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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的 CSR 实践提高了我们的责任感、业务连续性以及员工的福利，并为环境意识运营和产品作出了贡献。

我们与多个利益相关方探讨我们行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即将出现的问题。我们报告广泛的 CSR 标准，并

在可行的情况下量化我们的工作成果，并评估我们取得的进展。

思科以以下自愿性报告框架为指引：

• 《联合国全球契约》

• CSR 关键绩效指标

•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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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承诺遵守《联合国全球契约》的 10 大原则，将之融入思科的行为准则、人力资源政策、环境计划和各

项社会进步倡议。联合国全球契约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公民和可持续发展倡议。自其于 2000 年推出以来，

该倡议已发展至 6700 多名参与人，包括 130 个国家的 5200 多家企业。此项基于网络的倡议的核心是全球

契约办公室和六个联合国机构。全球契约涉及所有相关社会实体：企业、政府、劳工、民间组织和担任大

会召集人和促进人的联合国。

《联合国全球契约》

D36

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十大原则

人权

• 原则一 ：企业必须尊重和维护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并

• 原则二 ：绝不参与任何漠视与践踏人权的行为。

劳工标准

• 原则三 ：企业应该维护结社自由，承认劳资集体谈判的权利；

• 原则四 ：彻底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

• 原则五 ：消除童工；

• 原则六 ：杜绝任何在用工与行为方面的歧视行为。

环境

• 原则七 ：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

• 原则八 ：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并

• 原则九 ：鼓励无害环境技术的开发与推广。

反贪污

• 原则十 ：企业应反对各种形式的贪污，包括敲诈、勒索和行贿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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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5% 86% 87% 90%

4.59% 5.45% 4.52%1 5.01% 3.22%

129 107 93 137 145

23%

12.7%

43.7%

15.6%

下表列出了去年思科 CSR 活动的关键绩效指标。其他详情见本报告的各个章节。

CSR 关键绩效指标

D37

指标

工作场所

多样化

2005 财年 2006 财年 2007 财年 2008 财年 2009 财年

员工满意度

妇女

少数族裔人士
（仅限美国）

员工主动离职率

健康和安全（仅
限美国和加拿大）

同 意 将思科作为工

作场所的七条相关

陈述的员工比例

（平均值）

妇 女 占全球员工

总数的比例

少 数 族裔人士占

美国员工总数的

比例

在 担 任副总裁或

以上职务的美国

员工中，少数族裔

人士所占比例

在 担 任副总裁或

以上职务的全球

员工中，妇女所占

比例

主 动 离职的员工

占总离职人数的

比例

该 财 年中患有非

致命性疾病和受

伤人数

21.8%

13.2%

42.3%

17.6%

22.1%

14.0%

42.8%

17.5%

23.5%

15.5%

44.7%

22.2%

23.4%

15.5%

45.6%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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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000 4 160, 000 130,000 88,870 78,000

596,840 597,085 637, 304 716,936 5 810,000

160 160+ 160+ 160+ 165+

31 36 34 4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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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社会影响

2005 财年 2006 财年 2007 财年 2008 财年 2009 财年

社会投资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Leadership
Fellows 计划

社会和经济投资

战略合作伙伴

员 工 志 愿 活 动

公司和基金的现金

与实物总捐款

参加思科网络技术

学院课程的全球学

生总数

思科目前在其中进

行投资或管理计划

的国家 / 地区数 6

为非盈利组织提供

专业技术的思科领

导者数目

与公司合作伙伴、

非 盈 利 组 织 和

NGO 开展的重大

合作

员工参与自愿活动

的小时数

1 因为收购，调整了 07 财年的百分比。

2 05 财年范畴 3 排放量不能像 06-08 财年空气排放量那样进行升级，因此所报告的值与以前一样，不应用于与之后年度的数据进行趋势分析或比较。

3 回收设备表示送至思科回收厂商的材料。思科通过客户和服务退货、思科内部退货以及员工 eScrap 活动收集设备。部分退货设备根据需要进行了维修，以重新发挥作用，

    其收支结余归思科回收厂商所得。

4 公司在 05 财年举办了公司成立 20 周年的庆祝活动，因此志愿者活动大大增加了。

5 数据指这些地区或下属地区中在学学生总数，不包括重复的学生。但是，如果学生曾参加过位于不同下属地区的两个学院的学习，则可能会被计算多次，导致下属地区学

    生总数和地区总数之间出现差异。

6 为了便于管理，我们将一些地区定义为国家，他们不是自治州，也不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认可为国家。这其中包括美属萨摩亚群岛、香港和波多黎各。

6500 万美元       11,550 万美元     11,680 万美元     9,200 万美元      12,860 万美元

5                             8                                17                            2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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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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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组织，该组织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SRG），构成全

球应用最广泛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之一的基石。思科利用该框架协助衡量思科在倡议所覆盖的领域的绩

效。

GRI 致力于不断改进并在全球应用其报告指南，并通过 SRG 设立了大量原则和指标，以供各机构衡量和报

告其经济、环境及社会绩效。思科与 GRI 一样，十分关注公司透明性、责任和义务、报告以及可持续发展，

并将这些指南用于衡量我们在上述领域的绩效。

GRI 信息将于 12 月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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