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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 Report
将您公司的可持续性绩效与业内同行进行基准化分析，并获得关键改进领域 
的相关见解。该服务根据标普全球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企业可持续性评估，简称 CSA）中的 5 个选定标准，在问题层面提供基
准化分析统计数据，以及企业可持续性绩效的定性差距分析。

您有什么收获?
演示格式的报告，包括:

将您的公司与业内同行进行基准化分析
– 业内同行在领域和总分层面的 4 年趋势的分析
– 在每个可持续性领域中对相关标准的绩效分析， 

通过展示行业最佳和中位数的蛛网图，以及展示
绩效最佳和关系最密切的同行的热图进行可视化

分析 5 个 CSA 标准中的最多 7 个关键问题
– 各个方面的差距分析
– 说明 CSA 的方法，包括评估重点、预期实践和

问题原理
– 绩效最佳者以及最直接竞争者的标准排名及识别
– 业内同行在标准层面的 4 年趋势的分析
– 有关最佳公司在关键问题上的公司百分位排名和绩效
– 已识别差距的领先实践示例（如有）
就报告结果与专家通过电话展开 1 小时的说明会议

如何使用?
反馈报告可以直接在线订购。只需访问 
https://portal.csa.spglobal.com/survey/， 
登录您的公司帐户即可 
确保使用 CSA 管理员帐户登录。前往“Benchmarking”  
 （基准化分析）选项卡下的“Report”（报告）选项卡。然后
单击“Order Feedback Report”（订购反馈报告）。
您可以选择 5 个标准作为报告重点。我们将在 5 个标 
准中，选择贵公司与业内同行相比权重差距最大的 7  
个问题，通过差距分析为您提供最大的附加价值。如 
果您想自主选择 7 个问题，请告诉我们。除非您另有 
指示，否则我们会将您未回答的问题从分析中排除。

我什么时候可以收到报告?
在线订单界面将显示一个交付窗口。这将取决于分析 
师的人员数量，以及对此服务的总体需求。我们的目 
标是在收到您订单后的 4 到 6 周内交付。 

如何收费?
提供反馈报告和说明会议的服务费为 4,750 欧元 

（ 不含增值税）。您可以通过信用卡或发票付款。 

“这份反馈报告非常有用，能够发现 CSA 最相关领域的差距，并帮助我们采取措施， 
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可持续性绩效和报告。特别是最佳实践示例和详细的反馈电话会
议，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价值。” 
– BMW Group 可持续主管 Ursula Mathar

https://portal.csa.spglobal.com/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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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绩效的关键见解
您的反馈报告将以演示格式（约 30 页）提供。以下示例屏幕截图可让您大致了解进行的分析。以下提供的实 
际信息仅作说明用途。 

管理概要部分

四年趋势分析 — 公司 vs. 行业 
只有查看公司在多年趋势中相对于同行的绩效，您才 
能真正了解贵公司的 ESG 绩效。您是否能跟上同行 
的步调? 您的趋势是否向好? 或者他们是否正在赶上 
您的领先地位? 此图表绘制了相对于行业得分分布 
 （按照四分位数）和行业平均值，贵公司的 
标普全球 ESG 得分。 

了解您的绩效与行业绩效 
管理概要会将您的绩效与您业内同行的绩效进行可 
视化，帮助您展开内部讨论。第一张幻灯片重点介 
绍您在总体和领域层面，以及最相关标准方面的绩效。 
包括按照标普全球 ESG 得分进行的绩效最佳者排 
名和您所在行业的最直接竞争者、他们每年的 
排名变化，以及相关的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 成员。 

最相关的标准 — 百分位排名热图 
热图表可展示各公司百分位排名的彩色编码视图。 
排名最高为绿色，排名越低则越红。其中包括根 
据总百分位排名的领先公司和您的最直接竞争者。 
通过此表，您可以快速分析与这些公司相比的相 
对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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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仪表板 
报告的此部分显示了您在选定的 5 个标准中的表现， 
以便了解您的相对排名和竞争格局。箱形图说明了您 
行业中标准得分的分布情况，让您能够对公司的绩效 
进行 4 年趋势分析。它突出显示了在为差距分析所选 
定的问题上，贵公司的表现。 

最重要的方面
在每个可持续性领域中，通过判断其对业务价值驱动 
力的影响的可能性和程度，来选择最重要的标准。 

差距分析 
在各方面，逐项审阅您在所选问题中的评估结果。通 
过此分析，您可以详细了解 CSA 答案的评估标准。使 
用图标可以迅速对优势和需要改进的领域进行可视化。
此项分析还会突出显示信息不够充分、无法获取完整 
分数的领域，并说明与预期实践的差距。 

在最多 5 个标准中针对 7 个问题进行差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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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S&P Global Switzerland SA, Lausanne
Zweigniederlassung Zurich, Neumuehlequai 6
8001 Zurich, Switzerland
+41-44-529-5170
esgbenchmarking@spglobal.com

Important legal information
All information, data or material, including ratings or scores (all such information, “Content”),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and other reports, materials, or websites of 
S&P Global Inc. and its subsidiaries is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S&P Global Inc. or its relevant subsidiary and may not be copied or reproduced in any form except 
with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S&P Global Inc. A reference to a particular investment or security, a score, rating or any observation concerning an investment 
or security that is part of the Content is not a recommendation to buy, sell or hold such investment or security, does not address the suitability of an investment 
or security and should not be relied on as investment advice.  
See additional Disclaimers at https://www.spglobal.com/en/terms-of-use.

Copyright© 2021 S&P Glob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我们使用反馈报告进一步了解了 
CSA 的方法和预期实践，以期改善内
部政策、策略、指导方针和实践。”
– 亚洲电信公司合规官

“反馈报告质量很高，并且易于使用。 
电话会议很有价值，让我们有机会听 
到针对于我们答案的定制反馈。”
– Symantec Corporation 企业责任副总裁，Cecily Joseph

“我们使用该报告向汇总这部分内容的 
相关团队提供反馈。电话说明会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流程，要求提供更  
多示例，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 全球个人产品公司可持续业务与通信部

“得益于反馈报告，我们展开了细致的 
内部分析，确定了我们的优势和机 
会，以及我们需要实施为改善ESG 绩 
效的地方。同时也发现了我们的团队必 
须改善报告方式的地方，从而提高我们 
的评级。”
– Walmart de México y Centroamérica 企业发展总监， 

Claudia de la Vega

“我们用它来进一步增进公司内部对可 
 持续性的了解，并落实具体改进。”
– 欧洲制药公司企业可持续与业务管理部

“我们用这份报告来制定行动计划，并 
 与最高管理层进行沟通。”
– 欧洲电气元件和设备公司绩效经理

其他人如何使用这项服务?
我们询问了反馈报告的客户，了解他们如何使用此服务。以下是他们的一些答案:

mailto:esgbenchmarking%40spglobal.com?subject=
https://www.spglobal.com/en/terms-of-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