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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领导的企业社会责任高端峰会—为专业人士呈现

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会2012将在中国北京举行。此次峰会以“本土创新应对全
球挑战”为主题，探寻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企业社会责任面临的挑战，机遇以
及对此的解决措施。峰会将吸引超过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业界专家和商界领袖
前来参与。

当前的中国已不再仅仅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她已经成为一个关键市场，
最热的经济体，并且是众多跨国公司的投资重地。随着这些变化，企业社会责任
在中国的状况也随之改变。新的企业社会责任策略和理念应运而生，从根本上改
变了企业及利益相关者沟通的方式，促进了新的企业社会责任形式的产生。

特邀演讲嘉宾将包括高级政府官员，来自中国和亚洲的业界领袖和著名学者。本
次峰会是一个连接国际企业与中国主要利益相关者会面的高端平台。

主办机构

场地赞助

奖学金赞助

银级赞助

黄金级赞助

公益组织展位赞助

2012年主题演讲嘉宾

北京万达铂尔曼大饭店 | 中国北京 | 2012年9月18-19日

 推动本地创新 。 应对全球挑战 

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会2012

慈善主题晚宴赞助

官方碳补偿

协办单位

招待酒会赞助

提早于7月13日前
报名可享85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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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 / 天则经济研究所
创始人, 常务理事

汤敏
国务院参事 /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常务副理事长 / 友成新公益大学校长

John Tedstrom
GBCHealth, 主席兼CEO



参会者的声音

“这绝对是亚洲地区最高端﹑信息量最大的企业社会
责任活动。”

Jalal, PT ANTAM (Persero) Tbk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成员

“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的活动上见到如此多的CSR从业
者以及利益相关者，很高兴听到这么多不同的意见还
有遇见这么多有趣的人。演讲者也是相当有经验！”

Jeanne Foo, Allianz Malaysia Bhd高级执行官

“企业家、决策者都应该来参加这个CSR盛会，以全
面理解这重要的企业管理实践。”

Suriya Moorthy, Geoff Palm Ltd总裁

“这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意见交流及知识平台，有助企
业和非营利机构选择正确的企业社会责任做法。”

SH. Nur Izma, Maybank Group副总裁助理

迅速了解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
会2011

关于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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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该参加？
以下范围的总裁、副总裁、首席执行官、
首席营销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
董事、经理及专业人士： 

希望与企业共同合作的社会企业与非营利
机构代表

社会责任投资者

制定可持续发展框架的政府官员

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性发展，环境事
务，企业管治，金融，企业传播，社区
关系，公共关系，品牌战略，投资者关
系，战略规划，人力资源，风险与治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峰会，议题丰富而且紧贴实际，
演讲者也具备充实的知识及经验。”

Steven Bardaolomeus, Sarawak Energy Bhd 高级CSR经理

2012年新增亮点

CSR创新展示市集
CSR创新展示市集为本土社会企业，NPO和基金会提供了 一
个平台，展示其针对社会及环境问题创新可持续的商业解决
方案。这个展示专区将为参会企业提供一个绝佳的渠道去了
解来自亚洲各地的公益组织。在CSR创新展示市集里, 企业和
NPO在此寻找合作伙伴，探讨不同可能性的合作。而在这3
小时的展示环节里面，会有50个本土NPO，社会企业和基
金会被挑选参加。 

CSR Asia-GBCHealth 慈善主题晚宴
CSR Asia将与合作伙伴GBCHealth于峰会首日（9月18日）举
办一场慈善主题晚宴。晚宴包括高级政府官员的重要演讲，明
星表演和中国传统文化演出。该慈善晚宴所得收入将全部捐献
给三个中国的公共卫生项目。

1 2

400+个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会代表

94% 参会代表来自亚洲，包括中国，中
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50+ 名专家分享知识和研究案例

2天 广泛而深入的峰会议程，探讨最紧贴
市场的社会责任议题，提供实战经验指导及
解决方案

98% 的参会者表示会继续参与2012年的
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会



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会2012-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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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工作坊
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会2012为参会者组织了4个会前工作坊，工作坊将关注亚洲企业社会责任热门话题，提供深度的企业社会责任专业建议。
参会者将能够获知最热点的企业社会责任议题，并提高其应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能力。

ISO 26000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及沟通 

社区投资策略

利益相关者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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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星期二)

峰会议程

08:00 签到和交流

09:00 主题演讲

10:30 茶歇

11:00 圆桌会议 - 推动本地创新应对全球挑战

12:30 午餐

14:00

分论坛

分论坛1: 问题与挑战
1a.水资源：制定水资源策略的
工具和标准

分论坛2:利益相关者
2a.政府：如何应对政府的期望

分论坛3:CSR信息披露
3a:报告：综合报告究竟意味着什么

分论坛4：解决方案
4a. 包容性商业模式：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创新策略

15:30 茶歇

16:00

分论坛

分论坛1: 问题与挑战
1b:灾害：制定战略性灾害防御策略

分论坛2:利益相关者
2b.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关系的
建立与评估

分论坛3:CSR信息披露
3b.CSR信息披露工具： 
ISO 26000 和 GRI G4: 未来发展

分论坛4：解决方案
4b.价值链：
创造可持续发展价值链的创新方案

17:30 招待酒会

19:00 慈善晚宴-一切为了健康

9月19日-(星期三)

09:00

分论坛

分论坛4：解决方案
4c. 社区: 如何透过社区参与来
解决冲突

*仅限邀请-CSR Asia战略合作伙伴 50个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企业展示其在社会创新以及与合作伙伴的可

持续发展的成功例子。

战略合作伙伴会议 CSR创意展示市集

10:30 茶歇

11:00 分论坛

分论坛1: 问题与挑战
1c. 能源与气候变化—亚洲未来
五年的发展趋势 

分论坛2:利益相关者
2d. 投资者：投资者如何评价企业的
CSR表现？亚洲可持续发展排名

12:30 午餐

14:00

分论坛

分论坛1: 问题与挑战
1d.公共卫生：公司如何在亚洲公共
卫生领域创造共享价值

分论坛2:利益相关者
2c.专业能力建设：
亚洲可持续发展人才的专业教育 

分论坛3:CSR信息披露
3c.社会化媒体与CSR：未来挑战

分论坛4：解决方案
4d. 策略：新兴问题和公司应对 

15:30 茶歇

16:00 闭幕：企业社会责任未来五年的发展趋势

更多培训信息，请点击 www.csr-asia.com/summit2012



参会报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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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CSR Asia 关于CSR Asia战略合作伙伴计划

成为我们的参展商
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会2012为企业提供一个提升品
牌的理想參展平台，让您与超过500位来自全球不同
行业的CSR专家进行交流。 

成为我们的赞助商
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会2012将为参会企业提供不同
的赞助机会。赞助商将通过本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向
全球企业代表推广其品牌，并展示其在企业社会责
任方面的努力与贡献。

展位价格 3米 X 2米 标准展台

人民币 25,000 / 美元 4,200

人民币 15,000 / 美元 2,500

非赞助商

赞助商

CSR Asia为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提供适时可靠的企业社会责任资讯，
培训，研究和咨询服务，致力推广可持续发展的商业作法。我们对于
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实现企业对
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承诺。CSR Asia的办事处位于曼谷，
北 京 ， 爱 丁 堡 ， 广 州 ， 香 港 ， 吉 隆 坡 ， 新 加 坡 ， 悉 尼 及 东 京 。
www.csr-asia.com

CSR Asia战略合作伙伴计划是让公司们通过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企
业社会责任能力建设的一个交流平台。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计划
为参与社会及环境方面挑战的企业提供支援。合作伙伴之间通过
分享经验和难题，从而建立起行业内，国家及地区的业内网络。
加入我们 www.csr-asia.com

成为我们的参会代表

全价

提早报名折扣 (八五折)
- 截止日期：2012年7月13日

CSR Asia 战略合作伙伴*
(八折)

团体报名
(五-九名参会者，八折优惠）

团体报名
(十名及以上参会者， 七折优惠)

人民币 4,980 / 美元 830

人民币 4,233 / 美元 705

人民币 3,984 / 美元 664

人民币 3,984 / 美元 664

人民币 3,486 / 美元 581

人民币 2,500 / 美元 417

无

人民币 2,000 / 美元 333

无

无

网上注册 www.csr-asia.com/summit2012
查询：伍慧茵小姐 | 电话: (852) 35798079 | 电邮: marketing@csr-asia.com

您的申请费用包括两天的峰会主论坛和分论坛的入场门票，会议材料，两天的午餐以及招待酒会。

公司 (每人) 公益组织 / 学生

企业 / 公益组织 / 学生 (每位参会者)

会前培训（每个工作坊）
7月13日之前注册可享九折优惠 人民币1,500 / 美元250

CSR Asia-GBCHealth 慈善主题晚宴
人民币 1,000 / 美元167 (峰会与会者)

人民币 2,380 / 美元397 (非峰会与会者)

附加选项

公关合作伙伴   官方新闻稿发布伙伴

国际媒体合作伙伴 支持媒体国际在线媒体

支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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