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以食为天。餐饮行业牵动着亿万国民的饮食安全和营养健康，也连接着乡村振兴和农业发

展，是重大的民生工程。餐饮行业本身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纳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剩余

劳动力发挥了积极贡献，并推动了新型服务业（如外卖）和物流的发展。

因此，餐饮行业履行社会责任，响应商业向善倡议，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有着重大意义，亦有助于餐饮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实现餐饮企业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共同提

升。

基于此，长江商学院联合中国餐饮行业的先行者，以及监管机构、行业组织，率先发起“中国

餐饮行业商业向善倡议”。该倡议是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商业向善倡议”系列之一。我们希

望与行业内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通过公布各自在企业运营中的商业向善行动，尤其是那些超

越行业平均标准的努力，传播商业向善理念，共同构筑良好行业发展环境。

一、什么是商业向善？

“商业向善”指企业发掘其核心业务中的社会价值；并将其呈现在企业战略、业务发展以及资

源配置中；从而让企业通过创造社会价值，更好地实现商业价值，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成为

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与传统的公益、慈善不同，“商业向善”理念面向企业家，希望让企业家通过商业的力量解决

社会问题，实现因义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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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餐饮企业商业向善行动披露建议

诚挚邀请您加入我们，成为餐饮行业商业向善倡议的一员，从倡议的这几项议题来公布自己做

了哪些旨在超越行业平均水平的努力。

如果您想要加入餐饮行业商业向善倡议，或是已经参考该倡议发布相关报告，或者需要任何帮

助，请联系我们：xli@ckgsb.edu.cn。未来，我们将会打造商业向善知识库，展示企业的商

业向善实践，激励鼓舞更多同行企业。让我们携手一起推动中国餐饮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餐饮行业商业向善倡议内容

为引导和规范餐饮企业更好的践行商业向善，长江商学院基于对现有国际主流可持续发展标准

以及国内外头部餐饮企业聚焦的议题研究，组织了一系列行业商业向善的研讨沙龙。在多方的

积极讨论和努力下，最终形成了餐饮行业六大向善议题，如下（各项议题的详细内容请参考附

录二）：

1.  食品安全－确保食品安全，坚守餐饮企业的立足之本

2.  供应链管理－关注供应链的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链共同履行社会责任

3.  员工的发展与福利－重视人才培养，为员工提供实现价值的平台 

4.  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努力为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5.  环境改善－节能减排，减少浪费，持续改善环境

6.  其他维度（可选项）

如果您的企业已经发布过年度可持续发展/环境、社会与治理/社会责任报告，可将该

倡议的议题作为参考披露标准之一来呈现企业实践，并在报告正文后展示议题索引，

详见附录一《餐饮行业商业向善倡议索引》。

如果您的企业未发布过上述报告，可参考附录二《餐饮行业践行商业向善报告》参考

提纲来组织披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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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行业商业向善倡议索引
附录一

XX公司是长江商学院“中国餐饮行业商业向善倡议”的首批发起伙伴之一。我们希望与行业内志同道合

的伙伴一起，通过公布各自在企业运营中的商业向善实践，包括超越行业平均标准的努力，宣导商业价值

与社会价值的有机融合，构筑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为此，我们共同签署了“餐饮行业商业向善倡议”，

承诺在以下六个维度向公众展示我们的努力：食品安全；供应链管理；员工的发展与福利；优质的产品与

服务；环境改善以及我们其他与时俱进的努力。

在本索引中，您将看到本年度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报告中的内容如何与商业向善倡议对应。如果您

对其中某一倡议及我们所做的努力尤为关注，也可以借助本索引迅速在报告中定位到详细资讯。

这是XX公司加入长江商学院“餐饮行业商业向善倡议”发布的第X年。我们欢迎更多的伙伴们能加入我们

的队伍，在商业向善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披露议题/披露项

核心议题

 

1) 建立、完善食品安全检测标准体系

2) 建立溯源机制，保证食材来源

3) 披露食品安全监管相关信息

4) 其他：新技术、新手段的使用，以及超越现有标
准的做法

 

1) 创新采购模式，提高产品品质

2) 推动公平贸易，阳光诚信采购

3) 用ESG标准审核供应商，推动供应链履责

4) 其他：新技术、新手段的使用，以及超越现有标
准的做法

 

1) 以人为本的员工关怀

2) 通过制度创新，为员工和合作伙伴提供更好的发
展平台

3) 多元化与平等雇佣，融合用工

4) 其他：新制度的使用，以及超越现有标准的做法

1.食品安全－确保食品安全，坚守餐饮企业的立足之本

p.xx

p.xx

p.xx

p.xx

p.xx

p.xx

p.xx如员工为本

如公司治理

供应链管理

如产品责任

章节索引行动概述 页码索引

p.xx

p.xx

p.xx

p.xx

p.xx

2.供应链管理－关注供应链的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履行社会责任

3.员工的发展与福利－重视人才培养，为员工提供实现价值的平台



示例：九毛九国际控股“2021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之“参照标准”和“餐饮

行业商业向善倡议索引”

1) 通过创新，为顾客提供美味、营养均衡的食品

2) 通过人性化设计，提升客户体验

3) 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4) 其他：新技术或新手段的使用，以及超越现有标
准的做法

 

1) 通过创新，提升水、电、能源的使用效率，节能
减排

2) 通过技术创新和流程改进，减少食物浪费

3) 在门店设计、装修、产品包装等方面凸显环保理
念

4) 其他：新技术或新手段的使用，以及超越现有标
准的做法

1) 披露项一

2) 披露项二

4.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努力为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p.xx

p.xx

p.xx

p.xx

p.xx

如环境保护

如产品责任

供应链管理

p.xx

p.xx

p.xx

p.xx

p.xx

5.环境改善－节能减排，减少浪费，持续改善环境

6.其他维度（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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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行业践行商业向善报告》参考提纲
附录二

（一）报告说明（这部分放在头尾皆可）

1.报告时间范围、发布周期（年度）、报告组织范围（母公司、关联企业）

2.编制依据：参考长江商学院发起的《中国餐饮行业商业向善倡议》

3.报告获取和分享（邮箱、网站、公众号）

    （二）企业一般披露

1.企业简介：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包括品牌、产品、服务、地理分布等）

组织规模（包括雇佣人数等）

组织架构

成员资格（如XXX行业协会）

2.企业大事记/重要外部认可（可选）

如跻身“亚洲xx行业500强”、入选“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

企业xx项目荣获国务院扶贫办“企业扶贫优秀案例奖”

企业xx项目荣获202x年联合国妇女署“赋权予妇女原则”奖项

3.高管致辞：

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目标，创立餐饮品牌的初心，对商业向善的理解

  

 （三） 商业向善实践

1. 议题一：食品安全

议题说明：

食品安全是餐饮企业的立足之本。对餐饮经营者来说，做好食品安全管理，依据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来经   

营，既是《食品安全法》的要求，也是企业对社会和消费者担负的基本责任。

建议内容：

1) 建立、完善食品安全检测标准体系

2) 建立溯源机制，保证食材来源

3) 披露食品安全监管相关信息

4) 其他：保证食品安全的新技术或新手段，以及超越现有标准的做法

关键绩效数据（自愿披露）：

1) 对餐厅主要产品进行了xx次质量评估

2) 门店接受食品安全检查次数，门店餐具抽检次数



4. 议题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议题说明：

品质是品牌的生命线。卓越的企业都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丰富

品类结构，同时创新服务模式，致力于提高产品的可及度，以及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2. 议题二：供应链管理

议题说明：

餐饮企业需要确保供应链上的食品安全，采购优质的食材，并确保食材的稳定供给和质量水准。此外，餐

饮企业应重视供应链的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履行社会责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责任采购原

则，按照质量、环保标准筛选供应商，致力于防止和减轻供应链中的负面环境影响。

建议内容：

1) 创新采购模式，提高产品品质

2) 推动公平贸易，阳光诚信采购

3) 用ESG标准审核供应商，推动供应链履责

4) 其他：供应链上的新技术或新手段，以及超越现有标准的做法

关键绩效数据（自愿披露）：

1) 向本土供应商采购支出的比例 （适用外资品牌）

2) 对供应商进行了xx次食品安全和质量审核

3) 关键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审核比例

3. 议题三：员工的发展与福利

议题说明：

餐饮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按《劳动法》相关规定，企业需要尊重和保护员工的各项

合法权益，包括薪酬与福利、员工的健康与安全等。同时，“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也是联合国17项可持

续发展目标之一。当前，人才培养和文化建设已经上升到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高度。

建议内容：

1) 以人为本的员工关怀

2) 通过制度创新，为员工和合作伙伴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

3) 多元化与平等雇佣，融合用工

4) 其他：新技术、新手段的使用，以及超越现有标准的做法

关键绩效数据（自愿披露）：

1) 男性与女性员工月工资中位数/平均数差异

2) 融合用工餐厅数量、涉及城市、雇佣残障员工数量

3) 全职员工人均培训时长和培训投入

4) 餐厅员工健康证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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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内容：

1) 通过创新，为顾客提供美味、营养均衡的食品

2) 通过人性化设计，提升客户体验

3) 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4) 其他：新技术或新手段的使用，以及超越现有标准的做法

关键绩效数据（自愿披露）：

1) 菜品投诉次数

2) 门店服务投诉次数

3) 门店环境投诉次数

5. 议题五：环境改善

议题说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气候变化、森林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趋严峻，环境保护已成为企业义不容辞

的责任。近年，国家不断提高环保标准，对能源管理、水资源消耗、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利用、排放物管

理和污染治理等方面均做出严格的规定。中国政府还承诺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争取

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应当始终践行环保责任，就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识别供应商环境影响等议题开

展更加积极的行动，打造绿色企业，守护地球和绿水青山。

建议内容：

1) 通过创新，提升水、电、能源的使用效率，节能减排

2) 通过技术创新和流程改进，减少食物浪费

3) 在门店设计、装修、产品包装等方面凸显环保理念

4) 其他：新技术或新手段的使用，以及超越现有标准的做法

关键绩效数据（自愿披露）：

1) 门店平均用电量、用水量

2) 温室气体排放量

3) 减少纸质包装及塑料包装量

6. 议题六：其他维度（欢迎补充）

议题说明：

建议内容：

关键绩效数据（自愿披露）：

 （四）内容索引或者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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