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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马威中国, 我们深信运用我们的技能
和资源可以为员工、客户及社会带来积极
的变化和影响。 每天, 我们以专业技能为
客户创造可持续的方案，致力于改善生活
和工作环境。企业社会责任(CSR)是毕马
威的核心文化，我们很高兴在此分享我们
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 
 
毕马威中国17个办公室共同努力解决环
境和社会问题。在3E关注点（环境、教育和
灌能）项目中，我们关注四大核心领域：
1.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2.  终身学习
3.  促进包容性发展
4.  共融与多元化
 
在环境方面，公司的年度碳审计数据显
示，从2010年至2014年期间，每名全日
制在职员工的净碳排放量显著减少了
11.9%。毕马威中国致力于不断开发和实
施创新性的绿色计划来进一步减少所有
办公室的碳排放量。 

在社会方面，我们的员工利用专业知识和
技能，通过向慈善组织提供上万个小时的
志愿者服务来回馈他们所在的社区。除此
之外，毕马威员工每年向中国的非营利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超过10,000小时的
义务审计服务。2015年，尼泊尔发生灾难
性地震后，毕马威中国共筹集了人民币
125万元，包括员工捐款人民币62.5万元
以及公司的一比一配比捐款，用以支援紧
急救灾工作。 
 
这份报告表明，我们正在努力确保企业社
会责任贯穿在毕马威与员工、客户和社区
的日常互动中。我们将继续努力发挥积极
影响，激励和引领变革，共同创造一个更
美好的世界。

4
陶匡淳
毕马威中国主席

廖子彬
毕马威中国主席

主席寄语

毕马威慈善基金
2015年，我们迎来了毕马威慈善基金成立
的七周年。毕马威慈善基金为注册慈善机
构，一直致力于团结员工、毕马威老友汇
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力量，为环境和社会
问题带来系统性变革。 
 
毕马威慈善基金由毕马威管理委员会管理，
委员会每年会定期召开会议，审议并核准拨
款方案、选择合作项目及管理合伙人的捐
款，并根据毕马威的企业社会责任四大核心
领域，策略性地分配善款。 

毕马威慈善基金管理委员会同时与毕马
威中国14个分所的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
共同协作，寻找服务社会的机会和潜在的
社区合作伙伴。 
 
这个结构有序的赠与平台不仅可以帮助
实现毕马威的企业社会责任目标；而且从
长远角度而言，也能够确保所有的公益项
目都是能满足社会需求、伸缩有度及可持
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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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概览

自2005年， 紧急救灾工作捐款金额  

人民币1,100
万元

自2009年，>1,000位社会企业和非政府
组织代表参加了毕马威中国培训课程

>10,000 小时  
每年义务审计服务时数

自2004年至2016年期间，资助 >5,500名病人
接受逸杰国际慈善基金会（前身为微笑行动）的免费手术
治疗

2016年的志愿者服务时间 

42%
56%

2%

用电、供暖
及冷气

商用汽车的 
使用

- 0.8%353

- 8.8%11,553

+4.9%8,638航空商旅

2015年各项来源
的总排放量*

2010-2015
% 变化

每年通过支教活动帮助的学生人数 

>1,000 学生

毕马威中国2015年碳排放

与2010年相比, 2015年每名全日制在职员工的

净碳排放量下降16.4% 

700 吨
与2010年相比，2015年净碳排放量减少超过

>16,000 小时  

自2016年，17个办公室均参与
了地球一小时的计划

2015年捐出的善款为   

约  人民币830万元
 
其中员工的捐款为

人民币330万元

汇率为1人民币兑1.2港币

*以吨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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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关注点中的四个企
业社会责任核心领域

9

毕马威的企业社会责任策略围绕3E关注点—环境 (Environment)、教育  
(Education) 和灌能 (Empowerment)。在此框架下，我们推出了各种可持续发展计
划，重点关注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终身学习、推动包容性发展以及共融与多元化。 
我们以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毕马威的核心文化，通过领导思维及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和
参与，共同努力解决各种环境和社会问题。 

CSR

提升可持续
发展能力

终身 
学习

推动包容
性发展

共融与 
多元化

提升可持续
发展能力 终身学习

我们有责任在社
区和市场中发挥

积极影响。我们力
争在企业经营中
解决气候变化带

来的挑战，与客户
共同努力提升社
会和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

我们重视教育和
终身学习。通过持
续学习，我们能够
发掘自身及他人

的潜能。我们通过
各种项目和倡议
来培养未来的成

功领袖。

愿景

目的

策略

教育环境

以身作则

建立信心，引领变革

通过3E关注点中四大核心领域引领变革，保持毕马
威作为公众信任的专业服务机构形象

推动包容性
发展

共融与 
多元化

我们的包容性发
展策略有助确保
每位员工从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受

益。我们凝聚具有
不同专业背景和
技能的毕马威员

工，开发创新的解
决方案以解决社
区中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问题。

我们的员工各自
拥有独特的经历

和个性。我们努力
创造一个环境，让
每位员工都有成

功的机会，而不是
因差异产生分歧。
我们相信，支持共
融与多元化能够
促进人人机会平

等，为下一代创造
更美好的社区。

灌能

对社区的承诺是我们的行动支柱

“当我们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时，思考毕马威在社会中扮演的身份
和角色显得十分重要。作为公众信任的专业服务机构，我们希望运
用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服务社会、以身作则，深信我们不但在工作上
做到精益求精，亦能同时为社会作出贡献。

吴柏年
毕马威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主管

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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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天津

南京

重庆

成都

广州
佛山

澳门 香港
厦门

福州

杭州

深圳

青岛

沈阳

上海

企业社会责任重点
项目

 张旗毕马威苗圃希望小学 
 高桥毕马威苗圃希望小学

 毕马威安康社区中心 放牛场村毕马威苗圃希望小学

甘肃 四川 云南

毕马威希望小学和支教之旅

全国性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环境 
碳审计
全球绿色计划
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一小时

紧急救援
 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灾行动 

（人民币125万元）
 2013年雅安地震救灾行动 

（人民币96万元）
 2011年日本地震救灾行动 

（人民币123万元）

教育
创行
毕马威希望小学和支教之旅（云南、甘
肃和四川）
 新长城计划
 学校起动计划合作伙伴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儿童项目

灌能
逸杰国际慈善基金会
全球尊严日
义务审计服务
社会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培训  
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毕马威中国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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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碳排放量减排目标

绿色建筑和设备 
 
2012年，为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毕马威
将香港办公室40%的办公空间搬入希慎
广场以节约大量能源。希慎广场是获得由
美国绿建筑协会颁发领先能源与环境设计

（LEED）白金级别认证的办公大楼。我们
使用LED灯泡和T5灯管，安装双层玻璃窗
以最大化利用自然光线，减少照明用电。 

“当今社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给地球带来严重的威胁，世界自
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希望每个人都对环保都有所了解，鼓励市民改
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以维持地球的持续发展。

朱雅仪 
毕马威中国高增长科技和创新事务合伙人兼主管
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和董事委员会成员
 

世界自然基金会 
 
毕马威是首批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低碳
办公室计划的成员之一，积极支持世界自
然基金会的各种计划，例如步走大自然和
地球一小时。自2004年起，毕马威成为世
界自然基金会的纯银会员。  
 

 

“绿色生活”计划 

“绿色生活”计划审视我们运营的各个方
面，致力于促进办公室更加环保。此外，我
们通过分享绿色生活窍门，在棕纸袋午餐
会上提供素食，以增强全体员工对气候变
化的认识并倡导低碳生活。

13

2008年，毕马威发布了全球绿色计划
(Global Green Initiative) 以应对气候
变化带来的挑战。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
年，全球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与2015年的
基准水平相比进一步减少10％。 我们对
减少环境影响的其中一项承诺是测量、
减少并报告毕马威整体温室效应气体的
排放情况。此外，毕马威通过向社区和市
场作贡献以及提高员工的意识和参与度
来推动可持续发展。 

到2020年， 
将温室气体
排放量减少

10%

目标：

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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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助学计划 

我们致力于帮助小学至大学的贫困儿
童和青年发挥潜能及创造全面的教育
机会。毕马威慈善基金每年通过各个慈
善机构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培苗行動和
国际培幼会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财务
资助。 

毕马威安康社区中心

2008年12月，毕马威慈善基金与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达成协议，在四川省建立
了毕马威安康社区中心，毕马威慈善基
金持续为其运作提供支持。该中心的设
计结合了绿色建筑原则、可再生能源和
资源的利用以及防震技术，是社区居民
聚会的好地方。我们的员工在此发挥积
极影响，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为成年
人提供各种职业培训。 

创行 

创行汇聚企业领袖与学术界人士，激励
大学生通过发起和实行社区项目改变生
活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自2004年起，
我们的员工作为志愿者每年在各种学生
项目和比赛中担任商业顾问和评委，为
创行项目和学生提供指导和支持。

毕马威希望小学 
 
2010年，毕马威慈善基金与苗圃行动及地
方政府合作，在云南和甘肃重建了三所希
望小学。自此，我们每年组织员工到学校
支教，让他们和学生有机会互动和建立联
系。一直以来，毕马威慈善基金也在持续
改善这些学校的设施。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 
 
自2003年以来，毕马威与香港社区组织协
会合作，资助和帮助香港贫困儿童，每年
平均组织10场活动。从大型英语学习项目
到其他活动，如社区探访，我们提供资金
和志愿者服务以支持该协会。

终身学习

我觉得很幸运能够有机会参
加这么有意义的四川支教活
动。除了教授学生课本知识
外，我们努力为孩子们树立好
榜样，并鼓励他们勇敢追求梦
想和美好的未来。

胡芷茵
毕马威中国风险管理咨询
高级顾问

15

教
育

44 覆盖                          所
中国大学

790
名学生获得资助  
 （自2005年起）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计划

50 每年为                       名
新入学的大学生提供
资助

培苗行動学生资助

30每年                        名
学生获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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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包容性发展
义务审计服务 
 
毕马威一直承诺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加强民间社会组织的责任机制、公信力
和绩效，为社会作出贡献。我们为不同规
模的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义务
审计及咨询服务，协助他们解决社会问
题。同时，我们的服务也确保捐赠者的
善款得以妥善利用，增加捐赠者和公众
的信心。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汇丰社会企业商务中心 
 
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我们一直与汇丰社会
企业商务中心合作，促进创业和创新。我
们的志愿者建立了社会企业咨询委员会，
组织了一系列专业商务培训课程，帮助社
会企业应对可能面对的会计和财务难题。
此外，我们的志愿者参与了一对一的辅导
项目——“社会天使”，为各个社会企业提
供商业咨询意见和服务。

我们发挥自身才能向慈善机构提供义务审计服务，这能够让
慈善机构获得专业指导和服务，同时帮助它们将行政管理费
用降至最低，以确保所筹集的资金尽可能投入到相应的慈善
项目中。

黄伟贤
毕马威中国审计合伙人

毕马威通过提供专业的培训和咨询服务作出可贵的贡献。这
能够切实帮助社会企业加强能力建设，为社会创造共享价值。

谭颖茜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汇丰社会企业商务中心主管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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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鼓励员工尽可能在工作中发挥共融
与多元化的优势。同时，我们支持并参与
各类调查研究，以更有效地了解工作和市
场环境中的共融与多元化课题。

毕马威通过下列措施为员工提供包容的
环境：

•跨文化理念项目
•师友计划
•全球入职培训及办公室内虚拟课堂
•辅导及领袖培训计划
•弹性工作安排计划
•促进性别平等讲座
•赞助女性领袖会议和研讨会
•支持女性董事计划
•哺乳室
•为在职父母组织亲子活动日
 

共融与多元化
全球尊严日 

全球尊严日是由世界经济论坛的分支
组织全球青年领袖论坛代表在2006年
倡议成立。毕马威中国的志愿者拜访不
同的学校，引导尊严课程，帮助青少年
建立积极和包容的价值观。
 

逸杰国际慈善基金会 

逸杰国际慈善基金会（前身为微笑行
动）是一家医疗慈善机构，为中国患有
兔唇及/或唇腭裂的贫困儿童提供免费
手术治疗。自2004年以来，毕马威派遣
志愿者参加医疗行动，协助翻译、行政
协调和医疗记录工作。毕马威慈善基金
每年资助50例手术。

外来务工子女项目 

毕马威慈善基金通过启创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向学生提供体验式学习课程，并
通过上海真爱梦想慈善基金会捐资改
善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设备。除了为缺
乏资源的民工子弟学校改善硬件设施，
这些项目还能够帮助民工子弟更好地
融入社会以及建立自信。

18

作为领先的企业赞助商，毕马
威不仅在财务支持方面发挥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毕马
威的员工志愿者付出宝贵的时
间，为学生工作坊担任辅导员
和演讲嘉宾。毕马威也把我们
介绍给其他社会组织，营造相
互协作的氛围。

刘子仲 
全球尊严（香港）项目总监 

19

截至2015年10月，女性员工占毕马威中
国员工总数的62%。

灌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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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我第四年参加企业社会责任的赛事活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认识新朋友和回馈社会的好机会。

王子豪
毕马威中国财务咨询服务经理

慈善筹款赛事

渣打香港马拉松
 
过去几年来，数百名毕马威
员工及其家人朋友参加了渣
打香港马拉松。2016年，毕
马威中国共筹集了超过港
币30万元的善款，以支持香
港残疾人奥委会暨伤残人士
体育协会、奥比斯和香港防
癌会。

2016年，毕马威中国连续十
一年荣膺“最高筹款公司”。   
2015年，毕马威中国连续
十年获得“最踊跃参与团队
奖”。

一个鸡蛋的暴走
 
2015年，超过100名毕马威
员工参加了上海联劝公益
基金会的筹款活动，共筹集
了人民币60余万元的善款，
以支持民间公益组织为弱
势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四
个领域的服务，包括：营养
健康、教育发展、安全保护
以及社会融合。

乐施毅行者

2015年，毕马威员工组成
两支队伍参加了乐施毅行
者活动，这是香港最受欢
迎的远足筹款活动之一。
我们的团队凭借决心和毅
力克服沿途种种障碍，完
成了100公里的挑战。该活
动共筹集了超过港币50万
元的善款，以支持香港乐
施会消除贫穷以及与贫穷
有关的不公平现象。

抬轿比赛

毕马威中国派员工参加国
际明德医院举办的一年一
度抬轿大赛，为抬轿比赛慈
善基金筹款，以支持当地约
130家慈善机构。我们的员
工每年会悉心设计队服和
轿子。

公益金会德丰百万泳

每年，毕马威员工参加在
浅水湾泳滩举行的400米
赛程。所有的活动捐款均
通过香港公益金用于支
持155家会员社会福利
机构。

中国扶贫基金会“善行者”
 
2015年，毕马威中国步行筹款
队伍完成了在北京居庸关长
城50公里的徒步挑战，筹集了
人民币47万元。活动所得善款
汇入中国扶贫基金会，以支持
中国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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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嘉奖
毕马威员工每年都会在公益和社区服务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主席嘉奖专门颁
发给那些全心投入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无私付出个人时间和精力，帮助他人和促进环境
保护的毕马威员工和团队。毕马威慈善基金向每位获奖者推荐的慈善机构捐赠人民币
10,000元。

获得奖项 
毕马威中国奖项

紧急救援
毕马威慈善基金会为全球自然灾害救援工作提供经济援助，並会根据员工捐款，捐出
一比一配比款项。

人民币125万元 人民币96万元 人民币123万元

2015年尼泊尔地震 2013年雅安地震 2011年日本地震

• 2002至2015年度“商界展关怀”奖
项—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 2012–2013年度 “应届生大学生最佳
职业启航奖”—应届生求职网 

• 2012年度“企业社会责任领导力奖”
及“合作伙伴奖”荣誉提名—上海美
国商会 

• 2013年度“能源与环境先导设计”白
金级认证—美国绿色建筑协会 

• 2013年度“香港环境卓越计划”金
奖—环境运动委员会 

• 2014年度“最佳企业”奖—全国高等
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 

• 2015年度“绿色办公室奖励计划”奖
项—世界绿色组织 

• 2015年度“最佳公益企业奖”—羊城
晚报社、广州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 

• 2015年度“社会企业责任持续贡献
奖”—上海美国商会 

• 2016年度“香港绿色机构”认证—环
境运动委员会

• 2012年至2015年“年度可持续发展企
业”—国际会计公报 

• 2014年度“金孔雀奖全球可持续发展
奖”—印度董事学会

毕马威多年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得到行业的认可，过去几年我们获得的本地及国
际奖项包括：

毕马威国际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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