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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简介
大连万达集团创立于1988年，形成商业地产、高级酒店、文化旅游、

连锁百货四大产业。2012年，企业资产3000亿元，年收入1417亿元，

年纳税202亿元，净利润超过100亿元。已在全国开业66座万达广场、

38家五星级酒店、6000块电影屏幕、57家百货店、63家量贩KTV。

2015年目标：资产4000亿元，年收入2500亿元，年纳税300亿元，

净利润200亿元。

　

二、万达核心理念 / 价值观 / 使命
万达核心理念：国际万达，百年企业

万达核心价值观：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企业价值高于员工个人价	 	

	 	 															 值，社会价值高于企业价值

万达企业使命：共创财富，公益社会

不管党和国家是否对万达提出要求，也不管人民群众是不是对万达

提出要求，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要做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和典范。

万达就是应该做既有规模、又有品牌、又有良好社会责任形象的企业，

让世界看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是这样的。

万达已经是世界级企业，为什么还要发展？我为什么还在奋斗？社

会企业就是我们的答案。万达的发展，不光是为自己，更是为社会做贡

献，奋斗创造的财富最终要还给社会。

企业简介董事长致辞

万达集团总部——北京 CBD 万达广场

王健林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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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简介

本报告回顾了万达集团2012年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及绩效，

搭建起与各利益相关方沟通的平台。

2、编制原则

万达集团进行利益相关方识别，关注利益相关方的要求与期望，理

解、分析行业、社会、全球环境下的机遇与挑战，充分考虑公司的四大

产业以及整体运营情况，确定报告内容所应包含的实质性议题，从而形

成本报告。

3、时间范围

本报告为年度报告，报告期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4、报告范围

以集团公司为主体，同时涉及部分子公司。

5、数据来源

报告中所使用数据均来自万达集团正式文件和统计报告。

6、指代说明

为便于表述，“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报告中也以	“万

达集团”、“万达”、“集团”或“公司”表示。

7、报告获取

您可在万达集团网站下载报告的电子文档。

网址为 :	http://www.wanda.cn。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报告概况

一、 企业社会责任观
万达集团认为：企业分三种，第一种企业只顾赚钱，甚至为赚钱不择手段。第二种

企业守法赚钱，有社会责任感，肯做善事。第三种企业为社会而存在、发展，发展的终

极目标是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做贡献，这种企业称为社会企业。万达集团把做社会企业

作为企业追求的最高目标。

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基础层面，企业必须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

包括守法经营、依法纳税、生产合格产品等；二是道德层面，企业要履行社会道德要求

的责任，包括关爱员工、慈善捐助、保护环境等。企业社会责任的重点会随着企业自身

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企业应对社会当下的诉求做出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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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制度
万达集团建立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体系，包括《慈善捐赠管理规定》、《扶贫、

义工活动管理规定》等。

四、利益相关方管理
万达集团是跨区域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拥有8万员工，超过5000家的合作商家，

在全国100多个城市拥有经营项目，2012年有近10.6亿人次的顾客进入万达广场购物

消费。万达集团的经营管理对众多利益相关方产生持续影响，万达集团通过与各利益相

关方进行沟通和交流，明确利益相关方的要求与期望，并做出积极回应。

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构
万达集团总裁办公会负责研究、制定万达集团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目标及

发展规划，策划重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发布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万达集团企业文化部负责万达集团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组织协调和规划的具

体落实，指导各子公司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工作。

万达集团先后组织编写了企业文化手册、道德修养手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每年出版万达故事集，发行企业内刊（月刊），传播万达的责任理念，展示优秀

责任实践，提高员工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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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万达集团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更加突出，

在创造就业、缴纳税收、绿色低碳、慈善捐赠、义工

服务等方面，向社会交出一份优秀的答卷。

2012 年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青岛李沧万达广场创造就业 5932 人绵阳涪城万达广场创造就业 7363 人 福州仓山万达广场创造就业 8659 人

万达集团2012年开业18个万达广场、12家五星级酒店，新增城市服务业就业岗位10.7万人，其中大

学生2.59万人，2012年万达一家企业占全国当年新增就业岗位总数的近1%。万达集团累计创造就业岗位

43万人，其中大学生12.5万人。

2012 年，万达集团新招聘员工 13544 人，全集团员工总数达 78530 人，其中海外员工近两万人。

EMPLOYMENT一、创造就业



1110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达集团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万达武汉项目公司被湖北省

评为全省地税行业纳税龙头。

 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管理

公司被吉林省评为 A 级纳税人。

 西安民乐园万达百货被陕

西省评为 A 级纳税人。

2012年，万达集团国内纳税202.1亿元，同比2011年增长23.7%，纳税额在全国民营企业中继续名列前茅。

二、缴纳税收

万达集团将合法足额纳税列入下属子公司的考核指标，由于贡献突出，万达多个地方公司被所在城

市政府评为纳税先进。

万达集团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 2012 年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纳税排名第三。

TAX二、缴纳税收

17 个万达广场取得绿建设计标识认证

 2012 年 3 月，万达集团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并主办“大型商业建筑的节能运行与监管”

分论坛，出版绿建节能特刊，展示了万达在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领域的先进成果。

1. 全面实现绿色目标
2012年，万达集团绿建节能工作按计划全面完成，达到节能战略目标要求。

2012年，万达集团共有17个万达广场、10个万达酒店、12个住宅项目获得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绿

色建筑设计”认证，10个万达广场获得住建部“绿色建筑运行”认证。万达学院获得住建部“绿色建筑运行”

三星级认证，是全国唯一同时获得“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和运行认证的项目。万达在绿色低碳方面的成就

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企业。

GREEN三、绿色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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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万达酒店获得绿建设计

标识认证

12 个万达住宅项目获得绿

建设计标识

10 个万达广场获得绿建运

行标识
 万达学院获得绿色建筑运行三星认证，成为全国唯一设计和运行都获得绿建三星认证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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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建节能重大突破
2012年万达集团的绿建节能工作实现4项重大突破。

10 个万达广场首次获得“绿建运行标

识”认证，实现了国内大型商业购物中

心绿建建筑运行标识零的突破。相比设

计标识，运行标识的获得更难，要求建

筑运行一年以上，并现场核查合格才能

授予。运行标识是对建筑绿色水平的真

实检验，获得运行标识的建筑才能称得

上真正的绿色建筑。

万达商管及百货总部能源管理平台建成

并投入使用。截至 2012 年底，万达集

团能源管理平台覆盖了北京石景山、上

海江桥、广州白云等 21 个万达广场，

20 家万达百货门店，包括 360 余台采

集终端、上万台计量表具，运行能耗数

据通过专网上传至集团总部数据中心，

各地门店的能耗指标可在商管总部的监

控大屏上实时显示，形成国内覆盖面最

广、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商业建筑能耗监

控网络系统。
 天津万达中心住宅项目获得 2 星级绿建设计标识，万达住宅项目首次获 2 星级绿建设计标识。

 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一期酒店获得绿色建筑设计标识，万达酒店首次获得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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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由万达集团捐赠 2 亿元兴建，是国内最大一笔中学教育捐款。成都七中万达学校是一所园林式寄宿制学校，

软硬件水平均达到国内一流标准，配备的信息化教室可实现网络同步教学。2012 年万达除了继续出资 5000 万元完成建设以外，

还捐资 200 万元，作为奖教基金，用于奖励优秀教师。

 2011年7月，万达集团决定三年内出资6亿元，支持中国足球振兴，2012年度向中国足球捐款1.6亿元。图为万达集团支持的“中

国足球希望之星”赴西班牙留学。

2012年，万达集团慈善公益事业捐赠现金3.9亿元，累计现金捐助超过31亿元，是全国捐助最多的民

营企业。	

2012 年 7 月 25 日，万达集团向北京

市慈善协会捐款 1000 万元，用于北京

“7·21”特大暴雨灾害救灾。

万达集团２０１２年春节向大连市慈善总

会捐款1000万元，用于大连市“送温暖、

献爱心”活动，发放给大连市城区低保

家庭和困难职工。万达集团已连续 6 年

在春节期间向大连困难群众送温暖、献

爱心，累计捐款达 2800 万元。

万达集团每到一地开发项目，都要捐款

支持当地教育和扶贫事业，成为企业的

一项优秀传统。2012 年，万达集团各

地公司累计捐款 1447 万元。

CHARITY四、慈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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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万 达

集 团 获 2011 年 度 中

华慈善奖“最具爱心

捐赠企业”奖，成为

全国企业中唯一六获

中华慈善奖的企业。

2012 年 9 月，万达集

团获首届“辽宁慈善

奖”“最具爱心捐赠企

业奖”，万达农民工援

助基金获“最具影响力

慈善项目奖”。

 2012 年 7 月，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开业，向白山市捐款 2000 万元建立文化发展基金。

 ２０１２年，万达集团首次组织优秀义工评选，评选出优秀义工 100 名，并与优秀员工一起在年终受到表彰奖励。

“万达义工”建立了完善的组织体系。万

达集团企业文化部是“万达义工”的组织

管理机构，负责对全集团的义工活动进行

统筹安排。

成立于2006年的“万达义工”是中国首个由民营企业发起成立的义工组织，目前已成为全国成员最多、

分布区域最广、组织最完善、影响力最大的企业义工组织，已累计组织义工活动数千次，参加人次逾20万。

2012年，万达集团共组织义工活动761次，60932人次参加，首次评选100名优秀义工给予表彰。

VOLUNTEER五、义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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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集团积极创新义工活动形式，注

重让大家在义工活动中受到心灵震

撼。2012 年 10 月举行的集团总部义

工陪同盲人爬长城活动，大家普遍反

映很受教育。

万达集团专门研发了义工管理信息系

统，可以统计每个人、每个公司义工

活动的情况。万达集团还经常将义工

活动的优秀案例通过集团内刊、网站、

手机报、公益微博刊登，激发员工的

积极性。

2012 年 12 月，“万达义工”获北京

市社工委、北京市慈善义工协会颁发

的“最美慈善义工十大榜样团体奖”。  为了让员工享受到企业的发展成果，万达集团推出优秀员工休假制度，每年评出数百名优秀员工，给予他们及其家人报销两人

往返机票及住宿费，任选各地万达酒店度假。

2012 年，万达集团举行培训 3.76 万次，

参训 82.9 万人次，万达集团投资 7 亿元在

河北省廊坊市建设的万达学院培训管理人员

16100 人次，累计 4.9 万人·天，深受员工

欢迎。

万达集团视人才为企业的核心资本，发展成果首先惠及员工。员工在万达不仅物质待遇好，还长本事、

长幸福指数。2012年万达44%的高管涨薪，薪酬平均增长17%。基层员工100%涨薪，薪酬平均增长8.1%。

BENEFITS六、关爱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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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集团员工食堂免费向员工提供一日三

餐，而且食堂经营不准外包，保证食品安

全和饮食质量。万达在北京延庆建设了全

国最好的有机农场，专为北京地区总部员

工提供绿色有机食品。

 2012 年 12 月，万达集团获“2012 中国最佳人力资源

典范企业” 、“2012 最佳企业社会责任典范”、“2012 最

佳人力资源管理团队典范”称号，连续四年获此荣誉。该评

选由中国最大的人力资源服务商前程无忧发起，是中国规模

最大、最具权威性的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评选活动。

 2012 年 2 月，万达集团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电视台、

智联招聘联合评选的“中国年度最佳雇主（2011）”奖、

“中国年度最受大学生关注雇主（2011）”奖。全国共有

1100 家企业参选，万达是唯一获奖的房地产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