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马威2015年
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调查： 
中国调查结果 
目前，公司面对着越来越大的非财务信息披露预期。为描述全球非财务报告的现状，分
析主要发展趋势，并就相关情况提出毕马威的独到见解，毕马威开展了2015年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调查，分析了45个国家和地区4,500家公司的报告情况。这究竟，对中国大
陆及香港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百强企业中78%的公司报告企业社会责任  
根据毕马威第9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调查，在总数达4,500家的45个国家和地区各自的百强企业(N100 公司)中，
接近四分之三报告企业社会责任，而在2013年仅为71%。亚太区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率(79%)赶超其他地区，
其次为美洲 (77%) 及欧洲 (74%) 。  

符合全球趋势，中国N100公司中78% 公司报告企业社会责任，较之2013年75%和2011年59% 的水平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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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是流行最广的报告指引 
毕马威的研究发现，GRI是全球流行最广的自愿报告指引，45个受调查国家和地区60% 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
业都参照GRI指引，与2013年的比例 (61%) 大致保持一致。  

在中国，81%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参照GRI，比2013年的75%有所提高。  

近半数中国百强企业选择外部鉴证 
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进行第三方独立鉴证，已成
为全球按收入最大的250家企业 (G250公司) 的标
准做法。目前，近三分之二 (63%) 的G250公司对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进行独立鉴证。全球范围内，
N100公司的鉴证率也从2013年的38% 提升至
2015年的42%。 

在中国，企业自主选择进行外部鉴证。尽管如此，
在报告企业社会责任的百强企业中，近半数 (46%，
或78家中的36家) 选择鉴证，以提高公信，改善
质量和相关数据的可靠性。这比2013年的43% 略
有提升。我们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
鉴证的价值，鉴证率将继续提高。南韩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虽然在该国未对鉴证做强制要求，
但仍有86% 的报告企业为提高公信力而进行外部
鉴证。 

全球G250公司和N100公司的第三方鉴证市场为
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所主导，进行外部鉴证的企业
有65% 选择大型事务所。在中国，会计师事务所
的市场份额在2013年的基础上提高了9个百分点。 

各地区GRI参照率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独立鉴证逐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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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的3,267家N100公司 
来源：毕马威2015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调查 

基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的3,267家N100公司和230家G250公司 
来源：毕马威2015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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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的报告质量正在提高 
本年度，毕马威第二次利用其专有的评估计分法，分析了G250公司所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质量评
估基于七项标准：(一)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二) 重要性；(三) 风险、机会和战略；(四) 目标与指标；(五) 透明
度与平衡；(六) 供应商与价值链；(七)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由此得出每家企业的得分，总分为100。 

调查发现过去两年内出现了以下重大进展： 

• 亚太区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得到改善，但其他地区的报告质量则轻微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
的亚太区公司会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利益相关方，说明如何𦢼𦢼得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以及对利益相关方意见做出
哪些回应。 

• 企业在报告影响业务的环境和社会趋势，以及风险方面有所进步。 

• 更多的企业表示业务受到了气候变化影响。 

 

2013与2015年地区整体报告质量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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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230家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G250公司 
来源：毕马威2015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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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碳排放报告稍显落后 
随着对企业提供清晰、一致和透明的碳排放和减排信息的预期愈加上升，碳排放报告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本年度毕马威首次分析了G250公司的碳排放信息。碳排放报告的质量按重要性和数据、
目标与表现、沟通等方面加以评估。每家G250公司都得到相应评分，满分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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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205家进行碳排放报告的G250公司 
来源：毕马威2015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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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50公司中的中国公司，仅有23%解释了减排如何促进业务发展，低于51% 的国际平均水平。这可能反映了
中国企业尚未认识到减排的好处。从国际范围来看，25% 的G250公司表示减排降低了经营成本，20% 表示
减排提高了效率，而15% 表示减排促进了创新。 

 

 

• G250公司中的中国公司，仅有3% 制定了减排目标，而国际平均水平为53%。相比而言，大多数德国 (94%) 
和英国企业 (83%) 均已制定减排目标。 

碳报告趋势以及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的排放国，中国承诺减少碳排放。预计中国的排放在2030年或之前达到峰值，中国
的目标是在2030年将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65%。此外，在未来15年内，20% 
的能源将来自非化石能源。中国还将在2017年正式推出自己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最近，中国发布了首部10个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涉及发电、钢铁、化工和水泥等行业。因
此，可以预见，高排放业务的成本将进一步上升，企业将面临更为严格的法规、碳排放定价、以及更高的减排
目标。 G250公司中的中国公司在本次调查中得分较低，要满足更高的排放及报告要求，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在另一方面，机遇也是存在的。例如，企业可依据客户需求的变化开发低碳产品，以此寻找新的增长策略。此
外，绿色债券成为了新的融资方式，而且日益成为受到可再生能源等项目欢迎的融资机制。鉴于这些最新发展，
我们认为成为低碳企业的动力将比以往更强，企业应积极做好准备，以便从低碳的可持续经济发展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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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毕马威2015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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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着 这 些 举 措
的发展，董事会将有必要审查公司的战略，以使公司在
成长的同时减少碳排放量。 

“ 毕马威中国商业报告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主管及合伙人郑咏娴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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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查 
毕马威的全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调查是该领域最全面的研究之一，权威性地反映了当前的全球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趋势。1993年，我们发表了本所第一次同类调查，22年后的今天，毕马威2015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调查已届第9期。 

本年度的调查覆盖面更广，毕马威专业人员分析了45个国家和地区的百强企业，总计4,500家公司的报告情
况，其中包括中国的百强企业。我们继续对G250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定性分析，其中包括39家中
国公司。本次调查第一次评估了G250公司的碳排放报告质量。  

 

毕马威企业可持续发展服务团队 
我们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服务专业人员，每年花费百万工时协助各个成员所的广大客户提高其环境和社会表
现，包括协助客户计量、减少和报告碳排放。 

此外，毕马威也通过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等途径积极支持工商界采取行动，以缓释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在我们自己的业务运作方面，我们推出的
全球绿色计划显着减少了成员所能源耗费和专业人员的出差旅行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节省了数百万
美元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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