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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钢铁协会可持续发展原则 

世界钢铁协会会员每年报告 8 项可持续发展指标。这些指标与我们近期更新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保持一致。 

企业报告属于自愿报告。尽管如此，提交企业报告是会员企业加入新版《可持续发展宪章》的必要条件

之一，从而具备参与“可持续发展优胜者企业”的评选资格。我们通过协会官网和《可持续发展的钢铁》

期刊发布年度可持续发展指标数据。 

 

 
指标 相关世界钢铁协会原则 

 

相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 CO2排放 气候行动 气候行动 

2 能源强度 气候行动 廉价和清洁能源   

气候行动 

3 材料效率 循环经济 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 

4 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关怀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 
 

 

5 误工工伤率 安全与职业健康 良好健康与福祉 

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 

6 雇员培训 员工关怀 优质教育 

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 

7 新工艺和新产品投资 创新与蓬勃发展 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 

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8 分配的经济价值 创新与繁荣   

本地社区 

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 

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https://worldsteel.org/steel-by-topic/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indicators/
https://worldsteel.org/publications/bookshop/sust2021/?do_download_id=847741da-1aa9-4997-b45b-41491b80f950
https://worldsteel.org/publications/bookshop/sust2021/?do_download_id=847741da-1aa9-4997-b45b-41491b80f950


 

 

世界钢铁协会可持续发展指标 
 

 

 
8 项可持续发展指标数据通过世界钢铁协会的三个数据收集系统分别收集并通过下表概括介绍。对于本文中

提及通过对标系统收集的5项指标数据，在下表中以粗体标出（指标 3、4、6、7、8）。 

 

  
指标 

负责数据收集工作的

世界钢铁协会团队 

 
数据收集系统 

1 CO2排放 技术团队 
CO2排放数据收集系统 

2 能源强度 技术团队 CO2排放数据收集系统 

3 材料效率 可持续发展团队 可持续发展指标数据收集系统 

4 环境管理体系 可持续发展团队 可持续发展指标数据收集系统 

5 误工工伤率 安全与职业健康团队 安全数据收集系统 

6 雇员培训 可持续发展团队 可持续发展指标数据收集系统 

7 新工艺和新产品投资 可持续发展团队 可持续发展指标数据收集系统 

8 分配经济价值 可持续发展团队 可持续发展指标数据收集系统 

https://benchmarking.worldsteel.org/CO2
https://benchmarking.worldsteel.org/Energy
https://benchmarking.worldsteel.org/Sustainability
https://benchmarking.worldsteel.org/Sustainability
https://benchmarking.worldsteel.org/Safety/
https://benchmarking.worldsteel.org/Sustainability
https://benchmarking.worldsteel.org/Sustainability
https://benchmarking.worldsteel.org/Sustainability


 

 

1. 为什么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在全球层面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是钢铁行业的一项重要举措，钢铁行业希望以此管理自身绩效、证明

可持续发展承诺以及提高透明度。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发布全球性行业报告的行业之一，早在2004

年就发布了首份可持续发展报告。 

我们的目标是利用8项可持续发展指标，向公众宣传钢铁行业的环境、社会以及经济绩效。我们希望展示

我们在履行可持续发展承诺上取得的进步，以及钢铁行业在一定时期内的绩效改进趋势。此外，这些指

标还越来越多地被机构投资人和投资基金使用，用于对行业集团开展高层次的业务评估，甚至还将影响

非政府组织和监管部门的决策过程。 

 

 

2. 提交报告的好处 

随着每家企业向世界钢铁协会报告指标数据，我们的产量覆盖率和数据代表性随之将得到提升。无论对单

独企业还是行业整体，这都会带来好处，包括： 

▪ 表彰单独企业做出的努力——会员企业通过提供8项指标数据，能够满足加入《可持续发展宪

章》所需的20条标准中的7条（CO2排放标准和能源标准也包含在内），而加入《可持续发展宪

章》则具备参与“可持续发展优胜者企业”的评选资格。 

▪ 提高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承诺的可信度，增强本行业在利益方之间的信誉度。 

▪ 增强世界钢铁协会援引该数据宣传工具（网站、报告、资料表等）的透明度，世界钢铁协会的

员工、会员企业以及我们的网站可以使用这些宣传工具，与各种不同的利益方展开沟通。 

▪ 完善会员企业的对标工具——会员企业不仅能够对标全球平均值，还能按照它们提供数据的各

项指标，通过定制的企业报告，对标那些排名前15位的最佳绩效企业。 



 

 

3. 如何提供数据 

a. 可持续发展对标系统 

对标数据完全通过在线的可持续发展指标数据收集系统（“对标系统”）进行收集。从2018年起，我们

开始接受在线提交的数据。我们不再提供Excel表格、电子邮件或系统上载数据等提交方式。这是为了尽

量降低数据管理过程中经常发生的错误，尤其是涉及管理员的文件上载过程发生的错误。该系统兼容性

最好的浏览器是微软Edge和Google Chrome。 

 

b. 保密规定 

▪ 对标系统仅供世界钢铁协会会员企业访问 

▪ 我们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理事会制定的方针，会员提供的所有数据都将严格保密 

▪ 数据通过 https 协议进行加密 

▪ 参与企业仅可匿名相互查看对方的数据，并且查询范围仅限于自己企业已经提交数据的指标。 

▪ 在世界钢铁协会，可持续发展团队和数据管理团队负责收集和验证数据，是唯一可以查看全

部已提交数据的人 

▪ 我们执行严格的隐私政策和Cookie政策，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保护您在我们服务器上的数据。请

查阅我们网站上提供的 隐私政策和 Cookie政策 

▪ 为访问对标系统，需要用户名和密码。那些希望使用对标系统提供数据和进行数据对标的会

员企业，请通过邮件联系世界钢铁协会： sustainability@worldsteel.org 

 

c. 对标系统结构 

对标系统分成三个部分： 

 
▪ 数据收集——用户可以添加新的数据集，编辑数据，以及查看已提交数据所对应的各项指标的数

值。另外，用户还可以看历史数据。数据在提交之前，都可进行编辑。提交后，数据集将被锁

定，只有联系世界钢铁协会后才可编辑，联系方式： sustainability@worldsteel.org。 

▪ 数据分析——用户能够查看世界钢铁协会的平均统计结果，包括全球平均值的摘要信息和发

展趋势，以及参与企业的数量和产量覆盖率。该信息将在每年10月份公布。 

▪ 帮助——我们通过提供用户指南、常见问题以及联系方式提供帮助。 

https://www.worldsteel.org/global/privacy-policy.html
https://www.worldsteel.org/global/cookie-policy.html
mailto:sustainability@worldsteel.org
mailto:sustainability@worldsteel.org


 

 

d. 数据录入和管理 

指标数据的录入和管理功能位于“数据收集”一节。该节分为三部分：“数据收集”、“数据状

态”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该报告可在世界钢铁协会会员外网下载）。 

▪ 输入新一年的数据，前往“新数据提交”。 

▪ 每项指标都有相应的数据输入标签。 

▪ 保存输入内容，单击标签底部的“保存”按钮。 

▪ 当您在标签部分输入的全部数据都已保存后，您可以在“数据状态”一节管理数据。在完成提交

相关年度的数据之前，您都可单击“数据状态”页面上的“编辑”按钮进行编辑。您可单击“详

情”按钮查看数据。您也可使用“删除”按钮，删除一个数据集。 

▪ 将某个年度的录入数据导出到 Excel 文件，单击页面左上方的“详情”按钮，然后再单击“导出
至 Excel”。 

▪ 在完成数据输入后，可以单击“摘要与提交”标签上的“提交”按钮进行提交。当您提交了数

据集后，就不能再进行编辑或删除。您需要联系世界钢铁协会的可持续发展团队，如果需要编

辑数据，联系方式：sustainability@worldsteel.org 。 

▪ 当完成数据“保存”后，您企业的指标结果将显示在该页最后一个标签。 

▪ 单击“可持续发展报告”后页面将前往世界钢铁协会会员外网，世界钢铁协会的全部可持续发展

钢铁报告在此都可以找到。 

▪ 您可以随时登录和退出，并且没有次数限制。单击“保存”保存您的数据。您的数据保存后，

您可以继续在原来停留的位置继续填写（数据集已经提交之后除外）。 

▪ 录入数据时，请使用英文句号 "." 作为十进制分隔符（例如，1,000.50 或 25.6）。 

 
e. 数据评价 

对于会员企业通过对标系统提交的所有数据，世界钢铁协会将全面检查和评价该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我们将按照会员企业的报告和网站上提供的信息或者会员提供给世界钢铁协会的参考文件，对该数据进行

交叉检查。我们要求会员提供所有包含相关数据的参考文件，并说明相关页数。请在“综合信息”一节，

上载PDF格式的报告或相应的URL。对于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将通过与会员企业沟通来解决。 

 

参考文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加快数据评价过程 

 
为确保世界钢铁协会评价数据过程的效率，请使用每个数据录入框旁边的参考资料和说明框，提供发布

相关数据的报告的名称和页数。如果不是直接引用的数据，请说明输入数据的计算办法（例如，Y页上

的数据X与D页上的数据C的和）。如果没有参考资料可用，请输入“不适用”。 

mailto:sustainability@worldsteel.org


 

 

f. 分步提交数据 

1. 登录世界钢铁协会对标系统：https://benchmarking.worldsteel.org/。如果您没有用户名和密

码，请联系我们： sustainability@worldsteel.org 

 

 

2. 登录后，单击左侧菜单“Assessment”（评估）下方的“Sustainability”（可持续发展）。 
 

 
3. 单击“Data Collection”（数据收集）项下的“New data submission”（新数据提交）选项，开始输入数据。 

 
4. 首先从“General Information”（综合信息）一节开始。将鼠标指针放在带黑圈的“i”图标

上，可以查看详细说明。在本节，您可上载多个参考资料的PDF文件或URL。 

mailto:sustainability@worldsteel.org


 

 

 
 

5. 向下滚动，分别转到5项指标的数据录入部分。每个指标都有自己对应的标签。如果您没有一项

或多项指标的数据，请勾选“I don’t have data for this indicator”（我没有该指标的数

据）复选框；这样，即使您没有所有5项指标的数据，也可以最终完成提交。当所有必要值都已

填写后，标签的底部将显示各项指标的统计结果。 

 

 
6. 您可以在“Summary & Submit”（汇总和提交）标签，查看数据录入综合信息。当您确认录

入信息无误时，可以接下“Submit”（提交）按钮，提交全部数据。如果您想将来返回检查

后再提交，请仅单击“Save”（保存）按钮，离开该标签即可。您可单击“Data Status”

（数据状态）菜单上的“Edit”（编辑）按钮，编辑录入内容。不过，如果录入的数据已经

提交，您将不可再编辑。如果您在提交数据后想要修改，请联系： 

sustainability@worldsteel.org。 

mailto:sustainability@worldsteel.org


 

 

 



 

 

4. 数据收集成果展示 
 

数据收集的结果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展示：一种是通过对标系统的“Analytics”（数据分析）菜单

（线上）展示，一种是以PDF格式企业报告的形式（线下）展示。 

“Analytics”（数据分析）菜单提供世界钢铁协会的平均统计结果。企业报告则不仅展示世界钢铁协会

的平均统计结果，还展示申报企业自己的统计结果和绩效对标结果。 

 
a. 数据分析——世界钢铁协会平均统计结果 

“Analytics”（数据分析）一节展示了世界钢铁协会（可持续发展）平均统计结果，可以按照财年进行

查看，还可以下载各项报告的Excel版本。 

要打开报告，用户可以从下拉菜单选择报告： 
 

 
1. 世界钢铁协会平均统计结果分为四个模块：数据收集计划在2003年启动，相关数据也从

2003年起开始提供。 

a. 全球数值摘要→该页面显示世界钢铁协会各个财年的平均统计结果，包括各项数据的提交

企业数量、报告企业产量占报告企业总粗钢产量和全球总粗钢产量的比值等。 

b. 全球价值发展趋势→该页面显示从数据收集计划开始（2003年）至今，世界钢铁协会统计的

各项指标的平均值。 

c. 参与企业数量→该页面显示2003年以来，贡献一项或多项指标数据的企业总数，以及企业

报告的详细发展趋势。 

d. 参与企业覆盖率→该页面显示2003年以来，参与企业的产量占全球粗钢产量和总产量的比

例。 

 
每个模块都可下载Excel格式的文件，只需单击表格右上角的3个点号，然后再单击“Export data”（导出

数据）。 



 

 

 
 

b. 企业报告——行业绩效、企业绩效以及全球对标 

▪ 企业报告是定制报告，提供给那些通过可持续发展对标平台，已经提交5项指标中至少1项指

标数据的参与企业。 

▪ 该报告被制作成PDF文件格式，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那些直接参与数据收集计划的会员企

业，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专家组的企业代表。 

▪ 企业报告主要分为四节： 

 
• 行业绩效：介绍全部8项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全球平均值（包括CO2排放、能源和安全），以

及各项指标参与企业的数量。 

• 企业档案：您企业的年度营业收入和粗钢产量。 

• 企业绩效：您企业按照指标统计的绩效。 

• 绩效对标：您企业按照各指标的全球平均值和排名前15位企业的绩效对标结果。 

 
▪ 请注意以下事项： 

 
• 企业报告的数据集覆盖过去5年的钢铁产量。 

• 报告中的企业数据取自企业已经录入数据的可持续发展、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安全对标系统。 

• 绩效对标结果仅对应那些企业在去年已提交数据的指标。 

• 企业报告含有保密信息。因此，我们建议并希望该报告仅在会员企业内部传阅，不允许在企

业外部传播。 



 

 

5. 关于世界钢铁协会 
 

 

 
世界钢铁协会是全球规模最大、活跃程度最高的产业协会之一，其会员遍及全球主要钢铁生产国。世

界钢铁协会代表了各国和各地区的钢铁行业协会和钢铁研究机构。会员企业产量占全球钢铁产量的大

约85%。世界钢铁协会的使命是作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核心，在关乎钢铁行业的所有重大战略问题上提供

全球领导力，特别关注钢铁行业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6. 世界钢铁协会可持续发展指标数据收集团队 
 

 

Soo Jung Kim （金秀晶）| 世界钢铁协会可持续发展沟通团队主管 

kim@worldsteel.org |电话：+32 (0) 2 702 89 27 
 

 

 

Ellen Lin （林香兰）| 世界钢铁协会数据管理专员 

lin@worldsteel.org |电话：+86 10 6464 6733（分机：107） 

mailto:kim@worldsteel.org
mailto:lin@worldsteel.org


 

 

附录：指标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下表介绍了指标定义、计算方法以及报告需要的录入内容。 

综合信息 
 

必填项目 ▪ 企业代码：4位代码，在您登录时自动设置。如果没有企业代码，请联系世界钢铁协会。 

▪ 财政年度和财政年度结束日期：数据集对应的财政年度（格式：dd/mm/yyyy）。对于3月或

6月结束财政年度的企业，在提交2021财政年度数据时，请提供2020年4月/7月至2021年3月

/6月的数据。 

▪ 货币名称：您报告中使用的货币。 

▪ 汇率：您使用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如果您的报告中没有说明汇率，则使用相关财年最后一

天的汇率。这里提供历史汇率转换链接。 

▪ 粗钢产量（吨，全资所有），以及电炉或转炉产量占比：在报告环境指标和社会指标时，不

仅包括全资所有设施的产量，还要包括钢铁子公司的产量。 

▪ 粗钢产量（吨，合并产量），以及电炉或转炉产量占比：在报告财务指标时，不仅包括全

资所有设施的产量，还要包括钢铁子公司和合资企业的产量。 

▪ 年度营收（合并）：该项收入可以计算为净销售额加上金融投资和资产出售带来的收入。另

外，该项目也可被称为"净营收"或"净销售额"（总销售额减去：报酬、折扣以及折让）。报

告的基础是合并账目中包含的会员公司、所有子公司以及合资企业。 

▪ 钢铁业务所占年度营收比例（%）：“钢铁业务营收”应当包括所有钢铁相关业务活动产生的

营收。因此，其中包括企业拥有的下游加工站点和配送单元。 

▪ 参考资料和说明：上载参考文件的PDF版或URL，提供您提交数据的参考资料。请注明您数

据来源的页数，并且如果不是直接引用的数据，还要说明输入数据的计算办法（例如，Y页

上的数据X与D页上的数据C的和）。 

▪ 不锈钢和合金钢生产企业：那些只生产不锈钢（铬>10.5%）或者不锈钢与合金钢的企业，应

当勾选本框。那些既生产不锈钢又生产碳钢的企业，不得勾选本框，但产量比保持在大约

80∶20（不锈钢：碳钢）的企业除外。这样，对于勾选本框的企业，可以进行单独对标。出

于数据保密原因，只有当该组企业的数量达到5家以上时，才会提供该组企业对标结果。 



 

 

指标1：CO2排放强度——环境 

 

 

 
 

定义和说明 
该指标由世界钢铁协会的数据管理团队通过CO2数据收集系统进行收集：

https://benchmarking.worldsteel.org/CO2。要提供数据，请联系Felipe Maciel：

maciel@worldsteel.org 

 

该指标仅包括CO2排放数据，这是因为CO2排放量占钢铁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93%。该指标利

用世界钢铁协会的CO2数据收集方法进行计算，其中包括所有范围的排放（范围1、范围2以及部分

范围3）。在该计算方法中，范围3仅考虑“其他上游排放或厂区预加工材料/共生产品（副产品）

的采购/交付积分”所涉及的排放因子。 

 

该指标采用二条钢铁工艺路线（转炉、电炉）所对应的特定CO2排放强度（吨CO2/吨铸造粗钢）进行

计算。对于全球指标，则根据每条工艺路线的产量份额进行加权。 

 

关于世界钢铁协会CO2排放数据收集项目和方法系的全部详情，参见我们网站提供的碳排放数据收集

用户指南。 

https://benchmarking.worldsteel.org/CO2
mailto:maciel@worldsteel.org
https://worldsteel.org/wp-content/uploads/CO2-data-collection-user-guide-version-10.pdf
https://worldsteel.org/wp-content/uploads/CO2-data-collection-user-guide-version-10.pdf


 

 

指标2：能源强度——环境 
 

 

 
 

定义和说明 该指标由世界钢铁协会的数据管理团队通过能源数据收集系统进行收集：

https://benchmarking.worldsteel.org/Energy。要提供数据，请联系Felipe Maciel：

maciel@worldsteel.org 

 

该指标的计算依据是世界钢铁协会的CO2排放数据收集系统（参见指标 1）收集的数据。该指标采

用两条钢铁生产工艺路线（转炉、电炉）所对应的特定能源强度（吉焦/吨铸造粗钢）进行计算。对

于全球指标，则根据每条工艺路线的产量份额进行加权。 

关于世界钢铁协会碳排放数据收集项目和方法系的全部详情，参见我们网站提供的CO2排放数据收集用

户指南。 

 

 
 

mailto:maciel@worldsteel.org
https://worldsteel.org/wp-content/uploads/CO2-data-collection-user-guide-version-10.pdf
https://worldsteel.org/wp-content/uploads/CO2-data-collection-user-guide-version-10.pdf


 

 

指标3：材料效率——环境 
 

 

 
 

定义和说明 该指标计算的是粗钢和共生产品（副产品）在总产出材料（即：粗钢、共生产品以及填埋或焚烧废

物）中的占比。 

 
报告的基础是会员企业及其钢铁子公司（不包括合资企业）。 

 
收集数据的范围应当包括所有钢铁生产工艺流程，以及企业拥有的所有下游工艺流程。另外，还应包

括所有附属的现场工艺流程，而不考虑这些流程的所有权（例如，发电厂、氧气厂等，即使这些设施

并不归企业所有）。 

 
说明： 

 
共生产品（副产品）指任何形式的、可用于任何用途的残余物，但该计算办法仅考虑固体和液体残余

物，不考虑工艺气体。那些被使用、重复利用、循环以及存储的固体/液体残余物，应当被作为共生产品

考虑。不过，废钢不应被作为共生产品考虑。共生产品也被称为副产品。 

 

固体/液体残余物包括炉渣、淤泥、粉尘、油和油脂等。只有当炉渣被填埋或焚烧时，才被作为废物

考虑。可以存储或用作地面景观的炉渣不被视为废物，而是作为共生产品考虑。 

 
废弃物既包括那些最终被填埋的材料（现场或场外填埋），也包括那些被焚烧的材料（无论有无回

收热量）。这里的废弃物不包括公用事业设施产生的废弃物（例如，飞灰）。 

 
报告基础是最重要的废物流和共生产品流（以简化报告）。 

必填项目 ▪ 送交填埋的材料（吨） 

▪ 送交焚烧的材料（吨） 

▪ 共生产品（副产品）产量（吨） 

计算方法和测

量单位 

材料效率=（粗钢 + 共生产品）/（粗钢+共生产品+废弃物），其中：废弃物=送交填埋的材料+送

交焚烧的材料   

统计结果表示为：转化成产品和联共生产品的材料比例（%） 

对于该指标，世界钢铁协会平均统计结果利用会员企业“全资所有”的粗钢产量进行加权。 

 



 

 

指标4：环境管理体系——环境 
 

 

 
 

定义和说明 衡量已注册钢铁生产设施内的雇员人数与协力工人数。 

 
已注册生产设施包括那些通过公认的国际性环境管理系统标准（例如，EMAS（欧盟生态管理与审计计

划）或ISO 14001）认证的生产设施。 

 
报告基础是会员企业及其钢铁子公司（不包括合资企业）。 

必填项目 ▪ 已注册生产设施内工作的雇员与协力工总数 

▪ 生产设施内工作的雇员与协力工总数 

▪ 已注册生产设施的钢铁产量 

计算方法和测

量单位 

（已注册生产设施内工作的雇员与协力工总数）/（生产设施内工作的雇员与协力工总数） 

 

统计结果表示为：已注册生产设施内工作的雇员和协力工的比例（当前指标） 

 

还有一个基于粗钢产量的统计结果，表示为：已注册生产设施的粗钢产量占比（替代指标） 

 
对于该指标，世界钢铁协会平均统计结果利用会员企业“全资所有”的粗钢产量进行加权。 

 



 

 

指标5：误工工伤率——社会 
 

 

 
 

定义和说明 该指标由世界钢铁协会安全团队通过安全数据收集系统进行收集。要报告相关数据，请联系Carlos 

Martinez：Martinez@worldsteel.org 

 
误工工伤事故是指造成员工不能按照计划，在下一班次或工作期间返回工作岗位的工伤事故。误

工工伤率也包括死亡率，其计算依据同时包括协力工和雇员。 

计算方法和测

量单位 

  

（误工工伤数）/（百万工时） 

 
统计结果表示为：工伤数/百万工时 

https://benchmarking.worldsteel.org/Safety/
mailto:Martinez@worldsteel.org


 

 

指标6：员工培训——社会 
 

 

 
 

定义和说明 该指标衡量的是每名雇员的总培训天数。统计结果是每年每名雇员的平均培训天数。培训可能包括各

种课程形式，例如，课堂授课、基于计算机的培训、自我研究或自我学习或者岗位培训等。课程内容

不局限于安全和卫生，还包括许多其他课题，例如，供应链、数据管理、工商管理、反垄断、金融、

多元化、商业行为规范、交流沟通等。 

 
报告的基础是会员企业及其钢铁子公司（不包括合资企业）。 

 
说明： 

 
▪ 同时包括生产设施和非生产设施。 

▪ 在计算该指标时，不包括承包商数量和承包商培训次数。 

▪ “培训日”按每天8小时计算。 

▪ 为保持前后一致，其他计量单位都应当被转换成小时数。 

▪ 雇员总数指会员企业及其钢铁子公司的全体雇员人数（并非仅指“受训雇员总数”）。 

必填项目  培训总天数 

 雇员总人数 

计算方法和测

量单位 

培训总天数/雇员总人数，“培训日”按每天8小时计算。 

统计结果表示为：培训天数/雇员人数 

 
对于该指标，世界钢铁协会平均统计结果利用会员企业“全资所有”的粗钢产量进行加权。 

 



 

 

指标7：新工艺和新产品投资——经济 
 

 

 
 

定义和说明 包括资本支出和研发支出。 

 
资本支出包括那些用于收购或完善长期资产（例如，房地产、工厂和设备）的资金。另外，资本支

出还可能包括无形资产投资，例如，版权、商标、专利、计算机程序以及其他能够在市场上给企业

带来一定优势的其他非实体资源。 

 

研发支出包括那些用于挖掘产品、工艺以及服务相关的新知识，再将这些新知识应用于创新或完

善市场所需产品、工艺和服务的资金。 

 
报告基础是企业合并账目中包含的会员企业、所有子公司以及合资企业。 

 

 
说明： 

 
▪ 所有支出均应当基于直接的企业开支，并且均应当计入支出产生的当前年度。 

▪ 研发支出应当包括直接成本（例如，当入研发的工资和杂项成本）。直接成本不应包括政府税

收抵免。 

▪ 研发支出不应包括间接成本（例如，给大学的实物捐助），否则不仅计算麻烦，而且还会降低计算

过程的一致性（并且获取数据的难度也大）。 

▪ 财务投入也应报告，这是因为财务投入会出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或损益表，或者内部审计的管

理账目。 

必填项目 • 资本支出 

• 研发支出 

计算方法和测

量单位 

（资本支出+研发支出）/年度营收（合并）  

统计结果表示为：年度营收的比例（%） 

对于该指标，世界钢铁协会平均统计结果利用“综合企业信息”部分报告的合并粗钢产量进行加权。 

 
研发支出也单独表示为年度营收的比例（%）。 



 

 

指标8：分配经济价值——经济 
 

定义和说明 该指标主要衡量钢铁行业分配给社会的价值。其中包括直接贡献值和间接贡献值，并且不考虑相关

国家的财务结构（即：包括所有贡献值——无论是企业直接向社群的贡献值，还是企业通过政府赋

税、股东股息或员工工资等，间接做出的贡献值）。 

 
报告基础是企业合并账目中包含的会员企业、所有子公司以及合资企业。 

 

 
说明： 

 
▪ 财务投入也应报告，这是因为财务投入会出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或损益表，或者内部审

计的管理账目。 

▪ 使用应计制会计办法。价值报告年份为应当计入该价值的年份。 

▪ 为方便系统计算分配经济价值，所有输入框均应填写。如果您没有框内数值，则输入“0”。 

▪ 该指标的报告遵循第201-1号GRI（全球报告标准计划）披露标准。 

必填项目 分配经济价值 

 
• 运营成本：在企业外部发生的、购买材料、产品组件、设施以及服务等的现金付款。可使用

“销售成本”和“销售与行政费用”代替运营成本。为避免重复计算，所有劳动力成本都应当

计入雇员工资和福利项下。运营成本可以包括房地产租金、许可费用、融通费用、技术使用费

用、承包商付费、培训费、个人防护服等费用。 

• 雇员工资和福利：总薪资，包括雇员工资、企业代表雇员支付给政府机关的金额，以及全部福

利（不包括培训、防护装备成本或员工岗位职责所直接涉及的其他成本项目）。如果雇员工资

和福利被计入运营成本项下——请在说明框内补充说明，并且不要计入本项，以免重复计算。 

• 支付给所有股东的股息（包括非控股权益） 

• 支付给贷款人的利息，包括所有形式的债务和借款（不仅限于长期债务）； 

• 向政府支付的所有企业赋税，以及在国际、国内和地方层面，支付的罚金及使用费等。企业赋

税可以包括公司税、所得税和房地产税。不包括递延税项，这是因为递延税项可能最后不会支

付。另外，也不包括雇员税项，这是因为雇员税项已经包含在“雇员工资和福利”项下。应当

使用总税额和总使用费，总税额指在适用任何退税或抵免之前，依据可征税收入计算的税额。 

• 社群投资指在报告期间的实际支出，而非承诺支出（面向广大社群的自愿性捐助和投资，包括

捐赠和奖助学金等）。如果无法提供完整的社群投资数据，也可提供部分投资数据（一个或多

个社群项目的投资金额）。 

  

计算方法和测

量单位 

分配经济价值=（运营成本+雇员工资和福利+支付给所有股东的股息+支付给贷款人的利息+支付

给政府的税赋+社区投资） 

 
统计结果表示为：报告企业年度营收的比例（%）。 

 
说明：如果用户没有输入框内所需的数据，可以勾选“替代计算办法”复选框，提交替代性

分配经济价值数值。用户需要向世界钢铁协会提供其所使用的计算方法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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