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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银泰集团自1997年成立以来，在为股东、员工、客户、社会

创造价值的同时，积极履行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坚持绿色运营，

打造绿色建筑，倡导绿色采购，厉行节能减排，并通过公益基

金会平台，支持社会公益保护地的建设。 

银泰集团将实业与投资、商业价值与社会责任完美相结合，在

多个领域获得商业成功，成为中国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新商业典

范。银泰集团在创造商业文明和自身商业价值的同时，力求回

馈社会，凭借产业报国、回报社会的信念，着力承担社会责任，

成立了银泰公益基金会，倡导“平台思想、共享价值”的理念，

打造战略性公益事业。

前 言



银泰社会责任理念



“平台思想、共享价值”，是银泰集团

长期坚持、持续践行的责任理念。其内

涵在于将实业与投资、商业价值与社会

责任完美相结合，在创造商业文明和自

身商业价值的同时，力求回馈社会，凭

借产业报国、回报社会，着力承担社会

责任，打造战略性公益事业。

责任理念

在创始人兼董事长沈国军的带领下，

集团以银泰公益基金会为抓手，一

方面在企业内部大力倡导企业社会

责任理念，创新社会责任管理，推

行社会责任举措；另一方面，对外

持续捐赠资助，长期支持生态环保

等公益慈善领域发展。

责任规划

在责任理念的指导下，银泰集团强调

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实践，结合自

身实际，及时制定各项规划，逐步建

立和完善了集团社会责任方面的组织

体系、指标体系和能力建设，推进社

会责任与集团各项工作的全面融合。

责任机制



银泰社会责任实践



银泰集团坚持绿色发展、循环

发展和低碳发展，不断引领行

业发展和进步。银泰集团将永

续发展纳入集团的发展战略，

践行低碳环保，大力开展节能

减排，坚持绿色生产、绿色运

营和绿色办公，积极保护生态

的多样性，为维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坚持绿色运营



银泰集团一直坚持绿色运营理念，不

断优化日常管理，并制定和实施了可

持续场地管理和改善计划，为日常管

理设定了具体的可持续量化目标，研

究并确定了低成本的场地改造和提升

措施。北京银泰中心于2017年11月

荣获LEED v4 铂金级认证，成功跻

身绿色环保建筑示范行列，并成为国

内率先获得LEED-EB O+M v4 铂

金级认证的超高层综合体项目。

打造绿色建筑



银泰集团大力倡导绿色采购，在日常办公用品和运营采购中坚持“环境友好”理念，优先采购绿色有机产品，对于生态环境有伤害的产

品一律不采购。

纸张采购

办公用打印纸、厕纸选择

使用FSC(森林体系)认证

的可循环利用的产品

电子产品采购

打印机、电脑均选用

各品牌中Energy Star

认证过的系列产品

有机产品采购

银泰集团在采购茶歇等

办公产品时也优先采购

绿色有机产品

清洁产品采购

北京银泰中心在除冰除雪时

不使用化学除冰剂，日常清

洁也坚持采购绿色清洁产品

承诺绿色采购



整体节水率超过

40%

制定并实施节水策略，节约用水

节水

厉行节能减排

改造办公用水设施，将办公区桶装

水改为直饮水，减少用水浪费； 

北京银泰中心通过采用节水洁具使

其整体节水率超过了40%； 

北京银泰中心主要用水点设置了分

项计量的水表，可以明确知悉各处

用水量，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节水方

案，如果一旦发生漏水，可以第一

时间分析出关键点。



21000
更换传统光源

节约燃气约

30%

办公室夏季空调恒温设置26°，减少电量消耗； 

制定照明光源升级方案，采用高效LED光源更换酒店客房、

宴会、公区、后区以及写字楼、商场、公寓、等区域的

21000只传统光源，降低照明系统耗电量； 

采用新型节能炉头替换酒店的传统炉头，节能炉头能够使

燃料与空气混合后充分燃烧，火焰温度可提升10%，火焰

集中，热量损失小，节约燃气约30%左右； 

采用变频节能控制系统对锅炉循环水泵进行智能优化控制，

依据热水负荷变化情况自动调节循环水泵运行，节省循环

水泵耗电。同时，结合生活热水需求状况，调整锅炉运行

时间及热水温度设定，提高锅炉运行效率，节省锅炉燃气

消耗。

节能

厉行节能减排



银泰集团内部大力提倡电子化办公，

2018年集团内部优化OA系统，所有

部门年度绩效评价全部线上完成； 

集团内部提倡双面打印，节约大量办

公用纸； 

集团内部采用玻璃杯作为接待用杯，

杜绝一次性纸杯的使用。

节约纸张

厉行节能减排



公共交通出行率

86.3%

银泰集团2017年推出公务用车

共享制度，通过线上预约制度，

减少公车数量和公车使用频率，

减少公车带来的环境污染； 

银泰集团大力提倡公共交通，北

京银泰中心位于长安街金十字，

绿色出行十分便利，国贸站(1号

线、10号线交汇，地下通行)，

400米内50条公交线路，公共交

通乘坐比例高达86.3%。

绿色出行

厉行节能减排



废旧纸张回收：集团内部设立废旧纸张

的回收制度，将废旧报刊的纸张回收处

置； 

垃圾分类回收：集团建立垃圾分类回收

制度，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处理； 

废弃电子产品回收：电子产品淘汰后，

分类收集，统一回收，每个月由专业回

收公司来处理； 

景观绿化垃圾处理：委托专业处理公司

定期堆肥处理。

银泰集团在运营过程中非常重视资源的循环

利用，推出了各项资源循环利用的制度，尽

量实现各类废弃资源的循环利用，推动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循环利用



银泰集团与旧衣回收专业公益机构合作，

在集团内部发起倡议，提倡大家随手公益，

将闲置不用的旧衣物等物品及时捐赠， 避

免遗弃带来的环境污染。

一步公益，旧衣获新生。银泰集团利用

秋季运动会等内部各类型活动机会，实

现旧衣物100%回收，用于爱心捐赠、

慈善义卖或者回收再利用。 

闲置物品回收



银泰集团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将环境保护放

在各项工作的核心参考元素，因此在产品

使用时优选选择清洁产品。

室内清洁设备：室内清洁设备选用低噪

声绿色清洁设备（噪声分贝值控制在

68dBA以下）； 

室内清洁用品：室内清洁产品选择满足

EPA或GS要求的产品； 

虫害控制：优先选用替代性虫害控制方

法；无毒、低毒杀虫剂作为后备方案； 

肥料使用：北京银泰中心只使用有机肥

料或天然肥料。

使用清洁产品



生态景区建设

银泰旗下旅游景区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工

作，加大资金投入、加大管理力度，并

实施多项保护措施，旨在促进景区的可

持续发展，在多方的大力付出和科学、

有效的治理下，景区的生态环境改善明

显，并在人文资源保护、景区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成绩显著。 



投资1.6亿元，修复景点26处、建筑面

积3500平方米。其中文物类11处，对

历年来雁门关周边地区收集和出土的文

物分类进行馆藏； 

投资100万元建设6个垃圾集中收集站，

增设100多个与景区风格相协调的垃圾

桶，设立了20个吸烟区，配备了专用

吸烟垃圾桶； 

投资8300万元，完成水、电、路、桥、

坝、绿化等基础设施类项目13处。治

理河道和流域面积56000平方米、植

树500万株、播种花草籽2500公斤、

封山禁牧恢复植被面积20平方公里，

有效地保护了景区的生态环境。

生态景区建设

雁门关环境保护



投入300余万元生态保护资金，大力改

善植被修复、森林绿化、水流整改、土

壤保护、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动物

保护等方面的生态保护基础设施； 

投入35万元配置了相应设备，完成清

新空气监测网络功能站建设，进一步为

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提供支撑； 

投入100余万元综合防治，注射20300

支免疫剂防治12000余株松树，有效抵

制了各种病虫害的发生，确保森林资源

可持续利用； 

投入50万元提高树木品种的多样化，

添种2500株深山含笑、乐昌含笑、红

叶石楠等树种。

生态景区建设

溪口雪窦山保护



投资近300万元建设面积3100平方米

的农业废弃物再生利用基地，每年处理

2000吨废弃枝条、腐叶、杂草等农业

废弃物，产出1200吨生物有机肥，可

满足约800亩玫瑰种植生产用地及500

亩草本植物、绿化景观种植用地的土壤

持续改良。按3000元/吨计算，每年可

减少360万元有机肥料的投入费用； 

投资115万元设计建设日处理500吨污

水的污水处理站，避免对三亚青梅湾造

成水体污染。

生态景区建设

三亚玫瑰谷保护



银泰运营的三亚东锣岛景区通过人工守岛、

抵御破环、保护海洋生态等方式，使珊瑚

礁保护和恢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海域珊

瑚礁覆盖率明显提升。

投入100万元保护资金，安排专职人员

看岛守护，联合边防派出所，与海域炸

鱼、挖礁等破环珊瑚礁的犯罪行为进行

长期斗争； 

邀请国际专家开展海洋生物及礁盘勘测，

为保护和利用海洋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注重环保节能设计，规划建设污水处理

站，实现岛上污水零排放； 

通过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分类收集、打

包船运下岛进入陆地垃圾处理站。

生态景区建设

三亚珊瑚礁保护



银泰资源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将矿产

资源科学勘查、地质生态环境保护与自

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统一起来。严密监测

并制定有效措施保护矿业所在区域内大

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社会环境、

生态环境；对营运中产生的废气、废水、

噪声、固体废物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实

施可行、有效的环保措施，促进地方经

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银泰资源坚持把安全生产、员工关爱、

生态保护及社会责任融入可持续发展实

践中，旗下大柴旦矿业2018年荣获国

际SOS基金会“ 佳偏远地区医疗特

别提名奖”。

矿业生态保护



发起生态保护基金会：银泰集团一直以来支持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工作，2015

年，沈国军联合马云、马化腾等企业家在宁波共同发起设立了桃花源生态保护基

金会并担任执行主席，致力于环境的生态保护； 

捐资支持社会公益保护地建设：银泰公益基金会2017年捐资100万元，支持吉林

向海社会公益保护地建设，践行生态保护理念，支持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四川老河沟

四川八月林

吉林向海

银泰集团除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做好环境

保护工作之外，还非常关注和积极支持

环境保护公益事业。

社会公益保护地

安徽黄山



自2016年起，银泰公益基金会捐资100万

元，与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派克德基

金会等共同发起“蓝色先锋”计划，期望

于未来10年在中国培养超过100名从事海

洋保护的专业人才，并孵化出20个专业从

事海洋保护的中国本土机构。

2016年，第一期项目在北京大学启动，

并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社会公益管理硕

士、MBA、海洋专业学生中招收录取

了15名优秀学员； 

2018年，第二期项目在昆山杜克大学

启动，20名学员分别对辽宁凌海大凌

河口国家海洋公园、海南三亚太阳湾、

滨海湿地公益保护地、可持续渔业等课

题进行深入调研。

海洋公益人才培养



展望2019



银泰集团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上，银泰人一定不忘初心，发奋努力，团结奋进，大

力弘扬“正直、谦和、勤奋、进取”的银泰精神，在创造商业文明的同时积极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2019年，银泰集团将继续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继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基本国策，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自身力量。

2019展望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
北京银泰中心 银泰写字楼 M (4)层
foundation@china-yintai.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