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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数字技术可以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强大推动者。但是，在

世界范围内，在获取技术、数字技能、包容性技术发展，以及在线风险和

危害的承受能力方面存在分歧，这减慢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力。尽

管公司的方法和承诺水平各不相同，但它们在如何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工具方面均正在迅速发展。作为全球问责机制，可公开

获得的基准，是朝着了解公司在该领域影响的现实迈出的重要第一步。 

 

尽管正在取得进展，但低收入人群、残疾人、少数民族、发展中国家的人

们、农村社区和其他边缘群体，在数字包容性方面的立足处于不平等状态。 

世界上将近一半的人口处于离线状态，而且数十亿人仍没有手机。绝大多

数ICT生态系统集中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尤其是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

家被排除在外。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采用5G、物联网和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的速度要快得多。  

 

在引致成立世界基准联盟（WBA）的全球磋商中，数字系统公司被认为是实

现SDG最具影响力的公司类别之一。

 
 
 
数字包容基准（DIB）是WBA更广泛工作的一部分，该工作旨在衡量和排

名2000家最具影响力的基石公司，以评估它们如何在七个关键系统转型

中为SDG做出贡献。 

 

该报告列出了DIB方法论。它概述了16个指标以检查和评估公司在整个数

字系统中，从硬件到软件以及从电信服务到平台的政策、流程、性能和

披露。基准涵盖的关键数字包容主题包括获取、技能、使用和创新。 

 

联合国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169

个相关子目标，并于2015年9月被193个国家采用，以作为全球社会转型

的全面蓝图。除了政府和民间社会，《2030年议程》也设想了企业的重

要作用。因此，许多平台和机制已经被建立起来，以促进私营部门参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成千上万的公司已经承诺通过具体项目支持

《2030年议程》，其中许多是数字系统公司。但是，缺少一种系统的方

法来追踪公司通过数字包容来推动实现SDG的努力。WBA试图通过基于广

泛的现有标准和框架来弥补这一缺失。DIB方法是公开可用的，所有人均

可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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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该报告列出了DIB方法论。它概述了16个指标以检查和评估公司在整个

数字系统中，从硬件到软件以及从电信服务到平台的政策、流程、性能和

披露。” 
 
 

 

 

这样一来，未包含在基准中的数字公司也将能够评估自己的表现水平。同

时，外部利益相关者可以与它们评估的公司合作，也可独立开展评估。  

 

到2020年底，我们将发布首个DIB结果和排名。它将重点介绍数字系统中

100家最具影响力公司的最佳实践，以激发更广泛的效仿。这种点对点的

学习机会有可能快速追踪整个行业的数字包容工作。基准还将强调公司可

以做的更多事情或与他人合作的地方。此外，DIB将作为该行业的路线图，

指导新的和更细致的对话，以在数字领域内引发更多的系统问责制和先锋

变革。最后，DIB将为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和决策者等数字领域以外

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必要的数据和见解，以采取行动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

鼓励可持续的商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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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数字包容基准？ 
 
 

 

数字包容基准（DIB）追踪公司如何帮助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数字经济和社

会。公司的承诺、披露和绩效将在以下四个评估领域进行评估：改善获取、

增强技能、建立信任以促进有益的使用，以及公开、可持续和符合道德的

创新。 

 

DIB将免费提供给公众，每年发布一次，并与世界各地的政府、投资者和

民间社会利益相关者广泛共享，其中包括代表着管理6.3万亿美元资产的

128个WBA盟友。第一年的基准将评估全球100家最具影响力的数字技术公

司，例如在线平台、网络提供商和设备制造商。到2023年，基准范围将增

加到200家公司，包括SDG2000（即WBA列出的对SDG最具影响力的2000家公

司）中的所有数字技术公司。  

 

DIB是新颖的，但也认可私营部门既有的围绕数字包容性计划。通过它们

的商业运作、政策倡导和企业宣传，许多公司已经做出承诺并采取行动改

善服务欠佳群体的获取权限、支持数字化技能发展、改善学校连接、践行

开放创新、共享大数据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其运营市场贡献经济价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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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准还强调公司需要加强有关数据保护、网络安全、儿童在线保护，以

及道德和包容性研究与开发——这些被广泛认为是积极转变数字系统，从

而加快实现SDG的关键问题。 
 
冠状病毒大流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数字技术为社会带来的力量和

潜力。在允许的情况下，宽带连接通过允许部分劳动力继续远程工作，并

且学生可以继续在线学习，从而在面对检疫和社会隔离措施的情况下帮助

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在展示案例中，数字技术实际上可以挽救生命。例如，

远程医疗使孤立的人可以从医护人员那里获得建议，而3D打印显示出有望

作为医疗呼吸机短缺的快速解决方案。最后，互联网使我们能够维持虚拟

但仍然深厚的人际关系，分享我们的悲伤、集体不确定性和团结的希望。 
 
不幸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被排除在数字经济及其收益之外。数字化

发展高度不平衡。据估计，全球只有一半的人口使用互联网。1 并非所有国

家和地区都能轻松利用大数据，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仅占世界数据中心的

5％。2 最不发达国家即使在基本的数字技能方面也很落后，据说只有不到

四分之一的人拥有这种技能；而在发达国家，则超过四分之三。 3

 
 
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存在的这些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经济不平等，威胁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冠状病毒大流行也使滥用数字技术所引起的潜在危险变得突出。在爆发期

间，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在线虚假信息尤其威胁生命。使用非匿名位置数

据进行联系人追踪，需要在隐私风险和用于流行病控制的更好数据之间进

行谨慎的平衡。同时，零散工和共享经济对失业救济、病假和健康保险等

社会保障的影响，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世界迫切需要一个人人参与、可信赖、安全和有弹性的数字系统。各国政

府、民间社会和投资者逐渐认识到，数字技术公司凭借其专有技术和资本，

既有能力也有道德和义务为这一积极的转变做出贡献。 

 

一些数字技术公司已经加紧努力，在这场健康和经济危机之前和期间，对

自己的工人、供应商、客户、社区和全球社会表示关怀。尤其是在最贫穷

的地区和国家，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改善对数字技术的获取、增强数字

技能、建立信任以促进对数字技术的有益使用，以及公开、可持续和符合

道德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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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迫切需要一个人人参与、可信赖、安全和有弹性的数字系统。各

国政府、民间社会和投资者逐渐认识到，数字技术公司凭借其专有技

术和资本，既有能力也有道德和义务为这一积极的转变做出贡献。” 
 

 

 

 

DIB为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展示它们对包容性数字经济的贡献，并审视

彼此的最佳实践，以便了解和改进自己的短处。该基准还为数字部门提供

了一个途径，以围绕数字包容形成一个全球实践社区，并协调和统一行动。 

 

根据已经公开或可以公开的信息，对所有公司进行评估。通过密切参与基

准过程，公司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其在全球同行和主要竞争对手方面的表现。

除了能够获得对结果可上诉的机会以外，积极参与的公司还可以从有关指

标和方法的更紧密指导中受益，并且WBA会在更新基准的未来迭代时仔细

考虑其投入。 

 

下一节将讨论要进行基准的公司，以及如何选择它们。最后一部分说明如

何评估公司，并详细说明每个指标的基本原理和最佳实践期望。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7 

什么是数字包容基准？ 
 

··+ 7

 
 

“世界迫切需要一个人人参与、可信赖、安全和有弹性的数字系统。各

国政府、民间社会和投资者逐渐认识到，数字技术公司凭借其专有技

术和资本，既有能力也有道德和义务为这一积极的转变做出贡献。” 
 

 

 

 

DIB为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展示它们对包容性数字经济的贡献，并审视

彼此的最佳实践，以便了解和改进自己的短处。该基准还为数字部门提供

了一个途径，以围绕数字包容形成一个全球实践社区，并协调和统一行动。 

 

根据已经公开或可以公开的信息，对所有公司进行评估。通过密切参与基

准过程，公司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其在全球同行和主要竞争对手方面的表现。

除了能够获得对结果可上诉的机会以外，积极参与的公司还可以从有关指

标和方法的更紧密指导中受益，并且WBA会在更新基准的未来迭代时仔细

考虑其投入。 

 

下一节将讨论要进行基准的公司，以及如何选择它们。最后一部分说明如

何评估公司，并详细说明每个指标的基本原理和最佳实践期望。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7 

什么是数字包容基准？ 
 

··+ 6

 
 
该基准还强调公司需要加强有关数据保护、网络安全、儿童在线保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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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大流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数字技术为社会带来的力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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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医疗使孤立的人可以从医护人员那里获得建议，而3D打印显示出有望

作为医疗呼吸机短缺的快速解决方案。最后，互联网使我们能够维持虚拟

但仍然深厚的人际关系，分享我们的悲伤、集体不确定性和团结的希望。 
 
不幸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被排除在数字经济及其收益之外。数字化

发展高度不平衡。据估计，全球只有一半的人口使用互联网。1 并非所有国

家和地区都能轻松利用大数据，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仅占世界数据中心的

5％。2 最不发达国家即使在基本的数字技能方面也很落后，据说只有不到

四分之一的人拥有这种技能；而在发达国家，则超过四分之三。 3

 
 
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存在的这些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经济不平等，威胁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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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联系人追踪，需要在隐私风险和用于流行病控制的更好数据之间进

行谨慎的平衡。同时，零散工和共享经济对失业救济、病假和健康保险等

社会保障的影响，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世界迫切需要一个人人参与、可信赖、安全和有弹性的数字系统。各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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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能力也有道德和义务为这一积极的转变做出贡献。 

 

一些数字技术公司已经加紧努力，在这场健康和经济危机之前和期间，对

自己的工人、供应商、客户、社区和全球社会表示关怀。尤其是在最贫穷

的地区和国家，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改善对数字技术的获取、增强数字

技能、建立信任以促进对数字技术的有益使用，以及公开、可持续和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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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SDG的影响最大。这些公司是公开上市、私有或国有。每家公司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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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公司将被基准？ 

 
 
 
关键标准 
WBA确定了使社会和经济走上可持续道路的七项系统转型：粮食和农业、循

环、脱碳与能源、数字、金融、城市，以及支撑它们的社会转型。这些系统

转型为WBA提供了制定公司基准的战略框架。 

 

在每次转型中影响最大的公司被视为基石。这是建立在基石参与者理论基础

之上的，基石参与者是指对其运作所处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具有不成比例影响

力的组织。
4
 这些基石公司将成为变革的催化剂，其行动对于更广泛、系统

的转型至关重要。五大原则已被建立起来以确定基石公司（图2）。

 

 
 
 
 
 
图 2：WBA对于基石公司的原则 

 
 
        

    11    在特定行业主导全球生产或服务的收入和数量的公司 
 

1  
 
 

    22    控制全球相关生产和/或服务供应领域的公司 

 
2  

  
   33     通过子公司和供应链连接全球（生态）系统的公司 
 

3  
 
    44    影响全球治理流程和机制的公司 

 
4  

5  
 
                                                                                                                                55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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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公司将被基准？ 
 

 无 

为了确保地理多样性，第五项原则对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放宽了

要求。一百家基石公司被选为首批DIB公司（DIB100），包括上市公司、

私人和部分国有企业。其中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公司，其中39家

在《财富》全球500强中。
5
 每天有数十亿人正在使用它们的产品。 

同时，通过公司总部、子公司、供应链和其他可以购买和使用其产品的地方，

DIB100的影响范围几乎遍布全球（图3）。 

图 3: DIB100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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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公司将被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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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公司将被基准？ 
 

 
 

按行业划分的DIB100中包含的公司完整列表，包括国家总部、2019财年收

入和2018财年员工数，如下所示。 

 
 
 
表1：第一层公司：硬件

 
 

公公司司 总总部部 2019财财年年收收入入（百万美元） 2018 财财年年员员工工数数（000） 
AMD 美国 6,731 10 

苹果 美国 260,174 132 

博通 美国 22,597 15 

思科 美国 51,904 74 

戴尔 美国 92,154 157 

EchoStar 美国 1,886 2 

爱立信 瑞典 24,023 95 

富士康 台湾， 中国 175,508† 863 

惠普 美国 58,756 55 

华为 中国 109,009† 188 

英特尔 美国 71,965 107 

联想 中国 51,038† 57 

诺基亚 芬兰 26,101 103 

英伟达 美国 10,918 13 

高通 美国 24,273 35 

三星 韩国 197,684 310 

SK hynix 韩国 23,158 33 

SpaceX 美国 ... ... 

Texas Instruments 美国 14,383 30 

台积电 台湾， 中国 34,594 49 

Western Digital 美国 16,569 72 

小米 中国 26,438† 17 

中兴 中国                                                  13,132 68 
 

注意： ...= 未可获取。© 2018 财年。来源于公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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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公司将被基准？ 
 

 无 

为了确保地理多样性，第五项原则对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放宽了

要求。一百家基石公司被选为首批DIB公司（DIB100），包括上市公司、

私人和部分国有企业。其中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公司，其中39家

在《财富》全球500强中。
5
 每天有数十亿人正在使用它们的产品。 

同时，通过公司总部、子公司、供应链和其他可以购买和使用其产品的地方，

DIB100的影响范围几乎遍布全球（图3）。 

图 3: DIB100的分布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10 

总部 

子公司 



13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哪些公司将被基准？ 
 

表 2: 第二层公司: 电信服务 (1) 
 

公公司司 总总部部 2019财财年年收收入入（百万美元） 2018 财财年年员员工工数数（000） 

América Móvil 墨西哥  52,303 189 

AT&T 美国                                               181,193 268 

Axiata 马来西亚  5,938 12 

Bharti Airtel 印度 11,812 20 

CenturyLink 美国  22,401 45 

中国移动 中国 107,947 459 

中国卫通 中国 407 ... 

中国电信 中国 54,375 281 

中国联通 中国 42,043 261 

Comcast 美国 108,942 184 

Deutsche Telekom 德国 90,152 216 

Digicel 牙买加 ... ... 

Etisalat 阿联酋 14,210 ... 

GTT 美国 1,728 3 

Jio 印度 5,679 ... 

KDDI 日本 46,009 42 

Millicom 卢森堡 4,336 21 

MTN 南非 10,483 19 

MTS 俄罗斯联邦 7,354 65 

NTT 日本 107,587 303 
 

注意： ...= 未可获取。© 2018 财年。来源于公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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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公司将被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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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富》全球500强中。
5
 每天有数十亿人正在使用它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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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 not available. † = FY2018. Sourced from company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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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公司将被基准？ 
 

表 2: 第二层公司: 电信服务 (2) 
 

公公司司 总总部部 2019财财年年收收入入（百万美元） 2018 财财年年员员工工数数（000） 

Ooredoo 卡塔尔 8,219 16 

Orange 法国  47,284 136 

电讯盈科 香港  4,788 24 

PLDT 菲律宾  3,266 17 

Rogers 加拿大 11,360 26 

Safaricom 肯尼亚 2,471 5 

Singtel 新加坡 12,879 24 

SK电信 韩国 15,224 40 

软银 日本  86,961 77 

塔塔通信 印度 2,416    11 

Telecom Italia 意大利 20,121 58 

Telefonica 西班牙   54,207 122 

Telenor 挪威  12,947 21 

Telia 瑞典  9,089 24 

Telkom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9,187† 24 

Telstra 澳大利亚 19,310 35 

Türk Telekom 土耳其 4,170 33 

Veon 荷兰  8,863 46 

Verizon 美国 131,868 145 

Vodafone 英国  58,258 92 
 

注意： ...= 未可获取。© 2018 财年。来源于公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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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公司将被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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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公司将被基准？ 
 

表 3: 第三层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 (1) 
 

公公司司 总总部部 2019财财年年收收入入（百万美元） 2018 财财年年员员工工数数（000） 

Adobe 美国 11,171 21 

Airbnb 美国 ... 3 

Akamai 美国 2,894 8 

阿里巴巴 中国 56,960 102 

Alphabet（谷歌） 美国 161,857 99 

亚马逊 美国 280,522 648 

百度 中国 15,545 42 

Booking Holdings 美国 15,066 25 

字节跳动 中国 ... ... 

Citrix 美国 3,011 8 

Cloudflare 美国 287 1 

Digital Realty Trust 美国 3,209 2 

eBay 美国 10,800 14 

Equinix 美国 5,562 8 

Facebook 美国 70,697 36 

Grab 新加坡 ... ... 

HCL 印度 8,836 138 

IBM 美国 77,147 351 

Infosys 印度 11,799 228 

京东 中国  83,488 179 
 

注意： ...= 未可获取。© 2018 财年。来源于公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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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公司将被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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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一百家基石公司被选为首批DIB公司（DIB100），包括上市公司、

私人和部分国有企业。其中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公司，其中39家

在《财富》全球500强中。
5
 每天有数十亿人正在使用它们的产品。 

同时，通过公司总部、子公司、供应链和其他可以购买和使用其产品的地方，

DIB100的影响范围几乎遍布全球（图3）。 

图 3: DIB100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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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公司将被基准？ 
 

表 3: 第三层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 (2) 
 

公公司司 总总部部 2019财财年年收收入入（百万美元） 2018 财财年年员员工工数数（000） 

Jumia 尼日利亚 180 5 

美团点评 中国                                                  14,114 58 

MercadoLibre 阿根廷 2,296 7 

Microsoft 美国 125,843 131 

Naspers 南非 3,291 20 

网易 中国 8,573 23 

Netflix 美国 20,156 7 

Ola 印度 ... ... 

Oracle 美国 39,506 136 

PayPal 美国 17,772 22 

Salesforce 美国 17,098 35 

SAP 德国 30,845 96 

新浪 中国 2,163 9 

Spotify 瑞典 7,572 4 

腾讯 中国 54,600 54 

Twitter 美国 3,459 4 

Uber 美国                                                  14,147 22 

 
 
注意： ...= 未可获取。© 2018 财年。来源于公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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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公司将被基准？ 
 

 无 

为了确保地理多样性，第五项原则对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放宽了

要求。一百家基石公司被选为首批DIB公司（DIB100），包括上市公司、

私人和部分国有企业。其中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公司，其中39家

在《财富》全球500强中。
5
 每天有数十亿人正在使用它们的产品。 

同时，通过公司总部、子公司、供应链和其他可以购买和使用其产品的地方，

DIB100的影响范围几乎遍布全球（图3）。 

图 3: DIB100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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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测量领域 
DIB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启迪之下，并根据研究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相关

指标，在四个测量领域（获取、技能、使用和创新）评估公司绩效。 
WBA范围界定报告中曾介绍过测量领域。 7 

 
 

图 5：数字包容测量领域 
 
 
 
 
 
 
 

 
  
技能 使用 

 
 
 
测量领域可以被设想为实现数字包容的一组相互关联的动作（图5）。 

在利益相关者期望采取行动以及数字公司可以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每

个人都面临挑战。测量领域以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的方式连接在一起。

获取是起点；如果无法获取，人们将无法使用数字技术。然后需要技能

才能从这种获取中受益。使用范围受许多因素影响，信任是最关键的因

素之一。先进的技能和使用有助于触发创新，从而带来应用数字技术的

新方法。可持续的数字包容是指拥有高度数字产品获取的社会；具有安

全使用数字产品以谋取个人、社会和经济利益的技能；有机会创造创新

的数字产品；所有这些活动均以道德和可持续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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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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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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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数数字字包包容容基基准准 （（DIB）） 

获获取取 技技能能 使使用用 创创新新 

数字获取 女性和女孩的

数字包容性 
 

价值分配

 
 

基础 中级 网络安全 
问责制 个人数据责任 开放创新 技术生态 

系统 

学校连接 

可可持持续续发发展展目目标标 （（SSDDGG）） 

 
 

DIB的指标设计还参照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目标构成了国际社会

认可的追踪2030年进展的主要框架。数字技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 考虑到数字技术的跨领域影响，因此没有特

定的数字SDG。    

 
DIB指标以各种方式连接到特定的SDG。有时与SDG追踪指标有明显的

相似性（例如，“4.4.1具有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技能的青年和成年

人的比例”）。 

在其他时候，它们与可持续发展目标非常吻合（例如，“5.B加强对赋能

技术的使用，尤其是ICT技术，以增强妇女的权能”）。一些DIB指标是

SDG目标的数字体现。例如，网络成瘾类似于酒精或毒品成瘾（例如

“3.5加强对药物滥用的预防和治疗”）。其他DIB指标，有助于加速实

现特定的SDG。大多数DIB指标跨越了SDG，下图展示了那些指标影响最大

的目标（另请参见附件2）。 

 

 

图 6：DIB和SDG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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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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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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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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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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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 20

 
 

为了准确评估公司在实现数字包容方面的进展，特制定了DIB指标，使其

不仅是简单地测量以检查公司绩效和成果的政策和流程。因此，DIB考量

了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兑现其承诺、政策和策略。该基准为公司提供了一个

可比较的框架，以使它们现有的数字包容报告标准化。它还为衡量公司随

时间变化的绩效提供了指标驱动的准绳。基准还支持特定主题指标元素的

横向视图。例如，虽然有一个指标涵盖了妇女和女童的数字包容，但性别

平等，特别是以增强妇女权能的形式，也与其他几个指标相关。横向视图

允许所有增强妇女权能的因素，例如公司技术人员中女性的比例，或通过

数字技能计划培训的女性比例。

“ ...该基准为公司提供了一个可比较的框架，以使它们现有的

数字包容报告标准化。它还为衡量公司随时间变化的绩效提供

了指标驱动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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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获取取 （（A）） 

 

如何评估公司？ 

 
DIB 指指标标 
在以下四个测量领域的详细信息中，解释了指标背后的基本原理。每个

指标由许多要素组成，这些要素将用于对公司进行评分。这些要素反映

在为指标而甄选的最佳实践中。 

 

该测量领域着眼于公司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数字技术广泛可用、负担得起且

易于使用。尽管一些公司通过其业务实践为增加获取权限做出了贡献，但

对这一指标的支持证据还不止于此。无接入的人通常收入较低，且生活在

数字化能提供潜在收入通常低于其成本的地区。 

 
A.1 该该公公司司为为数数字字技技术术的的获获取取做做出出贡贡献献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可持续发展目标9.C呼吁以普遍且负担得起的方式访问互联网。然而，世

界距离实现这一目标还很遥远。国际电信联盟（ITU）估计，全球人口的

46％（约35亿）在2019年仍然离线。14 他们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而离

线世界中的那些人，则主要是弱势群体，例如少数民族、残疾人和老年人。 

 
 
 
 
随着越来越多的活动在线上进行，无法获取数字技术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影响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许多国家关闭学校并转向在

线学习，从而使那些没有数字获取权限的学校落伍了。15 
 
数家DIB公司都认可了《网络合同》（the Contract for the Web）的第

四项原则，特别呼吁各公司使互联网“对所有人都负担得起，并可以访问，

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被排除使用和塑造网络。” 16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公司的最佳实践涉及可衡量的措施，以帮助未连接的人保持联系。对于电信服务

公司，这可能涉及降低低收入者的连接价格。同样，硬件公司可能会提供经过补

贴的设备，从而使处境不利的人们能够相互联系。参加开放的厂商中立

（vendor-neutral）计划以降低偏远和农村地区的部署成本是另一个例子。 这些

示例是说明性的，公司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支持该指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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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A.2 该该公公司司支支持持女女性性和和女女童童的的数数字字包包容容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5.B指出：“加强使用赋能技术，特别是信息和

通信技术，以增强妇女权能。” 国际电信联盟的报告称，2019年全球使

用互联网的妇女比例为48％，在男性中则占58％，按国家数量而非人口

加权，相对差距为17％。17 令人震惊的是，国际电信联盟发现，性别差距

正在扩大，而非缩小。 

除了数字技术上的性别差距，妇女和女童还面临其他明显的挑战。万维网

的创建者蒂姆·伯纳斯·李爵士（Sir Tim Berners-Lee）指出了一个危险的

趋势：该网络不适用于妇女和女童。除了数字访问鸿沟外，超过一半的年

轻女性在网上经历了暴力，四分之三以上的人认为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

也有证据表明人工智能正在加剧性别不平等。18 

数字技能是妇女和女童面临障碍的另一个领域。性别差距在数字技能的各

个层面上都存在，并且随着差距的增大而加剧。致力于促进技术领域性别

平衡的政府与机构合作伙伴关系的EQUALS组织，强调了不平等现象： 

 

“女性懂得如何将ICT用于基本目的（例如在电子表格中使用简单的算术公式）

的可能性比男性低2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拥有先进的ICT技能，例如

能够对计算机进行编程的能力，男性比女性的可能性高约四倍。硅谷的技术公

司的招聘人员估计，从事人工智能（AI）和数据科学技术工作的应征者中，女

性通常不到1％。” 19 

在扭转性别数字鸿沟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5.B方面，数字公司可以发挥明

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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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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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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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该指标追踪涉及财务或其他资源承诺的数字技术支持。这可以包括一系列

活动，其重点是增加妇女和女童的数字机会。提供与女校的数字连接，支

持各种技能水平的数字培训，以及提供改善生计的数字技术，就是其中的

一些例子。 

 
A.3 该该公公司司为为多多元元用用户户提提供供数数字字获获取取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减少不平等，对此，目标10.2尤其相关：“到2030年，

增强所有人的权能，促进他们融入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而不论其年龄、

性别、残疾与否、种族、族裔、出身、宗教信仰、经济地位或其他任何区

别。”不同用户组别获取数字产品的能力，对于包容至关重要。数字公司可

以在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所有人都必须易于获得其技术。 

对于残疾人来说，这个问题尤为严重。在英国，2019年残障成年人的互

联网用户比例（78％）低于未残障成年人（95％），一半的失效互联网

用户是残障人士。20 在发展中国家，对残疾人的数字支持要低得多，情况

更糟。10亿人，即世界人口的15％，患有某种形式的残疾，并且发展中国

家的残疾发生率更高。21 

 

数字技术改善了残疾人的生活。该技术使行动不便的人能够远程工作。在

线交流工具可能会有所帮助，因为它们使用户不会被标识为残疾。听力有

障碍的人可以使用基于文本的数字应用程序轻松地进行沟通，22 而智能手

机应用程序可以为视障人士读出屏幕上的文字。23 

 

数字技术的可访问性标准，为企业如何证明其产品适合社会边缘人群提供

了路线图。例如，万维网联合会的《网络内容可访问性指南》提供了使残

疾人可以访问内容的指南。24 

 

公司应努力确保不会因经济、社会或自然原因，而在数字上排除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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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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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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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18 



24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如何评估公司？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一家领先的公司使其产品可为多元的用户使用。它通过遵循适用的可获取

性标准，来开发具有为所有人提供均等体验功能的产品来做到这一点。 
它努力了解弱势群体的需求，并通过咨询公司内部的这些小组以及产品用

户和辅助功能倡导小组，让他们参与产品设计。该公司与致力于可获取性

的倡议合作。 

 
A.4 公公司司披披露露其其直直接接经经济济贡贡献献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公司创造经济价值并将其分配给利益相关者：员工、政府、供应商和资本

提供者。许多数字公司是具有区域或国际业务的跨国企业。许多公司提供

全球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一些数字企业能够使用很少的基础设施或不使用

基础设施，就可以为世界各地的客户远程提供数字服务，但它们却通过与

用户的互动获得了可观的价值。 

 
 
但是，经济价值分配不平衡，从而影响了市场的长期可持续性。尤其是由于

某些公司使用复杂且不透明的税收结构，政府利益相关者受到了利润与缴税

之间不平衡的影响。这威胁到各国政府为基础设施、学校、医院以及其他国

家和地方优先事项提供资金的能力。25 税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目标17.1指出：“加强国内资源动员，包括通过对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支持，以提高国内税收和其他税收收入的能力。”数字化

对税收的影响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问题，“经合组织/G20基础侵蚀和利润转

移的包容性框架”正在对此进行研究。26 
 
数字公司需要对其全球经济价值的产生和分配保持透明。无所作为增强了对

数字公司持批评态度的理由，并损害它们的声誉。当前局势难以维持，因为

它削弱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资金。没有全球蓬勃发展的经济

体，数字公司可能会发现，销售商品和服务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24 

如何评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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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公司使用复杂且不透明的税收结构，政府利益相关者受到了利润与缴税

之间不平衡的影响。这威胁到各国政府为基础设施、学校、医院以及其他国

家和地方优先事项提供资金的能力。25 税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目标17.1指出：“加强国内资源动员，包括通过对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支持，以提高国内税收和其他税收收入的能力。”数字化

对税收的影响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问题，“经合组织/G20基础侵蚀和利润转

移的包容性框架”正在对此进行研究。26 
 
数字公司需要对其全球经济价值的产生和分配保持透明。无所作为增强了对

数字公司持批评态度的理由，并损害它们的声誉。当前局势难以维持，因为

它削弱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资金。没有全球蓬勃发展的经济

体，数字公司可能会发现，销售商品和服务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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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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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一家对其业务活动透明的公司，会在拥有客户群的全球运营中披露必要的

信息，以便评估对每个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创造。报告此类信息的国际准则

很重要。27 没有大量海外客户群的公司，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例如，按州

或省）报告此信息。 

 
技技能能（（S））  

 
 
数字技能的可用性和水平，会影响不同的结果。随着访问变得更加广泛，

并且使用变得更加负担得起，缺乏基本的数字技能正成为互联网使用的主

要障碍。中级数字技能，例如使用文字处理和电子表格应用程序的能力，

对于许多工作而言，越来越重要。ICT专业人士需要技术技能。 
 
大多数没有数字技能的人都是弱势群体，例如妇女和女童、收入有限的人，

以及年龄较大或残疾人士。因此，需要特别努力来加强对这些群体的培训。

 
 
可持续发展目标4.4指出：“大幅增加具有相关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的数量，

其中包括技术技能、职业技能、就业、体面工作和企业家精神。”此测量

领域中的三个指标与该目标的追踪指标直接相关：“4.4.1具有信息和通信

技术（ICT）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的比例。” 

 
S.1 公公司司支支持持基基本本数数字字技技能能发发展展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基本数字技能是执行基本数字任务所需的能力，例如使用计算机键盘或智

能手机触摸屏、管理隐私设置、发送电子邮件、搜索网络或填写在线表格。

这些技能使用户可以与其他人交流并访问在线商务、公共和金融服务。28 
 
没有基本的数字技能，许多人将无法使用数字技术。这主要影响女性、文

盲、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和残疾人。 
 
边缘化群体缺乏基本数字技能，这排除了数字公司的潜在消费者巨大市场。

因此，支持提高边缘化群体基本数字技能的计划符合公司的利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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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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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省）报告此信息。 

 
技技能能（（S））  

 
 
数字技能的可用性和水平，会影响不同的结果。随着访问变得更加广泛，

并且使用变得更加负担得起，缺乏基本的数字技能正成为互联网使用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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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工作而言，越来越重要。ICT专业人士需要技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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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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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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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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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该指标捕获针对基本数字技能计划的支持，这些计划针对的是边缘化群体，

例如识字和收入较低的群体、妇女、儿童，以及残疾人。例如，为基本的

数字技能计划提供资源，例如资助或提供志愿者。它还可能涉及开发用于

教学基本数字技能的本地内容。独立研究人员对公司支持产生的影响所提

供的证据，也是最佳实践的一个例子。 

 
   S.2 公公司司支支持持中中级级数数字字技技能能发发展展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具有中级数字技能会打开不同的机会。用户可以更好地缓解数字风险和危

害，并创建在线内容。中级数字技能还可以赋予办公室使用的文字处理能

力和电子表格能力。中级数字技能包括网页设计、桌面出版和数字营销，

这些技能可以使学生为在这些领域工作做好准备，或者帮助企业家使用这

些工具来宣传和发展他们的业务。 

 
 
欧盟统计局提供了定义中级数字技能的框架。30 这些技能包括在四个领域

具有基本能力，即信息、沟通、解决问题和软件技能。例如，这将包括复

制和移动文件的能力；将文件保存到云端；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上传自

己创建的内容；安装应用程序；使用网上银行；创建演示文稿；并使用电

子表格。 

 

个人会使用数字公司生产的产品来发展中级数字技能。因此，支持该领域

的培训符合数字公司的利益。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该指标旨在捕获针对技术进行培训以改善生计的中级数字技能课程的支持。

例如，为中级数字技能计划提供资源，例如资助或提供志愿者。它还可能

涉及开发用于教授中级数字技能的本地内容。独立研究人员对公司中级数

字技能支持产生的影响力所提供的证据，也是最佳实践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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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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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18 

如何评估公司？ 

 

 
 
   S.3 公公司司支支持持技技术术数数字字技技能能发发展展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技术数字技能是成为数字专业（例如软件编程、数据分析、网络管理和硬

件设计）专家所需的技能。性别、收入和种族之间，以及发达和发展中经

济体之间，在技术技能上都存在巨大差距。在人均软件开发人员中排名前

25位的国家中，没有发展中国家。31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技术专长集中在少

数几个国家，而在数字产业中，妇女和少数族裔群体所占比例很低。32 
 
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数字技术技能，迫在眉睫。越来越多的数字化，正在推

动对具有ICT专业技能工人的需求。经合组织发现，计算机和电子行业的技

能短缺是最高的。33 但是，劳动力市场需求与技能发展之间存在巨大的不

匹配，这是数字业务所关注的一个原因。此外，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在技

术学位课程中的代表人数不足。在美国，女性仅获得所有计算机专业学士

学位的18％，其中75％是白人或亚裔，而黑人和拉丁裔则为25％。34

 
 
要提高数字技术技能，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数字公司经常感叹没有具备

必要技能的员工，但它们有能力改变这一状况。如果教育系统失灵，公司

在采取具体行动维护其可持续性方面可发挥作用。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一家领先的公司通过自己开放式培训学院和学徒制，或与教授技术技能的

正规教育机构和组织合作，支持技术数字技能的发展。公司还可以支持其

他渠道，比如新手训练营和竞赛（例如黑客马拉松）。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27 

如何评估公司？ 

 

 
 
   S.3 公公司司支支持持技技术术数数字字技技能能发发展展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技术数字技能是成为数字专业（例如软件编程、数据分析、网络管理和硬

件设计）专家所需的技能。性别、收入和种族之间，以及发达和发展中经

济体之间，在技术技能上都存在巨大差距。在人均软件开发人员中排名前

25位的国家中，没有发展中国家。31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技术专长集中在少

数几个国家，而在数字产业中，妇女和少数族裔群体所占比例很低。32 
 
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数字技术技能，迫在眉睫。越来越多的数字化，正在推

动对具有ICT专业技能工人的需求。经合组织发现，计算机和电子行业的技

能短缺是最高的。33 但是，劳动力市场需求与技能发展之间存在巨大的不

匹配，这是数字业务所关注的一个原因。此外，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在技

术学位课程中的代表人数不足。在美国，女性仅获得所有计算机专业学士

学位的18％，其中75％是白人或亚裔，而黑人和拉丁裔则为25％。34

 
 
要提高数字技术技能，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数字公司经常感叹没有具备

必要技能的员工，但它们有能力改变这一状况。如果教育系统失灵，公司

在采取具体行动维护其可持续性方面可发挥作用。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一家领先的公司通过自己开放式培训学院和学徒制，或与教授技术技能的

正规教育机构和组织合作，支持技术数字技能的发展。公司还可以支持其

他渠道，比如新手训练营和竞赛（例如黑客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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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18 

如何评估公司？ 

 

 
 

S.4 公公司司支支持持学学校校连连接接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虽然此测量领域中的其他指标涉及数字技术培训，但该指标具有不同的重

点。重点是在学校中使用数字技术学习其他学科。这与SDG目标4.A有关，

该目标指出：“为所有人建立和升级教育设施...以及有效的学习环境。”

该目标的SDG追踪指标与DIB指标直接相关：“4.A.1可以使用...（b）出于

教学目的使用互联网的学校比例；（c）用于教学目的的计算机...” 
 
学校的连接性通过向缺少此类资源的地区提供大量在线多媒体教育内容的

能力来支持学习。数字设备在促进学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个例子是使

用平板电脑下载教科书，这种书的印刷成本可能很高。计算机实验室提供

了学习许多工作所需的大屏幕办公应用程序的机会。带有3D打印机、虚拟

现实耳机和激光切割机的学校创客空间，为未来的设计师、修补匠和创新

者提供了动手实践的经验。

 
 
关于全球学校连接状况的全面信息缺乏，但某些地区的可用数据令人震惊。

35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016年三分之一的中学和约三分之二的小学

未连接到互联网；在南亚，超过一半的中学没有连接。甚至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四分之三的中学都没有连接。36 即使在学校连接性很高的国家，也

有大量的落魄地区或陈旧设备，不适合21世纪的教室。37 
 
数字公司在改善学校连接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由于政府缺乏

资源而无法这样做的地方。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公司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持学校连接，例如通过提供互联网连接、通过

企业责任倡议直接或通过合伙关系间接地增强学校连接。公司还可以捐赠

数字设备（例如计算机、平板电脑和服务器）或服务（例如云存储）。 
公司可以共享相关数据，例如助力学校连接的测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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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S.4 公公司司支支持持学学校校连连接接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虽然此测量领域中的其他指标涉及数字技术培训，但该指标具有不同的重

点。重点是在学校中使用数字技术学习其他学科。这与SDG目标4.A有关，

该目标指出：“为所有人建立和升级教育设施...以及有效的学习环境。”

该目标的SDG追踪指标与DIB指标直接相关：“4.A.1可以使用...（b）出于

教学目的使用互联网的学校比例；（c）用于教学目的的计算机...” 
 
学校的连接性通过向缺少此类资源的地区提供大量在线多媒体教育内容的

能力来支持学习。数字设备在促进学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个例子是使

用平板电脑下载教科书，这种书的印刷成本可能很高。计算机实验室提供

了学习许多工作所需的大屏幕办公应用程序的机会。带有3D打印机、虚拟

现实耳机和激光切割机的学校创客空间，为未来的设计师、修补匠和创新

者提供了动手实践的经验。

 
 
关于全球学校连接状况的全面信息缺乏，但某些地区的可用数据令人震惊。

35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016年三分之一的中学和约三分之二的小学

未连接到互联网；在南亚，超过一半的中学没有连接。甚至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四分之三的中学都没有连接。36 即使在学校连接性很高的国家，也

有大量的落魄地区或陈旧设备，不适合21世纪的教室。37 
 
数字公司在改善学校连接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由于政府缺乏

资源而无法这样做的地方。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公司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持学校连接，例如通过提供互联网连接、通过

企业责任倡议直接或通过合伙关系间接地增强学校连接。公司还可以捐赠

数字设备（例如计算机、平板电脑和服务器）或服务（例如云存储）。 
公司可以共享相关数据，例如助力学校连接的测绘项目。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28 



29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18 

如何评估公司？ 

 

 
 
 

 

 
尽管许多因素会影响数字技术的使用，但信任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用户

需要对数字技术的安全性充满信心。 
 
数据安全性和客户隐私被认为对数字公司至关重要。38 不过，还需要做很

多工作。根据对25个国家/地区的互联网用户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

一的人表示它们不信任互联网，四分之三的人因为不信任互联网而会稍有

选择性地使用互联网。39 
 
该测量领域涵盖了确保其信息资产安全的公司实践；保护个人数据；应对

安全威胁；并保护用户免受数字风险和伤害。

 
 

U.1 公公司司指指定定高高层层承承担担网网络络安安全全责责任任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网络安全威胁阻碍了互联网的使用，因为它引起了人们对在线安全的担忧。

统计数据揭示了克服这些恐惧的挑战程度。在2019年，由于7000多次数据

泄露而暴露了超过150亿条记录。40 

 

由于数字产业是网络犯罪分子最关注的目标之一，因此数字公司面临的风

险尤其高。41 然而，公司通常并未对网络安全给予足够的高层关注。美国

安全和交易委员会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网络安全风险和事件。42 因此，公司

需要向利益相关者保证，它们认真对待网络安全并分配高级别的问责制和

资源。 

 

高级别监督可以用来表明致力于预防、缓解和解决网络安全风险的责任制、

管理能力和公司资源的适当度。43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一家领先的公司分配负责网络安全的高层领导和问责制。步骤可能包括通

过创建专门的董事会委员会，明确将网络安全视为高层关注的问题。首席

信息安全官的存在，是最佳实践的另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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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用用 (U) 

如何评估公司？ 

 

 
 
 

 

 
尽管许多因素会影响数字技术的使用，但信任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用户

需要对数字技术的安全性充满信心。 
 
数据安全性和客户隐私被认为对数字公司至关重要。38 不过，还需要做很

多工作。根据对25个国家/地区的互联网用户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

一的人表示它们不信任互联网，四分之三的人因为不信任互联网而会稍有

选择性地使用互联网。39 
 
该测量领域涵盖了确保其信息资产安全的公司实践；保护个人数据；应对

安全威胁；并保护用户免受数字风险和伤害。

 
 

U.1 公公司司指指定定高高层层承承担担网网络络安安全全责责任任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网络安全威胁阻碍了互联网的使用，因为它引起了人们对在线安全的担忧。

统计数据揭示了克服这些恐惧的挑战程度。在2019年，由于7000多次数据

泄露而暴露了超过150亿条记录。40 

 

由于数字产业是网络犯罪分子最关注的目标之一，因此数字公司面临的风

险尤其高。41 然而，公司通常并未对网络安全给予足够的高层关注。美国

安全和交易委员会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网络安全风险和事件。42 因此，公司

需要向利益相关者保证，它们认真对待网络安全并分配高级别的问责制和

资源。 

 

高级别监督可以用来表明致力于预防、缓解和解决网络安全风险的责任制、

管理能力和公司资源的适当度。43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一家领先的公司分配负责网络安全的高层领导和问责制。步骤可能包括通

过创建专门的董事会委员会，明确将网络安全视为高层关注的问题。首席

信息安全官的存在，是最佳实践的另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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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用用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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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18 

如何评估公司？ 

 

 
 

U.2 公公司司监监控控、、补补救救和和报报告告网网络络安安全全事事件件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在全球范围内，预计未来五年网络安全事件将造成5.2万亿美元的损失。44 

2018年，发现数据泄露的平均时间对于一家美国公司来说是196天。45 如果

公司对网络安全采取积极行动，数字包容将得到改善，因为用户使用数字

技术会更安全。 

 

ISO/IEC 27001提供了信息安全管理系统的标准，该标准旨在确定公司识别、

分析和解决风险应采取的做法。46 2018年，近32000家公司通过了ISO/IEC 
27001认证，在所有ISO标准中排名第四。47 

 

信息安全事件的快速响应，至关重要。各国和公司已经创建了专门的部门

（即计算机紧急响应小组；计算机安全事件响应小组）来保护、探测和响

应网络安全事件。由于网络威胁经常跨越国界，因此全球合作至关重要。

“事件响应和安全团队论坛”拥有500多名成员，旨在促进“事件预防方面

的合作与协调，以激发对事件的快速反应，并促进成员与整个社区之间的

信息共享。” 48

 
 
可持续发展目标16.10要求“公开获取信息”。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让利益

相关者了解网络安全事件，以更好地了解风险以及公司如何应对风险。关

于保护客户数据，GRI49和SASB50全球报告框架均建议公司披露其经历的数

据泄露数量。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该指标评估了应对安全风险的各种措施。一种措施是有效的ISO/IEC 27001
认证，以反映其对保护信息资产的正式框架的遵守。另一种措施是成立计

算机应急小组，并证明在这一领域有全球合作。第三种措施涉及透明度，

例如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向公众披露有关网络安全事件的信息，包括已发生

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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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18 

如何评估公司？ 

 

 
 
  UU..33  公公司司对对个个人人数数据据采采取取负负责责任任的的做做法法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公司会定期收集有关其客户和用户的个人信息。此数据用于各种目的，例

如客户联系、分析见解以及定位付费广告。作为个人数据的保管人，公司

在确保数据安全且不用于恶意目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保护个人数据是

与SDG目标16.10相关联的一项基本权利：“保护基本自由”。 
 
侵犯隐私的行为继续存在。自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5月生

效以来的两年间，已有超过160000项数据泄露通知。51 在美国，2018年3
月至2020年3月之间，近600例个人健康信息数据泄露事件，影响了4700
万人。52 印度的数字识别系统屡屡遭受数据泄漏。53 对来自9个国家负责

数据安全的1200位高管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0％的人经历了数据泄

露，其中30％的人去年遭受了数据泄露; 86％的受访者承认他们容易受到

数据安全威胁。54 

 
 
经过多年的忽视，地方、国家和区域政府正在采纳更严格的数据隐私法规，

这些法规开始解决用户的担忧。对于一些数字公司而言，令人惊讶的是，

尽管它们必须遵守其适用辖区的这些规定，但这些公司在其他地方却采取

不那么严格的做法。2019年排名数字版权（Ranking Digital Rights, 

RDR）指数发现，在隐私类别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会超越最低法律要求。

55 
 
在围绕个人数据的众多关注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数字公司如何处理其供

应链中的数据使用，例如与包括政府在内的第三方共享。第二个方面是用

户如何获取数据公司拥有的有关个人信息，并在需要时将数据（以及它们

生成的所有内容）下载到可移植且可互操作的数据集。56 
 
数字公司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改进。在一项全球调查中，四分之三的互联网

用户表示，在关注数据隐私方面，数字公司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在

用户关注源方面，公司仅次于网络犯罪分子。57 2019年RDR指数发现，

被评估的两十几家公司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达到有关如何处理和保护用户

数据的最低透明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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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18 

如何评估公司？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该指标基于RDR指数所开发的方法。一家领先的公司清楚地披露了它是否

与第三方共享个人数据；如果共享，则要透露这些第三方的名称。该公司

还允许用户查看其个人数据，并支持将数据下载到可互操作的数据集。 

 
  U.4 公公司司减减轻轻数数字字风风险险和和损损害害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数字技术带来了一系列阻碍使用或煽动过度使用的风险和危害。除了诸如

黑客攻击和数据泄露之类的安全风险外，危害还在不断扩散，可以归类为

疾病和犯罪。 例如包括网络成瘾之类的自我伤害，通常与在线赌博和游戏

有关。据估计，游戏障碍会影响约5％的人口。58 成瘾的另一个症状是使用

频率。在美国，据报告28％的互联网用户在2019年一直在线。59 这些危害

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3.5中所述的沉迷症类似的数字化等同物，如吸毒成瘾

或酗酒：“加强预防和治疗药物滥用...”

 
 
其他危害涉及在线错误信息、骚扰和回声室（echo chambers），这些威

胁到了机构可信度，影响了健康并强化了狭隘的观点。60 某些群体，例如

资讯文盲、女性和年轻人，更容易受到这些伤害。尤其是儿童，风险更高。

它们没有情感和认知能力来发现和减轻，诸如欺凌、掠夺者和在线发布私

人信息等危险。这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6.2有关：“制止虐待、剥削，贩运

人口以及对儿童的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酷刑。”在线虐待儿童的规模令人震

惊。仅在美国，2019年就有近1700万份有关在线剥削儿童的报告，包括对

儿童的性虐待材料、对儿童的性贩运和在线诱惑。61  
 
大多数数字公司会向用户告知与他们的在线安全有关的问题，尽管解释有

时过于复杂，以至于普通用户无法理解。62 数字产业需要对使用其技术的

风险和危害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尤其是在出现问题时强化。运营在线平

台的公司，还有其他责任来减少这些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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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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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一家领先的公司评估其产品和服务带来的风险和危害的范围，并使这些信

息易于被获取和理解，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该公司建立了有关在线滥用

情况的报告机制，以及对这些报告采取行动的流程。该公司将其内部流程

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并参与促进在线保护的计划。该公司还提供相关的

免费内容控件，并通过具有明显影响的举措来保护儿童。 

 
   创创新新（（I））  

 
 
创新是使用和获取数字技术的关键扶持机制，因为公司可以开发对两者都

有帮助的商品和服务。此外，创新推动了具有跨领域潜力的新数字技术的

创造，从而加速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该测量领域着眼于公司对有助

于推动创新的开放标准和开源的支持；自下而上的创新投资；在创新大数

据解决方案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合作；产品开发中的包容性和道德

考量。 

 
 

I.1 公公司司实实行行开开放放式式创创新新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开放式创新的特点是研发合作。公司发现，将内部研发转移到合作框架可

以产生巨大的收益并促进创新。这项合作与SDG目标17.16有关，该目标要

求建立伙伴关系，“动员并分享知识、专长、技术和财务资源，以支持在

所有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开放标准有助于促进创新，因为它使研究人员可以专注于工作的创新方面。

63 标准通过实现互操作性来帮助降低产品开发成本。有许多全球性组织正

在制定数字公司参与的标准。64 标准协作不仅促进创新，而且对可持续发

展目标产生交叉影响。65 
 
开源改变了软件开发方式，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创新。分散的开发人员社

区正在建立开放软件，以使其更好地适应新的创新用途。66 GitHub是世界

上最大的开放源代码宿主，截至2019年8月，约有4000万用户访问了1亿个

存储库。67 
 
数字公司的利益在于采用开放式实践，以推动创新并增强设备和软件的互

操作性。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33 



34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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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该指标旨在捕获创新开放程度的证据。这包括开发符合现有标准的可互操

作产品。另一个要素是参与相关标准组织。一家领先的公司在协作过程中

开发新标准。最佳实践包括一家公司公开披露其软件代码，允许其员工参

与制定开放标准或对产品进行更改以符合现有标准的计划。一家领先的公

司，特别是贡献员工时间，为标准制定机构提供文件、传播其工作，并制

定新的产品和流程标准。 

 
I.2 公公司司支支持持技技术术创创新新生生态态系系统统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创业生态系统是技术界自下而上创新的关键来源。它们的特点是具有数字产品

的初创企业，它们对产品有一个有前途的想法，并得到指导和其他支持，例如

孵化。为了扩展其产品并将其推向市场，初创企业需要融资。考虑到与启动融

资相关的风险，传统的出资者一直不愿投资，而风险投资填补了空白。 
 
行业分析机构Crunchbase估计，2019年，约有32800笔交易投资了约2950亿
美元的风险资本。68

 
 
大多数风险资本投资于发达国家的初创企业，这些企业高度集中在少数几

个地方。69 发展中国家的初创企业在获取传统融资方面遇到障碍，所需的

抵押品经常超过贷款额。70 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9.B ——“支持发展

中国家的国内技术开发、研究和创新。” 
 
私人研发投入中几乎有80％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公司71，这使其成为促进科

技生态系统的重要来源。超过一半的DIB100公司拥有专门的风险投资基金。 
因此，有机会将其中部分资金分配给有前途的发展中国家初创企业。对孵

化器的支持，以及对初创企业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相关产品的支持，也有

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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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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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对这一指标的可衡量支持，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投资。其他措施包括

支持创新中心，如孵化器和加速器。另一个例子是，为初创企业提供负担

得起的相关公司产品和服务的机会，以及对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援助。 

 
I.3 公公司司为为了了可可持持续续发发展展在在大大数数据据上上合合作作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公司拥有大量数据，有时还有用户的个人数据，可以利用创新技术来利用

这些数据来生成重要的开发见解。研究人员与公司之间的合作，对于使用

数据来帮助创建数据或与之相关的个人和社区，至关重要。72 

 

公司与研究人员之间的大数据共享已经产生了成果。来自移动电话网络的

移动性数据可以揭示灾难后的流离失所程度，并有助于预测传染病的传播，

而购买移动通话时间可以帮助追踪食物的消费。73 社交媒体大数据已用于

帮助预测洪水，发现抑郁症，进行出差需求预估，并预测房价。74

 
 
可持续发展目标17.18要求大幅增加用于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数据的可用性。

据估计，在17个目标中分布的169个子目标的数据收集成本每年将达数十亿

美元。75 由于成本高昂，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使用传统方法收集数据，例

如家庭普查。如果要为所有国家成功收集追踪进度所需的信息，则使用低成

本的大数据技术将至关重要。 
 
联合国机构和行业协会也发起了共享大数据的计划。国际电联的衡量信息社

会的大数据，正在探索利用ICT行业的大数据来补充现有的统计信息，以衡量

信息社会。76 Global Pulse是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促进发展、

人道主义与和平的倡议。GSMA的“大数据促进社会公益”计划于2017年2
月启动，得到20个移动运营商的支持，业务遍及全球117个市场。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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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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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一家领先的公司通过共享和协作，展示了对大数据可持续发展的支持。这

方面的一个示例是存在透明机制，用于共享数据集并提供对流数据的访问。 
另一个是共享处理、存储和计算设施。一家领先的公司还通过贡献人力资

源（例如数据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或赞助与大数据有关的活动，

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来支持该指标。同样，公司、研究人员和政府之间的公

私合作关系，在制定访问大数据的标准和传播项目结果方面，尤其有效。 

 
I.4 公公司司应应用用包包容容性性和和道道德德研研发发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数字商品和服务的开发必须具有包容性，以满足全球不同用户的需求。 
然而，技术行业的多样性滞后，阻碍了创新。根据一项研究：

 
 
 
 
 
 
 
 
 
“尽管是美国经济的最大推动力之一，但技术生态系统在种族和性别方面仍然顽固地

保持同质，女性、黑人、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的人数远远不足……没有多样化的劳动

力队伍，技术的创新潜力将受到阻碍。”78 
 
前沿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具有解决世界上一些最大挑战的巨大潜力，但

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风险。79 其中包括减少对人为干预的需求，威胁工作安全；对隐

私构成危险；80 IEEE是一家全球技术专业组织，致力于为人类的利益推动技术进步，

总结了迫切需要技术行业进行道德反思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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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一家领先的公司通过共享和协作，展示了对大数据可持续发展的支持。这

方面的一个示例是存在透明机制，用于共享数据集并提供对流数据的访问。 
另一个是共享处理、存储和计算设施。一家领先的公司还通过贡献人力资

源（例如数据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或赞助与大数据有关的活动，

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来支持该指标。同样，公司、研究人员和政府之间的公

私合作关系，在制定访问大数据的标准和传播项目结果方面，尤其有效。 

 
I.4 公公司司应应用用包包容容性性和和道道德德研研发发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数字商品和服务的开发必须具有包容性，以满足全球不同用户的需求。 
然而，技术行业的多样性滞后，阻碍了创新。根据一项研究：

 
 
 
 
 
 
 
 
 
“尽管是美国经济的最大推动力之一，但技术生态系统在种族和性别方面仍然顽固地

保持同质，女性、黑人、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的人数远远不足……没有多样化的劳动

力队伍，技术的创新潜力将受到阻碍。”78 
 
前沿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具有解决世界上一些最大挑战的巨大潜力，但

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风险。79 其中包括减少对人为干预的需求，威胁工作安全；对隐

私构成危险；80 IEEE是一家全球技术专业组织，致力于为人类的利益推动技术进步，

总结了迫切需要技术行业进行道德反思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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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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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随着自治和智能系统（A/IS）的使用和影响日趋普遍，我们需要建立社会

和政策指导方针，以使此类系统保持以人为本，并服务于人类的价值观和

道德原则。除了简单地实现功能目标和解决技术问题外，还必须以对人类

和环境有益的方式来开发和运行这些系统。这种方法将增进人们和技术之

间的信任，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卓有成效地使用它所必需的。80 

 
 
公司需要在使技术人员多样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摆脱普遍的遗憾，即没

有具备必要技能的人。如果教育系统出现故障，公司需要采取具体行动来

维护其可持续性。鉴于人们对新技术可能带来重大危害的担忧，公司需要

从设计伦理原则转向实践，以确保将道德考量因素纳入产品开发。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该指标捕获公司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参与以及在产品开

发中对道德规范的考量。较高比例的不同性别、种族和国籍的技术人员体

现了研发过程中的多样性。多样性的另一个衡量标准是，研究实验室在不

同国家的分布。与公司内部的道德机构进行协商，以及就产品设计的后果

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更广泛的对话，是另一种良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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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随着自治和智能系统（A/IS）的使用和影响日趋普遍，我们需要建立社会

和政策指导方针，以使此类系统保持以人为本，并服务于人类的价值观和

道德原则。除了简单地实现功能目标和解决技术问题外，还必须以对人类

和环境有益的方式来开发和运行这些系统。这种方法将增进人们和技术之

间的信任，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卓有成效地使用它所必需的。80 

 
 
公司需要在使技术人员多样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摆脱普遍的遗憾，即没

有具备必要技能的人。如果教育系统出现故障，公司需要采取具体行动来

维护其可持续性。鉴于人们对新技术可能带来重大危害的担忧，公司需要

从设计伦理原则转向实践，以确保将道德考量因素纳入产品开发。   

 
最最佳佳实实践践 

该指标捕获公司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参与以及在产品开

发中对道德规范的考量。较高比例的不同性别、种族和国籍的技术人员体

现了研发过程中的多样性。多样性的另一个衡量标准是，研究实验室在不

同国家的分布。与公司内部的道德机构进行协商，以及就产品设计的后果

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更广泛的对话，是另一种良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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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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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基基准准流流程程 
每个指标均根据与上一章节中确定的最佳实践相关的一组预定义标准进

行评分。每年都将进行一次基准，且由于各种原因，标准可能会更改。

数据的可用性和质量，可能需要修订某些标准。可能会引入其他标准，

以使指标具有更广泛的范围。技术飞速发展，可能会出现值得基准的新

话题。因此，标准将每年更新，并在单独的文件中提供。如果需要，将

进行调整以保持与上一年数据的可比性。 

 
DIB数据收集和评估包括以下步骤： 

 
• 与指标相关的公司信息是从一系列公开可用的来源中收集的，例如财

务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信息也来自相关公司的网

页。对于拥有子公司的公司，数据源可能会根据测量领域而有所不同。

通常，可以将子公司的数据用作前两个测量领域（获取和技能）中的

标准，而后两个测量领域（使用和创新）通常是指整个公司的实践。

指标标准是参照公开信息设计的，从而增加了信息可获得性和过程透

明度的可能性。 

 
 
 

• 预先填写的调查表通过在线平台与公司共享，使它们能够查看收集到

的数据，提供输入和说明，并发送其他信息。提供的数据将被视为公

开信息。 

 
• DIB团队将审查提交的调查表中的数据，并与公司进行进一步的澄清。 

该团队还将在数据收集阶段为公司提供支持，指导它们完成整个过程，

并回答可能出现的任何垂询。 

 
• 每个指标的一套准则，将用于对公司绩效进行评分。每个指标都有固

定的范围，公司可以根据评分标准获得分数。计分元素可能因公司所

在层而异。在公司报告中公开了所有指标元素的示例。因此，忽略所

请求的数据将被视为缺乏透明度，并且该元素将被评分为零。公司分

数将由多位分析师评估，以确保一致性。选择不填写调查表的公司将

仅根据可公开获得的信息进行评估，并且无法影响或上诉其最终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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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性别基准方法 18

 
 
公司通过它们的商业活动支持可持续数字包容，例如制造数字产品和连接

用户并提供服务。鉴于广泛的数字不平等，数字公司需要超越常规运营以

推进包容性数字社会。这对于获取和技能的前两个测量领域尤其重要，在

这两个领域中，数字公司倾向于将支持性活动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后两个测量领域与公司内部有关安全性和创新的内部政策、流程和实践，

更紧密相关。 

 
测量领域分别由四个指示符或总计16个指示符填充。指标的设计基于几个研

究要素。 

 
•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者者的的期期望望。。编写了方法草案以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该方法。 
 

• 全全球球关关注注。。确定了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电联、经合组织、

二十国集团）高级别讨论的与数字包容性有关主题，以加强指标的相关

性。   
 

• 公公司司报报告告。。审查了数字公司的财务、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确定与数字包容相关的政策、实践和计划。确保相关信息在公开报告中

广泛可用，这对于告知将标准包括在每个指标中特别有用。这将减轻公司

的报告负担，同时确保数字包容报告的一致性，并提高透明度。 

 
 
 

 
• 规规范范性性标标准准。。审查了诸如GRI和SASB等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的相关

内容，以为指标提供信息。例如，两家机构都披露了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

性的信息。咨询了SASB关于技术和通信行业内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摘要。

8 同时，对GRI关于技术行业重要性评估进行了审查。9 

 
• 现现有有基基准准。。审查了有关数字指数的内容和框架，以作为DIB的对比点。

一些数字公司本身也参与国家级基准。其中包括Facebook委托的

“包容性互联网指数”10、思科的“数字就绪指数”11和华为的“ICT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12。此外，还与其他研究公司指数的WBA研究

人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利用其专业知识，特别是国家基准和公司

基准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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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公司？ 

 

 
 

• 没有经验证据表明，某个指标在某个测量领域内比其他指标更为关键。

因此，每个测量领域的四个指标中的每一个都具有相同的权重。考虑到

每个测量领域对于实现数字包容性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计算

总体基准评分时，它们也具有相同的权重。公司的总得分将等于每个测

量领域获得的分数总和。 

 
公司分数和一般资料信息将用于开发单个公司记分卡。计分卡将概述公

司在基准中的表现，提供关键解读并突出最佳实践。在发布之前，计分

卡将与公司共享，以告知其绩效和排名。 
 
连同各个公司的计分卡，其中包括按测量领域和指标划分的公司分数，

最终的基准报告将包括总体排名、关键发现和评分准则。该报告将公开

发布，以使所有利益相关者，从消费者和投资者到数字领域以外的员工

和企业领导者，都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并鼓励企业对数字包容产生更大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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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 remains a persistent issue globally. 

Women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 in politics 

and at work. They participate less in the labour force and spend more 

time on unpaid care and domestic work. They are paid less than their 

male colleagues. They face sexual harassment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one in three women have experienced it at some point in 

their lives). They receive limited support for their health needs as 

women and mother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World Economic Forum 

report, it will take 99.5 years to close the global gender gap1. Yet, 

the business case is clear: advancing gender equality could increase 

global growth by $12 trillion by 20252.

Companies are uniquely positioned to drive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across their entire value chains. Publicly 

available benchmarks on companies’ current gender efforts are a vital  

step towards shedding light on the reality of corporate gender impact.  

These benchmarks can serve as a global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nd help companies evolve in further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Some companies already acknowledge their contribution towards 

and the business imperative linked to pursu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While certain companies focus only on 

aligning themselves with existing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nd normative 

standards3, 4, 5, 6, 7, 8, 9, 10, 11, 12, others look beyond compliance to drive real 

‘gender-transformative’13 and ‘sustainable’14 change. 

A number of gender frameworks and tools have emerged to support 

companies in their push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These tools vary between helping companies manage their gender 

impacts and communicate their commitments (e.g. the UN Women and 

UN Global Compact’s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s15),  

supporting self-assessment (e.g. the WEPs Gender Gap Analysis Tool16, 

UNDP’s Gender Equality Seal1), certifying performance (e.g. EDGE 

Certification18), and standardising gender-focused disclosures (e.g.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gender equality scorecard19) or disclosures  

that integrate gender elements within their broader scope (e.g. the  

GRI Standards for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20). There are also third-party  

tools that measure and compare companies’ gender-related practices 

(e.g. Equileap’s Gender Equality Global Report & Ranking21, Bloomberg’s 

Gender Equality Index22) inspired by the growing number of gender- 

lens investors focused on different asset classes 23, 24, 25.

Despite the growing number of resources available, stakeholders 

are still looking for more. Some want more and better gender data 

– focusing on the supply chain, on women’s health (includ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on company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on high-level commitments. Others want greater trans-

parency overall.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companies, would benefit 

from greater alignment on how to best measure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in the corporate context, and on how best 

to achie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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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性别的歧视仍然是全球的一个长期persistent 问题。 in theirhave 一 to politics  women’s for些支持妇女 的性别框架和工具在领导职位上任职人数

不足，在政治公司推动两性平等 equality和增强妇女权能方面。和在工作中。他们参与的劳动力较少force ，花费更多 这些工具 tools在帮助公司管理其无酬护理

和家务劳动的性别时间之间有所不同。她们的工资低于其影响 impacts ，并传达其承诺（例如the 妇女署和 and男同事）。她们面临性骚

扰和基于  point性别的《联合国全球契约》《赋予妇女权力原则》（WEPs15），),暴力

（三分之 three一的妇女在某个时候 some在支持自我评估方面  have经历过这种歧视（例如，《妇女方案》性别差距分析工具16，,即她们的生

活）。 作为 开发计划署的《两性平等印章1》，她们对其保健需求的支助有限 needs ，这

一印章是证明其业绩的（例如，妇女 women 和母亲。According  根据the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 World  Economic Forum take the global gender 
gapCertification years it will disclosures (e.g. report, to close1.18), and standardising gender-focused 99.5认证18，并标准化性别为重点的披露（例如报

告，将需要99.5年，以缩小全球性别差距1。 然而， the Australian 澳大利亚政府的性别平等记分卡19）)或披露的商业案

例是明确的：促进性别平等可以增加 increase ，将性别因素 within their纳入其更广泛的范围（例如， the到2025年全球增

长12万亿美元2）。.  GRI可持续发展标准for 报告20。还有are also第三方工具 that衡量和比较公司

的性别相关做法 

公司在推动gender性别平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their Ranking，（ 例如Equileap的《性别平等全球报告》和排名21，, 彭博在其整个价值链中赋予

妇女权力。公开 性别平等指数22（22 ） 受 on公司目前性别工作性别available可用的基准

数量不断增加的启发，投资者关注不同资产类别 23、24、25 a是关注的重要 镜头。 
向揭示企业性别影响的现实迈出的一步。 
这些基准可以作为 as一个全球问责机制 ，尽管the 现有of 资源rowing 数量众多，但利益攸关方和帮助企业在进一

步促进两性平等方面不断发展， are并且仍在寻求 for更多资源。 g一些人希望提供更多更好的 better性别

数据，赋予妇女权力。 以 focusing on the供应链为重点，关注妇女健康（包括 sexual性健康和生

殖健康 reproductive）以及 on公司的做法和业绩 
一些公司已经承认它们 contribution对 高级别承诺的贡献，而不是对高级别的承诺。另一些人则希望更大的跨业务

和 the业务必要性 linked与追求两性平等 equality和 整体平等联系起来。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公司，都将有利于benefit 
women’s  增强妇女权能。 虽然某些公司focus只 on使我们在 如何最好地衡量两性平等、themselves  在公司范围内与现有的国际原则和规

范 normative 妇女赋权保持一致，以及如何最好地达到标准3、4、5、6、7、8、9、10、10、127, 之后，就

更加一致8, 9, 10, 11, 12地关注beyond compliance to，以真正推动 real 实现这一目标。 
"性别变革"13 和"可持续"14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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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 remains a persistent issue globally. 

Women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 in politics 

and at work. They participate less in the labour force and spend more 

time on unpaid care and domestic work. They are paid less than their 

male colleagues. They face sexual harassment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one in three women have experienced it at some point in 

their lives). They receive limited support for their health needs as 

women and mother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World Economic Forum 

report, it will take 99.5 years to close the global gender gap1. Yet, 

the business case is clear: advancing gender equality could increase 

global growth by $12 trillion by 20252.

Companies are uniquely positioned to drive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across their entire value chains. Publicly 

available benchmarks on companies’ current gender efforts are a vital  

step towards shedding light on the reality of corporate gender impact.  

These benchmarks can serve as a global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nd help companies evolve in further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Some companies already acknowledge their contribution towards 

and the business imperative linked to pursu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While certain companies focus only on 

aligning themselves with existing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nd normative 

standards3, 4, 5, 6, 7, 8, 9, 10, 11, 12, others look beyond compliance to drive real 

‘gender-transformative’13 and ‘sustainable’14 change. 

A number of gender frameworks and tools have emerged to support 

companies in their push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These tools vary between helping companies manage their gender 

impacts and communicate their commitments (e.g. the UN Women and 

UN Global Compact’s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s15),  

supporting self-assessment (e.g. the WEPs Gender Gap Analysis Tool16, 

UNDP’s Gender Equality Seal1), certifying performance (e.g. EDGE 

Certification18), and standardising gender-focused disclosures (e.g.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gender equality scorecard19) or disclosures  

that integrate gender elements within their broader scope (e.g. the  

GRI Standards for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20). There are also third-party  

tools that measure and compare companies’ gender-related practices 

(e.g. Equileap’s Gender Equality Global Report & Ranking21, Bloomberg’s 

Gender Equality Index22) inspired by the growing number of gender- 

lens investors focused on different asset classes 23, 24, 25.

Despite the growing number of resources available, stakeholders 

are still looking for more. Some want more and better gender data 

– focusing on the supply chain, on women’s health (includ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on company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on high-level commitments. Others want greater trans-

parency overall.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companies, would benefit 

from greater alignment on how to best measure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in the corporate context, and on how best 

to achie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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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性别的歧视仍然是全球的一个长期persistent 问题。 have 一 to women’s for in their politics 些支持妇女的性别框架和工具在领

导职位上任职人数不足，在政治公司推动两性平等 equality和增强妇女权能方面。和在工作中。他们参与的劳动力较少force ，花费更多 这些工具 tools在帮

助公司管理其无酬护理和家务劳动的性别时间之间有所不同。They 她们的工资低于其影响 impacts ，并传达其承诺（例如the ，联合国妇女署和男性共青

团）。她们面临性骚扰和基于  point性别的《联合国全球契约》《赋予妇女权力原则》（WEPs15），),暴力

（三分之 three一的妇女在某个时候 some在支持自我评估方面  have经历过这种歧视（例如，《妇女方案》性别差距分析工具16，,即她们的生

活）。 作为 开发计划署的《两性平等印章1》，她们对其保健需求的支助有限 needs ，这

一印章是证明其业绩的（例如，妇女 women 和母亲。According  根据the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 World  Economic Forum take the global gender 
gapCertification years it will disclosures (e.g. report, to close1.18), and standardising gender-focused 99.5认证18，并标准化性别为重点的披露（例如报

告，将需要99.5年，以缩小全球性别差距1。 然而， the Australian 澳大利亚政府的性别平等记分卡19）)或披露的商业案

例是明确的：促进性别平等可以增加 increase ，将性别因素 within their纳入其更广泛的范围（例如， the到2025年全球增

长12万亿美元2）。.  GRI可持续发展标准for 报告20。还有are also第三方工具 that衡量和比较公司

的性别相关做法 

公司在推动性别平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equality，（ 例如Equileap的《性别平等全球报告》和Ranking排名21，, 彭博在their 她们的

整个Value连锁店中赋予妇女权力。公开 性别平等指数22（22 ） 受 on公司目前性别工作性别available可用的基准

数量不断增加的启发，投资者关注不同资产类别 23、24、25 a是关注的重要 镜头。 
向揭示企业性别影响的现实迈出的一步。 
尽管the 可用of 资源 aregrowing 越来越多，但利益攸关方和帮助企业在进一步促进两性平等方

面不断发展，但仍在寻求 for更多资源，但这些基准可以作为 as a全球问责机制 。一些人希望提供更多更好的 better性别数据，赋予妇女权力。 以 
focusing on the供应链为重点，关注妇女健康（包括 sexual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reproductive）以及 on公司的做法和业绩 

一些公司已经承认它们 contribution对 高级别承诺的贡献，而不是对高级别的承诺。另一些人则希望更大的跨业务

和 the业务必要性 linked与追求两性平等 equality和 整体平等联系起来。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公司，都将有利于benefit 
women’s  增强妇女权能。 虽然某些公司focus只注重 如何更好地衡量两性平等，aligning themselves  并结合公司背景下现有的国

际原则 and和规范 wo性赋予男性权力，以及如何最好地达到标准3、4、5、6、7、8、9、10、11、12，7, 8, 9, 10, 11, 

12但其他公司则着眼于超越合规，以推动真正 实现这一目标。 
"性别变革"13 和"可持续"14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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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B 数字包容基准 

DIB100 数字包容基准的100家基石公司 

G20 二十国集团 

GRI 全球报告倡议 

GSMA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 

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IT 信息技术 

ITU 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R&D 研发 

RDR 排名数字版权 

SASB 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UN 联合国 

WBA 世界基准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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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 remains a persistent issue globally. 

Women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 in politics 

and at work. They participate less in the labour force and spend more 

time on unpaid care and domestic work. They are paid less than their 

male colleagues. They face sexual harassment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one in three women have experienced it at some point in 

their lives). They receive limited support for their health needs as 

women and mother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World Economic Forum 

report, it will take 99.5 years to close the global gender gap1. Yet, 

the business case is clear: advancing gender equality could increase 

global growth by $12 trillion by 20252.

Companies are uniquely positioned to drive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across their entire value chains. Publicly 

available benchmarks on companies’ current gender efforts are a vital  

step towards shedding light on the reality of corporate gender impact.  

These benchmarks can serve as a global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nd help companies evolve in further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Some companies already acknowledge their contribution towards 

and the business imperative linked to pursu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While certain companies focus only on 

aligning themselves with existing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nd normative 

standards3, 4, 5, 6, 7, 8, 9, 10, 11, 12, others look beyond compliance to drive real 

‘gender-transformative’13 and ‘sustainable’14 change. 

A number of gender frameworks and tools have emerged to support 

companies in their push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These tools vary between helping companies manage their gender 

impacts and communicate their commitments (e.g. the UN Women and 

UN Global Compact’s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s15),  

supporting self-assessment (e.g. the WEPs Gender Gap Analysis Tool16, 

UNDP’s Gender Equality Seal1), certifying performance (e.g. EDGE 

Certification18), and standardising gender-focused disclosures (e.g.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gender equality scorecard19) or disclosures  

that integrate gender elements within their broader scope (e.g. the  

GRI Standards for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20). There are also third-party  

tools that measure and compare companies’ gender-related practices 

(e.g. Equileap’s Gender Equality Global Report & Ranking21, Bloomberg’s 

Gender Equality Index22) inspired by the growing number of gender- 

lens investors focused on different asset classes 23, 24, 25.

Despite the growing number of resources available, stakeholders 

are still looking for more. Some want more and better gender data 

– focusing on the supply chain, on women’s health (includ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on company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on high-level commitments. Others want greater trans-

parency overall.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companies, would benefit 

from greater alignment on how to best measure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in the corporate context, and on how best 

to achie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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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揭示企业性别影响的现实迈出的一步。"性别变革"13 和"可持续"14 变化。 
 
 

 
性别基准方法 42 

1 简介 
附件2：DIB指标和SDG之间的关系 

 
 
 

DIB 指指标标 SDG目目标标或或追追踪踪指指标标 

获获取取 （（A）） 

A.1. 公司为数字技术的获取做出贡献 9.C  大幅增加获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机会，并努力在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普遍和负担得起的因特网接入 

A.2.  公司支持妇女和女童的数字包容 5.B   加强利用扶持性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增强妇女权能 

A.3.  公司为多元用户提供数字获取 10.2  到2030年，增强所有人的权能，促进他们融入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而不论其年龄、性别、残疾与否、种族、族
裔、出身、宗教信仰、经济地位或其他任何区别。 

 
A.4.  公司披露其直接经济贡献 8.3    推广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以支持生产活动，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 

17.1  加强国内资源动员，包括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支持，以提高国内税收和其他税收收集能力 

技技能能 （（S）） 

S.1.  公司支持基本数字技能发展 
 
 
4.4.1 掌握信息和通信技术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比例 

S.2.  公司支持中级数字技能发展 

S.3.  公司支持技术数字技能发展 

S.4.   公司支持学校连接 4.A.1 可用于...（b）为教学目的使用互联网的学校的比例； （c）用于教学目的的计算机 

使使用用 （（U）） 

U.1.  公司指定高层承担网络安全责任  
9.1 发展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弹性的基础设施 U.2.  公司监控、补救和报告网络安全事件 

U.3.  公司对个人数据采取负责任的做法 16.10  确保公众获取信息并保护基本自由... 

U.4.  公司减轻数字风险和危害 3.5      加强药物滥用的预防和治疗... 

  16.2    结束对儿童的虐待、剥削、贩运和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和酷刑 

创创新新 （（I）） 

I.1. 公司实行开放式创新 17.16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动员和分享知识、专长、技术和财政资源的伙伴关系 

 
I.2.   公司支持技术创新生态系统 

8.3   推广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以支持生产活动、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企业家精神、创造力和创新，并鼓励微型、中小型企业的正规化和

发展，包括通过获得金融服务 

9.B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技术开发、研究和创新... 

I.3.   公司为了可持续发展在大数据上合作 17.18 ...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支助...显著提高高质量、及时和可靠的数据的可用性... 

 
I.4.   公司应用包容性和道德研发 

8.3      推广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以支持生产活动，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企业家精神、创造力和创新... 

9.B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技术开发、研究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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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揭示企业性别影响的现实迈出的一步。"性别变革"13 和"可持续"14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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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附件2：DIB指标和SDG之间的关系 

 
 
 

DIB 指指标标 SDG目目标标或或追追踪踪指指标标 

获获取取 （（A）） 

A.1. 公司为数字技术的获取做出贡献 9.C  大幅增加获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机会，并努力在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普遍和负担得起的因特网接入 

A.2.  公司支持妇女和女童的数字包容 5.B   加强利用扶持性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增强妇女权能 

A.3.  公司为多元用户提供数字获取 10.2  到2030年，增强所有人的权能，促进他们融入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而不论其年龄、性别、残疾与否、种族、族
裔、出身、宗教信仰、经济地位或其他任何区别。 

 
A.4.  公司披露其直接经济贡献 8.3    推广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以支持生产活动，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 

17.1  加强国内资源动员，包括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支持，以提高国内税收和其他税收收集能力 

技技能能 （（S）） 

S.1.  公司支持基本数字技能发展 
 
 
4.4.1 掌握信息和通信技术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比例 

S.2.  公司支持中级数字技能发展 

S.3.  公司支持技术数字技能发展 

S.4.   公司支持学校连接 4.A.1 可用于...（b）为教学目的使用互联网的学校的比例； （c）用于教学目的的计算机 

使使用用 （（U）） 

U.1.  公司指定高层承担网络安全责任  
9.1 发展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弹性的基础设施 U.2.  公司监控、补救和报告网络安全事件 

U.3.  公司对个人数据采取负责任的做法 16.10  确保公众获取信息并保护基本自由... 

U.4.  公司减轻数字风险和危害 3.5      加强药物滥用的预防和治疗... 

  16.2    结束对儿童的虐待、剥削、贩运和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和酷刑 

创创新新 （（I）） 

I.1. 公司实行开放式创新 17.16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动员和分享知识、专长、技术和财政资源的伙伴关系 

 
I.2.   公司支持技术创新生态系统 

8.3   推广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以支持生产活动、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企业家精神、创造力和创新，并鼓励微型、中小型企业的正规化和

发展，包括通过获得金融服务 

9.B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技术开发、研究和创新... 

I.3.   公司为了可持续发展在大数据上合作 17.18 ...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支助...显著提高高质量、及时和可靠的数据的可用性... 

 
I.4.   公司应用包容性和道德研发 

8.3      推广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以支持生产活动，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企业家精神、创造力和创新... 

9.B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技术开发、研究和创新... 

 

 

数字包容基准方法论 42 



1   Introduction

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 remains a persistent issue globally. 

Women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 in politics 

and at work. They participate less in the labour force and spend more 

time on unpaid care and domestic work. They are paid less than their 

male colleagues. They face sexual harassment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one in three women have experienced it at some point in 

their lives). They receive limited support for their health needs as 

women and mother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World Economic Forum 

report, it will take 99.5 years to close the global gender gap1. Yet, 

the business case is clear: advancing gender equality could increase 

global growth by $12 trillion by 20252.

Companies are uniquely positioned to drive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across their entire value chains. Publicly 

available benchmarks on companies’ current gender efforts are a vital  

step towards shedding light on the reality of corporate gender impact.  

These benchmarks can serve as a global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nd help companies evolve in further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Some companies already acknowledge their contribution towards 

and the business imperative linked to pursu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While certain companies focus only on 

aligning themselves with existing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nd normative 

standards3, 4, 5, 6, 7, 8, 9, 10, 11, 12, others look beyond compliance to drive real 

‘gender-transformative’13 and ‘sustainable’14 change. 

A number of gender frameworks and tools have emerged to support 

companies in their push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These tools vary between helping companies manage their gender 

impacts and communicate their commitments (e.g. the UN Women and 

UN Global Compact’s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s15),  

supporting self-assessment (e.g. the WEPs Gender Gap Analysis Tool16, 

UNDP’s Gender Equality Seal1), certifying performance (e.g. EDGE 

Certification18), and standardising gender-focused disclosures (e.g.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gender equality scorecard19) or disclosures  

that integrate gender elements within their broader scope (e.g. the  

GRI Standards for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20). There are also third-party  

tools that measure and compare companies’ gender-related practices 

(e.g. Equileap’s Gender Equality Global Report & Ranking21, Bloomberg’s 

Gender Equality Index22) inspired by the growing number of gender- 

lens investors focused on different asset classes 23, 24, 25.

Despite the growing number of resources available, stakeholders 

are still looking for more. Some want more and better gender data 

– focusing on the supply chain, on women’s health (includ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on company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on high-level commitments. Others want greater trans-

parency overall.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companies, would benefit 

from greater alignment on how to best measure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in the corporate context, and on how best 

to achie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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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  remains  a  persistent  issue  globally. A number of gender frameworks and tools have emerged to support 
Women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  in politics companies in their push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and at work. They participate less in the labour force and spend more These tools vary between helping companies manage their gender 
time on unpaid care and domestic work. They are paid less than their impacts and communicate their commitments (e.g. the UN Women and 

male colleagues. They  face  sexual  harassment and gender-based UN Global Compact’s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s15), 
violence (one in three women have experienced it at some point in supporting self-assessment (e.g. the WEPs Gender Gap Analysis Tool16, 
their  lives).  They  receive  limited  support  for  their  health  needs  as UNDP’s Gender Equality Seal1), certifying performance (e.g. EDGE 

women and mother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World  Economic Forum Certification18), and standardising gender-focused disclosures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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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ies are uniquely positioned to drive gender equality and (e.g. Equileap’s Gender Equality Global Report & Ranking21, Bloombe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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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empowerment. – focusing on the supply chain, on women’s health (includ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on company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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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business imperative linked to pursuing gender equality and parency overall.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companies, would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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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 remains a persistent issue globally. 

Women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 in politics 

and at work. They participate less in the labour force and spend more 

time on unpaid care and domestic work. They are paid less than their 

male colleagues. They face sexual harassment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one in three women have experienced it at some point in 

their lives). They receive limited support for their health needs as 

women and mother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World Economic Forum 

report, it will take 99.5 years to close the global gender gap1. Yet, 

the business case is clear: advancing gender equality could increase 

global growth by $12 trillion by 20252.

Companies are uniquely positioned to drive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across their entire value chains. Publicly 

available benchmarks on companies’ current gender efforts are a vital  

step towards shedding light on the reality of corporate gender impact.  

These benchmarks can serve as a global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nd help companies evolve in further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Some companies already acknowledge their contribution towards 

and the business imperative linked to pursu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While certain companies focus only on 

aligning themselves with existing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nd normative 

standards3, 4, 5, 6, 7, 8, 9, 10, 11, 12, others look beyond compliance to drive real 

‘gender-transformative’13 and ‘sustainable’14 change. 

A number of gender frameworks and tools have emerged to support 

companies in their push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These tools vary between helping companies manage their gender 

impacts and communicate their commitments (e.g. the UN Women and 

UN Global Compact’s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s15),  

supporting self-assessment (e.g. the WEPs Gender Gap Analysis Tool16, 

UNDP’s Gender Equality Seal1), certifying performance (e.g. EDGE 

Certification18), and standardising gender-focused disclosures (e.g.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gender equality scorecard19) or disclosures  

that integrate gender elements within their broader scope (e.g. the  

GRI Standards for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20). There are also third-party  

tools that measure and compare companies’ gender-related practices 

(e.g. Equileap’s Gender Equality Global Report & Ranking21, Bloomberg’s 

Gender Equality Index22) inspired by the growing number of gender- 

lens investors focused on different asset classes 23, 24, 25.

Despite the growing number of resources available, stakeholders 

are still looking for more. Some want more and better gender data 

– focusing on the supply chain, on women’s health (includ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on company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on high-level commitments. Others want greater trans-

parency overall.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companies, would benefit 

from greater alignment on how to best measure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in the corporate context, and on how best 

to achie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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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 remains a persistent issue globally. 

Women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 in politics 

and at work. They participate less in the labour force and spend more 

time on unpaid care and domestic work. They are paid less than their 

male colleagues. They face sexual harassment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one in three women have experienced it at some point in 

their lives). They receive limited support for their health needs as 

women and mother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World Economic Forum 

report, it will take 99.5 years to close the global gender gap1. Yet, 

the business case is clear: advancing gender equality could increase 

global growth by $12 trillion by 20252.

Companies are uniquely positioned to drive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across their entire value chains. Publicly 

available benchmarks on companies’ current gender efforts are a vital  

step towards shedding light on the reality of corporate gender impact.  

These benchmarks can serve as a global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nd help companies evolve in further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Some companies already acknowledge their contribution towards 

and the business imperative linked to pursu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While certain companies focus only on 

aligning themselves with existing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nd normative 

standards3, 4, 5, 6, 7, 8, 9, 10, 11, 12, others look beyond compliance to drive real 

‘gender-transformative’13 and ‘sustainable’14 change. 

A number of gender frameworks and tools have emerged to support 

companies in their push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These tools vary between helping companies manage their gender 

impacts and communicate their commitments (e.g. the UN Women and 

UN Global Compact’s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s15),  

supporting self-assessment (e.g. the WEPs Gender Gap Analysis Tool16, 

UNDP’s Gender Equality Seal1), certifying performance (e.g. EDGE 

Certification18), and standardising gender-focused disclosures (e.g.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gender equality scorecard19) or disclosures  

that integrate gender elements within their broader scope (e.g. the  

GRI Standards for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20). There are also third-party  

tools that measure and compare companies’ gender-related practices 

(e.g. Equileap’s Gender Equality Global Report & Ranking21, Bloomberg’s 

Gender Equality Index22) inspired by the growing number of gender- 

lens investors focused on different asset classes 23, 24, 25.

Despite the growing number of resources available, stakeholders 

are still looking for more. Some want more and better gender data 

– focusing on the supply chain, on women’s health (includ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on company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on high-level commitments. Others want greater trans-

parency overall.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companies, would benefit 

from greater alignment on how to best measure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in the corporate context, and on how best 

to achie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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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it will take 99.5 years to close the global gender gap1. Yet, 

the business case is clear: advancing gender equality could increase 

global growth by $12 trillion by 2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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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empowerment across their entire value chains. Public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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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towards shedding light on the reality of corporate gender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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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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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empowerment. While certain companies focus only on 

aligning themselves with existing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nd normative 

standards3, 4, 5, 6, 7, 8, 9, 10, 11, 12, others look beyond compliance to drive real 

‘gender-transformative’13 and ‘sustainable’14 change. 

A number of gender frameworks and tools have emerged to support 

companies in their push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These tools vary between helping companies manage their gender 

impacts and communicate their commitments (e.g. the UN Women and 

UN Global Compact’s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s15),  

supporting self-assessment (e.g. the WEPs Gender Gap Analysis Tool16, 

UNDP’s Gender Equality Seal1), certifying performance (e.g. EDGE 

Certification18), and standardising gender-focused disclosures (e.g.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gender equality scorecard19) or 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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