学术专家的合作，她致力于将 IBM

的科技能力和数万员工的专长嫁接到社会公益领域，践行 IBM 专长服务社

会、合作创新公益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梁伟娜于 2006 年加入 IBM，先后从事企业文化、传播、销售培训等工作。

加入 IBM 之前，她一直从事于 ICT 行业的传播、公共关系工作。

梁伟娜毕业于外交学院，获得英文、外交学双学位。

梁伟娜

张健健

EHS 高级经理

世茂集团公益事务高级经理

史森

张健健先生于 2006 年加入闪迪上海工厂，主要从事企业社会责任，质量管理

体系，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管理工作。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有着近

十年的丰富经验，为闪迪中国工厂创建和维护了一套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

从而使得公司获得多家知名第三方组织的认可。

史森先生，34 岁，自 2015 年 1 月起加盟世茂集团，担任公益事务高级经理，

重点负责集团公益及 CSR 事务。加入世茂集团之前，曾先后在北大纵横管理

咨询集团、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搜狐等机构工作，具有丰富的品牌及公共事

务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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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奕波 

荷兰屯特大学 MBA。责扬天下（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专注

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已成功为多家中央企业、跨国公司

提供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咨询服务。《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中英文）

副主编，编译《国家责任竞争力（2007）》、《国家责任竞争力（2009）》。

林波 

林波，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新闻、法律双学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

与教育方向研究生。 2008 年加盟《WTO 经济导刊》，任副主编。专注企业

社会责任领域研究、报道工作，至今为止发表专题报道、个人专栏逾 30 万字。

参与编撰《2015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案例集》、《金蜜蜂企业社

会责任竞争力案例集（2008-2015）》、《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报告》等企

业社会责任专著，为《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行业标准编制专家组

成员。

于志宏 

WTO 经济导刊社长兼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硕士。主要咨询和研究方向：企业

社会责任战略与规划、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编制、企业社会责任品牌与传播。

殷格非 

德国勃兰登堡应用技术大学技术与创新管理专业理学硕士。现任《WTO 

经济导刊》副社长、责扬天下（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首席专家、ISO 

26000 PPO 专家。近年专注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公民的研究与推广，在

国内率先提出和倡导履行社会责任的责任竞争力理念，倡导创立企业社会责

任金蜜蜂品牌，为众多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提供过企业社会责任咨询培训

和专题研究服务。主要研究成果有：主编《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指南》、《责

任竞争力》、《如何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基础教程》

等金蜜蜂系列丛书，编译《国家责任竞争力（2007）》、《全球企业公民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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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于志宏

宋志平

钱明诚

张伟亮

WTO 经济导刊社长兼主编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总干事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朗盛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裁

演讲嘉宾：Stefan Cr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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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an Crets 先生目前担任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总干事。该协会是欧洲企业

和利益相关方在可持续竞争力和社会福利领域的交流合作平台，以促使其成为

欧洲领袖。

他自 2002 年起担任丰田欧洲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为推动丰田的全球

发展开发并实施了新战略。

自 2008 年起，Stefan Crets 先生担任丰田欧洲公司企业规划与企业社会责任

总经理。在加入丰田之前，他曾任博杜安国王基金会项目顾问，也曾是安特卫

普大学的研究学者。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挑战方面的深入见解为欧洲企业社会

责任协会带来了公司层面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发展和实践方面的直接经验。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全国工

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曾荣获“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财

富年度中国商人”、“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全球华人经济领袖”等多

项殊荣。

钱明诚先生于 2008 年加盟朗盛，担任总部位于德国马尔（Marl）的朗盛 Buna

公司董事总经理，负责三元乙丙橡胶（EPDM）业务。2011 年 5 月，朗盛并

购帝斯曼（DSM）弹性体公司之后，钱明诚同时兼任总部位于荷兰格林（Geleen）

的朗盛弹性体公司的首席营运官，负责收购合并后业务的全球运营，管理四个

生产基地。2012 年 9 月，朗盛常州新三元乙丙橡胶工厂破土动工，进一步加

强了朗盛三元乙丙橡胶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

2013 年 2 月，钱明诚被派驻回到上海，担任朗盛中国区首席执行官，负责日

益重要的中国市场。

其他职务：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AICM) 顾问委员会成员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CPCIF）国际交流与外企委员会顾问  

                    委员会成员

                    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工商理事会跨国企业顾问委员会成员

Stefan Crets

宋志平

钱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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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经济导刊》（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4977/F 国际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2-1160）

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管、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办，以企业社会责任（CSR）为主要报

道内容的期刊，正式创刊于 2002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入世一周年之际。

《WTO 经济导刊》秉持“全球视野，竞争共赢”的办刊宗旨，从全球化高度，认识和理解中国对外开放

的重要意义，期望达成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实现共赢的愿景。

《WTO 经济导刊》敏锐把握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脉搏，在国内媒体中率先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相继推

出了“责任竞争力”、“金蜜蜂”等创新理念，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报道、运动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等方面开展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成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内兼具专业性、国际性两大特征的前沿媒体。

V. 组织机构介绍

联合主办

WTO 经济导刊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在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商业网络中起主导地位，由 50 家跨国公司作为其会员单

位和 45 个国家的组织组成。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是由欧洲资深商业领袖于 1996 年在欧洲委员会主

席 Jacques Delor 的呼吁下成立。现今已发展成欧洲最大的 CSR 网络，其服务已经扩展到全球超过

10000 家公司，并且成为欧洲以及全球各行业活跃在 CSR 前沿的人员网络。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联合企业以分享社会企业责任优秀案例，启发公司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新项目，

塑造经济政治可持续发展与竞争力议程。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通过“企业 2020 倡议”解决社会难题，

推动合作及创新行动，推动企业对欧盟“欧洲 2020 战略”中智慧、可持续及包容性增长做出贡献。

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csreurope.org.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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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市民协议会（CBCC）由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在 1989 年创立。自创立之初，

CBCC 就与当地公民、员工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建立起良好关系，支持日本企业履行企业公民责任，并

在其投资的当地社区获得认同。

为支持并宣传日本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倡议，CBCC 举办各种研讨会、交流会，与会员企业分享企业社

会责任相关资讯、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主办企业社会责任座谈会、与世界其他企业社会责任机构打

造合作网络、与利益相关方交流并加深其对日本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倡议的认识，以及帮助日本企业在与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合作中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

日本企业市民协议会 (CBCC)

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SHRM）

人力资源管理协会（SHRM）是世界上最大的、致力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领先级专业协会。其使命是通过

提供最前沿和最充足的资源以满足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士的需求，提升人力资源的关键性和战略性地位

以推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践的发展。SHRM 为全球人力资源管理者提供专业资格认证和胜任能力培训，

举办专业会议。协会成立于 1948 年，总部位于美国，在中国、印度和阿联酋设有全资机构，在美国拥

有 575 个分会。目前拥有来自全球 160 多个国家的 28 万 5 千名会员。SHRM 是世界人事管理联合会

（WFPMA）的发起方和积极领导者之一，是该联合会常设秘书长单位。

欧洲对外贸易协会 The Foreign Trade Association (FTA)

欧洲对外贸易协成立于 1977 年，以“自由贸易   可持续贸易”为远景，是欧洲目前最主要的贸易政策和

全球供应链协会之一，集合超过一千四百家零售商、进口商、品牌公司和协会，致力改善贸易相关的政

治和法律框架。通过共同努力和采取共同的方针，我们的会员可具有比单独行动更有效果。

协会属下有三个支柱服务。除了国际贸易政策服务（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以外，更分别于 2003

年提出商界社会责任倡议（Business Social Compliance Initiative, BSCI），联合多家公司致力为

改善全球供应链中所有行业和采购国家的工作环境。和在 2014 年开展商界环境绩效倡议 (Busines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itiative, BEPI)，致力于支持企业持续改善其供应链生产环境。  

网址：www.fta-intl.org

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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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网络（EMM）

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网络（EMM）由超过 250 位在新兴经济体创立或运营的跨国企业负责可

持续发展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组成，致力于制定并践行不断进步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标准，将其转化为

能够令客户、环境、股东和各利益相关方受益的成功的商业解决方案，并将解决方案中的经验推广至全

球议事日程，如 20 国集团（G2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经济论坛（WEF）等。

EMM 网络是“新兴市场可持续发展对话（EMSD）”的一个子项目，力争开拓和加强新兴经济体和发

达经济体之间关于政策、商业、金融交流和合作渠道。

EMM 网络秘书处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代表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进行管理和运作。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UNICEF 的全称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大会授予其的使命是帮助世界各地的孩子实现他们生存、

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由《保护儿童权利公约》确认。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合作伙伴一起在全球 190 余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致力于保护所有儿童，特别是

最弱势儿童的权益。

在中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与政府密切合作，为政策、立法和各项指导原则的确立提供支持，帮助政府提

高医疗卫生、教育、儿童保护等关键社会服务的水平。

在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之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华工作的重点是支持

政府将儿童置于减贫、普惠民生以及参与全球事务的中心地位。

支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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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驻华大使馆企业社会责任中心

瑞典驻华大使馆企业社会责任（CSR）中心成立于 2010 年，是中瑞两国之间双边协议的成果，目的是

加强两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合作。该中心的使命是在中国推进负责任商业的知识和实施，了解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的现状；使中国的公共机构、企业和组织增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通过互相沟通、交流

思想与经验，使企业社会责任有积极的改变。

企业社会责任意味着负责任地将社会和环境等问题整合到商业运营中。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跨越许多不同的领域，如劳动条件、工作安全、消费者权益、环境保护、在商业领域反腐败等。企业社

会责任的主要功能为最大化企业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最小化其负面影响。也就是说，企业社会

责任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管理性、可预见性和公众对企业的看法。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一项要务，主要目的是将企业社责任与成功的商业联系起来。

瑞典驻华大使馆企业社会责任中心可与中国、瑞典和国际的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商会、行业组织等

进行伙伴合作，进行调查研究，组织培训课程和研讨会；并且通过圆桌讨论、代表团考察及其他会议的

形式进行政策对话。

专业支持机构介绍

责扬天下 ( 北京 ) 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责扬天下是一家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事业的专业咨询机构。公司拥有一支具备国

际视野与丰富经验的社会责任专家团队。责扬天下率先在国内开展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咨询、

研究、培训及责任品牌建设服务；提出并积极倡导“责任竞争力”理念，持续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社会

责任咨询项目服务，借助丰富的实践与研究经验，与企业一同创新管理模式，协助客户成长为真正面向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www.goldenbeechina.com。

2016会刊中文.indd   50 16/6/4   上午3:59



51

第十一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SR Forum

VI. 参会须知

接待组  

邹续林 Xulin ZOU（13601202016）

侯楚卿 Chuqing HOU（13801339071）

黄水池 Shuichi HUANG（18601346712）

王    影 Ying WANG（13801241296）

李   倩 Qian LI(13701390125)

国际合作联络组 

刘潇蔚 Xiaowei LIU (13810890614)

杨    栩 Xu YANG（18618428360）

项    楠 Nan XIANG（18701077287）

会务组 

吴  强 Qiang WU（13810135973）

许  波 Bo XU（13901355415）

1. 本次国际论坛和发布典礼 6 月 6 日下午会议在香格里拉景阁大宴会厅进行，6 月 7 日会议在香格里拉

新阁大宴会厅，午餐设在花园后的会展中心

2. 与会者请将手机关闭或调至振动模式

3. 会议结束后，请与会嘉宾将代表证交回签到处

4. 论坛组委会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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