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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是一个国际多利益相关方网络架构的非政

府组织，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合作

伙伴。GRI率先制定了世界上最为广泛应用的

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该框架制定了原则和指

标，供机构测度并报告其经济、环境及社会绩

效。GRI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改进和推广这

一框架。GRI旨在为透明、可靠地交流可持续

发展信息创造条件。将性别问题纳入可持续发

展报告-实践指南属于GRI研究及发展系列出版

物。欲了解更多关于GRI的信息，请访问

www.globalreporting.org.

关于 IFC

国际金融组织（IFC）是世界银行集团成员之

一，为人们创造机会摆脱贫困，改善生活。通

过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募集私有资产、为企

业和政府提供咨询及风险控制服务推动发展中

国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IFC的一个重要使命便

是支持女性与男性一道参与商业活动。IFC认识

到，商业女性常常因为性别歧视而无法发挥其

经济管理潜力。因此，IFC致力于为女性参与商

业活动创造机会。该项目旨在将性别问题纳入

IFC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新兴市场中帮助女性

更好地发挥尚未被发掘的潜力。欲了解更多关

于IFC性别项目的信息，请访问

www.ifc.org/gender.

关于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发展部

随着开展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且越来越复

杂，为此，联邦经济合作发展部于1961年宣

布成立。联邦经济合作发展部为德国政府制定

发展政策纲领以及长期发展合作战略，并制定

相关规则以贯彻落实这些政策纲领和战略。联

邦经济合作发展部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指

引，致力于在2015年之前将全球生活在赤贫状

态的人口减少一半。

关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 (GTZ)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为联邦政府下属机

构，支持德国政府实现其政策目标。GTZ为全球

化环境中的政治、经济、生态及社会发展提供

可靠且具前瞻性的解决方案。GTZ是可持续发

展领域的一个国际合作企业，业务遍布世界各

处。GTZ不畏艰难，推动复杂的改革并改进流

程。GTZ的企业目标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GTZ代表德国联邦经济合

作发展部与GRI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该合作旨

在改善性别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所占的比

重，此举主要通过围绕性别问题开展对话并寻

求途径从而改善性别问题在GRI可持续发展报告

中的比重来实现。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
http://www.ifc.org/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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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冰岛外交部

冰岛外交部关注的主要议题包括国际关系，国

际贸易及国际发展合作。对人权、开展合作及

和平解决争端的尊重是冰岛外交政策的基本方

针。开展合作是冰岛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重

点关注性别平等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与

妇女儿童、教育、健康及和平解决争端相关的

问题。支持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实现其商业管理

潜力为重中之重。

关于瑞士联邦外交部

瑞士联邦外交部（FDFA）在瑞士联邦理事会

的指导下制定并协调瑞士外交政策。前后一

致的外交政策是有效保护瑞士利益的先决条

件。FDFA致力于通过协商和内部培训确保有

意识地、系统地将性别问题纳入其日常工作。

无论是在多边参与还是双边关系方面，女性的

权利都是一个值得特殊关注的问题。FDFA旨在

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免受性别歧视、压榨和暴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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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由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及IFC通力合作编制而成，将成为计划将性别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报告

的公司及其他机构的宝贵参考。

提升性别平等并将性别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报告这一问题纷繁复杂。性别平等在各国政府批准通过

的国际法律及政策中早已有所涉及，然而，尽管如此，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消除性别歧视不仅仅是法律的要求，还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分内之事。因此，民间团体和其他利

益相关方均期望企业管理、测度并发布其性别问题的影响。GRI网络机构对性别问题的兴趣也从其

积极参与本项目的利益相关方讨论而可见一斑。

从报告发布机构的角度来看，有证据表明当前已经存在或是正在出现改进实践并披露实质性别问题

的商业动力，如，在人才争夺战中保持竞争优势，或者发掘被低估的“女性经济”（据说该经济的

增长比中国和印度的市场加起来还要迅速）等等。

正如本报告五个部分所述，我们共组织了五个国际研讨会，将来自巴西、印度、南非、英国及美国

的、代表不同公司、NGO、学术团体、工会的参会者召集一堂，这些参会者均有意增进对性别问题

实践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体现的企业绩效的了解。这些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仅仅标志着全面对

话的启动，GRI计划继续推动全面对话，确保GRI报告框架能够及时对国际社会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做

出相应反馈。

GRI和IFC对参会者，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发展部、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冰岛外交部及瑞士联邦外交部

表示衷心地感谢。没有这些单位和个人的支持也就没有这份实践指南。

Ernst Ligteringen
首席执行官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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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确定您的企业是否鼓励性别平等？此时，人们本能地想到，女雇员的比重、女性在董事会的

席位、以及男女同工同酬能够说明这一点。但是，是否进行了系统的测度？是否仅仅追踪并考虑这

些指标？

通过编制这份实践指南，IFC和FRI不仅仅希望做好事、正确的事，还希望更进一步，将呈递给大家

一个商业案例，展示什么是出色的性别问题实践。通过鼓励公司报告一系列性别问题，本指南还制

定一个框架，企业可借助此框架测度进步，分析其将性别问题纳入商业经营中的程度。

本实践指南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在不同权利层面分析性别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常常理解的工

作场所（即经理和雇员）。因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员，是一个消费者，而且常常是一个投资者。本

出版物全面（有时可谓雄心勃勃）地强调公司如何从这些不同方面提升性别平等，并提供商业案例

作为例证。

测度并采取相应措施的益处不尽相同，能够提升员工士气，也可以提高生产力。报告的益处还在于

有助于机构在市场中赢得更多认可、从当地社区得到更多支持、销售额增加、出口市场更加便利、

以及吸引更多投资。

本指南的目标读者为那些有意成为管理性别问题的佼佼者的企业。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企业充分发掘

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新最佳实践、实现营业利润、并通过更好地理解并管理其商业活动中的性别问题

而为女性创造更多机会。

各个机构在性别问题及可持续发展报告领域均大有可为。在编制本指南的过程中，IFC得以重新审

视我们已有的性别问题相关案例，以及我们如何披露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确定有待改进的诸多领

域，并已经采取一系列行动进一步改善我们的信息披露。

IFC很荣幸能够与GRI合作开展这项创新的工作，我们希望在此对本次项目的首要赞助商——德国、

冰岛和瑞士政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我们还对本项目的外部顾问团的坚定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他

们抽出宝贵时间分享专业技术和知识。

总之，我们能够更好地开发新兴市场中尚待发掘的女性潜力、提升其参与度，为发展出一份绵薄之

力。

Rachel Kyte 
商业咨询服务部副总裁

IFC

IFC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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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公司性别问题的披露，我们发现，公

司很少分别披露男性和女性数据，虽然GRI框架

包含了性别相关指标，并且全球也开始认可性

别平等的重要性（Grosser and Moon 2008）。1

本指南由GRI和IFC联合编制，得到了德国、冰

岛及瑞士政府的大力支持，旨在帮助使用GRI

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机构将关键性别问题纳

入其可持续发展报告。本文还希望正式知会大

家，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又称G3指南）未

来将收录性别问题相关内容。2

本报告突出介绍了一些现有的、或是新兴的商

业动力，推动改进实践并披露关键性别指标。

此外，我们还探讨了一些有关性别问题披露的

法律和道德规定（如国际人权法律和政策框架

规定的内容）。接下来，本报告介绍了一些具

体措施，指导如何将性别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

报告。例如，本报告可以帮助机构学习可持续

发展报告领域的最佳实践、实现商业利润、并

通过更好地理解并管理其商业活动中的性别问

题而为女性创造更多机会。将性别问题纳入当

前的非财务报告框架也能帮助私营企业赢得雇

员、投资者及消费者的认可.

将性别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报告还能帮助机构

公开展示其对女性承担的责任。本报告还能帮

助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了解机构的运作、产品

及服务对男性和女性产生的影响。此外，本报

告还能帮助诸如雇员、社区、消费者、投资者

的利益相关方了解一个报告发布机构如何在其

影响范围之内为促进性别平等做出贡献。

在编制本报告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与商业、民

间团体、投资者及劳工代表开展一系列国际研

讨会咨询了众多利益相关方-其中不乏阅读并

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人士。我们还开展了地

方多利益相关方研讨会、网络调查、在线性别

问题实践家网络讨论，以收集各方建议。为

支持本出版物的编制，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成员

多样的 高层顾问团。除了本出版物之外，我

们还把参会者参加多利益相关方研讨会的感

言制作成视频，发布在IFC的网站上（www.ifc.

org/genderre porting）。研讨会参与者及GRI和

IFC网络内的其他人员也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的Wikigender3网站发布关于性别问题

披露的信息，Wikigender网站负责收集关于本

出版物的所有信息。

本出版物研讨会参会者将性别平等界定为在法

律规定下的平等、机会平等、发言权平等。他

们确定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机构应该

管理并报告的性别相关问题，并对之进行分

类。此外，他们还为这些问题设定了定性、定

量绩效指标。报告编制者在研讨会上强调，他

们无法或者没有被利益相关方要求披露所有信

息，因此，机构有必要在内部对信息进行优先

排序，并围绕报告应该收录的问题咨询利益相

关方的意见。

本报告收录了研讨会上提出的所有与性别实践

和报告相关的问题。本报告的目标是为报告发

布机构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帮助其确定对其业

务及利益相关方最为关键的内容。本出版物的

每个章节讨论一类性别平等问题。章节先后次

序主要依据利益相关方认定的优先次序，分别 

 

1 Grosser Kate和Jeremy Moon, 2008。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披露的发展近况：企业社会责任角度(Developments in Company Reporting 
on 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spective)。会计论坛：第32卷，第3期，2008年9月，第179-198
页。

2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ReportingFramework/G3Guidelines/.
3 http://www.wikigender.org/index.php/Corporate_Social_Responsibility

全文综述

http://www.ifc.org/genderre�porting
http://www.ifc.org/gender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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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构治理和价值观、工作场所、供应链、

社区、消费者及投资。每个章节的结构如下：

•  引言及趋势：学术文献及其他研究资料说明

利益相关方提出的问题，及其在全球性别关

系和商业实践中的发展趋势。

•  执行及实践：具体介绍机构执行并监控实践

以及改进其性别绩效并改善其可持续发展报

告的途径。

• 利益相关方之言：介绍多利益相关方研讨会

以及调查收集到的反馈，包括关于报告其所

提出问题的建议等。本部分将重点说明研讨

会参与者及调查反馈者的原话，并制定了一

个表格，总结研讨会参与者提出的问题。

• GRI指南相关规定：本部分总结了当前GRI指
南的相关规定，包括管理披露及绩效指标。

本部分还指出了GRI绩效测度中可以插入性别

细分信息的地方。

• 更多测度范例：本部分的表格总结了一些绩

效测度方法，供报告编制人员用以报告性别

相关问题。每个表格均包含定性测度方法，

如政策、活动及方法（蓝色字体），以

及定量测度 方法 (紫色字体)。基于调查反

及定量测度 方法 (紫色字体)。基于调查反

法的难度分为：基本、中级或高级。

• 性别平等政策及立法范例：世界各国就各部

分所述问题的范例。这些范例展示了各国政

府采取了哪些工具促进性别平等。

• 性别相关实践及报告范例：GRI A 级报告4的报

告范例被制作成表格和图表，以展示机构应

对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性别问题可以考虑

的问题。此外，还列举了本报告作者在研讨

会和研究中发现的一些性别相关实践范例。

各章内容总结如下：

机构治理和价值观。一个机构的公共政策基调

由该机构的治理原则决定。尊重性别平等和社

会、环境、经济因素的透明化已被广泛认可为

公司治理的基本组成部分。5研讨会参加者表

示，机构治理和价值观是机构披露性别相关实

践的起点，因为一个机构的治理原则和价值

观影响机构的一切事务。本部分讨论的两个主

要因素是管理及机构文化的多样性。一些人士

认为提高机构高层的性别多样性涉及公共问责

制、社会正义、全面参与、遵守国际公约或者

国家立法。此外，本部分还指出了相关商业原

因，如，研究发现，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

性别多样化的机 

 

 

 

 

 

 

 

 

 

 

 

4 了解更多关于GRI应用等级分类的信息，请访问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NR/rdonlyres/9C0287EA-42CC-4650-B911-
5D7D9AA291A0/0/ApplicationLevelCheckMethod2009.pdf

5 包括UNCTAD制定的企业治理披露优秀案例指南（UNCTAD 2006）。这一指南由国际会计披露标准（ISAR）的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制定。 ISAR旨在通过提高企业透明化和问责制而促进投资、发展和经济稳定。其他关于企业治理原则的范例包括OECD企业治理

原则（OECD2004）以及OECD跨国公司指南（http://www.oecd.org/dataoecd/56/36/19224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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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财务表现更佳。6 基于公共利益和商业利

益，研讨会参与者强调在制定机构文化政策时

考虑性别平等问题以及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

披露董事会和高管构成的性别细分信息的重要

性。

工作场所。大多数研讨会参与者及网络调查反

馈者认为，工作场所的男女机会平等是首要问

题。全球女性正式就业人数少于男性，主要因

为存在阻碍女性参与的因素。我们注意到，全

球性别工资差距仍然存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提

出了公共和商业利益要求，迫使 雇主应对女性

劳动力参与及工作场所中个别性别平等问题。

例如，促进性别平等的良好信誉将会提升机构

在国际市场上争夺高技术工人的竞争力。研究

还发现，在善待女性政策和公司长期成功之间

存在一定联系。本部分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促

进管理层中的性别平等、女性雇员的招聘和留

用、男女雇员享受公正平等的补贴、育儿假政

策、工作场所安全、培训及发展机会的平等、

儿童照顾、以及合理的设备设施。

供应链。将产品和服务生产外包给发展中国家

的中小企业为女性就业创造了新的机遇，不管

是作为雇员还是女企业家。然而，女性就业大

多为非正式就业，女雇员们在工资、工作时间

以及失业补贴方面通常缺乏法律或制度保护

(Oxfam 2003)。7因此，全球供应链产生的很多

性别风险和机遇与女性授权相关。在这种情况

下，报告发布机构及其供应商可以采取措施，

更好地测度并改进性别可持续发展绩效，并保

护供应链中的女性权力和经济机会。研讨会参

与者建议报告发布机构将其促进供应链上的性

别平等的承诺反映到其采购政策中，确保供应

商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性别相关实践。监控整个

供应链的性别绩效对机构风险管理至关重要，

例如，避免因与具有恶劣工作条件的供应商合

作而损坏公司声誉。至于潜在的企业收益，研

讨会参与者建议，机构可以通过承诺与各种供

应商开展生意而为女性的企业提供机遇。

社区。机构可以通过在与当地社区互动过程中

推广其价值观而加强其促进性别平等的工作力

度。主要形式可以是机构管理其对社区的不良

影响，如环境危害、人口迁移、以及自然资源

使用。机构还可以通过就业、合同、慈善捐助

以及投资从而更加平等地对当地社区的男性和

女性施加积极影响。研讨会参与者为报告发

布机构推荐的方法包括建立社区协商投诉机

制，或许可以考虑单独为女性设立这一机制以

确保其想法得到倾听；保护女性免受暴力；评

估人口迁移对不同性别影响，因为人口迁移可

能对女性更为挑战。诸如此类的做法可以直接

使机构受益，帮助机构提升其发展的影响、

在 社区建立更加包容的招聘机制、赢得当地顾

客的忠诚度、避免起诉或损害机构业务。

消费者。要求生产道德的、可持续发展的产品

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有望持续，尤其是女性

消费者，她们掌握着全球每年20万亿美元的消

费支出，而且其购买力有望继续攀升。然而，

虽然女性经济代表的市场两倍于中国和印度的

市场之和，女性消费者却被低估，且缺乏周到

的服务（Silvestein and Sayre 2009）。8  这一

情形为机构创造了提升销量的大好机遇，主要

手段包括获取产品及服务认证，并通过影响手

段和报告推广其价值观。一些公平贸易认证和

其他证明均将性别平等原则列入其标准。机构

负责任的产品和服务营销在促进性别平等、影

响社会对性别角色的认知以及改变传统观念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讨会参与者建议报告

发布机构在制定消除营销和广告材料中性别

歧视的政策、在提供客户服务时注重性别敏

感度、分析顾客的反馈以理解本产品或服务对

6 如Catalyst 2007. 营业利润：企业绩效与董事会中的女性代表（The Bottom Line: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Women Representation 
on Boards）。纽约：Catalyst出版社。http://www.catalyst.org/publication/200/the-bottom-line-corporate-performance-and-wom-
ens-representation-on-boards.欲查看参考资料详情，请参见机构治理及价值观章节。

7 Oxfam，2003. 出卖我们的权利：全球供应链中的女性（Trading Away our Rights: Women working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http://www.oxfam.org/sites/www.oxfam.org/files/rights.pdf。
8  Silverstein Micheal和Kate Sayre, 2009。 女性经济（The Female Economy）。哈佛商业评论：2009年9月，4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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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的顾客产生的影响。女性能否购买产

品、享受服务被视为财务金融部门开拓女性市

场的重要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甚。

投资。除了财务绩效之外，社会及环境绩效与

机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投资者

决策由负责任的投资基金会领导，日益被其他

部门采纳。投资者决策常常受公众关注问题的

影响，如机构性别绩效管理情况。9 一些负责

任的投资基金会在挑选投资的公司时以性别绩

效作为筛选条件10，评级部门也开始使用性别相

关标准。11 此外，研究发现，随着公众日益要

求以性别问题为筛选标准，投资领域认识日益

相信，那些授权女性并鼓励性别多样化的公司

的长期表现优于其他 公司；而且，性别绩效

可能成为公司财务实力的一个指标。12 13此外，

女性投资者的比例也在增加。鉴于当今世界越

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创业并积累财富，研讨会

参与者建议机构通过采纳促进性别平等政策和

措施，以及报告性别相关的价值观和绩效来赢

取女性投资者。他们还注意到，由于需要关注

影响及公司声誉，机构评估其投资的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性别实践以及机构投资商显得尤为重

要。

报告最后一章为“结语与展望”，再次突出了

本出版物的主要议题，以及本报告如何预测GRI
和其他机构未来关于性别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

工作。

 
 

9 如，美国投资基金会规避那些高层管理或董事会中没有女性参与的公司；优先投资给进行良好披露，且制定了性别平等的政策和

项目的公司。

10 参见对应章节美国投资基金使用性别标准的范例。

11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加McKinsey(2007)报告http://www.talentnaardetop.nl/web/file?uuid=72d4f129-77bd-4c30-88f8-
603d4202c848&owner=9c74cb66-9801-4cac-b2c9-c72e9814ab51。

12 虽然不是结论性的，但是在美国和欧洲，高层职位及董事会中有女性席位的公司比其他公司表现更佳。例如，可参见

Catalyst(2007)研究 http://www.catalyst.org/publication/200/the-bottom-line-corporate-performance-and-wom-
ens-representation-on-boards。

13 参见对应章节日本证券公基于女性执行官人数、男女雇员职业生涯长短差距、产假以及其他支持女性的体制制定了一个投资工

具。



8

下表分类总结了推荐的性别测度方法：

机构目标 测度

基本 中级 高级

机构治理及价
值观

保证性别平等成为
主流

描述性别平等政策和
计划

   

促进董事会成员多
样性

机构董事会性别分类
报告

   

促进管理层的多样
性和平等

管理人员数量和百分
比进行性别细分

   

五位最高薪管理人员
性别比例

工作场所 建立公平公正的薪
酬体系

所有员工的薪酬性别
比例

灵活工作时间的管理
方式

灵活工作时间安排的
性别比例

为员工提供儿童护理
支持和/或设施的倡议

产假及育儿假性别回
归率

提供均等就业机会 促进工作场所机会均
等的倡议

求职申请与最后成功
录用的男女比例

 

支持人力资源发展 每个职工每年平均培
训小时数按照性别、
全职、兼职类别细分

机构主要雇员类别中
晋升的男女比例

 

保证安全和卫生的
工作环境

针对工作场所中性骚
扰的信息、教育和培
训的倡议

按照性别细分的受到
性骚扰的次数以及采
取的措施

 

机构内部性别歧视
申诉机制

机构内部性别歧视申
诉机制能够有效运作

蓝色= 定性绩效测度范例

紫色= 定量绩效测度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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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目标 测度

基本 中级 高级

供应链 与尊重性别平等的
机构做生意

采购政策和计划中的
性别平等描述

制定性别平等政策或
项目的供应商比例

报告性别平等政策和
措施的供应商比例

供应商劳动力性别组
成

供应商管理职位的性
别比例

促进女性创业及供
应商多元化

按照性别进行细分的
供应商采购的财务价
值和比重，产品或服
务的种类

供应商股东的性别比
例

社区 增加受影响社区内
的女性和男性的
福祉

包括应对社区中的平
等问题的捐款和拨款
在内的倡议

制定社区参与/投资计
划时咨询当地女性的
管理方式

决定包括政策和标准
社区参与、投资活动
的管理方式

针对女性的社区参
与、投资计划的总数

按照性别细分社区参
与、投资计划直接受
益者的人数

包括社区性别问题相
关影响以及性别影响
评估在内的管理方式

按照受益者的性别细
分社区参与、投资项
目的货币价值

消费者 在市场营销和广告
中不含性别歧视或
偏见

适当的政策和机制避
免市场营销和广告材
料中的性别歧视

在市场营销和广告材
料中发生的性别歧视
投诉次数

第三方性别平等认证
的管理方式

在客户服务和投诉
程序中反应男女不
同需求

按照性别和类型细分
的客户投诉次数

蓝色= 定性绩效测度范例

紫色= 定量绩效测度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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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目标 测度

基本 中级 高级

投资 性别绩效受到可持
续发展投资者及主
流投资者的认可

将性别问题作为标准
之一的投资决策的政
策

公司入围的、设有性
别标准/战略的投资基
金会的数量和价值

推动女性作为投资
者和股东的多样性

单个股东的性别比例

蓝色= 定性绩效测度范例

紫色= 定量绩效测度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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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虽然2006年启动的GRI G3 指南收录了一些与性

别相关的指标，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也获得了全

球认可，但发布可持续报告的机构却极少报告

性别细分数据。

但是，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机构可以通过透明

地报道机构在性别相关方面采取的措施和绩效

来推动性别平等。将与性别有关的信息纳入报

告将增强针对女性的公共问责14。这一做法将使

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能知晓一个机构的运作、

产品和服务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也能帮助利

益相关方理解一个报告发布机构如何尊重性别

平等并为之做出贡献。

本指南主要面向的受众是那些需要获取如何提

高其性别报告实践意见的可持续报告编制者。

另外，我们希望能帮助这些机构找到新的机会

提升性别管理实践水平。

追求性别平等是指在有关人权的国际框架下，

履行遵守和推动女性和男性平等权利的国际承

诺。这已被写入各类国际立法和政策框架中，

并得到世界各地的政府批准认可；包括《世界

人权宣言》、《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CEDAW）以及核心的、与工人权利有关

的国际劳工组织（ILO）公约15。全球范围内，

性别问题也已成为企业管理中的首要议题，这

一现象从2005年联合国企业与人权特别代表的

任命可见一斑。该代表的职责是将性别视角融

入整个工作过程。16

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记录详实、问题顽固，然而

性别平等却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认可，被认为是

减少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7 18 促进和尊重

性别平等由多个相互作用的因素推动；除法律

规章外，还有道德原因，因为这是与全球共有

原则和价值观一致的 “正确的事”。19另外，

有证据表明当前和新兴的商业推动力正在改进

做法，开始 报告关键性别问题，这些都会在本

报告中的其他章节进一步详细论述。

在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下，各个机构的行事方式

发生了改变。财务绩效不再是唯一的驱动力；

经济、环境和社会因素，包括性别平等正日益

成为重要因素（GRI 2008）。当前监督比以往更

为严格，各个机构的利益相关方都鼓励其测度

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EES）并为之负责。可

持续报告开始成为各个机构向雇员、客户、投

资者和其他人士透明披露EES信息的有效机制。

但是，如果各个机构没有一套标准的做法，尤

其是不能在一段时间内记录其绩效并与竞争者

进行对比，收集整理关于性别实践和绩效信息

的价值就很有限。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在应对

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时各个机构之间“统一

口径”变得尤为重要。

 14 联合国女性基金会2008/2009世界女性进步报告《谁给女性回应？》（Who Answers to Women?）的重点放在性别和问责制，认为

要建立对性别做出回应的问责制体系（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以便实现性别平等的国际政策目标。可持续报告是问责制体系的关键

组成部分。 
 15 请参考附录，查看各类相关公约和立法及政策框架之细节，包括《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北京行动纲要》、《千年宣言》及国际劳工机构公约。劳工机构有多条公约明确维护女性

工人利益，也已列在附录中。

 16  联合国《人权和跨国公司及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特别代表初步工作计划和职责》（Preliminary Work Plan and Mandate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2008年9至2011年6月30
日），2008-10-10，参见http://www.reports-and-materials.org/Ruggie-preliminary-work-plan-2008-2011.pdf.

 17 世界银行2001年报告《通过权利、资源和言论上的性别平等促进发展》（Engendering Development through Gender Equality in 
Rights, Resources, and Voice）中表明有性别歧视的国家在渐进发展和减轻贫困的能力上要付出高额代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私

有行业的发展战略对于女性和男性的经济机会有不同的影响，那是因为女性和男性都在经济体中扮演重要但却非常不同的角色。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女性和男性并非平均分布在不同生产部门，女性通常承担不相称的双倍的非市场类工作，并且女性和男性

对于经济生产资源的获取和控制也不同。参见《通过权利、资源和言论上的性别平等促进发展》http://www-wds.worldbank.org/
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01/03/01/000094946_01020805393496/Rendered/PDF/multi_page.pdf.

18   现在各机构行事方式有了改变。财务表现不再是唯一的驱动力；经济、环境和社会因素，包括性别平等都被认为是重要的。(GRI 
2008)

19   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股东更多地鼓励公司测度并为其经济、环境和社会（EES）绩效负责。事实上，根据秘书长商业及人

权特殊代表职责，记录并报告人权信息是一个机构人权尽职调查过程的核心部分。（参见“促进人权、公民、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利- 企业和人权：落实“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Promotion of All Human Rights, Civil,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Towards operationalizing the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关于人权和跨国公司及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报告，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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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性别平等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成为工

作重点，很多机构仍在费力将这一认同转化为

实际行动，然后以一种一致和标准的方式在可

持续报告中传播。到目前为止，可持续报告中

涉及性别问题的内容还很有限（参见1.1和

1.2）20；具体说来，按照GRI三个与性别相关指

标报告的频率较低（详细信息参见1.1和1.2）21

尽管接受咨询的研讨会参与者都认为性别问题

很重要并且应当纳入可持续报告，本报告也指

出这点，但问题依然存在。

20 参见Wikigender“性别和公司社会责任页面”（Gender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age）http://www.wikigender.org/wiki/
index.php?title=Corporate_Social_Responsibility。

21 同上

1.1 报告性别问题

Grosser和Moon (2008) 关于公司在工作场所报告性别平等问题的学术研究发现，公司极少报告关于性

别细分数据。研究表明，性别问题报告通常包括与员工性别组成和管理层性别组成相关统计数据。

很少有公司报告工作场所执行性别平等相关的信息，比如职业发展、平等薪酬、在非传统岗位雇佣

女性以及弹性工作安排等。另外，鲜有公司报告自身不足之处，例如公司涉及性别歧视诉讼等。然

而，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报告其性别管理实践，如明确机构在性别平等方面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员

工商讨性别及多样性问题，以及关于性别平等问题的培训等等。

a. GRI组织的针对2008年发布关于2007年可持续报告绩效的GRI A级报告发布机构的一次内部分析表明，很多A级报告发

布机构均涉及这些核心指标，但并未就每个指标披露全部信息，尤其是LA14，其他则说明了省略该信息的原因。本次

分析的样本来源于GRI 2008年和2009年在线报告列表（截止于2009年4月1日）。从列表中选出A级或A+级报告发布机构

基于2007年可持续绩效而发布的、在网上可获取或者下载PDF文件的英文报告，得出样本。基于以上标准获得总样本报

告数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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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G3 指南

G3 指南启动于2006年，是国际利益相关方求同存异制定而成，指导全球任何地方、任何规模的机

构撰写可持续发展报告。G3指南设有绩效指标，用以描述每年的变化和趋势，由此评估绩效是改进

还是恶化。这与管理方式信息披露过程不同，后者通常是以叙述文本的方式报告，可能存在也可能

不存在年度变化。

三个与性别相关的绩效指标被纳入当前GRI可持续报告框架，适用于所有机构。

• LA2：按年龄组别、性别及地区划分的雇员流失总数及比率

• LA13：安性别、年龄组别、少数民族成员及其他多元性指标划分，各管治机关成员和各类雇员的

细分

• LA14：按雇员类别划分，男性与女性的基本薪金比率

GRI认为此三项为各个机构申请A级应用等级所必须报告的核心绩效指标。GRI报告发布机构必须提

供所有三项的信息，如有省略须陈述原因。

除了以上涉及的与性别相关指标的具体信息，性别问题是所有G3人权绩效指标b中不可或缺的考虑

因素，因为性别问题是人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此处未明确提出，本指南将在之后的章节中讨

论，为每个指标提供性别细分信息是报告发布机构将性别视角融入报告的有效方式。参见GRI G3 指

南，查阅HR1至HR9指标详细信息。

a. G3 指南是GRI可持续报告框架的基石。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NR/rdonlyres/ED9E9B36-AB54-4DE1-BFF2-5F735235CA44/0/G3_GuidelinesENU.pdf.

b. 详细G3 人权绩效指标列表请参见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GRIPortal/GRIControls/G3Online/Tree/frmTree.

aspx?IS=1. 

性别平等的目标简单明了，但是将目标转化成

各个机构中管理方式和报告形式的实践却很

难。目标并不是要各机构就每个问题都实现性

别平等。比如，受文化背景、规模或者机构所

在行业影响，同等数量的男性和女性顾客，或

者同等数量的男性和女性工人的情况通常无法

实现；即使能实现，也未必是好现象。重要的

是保证女性和男性拥有同等的机会，女性不会

因为性别而受到歧视。因此，报告中的信息，

尤其是定量信息应当结合具体的文化背景或其

他现实条件进行评价。然而，有些机构发现在

解读一段时间内性别问题的结果时，将数据与

其他类似机构数据比对获取额外数据的方法很

有用。为了报告和收集性别细分信息（男性和

女性分开），应当注意大多数信息实际上都是

基于生理性别收集而来，体现了女性和男性的

生理差异。

针对可持续报告中性别问题的涉及不足，GRI和
IFC展开合作，提供这一关于性别和可持续报告

的教育资源以补充GRI可持续报告框架。本指南

认为性别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通过可持

续报告将之与良好的管理实践联系起来，并提

出了一系列进一步提升可持续报告中性别问题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GRIPortal/GRIControls/G3Online/Tree/frmTree.aspx?IS=1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GRIPortal/GRIControls/G3Online/Tree/frmTree.aspx?I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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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并拓展其范围的可能性。本文件并非

GRI报告指南，也不是GRI可持续报告框架的一

部分。本指南的内容仅为通过可持续报告推动

性别平等提供参考，并在以后为GRI治理机构提

供有用的资源，以纳入GRI即将出台的G3指南正

式更新版工作计划。

本指南为GRI和IFC联合编制而成，通过国际多方

广泛协商的结晶，并受到德国、冰岛和瑞士政

府的大力支持。

方法：收集利益相关方关于性别问题实践
和报告之看法

GRI报告确定可持续报告内容的关键原则之一是

利益相关方参与22，该原则指导

整个报告过程，比如选择何种话题和指标进行

报告和如何报告等。23因此，在写就本指南过程

中除报告制定者以外，与多个利益相关方例如

投资者，公民社会团体成员，劳工代表进行商

讨是恰当的24。

很多来自不同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人士分享了

其 对于性别实践和报告的看法，为本指南内容

献计献策。尽管该指南是各方意见纲要而非报

告编制指南，但其优势在于总结了来自不同背

景的人员围绕将性别问题纳入可持续报告的途

径所提出的看法。地区多利益相关方研讨会、

网络调查、在线性别问题实践家网络研讨会收

集到的信息在指南中均有体现。

各利益相关方对于哪些性别问题会决定机构在

性别影响方面及有效管控与性别相关的机遇和

风险之表现上各执一词。我们发现，在多利益

相关方研讨会上，不同选区、世界不同地区考

虑问题的优先次序迥异。但同时，整个讨论过

程中也有很多共识。 

1.3 目前与性别相关的GRI指标的报告情况

冰岛Bifröst大学为本项目关于GRI报告中性别

信息的研究分析发现，在30份GRI报告样本

中，报告现有与性别相关的GRI指标的频率

相对较低。但LA13指标除外，该指标代表

的是管理机构组成及员工多样性性别细分信

息，90%的报告都报告了该指标。

但是一些GRI报告提供了一些未作要求的指标

的性别细分信息。样本中有60%的报告提供

了劳动力性别细分信息，作为LA1指标的一部

分，该指标要求的数据包括“按就业类型、

就业合同和地区分类的总劳动力数量”。研

究发现，一部分（样本中不足20%）机构报告

中包括了GRI指南中未提及的额外与性别相关

指标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供应商多样性、

晋升制度、学徒和专业人士、母子间HIV艾滋

病防控项目等。

 22 其余原则为实质性、可持续发展背景及完整性原则。

 23 作为G3指南标准文件披露的一部分，报告编制者应披露有关报告期间其利益相关方参与程度的信息，详见GRI指南第四节

4.14-17。 
 24 利益相关方在G3指南里的定义为“一般预期会受到机构的活动、产品及（或）服务极大影响的实体或个人，那些自身行为会

影响机构成功推行战略并实现战备目标的实体或个人”定义参见GRI指南第10页：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NR/rdonlyres/
ED9E9B36-AB54-4DE1-BFF2-5F735235CA44/0/G3_GuidelinesEN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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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过程中用到的定义

为方便本次讨论以及编制本指南，此处性别指

的是与女性和男性相关的、在社交中形成和学

到的行为和期望。所有文化都对男女之间的生

理差异进行解释并将其详细制定一系列社会期

望，指出哪些行为和活动是恰当的，女性和

男性分别拥有哪些权利、资源和能力。如同种

族、民族和阶级，性别是一个社会分类，对个

体的生活机遇具有重大影响（世界银行2004 p. 
xvii）。性别多样性进一步区分了年龄、民族、

生理能力、性取向、阶级等，这些分类同样也

是社会建构产物，因此是可变的。机构提及其

对性别多样性的支持时，通常指的是他们考虑

并促进女性和男性的不同技能、资源和潜力。

性别平等通常出现在反对歧视女性和推动女性

权利的环境中。本文件召集的研讨会参与者将

性别平等定义为法律上的平等、机会平等（包

括工作报酬、人力资本和其他能够创造机遇的

生产资源的获取），和话语权平等（能够影响

和做出贡献）。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参会者也

强调男性同样可能因为机构的性别政策和做法

或这方面的缺失而处于不利地位。

性别公平通常也是指性别平等，但本指南认为

性别公平的范畴超越了机会平等，指的是男性

和女性生存结果的对等、说明其不同的需求和

利益、要求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Reeves和
Baden 2000）。

性别中立和性别平等之间存在差异。性别中立

措施并未明确偏向某一性别。但如果不考虑性

别差异，这类措施实际上有可能强化已有的性

别角色或者关于男性和女性的成见，从而加剧

性别不平等。

多利益相关方研讨会

2008年12月至2009年4月，由GRI和IFC合作承

办的一系列多利益相关方研讨会分别在伦敦、

约翰内斯堡、圣保罗、新德里和华盛顿特区举

行。共有130人参与研讨会，参与者的全部名单

已附在在本指南附录中。

研讨会情况通过GRI网站(www.globalreporting.
org)，IFC网站(www.ifc.org/genderreporting)，
OECD维基性别问题网站(www.wikigender.org)及
GRI新闻通讯等形式进行宣传，以便GRI网络内

有兴趣的人们参与。GRI和IFC还特别邀请了GRI
可持续报告发布机构、GRI机构利益相关方、以

及IFC在各研讨会举办国的性别问题专家。目的

是要保证在每次研讨会上各利益相关团体的均

衡以及可持续报告编制者和使用者的代表性。

伦敦和约翰内斯堡的研讨会均持续半天，但为

了对于研讨会评价的反馈做出回应，我们将之

后的研讨会延长至一整天。GRI和IFC努力保证研

讨会上各利益相关团体的均衡代表性，大部分

参与的团体都来自私有部门或者非政府机构。

研讨会之间互相补充，从不同地区和不同利益

相关方的角度探讨了性别和可持续报告间的联

系。研讨会介绍了当前与性别相关的措施和报

告，讨论了未来前景和用来评估执行情况的可

能指标。研讨会所有的参与、互动都用英文进

行，在巴西的会议使用了同声传译。

研讨会参与者明确了与性别相关问题并将其分

类，希望可持续报告发布机构加以管理和报

告。另外，他们提出了评估这些问题表现的定

性和定量方法。研讨会之前的调研明确了GRI框
架之外的性别指标、评估方法、报告方式，找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
http://www.ifc.org/genderreporting
http://www.wikigend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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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与性别相关措施的范例，然后在研讨会上

分享，推动进一步讨论。

与社交媒体的合作

在社交媒体、合作学习、专业知识共享越来越

简单的时代，维基（用户更新网站），互动

网上交流论坛（性别问题实践者网络）和其

他“Web 2.0”社交网络工具使得性别问题实践

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能彼此间沟通、分享

专业知识。利益相关方认为这一通过网络工具

的进步非常重要，因为报告发布机构正越来越

多地使用所谓新媒体来连接和传播其活动和绩

效信息。

本指南中的部分意见也来自于参与了网上调

查的各方人士，网上调查是通过GRI和IFC网
络、GRI和IFC网站、新闻通讯、性别问题实践者

网络等方式完成的。共有57人回复了调查，其

中大部分（将近40%）自称代表公司股东。通

过此次网络调查，多利益相关方研讨会的初步

成果也获得了调查回复者的反馈。回复者提出

了他们认为重要的性别问题，评价了研讨会参

与者提出的性别指标报告的可行性，提供了与

性别相关实践和报告的范例。

为扩大研讨会上关于性别报告问题观点的影响

力，项目组将很多利益相关方表达意见的过程

拍摄下来制成视频，通过Web 2.0技术放在网

上。目前，60多条视频个人观点表达可在

www.ifc.org/genderreporting观看。

我们鼓励研讨会参与者、GRI和IFC网络内其他人

在经济合作及发展机构所有的维基性别问题网

页(www.wikigender.org)上发表与性别报告有关

的信息和意见，并加入性别问题从业者的在线

谷歌讨论群。

1.4 国际顾问团

为支持本指南的发布，GRI和IFC建立了一个高

层顾问团，由众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强调地

域多样性。这些性别问题专家和报告执行者

为本项目提供指导，促进交流，推动项目的

性别和可持续报告间的合作工作。本项目组

对顾问团成员贡献出宝贵时间，分享专业见

解和知识表示感谢。

Carol Adams， 

La Trobe 大学，澳大利亚 

Willem Adema， 

OECD, 法国

Amy Augustine，

Calvert资产管理公司，美国

Leontine Bijleveld 

ITUC, 布鲁塞尔，

荷兰工会联盟FNV

Heloisa Covolan 

Itaipu Binacional, 巴西

Kate Grosser 

诺丁汉大学, 英国

Natalie Kincaid-Smith 

Lonmin PLC, 南非

Marianne Mwaniki 

渣打银行，英国

Aruna Rao 

Gender at Work, 美国

Srimathi Shivashankar 

Infosys, 印度

Ines Smyth 

Oxfam GB,英国

a.研讨形成的文件并不反映顾问团成员所代表机构的

立场，也不反映每位审阅该文件的个人之观点。

http://www.ifc.org/gender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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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所有关于报告的讨论，不论是关于性别问题还

是其他可持续因素，都首先反思商业运营和流

程。具体措施及其影响对于确定所形成的可持

续报告内容有关键作用。图表1.1表明了性别管

理过程如何相互关联，尤其是在管理和报告性

别信息的背景下。

各个机构有很多与性别相关的问题可以报告。

研讨会上，报告编制者强调他们不可能报告所

有事项，因此机构内部有必要列出优先事项，

并就报告中应包括哪些内容咨询各利益相关

方，也为国家、地区和国际立法中包含性别条

款的内容作了参考。在报告流程的沟通和界定

环节中，报告发布机构确定哪些与性别相关的

问题是对其机构最有意义。

本指南的结构也反映了研讨会参与者和网上调

查回复者提出的与性别相关措施和报告的问

题、主题以及范围。由于对各个报告机构来

说，问题的重要性不同25；可持续报告中涉及的

有意义的主题也就不同。本文件已包括全部问

题，希望为报告发布机构提供参考意见，选择

与其业务最相关的话题开展报告。

研讨会参与者普遍认为，一个报告机构的总体

政策和对性别平等的看法会影响其处理性别问

题的所有措施。他们认为，与管理和价值观直

接相连的问题对于所有的报告机构都有重大意

义且相关。以下是关于性别平等问题的分类，

每项在本指南中都有专门章节论述：机构治理

和价值观；工作场所（被认为是报告性别问题

的重中之重，且和治理与价值观紧密相连，之

后有详细讨论）；供应链；社区；消费者；以

及投资。

每一章由如下部分组成：

•  引言及趋势：学术文献及其他研究资料说明

利益相关方提出的问题，及其在全球性别关

系和商业实践中的发展趋势。

•  执行及实践：具体介绍机构执行并监控实践

以及改进其性别绩效并改善其可持续发展报

告的途径。

• 利益相关方之言：介绍多利益相关方研讨会

以及调查收集到的反馈，包括关于报告其所

提出问题的建议等。本部分将重点说明研讨

会参与者及调查反馈者的原话，并制定了一

个表格，总结研讨会参与者提出的问题。

•  GRI指南相关规定：本部分总结了当前GRI指
南的相关规定，包括管理披露及绩效指标。

本部分还指出了GRI绩效测度中可以插入性别

细分信息的地方。

25  实质性原则在G3指南（第8页）中定义为在报告过程中指导关于可持续性和报告内容的决定：“报告中的信息应当涵盖反映机构重

大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的，或者对股东的评估决定由实质影响的主题与指标”。

性别平等，治理与价值观

性别平等与供应链 性别平等与投资社区中的性别平等性别平等与消费
者

工作场所的性别平
等

.从这一过程获取的信息可以为平行的、正在进行的报告过程和利益相关方意见形成提供参考

图表1.1 性别平等的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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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测度范例：本部分的表格总结了一些绩

效测度方法，供报告编制人员用以报告各

性别相关问题。每个表格均包含定性测度方

法，如政策、活动及方法（蓝色字体），以

及定量测度方法（紫色字体）。基于调查反

馈者和研讨会参与者的反馈，报告各测度方

法的难度分为：基本、中级或高级。

• 性别平等政策及立法范例：世界各国就各部

分所述问题的范例。这些范例展示了各国政

府采取了哪些工具促进性别平等。

• 性别相关实践及报告范例：GRI 26 级报告的报

告范例被制作成表格和图表，以展示机构应

对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性别问题可以考虑

的问题。此外，还列举了本报告作者在研讨

会和研究中发现的一些性别相关实践范例。

• 附录：除了与性别相关的国际公约、立法框

架和国际政策概览以外，还列出了研讨会参

与者名单。

26  了解更多关于GRI应用等级分类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NR/rdonlyres/9C0287EA-42CC-4650-B911-
5D7D9AA291A0/0/ApplicationLevelCheckMethod2009.pdf.   

1.5 为何报告性别问题？

网上调查参与者被问到：为什么公司要报告

性别问题？回答如下：

“将公司定位、建设成为一家不论性别、为

内部受众（员工）和候选市场提供长期职业

机会的机构；为解决行业内不均衡问题，我

们最大的挑战是将信息有效传达给公司内外

的女性。”

“保证所有的服务、雇员和预算都不歧视女

性和未成年女性。”

“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促进女性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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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过程获取的信息可
以为同级别的、正在进行
的报告过程和利益相关方
意见形成提供参考

实践

确定：
在内部通过不断的反馈过
程明确和讨论关键的性别
机会和风险

评估：
评估结果纳入到管理层
体系中支持决策，保证
以后得到更好的结果。

讨论：
咨询内、外部利益相关
方，做出与这些问题相
关的行动决定

监控：
不断收集性别细分的数
据和信息，确定政策和
措施的影响

报告

宣传：
信息收集后，添加到报
告中，然后传达给主要
受众。反馈首先要纳入
当前处理这些问题的工
作中，然后纳入到以后
该类问题的报告过程
中。

监控：
如果这些信息还未被记
录，那么相应的监控机制
应当建立起来，或者要对
已有机制进行调整。  

准备：
各个机构构思报告和纳入
报告的性别相关信息。各
机构先行计划，与外部同
事和决策者联系，明确报
告重要性和如何将其与公
司的性别目标和承诺相联
系。

沟通：
内、外部的利益相关方互
动能够建立信任。报告发
布机构需要找寻、计划、
排序等过程确认有哪些利
益相关方，然后与之沟
通。

界定：
分析机构的影响力，利
益相关方的意见和优先
事项有助于确定包括在
可持续报告中的最具“
实质性”的性别问题，
然后加以监控和评估。

行动：
执行与性别有关的政策、
项目、计划和活动

图表1. 2 性别相关措施和报告的整合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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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治理和价值观中的
性别平等
引言

一个机构的公共政策基调由其管理原则决定。

尊重性别平等和社会、环境、经济因素的透明

度已被广泛认可为公司治理原则的基本组成部

分。27 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UNCTAD）
《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良好实践指南》 

(2006，第23页）中写道：“董事会应当披露

其与环境和社会责任相关的政策和执行情况，

以及这些政策和执行情况对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因此，各机构促进性别平等（或减

少、避免性别不平等）的行为是推行良好公司

治理的一部分。

由于公共利益要求开展良好公司治理实践，各

机构勉力承诺28施行人权和工人权利国际框架

（OECD，2004b, 第60页）。性别平等已写入到

人权国际框架，与工人权利相关的国际劳工组

织（ILO）公约，以及由世界众多国家支持的多

个政策当中。性别平等被认为是各机构对于实

现人权做出的积极贡献，也被认为对商业有重

要意义，不仅只在各机构的工作场所，还在其

运营的环境中。

在制定决定机构治理原则和机构文化的政策时

考虑性别平等问题的做法具有充足的商业动

因。这也被公司越来越看重：治理董事会有义

务保护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以下情

况中难以实现，a,女性的全部潜能不能受到认同

与实现；b,公司在某些潜在商业风险中未受保

护，如负面名声或与性别相关的不良措施导致

的诉讼风险。

趋势

在一个机构的治理层面应对性别平等可能并不

只是“做正确的事”；与性别平等相关的商业

规定也日益见诸于众多文献，表明这正日益成

为主流实践。

都柏林的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促

进机会平等的正式政策会为雇员和雇主带来诸

多好处。研究认为，在有平等政策机构工作的

雇员更容易相信自己获得了平等和公正的薪酬

条件、晋升和职业发展的公平机会（O’Connell
和Russell 2005）。这对于激励员工和留住员工

有直接影响。根据一个由英国内阁办公室委托

的研究，商业利益是推动多样性和平等倡议的

最大推动力；140家横跨公共和私有行业的主要

机构中有80%将良好的多样性措施与整体商业

表现相联系（Rutherford和Ollerearnshaw
2002）。

 

“我们认为女性参与不仅仅‘

政治上正确’，或仅是我们必

须报告的一项数据，我们认为

这是商业利益要求。女性接受

安排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女

性在发展公司和经济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也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扮演有意

义的角色 。”

Vusa Vundla，非洲管理服务公司 (AMSCO)，南非

27  这些原则包括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良好实践指南》(UNCTAD 2006)。该指南是由会计披

露国际标准（ISAR）专家工作组制订的。ISAR的建立旨在通过促进公司透明和披露的方式推动投资、发展和经济稳定。其他公司

治理原则包括OECD《公司治理原则》(OECD 2004) 和OECD《跨国企业指南》(http://www.oecd.org/dataoecd/56/36/1922428.pdf). 
28  GRI G3指南（第四节4.1-10）是世界上运用最广泛的可持续报告框架，其中写道，鼓励各机构报告其管治架构以及机构认可的外

部倡议之承诺。

http://www.oecd.org/dataoecd/56/36/19224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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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性董事对于董事会效率的贡献的研究发

现了正相关联系，但一般情况下还未建立因果

关系。然而越来越多人认为，公司治理多样性

与机构经济绩效之间存在联系（Huse 2007）。

欧洲和美国所作的研究表明，公司董事会和高

级管理层中具有性别多样性的机构财务表现更

佳。例如，由管理咨询公司McKinsey所作的一

个针对国际大型公司的研究就发现，在工作环

境、创新、问责制和利润方面最好的公司是那

些在最高管理层女性比例较高的公司(McKinsey 
2007)。这一结论也有其他研究支持，包括美

国一家名为Catalyst的机构对财富五百强公司进

行的一系列研究；该机构是一家致力于推动女

性商业地位的研究和顾问机构，其研究发现，

那些有更多女性董事的公司财务表现更佳。

他们发现财富五百强公司的股本回报要高出

53%，销售回报高出42%，投资资本回报高出

66%(Catalyst 2007)29。(参见本报告关于性别平

等和投资的章节进行相关讨论)

其他研究发现增加管理层中的女性数量可以增

强机构的创新能力 (伦敦商学院 2007)。一个

常被引用的研究发现三个或以上起关键作用的

女性联合在一起能在董事会引起根本性变化并

加强公司治理（Kramer, Konrad, 和 Erkut 
2006)。

所有男性都是有差异的，同样，所有女性之间

也是有差异的，有研究显示女性经理被认为是

营造共识的人，她们在决策时更富包容性，能

提出不同的视角来“平衡”男同事的不同观

点。女性也被认为在决策过程中更能够考虑多

个利益相关方的需要（Orser和Weeks 2009 
第 6页)。

执行和实践

为了能够在治理层面实现性别平等，一个机构

可以：

·在机构的职责声明中对性别平等做出清晰明

确的承诺。

·制定一个机构如何达成对性别多样性承诺的

计划30，制定可测度的目标（比如管理岗位中

女性董事会成员的数量）；所承担的责任；

行动时间表；以及监控执行过程的程序

·在机构层面上设立与性别问题相关活动的预

算

·明确一位会在机构中维护性别平等政策和计

划的董事会成员级别的个人

·在机构内指派一个人或团队应对性别平等问

题

·在机构评分表上将性别问题作为一个绩效指

标

利益相关方之言

在促进性别平等时，有几个与机构治理和价值

观相关的问题经常被提及为影响因素

29  Catalyst机构的研究涵盖2001年至2004年；由于财富五百强公司榜单每年的变动，本次分析选择了520家公司。

(详见http://www.catalyst.org/file/139/bottom%20line%202.pdf for more details).
30  基于描述美国1971年至2002年708家私有机构劳动力状况的联邦数据，美国社会学评论2006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除非建立了

对多样性的责任，机构提供的多样性培训，辅导和建立关系等做法效果甚微。参见Kalev, A., F. Dobbin, 以及 E. Kelly. 2006。 《最

好的措施还是最好的猜想？评价公司平权行动和多样性政策效用》（Best Practices or Best Guesses? Assessing the Efficacy of Corporate 
Affirmative Action and Diversity Policies），美国社会学评论，第71卷，第589-616页。http://lawprofessors.typepad.com/laborprof_
blog/files/best_practices_or_best_guess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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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1. 各利益相关方提出的问题，按研讨会地点分类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美国

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职位的女性     

机构文化和价值观中认可性别平等（包括职责
和愿景）

   

关于性别问题和报告的透明度  

提高性别敏感化和性别意识的研讨会 

将性别价值观融入到公司政策  

在整个供应链中促进机构性别价值观，并对执
行情况负责



与公共政策相对应的性别政策 

在某些多利益相关方研讨会上，有参与者认为

性别应当被“植入一个机构的基因编码中”，

高级代表应该“戴上性别的帽子”。既然都同

意一个机构的价值观影响其一切行为，各利益

相关方表示，价值观和治理应当是各机构与性

别相关措施与报告工作的起点。在伦敦的研讨

会上，首次提出了治理和与价值观问题形成一

个伞状类别，因其影响机构的一切事务。与机

构治理和价值观相联系的性别问题在所有的研

讨会上都有提及。巴西研讨会的参与者将性别

措施及报告工作与这方面的联系作为最大的重

点。

管理层中的女性

收集和报告各机构的董事会性别多样性信息并

非难事。

”我们需要具体的评估标准，
我们需要在高级管理层建立问
责制；今后也必须有一个可
持续发展评分牌，成为投资者
在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关键参

数。”

Srimathi Shivashankar, Infosys印度 

研讨会参与者强调，有必要将董事会性别多样

性信息纳入可持续报告。他们重申，董事会中

女性代表比例较低的机构应当解释其在雇佣女

性至董事会职位时遭遇的挑战，以及为了应对

这些挑战将采取的措施。

2.1 性别多样性研讨会出席情况以及目标女

性经理数目的报告范例

在2009年可持续报告中，德国汽车制造商

戴姆勒提供了参加关于多样性管理和德国

通用平等待遇法案的经理人数目，这也是

德国增加女性在管理职位比例项目的一部

分。在报告的各个元素中，提供了2020年
与现在相比的高级女性经理人数目的目标

百分比。

来源：http://sustainability2009.daimler.com/reports/
daimler/annual/2009/nb/English/0/sustainability-
report-2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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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参与者也提到希望报告女性在管理职位

的比例。针对这一情况，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头

衔或职位并不一定能反映某位男性或女性在机

构内的影响力。关于战略职位与行政职位对比

的性别细分数据能够解决部分研讨会参与者在

这方面的担忧。研讨会参与者认为，将管理层

多样性信息放在相应背景下考察很重要。参与

者推荐的绩效测度指标是在年报中定义的机构

内部五位最高薪管理人员性别百分比。在某些

地区，这一指标明显已被用作标准指标。

机构文化和价值观

机构文化和价值观可能影响女性是否愿意或能

够在高级管理岗位或者董事会级别工作。工作

时间长和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安排重要会议的

趋势被认为是女性晋升至这些岗位的障碍。研

讨会参与者注意到，这些挑战也同样影响到男

性，但共识是女性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要比男

性大。

研讨会参与者希望报告发布机构能制定适用于

整个机构的性别政策，并有正式的平等计划或

者包含性别平等的、更具普适性的机构战略计

划；也希望各机构分派责任负责改善这些问

题，并通过收集性别平等数据监控进展。是否

具备这样的政策、计划和监控标志着一个机构

是否致力于实现性别平等；也被认为是一个机

构认可性别平等主流化的重要性的反映，尤其

是在工作场合，但也包括工作场合以外。另

外，有人提出各机构将性别平等考虑融入机构

其他政策和商业实践的重要性。

研讨会参与者认为，如果雇员对于不了解已有

政策，那么这些政策的存在便无多大用处。因

此，他们建议各个机构举行研讨会增强性别问

题意识和敏感度，或许也可以将这些研讨会纳

入新员工入职培训项目。

研讨会参与者期望可持续报告编制者能将其关

于性别平等政策、计划和表现的描述写入报

告。这一描述能解释政策和计划的制定过程，

包括利益相关方相互协商过程的信息，机构各

不同营业场所确认和选择进行协商的利益相关

方所依据的基础，以及协商过程中各利益相关

方提出的关键主题和关心的问题。参会者强

调，有一点很重要，即报告发布机构尤其是跨

国机构中，在本国以外的营业场所的利益相关

方的性别问题关注点可能会有所不同。最后，

研讨会参与者鼓励各机构报告其性别平等计划

的绩效，包括哪些奏效，哪些应该在下一步改

进。

 G3 指南相关规定

• GRI指标中，与机构治理框架多样性和平等机

会相关的核心指标是LA13：治理机构的组成

及以性别、年龄组、少数民族身份和其他多

样性指标分类的雇员明细信息。

• G3指南的第四节4.1-4.10 提及治理结构，以及

一个机构对于其认同的外部活动之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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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目标 测度

基本 中级 高级

保证性别平等成为主流 描述性别平等政策和计

划

促进董事会成员的多样性 机构董事会性别分类报

告 

管理层多样性和平等 管理人员数量和百分比

进行性别细分

五位最高薪管理人员性

别比例

表格2.2. 性别平等在机构治理和价值观中的绩效推荐测度方法

蓝色代表定性绩效评价范例

紫色代表定量绩效评价范例

2.2. 挪威关于董事会性别多样性的立法

长久以来，挪威便将性别问题作为主流问题，且已在国家层面为促进性别平等建立了多项机制。比

如，2002年，挪威政府引入法律要求，规定国有和私有企业都必须保证董事会中男女代表比例都

不得低于40%。 尽管这一办法引发广泛争议，但无疑为更多的女性打开了通向董事会的大门，从

而为性别问题主流化做出贡献。挪威在性别平等领域做出的努力也在董事会之外的其他领域产生了

成效。2008年，由世界经济论坛在世界130个国家做的调查中发现，挪威国家层面的多个社会、经

济、和政治指标在减小性别差异方面独占鳌头a。

a 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08：《全球性别差异报告》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http:www.weforum.org/pdf/gendergap/

report2008.pdf 

更多测度范例

下表包括与性别平等和机构治理及价值观相关

的其他绩效评估办法意见，建议内容在本指南

征询利益相关方意见期间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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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等级 男性 女性 白种人 外籍 总数

A C I A C I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高级管理层

有专业资格，有经验的专家及中层管理

人员

技术上熟练及有学历的合格工人；初级

管理人员；主管；领班和负责人    

半熟练工人及行政裁量决策

无技术工人与被定义决策  

正式雇员总数

非正式雇员

总数汇总

有残疾的雇员

2.3. 劳动力性别细分报告范例

Woolworths是南非一家投资控股公司，拥有零售连锁店和金融服务产品；公司以下表的形式在2008年可

持续报告中展示了其员工情况

注：A指非洲人；C指有色人种；I指印第安人

来源：南非乌尔沃茨（Woolworths）控股有限公司, 2008 http://www.woolworthsholdings.co.za/investor/annual_reports/ar2008/
gbj/transformation.asp.  
注：基于性别和种族的分类方式与南非赋予黑人经济权力立法有关。

图片 巴西研讨会参与者（凯瑟琳·迈尔斯 摄） 



26

印度一家IT服务公司 Wipro 在可持续报告中用下表展示其雇员人口统计数据：

来源：Wipro, 2007-08可持续报告 http://www.wipro.com/investors/pdf_files/wiprosustainability_report.pdf. 

2008 2007

资历 男性 女性 总数 男性 女性 总数

副职

中级

高级

顶级

总数

2008 2007

地区 男性 女性 总数 男性 女性 总数

印度

美洲

欧洲

其他

日本

总数

2008 2007

年龄组 男性 女性 总数 男性 女性 总数

<30 周岁

30-50 周岁

>50 周岁

总数

2.4. 劳动力性别细分报告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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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许多国家中，与男性相比，愈来愈多的女性

接受高等教育。31 伴随着这种趋势，越来越多

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2007年全世界有12亿女性参加工作，

与1997年相比增长18.4%（ILO 2008）32。然

而，全球就业性别差距仍然普遍；参加正式工

作的女性人数仍然少于男性(OECD 2008b, 第11
页)。

在全球经济中，因为世界上一些地方人口日渐

老龄化、劳动力高技能雇员稀缺，所以雇主们

日益相互争夺最佳人才（OECD2008b, 第11页)。
鼓励更多的女性参加工作能增大人才库，以备

雇主遴选招聘。有鉴于此，许多机构集中精力

招聘和留用女性工作、解决工作场所性别平等

问题，以期提升市场中的竞争力。

女性较少参与工作有诸多原因。并非所有女性

都想参加工作，许多女性更愿意选择呆在家中

（欧盟统计局 2006；ILO 2008）。但是从多

方面来讲，都存在抑制女性参加工作的因素。

这些抑制性因素包括歧视、文化态度、税收政

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具有竞争性的家庭责

任。33 34

除了实现履行对性别平等的国际法律义务和承

诺之外，雇主还出于多种原因越来越重视工作

场所中的性别平等。并不是所有的雇主们都强

烈支持出于商业目的这么做。但是越来越多的

人注意到维持雇员家庭和工作的平衡能广泛地

解决女性劳动参与的问题和工作场所的平等问

题，尤其是为人父母者（OECD 2007）。

趋势

研究表明雇员流动产生的成本具有潜在意义上

的重要性和深远的影响。35 机构降低雇员流动

率和缺勤率的能力部分归功于采取了平等和多

样性倡议。（爱尔兰平等署 2007）根据《美国

社会学评论》200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工作场

所的多样性是企业销售收入、客户人数和盈利

水平最重要的预测指标之一。与性别多样性高

的企业平均6443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相比，性

别多样性最低的企业平均销售收入为4520万美

元。同时，具有最高水平的性别多样性的公司

比性别多样性最低水平的机构平均多出15000多
客户。36

工作场所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31 例如，OECD成员国（OECD2008b，第44页）和欧洲女大学生占毕业生的55%（麦肯锡 2007）

32 在同一时期，欧盟女性就业率从51.8%增长到58.3%，现已接近欧盟设定到2010年增长至60%的目标（欧洲共同体委员会2009）

。OECD中的女性平均劳动参与率已达60%。

33 根据高盛集团（2005，第7页）日本相对较低的女性参与率的主要原因在于孩童照顾和护理支持不足、税收障碍、公私部门对多

样性不够重视，以及僵化的移民法。

34 尤其是对儿童保育和老年保健，女性常常肩负责任，这或许可以解释女性兼职或不工作的原因（OECD 2004a；欧洲统计局 2006

）。在许多国家，缺少可以负担的儿童保育，男性缺少育儿假及缺乏足够薪酬的兼职工作被认为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因

素。

35 根据美国的研究，一个公司的雇员流动成本占到新入职雇员年度薪酬的30%到50%，中级水平雇员年薪的150%及高水平专业雇员的

400% (Blake 2006, 第13页)。

36 载于《多样性管理》“多样性与销售收入，利润和顾客的增加的关系研究”（Research Links Diversity with Increased Sales Revenues, Profits and 
Customers），2009年4月3日。http://www.diversity-executive.com/article.php?article=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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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雇主们有了好的雇员，他们便想留用这些

雇员。灵活的工作政策已表明能够吸引和留住

两性高层次人才。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份研究

发现，如果一个公司设有灵活的工作日程和稍

少的工作量，其雇员流动性和成本有所降低。

也有证据表明，帮助人们协调好工作与家庭生

活有助于通过降低贫困风险来促进社会融合。37  
此外，《哈佛商业评论》2006年的案例研究表

明更具有幸福感的雇员极大可能持有更为积极

的工作态度。这也将反过来增加客户的满意度

并对公司的收入产生积极的影响。(鲁奇，金和

奎因1998)。
 
“之所以无论从社会公正角度
还是从金融角度看，提升性别
实践和绩效都有意义，是因为
它有助于公司的利润绩效。” 

美国Clavert资产管理公司Amy Augustine 

 

除了履行法律义务之外，雇主们可以制定对雇

员家庭有利的政策，提供儿童保育和考虑到性

别因素的工作环境，以增加女性参与。近期研

究发现，这些措施和长期商业成功存在一定联

系。这些安排不仅有利于雇主也有利用雇员。

根据国家儿童照顾资讯中心，“因儿童保育

出问题致雇员缺勤每年耗费美国企业30亿美

元。54%的雇主披露儿童保育服务对雇员缺勤

有积极影响，把缺勤工作日减少20%到30%。38 
解决工作场所中长期存在的男女工资差距问题

不仅响应机构履行同酬法规的国际公约，还可

以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中鼓舞雇员士气，留住雇

员。虽然不同国家和部门薪酬差距的大小不尽

相同，但是薪酬不平等常常被视为男女性别歧

视最常见的形式之一。39根据国际工会联盟最

近的一份研究，全球性别薪酬差距超出了人们

的想象。基于WageIndicator 40收集的20个国家

30万男女雇员的数据开展了2008年的一份调查

结果，国际工会联盟研究表明全世界的女性比

男性少挣22%。41 根据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

数据研究，公司高层管理中女性薪酬较为公平

(Cohen和Huffman 2007)。形形色色的网站工具

旨在帮助雇主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工作中性别

薪酬差距的问题。42

在OECD跨国企业准则框架下（OECD2008c）公

司要推动男女机会均等，尤其是强调筛选、薪

酬、晋升的标准相同，并保证这些标准公平应

用。公司也要尽力避免因婚姻、怀孕及抚养孩

子而造成的歧视或解雇。2000年准则修改旨在

要求各遵守准则的成员国指派一个国家联络人

（NCP）来推动准则的实施，并处理本国注册或

经营公司相关的投诉。国家联络人通过促进各

方对话和调节各方利益达到此目的。如果国际

联络人认为一个公司已经违反了这些准则，其

将发出一份声明，旨在阐述违反现象，并向公

司推荐如何在将来使其经营符合准则。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联络人提出性别歧视问题

不会向外部披露，公司也无需向国家联络人做

出保证和汇报。

37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52008DC0635:EN:NOT 欧盟已经就社会融入所面临得以下几个主要挑

战达成了明确的共识，包括1) 打破代际传承的恶性循环，消除孩童贫困；2) 使劳动力市场真正的具有包容性；3) 保证人人住上像

样的房子； 4)消除歧视和促进残疾人，少数民族和移民的融入； 5) 处理金融排斥和债台高筑的问题。(参阅http://ec.europa.eu/
social/main.jsp?catId=437&langId=en for more information).

38 国际儿童照顾资讯中心,“雇主支持的儿童照顾”（ Employer-Supported Child Care），http://www.nncc.org/EO/nccic.employercc.doc.pdf.
39 参阅Catalyst在200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推断出在2005年全职工作的女性只能挣到相当于全职工作的男性77%的工资。有些人争辩

道，除了歧视之外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薪酬差距的原因，而其他人则持反对意见。

40 WageIndicator是一家网络为基础，自我申报薪酬调查。通过这个调查表人们可以同其他人比较相同工作的薪金。

41 参阅国际工会联盟 2009.

42  参阅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行政办公室的雇主工具箱或在线薪酬调查Wage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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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会联盟在2009年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劳

动力市场趋势报告，声称工会成员身份对薪酬

平等有积极的影响。参加工会的男女收入差距

比非工会成员男女差距小。根据这份报告，如

果工作场所有一位工会代表，那么男女收入差

距更小。

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执行旨在消除工作场所中

女性晋升壁垒的项目和实践。这些壁垒不容忽

视举，而且通常相当普遍。Catalyst432004年的

一份研究发现，美国企业女性管理者比男性管

理者更有可能指责工作文化和环境相关因素成

为她们公司晋升的障碍。几乎一半的女性都谈

到女性被排除在非正式交流网络之外，性别相

关的传统偏见和缺乏行为榜样成为她们职业的

障碍。

顾问指导是一种被广泛用于促进工作场所女性

发展的工作。澳大利亚的一份学术研究表明，

男性指导女性的计划有助于增加工作场所中对

男性的性别认识，因此可以积极影响机构的变

化(de Vries, Webb 和 Eveline 2006)。
 
执行和实践

以下政策，计划和活动可能帮助实现工作场所

中性别平等的目标：44

•  不论性别，保证提供公平具有可比性的薪

酬，工作时间和包括退休福利在内的福利。

定期进行薪酬平等的回顾。45 

•  进行旨在招聘和留用男女雇员的行动计划。 

•  保证男女参加招聘组。

• 鼓励男女从事常被认为“不适合”他们性别

的行业。

43  参见 Catalyst (2004) “美国企业领导层的男女：相同工作场所，不同现实。” （Women and Men in U.S. Corporate Leadership: Same Workplace, Different 
Realities）http://www.catalyst.org/file/74/
women%20and%20men%20in%20u.s.%20corporate%20leadership%20same%20workplace,%20different%20realities.pdf.

44 下面有些术语也同样使用卡沃特女性原则http://www.calvert.com/nrc/literature/documents/4978.pdf.
45 参考：例如 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行政办公室的雇主工具箱。 可以从此链接获得：http://www.gnb.ca/0012/Wo mens-Issues/wg-es/

toolkit-e.asp.一个工具箱可在以下链接获得： http://www.wageindicator.org, 这是一个在线薪酬调查，涵盖了来自１２个国家的４

０万被调查者。

2007 2008

流出人数

流出人数性别分类

女性

男性

3.1. 不同性别流动性报告范例

一家西班牙水用事务公司Agbar使用以下表格在2008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表示性别分类流动数据：

来源: Agbar  http://www.agbar.es/Informes/2008/irc_2/download/magaz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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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包括在非传统领域的女职工在内的各种不

同水平的男女提供职业发展机遇。诸如正式

或非正式网络，客户发展活动和平等的指导

机会。

•  进行具体可证实的行动以期保持工作生活平

衡：如灵活的工作选择、家庭假、依附性护

理，保健计划，劳动力退出和重进机遇。允

许雇员休假生小孩，养育幼儿和承担家庭相

关责任。

•  允许雇员自己或其亲人休假接受医疗护理或

治疗，包括家庭规划、咨询、生殖健康护

理，以及身体不健康时提供给他们返回同酬

同地位的职位支持机会。

•  禁止以婚姻、育儿、生殖地位为由在就业或

晋升中做出歧视性的决定。

•  考虑通过提供儿童保育服务或者提供此服务

的资讯和资源来保证雇员获得儿童保育服

务。

•  尤其是在工作场所中危险或有害化学物质对

男女雇员健康，包括其生殖健康，会造成已

知的或存在怀疑的不利影响时，要提供保

护。 

•  禁止和预防工作场所中形形色色的暴力行

为，其中包括言语的、身体上的和性骚扰；

为雇主们提供针对女性暴力的信息。

•  实施旨在保证在工作场所中，来往工作场所

中和进行公司相关业务中女性雇员安全的计

划。

•  保证拥有男女独立的厕所。必要时为公司男

女雇员提供更衣设施。 

•  实施政策明确禁止利用性产业成为雇员的一

部分或者娱乐客户或社会交往。46

 
利益相关方之言

专题小组认为，参与者们性别平等的运动从“

家”开始。除了巴西之外，所有的专题小组成

员都十分强调工作场所中的性别平等。这也被

调查对象认为是优先解决的问题。在巴西，工

作场所中性别平等问题仅次于机构管理和价值

中性别平等。每个小组中提出的主要的工作场

所平等问题详见下文：

46  参考：福西特协会, 2009。 “企业性别歧视：渗透到现代工作场所中的性产业＂(Corporate Sexism: The Sex Industry’s Infiltration of the 
Modern Workplace)：http://www.fawcettsociety.org.uk/documents/Corporate%20Sexism.pdf.pdf.

种类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分娩/ 怀孕 产假使用率 (%)

产假使用者 (人)

产假归来工作比率(%)

婴儿保育假使用者(人)

婴儿保育假使用率 (%)

3.2. 产假数据统计报告范例

一家韩国制造企业——宇韩金柏利纸业有限公司在2008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使用以下图表

表示产假统计数据。

来源: 宇韩金柏利纸业有限公司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data/ungc_cops_resources/68CFA066-ABEF-40E6-
BDC5-19CD2A4F19E7/CO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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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中女性升职渠道

管理层中性别多样性对于所有协商研讨会参与

者都是重点，与治理和价值问题有重复之处。

参与者表示，为了增加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层

面的性别多样性，机构必须保证这种多样性也

在较低就业层面有所体现，以期创造合格女性

雇员未来晋升的渠道。

其可持续发展报告建议，机构应考虑可能影响

报告中数据的背景因素。例如，假若一家企业

中有很多女性经理人，那么是否因为这一行业

为女性为主导行业？是否女性经理们大都分布

在对资源控制极少的低技能行政岗位上呢？

薪酬与福利

强烈建议雇主在国际劳动权利框架下不论雇员

性别，同工同酬。机构应遵守这一原则，并保

证就此问题尽职调查，并在发现用薪酬性别差

距的地方采取解决措施。

研讨会参与者表示，对工资差距的追踪记录符

合机构的最大利益。因为如果存在差距，急哦

股可能就要面临损害声誉风险和法律挑战。机

构将同酬问题和留用合格雇员联系起来。巴西

研讨会参与者担忧如保险等健康保健福利有时

并未平等地覆盖到男女雇员。

表格3.1.利益相关方提出的问题，根据研讨会地理位置划分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美国

使男女雇员具有性别意识 

机构目前的职业女性雇员晋升至管
理层渠道

    

同酬同福 (包括保健)   

招聘和留用女性    

雇员流动 

包括灵活工作时间在内的工作条件    

培训和发展 (男女雇员平等的职业晋
升机会)

  

产假和父亲照顾婴儿的假期，育儿
假

  

为女性提供的保护性设备和设施 (如
厕所和更衣室)

   

健康与安全，包括性骚扰意识和减
少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工作场所中艾滋病教育/预防 

工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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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薪酬常常基于绩效评估，所以参与者推荐

客观的绩效评估标准从而避免评估者有意识和

无意识的偏见。

需要强调的是，报告发布机构应根据与薪酬和

福利相关的GRI劳工指数提供信息。如果此信息

尚未被纳入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研讨会参

与者建议报告发布机构说明原因，并解释正在

采取何种措施以保证未来将其纳入报告。

对符合国家、地区和国际人权法律法规及机构

规定的性别条款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机构引

起多方兴趣。

招聘

在招聘中消除性别歧视是研讨会参与者明确的

重点目标。关键的忧虑在于报告机构是否有政

策和措施避免招聘过程中性别歧视。根据一些

利益相关方的看法，来自雇主对应聘者的婚姻

和生育意向的发问在印度仍然普遍。这是因为

在印度有种成见：女性只有直到结婚或生下第

一胎之后才会专注于工作。

”女性越来越意识到也更 
愿意到考虑性别因素的公 
司中工作。” 

印度DFL公司Gayatri Paul。

如果招聘的男女雇员比例失调，可持续发展报

告发布机构需要分析为什么如此。因为缺乏合

格的女性或男性雇员担任某个职务？如果如

此，机构是否采取任何措施增加晋升渠道中弱

势一方人数？国家机关、非政府组织和其它从

事招聘和性别问题研究的机构被推荐为咨询和

支持贯彻性别相关的招聘活动或增加招聘某个

性别人数等相关问题。

留用

研讨会参与者希望雇主主动留用其雇员中人员

比重不足的性别。他们坚称，因为女性不得不

在养家的同时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需求，所以女

性雇员常常是少数。建议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

机构将雇员流动性别细分信息纳入可持续发展

报告，以保证在平等基础上留用合格雇员。

来源: http://www.bradescori.com.br/uploads/conteudo/24114/RS2008_ing2.pdf. 

分类 2006 2007 2008

董事会 % % %

经理 % % %

监察员/ 技术人员 % % %

行政雇员 % % %

运营雇员 % % %

3.3. 薪酬性别差距报告范例

一家巴西银行——布拉德斯科银行在2008年可持续报告中使用下表表示其男女雇员薪酬比例。这些

比例是当年女性雇员与其同等工作岗位的男性雇员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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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发展和职业发展

研讨会参与者们期望机构考虑在工作场所中雇

员获得培训，发展和职业发展机遇时性别平

等，也同样考虑怎么在管理中达到这种性别多

样性。利益相关方注意到内部职业晋升规划对

于促进男女机会均等确立职业的流动性有其作

用。

研讨会参与者们强调指导的作用，尤其是对女

性的指导。他们强调，女性需要角色榜样，尤

其是在女性还没有在劳动大军中起到积极的作

用的情况下提升招聘和留用女性的比例并支持

其职业发展和晋升。

许多接受过咨询的人希望可持续发展报告收录

促进工作场所平等代表的管理方案、晋升性别

细分信息以及在机构主要就业类别中促进性别

比例平衡的信息。此外，他们希望公司报告其

雇员接受定期绩效和职业发展评估比例统计数

据和按照性别分类对工作申请与签订新合同之

比数据。

平衡工作与生活，灵活安排的工作时间制度

研讨会参与者强调机构在促进落实灵活的工作

时间制度和其它有利于家庭的政策和措施中担

任着实施具体行动计划的重要角色。这些计划

在留用技术娴熟的雇员时非常有用。被咨询者

认为，弹性工作时间制度是具有家庭义务的人

员的一个担心，但其担心远远不止这些。

鼓励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机构把弹性工作时间

政策、其吸收率数据、机构文化背景信息，以

及影响政策吸收率的其它因素纳入报告。有人

认为，客观而快速的考虑雇员工作调整申请可

能帮助机构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做出巨大贡

献。

产假、父亲照顾婴儿假和育儿假

一些研讨会男性参与者讨论小孩出生后他们养

家糊口的压力。事实上，他们愿意在家庭生活

中扮演更多的角色。他们认为雇主和立法在考

虑到他们有权与女性一样休育儿假时也歧视男

性。此外，一些人士指出，即使在男性育儿假

存在的情况下，男性普遍不被鼓励休育儿假，

主要原因可能是社会规范和雇主价值观。

众所周知，生产不久的女性需要休产假具有生

物和健康相关的原因。除这些时间外，鉴于性

别平等的原因，男女应享受相同的育儿假。有

人认为，考虑这一政策可能会引起社会规范发

生变化。

3.4.冰岛产假及育儿假法案 

冰岛法案2000年规定，育儿假假期从六个月延长到九个月。积极参加工作的父母将在假期中领取他

们平均工资的80%。这些支付来源于一个保险支持的特殊基金。假期是如此分配的：允许父母亲每

个人拥有三个月的假期。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再休三个月的假期。

根据吉斯拉森2007年的一份研究，这个法案已广为社会所接受。大约90%的父亲们行使权利，平均

休假97天。而母亲们则平均休假180天。这可能表明愈来愈多的父亲们积极休假照顾其孩童。同样

也有人表示，这项法案使冰岛劳动市场中男女地位平等。此外，生育率也在这些变化后攀升，保持

在平均每个女性2.1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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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包含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数据，那些接

受咨询的人对一些国家法定的育儿假按照性别

和年级细分的实际吸收率和比例吸收率产生兴

趣。此外，机构提供给雇员的育儿假细节和鼓

励男女雇员休假所采用的措施也引起相关人士

的关注。最后，研讨会参与者还建议收录育儿

假汇报性别细分数据。

获得儿童保健

儿童保健问题成为保持男女雇员工作与生活平

衡的重要因素。研讨会参与者期望大雇主们为

儿童保健服务或帮助、咨询、或资源提供财力

支持，帮助雇员获得适当的服务。

建议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儿童保健计划是由机

构主动提供还是由法律强制规定。研讨会参与

者鼓励机构披露其雇员利用这些计划的性别比

例。相关背景信息，如雇员处于育龄前后的比

例和任何相关的管理规定，有助于对这些数据

的分析。

设备与设施

研讨会参与者指出，在向雇员提供设备和设施

时（包括个人保护设备）应该考虑到性别因

素。提供独立的男女厕所和更衣设备，母亲为

小孩挤奶喂奶的私人空间被利益相关方视为促

进工作场所中性别平等的重要因素。参加研讨

会的相关人士表示，缺乏这些设施将会对雇员

产生不利影响，尤其会造成女性雇员被性骚扰

或身体伤害。

雇员卫生与安全

研讨会参与者认为通过实施政策和措施来一个

保证安全工作环境并使其所有雇员，尤其是女

雇员的卫生和福利有所保证是报告机构的责

任。他们清楚地表示，期望雇主们禁止和避免

工作场所中包括言语上、身体上和性骚扰在内

的所有形形色色的暴力行为。有人建议，女性

参加工作场所卫生与安全委员会有助于这个区

域的进步和保证考虑到性别因素和有效地申诉

机制有助减少性别暴力和性骚扰案件的发生。

此外，机构有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研讨会参与

者表示政策需要通过提高意识的计划和行动来

交流和支持。

南非出现的一个情况是是孕妇在工作场所中受

到保护，以避免有害化学物质等危险对其生殖

健康的危害。这被视为适用于含有可能对男女

雇员健康有害的物质的所有工作环境。

研讨会参与者在阅读可持续发展报告时，对报

告中按照性别分类在工作场所中发生的性骚扰

行为统计数据感兴趣。他们也想了解报告机构

投诉机制就位情况。此外，他们对按照性别分

类的性骚扰案例及其解决方案统计数据感兴

趣。之所以了解这种信息，是因为它在判定现

有申诉机制是否对男女雇员的同样有效性时有

用。研讨会参与者也同样对正式管理层与雇员

卫生与安全委员会上整个劳动力所占比例信息

和按照性别分类的伤害、职业病、消耗的时

日，缺勤及工伤致死的概率数据。

3.5. 印度雇员投诉机制

印度最高法院出台准则（在Vishaka & other 

v. State of Rajasthan的案件中）表示公司应

为其雇员建立适当的解决性骚扰问题的投诉

制度。这种投诉制度必须在有必要时保证有

一个投诉委员会，特别顾问，或其它支持服

务。(Jhingan 2008; 也可参阅Desai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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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

在咨询过程中参与者强调工会会员，尤其是对

女性会员，在促进工作场所中性别平等目标的

实现的重要性。虽然结社自由是国际劳工机构

宣言和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尤其是在国

际劳工机构核心公约第87和第88条），参与者

强调这项权利仍然没有被普遍享有。因为利益

相关方认为女性可以从工会会员身份受益，所

以对工会中女性的缺少表示担忧。研讨会利益

相关方也同样对公司中工会代表人数和性别纳

入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感兴趣。

G3指南中的相关规定

G3细则中《关于管理方式的GRI劳工使用和体面

工作披露》要求提供政策、机构责任、培训、

提供意识，监管及其后续措施和劳工方面的附

加背景信息。GRI中的《管理方式的人权披露》

要求相关信息，如非歧视，投诉和申诉规则，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虽未具体提及性别，上

述GRI列举与性别相关，报告发布机构在回应管

理方式公开过程中要提及相关性别信息。

以下罗列的是GRI指标中现有与性别平等相关的

准则。47  对于在协商这个文件时利益相关方提

出的每个期望，最好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机

构将提供与指标（LA6, HR4, LA10, LA3, LA4）相

关的性别分类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分析其执

行是否积极地促进性别平等。

•  LA2: 按年龄组别、性别及地区划分的雇员流

失总数及比率。

•  LA14: 按雇员类别划分，女性与女性的基本

薪金比率。

•  LA6: 在协助监察及咨询职业健康与安全计

划的正式劳资健康与安全委员会中，劳方

代表的比重。

•  HR4: 歧视个案的总数，以及机构采取的行

动。

•  LA10: 按雇员类别划分，每名雇员每年受训

的平均时数。

•  LA12: 接受定期绩效及职业发展检讨的雇员

的百分比。

3.6.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披露

“平等就业机会披露（EEO-1 披露）规定在就

业种类中把公司的劳动力按照种族和性别综

合分类…美国联邦政府要求拥有100人及以上

雇员的私营企业和联邦合同商必须提交EEO-1

数据。然而，企业不必向投资者或公众发布

其EEO-1信息”(Catalyst 2008)。

47  这些指标都是特别提及性别相关的指标，下文会提供相关性别分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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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澳大利亚的均等机会报告

在澳大利亚超过100个雇员的公私和其它机

构必需对其与女性就业、晋升、调离和离

职、培训和发展、工作机构、服务情况、性

骚扰、怀孕、母乳喂样方面的惯例和政策进

行报告。他们还需在报告中阐明雇员咨询会

的内容并罗列重点问题、已采取的措施及其

评估结果，以及计划的措施。这些报告中除

了薪酬信息和采取措施的评估及其有效性保

密之外，其它公众可以获取。这些是向职场

女性平等机构提供的报告主要内容；公众无

法获得这些信息引起工会担忧。公司在发布

一份优秀的报告之后可以免除三年报告。那

么在这段时间内，公众无法获得这些公司的

数据。(Grosser, Adams和Moon 2008) 

3.8. 南非采矿章程：努力做到采矿业中的

平等

”南非采矿业在2002年通过采矿业章程承

认“黑人，采矿业和女性”在历史上被排

斥在经济的主流之外。这份章程表明，

采矿业希望采取积极主动的战略，从所有

权、管理、技能发展、就业平等、采购和

农村发展方面做出改变。

该章程规定，公司应建立就业平等目标，

采取措施“保证高水平的吸收女性并鼓励

女性到采矿业，以实现采矿业5年内完成

10%的女性参与率的基本目标。”采矿业

同意制定和公开所有区域的变化目标。

因为这个章程，女性可以从事采矿业工

作，并拥有对采矿作业的所有权，或如当

地供应商一样与采矿公司提供相关业务，

在采矿业中也会出现更多女性。

查看2002年10月9日发布的 “南非矿业提高弱势群体

社会经济地位基本章程“，请访问：http://us-cdn.
creamermedia.co.za/assets/articles/attachments/00023_
charter_do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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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目标 测度

基本 中级 高级

建立公平公正的薪酬体系 所有雇员的薪酬性别比

例

灵活工作时间的管理方

式 
灵活工作时间安排的性

别比例

为雇员提供儿童护理支

持和设施的倡议

产假及育儿假性别回归

率

提供均等就业机会 促进工作场所机会均等

的倡议

求职申请与最后成功录

用的男女比例

支持人力资源发展 每个兼职和全职男女职

工每年平均培训小时数.
机构主要雇员类别中晋

升的男女比例 

保证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 提供工作场所中有关性

骚扰的信息、教育和培

训的倡议

按照性别细分的受到性

骚扰的次数以及采取的

措施

设有有效雇员申诉机制 机构内部申诉性别歧视

机制

表格3.2. 工作场所中性别平等绩效的测度

蓝色= 定性绩效测度范例

紫色= 定量绩效测度范例

•  LA3: 按主要业务划分，只提供予全职雇员

(不给予临时雇员或兼职雇员)的福利。

•  LA4: 受集体议价协议保障的雇员百分比。

对服装鞋业公司特别相关同时也对其它机构具

有参考价值的是以下行业附加指标：

•  AF27: 保护女性雇员怀孕和产假权利的政策和

措施

•  AF11: 不符合怀孕和产假权利的标准的事件

•  AF32: 解决性别歧视和提供女性雇员晋升机会

的措施。

更多测度范例

下表包括了利益相关方在研讨会上推荐的与工

作场所中性别平等相关的其它绩效测度。



38

 3.9. 荷兰工作时间和劳动条件立法

荷兰的工作时间法案（Arbeidstijdenwet）规定，雇主必需为需要母乳喂养婴儿的雇员和怀孕雇员

提供专门房间。这部法案第4：8款做出了以下规定：

1. 如果女性雇员已经通知其雇主在正常上班时间内母乳喂养或用牛奶喂养，必须允许女性雇员母

乳喂养婴儿。直到婴儿十个月大时，她将停止此行为。

2. 第一段中提到的喂养时间，只要不超过当天或当班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一，其它任何必要时间长

度都是允许的。实际的时间跟雇主协商确定。

3.  第一段中提到的喂养时间将视为工作时间，按照往常一样支付。

4.  与此条框有偏差的并对雇员造成不利影响的其它情况俱无效力。

上诉法案中的权利和义务适用于公私部门。荷兰劳动条件法案（Arbeidsomstandighedenbesluit）

的权利和义务也同样适用于公司部门。此法案中第3.48款规定，必须有供怀孕雇员和需要母乳喂养

婴儿的雇员使用的上锁房间，这样她们有机会好好休息。这个房间内将配备舒适的折叠式床或沙

发。如果雇主未能履行此法案的规定，将被处以罚款。(article 9.9 [c])

3.10. 育儿休假率，薪酬性别差距，避免性骚扰意识倡议的报告范例

.瑞典能源公司Vattenfall在其2008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了在挪威的企业中男性经理休育儿假的比

例。同时也披露了在不同国家经营的企业中女性和男性工资的比例。此外，这份报告也包括消除工

作场所性骚扰的倡议。

来源: Vattenfall http://www.vattenfall.com/www/vf_com/vf_com/Gemeinsame_Inhalte/DOCUMENT/360168vatt/5965811xo
u/643222csrx/P02100589.pdf. 

来源: 荷兰工作时间法案 (Arbeidstijdenwet) 和 荷兰劳动条件法案t (Arbeidsomstandighedenbesl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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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与供应链
引言

全球化市场意味着机构现在许多商品和服

务——尤其是供应链中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服

务——外包给新兴市场中的中小企业。根据牛

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 2003
），在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使数百万的女性加

入到劳动大军中。“如今，超市和服装店的产

品来源于全世界农场和工厂。在供应链的底

端，绝大多数在挑选和包装水果，缝制衣物，

修剪鲜花的雇员都是女性”（牛津饥荒救济委

员会 2003，第2页）。48

除了与发展中国家出口型部门中的雇员相关之

外，性别平等与供应链问题也对女商人同样重

要。在OECD乃至全世界，女性企业家正在增

多。在包括OECD成员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中（如

巴西、爱尔兰、西班牙和美国；OECD 2001）
，女性自营和管理的企业创业率高于所有企业

的平均值。在许多情况下，男性或女性拥有的

中小企业生产产品和服务不是以自己的牌子销

售，而是以更大机构的名牌销售。在一些国家

中，尽管女性企业家的数量不断快速增加，女

性作为政府和大公司的供应商在全球价值链中

几乎被忽视。49

如果供应链中绝大多数雇员都是女性，且女性

企业在供应链越来越不受重视，最后许多风险

和机会都与女性的权利和女性授权相关。为

此，机构正越来越被鼓励帮助它们的供应商更

好理解、管理、测度、提高它们的性别可持续

发展绩效水平。

本供应链章节专注于供应链中女性雇员和女性

创业问题。它也同样利用前一章节关于性别平

等与机构治理及价值和工作场所中性别平等，

希望机构把应用于自身的价值和工作场所政

策，标准等传递到供应链中。

 
趋势

把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的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中

小型企业为女性的就业（不论是作为雇员或自

主创业）创造了新机遇。然而，这样的许多就

业被认为非正式就业。因为雇员在工资，工作

时间和失业补贴方面缺乏法律或法规的保护。

在中级收入国家的出口型部门中女性雇员

占多数。根据OECD，女性雇员所占的比例

在53%到90%之间（科里内克 2005，OECD 
2008b，p.69)。已有研究表明，从事低技能女

和劳动密集型的工作的多数雇员是女性，如

纺织生产。在出口加工区域中，根据部门不

同，女性雇员的产出在生产和出口占到33%到

80%(OECD 2008b，p.69)。许多发展中国家出

口部门中女性对其国家出口增长贡做出了宝贵

的贡献，”但未能从工作中使自己及其家庭摆脱

贫困”(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 2003，p.4)，牛津

饥荒救济委员会指出，女性雇员常常系统地被

排斥在应公平享受的福利（例如，常常对女性

补偿较低，工作时间过长的规定，缺少提供卫

生和安全等）。

对非洲园艺业的研究表明全球企业使用的“自

愿的”行为规范典型地限于正式就业，有性别 

 

 

 

 

 

48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2003，“出卖我们的权利：供应链中的女性”（Trading Away our Rights: Women working in global supply chains），http://
www.oxfam.org/sites/www.oxfam.org/files/rights.pdf。

49  Elisabeth A. Vazquez，“IFC中供应链条应考虑的问题”（Issues for consideration by IFC for article on Supply Chains），2009年6月–内部 IFC –我们相互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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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50但是，因为据说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工作

人群都从事非正式工作，所以供应链中的性别

平等问题也对非正式经济有重大影响。51虽然没

有明显的依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非

正式工作，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在低水平的

非正式工作中所占比例过大，因而比男性更有

可能成为贫困者(OECD 2009, p. 90)。一部分原因

是女性缺少正式就业的机会。这是时间限制的

家庭责任和社会规范的结果。非正式部门的雇

员，不论性别，在工资，工作时间和失业补贴

方面缺少法律或法规的保护。因此，这些女性

比例高的雇员们比较脆弱，缺乏工作安全。

除了向女性雇员提供工作机会之外，全球供应

链也要促进女性创业。2007年《全球创业观

察报告》对42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调

查，其结论为“女性创业家十分重要”。报告

发现，随着女性在多个国家中创业和经营企

业，“女性创业越来越成为许多国家经济结构

的显著组成部分，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尤其是

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大贡

献”（《全球创业观察》 2007, 第10页）。中

小型企业的增长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为地区

的福祉做出了贡献：当女性扩张其公司时，她

们常常为其她女性创造工作机会。这就是所谓

的“女性乘数效应”。

几个国家把女性企业视为潜在的经济增长引擎

和利用不足潜在的有利可图的资源，出台了相

关政策和法律，号召公共行业机构通过采购支

持女性企业。一些人认为(Orser和Weeks 
2009)，供应商的多样性（包括女性企业）增加

了供应链中购买的选择和竞争，导致更大的成

本经济。赢得“公共合同”或达到“公共合 

 

 

 

同”的标准也有助于中小型企业把自己定位为

增长型企业，提高公司的信誉，因而也增加了 

更多的潜力巨大的创新性供应商，以供公私部

门选择。

事实上，在美国联邦机构规定，大型联邦承包

商需要提供转包商多样性的书面计划。52这是符

合1994年出台的《联邦采购简化法案》（公法 

No.103-355）。这项法案设定女性拥有和经营的

企业的联邦合同支出为5%的目标。然而，应该

注意的是这些目标并不是强制性的，而且到目

前为止还未实现。美国国会在1988年通过了《

女性企业所有法案》。这项法案不仅要求美国

人口普查局把所有的女性企业包含在企业人口

统计中，还发起女性企业中心的示范工程为女

性创业提供支持（Orser和Weeks 2009）。推动

女性企业的重要一步是对“女性企业”的一个

一致定义。美国国家女性商业企业理事会把“

女性企业”定义为“位于美国及其领土中至少

有51%的女性拥有，经营和控制的企业”。

50  Barrientos, V., C. Dolan, 和 A. Tallontire，2003，“非洲园艺业中行为规范的性别价值链方法”（A Gendered Value Chain Approach to Codes of 
Conduct in African Horticulture），《世界发展》，第３１卷第９期，第1511-1526页。

51  在印度，在非正式部门占非农业工作女性的９０％。

52  在美国，当采购交易额超过１０万美元时，公共采购政策需要大型承包商，以保证“做出最大的努力使小型处于劣势的女性所有

制企业成为转包商”。对于非常大的采购交易（即合同交易额达５０万或１００万美元的建筑工程）采购政策规定胜出的承包商

要给联邦机构的承包官员提供实现小企业转包合同目的的书面机会。 参考：Orser和Weeks (2009, 第24页).

4.1. 英国:使用公共采购提升平等 

“我们想利用公共服务满足我们多元化社会的

需求，促进社会劳动力的平等。例如，一个

将其招聘外包的政府部门要求，除非有不可

抗的商业原因，可以兼职或采用更为灵活的

形式为所有的工作信息打出广告。这有助于

保证社会中的所有群体，尤其是女性，获得

此机会” （英国政府平等办公室 2009）。



41

美国在《财富》杂志上500强公司的97%效仿

公共部门，有其供应商多元化的计划，增加历

来利用低下企业的供应。53 随着合同绑定的趋

势，超过80%的公司要求做出供应商多元化的

努力，从一层和二层供应商选择。54  55有限的

经验证据把公司绩效和针对女性商业企业的采

购项目挂钩。但是其它公司也认为这些采购项

目增加了它们的利润。 美国地方和长途电话

服务的最大供应商在1989年启动供应商多元化

项目，据报道每年支出超过20亿美元给女性企

业。它声称其年收入的26亿美元来自供应商多

元化项目，使这个项目成为其企业“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56 

许多跨国公司同样使其全球的承包企业多元化

来反映其市场和客户基础。他们认为，这增加

了股东价值，提升了它们的竞争优势。在2007
年，全国女性商业企业理事会,一家向大公司和

政府机构提供服务的美国女性所有制企业认证

机构和一家提供SB服务和促进供应商多元化进

程的咨询公司对1227个年龄在35岁到55岁之间

的女性消费者进行调查。79%的受访者表示，

从女性所有制企业采购的公司可能迫使女性所

有制企业试用其产品或服务。调查发现也证实

一个公司从女性所有制企业采购的意识提高了

消费者对其品牌的忠实度。事实上，接受过调

查的女性称，即使他们以前没有从这家公司购

买过产品。如果知道这家公司支持女性所有制

企业，她们有可能使用这家公司的产品或服

务。57 因此，有人认为，对供应链中性别问题的

处理对一家公司的底线有直接影响。

53  这包括少数派企业，女性企业和残疾人企业。

54  一层供应商是位于供应链中最顶端的机构，直接向顾客供应商品或服务，也被称作“主要承包商”。二层供应商是二级供应商或

转包商。

55   "尽管已经做了支持女性创业。十亿美元圆桌机构(跨国公司的前13强每年从不同供应商中采购了十亿多美元的产品)仅仅花费了

在2.2%给女性所有制企业上。我们联系国际估计以任何国家中不到5%的企业或政府支出用在女性所有制企业上。这清楚地说明

了一个利用不足的经济增长潜力"。来自伊丽莎白·A·瓦茲奎斯的“国际金融公司提出供应链应考虑的问题”一文，2009年6月。

国际金融公司和我们联系国际。

56  Vazquez, Elisabeth A，“国际金融公司提出供应链应考虑的问题”（Issues for consideration by IFC for article on Supply Chains），2009年6月。

57  关于调查的更多信息，请参考WBENC网站： http://www.wbenc.org/(X(1)S(rww4glesbpk4ig455aemdfr2))/PressRoom/release2007-5.
aspx.

4.2. 美国: 出台国家女性企业政策 

1978年的行政命令（No. 1238）“规定每

个联邦机构都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通过保证

女性企业参与包括采购在内的所有商业

相关活动来促进，保持和增强女性商业企

业。每个机构的负责人都要指派高官负责

其机构在执行法令中参与和合作”。它也允

许拨款收受人采取适当的支持行动，帮助

女性商业企业，禁止以性别为借口歧视女

性企业的行动或政策。

来源: 美国小型和弱小企业利用办公室(OSDBU), “美国

小型和弱小企业利用办公室法令,”  http://www.hud.
gov/offices/osdbu/policy/laws.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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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我们目标市场中的大
型采购商和大型政府机构一道
努力。这些大型采购商和政府
机构有意增强其供应链的包容
性和代表性，并将女性管理企
业列入其供应商。”

我们沟通世界机构
(WE Connect International) Elizabeth Vazquez,

 

许多大型机构意识到，其供应商及转包商的影

响与自己的影响密不可分，因此希望其供应链

提升可持续发展机遇和风险的管理水平。如果

公司自诩其品牌平等，却被曝光其供应链对女

性不利或面临剥削女性雇员的指控，该公司将

遭到顾客抵制，使其利润受到影响。因此，对

于公司来说，保证在其供应链中对性别政策

和实践的监督和审查是非常有效的降低风险战

略，还可以帮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减少女性

儿童贫困。

执行和实践

采购部门或负责与供应商订约及关系管理的部

门在机构关于供应商选择的政策，标准，决策

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机构可以参加一系列

的倡议和活动，使其成为全机构的性别可持续

发展战略。

促进供应链中的性别平等的措施有：

•  明确公开其行政层面的政策声明和立场，以

保证雇员和公众知晓该机构对供应链中性别

平等表示支持。

•  准备好考虑到性别因素的采购政策和程序。

•  确定有助于保证供应商符合这些政策和程序

且符合采购资格的机制。

•  启动对供应商进行性别实践和报告的指导和

培训项目。 

•  寻找与机构一样致力于保证性别平等的供应

商，要求潜在的供应商提供其性别政策和供

应商多元化的信息。

• 公开列出最大的一层供应商及其性别政策。

•  要求第三方对供应商的性别绩效数据进行审

查。

促进供应商多元化

• 采用被广泛接受的“女性企业”的定义，使

其有效地能对供应链中性别多样性进行报

告。58 

•  根据性别和供应商类型分类，决定总共采购

支出的金融价值和比例。

• 根据地方法律规定，分析现有供应链，获取

对一层和二层满足女性企业定义的供应商的

基本数据，寻找机会建立和增强和女性所有

制企业和管理型企业的关系。

• 如果适用，设定目标提高供应链中女性企业

的人数。

• 和第三方机构合作，对其供应链中的女性所

有制企业认定，核实和认证。

 

• 在机构采购部门中找出女性企业标兵，跟踪

其供应商多元化的统计数据。

58  美国全国女性商业企业理事会把“女性企业”定义为“位于美国及其领土中至少有51%的女性拥有，经营和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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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雇员获得供应商和转包商的名单。这些供

应商和转包商应是包含在采购过程中女性企

业（尤其是在“利益表达”阶段中的）。

• 通过公开机构供应链如何运作，机构如何选

择卖家和买什么，中小型企业如何成为优先

的供应商和竞争或的合同的信息来增加透明

度。

• 制定外展倡议，提供供应商指导项目，主办

针对女性所有制企业的配对会和“采购会，

帮助他们发展成为高质量供应商的能力。

利益相关方之言

五分之四的多方利益相关方机构把在供应链中

促进性别平等视为首要议题。在约翰里斯堡，

圣保罗和华盛顿特区的研讨会上，供应链性别

平等的地位仅次于公司治理和价值观以及工作

场所的性别平等问题。将供应链问题纳入报告

十分重要，但是伦敦的这次研讨会未进行详细

讨论。下表总结了研讨会上提出的一些要点。

表格4.1. 利益相关方推荐商业实践，根据研讨会地理位置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美国

制定与性别平等价值相符的采购政策     
一层供应商的报告和制定含有性别政策的

供应商清单
   

对供应商进行性别绩效审查 
对包含供应商性别多元性标准的供应链影

响评估*


对采购伙伴进行采购培训，帮助女性所有

制企业供应商提供能力 
   

从女性企业的采购*    
设定供应商多元化的目标* 
把一个国家女性的权利执行考虑到采购决

定中
 

* (符合地方法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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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政策与从女性供应商采购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讨会参与者认为，报告发

布机构对性别平等的承诺要反映在供应链中。

尤其是那些严重依靠供应链的公司，如服装业

与鞋业。参会者也提出下列问题：报告发布机

构的供应商组成中的性别多样性，以及机构性

别多样性项目如何为女性所有的企业和管理型

企业提供公平、平等竞争获得合同的机会。他

们继而提出了关于供应机构自身的性别政策和

实践问题。

机构（尤其是在印度）需要在包含供应商相关

的性别平等问题之前开始报告其供应商的名

称。这已形成了广泛共识。

在美国的研讨会参与者们指出，虽然机构供应

链中女性所有制企业的的数量被视为一个有用

的指标，但是女性所有制供应商不必自己践行

性别平等。因此，研讨会参与者争论道，一个

机构如要对性别影响全面考虑，则也需对二层

供应商进行报告。参与者提到机构应对供应链

中的性别问题视为GRI人权指标的一部分。

参与者建议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机构讨论它们

的采购政策，把性别标准包含在供应商选择的

标准之中。一些人鼓励报告发布机构把女性所

有制或管理型供应商的人数包括在报告中，也

鼓励供应商是否应有一个自己的性别政策。

监督与风险管理

研讨会参与者举出用于监督供应商的供应链管

理技巧，如审查一个供应商是否有其性别多样

性的管理。美国研讨会的参与者也表示，因为

有些国家保护女权方面有比其它国家良好的记

录，所以机构应对供应来源国清楚。研讨会参

与者注意到，认证机构的出现可能对供应链中

性别信息的监督起到关键作用。

供应商的能力

研讨会参与者推荐机构把性别问题的培训纳入

更广泛的能力建设项目的一部分。这样的培训

可以解决如走私女性劳动力等人权问题和性别

多样性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在有不同法律和管

理环境的新兴经济中拥有重要供应链业务的机

构的潜在忧虑。

 
G3指南中的相关规定

一个对其供应链披露的机构应该决定披露供应

链中的那些方面和如何披露。例如，并不是机

构的所有供应商都对机构同等重要。报告机构

应在报告前问自己这方面几个关键问题：那些

供应商已经被报告机构控制或受其巨大影响？

那些供应商对报告机构的业绩有重大影响？

当前，GRI G3指南要求把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范

围包含在报告的介绍部分中。GRI的界限协议可

以作为供应链报告情形下的界限的参考。GRI核
心指标之一是EC6：机构在各主要营运地点对当

地供应商的政策，措施及支出比例。参与出版

协商的利益相关方建议，报告机构要更加注意

应对这个指标时的性别因素。

另一个GRI核心指标是HR2：已通过人权审查

的重要供应商及承判商的百分比，以及机构采

取的行动。这意味着性别问题也包含在此指标

中。

AF6：供应商选择，管理和终结政策，是包含在

在服装和鞋业行业补充指南的一项GRI指标，也

被其他行业使用。考虑到这个指标与直接控制

的机构活动有关，对其报告相对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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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包括性别在内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管理和报

告被典型地认为较大机构的行为，但是越来越

被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小型企业所接受。这些小

而重要的机构正在撰写它们的可持续发展报

告，并使其得到审验提供方的认证，这正成为

一个发展的趋势。在2007年全球供应链中的中

小企业公布了80多份的报告。收集供应链中性

别信息的一种方法是，大型机构和它们的供应

商一道努力，支持供应商制定包含性别信息的

可持续发展报告。大型机构也应把支持其供应

商的实施性别平等政策和项目及报告其活动的

倡议信息纳入它们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

更多测度范例

性别平等与机构价值章节和工作场所中性别平

等章节中讨论的指标也可能在机构考虑管理和

报告其供应链中性别平等影响相关。机构会像

同自己机构一样对其供应商有价值和性别实践

的进行报告

机构目标 测度

基本 中级 高级

与尊重性别平等的机构做
生意 

采购政策和计划中
性别平等的描述

制定性别平等政策
或项目的供应商比
例

报告性别平等政策
和措施的供应商比
例

供应商劳动力的性
别组成

供应商管理职位的
性别比例

促进女性创业和供应商多
元化

按照性别进行细化
的供应商采购的财
务价值和比重，产
品或服务的种类

供应商股东的性别
比例.

蓝色= 定性绩效测度范例

紫色= 定量绩效测度范例

表格4.2. 供应链中性别平等绩效推荐测度方式



46

4.3. 供应链中女性雇员的报告范例

总部设在美国的耐克公司是一家国际服装鞋业公司。耐克在2007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提供了全球分

地区或按照经营部门分类的合同工厂和合同工厂雇员的总人数。虽然并未提供性别细分数据，但其

提供了在供应链中在合同工厂中工作的女性雇员数量、最小年龄和年龄段估算数据。

来源: http://www.nikebiz.com/responsibility/documents/3_Nike_CRR_Workers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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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与社区
引言

机构可以通过增进与关键利益相关方——当地

社区——的互动来促进性别平等。当地社区提

供了潜在雇员、潜在供应商和客户基础，为已

有雇员提供了一个家。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绩

效标准59  ，当地社区的定义是决定机构影响范

围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过程的一部分。机构

与社区进行互动的主要渠道之一便是通过对机

构负面影响进行管理（降低、赔偿或合法）。

然而，机构也常常参与投资地方社区的倡议(有

性别针对或无性别针对的）来维护它们的社会

经营许可。社区不都是同类型的。男女群体有

不同的特征，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也应注意的

是，一个机构的性别重点未必能反映当地社区

的情况，反之亦然。

“我们在巴西开展的性别问题
讨论可谓恰逢其时。因为，与
十年前相比，当今巴西公司非
常希望围绕自身的经营活动开
展对话。”

巴西Comunitas公司 Thereza Lobo 

进一步推到商业原因，许多机构对它们的社会

交往有其道德义务。常常援引的原因包括减轻

贫困和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见附录）。

有证据和国际一致看法认为，女性更易受到贫

困影响和更易走向贫困。(OECD 2008b, 第 17
页)机构通过深入社区来从性别不平等的根源上

解决问题，也为消除全球广泛的贫困做出了贡

献。

根据OECD(2008b, 第19页)，“提高女性接受教

育和获得卫生保健以及经济的机会对减 

轻贫困非常重要的效果。”虽然平等的增加可

能使整个社区受益，但是机构在社区性别平等

方面的社会经济努力的第一受益者是该社区的

女性。

趋势

传统的商业与社区的交往和投资方式是慈善，

捐助以及雇员志愿者工作。然而，对社区投资

的战略方式正在不断出现。这个方法中，公司

利用其资源提升其商业环境(Porter 和Kramer 
200360)。根据Porter 和Kramer的观点（2003，
第31页)，“利用慈善改善竞争环境与社会经济

目标和提升公司的长期商业前景是相通的”。

由此引申，公司利用其战略方式来纠正它们社

区的性别不平等，以改善其竞争环境和实现商

业目标。

59 请访问 http://www.ifc.org/ifcext/sustainability.nsf/Content/PerformanceStandards
60  Porter, Michael E. and Mark R. Kramer，2003，“企业慈善的竞争优势”， 哈佛商业评论之企业社会责任。

5.1. 雇员支持社区女性 

一家国际计算机技术公司和IT咨询公司有一

个名叫科技中女性的内部网络，以增加公司

技术女性雇员的人数。科技中女性网络在意

大利的分部鼓励少年通过其志愿者机构的一

系列学习小组认真学习高中和大学数学和科

学课程。

来源: Sodalitas和欧洲企业社会责任联盟, 在职业中

践行性别平等,  http://www.csreurope.org/data/files/
toolbox/Equality_practising_gender_equality_in_
care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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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区的投资将会增加雇员的招聘和留用。例

如，一家国际金融机构61把73000万雇员的一定

程度上的忠诚度归功于一个社区企业社会责任

项目。该项目针对女性，有44%的雇员参与其

中。 根据2008年的雇员调查，90%的雇员对

其雇主有其“强大的”社会倡议感到“自豪”

或“非常自豪”。这项倡议“可以把整个市

场，企业和目标的雇员更具凝聚力和帮助与顾

客和消费者的联系”（国际金融公司 2009a, 第 
28页）。 被社区视为女性友好型的机构对帮助

金融机构开拓未开发的潜在女性客户基础尤其

重要。那么，为女性提供融资（不仅是在微观

经济层面，还是在中小企业层面）常被视为对 

女性赋权非常重要。正如研究表明，这也可能

对这个社区产生积极影响。

地方社区的接触也帮助一个机构了解和应对社

区对其影响的担心，转而降低所造成的风险。

例如，建立社区投诉机制有助于早期察觉任何

社区的忧虑的（有时候可以避免社区对机构的

诉讼）。这些机制典型地建立在社区交往过程

的基础上和并与其互补。社区层面对女性的交

流允许机构倾听女性不常说的心声，这有助

于对机构可能不没有意识的社区忧虑的深刻认

识。

在其它例子中，机构可能特别想和男性群体交

往。例如，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表明机构吸引了

更多的大多数男性雇员，也把嫖妓的陋习带入

社区。如果这导致了艾滋病在这个社区的高

发，这将对劳动力产生负面影响和因缺少雇员

时间而使机构效率低下和更多成本。因此，这

可能解释机构积极参与艾滋病预防的社区项目

的原因。表5.3中的在津巴布韦的例子表明机构

和社区男性的对话在应对艾滋病问题上尤其有

效。 

在一些情况下，机构的业务可能需要当地人口

重新安家。被迫搬家影响可能对男女来说平

常。但是女性更容易受到被迫搬家的负面影响

或更容易被迫搬家（Benjamin 和 Fancy 1998)
。受影响的人们，尤其是女性，将会面临丧失

生计，社会网络瓦解和服务缺失的后果(Farha和
Thompson 2002)。通过评估性别影响把被迫搬

家的性别不同影响理解为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

的一部分，有助于机构保证被迫搬家的女性不

再受到其它不利影响。

5.2.通过制度机制和女性协商

加纳一家采矿公司设立了女性协商委员会。

这个协商委员会有75名成员，每季度定期召

开会议讨论女性问题，例如，就业、获得信

贷、儿童教育奖学金。该委员会也保证女性

在这个公司其它委员会中具有代表性，并邀

请机构投诉机制的负责人到委员会会议上解

释如何处理这些投诉问题。这个委员会成员

会见其它女性，得到反馈。如果一个问题不

能在会议中解决，则通过机构的投诉程序来

沟通（参见：国际金融公司 2009b）。

了解更多纽蒙特加纳女性协商委员会的信息，请访

问： http://www.newmont.com/africa/ahafo-ghana/
community/building-diversity%20.

61  深入了解渣打银行“眼见为实”倡议，请访问：http://www.standardchartered.com/sustainability/community-investment/seeing-
is-believ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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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社区的行动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和减轻生

产力下降。 例如，在工作场所和家庭中对女性

的暴力行为将对机构的生产力造成不利影响，

有其连带的金融意义。事实上，在英国因为对

女性的暴力行为而产生的缺勤成本，生产力损

失和雇员的快速流动的损失估计到达27亿美元

(PCSA国际 2008)。有证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

有可能面临工作场所中的性歧视，且比起长期

的女性雇员临时女性雇员更易受到这种歧视。62  
这个话题虽然直接跟工作场所相关，但是对

于机构的挖掘潜在雇员方面的社区工作影响极

大。根据美国家庭暴力研究所，美国家庭暴力

的年度成本超过58亿美元。与此同时，生产力

和收入的相应损失达到18亿美元。63其它研究表

明96%的家庭暴力受害者因为被虐待而在工作

中出现问题（美国家庭暴力研究所 2001）。

更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虽然社区参与和投资的

战略因素重要，但是机构的道德义务促进和尊

重当地社区的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对于男女雇

员来讲同样紧迫和令人鼓舞。性别不平等是更

为广泛国际人权框架的重要部分。机构可以与

社区一起解决此问题，可以表示机构对工作和

生活社区中的女性、男性和儿童担负责任，有

助于向所有人保证一个性别平等的未来。但是

预防工作场所和社区中对女性实施的暴力行为

不只是一个商业问题。对女性施暴被认为是性

别不平等的原因和结果。64  
 
“如果仅仅关注这样做的商业原
因，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们想做
事是因为事情是正确的，而不是
因为对商业有利。”

 
Sam Mercer,  英国，社区中的商业
(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 (BITC)

5.3. 与男性沟通，促进社区性别平等

在津巴布韦，有一个NGO名叫Padare/
Enkundleni-性别男性论坛。在1995年，

它由五个男性年创立。这个机构现有1500
个成员，分布在全国17个分论坛。这个机

构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已经制定针对性

别关系方面男性和男孩的的行为变化的计

划。它使用媒体和拓展活动公开讨论男性

的角色，使男性记者和政治团体对性别问

题敏感。这个机构与男性一道对艾滋病的

蔓延负责。它与男性一起召开学术会议，

解决男性的行为如何有助于艾滋病的传播

和男性如何参与到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中

去的问题。

来源：南非多尔卡斯·霍夫（约翰里斯堡协商研讨会

参与者）, 非洲媒体女性联盟南非办事处

62  墨尔本大学的Anthony LaMontagne对此进行研究。这个研究发布在媒体上，可从以下链接获取： http://www.vichealth.vic.gov.au/
en/~/media/ResourceCentre/MediaCentre/PartnerMediaReleases/110908_Sexual_Harass_LaMontagne.ashx。 也可参阅：“维多利

亚州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危险暴露”（Occupational skill level and hazardous exposure among working Victorians），《澳大利亚劳动经济学杂志》[1328-
1143] 拉蒙塔恩 (2008) 第11次合订本第一期第47页。

63  据估计，美国企业一年支付给家庭暴力相关医疗费用达30亿到50亿美元。 （国家事务局，1990）。参考北卡罗来纳州行政局的

网站：http://www.doa.state.nc.us/dvio/stats.html.
64  家庭暴力行为主如果成年男性对女性和女孩实施的。参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7。根据世界卫生机构发布的暴力与卫生的世界报

告（世界卫生机构2002），在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南非和美国，40%到70%的女性被其丈夫或男友杀害。英国则为 

40%。 女性遭受各种暴力的深入研究：秘书长报告。2006年7月。可从以下链接下载：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
N06/419/74/PDF/N0641974.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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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也同样不成比例的受到机构直接和间接的

环境影响，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根据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7，第

81-82页），“女性历史上的劣势-获得资源有

限，权力有限，决策参与没有发言权-致使她们

非常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这种脆弱性本质

不尽相同化。但是气候变化可能会助长性别劣

势”。适应环境变化的女性们日益面临着家庭

活动的挑战。例如，有充分证据表明，因为气

候变化，女性不得不走得更远去取水和拾柴。

这减少了她们上学和挣钱的时间，因而使其社

会和经济上处于劣势。因此，气候变化的规划

涉及到其利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动女性参

与到包括社区层次的环境变化的规划中（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2007, 第 82页）。

执行和实践

以下提供了一系列报告机构需参与的社区倡议

和活动。报告机构并把它们作为全机构的性别

方式和社区参与战略。

协商

• 保证女性在治理和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如

与当地社区参与的委员会和对社区投资项目

的决策委员会。

• 同机构内部女性网络（如果存在的话）协商

收集女性雇员对社区中性别问题的“情报”

及其解决方式。

• 设定同社区中女性协商的程序，以保证能倾

听其心声（在某些情况下，建议尝试分别跟

女性协商）

• 在社区工程范围设定的过程中同女性协商，

保证她们在选定机构资助的社区倡议和决策

和治理结构中的代表性，以保证她们能参与

到决定获得资金如何花销，用在哪个社区和

哪项倡议上。

•  如果认为有用，支持创建一个（外部的）女

性社区协商理事会。

社区倡议

• 让设计和落实社区倡议的雇员同机构的多元

化官员联系（如果存在）。多元化官员可能

对社区项目有其独到的性别视角。

• 找出是否存在已有公共企业支持，且具有同

机构相关的性别重点的倡议。考虑这些倡议

是否值得能平衡三方的协议（私有，社区和

政府）。

• 保证任何伙伴关系（公或私）同机构的性别

价值相符合。

• 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的政策和实践方

面同当地政府和社区紧密合作。

• 把雇员做志愿者的方式视为有助更好理解和

解决当地社区性别问题的机制。

• 支持向当地社区提供有关家庭暴力的教育信

息。

提升女性能力

• 为了使女性在整个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有效的

参与当地社区项目，需要认定社区中女性的

学习需要和帮助保障满足这些需求。

• 提供针对当地社区女性和男性的职业信息和

培训项目。

• 考虑建立项目以鼓励女性进入机构相关的非

传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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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和评估

• 保证在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过程中考虑到对

当地社区的性别影响，以及把按照性别分类

的数据纳入收集的基准信息。

利益相关方之言

促进社区性别平等被视为所有研讨会的重点中

的重点。在印度和南非，这被视为仅次于工作

场所问题的性别问题的第二个重要方面。社区

问题在巴西也很明显。

研讨会参与者常常认定将在下面讨论的社区问

题为通过报告机构同社区的联系促进性别平等

的因素。

表格5.1.利益相关方推荐的商业规范，根据研讨会地理位置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美国

支持社区针对女性和赋权女性的发展项

目，帮助她们获得基本的服务
    

促进女性获得金融   
促进文化变迁和改变对女性的态度     
在非正式行业中促进女性受到公平平等对

待
 

项目的性别预算  
同社区中女性协商    
业务对社区的性别影响评估和保证女性不

会不成比例的受到影响
   

促进社区法律框架和应用 
促进雇员参加志愿者，并作为社区投资的

一部分
 

在关于家庭暴力和避免家庭暴力社区教育

投资


 5.4. 公司雇佣被迫搬家女性

一家哥伦比亚咖啡公司携手国际移民机构开展

一个项目，致力于提高哥伦比亚国内被迫搬家

女性的工资待遇。该项目帮助女性做咖啡包装

袋维持生计，旨在发掘被迫搬家女性的市场潜

力，并帮助她们走向经济独立。这些咖啡包装

袋用于包装该咖啡公司销售的“调和式咖啡”

。截止目前，共有210位女性受益，这些女性

大多为其家庭的主要收入者，平均有两个或三

个孩子。

来源: 国际移民机构：http://www.iom.int/jahia/
Jahia/media/press-briefing-notes/pbnAM/cache 
offonce?entryId=2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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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协商

研讨会参与者强调报告机构要采取措施保证社

区协商中男女的发言权。同时指出女性的参与

具有使社区传统性别关系变化的潜力。一般来

说，保证女性参与到社区项目中（设计和执

行）都被视为能使这些项目更加透明、有效和

更具有持续性。

参与者建议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机构应包含当

地社区参与协商的成员性别平衡信息和挑选参

与协商的个体或团体的过程信息。也要提及的

是，报告之初需确认当地社区的组成部分。因

为机构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运作，这会具有挑战

性。

社区影响

利益相关方表明的重点和期望是机构管理和报

告其对社区，尤其是对女性的影响。一般来

说，利益相关方建议机构保证社区工程是建立

在对社区已有性别关系的理解基础上的。他们

建议，社区倡议旨在促进男女共同参与，并对

其有积极影响（最小程度上不固化性别传统偏

见，造成伤害）。机构也要特别努力促进处于

劣势女性的赋权，使其获得基本服务。这些努

力被视为有助于改变社区现有对女性的性别模

式和看法。

参与者认为，机构不必特别照顾处于劣势的女

性。强调一些商业活动对女性比对男性的负面

影响大。例如，在印度，值得注意的是，当地

社区的被迫搬家有时是个别机构活动的必要结

果，如参与能源发电。被迫搬家和重新安置常

常是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的结果。这会不成比例

地对女性造成负面影响。因为与男性相比，女

性对土地和财产缺少控制权。因此，利益相关

方期望机构对其造成的被迫搬家的性别影响进

行审查。

参与者也同样讨论了当雇主们重新安置雇员

时，如何改变当地人口的性别平衡（有时是负

面影响）。在传统依靠男性雇员的行业中，如

采矿业，它们提及雇员的高风险性行为将对当

地社区的卫生和福祉造成影响。利益相关方特

别提到艾滋病的日益泛滥和矿区周围的女性卖

淫活动。他们注意到，采矿公司和当地社区合

作，包括建立女性协商理事会，以此作为它们

解决此问题的社区接触战略。他们也提及，在

一些国家有社区影响相关的特别报告要求。例

如，在南非，《金氏委员会报告ＩＩ》（２０

０２）65  要求私营公司公开其艾滋病战略计划

和政策。

参与者期望报告机构提供，按照性别分类的，

它们协商社区成员和如何收集社员的意见的信

息。尽管这些信息难以收集，还是建议机构对

其社区拓展的受益者按照性别细分和报告。此

外，利益相关方建议机构做“性别预算练习”

，检查它们项目的货币价值是否平等地分配到

男女受益方。同样，也建议报告发布机构提供

与评估风险和管理其业务在进入、运营、退出

阶段中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以及是否进行了性

别影响评估的相关程序信息。

也同样建议机构考虑建立男女都可使用的社区

投诉机制以尽早发现问题，或许可能避免社区

对机构的诉讼。

65《金氏委员会公司治理报告》（Report of the King Committe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董事学会，南非。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公司必须遵守《金氏委员会报告II》。　《金氏委员会报告II》本身要求遵守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准则。总结词详见以下链

接： http://www.ecseonline.com/PDF/King%20Committee%20on%20Corporate%20Governance%20-%20Executive%20Summary%20
of%20the%20King%20Report%2020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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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投资

研讨会参与者清晰表达意见，致力于促进性别

平等的机构也可能想把支持促进女性发展的非

政府机构和其它社区团体作为自己的社区拓展

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对社区的投资可以

转化为机构对当地资源的投资（如潜在雇员、

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地方人力资源资本）。

雇员在支持女性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倡议中做志

愿者被视为一种潜在联系雇员与社区的担忧问

题的机制。同时，也对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

增进了机构和社区的友好关系。

也要承认性别平等的许多方面是社会规范的结

果和在社区中绩效出来。因此，当机构想解决

工作场所中性别平等问题时，促进社区性别平

等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研讨会参与者声明，

他们鼓励机构通过对社区工程的投资来解决性

别不平等问题和向长期存在的性别传统偏见挑

战。

当它们与机构战略相关时，社区投资活动对公

司非常有效。例如，如果一家工程公司想要保

证未来有更多的工程师为其工作，对当地社区

男女工程师的教育投资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策

略，或通过为学习此科目的男女大学生提供奖

学金。

研讨会参与者表示，男女都从机构支持的社区

投资中受益。有人认为，因为女性机构和社会

团体易被忽视和话语权有限，作为社区投资的

受益者的她们会被忽视。研讨会参与者期望机

构投资提供女性和男性增加收入机会的机会和

保证男女都能平等获得卫生保健和教育机会的

项目，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投资保留

了一群健康、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的未来雇

员，使雇主直接受益。

在印度的研讨会参与者表示可持续性报告应该

特别提到公司对当地社区女性倡议的投资。

参与者也强调公司性别平等的国家背景的重

要性，并号召国际公司可以制定针对某国的报

告，保证这些报告包含它们业务运行国社区面

临的一些性别平等问题。为了获得性别（不）

平等的背景信息，建议机构从联合国获取参考

数据。

5.5 当地社区女性受益人数量报告范例

2008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印度水泥厂

Grasim将当地社区的女性受益人以及接受培

训的女性自助团体的数量纳入报告。

资料来源：http://www.grasim.com/investors/downloads/
cementing_ties_sustainability_report07-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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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指南中的相关规定

通过 G3指南管理方式的社会公开，机构就风险

评估和其业务对当地社区的影响相关的政策进

行报告。66 如果一个公司的政策特别提及性别分

类的影响评估和管理，这个信息相关则要包含

在报告中。 

SO1指标涵盖的信息是关于“包括业务进入和退

出对社区的影响评估和管理的任何项目和实践

的性质，范围和有效性的信息。”性别相关的

信息应包含在这个指标报告中。

包含在电力企业补充指南中一个GRI指标支持对

被迫搬家影响的特别报告。EU20要求电力行业

报告发布机构包含它们“处理被迫搬家影响方

式“的信息。在电力行业之外，这也可能对其 

 

商业活动会致当地社区成员被迫搬家和重迁的

任何行业十分重要。最好的做法是将按照性别

分类的数据包含在这个指标的报告中，显示女

性是否不行比例地受到影响和采取的措施是否

可以降低正如协商出版的利益相关方提出的这

些影响   

根据工程类型不同，电力企业补充指南也把受

到公司业务影响而致物质或经济移位的人数和

对人们补偿的数量包含在这个指标中（EU22）
。当这个机构对这个指标的进行报告时，最好

的惯例是将人数及根据性别分类的接受补偿的

数量。

更多测度范例

利益相关方在协商公布时推荐，以下图表包含

性别平等与社区的其它绩效测度方式。

机构目标 测度

基本 中级 高级

增加受影响社区内的女性
和男性的福祉

包括应对社区中的
平等问题的捐款和
拨款在内的倡议

制定社区参与/投资
计划时咨询当地女
性的管理方式

决定包括政策和标
准社区参与/投资活
动的管理方式

针对女性的社区参
与/投资计划的总数

根据性别分类，社
区参与/投资计划受
益者的总数

包括社区性别问题
相关影响以及性别
影响评估在内的管
理方式

按照受益者的性别
细分社区参与/投资
货币价值

蓝色= 定性绩效测度范例

紫色= 定量绩效测度范例

表格5.2. 性别平等绩效与社区的推荐测度方式

66  参G3 准则第30页。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NR/rdonlyres/ED9E9B36-AB54-4DE1-BFF2-5F735235CA44/0/G3_GuidelinesENU.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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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印度企业集团和GRI报告发布机构ITC将社区投资信息也收录进来。

报告还收录了促进千年发展目标的女性经济授权信息，以促进性别平等及女性授权。（如欲了解关

于千年发展目标的信息，请参见附录）。此外，报告还提供了ITC所扶持的小型女性管理企业的人员

流动率，以及女性自助团体用以资助其女性成员创业行为的银行贷款总额。报告还披露了在其帮助

下获得医疗保障的个人（及其家人）的信息。

 5.7. 与社区男性围绕性别暴力问题进行互动

设在美国的自由贸易有机咖啡公司组织了一个性别暴力研讨会，部分参会者为该公司位于卢旺

达的分公司的男性雇员。该公司的CEP写了一篇文章，阐明公司为何支持这一研讨会，强调需要

围绕性别暴力以及冲突之后的恢复工作开展对话。 该项目由男性资源国际负责执行。

Source: Dovey, Kathryn, 2009.“将性别问题纳入商业和人权日程范围”(Putting Gender on the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genda Scoping Paper), 2009年6月。

活动 直到  2006-07 2007-2008 到目前

微贷项目：自助团体 (数量)

微贷项目： 成员 (数量)

储蓄 (Rs Lakhs)

微型企业中就业(女性人数)

技能培训 (女性人数)

5.6. 社区投资活动报告范例

来源：国际金融公司 http://www.itcportal.com/sustainability-report-200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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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和消费者
引言

在美国，大约80%的消费决定由女性做出

(Cunningham 和 Roberts  2006)，女性每年控制

着大约20万亿美元的消费 (Silverstein和Sayre  
2009)。然而，虽然女性经济占据市场增额多

于中国和印度之和，但是女性消费者通常被

低估且不受重视(Silverstein和Sayre  2009)。

“如果公司尚未关注性别多样
性问题，那么他们就错失了很
多的机会，包括50%的资源或消
费者群。”

印度可伊托广告公司(Cognito Advertising)Harsh 
Purohit

正如这份报告中供应链章节提到，美国女性商

业企业全国委员会在2007年发布的一项调查

发现，如果女性们知道这个公司支持女性对企

业拥有所有权，他们更倾向于购买这个公司的

产品。67 女性不仅是常常做出绝大多数消费决

定，而且有证据表明她们与男性相比在消费方

面更具可持续性。更多的证据似乎可以证明这

样的研究成果：女性更容易购买有机产品和

带有环保标签的产品(OECD 2008a,第124,242
页)和更多考虑买卖中如童工和公平交易等道

德因素(OECD 2008e, 第48页)。例如，在英国

女性消费者比男性消费者更有可能购买绿色产

品和服务。（WEN 2007）68  此外，研究发现购

买物品的种类男女有别。例如，女性常为家庭

购买基本的、便宜耐用的产品，如食物，衣物

和家庭用品。男性更倾向于购买贵重的资本性

商品，成为住房，轿车和电器产品等注册所有

者。 (瑞典可持续发展部2006)

消费市场上对可持续和道德产品的需求正在攀

升（Co-op银行2008）。对其产品和服务的负责

任的开发和营销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影响社

会对性别角色和富有挑战意义的传统偏见的看

法。本章阐述的是，对于报告机构而言，性别

平等问题产生于将产品和服务销售给消费者，

以及针对消费者进行的市场营销、广告、分销

最终到达终端用户的过程中。

 
趋势

尽管消费水平及其影响随着地域和其它因素而

不同，消费者对于具有可持续性和道德因素的

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还是在不断增长(世界可持续

发展工商理事会，2008, 第12页)。这种现象在许

多消费市场得到了决策者支持。69  国际公平贸

易标签机构(FLO)是一个国际公平贸易标准订立

和认证机构，公平贸易销售额在2008年全球经

济不景气情况下增长22%。70 

67  参考美国女性商业企业全国委员会调查报告第41页。

68   此外，女性消费者更愿意为绿色买卖支付高价(奥格等，2003)。女性消费者也对高能效运输更为重视。挪威的一份分析可代替燃

料机动车的潜在家庭需求的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考虑购买这些机动车。（OECD2008d, p. 72)。一份美国购买新车同样的

研究表明，即使在控制工资差别后，女性，少数民族，年轻人对节能机动车的需求更大（OECD 2008d, p. 71).

69  例如,“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约翰内斯堡行动纲领”称马拉喀什进程机制是“一种支持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十年期计划框架的全球

机制”。这种倡议的目标包括鼓励消费者对其购买决定和风格采取更为负责的态度。详见：http://esa.un.org/marrakechprocess/.
70  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在七个国家中公平交易销售至少增加50%。这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72%），加拿大（67%），芬兰

（57%）和德国（50%），挪威（73%）和瑞典（75%）。许多公平交易认证产品的销售都把性别平等纳入其认证标准。英国

和美国的公平交易认证产品销售分别增加43%和10%。因而成为公平贸易最大的市场。(国际公平贸易标签机构 2009c)。事实

上，“道德消费主义报告”（Co-op银行 2008）在2007年对整个道德市场的估价为355亿美元，比2006年的310亿美元增长

15%。有道德的消费增长种类包括在食物饮料，绿色能源，能效电器和公平交易个人产品和道德银行与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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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不平等是消费者选择购买产品或服务的重

要道德因素的一个方面。

为了应对明显日益增长的道德产品需求，提供

消费品和服务的供应商正在转向使用更具可持

续性的资源生产其产品和管理在供应链中包括

性别平等的可持续性影响（见上文供应链中的

性别平等章节）此外，越来越多的公司正致力

于做到更有道德，常常声明致力于发展其可持

续发展报告提到的人权。这些公司常常致力于

使其产品得到认证。有许多不同种产品标签标

准，有些具体，其它的更为普遍。这些标准帮

助消费者在其它因素中识别生长型产品或可持

续产品和促进性别平等。

有两种方式把公平贸易产品卖给终端用户。传

统或一体化的途径是由专门的公平交易机构生

产，进口和分销产品。另一种流通到市场的途

径是通过公平贸易标签和认证，其商品（主要

指食物产品）由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保障其

产品供应链符合公平交易标准。国际公平贸易

标签机构设立标签产品的国际公平贸易标签。

世界公平贸易机构（WFTO，前身为国际公平贸

易协会）制定公平贸易机构标准。两种体系都

是建立在公平贸易的定义和原则上的（公平贸

易倡导办公室 2007）。两套公平贸易标准都涉

及到性别平等问题。

十项公平贸易国际标准相关的标准还包括可测

度的指标和合规标准。世界公平贸易机构规定

其中一项标准是“非歧视，性别平等和结社自

由”（IFAT 2007）。IFAT的公平贸易机构非洲标

准的区域性指标规定：a）政府批准的女性就业

规则应在机构中可以获取；b)机构应有机会均

等的政策和措施，不分男女，同工同酬；

c)女性为了共同的福祉而结盟的权利应得到尊

重。d)决策过程中具有女性代表的参与。国际

公平贸易标签机构在“公平贸易准则章程”中

特别声明“女性应同男性享有同工同酬的权

利，全面参与到有关由生产和公平贸易关系产

生的福利使用的决策中”(国际公平贸易标签机

构 2009a,  第 6 页)。

国际公平贸易标签机构在检查和认证过程中使

用一套特定的指标来衡量与标准是否相符。与

雇佣劳工相关的标准中，有一条款强调女性享

有均等机会的权利。为了得到认证，公司必需

特别注意赋予女性雇员权利以期实现性别平等

的目标（国际公平贸易标签机构 2007）。国际

公平贸易标签机构设定的小型生产机构的公平

贸易标准要求公司对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根据

性别进行区分识别，并要特别注意女性雇员的

参与（国际公平贸易标签机构 2009b）。

性别平等认证项目已在公平贸易标准之外出

现。在墨西哥，性别平等模型由墨西哥政府、

私营部门以及国家女性研究所倡议设立，具

有公私合营性质，旨在对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

的公司进行认证。认证项目包含的方面涉及招

聘、职业发展、培训以及性骚扰。截止2007
年，总共拥有50万雇员的117家公司进行了性别

平等模型认证。500人接受如何实施性别平等计

划的培训71。拉美其它国家和埃及正在效仿这种

性别平等认证项目。

71 获取关于这个项目的详细信息参阅玛利亚埃娜卡斯特罗撰写的题为“促进墨西哥私营部门中的性别平等：一个成功模型的发展“

的文章。 http://www.ifc.org/ifcext/enviro.nsf/AttachmentsByTitle/art_Gender_SmartLessons_Castro/$FILE/WB_Gender_Castr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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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接受的可持续性凭证和道德或可持续认证

的信息越来越包含在它们的市场营销和广告宣

传中。事实上，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

会（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2008 第28
页）市场营销“在影响公司可持续凭证创立品

牌资产时起到关键性作用”。关于可持续消费

的报告中，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2008）强调市场营销，广告宣传及企业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一致的重要性。研究表明“社会

公平”现在是品牌价值增长最快的一方面，因

而对消费者极具吸引力。

鼓励公司把道德规范纳入其广告宣传政策中，

尤其是与性别公平相关的。例如卡沃特女性准

则号召公司“在所有的销售，促销和广告材料

中尊重女性尊严，排除营销和广告宣传活动中

任何形式的性别或性剥削，维持其有道德营销

标准。72这一原则已纳入依照卡沃特女性准则框

架而设定旧金山性别平等准则。旧金山市女性

地位部推动这一准则在公司中成为旧金山区域

内的规范。73关于这些准则的更多信息参考性别

平等与投资章节，也推荐投资基金要“避免投

资其产品诋毁女性或在广告宣传，促销或营销

中使用负面传统偏见的公司”。74 

在任何种类产品的广告宣传中性别的描述固

化和强化对女性已有的负面态度和不利于性

别平等(Svensson 2008)的性别角色(MacKay 和 

Covell 1997)。一些人争辩道，“广告中性别

传统偏见通过人为地预先限定常对两性诋毁性

的，羞辱性的及弱化的个体角色束缚了男性女

性和男孩女孩”（Svensson 2008 第4页）。

关于广告宣传和性别的规定越来越多。例如，

欧盟议会在其非法律性的决议中明确表示广告

宣传应受到道德或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规或行为

规范约束，这对于保证不传递歧视性或诋毁性

的性别传统偏见相当重要。75 

丹麦国家消费者协会在1991年发布了广告中

性别歧视的相关准则。这些准则规定对男女进

行诋毁的广告，例如，通过把人描写性对象或

通过用诋毁性和歧视性的方式描述一个人的

性别，都将视为不符合与良好的营销规范。此

外，广告中声称或暗含一种性别是社会上，经

济上或文化上低下的，或是一种性别是技能低

下，或不适合解决生理上与某种性别相关的特

别问题，应被视为与不符合良好的营销规范（

丹麦消费者保护官 1993）。也有通过改变欧洲

管理环境应对获得产品和服务中性别不平等问

题。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在2004年一项促进男女

6.1.社会责任和品牌创建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发布的一份题为“让他们吃

蛋糕：满足消费者对负责人品牌的胃口”提出

在将来“主流品牌在真正拥有和完全融入的企

业和品牌价值的驱动下，需要内在的环境和社

会责任携手并进”(第5页)。作者强调“在提

升品牌价值的越来越重要的是社会意义···

有些主导的消费品牌通过把相关信息融入到其

广告宣传和其它交流中来应对这种趋势。(第

19页)

a.安东尼・克林修斯和朱尔斯•佩克撰写的报告的删

减版。可从以下链接获取： http://www.wwf.org.uk/
filelibrary/pdf/let_them_eat_cake_abridged.pdf.

72  http://www.calvert.com/nrc/literature/documents/4978.pdf.
73  http://www.calvert.com/NRC/Literature/Documents/sr_CWP_Gender_Equality_PR.pdf ．更多信息参考以下链接: http://www.sfgov.

org/site/dosw_page.asp?id=84665. 
74  例如，Pax世界女性股票基金. http://paxworld.com/investment-approach/the-benefits-of-esg/social/gender-empowerment/.
75  参考欧盟2008年9月3日出台的营销和广告如何影响男女之平等的一项决议(2008/2038(INI)) http://www.europarl.europa.eu/docu-

ment/activities/cont/200905/20090507ATT55349/20090507ATT55349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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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获得原则的法令。76在政令中第十款强调“

问题在获得和供应商品和服务中尤其明显。性

别歧视应在这些方面避免和消除”。这项法律

阐明了“以性别为由，只有当一个人比其它人

更容易在可比较环境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时，直

接歧视就会发生”。

 
“关于产出，我们最希望深入
了解的一个方面是性别描述对
我们的观众造成的影响。”

英国BBC 公司 Bola Fatimilehin

获得产品和服务的性别歧视在全世界普遍存

在。在发展中国家中尤其是女性缺少融资被普

遍报道。例如，在一些国家中缺少土地和财产

权利使女性丧失信贷机会。(联合国女性儿童基

金会 2009, 第 41 页)。为了应对此情况，越来越

多的金融机构对渗透到女性市场和提供满足女

性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感兴趣。金融机构目

的在于通过提高女性企业家获得融资，获得有

利可图的女性市场。

执行和实践

一系列的倡议和活动可能证明实现把性别价

值，政策和准则纳入消费者事务中是有效的：

•  制定有道德的营销和广告宣传政策和程序，

消除营销和广告宣传活动中出现的任何形式

的性或性别剥削。

•  对市场营销和广告宣传材料进行审查和监

督，保证它们不包含性别歧视的内容。77

• 制定考虑到性别平等因素的客户服务政策和

程序并监督执行

• 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分析保证适当的时候男女

顾客都能获得。

•  培训客户服务代理商或直接面向顾客的雇

员，使其对性别相关问题敏感。

•  收集根据性别分类的顾客满意度和投诉信

息，以便更好地理解不同性别在机构客户服

务，产品营销，广告宣传，产品影响和用户

友好等方面的态度。

•  寻找国家级性别平等认证机构或项目是否存

在，并考虑加入。

•  了解公平贸易的性别平等需求，如果认为相

关和实用并考虑申请认证。

利益相关方之言

尽管讨论中频繁出现一系列消费者相关问题，

但是与消费者相关的性别平等问题目前尚未被

任何地方的研讨会参与者视为讨论重点。

76  欧盟理事会, 欧盟理事会法令 2004/113/EC, 2004年12月13日。

77  广告中性别歧视的规则例子参考丹麦消费者保护官网站：http://www.forbrug.dk/english/dco/dcoguides/guidelines-and-guidanc-
es/sexdiscrimination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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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6.1.利益相关方提出的问题，根据研讨会地理位置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美国

市场营销和广告宣传政策和措施尤其
在媒体中对女性的描述

    

开发考虑到性别因素的产品和服务  

分配及传递过程的可进入性，尤其是

女性参与金融问题的程度

  

客户服务和参与 

广告宣传和新闻媒体中的性别描述

研讨会参与者认为理解一个报告机构在关于广

告宣传和新闻媒体性别描述的公共辩论中如何

定位自己是一个重点。有人认为，如同其它价

值一样，一个机构致力于性别平等应该超越机

构所做的一切，因而应该在其营销战略和广告

宣传中体现出来。因此，参与者期望致力于性

别平等的机构有其解决市场营销和广告宣传中

的性别描述问题的对策和相应机制保证在实践

中落实这些对策。

参与者阐明，相信致力于性别平等的机构会在

销售，营销和广告材料中尊重男女尊严，遵守

其道德广告标准。鉴于….体来传播且媒体公司

可以控制其传播内容，参与者强调媒体在消除

或强化性别传统偏见中起着关键作用。此外，

研讨会参与者也提出了在广播节目中针对特定

部门的性别描述问题。

6.2. 广播节目中的性别描述 

加拿大广播业者协会有一套关于节目中女性

描述的准则。这套准则被称为广播电视节目

中性别角色描述规范。规范旨在保证在使用

适当的语言描述性别问题和在商业广告和节

目中性别有其平等的代表和描述。

来源: http://www.media-awareness.ca/english/resources/
codes_guidelines/television/private/tv_private_sexrole.
cfm. 整个行为规范详见: http://www.cab-acr.ca/english/
social/codes/sexrol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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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参与者认为，由报告机构来收集和包含

旨在避免营销和广告材料中性别歧视的对策和

机制的信息会相对容易。有人认为，一个机构

通过制定在市场营销中不使用性别传统偏见或

歧视的政策来强化其价值。研讨会参与者表示

如同所有的政策一样，这项政策要清晰地传达

给每个雇员和对外营销或广告机构，以确保其

付诸实践。

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分销

除了机构作为客服的部门和女性交往之外，研

讨会参与者要特别注意，女性获得产品和服务

的文化障碍产生的情形和背景。产品或服务的

分销模式会导致这些障碍的产生。出现障碍的

另一个可能原因是产品和服务置于安全或文化

因素阻拦女性获得它们的公共环境中。例如，

在发展中国家中利益相关方提到特定部门相关

的问题是女性极少获得金融产品。这常常是因

为结构性原因。例如，没有抵押品来获得贷款

或地方法律和法规规定土地是在丈夫的名下。

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金融服务被视为对个体女

性和社区都有积极影响的潜力的授权工具。谈

及潜在的商务福利，研讨会参与者鼓励金融机

构把业务拓展到女性市场编制计划。

研讨会参与者认为，私营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日

益增多，因此保服务中证性别平等十分重要。

他们援引联合国女性儿童基金会在2009年发布

的一份报告， 呼吁服务提供者认识到提供服

务时的女性特别需求。这份报告提及服务产生

的公共支出分布不均，可能加剧性别不平等现

象。联合国女性儿童基金会的报告解释，女性

可能因为多种原因不能有效地表达其需要提供

服务的要求。但是，有一些惯用的方法可以用

于识别和满足这些需求。例如，用户群体的形

成可以使女性广泛地参与制定优先策略和监视

服务提供。

研讨会参与者特别提到男女同等获得客户服务

和投诉机制十分重要。他们强调，希望机构在

设计产品和服务分销渠道和投诉机制时与客服

交流的潜在障碍。研讨会参与者指出，没有适

当的培训，尤其在一定的情况下，客服服务机

构可能会强化性别传统偏见。研讨会参与者认

为，客服服务渠道中歧视可能会导致受歧视性

别缺少话语权。因此，报告机构通过在客服中

考虑性别因素来更好为它们的更多利益相关方

服务（尤其是女性顾客）。按照性别分类的顾

客投诉分析会让任何机构明白潜在的性别偏见

会影响到其客户服务。

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参与者表示对机构采取

措施分析某个性别获得其产品和服务是否有其

障碍的信息感兴趣。客户服务机构会接受提高

6.3. 女性独有伙伴机构倡议的报告范例

国际化妆品名牌多芬发起一场旨在挑战传

统女性美，提高年轻女性自尊的真美活

动。为了支持这场活动，组建了“身体

会说话”研讨会来解决体型形象和自尊问

题。这些研讨会也是由女性独有伙伴机构

和美国女孩童子军机构和发起。公司的

2008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提及许多人如何参

加这些研讨会。

来源: http://www.unilever.com/images/
Unilever_Sustainable_Development_Overview2008_
v3_tcm13-1635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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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意识的培训吗？多大程度上客户投诉会按

照性别分类呢？

G3指南中的相关规定

PR7：按结果类别划分，违反规管市场推广传

讯（包括广告、推销及赞助）的法规及志愿

守则的次数。

更多测度范例

以下表格包括了利益相关方在协商发布时推荐

与性别平等及消费者相关的其它绩效测度。

6.4. 男性为中心的广告宣传报告范例

一家国际广播公司在其2007到2008年度的可

持续发展报告中描述了如何使男性谈论艾滋

病预防的针对性广告活动。这次活动是建立

在公开讨论性爱的男性更可能一直使用避孕

套的证据之上的。在这份报告中，广播公司

提供了目标和特定性别的受众信息，以及具

有影响力的量化细节。根据报告中的信息，

活动结束后，广告在电视，广播，电影院，

平面媒体和户外媒体上传播。估计包括650
万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男性在内的5200
万 男性将通过以上媒体接触到此广告。

来源:  http://downloads.bbc.co.uk/outreach/csr_
report_2007_2008.pdf.

机构目标 测度

基本 中级 高级

在市场营销和广告中不含
性别歧视或偏见

适当的政策和机制
避免市场营销和广
告材料中的性别歧
视

在市场营销和广告
中发生的性别歧视
投诉次数

第三方对性别平等
认证管理方式 

在客户服务和投诉程序中
反应男女不同需求

按照性别和类型分
类的客户投诉次数

蓝色= 定性绩效测度范例

紫色= 定量绩效测度范例

表格6.2. 关于测度性别平等绩效与消费者的推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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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与投资
引言

尽管机构性别实践对金融市场和商业绩效的影

响尚未准确测度，越来越多的研究（虽然仍然

为数不多）已经发现，性别多样性同其他社会

因素一样能够对机构的赢利能力产生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实际上，具有性别歧视的机构可能

面临声誉被毁、股东价值降低、以及昂贵的诉

讼费的风险。研究机构性别相关实践和财务绩

效之间关系的大多数著作聚焦发达市场上已经

存在的变量，如董事会及执行人员多样性。关

注性别平等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也开始

考虑这些因素。

趋势

虽然大多数企业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长期实现其

股东价值的最大化，社会及环境绩效与机构长

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OECD2004b，
第12页）。人们认为忽视这些因素将会对机

构的长期股东价值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投资

者决策日益受到道德标准的影响，包括公司

管理其性别绩效和其他可持续发展因素的情况

(UNCTAD，2006，第7页)。例如，500多家由资

产所有者、资产经理人及服务提供商组成的机

构承诺，支持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UN PRI）-
截至2009年3月管理资产约19.1万亿美元78。联

合国责任投资原则于2006年启动，是资产所有

者和资产经理人承诺支持的一套自发的最佳实

践标准， 以将环境、社会及管治问题纳入投资

过程。79董事会及执行人员多样性是这些成果机

构与公司互动的两个主要问题范例。

基于此，一些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者开始关

注那些致力于性别平等的机构所具有的潜在积

极价值。例如，在美国，可持续发展投资领域

的领军企业和一个独立的投资研究公司最新表

示，他们已经携手制定了第一个“性别投资指

数”80。该性别指数的目标是提高公司和投资

者对女性授权的兴趣，最终证明女性授权是一

个重要的财务能力指标；长期来看，那些授权

女性并鼓励性别多样性的公司表现优于其他公

司。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性别授权指标与财

务绩效有积极联系（参见下文）。因此，一些

投资者相信，性别授权可能成为管理有序、目

光远大并能实现股东价值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公

司的主要标志。此外，性别相关实践和股票表

现存在积极联系。81然而，有待更多研究确定是

公司的性别相关措施还是整体可持续发展措施

产生的如此积极结果。

上文治理及价值观章节陈述了一些性别多样性

的益处（如Catalyst2007；McKinsey 2007），

并指出有的政府已经制定了性别及国营企业的

董事会多样性政策指南。此外，当前的研究追

踪美国财富五百强公司中215家公司多年，发

现公司高层中女性管理者的数量与公司的成功

78  参见UN PRI更新版http://www.calpers.ca.gov/eip-docs/about/board-cal-agenda/agendas/invest/200906/item03b.pdf ，(2009年6月
15日).

79  参见责任投资原则 http://www.unpri.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80  “Pax World & KLD 为IFC制定首个性别指数” 新闻稿, 2009年3月8日。 http://www.paxworld.com/newsmedia/2009/03/08/pax-

world-kld-construct-first-gender-index-series-for-international-finance-corporation/.
81  参见Ferrary（2009）分析法国CAC40的股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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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关联。同样的报告还揭示，一个公

司越是鼓励女性发展，该公司的赢利能力就越

强。82在芬兰，芬兰商业政策论坛（EVA）开展

的一项研究发现，拥有女性管理者或董事会成

员的公司资本回报率高了10%，各个行业均是

如此。83 一个美国资产管理公司84认为，“性别

平等的商业动因具有强制性。”85该机构的发言

人引用Catalyst（2007），McKinsey（2008）以

及Deszo和Ross(2008)的研究表示，虽然尚未定

论，但是有证据表明，在美国和欧洲，高层职

位和董事会中有女性席位的机构表现优于其他

机构。对法国CAC40股市指数的研究表明，一

个公司的女性管理者越多，该公司在2008年股

市下跌就越少（Ferrary 2009）。Cranfield大学

阿拉伯女性培训及研究中心（CAWTAR）在2006
年分析约旦公司的报告发现，股东基金会和女

性董事会成员之间存在微弱但极为重要的联系

（Singh和Vinnicombe 2006）。该研究强调这

一关系不能作为任何推理的依据，但是，这些

数据表明，“拥有良好财务绩效的公司正在尽

力使用后备人才，包括女性，因此，这展示了

良好的社会绩效”(Singh和Vinnicombe，第11
页）。

社会负责任的投资基金会将性别相关标准纳入

投资决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新加坡，一个

于1999年启动的互惠基金会通过选择实体公

司时考虑社会标准，尤其是能够产生财务汇报

之外的社会收益的公司，来推广性别问题。在

此情况下，作为社会投资的一个原则，基金经

理们只选择那些实施了女性及家庭便利政策的

公司。具体筛选标准包括公司高管中女性百分

比、针对女性员工的培训、儿童护理服务提

供。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带领大家探讨如何将

性 别相关标准纳入筛选标准。与此同时，性别

标准与主流投资者也息息相关。

无独有偶，一家美国投资基金86拒绝与那些高

级管理层或董事会没有女性参与的公司合作，

82 Pepperdine大学的Roy Adler教授的研究比较了样本公司的财务绩效和行业平均值。他发现“去除玻璃天花板的公司利润更高”。

哈佛大学商业评论刊登了他的发现，并报道说：“那些女性经理比例最高的公司的利润远远超过行业其他大型公司的平均值。”

参见Adler,Roy D.(2001, 11)。“高管中的女性带来高利润”（Women in the Executive Suite Correlate to High Profits）。哈佛大学商业评

论，第30页。

83  芬兰商业政策论坛（EVA）2007，女性领导者和公司赢利能力（Female Leadership and Firm Profitability）。http://www.european-
pwn.net/files/eva_analysis_english.pdf

84  Calvert资产管理公司。Amy Augustine在多利益相关方研讨会上公布的发现，华盛顿特区，2009年4月24日。

85  Singh，Val以及Susan Vinnicombe，2006。 “董事会中的平衡：约旦前五十强公司女性董事会成员报告”（ Balance in the Board-
room: Report on Women Directors in Top 50 Companies in Jordan）。Cranfield大学商学院，女性商界领袖中心阿拉伯女性培训及研究

(CAWTAR)。
86  Pax World女性实体基金通常拒绝投资那些压榨并侵害女性、产品诋毁女性、或者在广告、推广或营销中使用传统性别偏见的公

司。参见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paxworld.com/investment-approach/the-benefits-of-esg/social/gender-empowerment/.

7.1 Calvert女性原则-在世界各地投资女性

Calvert 女性原则于2004年由Clavert公司和联

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UNIFEM）联合启动，

是全球首份聚焦女性授权、发展和投资的行

为准则。该原则提供了清晰、可行的标准，

机构可以用来指定目标、测度绩效并在众多

性别平等和授权问题上取得进步。

自启动以来，该原则已经促进了关于工作场

所影响女性的问题的对话及其意识，以及围

绕公司在保护女性权力和平等地位中发挥的

作用而开展的讨论。

来源：Calvert资产管理公司。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www.calvert.com/nrc/literature/documents/4978.
pdf 以及http://www.calvert.com/NRC/Literature/
Documents/sr_women_CWP_Initiativ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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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积极投资那些进行良好披露、制定了性别平

等政策和项目的公司。其他的投资基金，如

CalPERS——美国加州一个退休基金公司、以及

欧洲Amazone欧元基金87，都将性别指标定为其

投资标准。根据Amazone欧元基金，其投资的

公司必须达到两个标准：“首先，严格按照标

准进行的性别多样性得分，以及一个仅允许最

高质量的股票加盟基金会的财务得分”。在日

本，Nikko Cordial证券公司2006年根据女性经

理、男女雇员职业生涯差距、产假及其他女

性 支持项目编制了一个投资工具——“女性经

济学分数”。88

并非只有投资基金会才会关注性别绩效；评

级机构也开始使用性别标准。根据McKinsey89

（2007，第11页），“资本市场和投资者越来

越关注机构性别多样性绩效。例如，评级机构

（如Core Rating,Innovest,Viego）正在制定测度

性别多样性的工具。”

2009年哈佛大学商业评论文章写道，未来“

女性将在经济和世界秩序中占据一个更加重要

的位置”90（Silverstein&Sayre，第53页）。该

文章作者还预测，公司将对女性社会问题和女

性“为世界尤其是其他女性做些好事”的欲望

做出反应（参见消费者章节关于性别平等和消

费者的讨论）。机构将会从接触女性投资者获

益，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创业并积累财富。例

如，根据国家收入及海关部公布的数据，英国

的女性百万富翁多于男性。91这些事实对认为

女性作出财务决定的能力不及男性的传统观念

发起了挑战。一些机构已经开始寻找女性投资

者。2007年，迪拜世界的一家控股公司已经被

特别要求寻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波斯湾的女

富豪。为这些女性提供机遇以投资该地区经济

发展能帮助她们实现其商业志向，共享未来经

济增长。

“我们相信，改进性别实践和绩效不仅能够促进社会正义，而且从财务角度看，还能
为改进公司利润状况做出贡献。一系列研究已经证实了我们的信念，管理职位和董事
会的女性席位能够改善公司财务绩效。Calvert将继续凭借我们的分析和倡议，帮助公
司更加有效地管理性别实践，以巩固其在工作场所和市场中的地位。

公司需要先测度多样性方能进行管理。然而，2007-2008年Calvert社会指数调查的
636家公司中仅有7%的公司提供了平等就业机会（EEO-1）披露所需的详细人口数

据，从而使评估女性和少数民族雇员从公司基层到管理层晋升变得更加困难。”欲知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alvert.com/sr-examining-cracks.html.

Amy Augustine, Calvert 资产管理公司，美国 

87  http://www.ammfinance.com/docs/AmazoneOnePager-en.pdf.
88  参见日本时报文章“投资基金聚焦‘女性经济’引人注目”（Investment funds focused on ‘womenomics’ gaining attention）Maya 

Kaneko，(2007年10月16日)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nb20071016a3.html。
89  http://www.talentnaardetop.nl/web/file?uuid=72d4f129-77bd-4c30-88f8-603d4202c848&owner=9c74cb66-9801-4cac-b2c9-c72e9814ab51
90  Silverstein, Michael 和Sayre, Kate. 2009. “女性经济”(The Female Economy), 哈佛大学商业评论：2009年9月，第46-53页。

91 BBC于2006年1月26日引用的数据 http://news.bbc.co.uk/2/hi/business/4648282.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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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和实践

机构有意参与的性别相关活动种类众多，可能

将之作为其整体投资和投资者拓展战略的一部

分。

投资决策

•  建立相关流程，收集、分析并披露新定投资

项目的性别相关信息。

•  考虑将性别标准融入整体环境、社会及治理

因素的价值评估流程和/或股东投资之后的互

动环节。

•  考虑在制定机构投资战略时考虑性别标准（

如潜在投资对象的性别多样性）。

•  避免投资那些损害和/或侵犯人权的机构。

•  确认潜在投资对象的最大的股东是否制定了

性别政策和实践。

•  确认公司是否入围社会责任投资指数或关注

性别标准的基金会。

•  将具有相同性别价值观和原则的机构与投资

合作伙伴和投资对象结盟。

吸引投资

•  确认投资者、基金会或者评级机构将机构性

别绩效作为投资标准

•  收集可持续发展投资基金会使用的机构自己

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所有性别相关指标

•  如果机构入围了设有性别标准的投资指数，

确保在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说明，以向

其他潜在投资者展示此项成绩。

•  向潜在投资者宣传机构完善的性别政策和实

践

•  确认是否入围设有性别标准的投资指数或基

金会的机构吸引的投资总额大于其他公司。

如果是，找出这些基金会投资者，将其作为

机构投资者拓展战略的目标。

•  确认机构的最大股东是否制定与机构自身价

值观和原则一致的性别相关政策。如果是，

请想其他投资者说明这一事实。

帮助女性成为投资者

•  找出机构投资者和股东的性别细分数据；

•  评估女性投资者是否越来越多

•  考虑通过宣传机构完善的性别政策和实践吸

引女性投资者。

•  如果与机构商业战略相关，考虑开展能力拓

展项目以吸引女性投资者

利益相关方之言

与投资相关的性别平等问题未被任何研讨  

会参与者认为是首要任务。但是，在研讨会

上，一系列相关问题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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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别绩效作为投资决策标准

在美国的研讨会上，参与者重点强调投资者日

益希望看到公司展示其是否以及如何管理性别

相关问题，以决定是否进行投资。其他地方举

行的研讨会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一些参会者认

为投资者可以找出将性别问题纳入投资决策的

做法的价值所在。研讨会参与者认为，投资需

要考量机构的整体价值观和性别平等战略。他

们还建议，一个机构价值观延伸到投资政策的

做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可持续发展问题。研讨会

参与者表示，他们期望机构性别价值观能够反

映在融资政策中；反过来，机构自身投资决策

也考虑并应用性别标准。在印度，研讨会参与

者建议机构找出将性别问题披露与财务风险之

间的关联。

研讨会参与者建议可持续发展投资基金会考虑

采用更加统一、主流的方式，评估投资对象的

性别相关绩效（包括本出版物其他章节，尤其

是“治理”章节，涉及的女性授权指标）。此

举将方便从性别平等角度比较不同的公司；此

外，投资者还能获取一些有用信息，把握财务

绩效和性别绩效之间的关系。

性别绩效创造机会吸引投资

在美国的研讨会上，参与者提出投资者日益评

估当前和未来投资的机构对管理人员和董事会

多样性的测度，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测度是一个

公司能否在全球市场上妥善管理风险和机遇的

标志。研讨会参与者观察到，个人和机构投资

者，不论性别，是一群备受认可的、举足轻 

重 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读者。因此，参会者认

为，机构可以利用披露性别问题迎合投资者 

（尤其是女性投资者，她们可能正在阅读这些

报告）的需求。美国研讨会上的参与者强调，

一个机构的中心不是在吸引女性投资者，而是

在吸引扶着人的机构投资者。据称，这些机构

投资者想那些管理其社会、环境及治理问题（

包括性别）的机构投资数万亿美元，和/或使用

社会和环境指标进行筛选。一些研讨会参与者

表格7.1. 利益相关方推荐的商业实践，按研讨会地点划分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美国

努力成为设有性别标准的投资基金会的投
资对象

  

了解投资该机构的其他公司的性别政策和
实践



将性别绩效作为投资的一项标准   

将性别政策和实践作为风险管理工具   

将性别政策和实践作为改善机构在市场中
的声誉的机会

 

帮助女性成为投资者，包括通过提供财
务、教育、以及角色示范来支持女企业家

  

分析机构股东性别细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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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公司考虑将性别问题纳入资产负债表的

人力资本评估，供投资者分析之用。

研讨会参与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报告可以考虑

收录的一个重要测度标准便是机构是否凭借其

性别绩效入围互惠基金会或者社会负责投资基

金会。各地的研讨会参与者都注意到，向投资

者披露性别信息对不同机构而言难度不同。例

如，一家公开贸易的美国公司可能已经是一个

社会投资基金会或者可持续发展指数的一员。

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基金会使用的性别标准并

进行披露可能不会太难。至于机构报告其投资

者的性别绩效，参会者一致认为，在股东数量

较少时，报告发布机构很容易确定其投资者是

否制定了性别政策和标准。

帮助女性成为投资者

在印度的研讨会上，参与者注意到，将女性描

述为“风险谨慎”或“风险意识”比“风险厌

恶”更为恰当，因为风险厌恶含有消极的隐含

意，无法恰如其分地反应女性质疑风险投资并

采取长远眼光的能力。参会者（尤其是在金融

市场上工作的参会者）的另一个观点是，机构

在鼓励和培养女性投资者能力方面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92

至于机构对其投资者的披露，印度研讨会

参与者注意到，股东性别细分数据在该国

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为了避税，大多

数股票购买者写的都是女性的名字。这些

投资不代表女性在用自己的钱，也不代表

女性自己做的投资决定。此外，公开贸易

的公司可能无法细分其股东组成，如果他

们大多数股东是集团，如退休基金或互惠

基金会。此外，小型未上市公司可能更加

容易找出并披露其股东的性别细分数据。

G3指南相关规定

GRI G3指南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机构简介

部分均要求报告发布机构说明机构所有者的身

份和股东细分数据。报告发布机构可以提供股

东性别细分数据，以帮助分析其性别绩效。

报告发布机构还可以参见管理及工作场所章节

提到的GRI指标中的交叉绩效测度。

更多测度范例

下表罗列了本出版物讨论会上利益相关方推荐

的、与性别平等和投资相关的其他绩效测度。

92 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相关方确定的首要问题是女性接受成为投资者所必需的教育和培训，尤其是金融知识。因为公众通常不认可

女性投资者，媒体的地位很关键，可以帮助女性将自己视为女性投资者；帮助女性成为投资者的公众意识培养项目也非常关键。

利益相关方还强调了角色模范和辅导的重要性，以支持并鼓励女性成为投资者。此外，利益相关方还指出了网络论坛（专业的或

社会的）的价值，能够为女性提供必需的联系人，已建立并投资企业。这些问题在性别平等与社区章节已经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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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目标 测度

基本 中级 高级

性别绩效得到可持续发展投资

者和主流投资者的认可

投资决策政策，包括性

别标准

公司入围的、设有性别

标准 /战略的投资基金

会的数目和价值

帮助女性成为投资者并提升股

东多样性

个人股东性别细分百分

比

蓝色=定性绩效测度范例

紫色=定量绩效测度范例

表格7.2. 性别平等绩效和投资推荐测度

“众多投资者将一系列社会问题视为公司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股东价值的推动力。在
这些问题中，（性别）多样性首当其冲。从董事会多样性开始，顺着管理级别依次下
推，直至普通雇员。例如，在评估美国公司的时候，许多社会责任投资公司关注董事
会多样性、美国政府要求的多样性披露——EEO-1报告、以及当前诉讼，然后判定公
司如何管理多样性、是否因某一群体代表性不足或可能引起法律责任的纠纷而存在内
部风险。”

“然而，我们并非仅仅关注存在的问题，因为提升多样性能够为公司及其投资者带来机会。一个多样化
的工作场所更加吸引人才。因此，那些具有较高多样性的公司招聘时的优势非常明显。所有形式的多样
性，包括性别多样性，也能成为推动创新的动力。此外，最近的多样性研究显示，人员构成多样的董事
会更有可能使CEO担当起股价下跌的责任。”

Peter DeSimone, 社会投资论坛,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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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Auður Capital女性投资基金会

Auður Capital是一家由女性建立的金融服务提供商，旨在将女性价值观融入金融世界中。作

为受到冰岛监督部门批准的证券公司，Auður Capital的使命是根据更加均衡的指导原则发掘并

创造新价值。Auður Capital基金会珍视女性的经济潜力，并将其提升了的教育水平、增长了的

经济实力以及企业家资质考虑在内。Auður Capital依据是在商界中为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提供

成长的机会，将社会和道德责任转化为商业优势。a

在2009年5月BBC b的采访中，Auður Capital主席Halla Tomasdottir指出，“女性具备风险意识，

但是不厌恶风险。”她强调，“具有风险意识”是价值所在，也是男女均衡如此重要的原因

之一。女性的作用举足轻重。她们目光更加长远，具有全局意识，而不仅仅考虑自己。她们

擅长观察人，她们能看到男性看不到的机会…女性还愿意问愚蠢的问题。我们想弄明白。我

们不想冒我们自己都不理解的风险。因此我们会问：“什么是次级贷款？谁来偿还这些贷

款？”

在同一个BBC采访中，Tomasdottir指出，Auður Capital是“冰岛仅存的两家投资公司之一”。

a. http://www.audurcapital.is/english/about-Audur
b. http://news.bbc.co.uk/2/hi/business/8048488.stm

印度研讨会参加者 ( Katherine Miles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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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及展望
本出版物大致描述了促进及尊重性别平等实践

和报告的众多原因，列举了与全球共同的原则

和价值观以及追求男女平等权利相一致的法律

和道德动因。此外，本报告还描述了改进性别

实践和报告的现有和新兴商业动因。

虽然当前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鲜有性别细化数

据，全球研讨会参与者在编制这份GRI&IFC报告

时开展的协商讨论明确提出了在可持续发展报

告中进行性别相关问题披露的需求。

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机构也强调，虽然性别问

题非常重要，理应纳入可持续发展报告，但是

实际工作中很难做到。参与编制本报告的众多

人士都希望本报告能够成为一个指南，帮助那

些希望应对利益相关方诉求的报告发布机构开

展新的性别相关实践并将性别相关信息纳入可

持续发展报告。

本出版物讨论的与性别实践和报告相关的一系

列问题不仅涉及机构治理和价值观，以及工作

场所，还包括供应链、社区、消费者和投资

者。每章都为报告发布机构提供了参考意见，

供其根据自身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及其利益相关

方的关注采取具体时间。此外，每章都解释了

报告发布机构如何将这些实践与当前的GRI绩效

测度和附加指标结合起来。政策、实践以及报

告范例也进行了重点说明，以阐明问题。

虽然当前G3指南在其管理披露和指标中仅涵盖

了少数具体性别问题，本报告说明许多性别平

等问题的分析离不开报告发布机构提供的性别

细分数据。因此，本报告大大增加了G3指南中

的现有指标的性别相关度。反过来，报告发布

机构有机会根据当前G3指南中的性别指标提供

性别细分信息。

本报告表明，从性别角度正式更新GRI指南已成

当务之急。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机构需要围绕

如何援引当前指标和当前GRI管理方式披露和指

标规章以及如何披露性别相关信息的指导。此

外，报告发现，可能需要附加性别相关核心指

标。

展望未来，性别将成为GRI管治机构未来G3指南

正式更新版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同时，我们希

望，报告发布机构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将性别

相关信息融入未来报告，切实履行其创造性别

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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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性别相关国际公约、法律框架及国际政策
一览

联合国宪章序言

1945年联合国宪章写到，其目标是“保障基本

人权、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男女平等、大国和

小国的平等”。

查看宪章全文，请访问http://www.un.org/en/

documents/charter/index.shtml.

世界人权宣言

1948年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号召人人平等。

查看世界人权宣言，请访问

http://www.ohchr.org/EN/UDHR/Pages/ 

Introduction.aspx.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8/7号决议：人权及跨国公

司和其他企业秘书长特别代表指令。

2008年6月18日，直接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汇报

工作的商业及人权秘书长特别代表（SRSG）接

受特别委托，“将性别视角融入其工作，并特

别关注弱势群体，尤其是孩子。”

SRSG 在2009年向人权理事会汇报工作时建议

公司采用“持续的人权尽职调查流程，及时认

识、防范，并降低人权影响。”人权尽职调查

的四个元素也分别在本报告中进行了探讨：“

制定人权政策、评估公司活动的人权影响、家

价值观和发现融入公司文化和管理体系、以及

追踪并披露绩效”。

查看决议全文，请访问http://ap.ohchr.org/
documents/E/HRC/resolutions/A_HRC_RES_8_7.
pdf

查看SRSG在2009年4月22日向人权理事会递交的

报告：商业及人权：贯彻落实“保护、尊敬并

修复”框架，请访问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
org/SpecialRep Portal/Home/
ReportstoUNHumanRightsCouncil/2009

2009年6月29日召开专家协商会，确定何谓将

性别视角纳入SRSG引进的联合国商业及人权框

架。本次协商会讨论结果可登录如下地址查看

http://www.reports-and-materials.org/Gender-
meeting-for-Ruggie-29-Jun-2009.pdf 

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的女性歧视的公约

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的

女性歧视的公约，将之作为具有国际约束力的

法案，为男女平等提供基础，为各国采取行动

消除性别歧视制定了行动日程，同时还保护女

性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查看公约全文及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

儿童权利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CRC）主要关注儿童不可分割的

权利。CRC包括一系列原则，规定父母均有义务

抚养和教育儿童，父母和法律监护人应该在儿

童抚养责任中提供适当帮助。

查看公约全文，请访问

http://www2.ohchr.org/english/law/crc.htm

北京行动平台

1995年，联合国北京行动平台建立制定了女性

授权日程。北京平台秉承男女共享权利、共担

责任的原则，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工作场所抑

或国家和国际社会。北京行动平台将男女平等

视为人权问题和社会正义的前提。该平台认为

转变男女合作关系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

先决条件。北京行动平台旨在消除影响女性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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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和私营事务并全面、平等地参与经济、

社会、文化和政治决策的一切障碍。

北京行动平台与女性和经济相关的战略目标

是：

•  改善女性的经济权利和独立性，包括就业权

利、合理工作条件以及掌握经济资源的能

力；

•  方便女性平等获得资源、就业、市场准入以

及贸易权利；

•  提供商业服务、培训及市场准入、信息和技

术的获取，尤其针对低收入女性；

•  提升女性经济能力，拓展商业网络；

•  消除职业隔离和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以及

•  促进男女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和谐

查看北京宣言，请访问http://www.un.org/
womenwatch/daw/beijing/beijingdeclaration.
html

千年发展目标的千年宣言

千年宣言号召全面贯彻落实CEDAW和CRC。该

宣言不仅认识到有必要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参

与和强调性别平等在人类发展的核心地位，同

时还强调了实现这些目标的道德要求。千年发

展目标（MDGs）以及其他相关目标将性别视为

一个交叉的问题，能够推动其他目标的实现，

而不仅仅局限于性别相关目标。例如，有证据

表明，性别平等是健康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且

能够改善教育成效。

此处选择了四个指标，以便监控MDG的实现情

况，“促进性别平等，授权女性”

1. 在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中的男女比例

 

2. 年龄在15-24岁之间的男女文盲比例

 

3. 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女性比重

4. 国家议会中女性议员的比重

查看千年宣言全文，请访问http://www.un.org/
millennium/declaration/ares552e.htm.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MDGs can be found at http://
www.un.org/millenniumgoals/

国际劳工组织（ILO）公约

致力于促进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的主要的ILO公

约如下：

•  歧视（就业和职业）公约，1958（第111号）

•  平等报酬公约，1951（第100号）。本公约尤

其关注男女同工同酬。

•  具有家庭责任的雇员公约，1981（第156号）

，以及相关建议（第165号）http://www.ilo.
org/ilolex/cgi-lex/con vde.pl?R165

•  第175号公约（兼职）

•  第177号公约（家庭工作）74

•  母性保护公约，2000（第183号）。本公约早

前版本有第103号（1952）以及第3号 

(1919)。

•  结社自由以及保护组织权利（第87号）

•  组织和集体议价权利公约（第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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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别关注性别平等的公约包括哪些促进就

业、工作条件以及流动工人的相关公约。

查看最新公约和规章，请访问http://www.ilo.
org/ilolex

联合国全球契约

联合国全球契约是一个自发国际企业公民组

织，从一系列包括国际人权宣言和国际劳工组

织工作场所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在等的众多国

际宣言中提炼出十个原则。

Kilgour（2007）认为，虽然这十个原则并未

直接针对性别问题，联合国全球契约在其指导

原则中涉及到了性别平等。部分原因在于这十

个原则依据的众多国际工具包含很多性别平等

相关问题；此外，因为该契约是联合国文件，

因此同样致力于践行北京行动平台宣言和千年

发展目标。Kilgour的研究表明，全球契约签署

国迄今为止在其进展报告中尚未披露女性面临

的、正式工作场所以外的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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