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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管理我们的环境影响

控制我们的环境影响

思科公司采取了一整套措施，控制我们的环境影响，并帮助客户控制他们的环境影响。我们力求在各个方

面都实现更强有力的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将“绿色”远景和战略，以及通过 ISO14001 认证的环境管理体

系（EMS）贯穿到全球业务中，并动员思科各部门的员工积极参与进来。

本小节深入阐述了思科的环境管理，并重点介绍我们环境项目的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

· 我们的愿景和战略

· 关键绩效指标

· 目标

· 环境管理体系

· 治理

· 员工参与

· 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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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和战略

思科的环境愿景是利用网络技术推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战略建立在通过协作应对我们在以下方面造成的环境影响上 ：

· 运营 ：影响我们的业务运营

· 产品 ：打造我们产品的效率和创新性

· 解决方案 ：支持思科和我们的客户利用解决方案应对全球环境问题

我们通过设定目标和考核业绩、在环境管理体系上进行投资、支持员工采取行动，以及围绕关键问题参与

全球对话，并推动这一战略。

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年中，网络将发展成为监测、控制和减少包括气候变化和能源利用在内的环境影响的

关键技术推动力。在减少可避免温室气体排放量及降低气候变化风险方面，网络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今天，全球已有 13.2 亿人在使用电脑、手机、个人数字助理（PDA）、电视机及其它电子设备连接到互

联网上。据预测，在未来的 5 年中，互联网用户数量将翻一番，连接的数量将增加 5 倍，超过 50 亿。建

立电子设备和互联网之间的连接，能够直观地了解电力和其它资源的消耗情况，为实现个人和企业行为

的转变提供支持。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和解决方案，把重要创新推向市场，提高能源和其它资源的

效率，迎接全球环境挑战。

我们的业务对环境造成的最大影响是消耗能源，以及在产品生命周期结束后所产生的废物。此外，我们还

认为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大大降低运营以及我们客户的业务所造成的环境影响。我们的目标是利用网

络和不断提高的能力来扩大这些网络的覆盖范围及其影响，面向全球提供能源和资源管理解决方案，并将

这些解决方案应用到我们自己的业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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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绩效指标

思科公司的环境关键绩效指标（KPI）摘要如下表所示。以下几个小节将讨论各关键绩效指标的假设和详

细计算方法。

* 毛量和报告量的使用与“碳排放披露项目 7 调查术语”相一致。毛温室气体排放量数字不包括思科采购可再生能源减少的排放量。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了采购低

碳电力所产生的影响。

** 思科的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气候领袖项目所确定的全球减少 25%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目标是以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要求的公历年为基础的，但思科的

所有公共报告均以财年为基础。尽管我们会将数据整理为基于公历年的数据正式向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报告 2009 年的进展情况，但仍会使用基于财年的排放

量报告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目标的完成进展情况。思科不公开报告基于日历年的排放量，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造成以往报告的财年数据出现差异，引起混乱。

*** 在《2006 财年社会责任报告》中，我们只报告了从思科的生产现场所实际采集的范畴 1 和范畴 2 的排放量数据，并分别就数据完备性估计进行了说明。现在，我们

收集了 90% 以上房地产投资组合的实际排放量数据，并基于建筑面积和建筑物的用途类型进行了平衡估算。我们认为 2006 财年所采集的范畴 1 和范畴 2 数据不足以

100% 的支持我们的推断。因此，不应依据表中 2006 财年范畴 1 和范畴 2 的数据分析 2007 财年及以后年度数据的变化趋势。

19 25 25 26

75% 73% 71% 68%

通过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思科生产现场的
数量

通过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生产现场员工比
率

环境管理

指标 2006 财年 2007 财年 2008 财年 2009 财年

温室气体排放毛量 * 合计：范畴 1（单位：公吨 CO2e）

（达标）

（目标年为
2012 年）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量 * 合计：范畴 2（单位：公吨 CO2e）

航空旅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范畴 3（单位：公吨 CO2e）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量 * 合计：范畴 1、2、3，
单位：公吨 CO2e

温室气体排放毛量 * 合计：范畴 2（单位：公吨 CO2e）

2006 财年以来航空旅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
（CGI 全球目标：与 2006 财年基线相比的绝对量
降低 10％）

2007 财年以来范畴 1、2、3 的变化（美国国家环境保
护局设定的全球目标：与 2007 公历年为基线 **，将绝
对排放量减少 25％）

27,586*** 52,498 52,084 53,216

317,666*** 467,478 550,312 579, 183

316,893*** 403, 188 310,961 226,733

190,940 205,797 197,872 115,995

+8% +4% -39%  

535,419*** 661,483 560,917 395,944

-15% -40%  

指标 2006 财年 2007 财年 2008 财年 2009 财年

温室气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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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 1281 1438 1507

749* 1053 1203 1275

能源和电力使用情况

指标 2006 财年 2007 财年 2008 财年 2009 财年

能源用量（GWh）

用电量（百万）

* 在思科 2006 财年社会责任报告中，只报告了从思科的生产现场所实际采集的用电量数据，并分别就数据完备性估计进行了说明。现在，我们收集了 90% 以上房地产投

资组合的实际用电量数据，并基于建筑面积和建筑物的用途类型进行了平衡估算。我们认为 2006 财年所采集的数据不足以 100% 的支持我们的推断。因此，不应依据表中

2006 财年用电量数据分析 2007 财年及以后年度数据的变化趋势。

* 进行填埋处理的材料包括无法再循环利用的材料，如废旧托盘、湿纸板和收缩包装膜。

** 思科曾在以往的报告中报告过发往思科的回收商的材料重量。我们利用去年开始的工艺改进，今年报告从最终用户处回收到的材料重量——这是利益相关方重点关注的指

标。由于 2008 财年之前的历史数据不充足，所以未作报告。

*11 个思科生产现场的数据。

** ** 22. 1 23.6 

** ** 0.46% 0.44%

产品再回收和再循环

指标 2006 财年 2007 财年 2008 财年 2009 财年

产品再回收（单位：百万磅）

总耗水量（单位：立方米）

材料填埋比率（报废返厂产品中无法再使用或再循
环的部分所占比率）*

不适用 1,725,618 1,570,831 1,654,030

耗水量 *

指标 2006 财年 2007 财年 2008 财年 2009 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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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思科公司的环境绩效得到我们认可的外部标准的支持，这些标准呼吁采取行动以减轻我们对生物圈造

成的破坏。思科致力于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其中的第七个目标是努力在确保环境的可持续

性方面取得进展。此外，我们还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的支持者。这份契约旨在让企业能够围绕同一

个目标共同奋斗，比如通过开展活动推动企业承担更大的环境责任，并鼓励企业开发和推广环境友好

技术。欲更多了解我们支持这些全球倡议的信息，请参见请参阅“企业社会责任和治理”部分。

作为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气候领袖项目的一部分，2008 年 6 月思科承诺，于 2012 公历年前，

在全球范围内将范畴 1、范畴 2 和航空旅行范畴 3 的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减少 25%（以 2007 公历年

数据为基线）。

2006 年 9 月，思科响应克林顿全球倡议，承诺将思科全球商务航空旅行的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减少

10%（以 2006 财年数据为基准）。

此外，2006 年，我们再次响应克林顿全球倡议，承诺与世界各地的城市一道，参与名为“联网城市发展”

（Connected Urban Development，CUD）的计划。这项公私合作伙伴计划的目的，是展现信息通

信技术（ICT）和网络连接如何能够提高城市环境效率，减少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CUD 计划旨在减

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并通过从根本上改变城市运行模式和自然资源消耗模式推动经济发展。我们

相信，CDU 能够利用网络连接进行通信、协作和城市规划帮助城市改善服务提供、交通管理、公共交通、

建筑、能源、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监测工具等领域的效率。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
http://www.epa.gov/stateply/index.html
http://www.clintonglobalinitiative.org/
http://www.connectedurbandevelopment.org/
http://www.connectedurbandevelopm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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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体系

思科的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EMS）面向思科的生产现场和整个企业提供了一套指导环境活动的

程序和做法。正如思科在“企业环境政策”（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olicy）中所述，思科的环境管

理体系旨在通过再利用、再循环，以及应用保护原材料、能源和水资源的工艺，尽量减小在确定、设计、

制造、支持和使用我们的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对环境的消极影响，并提高积极影响。

通过不断对工艺进行规划、实施、审查和改进，我们的环境管理体系对思科包括符合环保要求在内的运

营、生产、服务的所有方面发挥了影响力，使我们继续努力改善在环境方面的经营业绩。

思科环境管理体系队团队首先应用“环境影响矩阵”对各个认证生产现场的重大环境影响进行评估，考

虑到周边地理状况、生产现场的活动，以及产品和服务对这些影响进行排序，然后根据评估结果，制定

每个生产现场的目标。我们的环境管理体系所侧重的方面包括能源管理、作业产生的废品、再利用和再

循环、电子废料再利用和再循环、“绿色”工程、绿色通信，以及价值链管理。我们与各个生产现场的

团队合作，应用各种策略衡量影响，监测进展，并发布指标。

一旦确立了方案，我们的生产现场就对开始实施环境措施，落实环境目标。思科公司的环境管理体系团

队利用 Cisco TelePresenceTM 和 Cisco WebExTM 等思科协作技术，并定期派人深入生产现场，在当

地环境管理体系实施团队的协助下，对这些生产现场进行实质上的审核。通常情况下，我们每三年对生

产现场进行一次全面审核。此外，我们还聘请第三方审计事务所进行年度审核，以证明我们的环境管理

体系符合 ISO 14001:2004 标准。

除衡量绩效外，进行审核还能从我们的当地生产现场和公司生产现场发现能在我们各个运营部门推广的

最佳做法。2009 财年，我们进行的内部审核包括 ：在巴黎开展的“绿色购物袋”活动，在巴黎举办不

同环境主题的午餐会 ；“环境工程专项小组”治理模型 ；“环境工程专项小组”开展的旨在激发世界各地

的员工关注和参与思科环境活动的公关活动。第三方审计人员还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衡量选为最佳做法。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208/ac243/ac246/about_cisco_corporate_environmental_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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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财年，思科共有 25 个生产现场通过独立的第三方审核获得了 ISO 14001:2004 认证，这些生产

现场的员工人数约占思科员工总数的 68%。由于思科在 2009 财年收购了其它企业，所以 2008 财年至今，

生产现场的员工人数约占思科员工总数的比率下滑了 2 个百分点。2008 财年以来，获得认证的思科生产

现场数量增加了 5 个。但需要说明的是，其中 4 个已经在 2008 年获得了认证并进行过报告，当时这几个

生产现场属于另一生产现场。由于认证要求发生了变化，2009 财年，我们对这几个生产现场进行了独立

认证。展望未来，我们拟于 2010 财年早些时候认证我们在中国香港的生产现场，并在未来几年对并购的

主要生产现场也纳入认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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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5 25 26

75% 73% 71% 68%

通过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思科生产现场
数量

通过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生产现场员工
比率

环境管理

指标 2006 财年 2007 财年 2008 财年 2009 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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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思科的环境愿景和环境政策由思科生态委员会负责管理。该委员会成立于 2006 年，创始人是钱伯斯，负

责向思科运营委员会报告。生态委员会由 14 位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他们代表了思科全球范围内的主要业

务部门，充分、全面地代表了思科所有业务部门的意见。

2009 财年，生态委员会把重点放在了在以下四个重点领域，密切联系我们的业务重点，努力推动环境可

持续发展 ：

1. 市场准入 ：为思科“绿色”产品和解决方案消除障碍，创造机会。

2. 市场支持 ：面向这些产品和解决方案开放市场。

3. 差异化 ：进行可持续工艺和产品的创新，实现与同业其它企业的差异化，并支持思科及我们的客户实

现环境目标

4. 定位与竞争 ：确保在公众的心目中树立思科是一家提供环境解决方案和创新的全球性 IT 公司的意识。

为了支持这四个重点领域，思科为每个重点领域都配备了工作组，由他们负责规划和实施一整套有针对性

的措施，这些措施促进了生态委员会设定的重点领域目标的实现。例如，由 8 个工作组组成的“思科环

境工程专项小组”（GETF）面向生态委员会不同的重点领域提供支持，负责围绕产品解决方案提供思路

引导，其中包括协调整个企业的与能源有关的产品开发工作。在 2009 财年中，GETF 所作的工作包括 ：

面向产品工程师提供了培训，为产品开发制定了“绿色”指标 ；减少了我们的实验室和产品的电力消耗 ；

为我们的客户设计了解决方案，以及支持行业标准和规章，加快环境友好产品特征的应用并进行协调。

有超过 12 个工作组支持生态委员会提出的重点领域。“思科环境工程专项小组”（GTF）由各工作组的负

责人组成。由参加生态委员会的各个部门的高级领导组成的 GTF 对思科的环境项目进行重要的跨部门规

划、管理、监测和协调。

生态委员会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审查各工作组的工作进展情况，并处理遇到的各种问题。生态委员会每

年与“思科环境工程专项小组”举行一次联席会议，讨论新问题和新机会，并审议下一年的工作计划。

欲了解有关思科社会责任全面治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企业社会责任和治理”部分。

思科生态委员会的14位执行

委员由来自以下部门：

· 企业通信部

· 企业融资部

· 企业营销部

· 企业定位部

· 客户业务咨询部

· 工程部（硬件和软件）

· 法律总顾问部

· 政府事务部

· 信息技术部

· 销售部

· 技术支持服务部

· 价值链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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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参与

对我们的环境愿景和环境战略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鼓舞和激励我们的员工成为公司的“绿色大使”。

我们的战略是基于将“绿色”意识植根到我们公司的集体意愿中。我们鼓励员工增强工作场所的节能性，

提高利用资源的效率，并对思科所采取的环境行动引以为自豪。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员工能为实现思科的

环境目标做出创造性贡献。

我们的目标是把思科所肩负的环境责任分担到我们员工的身上，为他们在整个公司开展协作、创新和

共享潜在解决方案提供便利条件。员工可以利用我们的《环境通讯季刊》（Quarterly Environmental 

Newsletter）和环境揭示板等资源进行思科环境活动的自我教育。我们的季度通讯将报道整个公司在环

境方面的先进经验，并与大家分享有关项目的新消息、最新进展情况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环境工

作团队揭示板”和“生态揭示板”都透明地提供我们的生产现场和员工为实现我们确立的环境目标所作

的努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生态揭示板展示了思科的环境影响，并面向所有思科员工开放，创

建了一种透明参与的文化。

此外，思科还利用我们的“思科绿色环境” 内部网站让员工参与到环境工作中。“思科绿色环境”网站

于 2007 年推出，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在线社区。思科的员工可以从中了解到思科的环境战略、在环境

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绿色工程”的进展情况，并就若干相关主题进行信息沟通和思想交流。这

个网站提供了多种方式供员工参与和学习，其中包括论坛、员工观点和评论、“绿色新闻”订阅源，以

及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活动和提供志愿服务机会的日历。

在“思科绿色环境”网站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思科还在 2009 年世界地球日期间举办了“绿色畅想，环

保

行动”（Think Green, Act Green,TGAG）活动。“绿色畅想，环保行动”活动鼓励员工承诺自己在工

作场所的行为以环境可持续性为原则。仅在 2009 财年第四季度，就有 1,200 名员工做出了这一承诺。

2009 财年，我们使用“思科网迅”技术首次举行了网上世界地球日交易会。我们邀请员工根据自己的

地理位置在合适的时间登录到我们的“虚拟世界地球日”门户网站，参加虚拟对话、虚拟培训班及其

它活动。在 2009 年 4 月 22 日当天的 24 小时时间里，我们展示了思科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技术、

客户解决方案和思想领导力。我们在网上提供了一系列视频，以及多位发言者的现场演讲，演讲者包括

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旧金山市长 Gavin Newsom，还包括思科的企业客户、智能电网联盟（GridWise 

alliance）及“碳排放披露项目”的高级代表，演讲内容涵盖了思科的各个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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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励思科员工参与方面，2008 年 3 月推出的网上论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绿色思科大家谈”（Let's 

Talk Cisco Green）论坛帮助大家在“远程办公”和“告别塑料饮水瓶”等思科的环保倡议和话题上广

开言路。

我们还通过开展“骑车上班日”（Bike to Work Day）、“地球一小时”（Earth Hour）等活动让员工关注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我们举办了一些地区性的活动。例如，我们在印度举办了“环境日”（Environment 

Day）活动，并在班加罗尔推广了“绿色畅想，环保行动”（Think Green, Act Green,TGAG）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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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

当今世界的全球环境挑战规模不断扩大，形势日益紧迫，因此亟需拿出跨行业和私营合作伙伴的解决方案。

与利益相关方对话在我们改善全球环境的策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思科积极与各国政府和世界各地的标准制定机构合作，关注和影响有关法规的出台，特别是与气候变化有

关的法规。思科直接受到能效法规的影响，并受到影响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的排放法规的间接影响。

我们认为，法规和标准使全球市场变得更加透明，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并鼓励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有害物质和废品。思科还认为，生产效率标准可以绩效为基础，考虑产品的功能性，通过依托客观标准、

实际数据和系统的效率推动创新。

思科对市场机制的支持有助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利用市场化激励措施鼓励消费者和

企业提高使用能源的效率，鼓励生产者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进行创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思科还支持

通过提高税收优惠水平鼓励使用高效产品、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增加环境 / 能源研发投入，并为部署智

能电网提供奖励的政策。

思科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积极加入环境政策委员会和贸易协会理事会，如信息技术工业理事会、欧洲电子

产业组织（DigitalEurope）、美国高新技术委员会（TechAmerica），以及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推进协会 

(GeSI) 等外部合作机构。此外，思科还积极参与国际电讯联盟下属的负责领导制定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

和服务能效指标的工作组。

2009 财年，思科以以下多种方式为开展环境问题的全球对话作出了努力 ：

· 思科在“世界地球日“召开了一次气候变化政策小组委员会会议，来自欧盟委员会的小组成员和美国政 

  府顾问参加了会议，以“利用法规应对气候变化”和“达成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政府行动”为主题，面

  向思科员工进行了培训。

· 思科是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推进协会 (GeSI) 的成员之一。GeSI 是一个由信息和通信技术企业及各行业

  协会建立的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其宗旨是致力于开发和推广促进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推动经济增长，并提高生产效率。

http://www.ges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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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是气候变化工作组的成员，并且被推选为 GeSI 政策工作组的领导企业。

· 2008 年 12 月，包括思科在内的 140 个商界领袖企业签署了《波兹南公报》，该公报确定了国际气候变化

  协议的主要内容。

· 思科于 2009 年 9 月签署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公报》，鼓励推动达成“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并加大力

  度向政府部门传达国际商界需要一个强大有效的国际气候框架。

· 思科是世界经济论坛“低碳经济发展工作组”的成员，该工作组最近启动了“生态可持续发展”项目。

  该工作组的任务是总结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在缓解气候变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制定一个章程，强

  调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在构建可持续发展未来中的作用。2009 年 3 月，思科签署了一封致二十国领导

  人和联合国秘书长的信函，信中提出了一系列努力推动就气候变化进行讨论的建议。

· 思科发出了“百万环保行为”（One Million Acts of Green）倡议，提出只要把个人、企业和社会的行动

  汇聚到一起，就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人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做出了将近 200 万

  个“环保行为”，估计减少了 22 万公吨的温室气体排放，彰显出调动人力网络进行变革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欲了解详情，请观看视频。

· 思科与“全球政策和再循环工作组”合作，继续在联合国主导的“解决电子垃圾问题”活动中发挥领

  导作用。

· 思科成为欧洲电子产业组织环境政策组欧盟 WEEE 指令的共同领导者。欧洲电子产业组织是由 28 个欧

  洲国家的 39 个国家数字技术协会组成的协会，拥有超过 61 个直接企业会员。思科通过环境政策组与业

  界同行合作，在尊重所有适用的环境法规的同时促进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的发展。

http://www.poznancommunique.com/
http://www.copenhagencommunique.com/images/stories/final-press-release-english.pdf
http://www.weforum.org/en/initiatives/ghg/index.htm
http://www.greennexxus.com/
http://newsroom.cisco.com/dlls/videos/omag_011208.html
http://www.step-initiativ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