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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列出了思科参与其中制定思科政策和倡议并协助思科衡量其在各 CSR 领域的绩效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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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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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信行业解决方案联盟（ATIS）保护 -电信能效（NIPP-TEE）下属委员会：ATIS 开发并在全球推广通信的

  技术和操作标准及相关技术；NIPP-TEE 下属委员会致力于制定衡量与阐述电信与网络设备能效的标准。

• 碳披露项目（CDP）：拥有全球最大企业气候变迁信息数据库的独立非盈利性组织 ；CDP 是碳披露方法与

  流程的标准，为全球市场提供主要的气候变迁数据

• 天主教海外发展基金会：英格兰与威尔士罗马天主教堂的官方海外发展与救济机构

• 劳工权利反馈与行动中心：为墨西哥工人团体提供法律援助、劳工权利培训，以及组织支持的非政府组织

• 跨国企业研究中心：荷兰研究与咨询机构，调查跨国企业政策与世界各地的企业国际化的后果

• Ceres ：与企业和投资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迁等可持续发展挑战的投资人、环境组织和其他公益团体组

  成的全国性网络

• 丘吉尔俱乐部：硅谷最好的商业和技术论坛 ；这个拥有 6000 名成员的非盈利组织提供由硅谷 CEO、崭露

  头角的高管以及全国性商业领袖参与的计划

• 克林顿全球倡议组织（CGI）：CGI 由无党派组织克林顿基金会创立，召集全球领导人为全球部分最紧迫的

  挑战设计和实施创新性解决方案；CGI 已经做出价值 460 亿美元的 1300 多项承诺

• 全美反舞弊性财务报告委员会发起组织（COSO）：这是一个在美国创立的自愿性私人部门组织，致力于为

  高管及治理机构提供关于组织治理、商业道德、内部控制、风险管理、欺诈和财务报告的关键方面的指南

• 北美大陆楼宇自动化协会：这是一个非盈利性行业协会，致力于提高北美地区智能住宅和智能楼宇技术；

  其成员公司从事产品的设计、制造、安装和零售

• 关键设施圆桌会议：该团体致力于讨论和解决关于关键任务设施及其工程、设计和维护的问题

• DIGITALEUROPE 环境政策团体（EPG）：DIGITALEUROPE 集合了来自 28 个欧洲国家的 39 个全国性数字

  技术协会，其直接企业成员超过 61 个

•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首个追踪全球主要可持续发展驱动型企业财务绩效的全球性指数 ；在道

  琼斯指数、STOXX Limited 以及可持续资产管理公司（SAM）的合作下，DJSI 为资产管理人管理可持续发

  展组合提供可靠的、客观的基准

• 电子产业公民联盟：共同创造一套综合的工具和方法以支持电子产业行为准则（包括 ICT 供应链的各个部

  分采用和执行的最佳实践）的公司组成的团体

• 能源之星：能源之星是联合国环境保护署与美国能源部之间的联合计划，致力于建立能效产品与实践的标

  准；除美国外，采纳该计划的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台湾和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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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tis.org/
http://www.atis.org/0050/index.asp
http://www.cdproject.net/
http://www.cafod.org.uk/
http://www.somo.nl/
http://www.ceres.org/
http://www.churchillclub.org/corpMemberList.jsp
http://www.clintonglobalinitiative.org/
http://www.coso.org/default.htm
http://www.caba.org/
http://www.cfroundtable.org/
http://www.digitaleurope.org/
http://www.sustainability-index.com/
http://www.eicc.info/
http://www.energystar.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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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气候领袖方案 ：EPA 领导美国的环境科学、研究、教育和评估工作；气候领袖方

  案是行业与政府的合作计划，其与公司一起制定全面的气候变迁战略 ；合伙伙伴公司承诺通过在公司范围

  内填写温室气体排放清单，降低其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设定更远大的目标，并每年报告进展。

• 道德投资研究服务组织（EIRIS）：独立研究企业的社会、环境与道德绩效的全球领先提供商

• 道德暨合规主管协会（ECOA）：负责组织的道德、合规与商业行为计划的个人组成的协会；它是全球最大

  的商业道德与合规从业人员团体

• Ethisphere Institute（道德村）：致力于创造、改进和共享商业道德、CSR、反腐败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最

  佳实践的主要国际智囊团；Ethisphere 理事会是由 200 多个著名企业、大学和机构组成的商业道德论坛

• 欧洲金属工人联合会：代表欧洲金属行业的工人利益的机构

• 欧洲电信标准化研究院：该机构为 ICT 产品（包括固定、移动、无线电、融合、广播和互联网技术）制定

  全球标准

• 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推进协会（GeSI）：2000 年，189 个国家同意了千年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列出了

  关于气候变迁、脱贫和其他事项的行动；GeSI 推进了 ICT 部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这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组织，该组织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SRG），为组

  织报告可持续发展的绩效提供了指引 ；该指南是通过共识寻求流程制定的，该组织是一个由来自 60 多个

  国家代表各个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团体与机构的个人组成的大型网络

• Good Electronics ：致力于促进电子产业可持续生产和人权的组织

• 绿色能源合作伙伴计划 ：该自愿性 EPA 计划通过提供专家建议、技术支持、工具和资源，支持组织获得绿

  色能源

• 智能电网联盟：位于美国的公私论坛，集合各行业利益相关方及资源部署、示范和量化跨越传统产业部门

  及市场界限的新技术、方法和商业模型

• HIP Investor：社会责任投资公司，与企业协商通过创新产品和市场以及执行可持续实践，帮助企业实现“人

  为影响 + 利润”

• 信息技术工业委员会（ITI）：ITI 被公认为行业在美国、其他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最有效的游说组织；ITI 的

  能源与环境计划的重点是产品的可持续性以及能效

• 泛宗教企业责任中心：该协会由 275 个基于宗教的机构投资者组成——包括国家宗教组织、宗教团体、退

  休基金、基金会、医院有限公司、经济发展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学院和工会——要求公司承担社会和环

  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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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a.gov/
http://www.eiris.org/
http://www.theecoa.org/
http://ethisphere.com/
http://www.emf-fem.org/
http://www.etsi.org/
http://www.gesi.org/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Home
http://goodelectronics.org/
http://www.epa.gov/grnpower
http://www.gridwise.org/index.asp
http://www.hipinvestor.com/
http://www.itic.org/
http://www.icc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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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电子生产商联盟（iNEMI）：iNEMI 是一个致力于预测未来技术和商业需求并有效开发合作行动纲领的

  ICT 行业联盟；iNEMI 环境意识电子倡议应对几个可持续发展问题，包括无铅与无卤素替代

• 国际金属劳联：100 个国家的全国性金属工人联盟组成的联合会

• 国际电信联盟：为了提高生活和维护人权，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电信技术接入的非盈利组织；ITU 建

  立了 ICT 与气候变迁的焦点团体，以识别 ICT 产品对气候变迁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加强对相关气候参数的

  监控

• IW Financial ：为资产管理公司、理财专户发起人、机构投资者、计划发起人和投资顾问提供环境、社会与

  治理研究，咨询和资产组合管理方案的领先提供商

• 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领跑者制度：METI（前 MITI）建立了领跑者制度作为根据日本《合理使用能源法》

  执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政策的最佳实践方法

• KLD 研究 &分析公司：向专业从业人员提供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融入其投资决策的管理工具的独立投

  资研究公司

•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由美国能源部通过其科学办公室支持并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的国家实验室系

  统的成员；该实验室开展多个科学学科的非保密研究

• Oekom Research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提供社会责任投资信息的领先评级机构，尤其强调质量、独立性与

  透明度

• 硅谷领导集团：该组织通过倡导可持续环境，以及经济适用房、综合区域运输、可靠能源和质量教育体系，

  努力确保加利福利亚硅谷的经济健康与生活质量

• 社会风险投资技术：提供管理工具和投资建议帮助组织获得高水平的单位美元社会与环境影响

• 可持续资产管理公司（SAM）：SAM 与道琼斯指数和 STOXX Limited 共同发布和许可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

  数（DJSI）；SAM 已编写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续发展数据库之一，且每年对 1000 多家上市企业进行分析

• 气候组织：政府与企业组成的联合会，致力于应对气候变迁并帮助政策和企业将世界经济导入低碳未来的

  轨道

• 绿色电网联盟：帮助数据中心和商业计算系统提高能效的全球联合会

• 联合国解决电子废弃物问题之计划（StEP）：由联合国组织组成的团体，与行业、政府、国际组织、非政

  府组织及科学部门共同发起和促进以可持续的方式处理电子废弃物的方法

• Vigeo Group ：该公司评估企业和组织的绩效及其 CSR 管理水平，包括环境、社会与企业治理目标

•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由 CEO 牵头，并由大约 200 家企业组成的全球性组织，专门处理与商业和

  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问题

• 世界经济论坛：该独立的国际性组织通过组织领导人制定全球、区域和行业议程，致力于世界一流企业治

  理体制以及改善世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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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emi.org/cms/
http://www.imfmetal.org/
http://www.itu.int/en/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wfinancial.com/iwf/
http://www.asiaeec-col.eccj.or.jp/index.html
http://www.kld.com/
http://www.lbl.gov/
http://oekom-research.com/index_en.php
http://svlg.net/
http://www.svtgroup.net/
http://www.sam-group.com/htmle/main.cfm
http://www.theclimategroup.org/
http://www.thegreengrid.org/
http://www.step-initiative.org/
http://www.vigeo.com/csr-rating-agency/index.php?
http://www.wbcsd.org/
http://www.weforu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