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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供应商

提倡供应商的多元化是一个明智的商业策略。思科与多元化及小规模的供应商合作，以建立并保持竞争优

势，同时也为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尽管多元化供应商仅是思科供应商群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多元化及小规模

的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使思科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技能与市场，以及丰富的视角和经验。这些关系也改善了各

个社区中的经济条件，并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思科的多元化供应商计划也是以客户利益为动机的。思科全球多元化供应商企业发展（GSDBD）计划的

愿景是，通过凝聚多元化的供应商，提升我们在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的领先地位。我们努力通过该计划的

扩大与推广，提高我们客户的满意度。2009 财年，约有 50% 客户要求我们向他们介绍多元化供应商这

一计划。

思科全球多元化供应商企业发展计划由参与公司运营的思科全球员工组成的跨职能团队担任领导。该团队

的战略取向是，发挥领导作用，倡导包容性以及多元化供应商计划的采用。它主要负责管理公司的全球协

作，目的是在公司所有的工具与流程中提倡供应商的多元化。

全球多元化供应商企业发展计划对那些真对为思科提供产品及服务的企业机构进行甄选、培训、指导与跟

踪。通过全球计划、管理解决方案以及公司的公关战略，我们正不断为供应商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并改善

多元化供应商社区的体验。

第六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价值链 :多元化的供应商

多元化供应商的定义

思科对“多元化供应商”

的定义是，由少数民族、妇

女、残疾人士及退伍老兵经

营的企业，以及位于传统落

后商业区 (HUBzones) 的企

业，和其他依据特定分类而

归类出的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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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元化供应商处采购

我们的战略采购管理团队遵循一套“包容性承诺”，在我们所参与的每一次招标流程中，至少确保一个多

元化供应商能够参与其中。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全球多元化供应商企业发展计划的网站上，面向全

体思科员工推出一套培训模块，旨在使内部团队能够与全球多元化供应商企业发展团队以及我们的多元化

供应商开展有效的业务合作。

思科调动我们多元化供应商积极参与的途径是注重成效的流程与基础设施，它们主要围绕三大要素：参与、

合作与促进。我们与多元化供应商展开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 ：

• 高级教练与学徒计划（EMP2）：该计划令思科高层管理人员与多元化供应商的首席执行官组成搭档，从

  而对他们进行有关思科期望、业务战略以及潜在机会方面的指导与培训，以建立更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 UCLA 主办的企业家管理能力开发课程 ：通过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展的为期四天的计划旨在帮助企

  业家提高管理水平，加强他们建立高效率、高利润组织的能力。

• 供应商指导计划 ：通过该计划，思科多元化供应商团队的成员对合格的优秀多元化供应商提供指导，以

  增强他们与思科进行合作的能力。

• 在思科 Live Networkers 活动中开展全球多元化供应商企业发展计划 ：思科邀请一群少数族裔多元化供

  应商参加我们为期一天的年度思科现场会议，该会议旨在教育及培训 IT、网络与通信方面的专业人才。

  通过该计划，思科获取了大量信息，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多元化供应商的需求，以在不同的

  地区对我们的计划进行相应地调整。

• 全球多元化供应商企业发展计划新闻稿 ：思科的季度新闻稿将为其多元化供应商、客户以及多元化公益

  性组织提供有关思科计划与服务方面的信息，使他们随时了解到最新的合作与商业机会。

• 专长业务分配计划 ：思科开发出一套渠道分配解决方案，旨在通过多元化专长业务分配计划，在满足客

  户需求的同时，提高供应链的多样化水平。2009 财年，专长业务分配计划的试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其采用率也与日俱增。经批准，该计划将在 2010 财年继续实施，主要面向思科美国地区的金牌认证合

  作伙伴。

我们在 2009 财年实施上述主要计划的目的是 ：

• 部署并执行全球计划，包括多元化渠道合作伙伴的扩充，这些伙伴正参与到思科认证二手设备计划

  （Certified Refurbished Equipment）中

• 创建并启动多元化管理解决方案，例如专长业务分配计划

• 遵循我们的市场宣传战略，包括 GSDBD 新闻稿

• 通过新的流程与工具，设计与建造全球基础设施

• 为多元化供应商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例如 UCLA 主办的企业家管理能力开发课程、高级教练与学

  徒计划（EMP2）以及如何与思科开展业务往来（How to Do Business with Cisc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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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142/sdbd/Newsletter/EMP2.html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142/sdbd/Newsletter/UCLAMDEProgram.html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142/sdbd/Newsletter/Mentoringprogram.html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142/sdbd/Newsletter/GSDBDSouthAfrica.html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142/sdbd/Newsletter/Newsletter.html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142/sdbd/Newsletter/CISCODSD.html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142/sdbd/Newsletter/DiverseMinorityChannelPartners.html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142/sdbd/Newsletter/CISCODSD.html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142/sdbd/Newsletter/Newsletter.html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142/sdbd/Newsletter/UCLAMDEProgram.html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142/sdbd/Newsletter/EMP2.html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142/sdbd/Newsletter/Resource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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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供应商的管理

2009 财年，我们建立了全球多元化供应商委员会，为那些多年来积极致力于思科多元化供应商事业的员

工建立一个正式化的人员网络，这些员工也是指挥 GSDBD 的全球跨职能管理团队成员。该委员会由来自

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印度、南非、英国以及美国的 15 名员工组成。他们各自担任着经理乃至副总

裁级的职务，而且所处的业务领域也各不相同，例如销售、政务、人力资源以及员工资源小组等。这些成

员在全球各地承担起各自在委员会及董事会的职务，全球多元化供应商委员会于 2009 年 6 月举行了第一

次会议，根据其计划，它将在接下来的每个季度里都举行一次会议。

全球多元化供应商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督 GSDBD 计划愿景的实现以及其战略的执行。2010 财年，该委员

会的愿景是，通过建立协作性合作伙伴关系并包容、接纳多元化的供应商，巩固思科的全球领先地位。思

科在 2010 财年的目标是，通过以下措施设计并建造一套全球化的基础设施 ：

• 将多元化供应商计划纳入思科的当地供应链中

• 提高人们对机遇的意识，争取在思科所有的运营环节中，调动多元化供应商的参与

• 提倡并沟通变革

• 将思科的外部合作伙伴介绍给我们的多元化供应商

• 建立并推行多元化供应商方面的最佳做法及业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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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供应商外延；
开展相关人员合作

2009 财年，思科的目标是进一步扩大我们的供应商计划的全球覆盖面。我们向澳大利亚及美国派出商务

代表团，他们与美国少数民族供应商发展协会（NMSDC）共同寻找与其他供应商和政策部门建立合作的

商机，包括发掘即将在伦敦举行的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带来的潜在商机。思科的活跃范围还延伸到南非地

区，我们 2007 年在该地区启动一项“振兴黑人经济”（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计划，根据该计划，

我们向非洲南部地区的居民、印度居民以及混血裔居民发售股权资产。

思科员工在全球至少 7 个国家的不少于 19 个多元化供应商组织内担任董事会成员职务，这些国家包括 ：

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印度、南非、英国以及美国。

思科在全球的各种会展活动和会议中，为多个旨在促进供应商多样化的美国本土和全球性组织提供了资

助。他们包括 ：

• 全国少数族裔供应商发展委员会

• 全国女性企业委员会

• 澳大利亚原住民少数族裔供应商委员委员会

• 黑人企业协会

• 加利福尼亚黑人商会

• 加拿大原住民和少数族裔供应商委员会

• 小型企业发展委员会

• 英国少数族裔供应商发展机构

• 中国少数族裔供应商发展委员会

• 硅谷女性雇主全国协会

• 北加州少数族裔多元化供应商委员会

• Quantum Leaps （由女性拥有的企业）

• 保留地经济峰会

• 洛基山少数族裔供应商发展委员会

• 美国西班牙裔商会

• 美国亚太裔美国人商会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企业家管理能力开发计划

• WEConnect International （由女性拥有的企业）

• WEConnect（英国、中国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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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142/sdbd/worldwide/US_Organization_Links.html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50/ac142/sdbd/worldwide/Global_Organization_Lin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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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财年，思科在供应商多样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得到的认可包括：

• DiversityBusiness.com ：思科公司的 Garth Scully 荣获“多元化拥护者”的美誉

• 思科合作伙伴 AT&T 荣获“DiversityNXT Gen 公司奖”

• 思科合作伙伴 Genesis Networks 荣获“DiversityNXT 解决方案供应商奖”

• DiversityPlus ：思科公司的 Denise Coley 女士接受《女性掌权》（Womenin Power）栏目专访

• 《Minority Enterprise Advocate》（少数族裔企业拥护）：对 Denise Coley 和 Randy Pond 进行专题文章报道

• Minority Enterprise Executive Council（少数族裔企业执行委员会）：授予“年度最佳企业”奖

• Minority Enterprise Executive Council ：思科公司的 Denise Coley 女士荣膺“供应商多元化年度人物”的称号

• NMSDC 年度报告：在 2009 年的年度报告中，对思科进行了引鉴

• RMMSDC ：思科合作伙伴 PlastiComm Industries 公司被评为“年度最佳供应商”

• Sales Video ：思科公司的 Denise Coley 女士被 GSDBD 授予“最出色、最杰出贡献”奖（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 WEConnect International ：授予思科“远见奖”。

第六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价值链 :多元化的供应商



版权所有 © 1992-2009 思科系统。本文档为思科公开信息。

2009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F23

多元化供应商展望未来

满足我们客户的业务需求与拥有一个多元化供应商队伍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供应商反映出我们业务所在

地的人口学演变趋势。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与最佳供应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成为供应商多元化领域一个

公认的企业楷模。

2010 财年，我们将继续部署与落实全球计划，从而为我们多元化供应商合作伙伴的成功提供支持，并不

断扩充我们的多元化供应商队伍。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供应商多元化创造更多销售机会，并将供应商多元化

理念融入思科的政策、流程以及制度中。此外，思科在 2010 的工作重点如下 ：

• 在所有思科运营单位内引入供应商多元化的目标

• 确保思科所有的多元化供应商都经过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认证

• 要求我们十大“常青”供应商签署的所有合约，都对其用于多元化二级供应商方面的资金投入进行汇报

• 加强供应商多元化的报告、记分卡以及指标评测制度

2010 财年，思科还将继续完善我们的 GSDBD 指导制度，并将其分为三个主要级别 ：

• 一级企业职能指导计划 ：思科的企业职能部门之一将在一年时间内对供应商提供六方面的指导 ：(1) 对供

  应商的公司分析进行评审 ；(2) 建立一个年度战略计划 ；(3) 建立供应商绩效管理体系 ；(4) 制定月度及季

  度培训战略 ；(5) 促进内部关系的建立 ；以及 (6) 对内及对外的企业推广。该级别的指导计划适用于那

  些刚刚与思科建立业务合作关系的新晋多元化供应商。

• 二级高级教练与学徒计划 ：思科高层管理人员与多元化供应商的首席执行官组成搭档，从而对他们进行

  指导，并提高合作关系的效率。与一级指导计划相似，思科的高层管理人员将在一年时间内对供应商的

  首席执行官提供六个方面的指导。

• 三级高级合作伙伴指导计划 ：思科为多元化供应商提供六个方面的指导，并令其参与到战略联盟（内部

  及外部）、分销计划、合作或合资企业以及与客户举行的“圆桌会议”中。该级别的指导旨在面向那些已

  经为思科提供服务不低于五年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的收入超过 5000 万美元，并且已获得 NMSDC 颁

  发的“Corporate Plus”或 WBENC 颁发的“美国对妇女企业友好的最佳公司”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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