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上市公司 ESG 优秀实践案例》

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成功

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基础上，与时俱进凝练形成了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我国经济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根本遵循。2020 年 9 月，我国宣布“双碳”目标愿景之

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展现了我国走绿色低碳发展道

路的坚定决心，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了我国的长期气候承诺，同时也承

认在短期内面临的巨大挑战，社会和经济稳定以及能源安全

仍然是当务之急，并明确指出“要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为推动上市公司更好落实“双碳”目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做好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相关工作，充

分展现上市公司优秀实践做法，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开展年度

上市公司 ESG 优秀实践案例征集工作，汇集来自 28 个行业

的上市公司优秀案例共计 146 篇，形成《上市公司 ESG 优秀

实践案例》。各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对 ESG 战略落实、

管理体系构建、ESG 工作实践、信息披露，以及和投资机构、



评级机构交流的经验与做法等进行分享。从案例实践来看，

上市公司积极落实国家战略，不断提升对 ESG 工作的认识和

理解，多渠道、多路径提高企业相关管理水平和信息披露水

平，努力成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

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领头羊”。

上市公司立足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响应“双碳”目标。

一是多措并举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多家上市

公司打造内部碳排放管理平台，监测管理碳排放情况，量化

评估碳足迹，成立低碳发展研究中心或碳核算技术平台，对

碳排放的全生命周期实现基本把握。还有部分上市公司建立

了自上而下的气候变化应对体系，将气候变化事宜纳入 ESG

管治框架，提升气候风险管理能力。二是制定具体“双碳”

目标或减碳承诺。部分上市公司制定适合自身的目标，明确

碳排放强度下降比例、绿色项目及环保技术投资规模、碳达

峰时间点等，积极响应国家战略。三是制定“双碳”规划，

发布行动计划。多家上市公司结合自身情况制定战略规划，

将绿色低碳理念提升到企业战略发展高度；发布《碳目标白

皮书》《气候行动报告》等文件，呈现公司在“双碳”以及

气候行动领域的具体目标和举措。

上市公司不断建立健全 ESG 管理架构与制度体系，提高

ESG 管理水平。一是设立 ESG 相关管理架构，为 ESG 工作全

面推进提供治理保障。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明确董事会是



ESG 事务的最高负责及决策机构，将 ESG 管理工作纳入公司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和董事会职责范围。在董事会下设可持续

发展或 ESG 专业委员会，负责 ESG 相关的战略议题制定、风

险识别、执行情况评估，并对 ESG 工作开展监督。设立 ESG

工作小组，确保 ESG 战略融入公司运营的各个环节。二是适

时审查和更新相关政策，不断完善自身制度框架，夯实 ESG

制度基础。有的公司参考国际最佳实践框架设立公司的合规

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建立起业务运营的环境管理体系。还有

公司不断完善生态环保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配足环境管理

专职、兼职人员，夯实了体系保障。三是厚植 ESG 管理文化，

引入外部机构支持，加强 ESG 专业培训和交流。通过加强员

工 ESG 培训，强化业务层、管理层、决策层对于 ESG 的认知，

跟进最新要求与政策，学习先进企业经验。还有公司对可持

续发展相关因素设定指标，纳入考核体系。

上市公司积极推进 ESG 相关实践，促进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一是以科技创新助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自身

特点部署绿色发展模式，通过研发新产品、布局新能源等方

式，推动公司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有的公司加快创新平台

建设，加大科技投入，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有的公司响应全社会低碳转型需求，积极研发新技术、

供应新产品，助力下游产业节能减排增效；还有公司将新能

源作为驱动绿色转型动力，积极推动新能源业务发展。二是



踊跃投身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坚定促进绿色发展，探索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有的公司积极响应全球倡议和国际公

约，签署文件并作出承诺，开展和参与各类环保宣传教育活

动；有的公司通过珍惜鱼类增殖放流、植树造林等多种活动

形式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还有公司结合行业特点设立

统计系统，强化相关目标考核。三是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支

持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为乡村振兴建设积势蓄力。2021

年，超过 1650 家上市公司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帮助农民群体增加收入、提升技能，促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与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同时，面对疫情多点散发的局

面，上市公司全面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彰显社会担当。四

是上市公司投资回报意识不断增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日

益深入。A 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不断提高，已与国际成

熟资本市场相当，上市公司成为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

“新渠道”。同时，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更加重视投资者沟

通，不断拓宽沟通渠道、创新沟通形式，充分尊重和维护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

上市公司不断强化 ESG 信息披露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一是提升 ESG 信息披露透明度，创新信息披露形式。多

家上市公司连续 10 年及以上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

展报告，积累了丰富的 ESG 信息披露经验。ESG 信息披露形

式也呈现多样化。有的公司推出 ESG 报告的解读短视频，配



合图片、视频和解说，直观立体地传达报告信息；还有公司

综合采用定期报告、新闻稿件、H5 及短视频等多种手段打造

立体化传播体系，不断提升 ESG 报告的影响力。二是参照国

内外权威完善 ESG 信息披露标准，提升信息披露的专业性和

参考价值。多家公司充分参考国内外权威信息披露标准，对

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数据进行识别、整理和评估。同时，上

市公司不断健全 ESG 信息披露机制，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三

是不断丰富 ESG 信息披露内容，优化行业关键议题披露。部

分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增加量化指标，提升披露信息的精

确度及完整性，还有公司对 ESG 关键指标建立数据库，提升

信息披露水平。部分公司围绕行业关键议题开展描述，体现

公司特色及所在领域成果，突出信息披露重点内容。此外，

为进一步提升 ESG 报告质量，获取境内外投资者认同，部分

上市公司连续多年聘请专业的国际第三方对报告进行独立

鉴证。

上市公司持续加强 ESG 对外交流学习，通过对标对表不

断提升 ESG 工作质量。一是对标国内外权威标准，针对性开

展 ESG 工作和进行自我提升。有的公司建设 ESG 信息管理系

统，全面梳理交易所和国际主流评级机构相关要求，结合公

司情况分解指标并嵌入管理系统，实现多评价体系融会贯

通。还有公司以 ESG 评级提升为导向形成改进项，进行专项

调研后为公司规划提供依据。二是积极与投资者等利益相关



方沟通，持续改进 ESG 管理水平。部分上市公司统筹不同载

体及平台的功能，建立全方位、多平台的透明沟通渠道，使

利益相关方便捷地获取公司 ESG 信息；还有多家上市公司通

过访谈、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接受社会各界对公司 ESG

履责情况的监督建议，保障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三是加

强与评级机构交流，逐步提高 ESG 评级水平。部分上市公司

与境内外主要评级机构深入沟通，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

或积极参与问卷的方式，了解其核心关注点并获取改进建

议，还有部分公司已在国内外权威评级中获得亮眼成绩。许

多上市公司积极努力提升评级表现，与国际优秀同行公司对

标，不断提升中国公司的国际形象。

总体而言，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重视 ESG 相关工作，并

采取了积极和务实的举措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和信息披露水

平，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 A 股上市公司差异化和发展不均衡

性等特点，ESG 工作依然存在问题和不足。在中国证监会的

领导下，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围绕“打造规范、透明、开放、

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目标，坚持以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抓手，积

极推动上市公司开展 ESG 工作，依托 ESG 专业委员会，搭建

监管机构、上市公司、投资机构、评级机构等沟通交流的平

台，汇编发布上市公司 ESG 优秀案例，撰写发布年度 ESG 发

展报告，通过交流、倡导、培训等多种方式，倡导最佳实践，



发挥优秀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研究制定自律规范和工作指

南，推动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制定，更好服务上市公司，助

力上市公司做好可持续信息披露相关工作。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将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持续推动上

市公司贯彻落实好国家战略，做好 ESG 相关工作，积极践行

企业使命和社会责任，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认同的

ESG 管理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为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推动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而贡献力量。



附件 2：

《上市公司 ESG 优秀实践案例》

目录

第一部分 农林牧渔

1. 000876.SZ 新希望：植根社会 回报社会 成为可信赖的力量

2. 002714.SZ 牧原股份：创造价值 服务社会 以 ESG 推进猪肉产业可持续发展

3. 300021.SZ 大禹节水：减碳助力农业新基建 节水创造生态附加值

4. 300967.SZ 晓鸣股份：打造生物安全第一品牌

第二部分 基础化工

5. 600096.SH 云天化：践行 ESG 发展理念 推动公司绿色高质量发展

6. 603505.SH 金石资源：ESG 之路：道阻且长 我们愿拾级而上

7. 688295.SH 中复神鹰：“碳”索“黑”科技 打造“中国碳纤维”

8. 000881.SZ 中广核技：与美好共成长

9. 300610.SZ 晨化股份：充分发挥企业优势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10. 1866.HK 中国心连心化肥：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部分 钢铁

11. 600019.SH 宝钢股份：采取气候行动 创造美好未来

12. 600282.SH 南钢股份：以投资者为本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3. 600808.SH 马钢股份：保安全 促减碳 促进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第四部分 有色金属

14. 600547.SH 山东黄金：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15. 600549.SH 厦门钨业：践行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争当受人尊敬的世界一流企

业

16. 601600.SH 中国铝业：让世界更有色 让有色更绿色

17. 603993.SH 洛阳钼业：ESG 与运营共进 促企业发展正循环

18. 000878.SZ 云南铜业：提升 ESG 实践成效 讲好 ESG 云铜故事

19. 000960.SZ 锡业股份：树立示范标杆 赋能可持续发展

20. 002203.SZ 海亮股份：有色智造 科技兴铜 实现绿色、持续、高质量发展

21. 1818.HK 招金矿业：践行绿色黄金理念 推动 ESG 管理纵深发展

第五部分 电子

22. 601138.SH 工业富联：构建 ESG 责任管理体系 共建可持续未来

23. 000100.SZ TCL 科技：积极探索 打造卓越 ESG 体系

24. 002938.SZ 鹏鼎控股：开启 ESG 发展新征程

25. 300296.SZ 利亚德：以科技力量践行“强国、兴业、惠民”的社会责任



第六部分 汽车

26. 000338.SZ 潍柴动力：全方位践行 ESG 理念 打造可持续发展潍柴模式

第七部分 家用电器

27. 600839.SH 四川长虹：践行 ESG 理念 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八部分 食品饮料

28. 600887.SH 伊利股份：落实全生命周期减碳行动 引领行业“双碳”实践

29. 000858.SZ 五粮液：坚持匠心传承 履行国企使命

30. 002582.SZ 好想你：以 ESG 理念开启产业援疆新篇章

31. 2319.HK 蒙牛乳业：ESG 驱动可持续发展转型 守护人类和地球共同健康

第九部分 纺织服饰

32. 002563.SZ 森马服饰：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成为令人尊敬的时尚服务企业

33. 300979.SZ 华利集团：实现 ESG 战略规划目标 打造可持续运动鞋制造商

第十部分 轻工制造

34. 601968.SH 宝钢包装：砥砺深耕 创新成就价值

35. 002012.SZ 凯恩股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第十一部分 医药生物

36. 600332.SH 白云山：广药白云山 爱心满人间

37. 600422.SH 昆药集团：牢记使命共创未来 积极践行 ESG 理念

38. 601607.SH 上海医药：践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助力健康中国战略

39. 688050.SH 爱博医疗：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构建 ESG 常态化工作机制

40. 000661.SZ 长春高新：聚焦主业 存量做足 增量做精 全力推进可持续健康

发展

41. 300143.SZ 盈康生命：推进医疗可及 助力健康中国 打造肿瘤全产业链生态

品牌

42. 300676.SZ 华大基因：生物经济基业长青 精准医学引领未来

43. 1763.HK 中国同辐：履行社会责任 赋能美好生活

第十二部分 公用事业

44. 600011.SH 华能国际：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健全完善 ESG 体系

45. 600027.SH 华电国际：践行 ESG 管理理念 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46. 600098.SH 广州发展：“新能源 + 乡村振兴”服务“双碳”目标 助力乡村

振兴

47. 600635.SH 大众公用：践行低碳绿色发展理念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48. 600900.SH 长江电力：守护碧水长江 推动绿色发展

49. 600905.SH 三峡能源：践行 ESG 行动 赋能可持续发展

50. 600917.SH 重庆燃气：筑牢清洁能源保障 赋能绿色发展

51. 601985.SH 中国核电：善用 ESG 管理 赋能美好生活



52. 603053.SH 成都燃气：履责于行 在发展中践行社会责任

第十三部分 交通运输

53. 600115.SH 中国东航：强化 ESG 管理 连获 MSCI ESG A 级评价

54. 600233.SH 圆通速递：服务社会 强企为国 打造绿色圆通、德善圆通

55. 600548.SH 深高速：拓展绿色产业 提升 ESG 管理水平

56. 600717.SH 天津港：致力智慧绿色港口建设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担当

57. 600834.SH 申通地铁：积极践行 ESG 理念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58. 601111.SH 中国国航：引领行业发展 践行社会责任

59. 603713.SH 密尔克卫：完善 ESG 治理 推动化工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60. 000906.SZ 浙商中拓：致力价值创造 助推共同富裕

61. 002010.SZ 传化智联：积极践行 ESG 理念 全面履行社会责任

62. 002352.SZ 顺丰控股：积极践行 ESG 理念 推动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第十四部分 房地产

63. 600048.SH 保利发展：和者筑善 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64. 600094.SH 大名城：名城让生活更美好

65. 600848.SH 上海临港：擎“新四化”旗帜 走可持续道路 促高质量发展

66. 000002.SZ 万科 A：做卓越的绿色企业

67. 000069.SZ 华侨城 A：以行动勇担文旅央企责任 用创想开启大美崭新未来

68. 000402.SZ 金融街：深度践行 ESG 理念 共建美好人居环境

69. 000560.SZ 我爱我家：以 ESG 为抓手 打造幸福企业 履行履行安家使命 推

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70. 000961.SZ 中南建设：以全产业链践行可持续发展

第十五部分 商贸零售

71. 600058.SH 五矿发展：以“价值创造型”模式 引领 ESG 管理提升

72. 600710.SH 苏美达：向上生长 向善而行

73. 9988.HK 阿里巴巴：负责任的科技 可持续的未来

74. 000061.SZ 农产品：构建农产品流通全产业链 服务民生、服务三农、服务

大局

第十六部分 银行

75. 600036.SH 招商银行：强化金融责任担当 加快构建 ESG 新责任体系

76. 601009.SH 南京银行：深入践行 ESG 理念 做有温度有情怀的上市银行

77. 601288.SH 农业银行：全面践行 ESG 理念 不断追求可持续发展

78. 601328.SH 交通银行：践行 ESG 理念 擘画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79. 601398.SH 工商银行：践行新发展理念 履行社会责任 彰显国有大行担当

80. 601658.SH 邮储银行：持续推动 ESG 建设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81. 601825.SH 沪农商行：积极赋能社会治理 助力百姓美好生活

82. 601939.SH 建设银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新金融行动拓维

升级

83. 601963.SH 重庆银行：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共建生态美丽家园



84. 601988.SH 中国银行：坚守百年初心 践行新发展理念 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推

动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发展

85. 601998.SH 中信银行：主动拥抱 ESG 追求高质量发展

第十七部分 非银行金融机构

86. 600030.SH 中信证券 加强责任投资和绿色金融建设能力 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 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87. 600109.SH 国金证券：助力“双碳”目标 服务实体经济

88. 600705.SH 中航产融：以“金融 + 产业”模式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89. 600837.SH 海通证券：以高质量信披促高质量管理 持续提升 ESG 管理水平

90. 600906.SH 财达证券：金融报国 勇担国企使命

91. 600918.SH 中泰证券：以金融书写责任担当 为社会贡献中泰力量

92. 600927.SH 永安期货：发挥行业优势 践行社会责任

93. 601108.SH 财通证券：党建引领 文化赋能 打造 ESG 实践国企金融样板

94. 601236.SH 红塔证券：责任于心 专业于行 以 ESG 理念促公司高质量发展

95. 601318.SH 中国平安：以长跑者姿态引领金融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96. 601377.SH 兴业证券：深入践行 ESG 理念 打造绿色金融新名片

97. 601995.SH 中金公司：依托金融赋能 力行 ESG 实践 362

98. 000166.SZ 申万宏源：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 深化 ESG 打造一流综合金融服

务商

99. 000686.SZ 东北证券：践行可持续发展 深拓 ESG 之路

100. 000728.SZ 国元证券：“治理 + 创新”ESG 实践实现 0到 1的突破

101. 000987.SZ 越秀金控：积极践行 ESG 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102. 002500.SZ 山西证券：多维度建立健全 ESG 管理体系 推进差异化高质量发

展战略

第十八部分 建筑材料

103. 600176.SH 中国巨石：责任同担 富裕共享 助推企业“三高”发展

104. 600585.SH 海螺水泥：创新引领 数字赋能 绿色转型

105. 603737.SH 三棵树：赋能 ESG 治理 引领漆彩新未来

106. 000786.SZ 北新建材：深入践行 ESG 理念 引领新型建材行业高质量发展

107. 000877.SZ 天山股份：深化 ESG 体系建设 推动迈向世界一流

108. 3323.HK 中国建材：贯彻新发展理念 彰显使命担当

第十九部分 建筑装饰

109. 600170.SH 上海建工：积极践行 ESG 理念 彰显上市国企责任典范

110. 600970.SH 中材国际：以 ESG 管理推动可持续发展 共创绿色未来

111. 601390.SH 中国中铁：健全 ESG 管治体系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112. 601618.SH 中国中冶：钢铁本色 不负使命 用心铸造绿色世界

113. 601668.SH 中国建筑：以高质量 ESG 管理助力创建世界一流企业

114. 601800.SH 中国交建：提升 ESG 治理水平 推动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第二十部分 电力设备



115. 600406.SH 国电南瑞：聚焦绿色低碳产业 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116. 600517.SH 国网英大：引领绿色产融实践 共享绿色价值生态

117. 688223.SH 晶科能源：倡导全球 ESG 品质 践行中企绿色责任

118. 002129.SZ TCL 中环：积极践行 ESG 理念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9. 002459.SZ 晶澳科技：完善 ESG 管理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120. 300393.SZ 中来股份：深耕光伏行业 践行绿色使命 勇担社会责任

第二十一部分 机械设备

121. 601766.SH 中国中车：提升 ESG 管理 打造受人尊敬世界一流中车

122. 688015.SH 交控科技：积极践行 ESG 理念 有效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123. 000039.SZ 中集集团：发挥 ESG 价值 提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新动能

124. 000976.SZ 华铁股份：以轻量化、智能化的轨交零部件擘画可持续轨交蓝

图

第二十二部分 计算机

125. 600131.SH 国网信通：积极践行 ESG 理念 数字化引领价值创造

126. 002230.SZ 科大讯飞：用科技赋能 ESG 让 AI 成为时代的公益

127. 300378.SZ 鼎捷软件：深入践行社会责任 创造客户数字价值

128. 0992.HK 联想集团：以科技创新赋能 联想 ESG 与社会价值实践之路

第二十三部分 传媒

129. 600633.SH 浙数文化：彰显国有文化企业责任担当 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生态

三效统一

130. 600977.SH 中国电影：践行社会责任 推动高质量发展

131. 601019.SH 山东出版：积极推进 ESG 实践 勇担文化企业社会责任

132. 601801.SH 皖新传媒：践行 ESG 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

133. 605577.SH 龙版传媒：以公益之心做文化 提升公司核心价值

134. 002517.SZ 恺英网络：重视 ESG 披露 助力高质量发展

第二十四部分 通信

135. 600941.SH 中国移动：深化 ESG 管理 创造可持续价值

136. 688100.SH 威胜信息：创新驱动内外双修 积极服务“双碳”目标

第二十五部分 煤炭

137. 601088.SH 中国神华：加强 ESG 能力建设 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第二十六部分 石油石化

138. 600028.SH 中国石化：积极践行 ESG 理念 以高质量披露促进 ESG 管理提升

139. 600346.SH 恒力石化：践行安全绿色发展理念 推动企业与社会和谐共进

140. 600938.SH 中国海油：“绿电”引领“最美海岛”低碳新风尚

141. 601857.SH 中国石油：践行绿色低碳发展 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142. 000301.SZ 东方盛虹：以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助推、建设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第二十七部分 环保

143. 600323.SH 瀚蓝环境：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推动社会责任融入企业运营

144. 300070.SZ 碧水源：服务美丽中国 助力美好社会

第二十八部分 美容护理

145. 300888.SZ 稳健医疗：做大健康领域的 ESG 践行者 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

值共同繁荣

146. 300896.SZ 爱美客：践行 ESG 理念 引领医美行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