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的力量
2020 CSR环球创新榜

主办单位：CSR环球网

联合主办：第一财经可持续商业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商道纵横 和众泽益 乘果创意 汇志传媒

公益支持：爱德基金会 广州市爱德公益发展中心 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 麦田教育基金会 微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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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让世界

变的更美好

树立榜样

为企业推动CSR和公益创新项目

提供更多榜样案例

推动创新

通过推动创新项目，带动更多企业CSR

和公益项目创新，推动全球范围内的

创新变革，引领世界潮流

案例集结

通过出版《环球创新白皮书》，

汇总创新案例、总结创新经验、

研判创新趋势，为业界发展提

供更多有价值的资料

传播推广

通过CSR环球网、第一财经等媒体平台

进行传播，覆盖CSR、财经和社会大众，

助力提升企业创新项目影响力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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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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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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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合法注册（包括港澳

台）并经营三年以上的独立法

人企业或集团（烟草及军工行

业除外）

创造性地结合行业特点，

发挥自身优势，打造创新

项目，并带来社会效益

民营、国有、外资和混合

所有制企业

从企业战略层面落实到具体
工作流程

企业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
CSR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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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票

邀请网友对最终入选企业进行投票，

投票结果不影响最终评审，但会设最

受网友喜爱项目等奖项，旨在扩大榜

单影响力和吸引参与、关注

颁奖盛典

榜单揭晓，举办颁奖仪式表彰优

秀企业，并召开创新论坛

企业报名 填写问卷

企业通过自荐或相关机构推荐并

填写参选报名表的方式参与，同

时，组委会将向部分企业定向发

出参选邀请

企业面访

面访小组对样本企业进行面访和

交流，实地考察企业创新项目情

况，经客观分析和打分后，根据

评分结果初选出拟上榜企业的建

议名单，提交专家指导委员会

专家评审

专家委员会对拟上榜企业的名单

进行审核确认后，提交组委会做

最终审核。组委会审核并最终确

认入选企业

9月-10月

9月-10月 10-11月

10月-11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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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创新典范奖

表彰在发展中推动社会创新，并产生良好社会影响的企业

价值创新致敬奖 产品创新致敬奖 技术创新致敬奖 模式创新致敬奖 传播创新致敬奖

奖项设置

网络人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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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SR环球高峰论坛

创新的力量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讲话中，33次提到——创新

创新是CSR项目的灵魂所在

企业结合自身主营业务和核心技术能力进行创新

不仅可以为受助人群创造价值，塑造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正面形象

还可以对内激活企业创新动能、对外展示企业创新能力和文化

一个又一个的创新项目正在诞生

这波创新浪潮必将助力解决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

最终推动全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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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创新最大的活力蕴藏在基层和群众中间，对待新事物新做法，要加强鼓励

和引导，让新事物健康成长，让发展新动能加速壮大。”

本次论坛将在此基础上，探讨创新的价值、趋势，分享创新案例，以及创新对全球发展的促进作用，

以点带面推动创新被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从而吸引更多企业加入创新大潮，让创新推动全球发展，

为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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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演讲 1 危中有机，唯新不破

主旨演讲 2 创新是CSR发展的新引擎

报告发布 《2020创新白皮书》揭示中国企业公益创新趋势

颁奖仪式 2 嘉许在创新方面表现优异的企业

圆桌论坛 1 抗疫项目创新 最宝贵的是经验

颁奖仪式 2 嘉许在创新方面表现优异的企业

圆桌论坛 2 创新常态化是不是伪命题？

备注：活动全程约18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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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颁奖活动开始前，召集入围企业召开闭门研讨会，

就问卷分析统计结果和本次评选的情况作初步分享，并提

出重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旨在为核心伙伴搭建沟通和对话的桥梁，提供第一手关键

信息并邀请业内专家进行深入讲解和分析，把脉行业发展

的最新趋势。

参会人员：

榜单专家委员会成员

企业高管及CSR经理人

2020
环球创新白皮书

闭门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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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CSR环球创新白皮书

 集结获奖优秀案例

 分析相关参评企业数据

 专家点评分析

 总结创新趋势

通过出版《环球创新白皮书》，结合数据、案例、专家点评、

趋势分析等，为业界发展提供更多有价值资料

白皮书发布

主办单位：CSR环球网

联合主办：第一财经可持续商业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商道纵横 和众泽益乘果创意 汇志传媒

公益支持：爱德基金会 广州市爱德公益发展中心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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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0月 11月 12月

预 热 传 播

报名传播阶段

网络投票传播阶段

颁奖盛典长尾传播

颁奖盛典

2020环球创新榜的项目传播将从9月开始，持续到11月，覆盖北上广深等城市，包括电视、广播、

报纸、网络等各类媒体渠道

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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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直播团队，通过视频、图文直播直观呈

现活动现况

以上均为示意图，仅供参考

网络直播现场盛况

与活动同步，通过电视采访、活动速记稿、

活动通稿、精彩内容速报等多种内容形式，

在CSR环球网和第一财经媒体平台及合作平

台快速传递活动信息

社交平台更新活动速报

视觉团队现场拍摄各类活动照片，并快速选

片修图，按主题分类成不同图集，直观呈现，

易于浏览

现场图集即时传送 嘉宾金句即时整理

专业采编团队活动现场

摘录嘉宾金句并快速制

作成金句图用于社交平

台传播

即 时 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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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交平台的互动传播.  多种形式制造话题，获得关注度.  内容碎片化、趣味化

投票 朋友圈 趣味短视频 可视化长图/动图 行业大咖短视频

以投票形式选出最受网

民喜爱的创新项目

同时策划新的趣味短视频，

以配合不同阶段的传播需要。

利用如抖音、微视等短视频

平台为项目引流。

将有价值的内容进行提炼归

纳并可视转化，将内容图表

化、故事化、提高阅读效率

及趣味性，促进社交平台的

传播，制造话题。

神秘权威展现不为人知的一

面，为行业发声，为公众发

声。

将行业、企业、人物故事进

行漫画创作。短漫易读易懂，

更有效融入理念，实现价值

传播。

朋 圈友

多 格

短 画漫

邀请业内大佬录制视短频，

进行活动宣传。

互 动 性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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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环球网

CSR环球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

的新媒体传播平台及智库。专

注于记录以及向公众传播具有

影响力、创新的企业社会责任

和公益传播案例、公益领域里

新锐的人物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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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为示意图，仅供参考

官网 专题 新媒体

快手、抖音

短视频平台

直播活动

短视频

传 播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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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整呈现

官 网 专 题 全 程 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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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为示意图，仅供参考

第一财经日报 第一财经杂志 第一财经频道 第一财经客户端 第一财经网站

例：彩色半版广告 例：整版内页广告 例：电视宣传片/采访 例：开屏广告 例：首页焦点图 例：网站首页通栏

利用第一财经全媒体平台优势. 促进项目品牌化

第一财经 平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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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为示意图，仅供参考

官网 专题 新媒体 专栏 短视频

第一财经微博及微信矩阵网端同步

详见“传播亮点

-互动

-趣味短视频

详见“传播亮点

-专栏

第一财经全媒体平台全面呈现. 特色内容+平台构建. 持续挖掘与释放 贯穿项目全程

第一财经 全媒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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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为示意图，仅供参考

CSR专栏配合视频节目《中国责任领袖

访谈》完成内容的深度挖掘与呈现，更

为全面地挖掘社会责任推动大背景下，

在发展理念、战略制定、项目管理上的

回应以及对行业未来的畅想。同时在内

容上横向延伸，在相关行业、社会问题、

技术伦理进行深入思考。记录中国企业

在可持续发展史上的故事与举措。

对行业、企业、人物的纵向挖掘. 形成专题式深度报道.  挖掘现状、剖析问题、展望未来

第一财经日报·CSR专栏 第一财经网站·《CSR》专栏

深耕可持续发展领域，记录呈现、挖掘

剖析、反思推动，推动中国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的升级。内容除第一财经专业采

编团队撰写，同时精选合作媒体优质稿

件，构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领域内容平

台。

专栏平台：第一财经网站

首页固定专栏文章推荐位，含专栏页面入口

内容规划：CSR创新项目内容调查与报道

规划期数：长期（日更）

专栏平台：第一财经日报

内容规划：XXXXXX深度专访

规划期数：4期

第 一 财 经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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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聆听

联系人：蔡露诗 1363226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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