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自然共生

序号 申报单位 企业（集团）名称 案例名称

1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守护人类海洋家园的 CSSC“绿巨人”

2 中国石油报社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绿色梦想·中国方案

3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绿色环保“人海”和谐，中国船队堪称典范

4 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英国门迪电池储能项目

5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巴厘岛海底“植树造林”  共建海洋“华电蓝”

6 三峡集团新闻品牌中心、三峡巴西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基因密码”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7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共生价值植根印尼——国家能源集团印尼项目发展纪实

8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孟加拉帕德玛水厂项目

9 先正达集团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以负责任的农业创造可持续未来

10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与自然和谐共生 用责任成就未来

11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鲜花之城”的绿色名片

12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绿色发展点亮埃塞首府新地标

13 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肯尼亚加里萨太阳能电站——东非草原上的绿色光源

14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戈壁盐滩上建设“生态盐湖”

15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澳洲，风机与自然和谐共生

16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高山觅境，“云”踪豹影

海外社会责任

序号 申报单位 企业（集团）名称 案例名称

1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闪耀在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闪亮全球的“中国星”

3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让历史与现代文明在“一带一路”交映生辉

4 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国网巴控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授人以渔——国家电网海外中国式扶贫成功实践

5 南方电网国际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温情守护南塔河的风景线

6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清洁能源点亮“西非水塔”  中国智慧凝聚中几友谊

7 中国移动辛姆巴科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传递中巴友谊的“中国信号”

8 中冶集团铜锌有限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旧貌换新颜  一夕跨千年 
——中冶铜锌助力巴基斯坦山达克部落奔向“小康富裕”之路

9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为哈萨克斯坦铺就“光明之路”

10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一条贯通尼泊尔经济发展大动脉的“幸福路”

11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东非高原上的“甜蜜事业”

12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几内亚 - 马里分公司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海外一家亲 责任暖人心

13
中诚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 莫斯科格林伍德国
际贸易中心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莫斯科的中国“国家橱窗”

14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承载希望的共建之路

15 中国港湾、中交一航局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架起中牙联通桥

16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为世界送去“希望之苗”

17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传递大疫下的中国制造力量

18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之国”的友谊大桥 , 让民相亲、心相通

19 天津农垦集团保加利亚公司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引擎”

20 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 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 华坚集团把中国工业文明带到非洲

跨文化融合

序号 申报单位 企业（集团）名称 案例名称

1 中国铀业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跨文化融合“治愈”企业并购难题

2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筑经贸腾飞之路，续中斯世代友好

3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沙特分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沙员工友谊的桥梁”——中国石化沙特培训中心

4 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巴西 CPFL 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文化融合 民心相通 打造融通中外的国际化企业

5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文化出海，美美与共

6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证幸福”筑同心 打造文化新名片

7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探索海上丝绸之路，助航印度洋上的明珠

8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共建共享  领“纤”未来

9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火车头”为肯尼亚蒙内铁路持续注能

10 中国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一带一路”上的民心相通

11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打造中俄文化融合新名片

12 中国航油（柬埔寨）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丝绸之路上的先锋航油铁军

13 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贝琳的美丽蜕变与展翅

14 中国黄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打造和谐文化  树立海外投资典范

15 中国广核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用一句“Xiè xiè”和“Obrigado, amigo”点亮中巴友谊之光

16 北京同仁堂国药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把中药奉献给健康  将文化传播到世界

17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海螺水泥建设美好印尼

18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1825 天写成的答卷

19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勇·诚·智·善，擦亮国企海外品牌

20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建设推动“民心相通”！ 
三一重工让非洲大陆爱上“中国造”

国际传播创新

序号 申报单位 企业（集团）名称 案例名称

1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钉一铆工程人，合奏中巴新乐章

2 中油国际管道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 , 为缅甸加油”首届 CNPC 青年短视频挑战赛

3 中国石油海外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用“融创新”与“云开放”讲述海外合作故事

4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打造中俄互利合作典范  谱写和谐共赢新篇章

5 三峡巴西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推动传播创新，筑梦“海外三峡”

6 哈尔滨电气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人为本 让爱温暖全球哈电人

7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Meet U in China “东航 + 城市”文旅传播策划

8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打造海外“云开放”，彰显中埃“正能量”

9 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唱响中国建材国际传播新“赞”歌

10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瑞典“金桥”擦亮中国制造品牌

11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国际化语言 传播共赢故事

12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法国风电场“云开放”积极展现中广核国际形象

13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奥运场馆建设改造和赛后运营的“中国方案”

14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叉车集团 疫情不利环境下，合力海外品牌建设的求变之路

15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全球用户相遇“云端”点亮心中最温暖的 JAC

16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走上国际舞台 向世界讲述农商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