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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共享價值
結合營商策略與社會關懷

「抓緊營商機遇」與「創造社會價值」是可以共惠共生的。不少企業成功針對某
種社會或環保需要，運用商業營運模式創造共贏。有關策略更有助企業建立優
勢,和提升競爭力。

將創造社會價值的目標，融入營商策略，可以釋放無限創意，更有效地滿足市場
需要，發掘新的潛在市場，有利企業可持續發展。企業通過商業運作的優勢帶動
環保和社會發展，可彌補政府和非政府機構的不足，亦可藉此加強社會大眾的
信任和尊重。

由團結香港基金策動的「商社共生」傑出大獎，目的是發掘本地成功結合營商策
略、社會關懷與環境保護，達至「商社共贏」的例子。通過這項活動，我們期望倡
議新的營商模式：企業既能滿足市場需要,又能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達至企業
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願景。

-

「商社共生」傑出大獎現正公開接受報名。請
經由網上表格提交申請。在報名表上，請簡介
貴公司如何通過營商策略，同時滿足特定社
會與環境的需要。

截止報名日期為2019年6月21日。

-

https://hk.bsgawards.org/


達能集團（Danone）

與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聯手，針對孟加拉
人口在日常飲食中常缺乏的必需營養，生產並推出一
種含豐富微量營養素，名為Shokti Doi的乳酪食
物，大大改善當地人口的營養健康狀況。乳酪以環保
包裝出售，並在生產過程中採用太陽能及生物氣體等
再生能源。Grameen Danone的業務模式是一個成
功例子,結合盈利能力和在新興國家中減貧及紓緩營
養不良的社會發展需要。

班傑利公司（Ben & Jerry's）

是聯合利華(Unilever)營運的子公司。它們採用高
品質的材料生產優質雪糕，使用的奶及奶油來自家庭
農場飼養的母牛，並沒有經過合成激素處理。其銷售
成本的45%用於支持小型家庭農場; 所有的儲存箱均
由獲得森林管理委員會(FSC)認證來自可持續發展來
源的紙板製成;其最低工資員工的時薪比生活工資
(Living Wage)高出46%。班傑利公司的營運理念是
「共享繁榮」(linked prosperity) ‒ 致力為所有持
份者創造繁榮。

Sompo 

是日本最大的保險集團。 它們抓
緊當地人口急劇老化的機遇，透
過發展長期護理及家居優化等服
務和產品，協助解決當地社會在
人口老齡化上所遇到的問題。

「商社共生」的精神就是企業通過其核心業務，賺取利潤的同時,又可創造社會價值。這對社會（和市場）的可持續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在亞洲以至全球都有不少企業創造共享價值的成功例子。

海外實例

創造共享價值
結合營商策略與社會關懷



李錦記

家傳戶曉的醬料品牌，李錦記
與甘肅省農民合作，為農民提
供優質的種子、引入現代化的
培訓及農業管理模式，使產量
與農民的生活水平同步提升，
而公司亦確保得到優質、穩定
的辣椒醬原材料供應。

「商社共生」的精神就是企業通過其核心業務，賺取利潤的同時,又可創造社會價值。這對社會（和市場）的可持續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在亞洲以至全球都有不少企業創造共享價值的成功例子。

本地實例（「商社共生」大獎得主）*

創造共享價值
結合營商策略與社會關懷

日崚 FIMMICK

一家專門從事數碼營銷推廣的中
小企，公司透過旗下社企，營運
社交媒體及設立網上商店，協助
傳統手工藝老師傅擴展生意。此
舉加深公司對銀髮市場的了解，
對跨世代市場進行網上推廣更相
得益彰，為公司主要業務帶來正
面影響。

煤氣公司

積極透過「轉廢為能」開發新的
商機，煤氣公司與那打素醫院合
作，安裝「電熱聯供系統」，利
用沼氣發電，每年為醫院減省港
幣270萬元的能源費用，亦為煤氣
公司帶來港幣300萬元額外收入。
此舉更能減少碳排放，為煤氣公
司、其客戶及社會創造共贏。

羅氏集團 D2 Place

多方位支援年輕設計師及創業者
的業務發展。創業者的獨特產品
吸引顧客到訪D2 Place；隨着
創業者生意增長，D2 Place亦
透過利潤分享提升租金收入。與
此同時，D2 Place亦帶動荔枝
角附近社區的發展，提升大眾對
本地設計的興趣。

* 詳細資料可參閱附錄



資料來源: Porter, M.E., & Kramer, M. R. (2011). The big idea: creating shared valu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CSR
–

企業社會責任

價值觀︰做好事

企業公民、慈善事業、推動環境可持續發展

CSR活動一般屬非常規性或為了回應外界壓力

與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策略無關

議題受外部披露要求、個人取向所影響

影響受限於企業足跡及CSR預算

CSV 
–

創造共享價值

價值觀︰致力創造經濟和社會效益

深信企業盈利與社會進步可以共惠共生，致力在兩方面創造共享價

CSV成為企業營運的核心，為競爭力的一部分

有助企業達致利潤最大化

議題以企業具體業務為中心，並結合內部策略

影響範疇涉及整個公司預算 

創造共享價值
結合營商策略與社會關懷



參加資格
任何具商業登記並在香港經營最少5年的企業均可參與。

評審過程
評審由具公信力的評審團擔任。評審團將選出成功通過營商策略及措施推
動社會發展，創造共享價值的企業入圍最終階段的評審。

此外，500多名來自企業及社會服務和環保團體的行政總裁，以及就讀本
地大學的商科學生，將共同在入圍最終階段的企業中選出獲獎企業。

評審準則
獲獎企業必須展示它們採取積極有效的營商策略及營運措施，既能提高營
利/競爭優勢,又能推動社會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獲獎企業必須顯示上述
策略及措施在營商、社會及環境方面所帶來的成效。

頒獎典禮
所有「商社共生」傑出大獎的獲獎企業將獲邀參加頒獎典禮，並於媒體及路
演中介紹及分享經驗。頒獎典禮暫定於2019年11月舉行。

傑出大獎
企業成功的新標準



「商社共生」傑出大獎期望：
_為致力結合營商策略與推動社會發展，落實相應措施，並具顯著成效的企 
  業給予肯定 

_支持獲獎企業繼續探索和深化其「商社共生」的營商模式，為企業和社會創 
  造共享價值

大獎背後的意義
獲獎企業：得到更大鼓舞，繼續深化其「商社共生」策略，為社會帶來更大的
正面影響。 

其他企業：從獲獎的例子中得到啟發，探索新營商策略，把推動社會及環境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融入業務中。 

整體社會：推動社會大眾認識創造共享價值的理念，鼓勵商界通過營商策略
帶動環保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誰應關注此大獎？
任何企業，無論大小，只要是致力提高商業競爭優勢的同時,又能推動社會
及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企業，均應關注這個大獎。

參與大獎的好處 
參與「商社共生」傑出大獎，讓企業： 
_突出企業品牌 - 讓你的企業品牌成為本港非牟利組織、媒體及社區所公認 
  的負責任企業 
_展現領先思維 - 成為同業中的領導者，締造成功商業模式，同時促進社 
  會發展 
_成為引領社會關懷的力量 - 啟發更多同業在商業決策時，多從共享價值 
  的角度出發 
_提高團隊士氣 - 加強僱員對公司的認同，成為僱員心中的良心僱主，以及 
  業界和社會的領袖

共同參與
展現領先思維



營商策略

企業的營商策略及營運模式既能提升其競
爭優勢及營利能力,又能推動社會及環保
發展。

_企業如何從營商活動中，同時創造財富、社
會及環保價值？

_企業如何調和社會需要，產品設計和顧客
的要求？

_企業如何以新的角度重新定義價值鏈中的
生產力，或改善營商環境？

具體措施

企業落實具體措施或商業慣例，推行上述策
略，達至相關目標。

_企業採取甚麼具體措施或商業慣例？這些措
施怎樣回應上述策略？

_企業在落實相關措施，如何與不同持份者
保持溝通，例如顧客、員工、供應商、服務提供
者、社區等?

_企業如何讓顧客獲得資訊，在消費過程中作
負責任的決策?

成效影響

具體措施或項目的成效影響：具體措施或項
目對企業的競爭優勢、以及社會和環境的可
持續發展所帶來的成效影響。

_企業如何減少營商過程或產品對社會、環境
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或創造正面的影響?

_企業如何量度及評估其業務對財務、社會和
環境的影響，並向持份者披露有關資料？

評審準則
營商策略、具體措施、成效影響



第4步: 廣泛參與  

入圍最終階段的企業將獲邀參與
製作短片，介紹它們如何為企業
和社會創造共享價值。

我們將與來自企業及社會服務
和環保團體的行政總裁，以及就
讀本地大學商學院的青年學生
分享該短片，由他們共同選出獲
獎企業。

2019年9至10月
期間進行

第3步: 評審   

入選的企業將獲邀與評審團會
面，深入討論實踐「商社共生」
的過程。評審團將由具公信力
的社會賢達組成。

2019年8月底
舉行會面

第2步: 探訪  

我們將探訪初步入圍的企業，安
排與企業員工/持份者面談，讓我
們更了解該企業的營商策略、
具體措施和成效影響。

2019年7至8月 
安排探訪

第1步: 簡介  

請於報名表上以不多於一千字 
（中英文俱可）簡介企業的營商
策略和具體措施，如何發揮「商社
共生」的影響提升企業競爭優勢
及營利能力，同時推動社會及環
保發展。可參考評審準則內的要
求。

2019年6月21日
截止報名

如何參與？
四個簡單步驟



歡迎查詢
我們樂意為您提供協助

電郵 
bsg@ourhkfoundation.org.hk

聯絡電話 
2864 2966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603 3080 / 團結香港基金

如對「商社共生」傑出大獎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

與我們聯絡。如您不確定您的營商策略和措施是

否反映「商社共生」的理念，請先與我們分享您的

故事，我們樂意解答您的疑問。

mailto:bsg%40ourhkfoundation.org.hk%20?subject=


報名表
如欲參加「商社共生」傑出大獎，請於2019年6月21日或以前，通過網上申請

表格 ( https://hk.bsgawards.org/  ) 提供下列資料。

企業名稱 ：  

業務性質： 

員工數目: 

在香港開始營運年份: 

聯絡人: 

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 

請以不多於一千字（中英文俱可）簡介企業的營商策略和具體措施，如何創造共
享價值，發揮「商社共生」的影響，提升企業競爭優勢及營利能力，同時推動社會
及環保的發展。

選擇性資訊 – 歡迎提供不多於三百字（中英文俱可）的第三方意見或評價。企業
可透過此部份提供持份者的意見或媒體報導的相關資訊，此資料只屬輔助性
質，以支持企業已填寫及提交的內容。

https://hk.bsgawards.org/


「商社聚賢」是一個凝聚香港商界領袖，共同關心社會，集合智慧和力量，積極推動社會創新，
創造共享價值的平台。我們深信，企業一方面可以為股東創造價值，同時亦可以運用其核心能
力與資源，協助解決社會問題，平台的願景是將主流企業轉化成為一股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 

「商社聚賢」由團結香港基金推動成立，有逾120位商界領袖參與為平台創建成員。成員均以個
人身份參加，集思廣益，群策群力，並通過樹立典範，啟發更多商界精英加入我們的行列。

主辦機構

團結香港基金是於2014年9月在香港註冊的非牟利組織。其宗旨是集合本港、內地和國際精英，
以香港長遠和整體利益為出發點，為香港政府、公共服務機構及廣大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政
策研究、分析和建議，務求促進香港社會和諧、經濟繁榮及可持續發展。



策略伙伴

GLG格理集團致力於連結業務和專業知識，以幫助客戶實現更明智、更快速的決策。以全球
超過650,000名行業專家和約2,000名員工的專業服務為依托，GLG在嚴格的合規框架基礎上
為客戶提供全天候的定制化服務。了解更多資訊，請瀏覽官方網站: glginc.cn。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47年成立，是一個代表非政府社會福利服務機構、具清晰信念與專業能
力的聯會組織，致力推動本港社會福利的發展。社聯與機構會員共同信守社會的公義、公平， 推
動社會福利界與其他界別的策略伙伴聯繫，共同建立共融及關懷的社會。社聯現時共有超過460
個機構會員，透過其屬下遍布全港3,000多個服務單位，為本港市民提供優質社會福利服務。

麥肯錫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管理諮詢公司，一直致力於幫助本土領先企業改善管理技能和提升全
球競爭力，並為尋求在本地區擴大業務的跨國企業提供諮詢，同時也積極參與中國公共政策諮
詢和公共事業建設。



支持機構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社創基金)為香港的社會創新發揮催化劑的功用，致力促進商界、
非政府機構、學術界及慈善機構與公眾合作，以創新的方案解決貧窮和社會孤立問題，締造
社會效益。基金主要經由協創機構，為有抱負的個別人士或團體提供資源進行研究、能力提
升，和支持不同階段的創新項目，包括扶助新意念醞釀、提供實踐種子資金，以至協助他們
擴大營運規模。社創基金希望促進生態系統發展，令社會創業家茁壯成長，創新意念、產品
及服務能有效應對社會需要，而有能者則得以發揮所長，並達至促進共融、提升市民福祉，
以及加強社會凝聚力的效果。



羅氏集團 D2 Place
–

營商策略及具體措施
羅氏集團改建兩橦位於荔枝角的工業大廈，成為寫字樓及精品購物商場

命名為D2 Place（Designer's Dream），設計師夢想之地，銳意發
展成孕育文化創意的地標

D2 Place透過獨特的營運模式，扶助年輕創業者實踐夢想

除了宣傳推廣及營運協助，D2 Place更組織周末市集及「快閃店」，
讓創業者快速測試產品與概念的市場反應

年輕創業者可將「快閃店」升級為「銷售櫃枱」（Kiosk），隨生意增
長逐漸發展成正式商舖

創業者的獨特產品吸引顧客到訪D2 Place；隨着創業者生意增長，
D2 Place亦透過利潤分享提升租金收入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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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氏集團 D2 Place
–

成效影響

D2 Place成為西九龍文化創意的地標，推動本地品牌業務發展

本地設計師能透過「周末市集」分享產品和理念，測試消費者反應

D2 Place降低創業門檻，為創業者提供優惠租金，營運及市場推廣支援

超過100間「快閃店」應運而生，讓年輕創業者能迅速為其產品或服務
「試水溫」

D2 Place活化長沙灣及荔枝角區，帶來更多人流，更為熱鬧

附錄
首屆「商社共生」傑出大獎得主

帶起香港「周末市集」文化的風潮，啟發政府和其他組織效法



李錦記
–

營商策略及具體措施

辣椒醬是李錦記重要產品之一，確保穩定和高質素的辣椒原料供應，
並非一件易事

2014年，李錦記成立農業專業團隊，與甘肅省當地農民合作

團隊引進現代化農業管理模式，為農民提供優質的種子，傳授現代化
的農業知識

此舉確保甘肅農民產出有機，無農藥或污染，兼且高質素的辣椒，供應
給李錦記

李錦記更推動再生能源應用，致力於同時減低其碳足印及生產成本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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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記
–

成效影響

實現源頭質量監控，令顧客可以安心享用無污染及高質素的食品

協助甘肅農民實踐農業現代化，掌握有機耕作，提升農作物產量及價值

讓甘肅農民收入及生活條件得以提升，與李錦記雙贏

廠房可再生能源使用率達53％，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緩解氣候變化危機

保障可持續耕作環境，穩定辣椒作為生產醬料的重要原材料供應

體現李錦記「思利及人」理念 — 營商時顧及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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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崚（Fimmick)
–

營商策略及具體措施

Fimmick 於 2008 年成立，是一家數碼營銷公司。2016年成立旗下
社會企業「傳耆」，旨在推廣日漸失落的本土手藝及文化

「傳耆」揉合數碼營銷策略及與年輕KOL合作，引起大眾對這些傳統
手藝及文化的關注和興趣

透過工作坊和網上商店，「傳耆」為這些傳統工藝師傅帶來維持生計
的額外渠道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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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洽超過40位老師傅，舉辦各類工作坊，又建立網上商店為這些老師
傅開拓新的銷售渠道，希望傳統手藝得以傳承

「傳耆」不僅令Fimmick接觸到更廣泛的企業客戶，亦加深Fimmick
對跨代市場推廣策略的了解

數碼化是把雙面刃。一方面帶給我們生活上各種便利，但同時令傳統
小店生存困難，擴闊跨代溝通鴻溝

「傳耆」透過社交媒體平台，促成傳統老師傅與年輕KOL跨代合作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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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崚（Fimmick)
–

成效影響



2016年起，煤氣公司與大埔那打素醫院合作，設置「電熱聯供系統」用
沼氣發電

投資成本港幣2,800萬元，煤氣公司與醫管局承擔各半，五年內可以回本

每年為醫院減省港幣270多萬元能源費用，亦為煤氣公司帶來港幣300萬
元額外收入

有見於項目成功，不少鄰近新界東北堆填區的客戶向煤氣公司查詢，是
否可以運用沼氣供電

煤氣公司更透過壁畫繪設計比賽，邀請大埔區中小學生為「電熱聯供系
統」設計漂亮的外牆壁畫

煤氣公司
–

營商策略及具體措施

煤氣公司自2007年已將新界東北堆填區的沼氣，由打鼓嶺引導至大埔
廠房使用

附錄
首屆「商社共生」大獎得主



煤氣公司
–

成效影響

項目運用沼氣發電，釋放出的廢熱還可以回收作蒸氣及熱水，供那打素
醫院使用。此舉使醫院的碳排放每年減少2千噸，相當於多種8萬多棵樹

如果將沼氣直接排放到大氣層，對環境會產生很大的傷害。那打素醫
院項目「轉廢為能」，同時保護環境兼節省成本

項目每年為那打素醫院減省港幣270多萬元能源成本，亦為煤氣公
司帶來港幣300萬元額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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