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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本报告赞助商的讯息 

 

 

 

 

Karl Von Rohr,  

主席，管理委员会成员，德意志银行 

德意志银行理解LGBT+共融对建立一个有竞争力以及活力的公司而言是不可或缺
的。我们公司对所有观点和身份都采取包容态度，这能让我们更加唯才是举，吸引
高端人才，并作出更佳的商业决定。研究表明彰显LGBT+共融的公司在一系列方面
表现更好。 

我们也是一家在超过65个国家运营的全球化公司。我们的全球化运营方式意味着我们
会在LGBT+共融面临挑战、LGBT+人群面临歧视的国家运营。Open For Business之前
报告表明，歧视LGBT+社群会阻碍商业和经济发展。的确，我们的公司及员工在开放
和共融的社会表现得更好，我们对LGBT+共融的热忱不分地域。 

尽管我们意识到在商业、机构还有社群方面，需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但我们对自身
的承诺坚定不移。 

我们为公司保护LGBT+权力的一贯记录而感到自豪。我们长期支持世界各地的LGBT+
社群，并且是最早签署联合国《全球商业标准》的公司之一。为了深化我们的承诺，
我们也加入了其他全球化倡议，例如Open for business还有世界经济论坛发起的全球
LGBTI 合作项目（Partnership for Global LGBTI Equality）。 

对于想利用其影响支持当地LGBT+共融的公司来说，这份报告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能够和Open For Business建立伙伴关系，有机会赞助出版这份报告，我们备感自豪。
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带动全球性的商业集体行动。 

 

 

DISCLAIMER 

This report is prepared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by Open For Business. While the report has been prepared based upon sources, information, and systems 
believed to be reliable and accurate, they are provided on an “as-is” basi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is intended as a guide only and, whilst believed 
to be correct at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appropriate legal or financial advice, detailed specific research or the exercise of professional judgement. 
Open For Business, its coalition partners, the contribution authors to this report, or the members of the Open For Business Research Advisory Board have not, and will 
not, verify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report, and in no event will they be liable for any decision made or action taken in reliance of the results obtained through the use of, 
or the information or data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Neither the authors nor any contributors to this report make any representation, expressed or implied, or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with respect to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report. The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are those of the editorial team 
and do not represent an official position of Open For Business or any of the companies supporting the coalition 

CONTACT: info@open-for-business.org  
FIND OUT MORE: open-for-business.org 

FOLLOW US: @OFB_LB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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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Open For Business 

Open For Business是多家跨国公司
协作的结果，此次协作致力于将包
容多元的社会对于企业更有帮助和
经济的发展更有益处的理念变成现
实。此次协作的目的是通过倡导在
全球商业和经济领域，确保每一个
人的机会平等，推进对LGBT+社群
的包容在全世界散播的进程。 

Open For Business的合作伙伴都将维护
多元包容的工作环境的承诺深植于心。
在很多它们运营的国家，它们非常担忧
反对LGBT+政策的广泛传播。为了推进
能够促进商业繁荣发展的开放包容的社
会的建立，此次合作给出的数据足以展
示和证明包容对商业更有益处并且对于
经济的发展更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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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报告的目的是什么？ 

本报告为有意于在公共领域采取行动的
公司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工作框架，从而
促进这些公司所在国家的LGBT+共融。 

此前的Open for business报告重点关
注公司为什么应该在其经营国家推广
LGBT+共融; 本报告重点关注的是怎么

样推广LGBT+共融。 

谁应该阅读报告？ 

对于希望在公共领域采取LGBT+共融行
动的公司，本报告将阐述有影响力且适
合他们的行动计划。 

对于寻求与企业合作的民间团体组织，
本报告将会指出开展有效的企业倡导的
契机。 

对于在尚未采取LGBT+共融行动的公司
工作的员工，本报告将提供如何开始采
取行动的建议。 

对于在歧视LGBT+环境中工作的员工，
本报告将提供一些指导，让他们更好地
寻求帮助并成为推动改变的一员。 

报告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Open For Business与联合国自由平等
运动 (UN Free＆Equal) 一同撰写此报
告。报告参考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
处同人权和商业协会合作制定的《企业
行为标准》，致力于解决针对LGBT+人
士歧视。 

具体而言，本报告参考以下资料： 

� 由Open For Business联盟合作伙伴
提供的最佳案例 —— 这些公司在公共
领域促进LGBT+共融的领头能力广泛
受到认可。 

� 从公共活动的企业中学习关于其他议
题的经验教训，包括妇女权利和气候
变化等，重点关注公司评估某国影响
渠道的最佳方法。 

� 通过49次访谈调整本报告中提出的框
架。访谈涵盖商业、民间团体、政府
机构，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先
LGBT+活动家。 

报告的作者是谁？ 

本报告由Open For Business团队负责
撰写和终审，团队由华盛顿特区的
Drew Keller领导，成员包括肯尼亚内
罗毕的Yvonne Muthoni和华盛顿特区

的CJ Lin。特约作者包括Georgetown

大学的硕士候选人Logan Smith，以及

博然思维集团的Ann-Kathrin Richter

和Ruairidh Macintosh。 

Jon Miller是Open For Business的创
始人兼执行编辑。还有许多支持Open 
For Business的公司贡献了来自于世界
各地的LGBT+共融商业案例的独特视角
和经验。 

 

 

Open For Business研究咨询委员会 

Open For Business的研究咨询委员会为本次报告提供了持续的建议和反馈，使LGBT+共融的经济议题更具全面性和时效性。 

M.V. Lee Badgett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 
经济学教授 

 

Suen Yiu Tung  

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项目创始负责人 

 

Matteo Winkler  

巴黎高等商学院法学教授 
 

 

Felicity Daly DrPH 

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性健康研究中心
荣誉研究员 

 

Paul Jansen 

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全球 
宣传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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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Jon Miller, 

Open For Business创始人，博然思维集团合伙人 

自2015年Open For Business成立以来，全球领先企业对LGBT+权利的支持力度有了明
显增加。目前我们联盟共有27个伙伴，他们都致力于做出实际行动而非光说不练。 

提起这个争议的议题可能会有政治风险。因此公司不愿意在将同性恋判定为违 
法行为的国家公开采取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但Open For Business与联盟伙伴 
合作，已经在十个上述国家积极开展工作，并且国家数量正在增加，我们的项目也越来
越受欢迎。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 

我们学到了如何在与LGBT+人群敌对的国家改善LGBT+共融：除了坚持和勇气外，我们
还需要值得信赖的当地情报和人才。公司必须和当地民间团体伙伴一起制定并实现明确
的策略。这份报告为如何制定这样的策略提供了框架。 

并且我们了解到许多公司想做出更多。他们对LGBT+共融的承诺渊源已久，并且他们不
想因为在LGBT+不友好国家不采取行动而被指责是在奉行”粉红清洗”。越来越多的公
司希望了解他们如何能进一步帮助公司运营地的本土LGBT+群体。这份报告根据我们自
身经验，已经从其他领域的倡导学习（比如性别平权）提出了一些答案。 

最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到私营企业能对LGBT+权力的实现产生巨大影响。 

Open For Business展示的经济商业案例的深度将LGBT+共融重构为经济议题。在乌干
达、中国香港和印度，Open For Business的数据被用于LGBT+赋权，这让我们备受鼓
舞。然而我们仅仅触及了皮毛，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为实现
变革提供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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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Gilmour,  

尽管 LGBTI 平权在世界很多国家取得进展，但目前世界许多国家的 LGBTI
群体仍未获得平等。 

数以万计的人依旧因为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生活在恐惧中，为被捕、遭受骚扰以及肢体暴
力担惊受怕。 

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提倡工作场所的多元和共融，包括对LGBTI雇员的多元与共融。 
很多公司也希望为帮助运营国当地LGBT社群做出更多贡献。然而当一个国家的法律、
当权者以及公众对LGBT群体采取敌对态度时，这些都不容易做到。 

因此很多总部设在LGBTI平等更加完善的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海外运营时，即使支持这个
议题，但和国内相比的态度也会更加不坚定、软弱。 

很多国际商业团体十分了解为LGBTI议题行动所带来的挑战，也知道缓和全球价值和 
当地行动紧张关系之间的需要。因此2017年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布了一系列商业准
则，希望通过解决职场等方面歧视促进LGBTI平权。 

这份Open For Business的报告着力于联合国准则中也许最具挑战性的方面：如何推
动企业在运营地更好地促进LGBTI人群的人权，并且在过程中避免造成对LGBTI群体的
反弹。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Michelle Bachelet重申商业是解决世界紧迫挑战最好的盟友。 

世界各地不同种类和规模的商业可以成为促进LGBTI平权的最佳盟友。本报告展示了
实现这个目标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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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在公共领域的 
LGBT+共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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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领域的LGBT+共融行动 

本报告为想要在公共领域提升
LGBT+共融的公司提供清晰的 
框架。 

 

 

 

 

 

 

 

2017年联合国发布《企业行为准则》（下

简称为UN准则）1，以回顾多年来企业在

LGBT+的公共领域内为维护和提升其权益

制定的政策与实践，并向企业就如何改善

其所在国家LGBT+生存环境予以指导和规

范。迄今为止，已有超过230家公司签署

了UN准则——这是提升LGBT+人群在商界

的巨大胜利。 

对于UN准则的1至4条，目前已经积累了
比较完善的经验及实践：近年来，许多公
司一直在努力消除歧视，提升工作环境的
包容性，同时越来越多的民间团体组织和

商业咨询机构在制定和实施促进工作场所
平等的政策方面提供切实的支持。 

尽管如此，对于准则的第5条，即在公共
领域提升对LGBT+共融，依然远远缺乏支
持。本报告试图弥补这一点，为想要在公
共领域提升LGBT+共融的公司提供清晰的
框架，并且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参与LGBT+
外部运动的新可能，也有望能够借助企业
宣传与影响改变当下LGBT+生存环境。 

 

 

 

企业行为准则 
 

1. 尊重人权 所有企业都有责任在其运营与业务关系中尊重人权，包括LGBT+人群权益。企业应当谨慎地制定
政策，如若其决策违背人权，应及时纠正并消除其不良影响。 

2. 消除歧视 雇员及任何与企业存在业务关系的个人有权不受歧视。企业应当保证在招聘、雇用、工作条件、 
福利、尊重隐私或骚扰处理方案等流程中不存在歧视。 

3. 提供援助 LGBT+人群存在在包括职员、经理、企业主、客户和社区成员等群体之中，但是很多人依然面临
无法在工作场合被接受与包容。企业应当在其内部提供积极正向的环境，使LGBT+雇员能够有尊
严不受侮辱地工作。 

4. 防止其他侵犯 
人权行为 

企业应当确保不歧视LGBT+供应商与经销商，并确保LGBT+客户在获取公司产品和服务时不受 
歧视。在业务关系中，企业也应确保其业务伙伴不歧视LGBT+群体。 

5. 在公共领域采取行动 鼓励企业利用其影响力，在其经营的国家为制止侵犯人权行为作出贡献。在此过程中，他们应该
与当地社区和组织密切磋商，以确定在法律框架和现有做法侵犯LGBT+人群人权的情况下，企业
可以采取哪些建设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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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领域采取行动迫在眉睫 

 

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地区和国家，LGBT+社区环境日益严峻。政客与立法者使LGBT+群体遭受歧视，许多人甚至因此面临骚扰
与暴力风险。一些人称之为长期同志运动的反弹2。这些反LGBT+运动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正在发生： 

在土耳其，第四届年度同志游行在伊斯坦布尔被明令禁止。当LGBT+社群忽视禁令并坚持游行时，警察向人群发射催泪瓦斯
和橡皮子弹暴力叫停，11人被逮捕3。 

在马来西亚，两名女性由于试图发生性行为被捕，并因此在超过100人的公开场所遭受鞭打4。 

在印度尼西亚，反LGBT+镇压运动频发。帕里亚曼市（Pariaman）通过一项法律，对同性恋群体及跨性别人群的“不道德
行为”罚款。5近期，两名男性由于涉嫌在Facebook上经营同性恋页面而被捕。6最让人震惊的是，两名男性由于其同性恋身
份而被当众鞭打7。 

在埃及，继上次对LGBT+社群活动镇压，逮捕在音乐会上摇动彩虹旗的数人之后8，一名埃及电视主持人因采访同性恋性工作
者而被判刑一年9。 

在尼日利亚，57名男性在拉戈斯（Lagos）一家酒店由于涉嫌参与同性恋“俱乐部”被捕1 0。 

在坦桑尼亚，10名男性因涉嫌在桑给巴尔（Zanzibar）举行同性婚礼被捕。1 1在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甚至成
立了“监察小队”专门追捕同性恋者1 2。 

在车臣，在新一轮大规模逮捕和拘留同性恋者的行动中，超过40人遭围捕1 3。 

在巴西，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将LGBT+组织从政府的官方人权机构中除名，并宣称“宁愿儿子死掉也不
要他是同性恋。”1 4 

这是商业社会忧虑的问题。在之前的Open For Business报告中，商界已经实现了对LGBT+群体相当程度的开放与包容。许
多商界领袖认识到，反对LGBT+与商业利益和经济发展背道而驰。因此，许多公司正在主动寻求他们如何能够更积极地提升
世界范围内LGBT+共融的方法，包括在那些LGBT+权益受到挑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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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商业视角下的LGBT+共融 

LGBT+共融与更好的商业表现密切相关，LGBT+共融的社群也有着更强的经济发展前景。长期以来，很多行业巨头对其深信
不疑，而如今，这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的支持。在早先的报告中，Open For Business也对已有多方数据进行了分
析，并整理获得了以下被广泛采用的结论框架。 

A. 经济表现 
更强的经济增长与更高层次的 
创业精神 

 

B. 商业表现 
极佳的表现，创新水平与 
盈利能力 

 

C. 个体表现 
更高的员工生产力 
与雇员贡献 

 

命题 1：竞争力 
LGBT+共融的经济体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命题 2：创业 
LGBT+共融的环境催生企业家精神、 
创造力与革新力。 

命题 3：腐败 
LGBT+歧视经常与腐败行为和缺乏开放
性相关联。 

命题 4：直接投资 
LGBT+共融与高水平的直接投资相关。 

命题 5：全球市场 
LGBT+歧视可能会阻碍本土公司与全球
市场连接。 

命题 6：人才外流 
LGBT+歧视会导致人才外流。 

命题 7：公共健康 
LGBT+歧视会影响公共健康从而危害经
济发展。 

命题 8：国家声誉 
LGBT+歧视会影响国家声誉，进而影
响其旅游业、人才吸引与消费品出口
市场。 

命题 9：国家生产力 
LGBT+歧视会导致低水平的国家生产力。 

命题 10：城市经济增长 
LGBT+共融标志着多元化和创造性的 
环境，这为城市经济增长创造了正确的 
条件。 

命题 11：国民经济增长 
LGBT+共融经济体有更高水平的 GDP
总量。  

命题 12：人才吸引 
更具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公司更有能力争夺
有才华的员工。 

命题 13：留住人才 
更具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公司更有可能留住
人才。 

命题 14：创新 
更具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公司具有更高水平
的创新和创造力。 

命题 15：合作 
更具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公司具有信任和沟
通的环境，这对于高效的团队工作是至关
重要的。 

命题 16：消费者取向 
更具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洞
察所有客户的需求，有更大的客户群。 

命题 17：LGBT+消费者 
LGBT+共融的公司更容易获利于不断增长
的巨大的 LGBT+消费者的全球消费力。 

命题 18：品牌实力 
更具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公司具有更强的品
牌吸引力和更忠实的客户，他们往往想要
企业具备社会责任感。 

命题 19：金融表现 
LGBT+共融的公司的股价表现更好，股本
回报率更高，市值更高，现金流更强劲。 

命题 20：真实性 
在开放、多元与包容的环境里工作的个体
可以做回自己，不需对重要个人信息进行
隐藏遮掩。 

命题 21：动力 
在开放、多元与包容的环境里工作的个体
有更强的动力。 

命题 22：归属感 
在开放、多元与包容的环境里工作的个体
会对公司文化与价值有更强的归属感。 

命题 23：满意度 
在开放、多元与包容的环境里工作的个体
有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命题 24：健康 
在更加开放多样与包容的公司里工作，个
人免受歧视威胁，进而保障其身心健康。 

命题 25：开言献策 
在更加开放多样与包容的公司里工作，个
人更愿意开言献策。 

命题 26：额外工作 
在更加开放多样与包容的公司里工作，个
人更愿意主动承担额外责任，为公司文化
做出贡献。 

命题 27：个体生产力 
在更加开放多样与包容的公司里工作，个
体的个体生产力更高——其工作效率更
高，产出质量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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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清洗的风险 

“粉红清洗（Pinkwashing）”是近
年来的新词，指纯粹为商业利益而投
机支持LGBT+群体。如果企业宣传自
己对LGBT+群体有共融（比如，签署
联合国行为准则）却不以实际行动支
持LGBT+群体，便有可能面临“粉红
清洗”的指责。

社会团体、公司雇员与消费者都在加强
对企业的施压，确保企业的确在支持
LGBT+群体的共融。这些人看重的不是
企业在LGBT+友好的国家有何作为，他
们更加看重在LGBT+权利受到威胁的国
家中，企业会如何贯彻这一政策。例
如，如果一家企业在一个LGBT+友好的
国家赞助骄傲游行或是发行彩虹版的品
牌标志，却在LGBT+权利受到侵犯的国
家保持沉默，那么这家企业便有被指责
进行“粉红清洗”的风险。 

消费者越来越担忧粉红清洗的行为，因
此会更加注意相关问题。例如，在全世
界的骄傲游行里都有示威的活动家15,16

认为企业的支持并不真诚。此外，近年
来媒体和消费者常常关注那些支持包容
LGBT+群体，却在歧视LGBT+群体地区
拥有大型产业链的企业17。 

这意味着企业很有必要拿出实际行动，
证明其对LGBT+群体的支持是真实的，
且有意在全球广泛践行这一支持。本报
告将帮助公司找到合适的行动措施，以
获得商业与社会层面的成功。这也会帮
助公司仔细考虑如何在更加严苛的环境
中坚持展现对LGBT+群体的共融。 

 

 

 

 

 

 

 

 

对于粉红清洗的关注与日俱增 

 

根据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的数据，“粉红清洗”的
搜索量近年来稳步提升，表明公众对 LGBT+议题与日渐增的
关注。在很多国家进行骄傲游行的 6 月份，对此话题的关注
度更高。 

   

 

图表展示了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1 月推特（Twitter）  

 上“粉红清洗”与“#粉红清洗”话题的使用量。数据表
明，阶段性的搜索量激增表明每年骄傲节时，对此问题的 
关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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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层面的政策目标 

Open For Business希望在
LGBT+权利面临挑战的地区倡导
对LGBT+群体的共融。这与联合
国行为准则相符。联合国行为准
则鼓励企业“运用自身的影响，
阻止其业务所在国的侵犯人权 
行为。”18 这些是宏观的目标。
那么，在公众层面的行为有什么
具体的政策目标呢？如果企业希
望成为倡导者，那么究竟需要倡
导什么呢？

 

在本质上，企业是结果导向的，因此可能会关注“成功是什么样的”之类的问
题。如果不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便没有办法激励企业的行动。企业怎样知道自
己的行动是成功的，社会对LGBT+群体的共融更好了呢？ 

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回答，因为各个地区支持LGBT+群体的政策目标都有所不
同，受到一系列政治、法律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也与代表当地LGBT+群体的社会
组织的优先战略目标有关。 

Open For Business等组织正在与当地的社会团体协商，因此可以帮助企业确定
公众层面行为在某一特定方面的政策目标。在实践中，企业在运用自身的影响来
支持LGBT+群体时，倡导的讯息通常在三个层次上： 

 积极的态度 消极的态度 

一般层面 比如：“开放、共融与多
样性有利于企业运作与经
济增长。” 

比如：“歧视不利于企
业利益，并且对经济增
长有害。” 

LGBT+共融 比如：“对LGBT+群体的
共融社会更有利于企业运
作与经济增长。” 

比如：“对LGBT+人群
的歧视不利于企业利
益，并且对经济增长有
害。” 

具体层面 比如：对促进LGBT+群体
共融的政策与法规的鼓励
和支持 

比如：对于歧视LGBT+
群体的政策与法规表达
担忧 

 

 

企业需要认真考虑倡导的程度和政策目标的主体。企业可以： 

1) 利用本报告，基于公司的资产规模，寻找适合的影响渠道， 

2) 接触社会团体（直接接触或通过 Open For Business 间接接触）以了解 LGBT+群体的所处情况与群体目标， 

3) 发现既属于企业可运用的影响渠道，又符合 LGBT+群体目标的行动措施。这个过程是不断进行的，与社会团体和其他企业的

交流将促进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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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企业在公众层面的行为 

“如果企业能联合起来行动，和当地的群体建立真正的关系，
来了解当地的社会环境和可行措施，企业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内促成积极的成果。” 

梅琳达·麦克洛（Melinda Miklós）， 
匈牙利，WeAreOpen 团体 

“对于埃及和苏丹的活动人士来说，与企业接触也是人身安全的
挑战，因为我们不清楚可以相信谁。私营企业伸出援手并与我们
不断对话将减少这一安全上的担忧。” 

努尔·苏鲁旦（Noor Sultan）， 
埃及/苏丹，Bedayaa 团体 

“在黎巴嫩，企业拥有巨大的机会，可以促进 LGBT+群体的共
融。活动人士欢迎企业前来接触并对话；我们可以帮助企业了
解可哪些措施可行，哪些措施不可行。” 

乔治斯·阿亚兹（Georges Aziz）， 
黎巴嫩，阿拉伯自由基金会（Arab Foundation for 
Freedoms） 

“社会团体掌握信息，却缺乏权力。企业掌握权力，却缺乏深度
的了解，无法有效地支持 LGBT+群体。尼日利亚的活动人士希望
与企业进行开放的对话。” 

希纳禾·穆罕默德（Xeenarh Mohammed）， 
尼日利亚，平权倡议会（The Initiative for Equal Rights） 

“跨国企业似乎都希望支持 LGBT+群体共融，这些企业只是需
要一份指南，来学会如何做好这件事。” 

亚莎·苏坦（Azza Sultan）， 
埃及，Mesahat 基金会 

 

  

公众层面行为的原则 

推荐企业在公众层面推行 LGBT+共融时，遵守以下原则： 

1. 不要造成伤害。参与人权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组织必须遵守这条铁律。企业的行为将影响 LGBT+群体，因此应与代表这些群体
的社会团体进行持续、开放的对话。 

2. 不仅要包容，更要参与。任何代表 LGBT+群体进行的倡导活动应当尊重这些群体的自我意志，并保证能代表这一群体的人全
程直接参与到倡导过程中。 

3. 切忌随意假设。LGBT+群体的共融问题有时很复杂，很容易被该群体以外的人误解。社会团体非常熟悉当地的社会环境，可
以帮助企业找到正确的倡导目标。 

4. 当地领导，全球支持。企业本地的高级主管应负责领导支持 LGBT+群体共融的行动，全球的领导要对 LGBT+群体共融给予支
持与决心。 

5. 眼光放长远。重点不要放在短期成果上，而要注重建立长期机制，与 LGBT+群体共融相关的各利益相关方进行长期对话。换
句话说，不要“为了赢得一场战役而输掉整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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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影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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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影响渠道 

 

在公共领域有所行动，并不必然意味着要
“在公共场所发起行动。”在很多情况下，
倡导LGBT＋共融的最好方法，并不是在公
共场合发表演讲或者挥舞彩虹旗。有时更为
安静的方式会更为有力。公司有一系列针对
如何在公共领域有所作为的选择。 

任何商业角色——包括供应商、零售商、工
厂、投资者及其他——都有很多可能的可行
渠道，以影响业务国内对争取LGBT+权利的
支持。从性别平等到工人权利等其他一些社
会活动，已经利用过一些方法。但是时至今

日，对于在公共领域活动倡导LGBT+共融的
真正含义，人们依然争论不休，进行该活动
的原则也尚未确立。 

在本小节，我们将提出一个渠道框架，企业
能够借助这个框架发挥自己的优势。企业应
在采取行动之前深入咨询当地社群和机构，
特别在一些LGBT+权利面临挑战的国家，更
应如此。很多跨国公司都习惯西方的倡导模
式：签署公开声明、参与骄傲游行以及其他
一些曝光程度高的活动。在某些情况下，采
取这样的行动方式非常有效，但是在对

LGBT+议题更为敏感的国家里，这样的做法
对于LGBT＋社群以及企业本身来说，可能
带来致命打击。 

本报告提供更多选择和策略，企业可以在很
多国家的公共领域采取这些选择和策略进行
活动。我们将“影响渠道”总结成如下所示
的框架。之后，我们以在LGBT+共融上采取
行动的公司为例，展示企业如何通过这些渠
道进行活动。从更广的层面来说，这些例子
也能帮助企业学习如何在其他社会和环境议
题上发挥影响。

 

 

 

 

 

 

 

 

 

 

 

 

 

 

 

价值链渠道包括一个公司的供应链、销售网络、以及产品和服务的终端购买者
——顾客、客户和消费者。 

价值链渠道 

金融渠道包括提供金融借贷和服务（如工资单）的银行合作伙伴，以及投资者
（资产持有者和经理）和直接投资。 

金融渠道 

公共政策渠道包括与公务员、政府、政治家、政策制定者、相关行业监督者、
全国人权机构之间的关系。 

公共政策渠道 

民间团体渠道包括公司接触的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业务范围内的各类社群
以及媒体。 

民间团体渠道 

行业渠道包括公司或者公司员工可能会参与的任何专业机构或者行业协会， 
以及商会和贸易联盟。 

行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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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以通过价值链强调LGBT+共融的重要性，并在全球发起倡导。 
在全球范围内，企业在供应商、零售商和其他价值链中的角色层面总共有上千个接触点，
其中大部分所在国家普遍存在歧视LGBT+的情况。多数情况下，这些商业合作伙伴并不注
重在工作场所推动LGBT+共融，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开展此类活动能够提高业绩。这也
给企业带来实际的机会，动员价值链上的合作伙伴，参与在阻碍较大的地区推广LGBT+共
融的活动。 

跨国公司价值链上有多种不同关系和商业合作。价值链渠道显示出最常见的关系，并提供
策略帮助公司在这些关系中嵌入LGBT+共融的元素。 

本节将主要阐述价值链渠道中的关键因素： 

（i）供应商和经销商 

（ii）合资伙伴 

（iii）特许经销商 

（iv）消费者

  

价值链渠道包括一个公司的供应链、销售网络、以及产品和服务的终端购买者
——顾客、客户和消费者。 

价值链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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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供应商和经销商 

企业可以执行规定清晰的政策，保证所有供应商和经销商反对基于性取向和性别的歧视。
企业也可以参与关于注重多元共融益处的对话。 

最佳行动方案 

1 组建工作小组，拟出清楚的供
应商接触政策，声明公司只与
不歧视LGBT+群体的伙伴进行
商业合作。 

2 将这一政策列在所有供应商合
同当中。与供应商和经销商对
该政策进行沟通时，应尊重当
地习惯，典型形式是CEO发送
信函。 

3 邀请当前供应商和经销商，建
立关于当前他们保护LGBT＋员
工措施的对话。从在当地最有
影响力的供应商和经销商开
始。 

4 建立审计机制，确保供应商和
经销商在执行政策。可以通过
训练本企业审计员，也可以与
专业审计公司合作来实现目
标。 

5 支持可能难以践行零歧视措施
的供应商和经销商，向其提供
最佳的实践案例以及策略性步
骤。 

6 如果发现供应商和经销商在已
经获得支持的情况下，仍没有
执行零歧视措施，企业执行不
遵守政策条款，退出商业合作
关系。 

 

 

领先消费者公司在其供应链中推动保护女性活动 

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大供应链的公司正注重于在其供应商和经销商中开展具体项目，以推动性别

平等。其中两家最大的公司为沃尔玛（Walmart）和蒂则诺（Inditex）纺织工业公司。 

沃尔玛于2014年启动其提升全球女性经济能力计划（WEE），旨在通过其庞大的全球供
应链支持女性1 9。WEE有三大主要目标。第一，WEE旨在向女性经营的企业采购200亿
美元商品。第二，WEE支持在美国和新兴市场为低收入女性提供培训。第三，WEE要求
主要供应商（即供应沃尔玛商品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供应商）报告管理沃尔玛业务团队
的性别比例。通过这一计划，沃尔玛培养出强大的共同价值观。WEE高级主管表示：
“长期来看，［女性］有助于世界发展，同时有助于我们的商业发展。帮助女性是对
的，也是明智选择。”2 0 

 

蒂则诺纺织工业公司在50个国家有超过1800家供应商和7200家工厂，针对在供应链中
提升女性能力执行全球战略。该公司注重的议题有健康、保护措施和能力提升。体现这
些议题的一个例子为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开展的Sowbhagyam项目。蒂则诺纺织工
业公司发现，农村地区的女孩长年累月工作，却没有因其辛苦工作得到分文报酬。为了
消除这一现象，保证本公司工厂中的女性员工获得公平薪资，蒂则诺纺织工业公司与国
际和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提高公众对这一不公现象的意识，确立权利诉求渠道，以及
告知年轻人其正当权利。2017年，超过11, 000人因该项目受益2 1。 

虽然这些活动将关注点主要放在性别上，这依然表明，在供应链中开展有利于边缘群体
的具体活动是可行的，并且这些活动能够产生影响。在蒂则诺纺织工业公司的例子中所
采取的机制，做相应调整后可以解决LGBT+社群所面临的相似难题。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多数情况下，当地或者地区企业或者不会在工作场所强调LGBT+共融，或者高度歧视
LGBT+人士。这些企业往往雇佣数量巨大的当地人，包括LGBT+人士，而且这些企业
在本国也有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与他们开展有关包容LGBT＋人士的对话，能够
为LGBT＋人士创造零歧视的工作环境，并且将这些企业转变为在社会中促进LGBT＋
共融的有力同盟。 

 价值链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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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合资伙伴和特许经销商 

企业可以利用与合资伙伴以及特许经销商之间的关系和自身相对影响力，鼓励合作伙伴支
持LGBT+共融。 

最佳行动方案 

1 对于潜在新合资伙伴，多元共
融程度可作为风险评估和尽职
调查的标准。 

2 将不歧视LGBT+条款写入新合
资伙伴合同。 

3 与目前的合资伙伴开展关于
LGBT+共融重要性的讨论，同
时考虑在更新合同时新增不歧
视政策。 

4 要求特许经销商具有明令禁止
基于性取向和性别歧视的行为
准则，同时有该特许经销商确
实践行该准则的证明。 

5 当通过品牌授权协议共享品牌
时，创造LGBT+共融的工作环
境可列为获得特许的一项条
件。企业可设立复审程序，确
保特许经销商符合协议标准。 

6 通过邀请当地领袖／合作伙伴
共同制定LGBT+共融政策，让
他们成为行动的一份子。 

 

利用授权协议推动LGBT+包容活动  

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与其它公司达成大范围协议，包括合资到特许经销商再到品牌授权。
其实，2006年到2017年间，全球合资交易数量每年上涨4%2 2。进行交易、建立关系时需
要签署明确关系条款的协议，这些条款包括费用、培训、质量管理以及其他需要遵守的政
策。将不歧视LGBT+人士政策编入这些协议，是推动LGBT+共融的有效方式，也会降低企
业签署协议时的风险。 

一个例子便是万豪（Marriott）的“万豪国际伙伴项目。”通过这一项目，万豪与其他企
业合作，向这些企业的消费者宣传万豪酒店2 3。所有参与该项目的企业必须与万豪签订
“伙伴协议”，该协议列出伙伴关系需遵守的条框。其中之一便是，合作伙伴不能歧视
LGBT+人士，或者在其网站上登有或者推广任何歧视LGBT+社群的内容2 4。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与当地合资伙伴和特许经销商合作，能够鼓励影响力较大的当地企业为LGBT+人士提供
共融场所，并支持更广泛的社会LGBT+共融。 

 

 

 

 

 

 

 

 

 

 

 

 

 价值链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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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消费者 

公司可以通过品牌和营销来正面呈现LGBT群体，这能打动主流观众并且改变社会态度。 

 

 

最佳行动方案 

1 在大众营销活动中加入性少数
群体。 

2 公司支持LGBT+权益的表现。
根据不同国情，支持LGBT+权
益可以通过行动实现，比如展
示彩虹旗或者参与骄傲游行。
它也可以通过更加细微行动实
现，比如在公司网页上表明公
司有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非
歧视政策。 

3 和首席营销官和品牌团队共同
在商业计划中正面展现LGBT+
群体。 

 

印度联合利华的印度跨性别友好广告 

世界领先品牌在广告中加入LGBT+人士的例子激增。有时候甚至在LGBT平等尚未实现的
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印度联合利华就是其中之一。Brooke Bond Red Label是印度联合
利华旗下一款非常畅销的茶叶品牌。它在一个广告活动中加入了跨性别歌舞2 5。这个广告
宣传在印度乃至世界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甚至在2016年戛纳国际创意节获奖2 6。 

由于印度的跨性别群体面临歧视并难以取得全面的社会接纳，广告中加入跨性别群体不一
定能取得成功。印度联合利华的茶叶总经理说：“我当时害怕吗？当然了。印度是一个传
统的社会，Brooke Bond Red Label是一个传统品牌。这样做存在风险，但我们打算走一
步看一步。”2 7 

最终，这个广告对印度联合利华以及印度LGBT+群体产生了正面影响。它打响了Brooke 
Bond Red Label的品牌并且为公司增加了销量2 8。印度顶尖的LGBT+非营利组织
Humsafar Trust表示LGBT+群体在广告中的正面呈现是迈向社会接纳非常重要一步2 9。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LGBT+人群在不友好环境下获得广告正面呈现的案例有很多。这些正面形象能全面感染
社会并且能鼓励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LGBT+社群，从而消除迷思。公司应该与当地社
会交流来理解如何正确地呈现LGBT+群体。 

  

 价值链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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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品牌传递LGBT+共融信息的例子 

在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曾通过举办一场比赛送十对同性情侣到美国结婚。这是阿里巴巴支持LGBT+共融的强烈信号。在中
国，同性婚姻尚未合法。阿里巴巴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希望通过这场竞赛来唤醒社会对同性恋的尊重和理解，支持实现同性婚姻... 
此次活动更具象征意义。”3 0 

 
‘AMOY KITA’ video ad by TBWA for Bench (2018) 

Bench是一个菲律宾的零售品牌。Bench的一个被疯传的广
告由一名男同志担任主角3 1。 

 
‘Mutato’ video ad, produced by JWT for Avon (2018) 

在依云一则巴西的广告活动中，跨性别女性是广告的主角3 2。 

  
Facebook @HSBCHK #HSBCPride (2018) 

HSBC将他们中国香港总部外的标志性狮子染成了彩虹色33。 

 
Baidu app ad 

一对女同情侣出现在中国引擎巨头百度的一则广告中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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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以通过金融和投资杠杆来保证LGBT+共融是其公司优先考虑的事项。 

金融杠杆是影响公司实现特定承诺的有利渠道，比如从性别平等到对开采业的有效监管。
世界上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们在投资中开始优先考虑性别平等及其他因素。这能反过来使世
界各地的公司去着重融入女性。一直与当地金融机构合作经济项目的公司，已经要求那些
机构遵守他们的行为准则。公司也开始根据城市和国家的开放和包容性决定去哪里开展业
务。当这些决策被正确使用时，它们能有效地促进LGBT+共融。 

这一部分将着重讨论金融渠道的关键因素: 
（i）投资者（资产所有人和资产管理者） 

（ii）金融服务 

（iii）直接投资 

 

  

金融渠道包括提供资金借贷及服务（比如发薪）的银行伙伴 
还有投资人（资产所有者和管理人）和直接投资。 

金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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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投资者（资产所有人和管理者） 

世界上绝大多数公司的投资者群体都包括机构投资者的大量股份。特别是这些投资者在世
界各地都有客户和投资，包括在反LGBT+群体政策的国家。一些公司使投资者参与例如全
球变暖、水源以及冲突矿产等议题，同样的，也可以他们参与多元化及共融建设。 

最佳行动方案 

1 公司可以影响业务项目的投资
者参与多元化及共融建设，告
诉他们LGBT+共融能促进长期
绩效的原因，并鼓励他们询问
其他被投资公司促进LGBT+共
融的方式。 

2 和投资者关系团队一起将
LGBT+共融报道加进投资者的
公共长期计划中。 

3 参加CEO投资者论坛等与CEO
和投资者交流的论坛时，谈论
LGBT+共融的重要性。 

 

 

 

 

 

 

 

 

 

 

关注长期价值创造会增加将LGBT+共融加入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标准
的可能性 

机构投资者和公司都对长期价值的创造产生了兴趣。当Black Rock的CEO Larry Fink提
出，公司应该建立着重于“当今企业面对的环境与社会因素”的“长期价值创造战略框
架”，这一观点引起了全球关注3 5。它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公司例如IBM、BD和尼尔森，跟
他们的投资者分享他们的长期战略。3 6这些长期战略为公司帮助投资者从管理3 7和创造 
“投资者盟友”3 8 的角度来理解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议题（ESG）。这反过来为公司提
供平台，和投资者讨论公司对LGBT+共融的关注，还有为什么它有助于公司业绩，并鼓励
投资者将LGBT+共融加入他们的ESG投资指南中。 

投资者对ESG议题的关注是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多样性和共融的有效手段。 

在过去的几年里，投资者群体对“性别视角投资”特别关注。自2014年起，通过性别视
角管理的资产已经从一亿美元上升到24亿美元。这些产品开始对尼日利亚，以致新加坡等
广泛市场产生影响3 9。印度经济时报中的一份报道建议印度公司积极了解投资者用性别投
资视角来做出投资决定的潮流，并关注如何让女性参与公司运营。这将对世界各地公司促
进LGBT+共融产生同样有效的影响。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机构投资者可能投资在LGBT+歧视非常严重的国家设立总部的公司，或是投资在LGBT+
歧视非常严重的国家有经营大量业务的公司。影响投资者在投资时优先考虑支持LGBT+
共融的公司，这能帮助投资者与聚焦LGBT+共融的被投资者合作。这为LGBT+人士创造
了更加开放的工作环境，并为LGBT+群体提供了新的强大支持。 

 
 

  

 金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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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金融服务 

必须经常与当地金融服务机构合作来构建融资方案，保证信贷，建立信贷额度，管理员工
发薪等现金交易。公司可以利用这层关系保证与他们开展业务的机构支持LGBT+共融。

最佳行动方案 

1 鼓励金融机构公开支持被全球
广泛认可的关于金融服务和人
权的准则,例如赤道原则40和图
恩银行集团（The Thun 
Group of Banks）4 1。 

2 鼓励金融机构保证非歧视原则
延伸到顾客身上，包括LGBT+
人士和LGBT+社会组织。 

3 使金融机构在借贷标准中加入
非歧视原则，帮助其他当地组
织运行。 

4 鼓励经济机构探索帮助LGBT+
群体的方式。例如像为其他边
缘化人群延伸服务一样，为
LGBT+人群延伸服务。 

 

 

 

金融在支持边缘化人群的力量 

世界各地许多LGBT+人群面临的高度歧视能频繁延伸到金融方面，尤其是零售银行还有公
司借贷服务。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LGBT+社会组织会在银行开户及借贷方面面临问题，他
们经常会被歧视LGBT+人群的银行拒绝。比如，和Open For Business合作的肯尼亚社会
组织经常会遇见这个问题，只有非常少的银行愿意和他们开展业务。 

然而，当银行支持边缘化人群时，他们能在帮助社群中起到重要作用。一个典型例子来自
南非，那里的银行着重于黑人经济赋权。南非的银行业与南非银行业协会携手建立了支持
黑人企业和黑人企业家的框架。银行业有六个策略来拓展黑人经济赋权运动，包括提供更
方便地取得金融服务，消除工作场所的种族歧视，还有定向投资来大力支持黑人企业家与
黑人业主4 2。 

尽管这个例子着重于种族平等，但它也适用于LGBT+群体。当地银行的大客户可以以此
为筹码来讨论银行为LGBT+群体提供金融借贷的政策。假如企业没有足够的筹码影响银
行政策。它可以与其他与该银行开展业务的公司结盟来影响银行。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同样的，银行能对资源有效利用率及起供应链中的人权问题等议题作出重要影响，从而帮
助创造LGBT+共融的商业环境。当地银行经常拒绝为致力于LGBT+共融的组织提供服务。
这是非常明目张胆的歧视。与当地银行合作可能帮助当地LGBT+社会组织的运营（比如获
得贷款的资格）。 

 

  

 金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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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直接投资 

当企业考虑投资目的地时，可以将LGBT+共融列为考虑因素，并且明确表示开放、包容的
环境对于企业高效运转极为重要。

 

最佳行动方案 

1 当考虑潜在投资目的地时，企
业通常要与相关咨询机构和政
府内部投资部门合作。在这一
阶段中，企业要明确表示，投
资与否的重要参考条件之一，
是投资目的城市或者国家的开
放程度以及对LGBT＋群体的共
融程度。 

2 将开放程度、多样化程度和共
融程度的衡量数据纳入目的地
投资的决策流程：比如采用商
业开放度的城市排名数据
（Open For Business City 
Ratings）43。 

 

有许多组织在扩大运营时，将LGBT+共融列为决策要素： 

过去几年间，多家组织在决定搬迁或者扩大运营的地点时，将LGBT+共融列为决策要素，
甚至有时是决定性要素。 

2018年，亚马逊在选定其第二家总部地址时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活动。尽管征求建议
书中有多项指标，亚马逊特别要求潜在地址要有“共融的文化和社区环境。”4 4亚马逊各
主管前往考察时，都会询问当地LGBT+共融度，表明LGBT+共融度是这一50亿美元扩张计
划的一个重要决策因素4 5。亚马逊最终在纽约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选址，这两个城市
都是LGBT+共融城市。其他位于有歧视性立法的州的城市则落选，比如亚特兰大市、达拉
斯市和夏洛特市。 

2017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通过并签署臭名昭著的厕所法案（HB2）。该法案宣布当地所
有反歧视的保护措施无效，并且特别针对跨性别群体，规定跨性别群体不能根据自己认同
的身份选择厕所4 6。商业界立即对该法案进行审视，并共同表示在歧视环境中企业无法高
效运作。多国公司取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扩张计划，包括PayPal）、CoStar、德意志银
行（Deutsch Bank）、阿迪达斯（Adidas）和VoxPro。CoStar的CEO表示：“我们无法
在歧视LGBT人士的州份开展业务。”4 7经计算，厕所法案最终让北卡罗来纳州损失37.6亿
美元4 8。 

由于英国脱欧，目前位于伦敦的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EMA）
要求任何有意愿成为该机构搬迁地的欧盟成员国提交提案。作出这一要求后不久，EMA雇
员明确提出，他们的新工作地点必须全面保障LGBT+群体权利，包括同性婚姻4 9。许多东
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都提交了申请，有些国家甚至试图模糊该国LGBT+群体权利状况。这
立即引起EMA雇员以及欧洲各非政府组织的反击。一些保加利亚的非政府组织甚至向EMA
发出公开信，列出LGBT+群体在保加利亚所受歧视的状况5 0。EMA最终选定阿姆斯特丹，
这是欧洲一个对LGBT+群体最友好的城市。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若歧视LGBT+群体，政府则将面临失去跨国公司投资的风险，这是促使政府专注提高
LGBT+共融度的强大动力。无论是国家还是城市，若需参与全球竞争以获得有意扩张跨
国业务的公司的投资，就需要推动创造更为进步的共融环境。 

  

 金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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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GBT+共融城市的投资案例 

Open For Business的Strengthening the Economic Case报告研究显示，LGBT+共融城市
更具经济竞争力。人均GDP和城市LGBT+共融具有十分紧密的正相关关系。这由三大因素
促成： 
  

1. LGBT+共融城市创新力更高。这些城市拥有复杂创新生态系统，其中包括智库和大
公司，并且创新力的一个象征——专利登记数量也更高。这些城市都在世界最具创新
性城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鼓励发展知识经济的创意自由流动。 

 
LGBT+ Inclusion and the Potential for Innovation in Cities 

 
2. LGBT+共融城市能吸引更多有技术有天赋的人才。世界上LGBT+共融度最高的城市

中，第三产业占比都最高。技术型人才在决定搬迁目的地时，会考虑该城市是否
LGBT+共融。相反，歧视LGBT+群体的城市创新能力更低。 

 
3. LGBT+共融城市生活质量更高。生活质量指标和城市LGBT+共融度有十分紧密的正

相关关系。 

                         
City LGBT+ Inclu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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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以通过与公共部门间的接触、利用与公共部门间的关系， 
参与到有关LGBT+共融的经济和商业重要性的对话中去。 

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将私营部门视为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伙伴。许多跨国公司能成熟地应
用公共政策，与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关系紧密。 

通过巧妙并且有策略地使用公共政策渠道，企业能够积极地与政府就LGBT+包容话题展开
对话。大量证据表明，开放共融LGBT+的社会有利于商业和经济发展，这也是Open For 
Business在以下文本中所要展现的内容。在与公共部门对话时，企业可以利用这一论据，
将LGBT+共融呈现为一项经济竞争力。 

在使用公共政策渠道前，企业必须咨询当地民间团体。特殊情况下，如果跨国公司与政府
讨论LGBT＋共融话题时不了解当地历史和社会背景，或者以错误方式与政府中不适合讨论
这一话题的人展开对话，使用公共政策渠道反而会导致LGBT+社群遭到抵制甚至破坏。 

本节将着重介绍公共政策渠道中的关键要素: 
(i)   监管者、政府和立法者 

(ii)  司法机构 

(iii) 国家人权机构

 

  

公共政策渠道包括与政府官员、政府、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以及
相关产业监督者和国家人权机构。 

公共政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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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监管者、政府和立法者 

在与监管者、政府和立法者就LGBT+共融话题进行交流时，须注意方式和表达。有些情况
下，提起LGBT+议题时要含蓄一些，例如：可以与政府就LGBT+共融相关话题进行交流，
这类话题包括HIV/AIDS、隐私权、警察暴力以及其他影响LGBT+社群的话题。 

本报告将介绍三种主要交流方法。在与监管者、政府官员和立法者交流时，三种方法的使
用会有所不同。这三种方法分别是：（a）顾问小组、（b）私人会议、（c）公开声明。 
我们将逐个进行介绍。  

（a）顾问小组 

企业高级主管经常受邀加入顾问委员会，为政府就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和战略经济发展
计划等一系列经济议题献策。 

在顾问小组服务时，企业可以寻找机会，将LGBT+共融对经济和商业的影响的相关证据包含到建议当中去。 

最佳行动方案 

1 企业视政府咨询的经济和社会
议题的具体情况，决定一个更
加开放和包容的社会如何对解
决这些议题起到作用。 

2 检视LGBT+共融对经济和商业
影响的证据基础，寻找与议题
相关的证据。 

 

长期经济计划的制订 

许多发展中国家以长期经济计划的方式来制订经济策略，使其经济结构多样化。通常情
况下，长期经济计划以公开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形式呈现，包括沙特阿拉伯的“愿景
2030”计划（Vision 2030）5 1、肯尼亚的“愿景2030”计划（Vision 2030）5 2、牙买加
的“愿景2030”计划（Vision 2030）5 3、博茨瓦纳的“愿景2036”计划（Vision 2036）
5 4和印度尼西亚的“2011－2025年加速和扩张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总体规划(MP3EI) 5 5。 

这些计划几乎都向私营部门寻求建议，通常针对中短期的发展。比如，肯尼亚的“愿景
2030”计划分成多个五年中期计划（MTPs）。每个中期计划都向私营部门寻求建议和指
导。企业因此有机会，以一种较敏感又恰当的方式定期提起LGBT+共融议题。 

另外，这些计划中大多数由以致力于促进LGBT+共融的跨国咨询公司制订。这些公司就
这些计划向政府提供建议时，可以将LGBT+共融对经济和商业的影响融入建议当中。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企业顾问小组对长期经济政策、法律、监管以及其他立法活动有突出贡献，而这些活动
决定一个城市或者国家的发展方向。通过强调多样性和共融度是必须考虑在内的重要因
素，顾问小组可以向政府传达有力信息：一个城市或者国家的发展前景必须专注于创造
一个开放、包容、人人得以发展的社会。这将为LGBT+群体营造更为有利的法律和社会
环境。 

  

 公共政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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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私人会议 

大公司往往在其经营所在的经济体中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许会和一些高级官员有所接触。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能够将LGBT+问题带入到与公职人员之间的对话。此外，这些公司可以与公职人员进行会面，提起LGBT+共融，分享LGBT+
共融能促进经济和商业发展的证据。这些影响可以由一个公司单独进行，也可以由数家公司构成的一个群体共同进行。 

最佳行动方案 

1 在已有的公司高层与官员的交
流中，加入对LGBT+共融在经
济与商业发展中作用的讨论。 

2 如果有涉及到LGBT+共融的特
定或紧急事件，如新通过某项
立法，政府声明或是新的政
策，公司可以要求与相关公职
人员会面，就该事件对LGBT+
共融以及对其公司业务的影响
进行反馈。 

 

如何在私人会谈中提起LGBT+融合性 

接受本报告采访的商界领袖表示，他们能够在与政府官员的私人会谈中提出多元化和包
容性问题，包括LGBT+共融问题。虽然政府可能公开反对LGBT+，但在非公开的场合，
他们在面对LGBT+共融问题时的态度更开放，更能够听取商业领袖提出的关于LGBT+共
融的论点。 

2018年11月，通过与WeAreOpen合作，来自匈牙利和全球许多其他公司的高级商业领袖
参加了一次私人焦点小组会议，为本报告提供了意见。他们分享了一些对他们而言行之
有效的策略，通过这些策略他们有效对抗了匈牙利日益增长的反LGBT+势力以及其他一
些反LGBT+的政府，促进了LGBT+共融。从他们的经验中我们提取以下几点经验： 

1. 正确的框架定位必不可少。不能将会议定位为直接对抗，反之，要将LGBT+共融与
政府关心的某项政策联系起来，如人才保留或国家声誉。 

2. 在经常与政府官员见面的少数商界领袖之间协调谈话要点。与民间LGBT+社会组 
织合作，讨论清楚如何将这些谈话要点与LGBT+社区相关的重要问题或政策联系 
起来。 

3. 参加会议之前，准备好LGBT+共融对经济和商业起促进作用的数据证据 ，并对自己
有实际证据作支持的论点充满信心。 

请参阅第III部分 - 实践 - 如何处理关于LGBT+的常见误解。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直接通过商业领袖进行倡导可以证明LGBT+共融不是一个边缘问题或是某种“外国 
议程”，而是经济和商业问题。 

私下的会谈可以减少公众对抗，并降低公开辩论带来极端化结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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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开声明 

近年来，对LGBT+问题发表公开声明的公司有所增加。这类声明可以通过公司立场声明的形式公开发表，也可以通过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尤其是首席执行官的个人意见来表达。 

最佳行动方案 

1 公司可以发布公开声明， 
通过适合当地情形的言辞表达
对社群的支持。这可以由个体
公司单独进行，也可以作为更
大的公司联盟集体行为的一 
部分。 

2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
CEO，或许会愿意在媒体上就
LGBT+共融问题发表意见。 

3 在公开声明之前可能需要提前
进行内部和外部准备。 在内
部，相关职能部门或相关地区
的领导者需要参与其中; 在外
部，应事先征求当地LGBT+组
织的意见。 

  

支持LGBT+共融的公开声明的兴起 

发布支持LGBT+共融的公开声明正在成为全球公司和社会文明的热门宣传工具。许多公
司和商界领袖已经在世界各国发表声明，包括一些在对LGBT+共融不友好国家的声明。 

例如，非洲公司在回应2014年乌干达政府的反LGBT+政策时，发表了公开声明称： 

非洲最大的手机运营商MTN前首席执行官Sifiso Dabengwa向媒体表示了其公司明确的 
立场：MTN将尊重其经营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但不会因性取向而歧视员工5 6。 

Woolworths是一家在非洲开展业务的南非零售商，也表达了同样明确的立场。该公司发
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其招聘政策不会改变：“乌干达地区和其他地方的所有Woolworths商
店都对所有种族、文化、信仰和性取向的人才开放。” 

最近，不少公司联盟在巴西和中国台湾发表公开声明。在巴西，包括埃森哲、谷歌、
IBM、LinkedIn和微软在内的32家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共同签署了一份公开声明，意在促使
巴西总统候选人认识到LGBT+共融对于工作场所的重要性5 7。在中国台湾，有29家公司，
包括德意志银行、安永、谷歌、IBM和微软，在同性恋婚姻法案公投前发表了支持LGBT+
共融的声明5 8。 

尽管此工具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有效，这些陈述依然可能存在重大缺陷，在把LGBT+社区
作为政治替罪羊的国家尤其如此：这样的国家内进行公开声明可能产生风险，导致该国
政府进一步打击LGBT+权利以表明他们不会受到企业，尤其是西方企业的压力。这一潜
在风险使得使用恰当的措辞，正确的合作伙伴以及在发表声明之前咨询当地民间组织变
得至关重要。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企业的公开声明向政府和整个社会表明，LGBT+共融是一个对私营部门至关重要的 
问题。这些声明有可能改变全国围绕LGBT+权利的讨论，并为公众辩论增添新的内容。 
在面对某一伤害LGBT+社群的特定政府行为或立法时，这些措施尤其有效，能够帮助到
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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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公开支持过LGBT+共融的新兴市场知名企业领导者 

 

高德瑞治集团的Nisaba 
Godrej称“如果我们能建
设一种能让LGBT同事感
到自在的文化，我会很骄
傲59。 

 

 

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和CEO 
孙正义，软银集团因对
LGBT+雇员的支持而被日
本熟知6 0。 

 

 

阿里巴巴创始人及CEO马
云，阿里巴巴希望唤起社
会对同性恋的支持和理解
6 1。 

 

 

壳牌公司南非前董事长
Bonang Mohale称：“当
人们感受到了包容感，他
们对未来的期许将翻
倍。”6 2 

 

 

中国最大同志交友软件
BlueD的创始人和CEO耿乐
称：“我们推动一切向前
发展。”6 3 

 

 

印孚瑟斯的人力资源总监
Nandita Gurjar希望创造一
个无论员工是何性取向，
都可以免于被骚扰的安全
工作环境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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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司法机构 

公司可以发布有关LGBT+共融的特定法律案件的简报，讨论支持开放和包容性的商业和经
济案例。

 

最佳行动方案 

1 如果有影响LGBT+社群的法律
案件，公司可以写一份备忘录
或向法院提交一份简报，表明
LGBT+共融对经济和商业的积
极影响。 

 

私营部门对印度、中国香港和美国主要法院案件的看法 

虽然私营部门对法院裁决产生影响的机会有限，但公司可以通过备忘录或简报或通过参加
法院听证会来加入其中。最近有许多公司或公司联盟支持促进LGBT+共融的裁决的例子，
这些公司认为LGBT+共融有利于商业和经济增长。最近的三个例子包括： 

• 印度：2018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将双方同意的同性行为合法化。向法院发出的请愿
之一来自印度著名商业领袖Keshav Suri。他认为LGBT+人士没有得到同等的工作机会
或报酬，他使用了Open For Business的数据和LGBT+包容性对商业的积极作用的案例
6 5。 

• 中国香港：2018年，中国香港有31家银行和律师事务所向最高法院提起请愿，要求参
加有关向同性伴侣发放签证的案件的听证会。他们对于这一请愿提出的理由是，裁决
会直接影响他们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能力。虽然他们的请求被否决，但法院承认了
他们论点的合理性6 6。法院裁定赞成允许同性伴侣签证6 7。 

• 美国：2015年，379家公司签署了一份法庭之友简报，该法案被提交至美国最高法
院，因为它讨论了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该简报引用了平等婚姻的商业利益， 
包括“提高员工士气和生产力。”6 8法院裁定将同性婚姻合法化。该简报的内容包括
一段关于商业的固有特性能够促进LGBT+共融的极有说服力的文字： 

“我们的原则不是陈词滥调，我们的使命宣言不仅仅是大堂的牌匾。我们的原则声明
是我们的成功议程：源于经验，经得起考验，不管是实验室、工厂还是办公室，并且
不畏惧竞争。我们的原则最真实的反映了我们的商业判断。”6 9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很多时候，考虑与LGBT+权利和包容性相关案件的法院只关注了案件的人权方面，而忽
视了其他方面。人权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但它可以通过提出经济角度来加强。 
印度、中国香港和美国的法院在做出关于LGBT+权利的关键决定时都考虑了经济观点，
从而促进了LGBT+社区共融的里程碑式的进步。 

 公共政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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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国家人权机构 

国家人权机构是具有宪法或立法授权的国家机构，用以保护和维护国内的人权。虽然它们
由国家授权，但它们独立运作，是民间团体与政府之间的重要联系。公司可以与国家人权
机构合作，就优先事项和举措提供意见，以推动LGBT+共融在该国的发展。 

公共政策渠道 

1 优先与市场中的国家人权机构
建立联系，为与公司的区域和
国家负责人和国家人权机构负
责人安排介绍性会议。 

2 邀请国家人权机构访问您的企
业，咨询人权培训，包括
LGBT+权利状态。与国家人权
机构讨论公司应当如何帮助推
进和保护LGBT+权利。 

3 参加国家人权机构和私营部门
之间的有关LGBT+包容性或权
利的对话，以向他们提供关于
商业视角下的挑战和机遇的观
点。 

4 参与国家商业与人权计划行动
方案（NAP）。这些国家行动
方案确定了国家在商业和人权
方面的优先事项，一般会提及
LGBT+共融。 

 

 

 

 

 

 

 

 

 

 

 

肯尼亚公司与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KNCHR）合作 

肯尼亚经济蓬勃发展，是东非的经济中心。许多公司总部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内罗
毕同时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初创中心。鉴于其国内私营部门的强大实力，KNCHR启动了
一个专注于商业和人权的具体计划，其目标是制定一个国家行动计划7 0。KNCHR汇集了
公司、民间组织和政府人员进行圆桌会议和会谈，讨论热点问题以及公司该如何最有效
地保护和实施人权。2012年，KNCHR为采掘业的利益相关者举办了一个论坛，以简化尽
职调查，促进公司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对话。 

2019年2月，KNCHR主持了Open For Business的“肯尼亚LGBT+共融促进经济发展案
例”的报告的发布会，有许多企业代表，LGBT+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代表出席，讨论
LGBT+共融的经济效益。 

 

澳大利亚公司与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合作推进包容性和多样性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与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启动了一项合作项目，这一项目是在
2008年人口普查结果之后启动的，该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女性在商业活动中参与度非常
低。 这一合作的结果是，ASX报告中列出的公司都努力实现了其自己设定的性别多元化
目标。2010年1月至6月期间，所有ASX200董事会成员中有24％是女性，而在2009年这一
数据还仅为5％。委员会还为雇主提供了一些资源，用于指导多元、包容的工作场所建
设，并启动了一项名为“男性变革倡导者”的计划。 “该小组与商界领袖合作，确保性
别平等在其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7 1 

这个例子侧重于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但类似的举措可以应用于LGBT+共融。 

  

 公共政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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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商业和人权的国家行动计划的兴起 

世界各国制定并通过了以各种主题为重点的国家行动计划。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01
年通过了《企业和人权指导原则》之后，以企业和人权为重点的国家行动计划首次被制
定。自那以来，联合国、欧盟、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和企业组织呼吁各国开发自己的国
家行动计划的呼声越来越高。事实证明这些是确保企业保护人权的有效指南7 2。截至撰
写此报告时7 3： 

• 已有23个国家完成了国家行动计划。这些国家包括：比利时、智利、哥伦比亚、捷
克、丹麦、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爱尔兰、意大利、立陶宛、卢森堡、荷
兰、挪威、波兰、斯洛文尼亚、韩国、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 

• 12个国家正在制定国家行动计划。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洪都拉斯、印度、印度
尼西亚、日本、肯尼亚、利比里亚、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秘鲁和泰国。 

国家行动计划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可以与国家人权组织交流合作的机会，他们可以
就如何更好的将LGBT+共融纳入计划提出观点。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国家人权组织可以成为一些世界上最困难国家中的LGBT+群体的非常有影响力的盟友。
支持国家人权组织并为LGBT+共融提供商业视角可以使他们在倡导LGBT+共融方面的工
作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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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公司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源，技能和知识来支持民间团体在LGBT+共融
方面做出的努力。 

民间团体一直是全球LGBT+共融进程中的强有力支柱。这些组织越来越意识到私营部门是
创建更多LGBT+共融社会的强大合作伙伴。有很多企业和民间团体合作促进LGBT+共融的
例子，从全世界支持骄傲游行的企业，到谷歌、Prezi和Espell在匈牙利创建他们自己的民
间团体—WeAreOpen。 

接受本报告采访的民间团体领导人清楚的意识到私营部门可以采取各种方法来支持他们的
努力。这个渠道通过与民间团体和媒体的接触合作，确认了企业可以促进LGBT+共融的多
种方式。 

 

本节将重点讨论民间团体渠道的主要参与者： 

（i）社群 

（ii）非政府组织 

（iii）媒体

  

民间团体渠道包括公司与之互动的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围绕企业的各种 
社群和媒体。 

民间团体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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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社群  

公司可以利用他们的能力和资源为LGBT+社群提供公开的支持和经济机会。 

 

 

最佳行动方案

1 为边缘社群，特别是LGBT+社
群举办培训课程，为他们提供
在公司或在其他行业工作所需
的技能。 

2 对外表明企业是一个高包容度
的地方，个人不会因为性取向
和性别认同而受到歧视。根据
当地情况，这可以像进行骄傲
游行一样公开，也可以像通过
在公开声明中融入共融语言一
样低调。 

 

 

 

 

 

 

IBM启动Vayati项目，在印度雇佣跨性别者transgender people in India 

2016年，IBM召集了一群印度本土和跨国公司来讨论他们可以如何共同努力来推动
LGBT+融入社会。他们决定利用自身的技能和资源来培训跨性别群体成员在正规部门 
找到工作74。 

这个项目逐步发展为Vayati项目。IBM、ThoughtWorks、施乐(Xerox)和Interweave 
Consulting与印度民间团体团结基金会合作，共同创建了这一倡议，并确保其可持续
性。Vayati项目帮助跨性别者进入有威望的培训机构，为其正式就业提供技能。项目 
的毕业生将在企业的合作伙伴工作。 

第一批的许多候选人已被安排正式上岗75。Vayati项目的一位领导描述了项目的影 
响力：“他们（跨性别者）可以选择避免乞讨，性工作或者其他更坏的情况，取而 
代之的，他们可以提升自己的技能，并且能够过上充满勇气和热情的生活。”76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在许多国家，LGBT+社群在学校和职场中都面临歧视。这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无法获得
从事生产性的，有收入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量身定制的培训项目可以帮助LGBT+社区
成员培养就业技能，并以此来为之提供就业机会和经济保障。 

  

 民间团体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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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非政府组织NGOs 

公司可以利用他们的能力和资源为当地的LGBT+非政府组织创建地位。同时这些非政府组

织可以帮助公司以一种周密且恰当的方式解决LGBT+共融问题。

最佳行动方案 

1 确定如何利用公司的核心力量
来帮助当地的LGBT+非政府组
织。例如，公司可以提供关于
提升社交媒体形象、法律咨询
和财务规划的培训，或者只是
在当地办公室为非政府组织提
供见面的空间。 

2 与多家公司和当地的非政府组
织共同发起旨在促进LGBT+共
融的倡议。有关示例见侧栏。 

3 为受信任并有良好财政管理 
记录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 
小额资金甚至可以为小型非政
府组织带来天壤之别。 

 

公司利用他们的核心力量来支持非政府组织 

各行各业的公司都有非政府组织通常缺乏的人才、专业知识和创新。这些公司与世界各
地的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此来帮助完成非政府组织的使命。 

• 谷歌已经与全球LGBT+行动组织“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和75名LGBT+
前线活动人士合作，为人权捍卫者开发数码安全工具77。 

• 葛兰素史克回应了亚洲各地的非政府卫生组织，通过召开一场研讨集体倡导和行动
的可能性的全球活动，来采取措施建立一个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网络78。 

• IBM支持当地的LGBT+团体，并赞助了世界各地的LGBT+活动，遍及巴西、肯尼
亚、匈牙利和越南。 

• LinkedIn举办了印度LGBT+民间团体之间的讨论活动，并因此提出帮助这些活动人
士建立自己的网络形象79。 

•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帮助柬埔寨人权中心开展了一项大型比较研究项目，研究LGBT+
权利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不同国家的演变过程，从而帮助柬埔寨有效开展改革活
动80。 

• 据《纽约时报》报道，2010年，俄罗斯当局曾以盗版软件为由，将目标对准非政府
人权组织 — 这是一种打着知识产权旗号的骚扰81。作为回应，微软向选定的非政府
组织发放了免费的一次性许可证82。 

• 作为卫生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肯尼亚的Safaricom和华为利用其在IT和移动连接
方面的专长，使沿海地区的初级卫生诊所和医院能够通过视频会议看到患者83。 

• 报告《压力下的共享空间：企业对公民自由和人权捍卫者的支持》中给出了许多企
业如何支持民间团体的例子84。 

 

Open For Business将企业与当地非政府组织联系起来 

Open For Business是一个由27家全球公司组成的企业联盟，共同为促进全世界LGBT+共
融社会而努力。该联盟对LGBT+共融的经济案例进行研究，以建立支持共融社会的强有
力的商业声音—尤其是在LGBT+群体在法律和社会上面临严重歧视的国家。 

Open For Business的一个关键要素是通过与当地非政府组织的紧密合作，这有以下三种
方式：（1）提供LGBT+共融方面的经济案例培训；（2）增加与企业建设性合作的能
力；（3）将企业与非政府组织连结起来，为其对话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并适当开放资
金来源和支助。从肯尼亚到新加坡再到加勒比地区。 

  

 民间团体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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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与非政府组织开展跨部门合作的历史 

一些行业长期以来一直在应对着严重的人权和治理问题。例如，采掘工业与贪污腐败的
瓜葛，科技行业与侵犯隐私的关联。这些都是复杂的系统问题，个别企业无法单方面解
决。许多公司与民间团体合作，创建了全行业倡议。例如： 

• 采掘工业透明度代表了“促进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开发和责任管理的全球标
准。”85该倡议连结了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政府，为在采掘工业管理中实施最佳
实践。英美石油，雪佛龙和嘉能可等石油巨头已签署了这一协议，这为他们提供了
监督自身治理和在透明度高的国家中开展工作的工具86。 

• 全球网络倡议是一个由ICT公司、民间团体，学者和投资者组成的致力于帮助企业
尊重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网络组织。这个组织对注册的公司进行审计并帮助他们提
高对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权的承诺。它还与各利益相关方合作来通过保护这些目的
的立法87。这些公司包括谷歌、脸书、微软和诺基亚等。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许多非政府组织资金不足，没有安全的会议场所，并且缺少许多在私营部门中被认为是
基础的技能。有了更多的资金和专业知识，非政府组织可以扩展他们的工作，为LGBT+
社群提供更多的服务，并且在社会中更好的倡导LGBT+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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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媒体 

公司可以与媒体合作，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与LGBT+共融相关的案例，并在适当的情况下

展现LGBT+的代表人物和同盟伙伴。

 

最佳行动方案 

1 与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合作，例
如领英，发布关于LGBT+共融经
济和商业案例的专栏文章。 

2 吸引内部公关和媒体团队，确
保全球和当地媒体了解LGBT+
共融的经济角度，并将其纳入
LGBT+问题报道中。 

3 在公开访谈中，直接或通过间接
的措辞表明对LGBT+群体的支
持。此外，还考虑开展LGBT+ 
代表人物访谈。 

4 禁止在媒体参与和社交媒体行为
准则中歧视LGBT+群体，并提供
员工在外部沟通时应使用的
LGBT+共融语言的示例。 

 

Safaricom首席执行官在社交媒体上撰文讲述LGBT+共融的价值 

Safaricom首席执行官Bob Collymore发布了一篇公开的LinkedIn文章，赞扬多元化和包
容性的益处。这篇文章明确提到包容与性取向无关。在同性恋仍然被定罪、社会的绝大
部分仍不支持LGBT+社群的国家，这是一个商业领袖的强有力的举动。 

 
Image by ICT Authority / CC 2.0 Generic 

“研究表明，工作场所的多样性可以带来更佳的决
策和更好的产品。它将性别平等扩展到种族、民
族、性取向和身体状况之外，并激发丰富多样的观
点。这是任何成功组织的关键要素。”88 

 

 

保护LGBT+群体在社交媒体上免受歧视 

社交媒体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它也同时能带来风险：一个令人反感的帖
子可能会对公司的声誉和品牌产生严重影响。许多公司现在都有社交媒体行为准则，其
中一些就包含了LGBT+非歧视。其重要性基于互联网的特点——这是一个反LGBT+情绪容
易被分享和展现的地方。 

• 百思买从个人和专业角度，为员工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社交媒体“该做与不该做”清
单。员工应该“尊重我们的差异：实现价值。百思买不会容忍歧视” ——重点强调了
不容忍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89。 

• 星巴克建议，“不要使用恶意、淫秽、威胁或恐吓行为来欺负他人；不要基于种族、
性别、性取向、残疾、宗教或其他受法律或星巴克政策保护的其他任何身份或状况发
表歧视性言论。” 

这些政策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可以使互联网成为对LGBT+群体更友好、更包容的平台90。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在主流和社交媒体上呈现与LGBT+群体相关的积极言论，将使社会的大部分人看到支持
LGBT+共融的观点与主张，并可能潜在地改变他们的思想，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民间团体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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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以与代表私营部门的成熟组织合作，以提升LGBT+共融在整个
社会中的重要性。 
当整个行业和大量公司在同一个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时，它有能力改变整个公众的立
场和意见。本渠道中列出的利益相关者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尊重，与
他们的有效接触可以为影响LGBT+社群的政策讨论增添新的内容。作为这些群体成员
的大公司通常有能力塑造该群体的议程，并将讨论的重点引导至LGBT+共融上。 
 

本节将重点关注行业渠道的主要参与者： 
（i）商会 

（ii）工会 

（iii）专业机构和行业机构 

 
 
 
 
 
 
 
 
 
 
 
 
 
 
 
 
 
 
 
 
 
 
 
 
 
 
 
 
 

行业渠道包括公司或其员工可以参与的任何专业机构或行业协会，以及商会和
工会。 

行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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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商会 

公司可以与商会合作，将LGBT+共融纳入私营部门的优先问题中。 

 

最佳行动方案 

1 确定公司在特定市场中属于哪些
商会以及哪些商会具有影响力。
这从国际商会开始可能更容易，
例如美国商会或英国商会。但
是，本国家的商会往往在该国家
内影响力最大。 

2 在商会的日常工作中，发起与商
会和其他公司关于LGBT+共融的
讨论。讨论可以聚焦于一个特定
的重点政策、特定的基石事件、
或者商会的日常运营。 

 

 

 

 

商会在日本推动婚姻平权 

2018年9月，美国在日商会发表了一项观点，建议政府将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一观点主要
基于这样做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具体而言，商会认为婚姻平权将提高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和
人才保留率，提高工作场所的生产力，并支持更多样化的社区。 

其他四个商会——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英国、加拿大和爱尔兰商会都支持这一观点。国际
方面的支持使日本政府加快了对婚姻平权的关注，以便在2020年奥运会之前通过同性婚
姻合法化91。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商会可以在具体问题成为代表私营部门立场的强有力的声音。他们通常受到政府领导人
的尊重，并且可以孕育关于多样性和包容性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私营部门的对话。这将
创造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并转变整个社会对LGBT+群体的态度。  

  

 行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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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工会 

公司可以与当地和国际工会合作，创建以证据为基础的最佳实践，以保护LGBT+群体/人士
免受工作场所的歧视。 

 

最佳行动方案 

1 与全球和地方工会，如ILO（国
际劳工组织）和IUTC（国际工会
联合会）发起对话，为世界各地
的工人制定支持LGBT+共融的最
佳实践标准。 

2 与工会分享关于包容性工作场所
的益处的证据，以促进反歧视信
息的传递。 

3 将LGBT+非歧视政策纳入与全球
联盟签署的国际框架协议。这些
协议为跨国公司与全球工会之间
的国际关系制定了标准。 

 

公司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为科特迪瓦的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 

国际劳工组织（ILO）是一个联合国机构，汇集了政府、公司和工人，为每个人提供公平
和体面工作的权利92。最近，国际劳工组织一直在与公司合作，增加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
同的就业机会，消除工作场所的歧视93。 

例如在科特迪瓦，青年失业是一个重要问题。国际劳工组织与30家在科特迪瓦开展业务
的全球公司合作，讨论如何为当地青年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共同成立了一个
多方合作的工作组，以促进青年就业和负责任的投资。 

工作组正在进行工作，并推动公司做出培训和雇用当地青年的具体承诺。例如，他们为
年轻人创建了一个实习项目，其中许多人在实习结束后可以继续被这些公司聘用。此
外，农业工业部门承诺在未来三年中，每年培训1000名青年工作者94。 

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启动全行业倡议的过程也适用于LGBT+共融，特别可以通过国际劳
工组织所提出的PRIDE倡议实现。 

 

国际框架协议（IFAs）在推进LGBT+共融方面的作用 

与工会建立稳固的关系对于提高劳动和供应链的效率和生产力至关重要。加强这些关系
的其中一种方法是运用国际框架协议，该协议是由工会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谈判达
成的。这些协议为工人保护和安全实践提供了全球标准95。包含了LGBT+非歧视的国际框
架协议为LGBT+运动人士提供了有效的新工具96。 

许多大公司已开始在与工会合作的工作场所将LGBT+保护纳入国际框架协议。例如，
H&M和Inditex都与IndustriALL全球联盟签订了国际框架协议，明确规定工人不可以因性
取向或性别认同而受到歧视97,98。 

 

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在某个行业主导经济的国家，代表该行业的团体可以成为LGBT+社区的强大盟友。 

他们可以向政府和公众宣传LGBT+共融的好处，为LGBT+社区提供经济机会，并鼓励其
他企业支持LGBT+共融。 

 

 

 行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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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专业机构和行业机构 

公司可以与具有行业代表性或专业性的组织合作，将LGBT+共融摆在优先位置，并加入行
业内倡导LGBT+共融的相关活动。这在一些由特定行业主导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有
效。

最佳行动方案 

1 与和公司核心业务息息相关的行
业和专业组织合作，让这些群体
参与行业特定的讨论，强调关注
LGBT+共融问题的重要性，以提
高行业的竞争力和显著性。 

 

一些有影响力的行业正在发声支持LGBT+共融 

在加勒比地区，有九个国家将同性性行为定为犯罪。旅游业在该地区经济中占主导地
位。加勒比酒店和旅游协会（CHTA）的声音影响成员对于社会议题的看法。过去，
CHTA对从能源、气候变化到税收和贸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统一回应99。最近，CHTA已
经开始与旅游公司合作解决LGBT+权利共融问题。2018年，该地区的旅游业领导人在巴
巴多斯举行会议，讨论促进LGBT+共融的全行业举措。尽管该对话仍在进行之中，但它
代表了一种强大的集体声音，以促进加勒比地区的LGBT+共融。 

在印度，NASSCOM是一个代表ICT行业的强大行业组织。该组织过去几年已将LGBT+共
融纳入其工作之中。NASSCOM包括来自ICT行业的2,000多名成员，其所代表的行业价值
约154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规模赋予该组织应对各种国家和行业层面的问题的权力，包
括LGBT+共融。 NASSCOM已将LGBT+共融视为其多元化和包容性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甚至举办了关于LGBT+共融的全天会议100。这清楚地证明，LGBT+共融是规模巨大的印
度ICT行业的核心关注点。并且，通过这些活动，更多公司和消费者对LGBT+共融有了进
一步了解。 

 

消费品行业联合起来推出一项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工人安全的倡议 

消费品行业一直是许多有关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工人权利的对话的目标。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许多世界领先的消费品公司，包括可口可乐，欧莱雅和达能，都加入了消费品论
坛。该论坛是一个由零售商和制造商组成的组织，致力于推动包括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产品安全以及工人的健康和保健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进步。参与该论坛，使这
些公司能够对与其业务直接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采取集体行动。 

在该论坛上，成员公司通过并签署了一系列建设性协定。例如，该论坛对各大公司为消
除在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行为所采取的积极行动进行了实质性审查，是为“反对强迫劳
动的商业行动。”其中，表现突出的公司包括家乐福、可口可乐、高露洁 - 棕榄、达能、
家乐氏，马莎、玛氏、麦德龙、Migro、Mondelēz、雀巢、S集团、Target，乐购、沃尔
特迪斯尼，联合利华和沃尔玛等。通过该倡议中的案例研究和学习活动我们可以看出，
当整个行业聚集在一起解决一个系统性问题时，一切皆有可能101。另外，高级领导层对
解决该问题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样显而易见。 

 

 

 行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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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社群如何从中受益？ 

在某个行业主导经济的国家，代表该行业的团体可以成为LGBT+社区的强大盟友。他们
可以向政府和公众宣传LGBT+共融的好处，为LGBT+社区提供经济机会，并鼓励其他企
业支持LGBT+共融。 

 

 

 

 

 

 
Image by Semaines sociales de France / CC-BY-SA 

“我们相信市场经济的最终目标就应当是社
会公平。尤其对于供应链上最弱势的伙伴而
言，人权应充当公司与之经济体系关系的基
础。” 

Emmanuel Faber，达能首席执行官 

 
Image by Remy Steinegger / CC-BY-NC-SA 2.0 

“我们将在促进供应商的尊严中起领导性作
用。我们将认真负责地招聘供应链中的每一
位工作者。” 

Doug McMillon，沃尔玛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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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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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 

Open For Business以往的报告
专注于解释为什么要支持LGBT+
共融。这份报告则专注于如何建
立LGBT+共融。在此章，我们提
出了进一步的切实的建议。 

针对企业 关于企业在公共领域的举措，这里提出的影响渠道框架能帮助企业选择适合的 
渠道，采取有效且符合自身发展的措施。 

针对民间团体 关于寻求同企业的合作，本报告为民间团体提供了一些可以获得有效商业 
支持的机会。本章我们会针对同企业展开合作提供实际可操作的建议。 

针对个人 对于在公共领域没有作为的企业工作的个人来说，本报告就个人如何做出改变 
提供了实际指导。针对在对LGBT+群体有敌意的环境中工作的个人，本章就他们如何寻求
帮助，做出改变提供了建议。 

 

1. 如何选择最佳的影响渠道  p44 

2. 全球企业如何采取有效举措  p45 

3. 如何通过合作产生更大影响  p46 

4. NGO如何参与公司LGBT+共融  p47 

5. 个人如何产生影响 p48 

6. 如何就LGBT+共融开展对话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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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最佳影响渠道 

在公共领域采取举措的公司需要一个
恰当的内部支持机制。一个有效的内
部机制既需要提出面向全球的核心战
略，也需要关注如何以符合当地文化
现状的方式施行战略。 

本报告提出的所有影响渠道都是普遍
而言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公司
能产生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公司的性
质。比如面向客户销售产品，拥有庞
大供应链的公司很可能侧重价值链渠
道。这既是因为支持他们实行供应链
计划的公司基础设施各有差异，也是
由于这些公司规模较大，可能因而产
生更大影响。 

一个公司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渠
道？不同国家该如何选择不同渠道？ 

本章为不同区域，不同公司及利益相
关者的渠道选择提供了指导。本章包
括三个板块的问题，以期帮助公司的
全球性指导委员会为公司提供全球范
围内的行动指导，同时也为地方领导
者和员工在一定环境下做出有效改变
提供方案。 

企业可以同内部指导委员会、雇员资
源组一同探索这些问题，利用公开资
源和民间团体，展开对话。这些问题
能帮助开展对话，明确渠道，虽然它
不一定能为公司在特定环境下提供一
条绝对最优渠道。 

 

考虑商业背景 

• 公司是否有足够大的影响范围？公司在本国内的其他利益是否会受影响？ 
• 公司业务性质是什么？（例如：核心业务，大型供应商/分销商网络，合资企业，潜在

扩展性业务等） 
• 公司在本国是否存在重大财务风险？ 
• 公司营业模式是B2B，B2C还是混合型？ 
• 公司在本国是否树立了强大的品牌形象？ 
• 公司与政府关系是否紧密？在本国是否同政府建立了良好关系？ 
• 公司领导层是否在财政部、工业集团或其他类似组织中享有领导地位？ 
• 公司当地的领导层是否支持LGBT+共融？ 

 

考虑民间团体背景 

• 是否存在富有争议的法院案例及法律政策影响了LGBT+组织发展？ 
• 是否存在声誉良好，受国际社会认可的LGBT+组织？ 
• 是否存在限制民间团体的法律条款？（如针对资金，注册等方面） 
• LGBT+组织以什么为重？ 
• 媒体如何描绘LGBT+群体？ 

 

考虑社会背景 

• 是否存在将同性恋犯罪化的法律？ 
• 是否存在针对LGBT+群体的法律保护？（例如针对就业、仇恨犯罪等） 
• 婚姻及伙伴关系是否受官方认可？ 
• 领养政策是否受认可？ 
• 本国首府在Open For Business城市评分中排名多少？ 
• 政府是否针对LGBT+共融做出负面或者正面的公开评价？ 
• 公众是否支持LGBT+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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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企业如何采取有效举措 

在公共领域采取举措的公司需要
一个恰当的内部支持机制。一个
有效的内部机制既需要提出面向
全球的中心战略，也需要关注如
何以符合当地文化现状的方式施
行战略。 

本篇报告中的采访普遍表明， 
没有一个适合所有企业的固定模
式，寻求有效途径需要公司进行
一定的探索试验。然而，接受采
访的企业提出了一些共通的主题
内容。这些内容对处于各种
LGBT+共融阶段的公司都有所裨
益，能帮助他们完善内部机制，
在公共领域做出行动。 

  

 

 

 

 

 

 

 

 

针对公共领域的LGBT+共融，建立高层全球指导委员会 

高层全球指导委员会象征一个公司对于行动做出的承诺，能增强公司上下认同感。委员会
要具有一定级别，拥有制定LGBT+共融战略计划的权力，且能确保公司上下遵守实行。 
指导委员会应包括： 

• LGBT+共融执行主管。若无执行主管，则应有公司最高决策层中的一员。 
• 多元化与包容性领导或首席人权官。 
• 公司开展主要业务地区的地方领导（例如欧洲、中东和非洲、亚太地区，美洲地区等）。 

制定针对公共领域LGBT+共融的战略计划 

指导委员会应制定并执行战略计划，且每年进行调整。计划应针对公司在公共领域大力支
持LGBT+共融提出具体举措，并保证公司内外部相关人员能齐心合力，践行这些举措。且
计划应根据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商业目标的不断变化做出相应调整。 

联合员工以及雇员资源组来确立行动的侧重点 

联合员工群体能帮助公司决定侧重哪些问题和区域。计划的制定过程应同员工群体及雇员
资源组取得紧密联系，以便确定应该优先解决哪些问题，实行哪些举措。尽管一些区域没
有任何员工或是雇员资源组代表，这些区域也不应排除在计划之外。实际上，这些区域更
需要受到关注。 

联合当地领导者，明确公共领域促进LGBT+共融的利益点 

不同地域背景下，全球公司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有所不同。因而同公司地方性领导和区域业
务开展合作，同他们就公共领域促进LGBT+共融所产生的利益达成共识是很重要的。归根
到底，无论何种活动，他们都站在行动的最前线。应该使公司清晰地认识到，LGBT+共融
对企业有着全球化的价值，是最佳形式的全球商业活动，不参与到这一活动中将给公司带
来战略风险。 

建立相关机制，处理民间组织和员工群体所提出的计划外的要求 

不论战略计划做得如何详实，总会出现计划外状况需要公司应对。因此，建立回应此类要
求的机制，在计划制定中将其考虑在内，有组织地处理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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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合作产生更大影响 

企业要想促进公共领域LGBT+
共融，有很多可选途径。但针
对这样一个在全球很多地区都
十分敏感的话题采取措施给公
司带来的风险，并不因此有所
减弱。能削弱这类风险并增强
举措影响力的一个有效方法
是：建立同盟。多公司间的协
同合作表明，LGBT+共融是一
个绝佳的全球性的商业实践，
而不是仅限于一个公司、企业
或者地区的活动。 
 

建立同盟关系有许多益处。比如它能： 

减少举措风险。 

这不是单一公司的选择，因此单一公司不会成为潜在负面影响的唯一承担者。 

表明针对这一问题所达成的共识。 

当多个公司都在同政府就LGBT+共融展开讨论时，这表明LGBT+共融不是单一公司的需求，
而是确保企业竞争性的全球商业活动。 

明确目标。 

企业间建立同盟关系能使大家合力解决LGBT+共融的某一特定问题，引导大家朝同一目标
努力。 

为民间团体减负。 

在公共领域采取措施的企业将通过同民间团体合作，更好地了解LGBT+组织的诉求。对于
民间团体来说，通过一个渠道同企业建立联系要比寻求同许多不同的公司取得联系，建立
合作方便的多。 

建立同盟这一方法并不是首创，也不仅限于LGBT+共融。企业间已经建立了各种同盟，来
应对一系列问题：从工作同盟102到薪资平等103再到大型体育赛事中的人权问题104。 

Open For Business作为企业同盟，帮助企业在公共领域开展合作，促进LGBT+共融。这一
同盟同本报告中提及的影响途径中列出的所有相关人群开展国际范围合作，为全世界就
LGBT+共融采取行动的公司带来了切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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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可以参与到公司LGBT+
共融中来 

报告中有强调，寻求在公共领
域促进LGBT+共融的商业团体
必须要同当地民间团体保持密
切联系。然而，通常此类组织
不具有同商业团体打交道的经
验，故企业文化也许会显得格
格不入。这一部分为寻求同商
业团体合作的民间团体提供了
一些建议。

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发号施令。 

公司在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对峙性的谈话中时，很可能会快速结束合作关系。因而，你需要探
索如何建立双赢关系。参照本报告中的影响渠道框架，为公司提供一系列可采取的措施。 

熟悉经济案例。 

了解商业语言法则，熟悉经济和商业领域支撑LGBT+共融的论点。Open For Business之前的
报告中提供了详尽的相关数据和证据。 

倾听与了解。 

花时间去了解公司，通过同公司的人谈话，问他们问题来加深对他们的了解。他们越是感到
你了解他们的处境，便越容易同你进行合作。 

甄别机会。 

企业厌恶风险，但有竞争意识。让他们了解可能具有的获得领导权和竞争优势的机会，以及
如何不被赶超。 

同全球标准相结合。 

如果你面对是一家跨国公司，告诉他们开展合作怎样契合了公司的全球战略和前景。如果你
面对的是一家当地公司，告诉他们开展合作怎样使他们同全球标准内最佳商业模式相结合。 

扩展你的关系网。 

有时你可能只能同公司的一个人员取得联系。如果对方同意合作便无大碍。但若对方阻碍了
合作，你需要试图同公司其他人员取得联系。这样做也许会消耗大量时间，但可以帮助你达
成共识，取得合作。 

不要只盯着资金。 

重视建立互信互利的关系，是寻求资金的坚实基础。当然，资金也不可或缺。公司也许会直
接给你支票，但将自己打造成合作伙伴，能帮助你获得更多以及可持续的资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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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如何产生影响 

很多人所处的工作环境对
LGBT+群体并不包容，且生活
在歧视LGBT+群体的国家。他
们常常感到孤立与无助，感到
自己无法为LGBT+共融做出努
力。然而实际上，每个人，不
论级别高低，都可以成为平等
社会进程中的一份子。 

处于对LGBT+群体存在敌意的
环境中的人常常向Open For 
Business寻求建议。针对这一
问题，依据我们同全球不同商
业团体合作的经验，我们会告
诉他们这些。 

 

你不是一个人。 

你也许会感到孤立无援，但实际上你是全球LGBT+员工群体的一员。这一群体中有许多专业
人士和成功的商业领袖，他们为改变现状注入了很大的动力。 

帮助触手可及。 

一些公司内部，以及跨领域，跨国度的公司之间，都建立了许多LGBT+员工人际网。这些都
是帮助的来源。详细情况请咨询Open For Business。 

没人要求你“出柜。” 

你不需要一个大喇叭来产生影响。出柜是个人选择，个人安全应放在第一位。低调明智的举
措也可以产生影响。 

获得信息。 

了解LGBT+共融在当地和国际范围内的最新发展，可以帮助你获得更多机会，以便你在恰当
的时机参与到其中。 

熟悉经济与商业领域的案例。 

如果你参与到了LGBT+共融的对话中，要实事求是，以商业和经济领域中的进步作为论述
依据。 

与其他共融组织取得联系。 

在某些环境中，其他多元共融群体也许发展的更好，如性别平等群体。想办法和这些群体建
立同盟关系。 

历史站在你这一边。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多数国家已经通过了LGBT+共融法律，其中包括针对歧视和仇恨犯罪
的保护法。LGBT+的敌对情绪不符合国际主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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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关于LGBT+共融的对话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LGBT+共融有利于商业与经济发展，但由于支持LGBT+共融存在风险，全球商业圈中对于开展LGBT+共融对话
仍有所迟疑。从巴巴多斯到印度再到肯尼亚，全球各地的公司都有着类似的担忧。Open For Business在全球范围内努力解决这些疑惑，
消除误解。如下所示，我们列出了一些存在的风险及可能的回应： 

存在的风险 Open For Business的回应 

“我们的客户不会喜欢的。” 确实，一些客户不会喜欢。不过，上文提及的例子以及Open For Business全球合作伙伴
的经验也表明，多数客户青睐思想更进步，更国际化的品牌。这篇报告中的证据表明，
LGBT+共融可成为一种竞争中的优势以及品牌偏好。同时共融能帮助提供更好的，以客户
为导向的服务。 

“我们公司没有同性恋者。”             在一个社会态度不够接纳，不够安全的环境中，许多LGBT+人士会认为有必要隐藏自己的
性取向或性别身份。这一现象被称为“掩饰。”研究表明，即便在对LGBT+包容度高的国
家，这一现象仍存在。如果某一组织内没有人表明自己LGBT+的身份，那么很有可能人们
正试图掩饰他们的身份。 

“我们并不了解员工的性取向和性别身
份，所以不存在对于LGBT+人士的歧
视。” 

类似上条回应，LGBT+人士没有在工作场合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对于
LGBT+人士的歧视有很多存档在案的案例。公司应该前瞻性地确保在工作场合不会出现类
似的事例，以免自身品牌声誉受损。 

“我们不参与政治活动。” 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商业问题。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形成包容的公司文化以
促进员工表现和创造力，融入开放的全球联动的经济环境，这些都是商业问题。 

“我们忙着为女性，不同种族人士以及
残障人群提供包容的工作环境，没有多
余的精力关照LGBT+群体。” 

公司要想在LGBT+共融方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时间与资源至关重要。尽管如此，表明公
司包容LGBT+人士的第一步是更新反歧视相关政策，在人力资源政策中加入性取向，性别
身份相关内容。这一举措不会损害其他少数群体利益，反而增强了工作环境对每个人的包
容性。此外，LGBT+共融可以使一个公司在其他公司都只关注性别，种族及残障人士时脱
颖而出。 

“鼓励人们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 
不安全。” 

在很多国家，公开同性恋身份都是有风险的。问题不在于公司是否应鼓励员工公开自己的
同性恋身份，而在于如何为LGBT+群体提供一个安全的，支持性的环境，不论员工是否决
定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首先，公司要明确声明，欢迎LGBT+群体在本公司工作，并构
造共融的工作文化。公司也可以采取建立匿名线上LGBT+员工人际网，同当地LGBT+社区
团体合作等措施。最后，公司还可以通过在公共领域从事工作，为包容LGBT+的团体发声
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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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银行的Jon Tilli，安永的Beth 
Brooke-Marciniak和Su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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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zal，联合利华的Guiller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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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开发署的Anthony Cotton和B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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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北京同志中心的申强、任娜瑛和翻
译组志愿者。他们协助了本报告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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