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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而备受信赖的合作伙伴，您好

过去 35 年多的时间里，思科一直在努力，为我们的社会、地球、客户和供应商创造有积极意义的影响。这是我们企业
的使命与文化的核心，也是我们在资源投入过程中最看重的方面。我们持续利用科技去解决真实的业务和社会问题，
尽我们所能，为所有人开创一个更富包容性的未来。

思科的供应链对思科的成功与否起到关键的作用。尽责的供应链管理包括维护人权，提升员工的健康与福利，并尽可
能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这不仅符合思科的核心价值观，也直接有益于业务成果，包括业务的安全性和连续性、工
人的留职率、生产效率和客户的满意度。这也符合我们我们业务方方面面相关人员的期望，包括客户、合作伙伴、投资
人和员工。

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将“取用-制造-废弃”的线性经济朝着延伸产品使用寿命的循环经济方向推动，以便更好地利用有
限的资源。这个转变包括创造可循环的产品和包装设计，在零废料工厂生产产品，以及推行世界一流的回收计划。我
们也看到，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能够提升客户价值，并期待推动改装设备销售成为我们的核心业务之一。我们设定了宏
大的目标，并专门落实了必要的资源，力争将思科的业务转成循环经济模式。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打造行业领先的供应链，离不开供应商与合作伙伴的强大支持与积极配合。我们正在一起携手，
建立起并维护好一条抗风险能力更强且对社会、对环境尽责的供应链。只有我们一起努力，才可以发现和落实创新的
方式，为我们广泛的供应链生态系统带去可观而意义非凡的益处。

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我们实践这一使命的过程中并产生积极的影响。敬请阅读《思科供应商指南》，和我们一起
抓住机会，做出积极的改变。我们团结在一起，定能解决广泛的问题，造福全世界。

此致，

John Kern 
思科全球供应链运营高级副总裁

 来自 John Kern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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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可持续发展、风险与安全

 重要性
在创造连接一切的科技方面，思科引领潮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挖掘潜能，解决一些最为紧迫的挑战。我们使用我们的技术、专业知识和资
源，不仅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价值，更为人、社会和全世界带去积极的影响。 

要运用科技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首先取决于 
科技如何被创造。在这个方面，思科以身示范。

人 
帮助我们的员工和团队 

在数字化工作环境中自强不息

社会 
在世界各个国家中 

扩大包容性的社会与经济影响力

地球 
以保护环境为前提，在数字化时代 

推进可持续增长

 重中之重
从创业初期开始，思科在企业社会责任 (CSR) 领域就一直出类拔萃。我们的 CSR 战略包含三大主要要素：人、社会和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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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措施 
行为准则：依据我们的期望，在劳工、健康与安全、环境、伦理道德和
管理系统等方面评估供应商的表现，主动协助供应商持续改进。

矿物供应链尽责原则：针对我们的矿物供应链制定尽职调查战略，解
决采购过程中的尽责风险。

人权：预防虐待工人及弱势群体，提升工人的健康与福利，让他们的生
活蒸蒸日上。

材料合规：就我们产品中使用的有利于环保的材料设立标准，同时鼓
励我们的供应商落实恰当的文档记录要求。

环境管理：监督供应商在环境管理方面的表现，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污
染、废弃物和水，并与他们携手解决下级供应链的环保风险。

循环经济：重塑我们设计和生产产品与解决方案的方式，确保使用更
少的资源，更充分地予以利用，并循环使用。

 业务连续性计划：同供应商及合作伙伴携手，尽可能减少对客户的下
游影响，为应对意外事件做好准备。

安全：利用恰当的安全措施，预防并快速应对任何类型的人员、物流、
技术或行为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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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五月
发送 CDP 供应链 
要求

六月
发送《3TG 与钴汇报指南》

《安全总体规范》：发布新版本及供应商确认收到

《供应链可见性 (SCV) 调查问卷》

一月到三月
发出制程化学品数据收集
(PCDC) 要求

《供应链可见性 (SCV) 调查问卷》

八月
CDP 供应链 
回复截止日
业务连续性 

调查启动

十月
发送《3TG 与钴供应商问卷冲突材料汇报模板 

(CMRT)》及《钴汇报模板 (CRT)》 

十二月
发送材料安全数据表更新要求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负责任企业联盟 (RBA) 审核流程

 年度时间线

 实现方法
我们编写《思科供应商指南》，是为了强调与可持续发展、风险及安全
相关的重要领域。本指南清晰阐述我们具体的汇报和合规要求，以及
有机会通过协作互惠互利的重点领域。此方面的要求包括：

•  遵守思科的《供应商行为准则》，并将业务尽责原则推行到自己所在
的供应链之中。

•  支持思科的政策，通过尽职调查，打造尽责的矿物供应链。

•  支持思科的理念，尊重并维护所有人的人权，遵守《联合国工商企业
与人权指导原则》。

•  遵守《思科受控物质规范》中阐述的材料合规要求。

•  携手合作，实现思科的循环经济目标。

•  每年向 CDP 公开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和减排目标。

•  遵守环保责任标准和本地法律，减轻对所在地的负面影响。

•  遵守思科的《业务连续性政策》，参加相关的问卷调查以及和生产场
所有关的数据收集活动。

• 遵循《安全总体规范》说明的适用的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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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准则 
我们致力于以尽责的态度和可持续的方式生产我们的产品。作为负责任企业联盟 
(RBA)的创始成员，思科采纳《RBA 行为准则》 (下简称“准则)作为《思科供应商行为准
则》。思科要求所有供应商遵守此准则，确保将其中的要求落实到自己所在的供应链。
思科也意识到，供应商能够做的不仅只是遵守合规要求，在打造并维护抗风险能力强
且尽责的供应链的过程中，我们的供应商还起到更多重要的作用。

 重要性 
思科期望供应商诚信经营业务，对在其管理范围内发生的任何不道德行为承担责任。
供应商应向我们证明自己如何遵守准则，并参加思科提供的能力建设与其他项目， 
不断改进表现。

 方法 

思科使用风险驱动的方法，确定需要参加各项计划和受监督的供应商。思科监督供应
商是否遵守准则及其各项要求。我们根据是否遵守准则设立了指标，并整合至思科的
季度供应商评分卡之中，由此影响我们的业务决策。通过这一方法，思科力争推动供
应链持续改进，扩大最佳实践方法在供应链中的推广。思科同供应商及同行合作，努
力开发适合他们且能够提升影响力的解决方案，显著     改善供应链中工人的生活质
量和供应链的健康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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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期望供应商做到：
• 确认了解《RBA 行为准则》的内容并遵守其要求。  

• 达到并保持至少符合 RBA 银级认可标准的稳定表现。

• 确保下游供应商确认了解《RBA 行为准则》的内容并予以遵守， 
并按照 RBA 流程解决不合规情况。

•  每年通过 RBA-Online 网上平台，向思科提供完整的 
《RBA 自我评估调查问券 (SAQ)》。

•  分享为思科产品提供支持的主要工厂的有效 
《RBA 生效评估计划 (VAP)》审核报告。

•  按照思科的要求，执行“RBA 客户管理审核”。

•  针对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供《纠正行动计划》。

•  根据 RBA 的问题点关闭指引，关闭审核中发现的问题。

•  解决发现的问题后，以及当准则更新时，继续遵守准则的各项要求。

我们为供应商提供支持，以便供应商达到准则的规定并持续遵守， 
包括通过在线学习课程、培训课程或针对性指导进行能力建设。  

 新兴话题 
•  思科期望供应商充分认识到《RBA 行为准则》的变化与更新内容，

并遵守这些新内容。《RBA 行为准则》的 7.0 最新版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敬请访问 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code-of-
conduct/，阅览当前版本的准则，包括“费用的定义”。同时阅览 
RBA 新的《制程化学品政策》，保护制造供应链中的工人，此政策将
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

联系方式
cisco-supplier-coc@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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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责矿物供应链
思科长期致力于推广尽责且符合道德规范的矿物采购方式。在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的
地区，某些矿物的提炼和销售可能造成长期的暴力、人权侵犯、环境恶化和其他风险。
此类矿物包括锡、钨、钽、金 (合称：3TG) 和钴。

 重要性
思科不直接向采矿商和精炼商采购矿物。因此，我们必须与整个供应链中的其他人合
作，把原料采购转移至那些与我们在人权，商业道德，劳工和环境责任方面价值观一致
的负责任的供应商。  
 

 方法
思科落实了全面的尽职调查流程，以此遵守我们的法定义务，推进实现打造尽责矿物
供应链的目标。在电子产品行业供应链追踪矿物的开采源头，是尽责采购工作中相当
复杂的一件事。思科参加《尽责矿物计划 (RMI)》，利用其《冲突材料汇报模板 (CMRT)》 

《钴汇报模板 (CRT)》和《尽责矿物保证流程 (RMAP)》等工具和计划，落实尽责调查义

9

http://www.responsiblemineralsinitiative.org/


务，推进尽责采购。

 对供应商的期望 
我们期望所有供应商做到：

• 遵守《思科尽责矿物政策》，包括思科对供应商在尽责采购矿物方
面的期望。

• 针对尽责采购矿物设立对应的政策和计划。

• 根据思科要求，提交 CMRT 或 CRT 报告。此类报告应记录向思科
交付的产品所用的材料采购自供应链中的哪些精炼商，并验证此
类供应商相关政策和计划的主要内容。  

• 只向经验证遵守 RMAP 或交叉验证第三方评估计划要求的精炼
商采购。

• 如果向被思科认定为高风险的精炼商采购，则制定将此类精炼商
从供应链中剔除的计划，并将此计划发送给思科。

 新兴话题 
思科建议所有供应商都积极参加《尽责矿物计划 (RMI)》。目前有 10 个
不同行业的 350 多家企业参加这一计划，以便及时了解尽责采购和
矿物供应链方面的问题。RMI 也包含最新更新的当前合规冶炼商的名
单，包括符合 RMAP 标准的所有冶炼商和精炼商的名称、所在地和尽
责采购矿物政策。思科也相信，尽责矿物采购不止是遵守当前各国的
法律而已。我们产品元件中使用到的其他矿物也可能有强迫劳动、使
用童工、严重破坏环境等风险问题。有需要时，思科将更新我们的政策
和尽职调查规定。

联系方式
responsibleminerals@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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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与工人福利
 
思科长期致力于尊重并维护我们经营业务之地所有人的人权，包括在我们供应链中工 
作的所有人。思科在《全球人权政策》中承诺，维护《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主张的人 
权和八条《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公约》，同时遵循《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UNGP)》所阐述的方法。

 重要性 
思科努力控制和修复人权问题的影响，做出持久的、系统性的改变，解决反复出现的问题。 
我们积极寻求各种机会维护人权。

 方法 
《思科供应商行为准则》 阐述了我们在劳工、健康与安全、环境保护和道德规范等特定方面最

基本的期望。思科遵循《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UNGP)》，落实尽职调查义务，通过
供应链定向评估，发现潜在影响。

这包括要求供应商收集人权风险评估数据，降低风险，增强能力、预防带来负面影响的人权问
题发生。 思科依据其确定的人权问题与新出现问题的重要性先后顺序来开展此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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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供应商的期望 
我们和我们的员工有责任去实践这些承诺，同时我们相信，我们的合
作伙伴和供应商也肩负着同样的责任。我们期望所有供应商都以尽责
的态度开展他们的业务，按照 UNGP 尊重人权的指导原则设立相应的
管理体制。供应商必须落实政策和流程，发现、预防并不断减少其业务
经营和供应链对工人和弱势群体人权的影响。此外，供应商应协助思
科达成维护我们供应链从业人员人权的目标。这包括要求供应商参加
特定主体的问卷调查和数据收集活动，以及分析存在潜在人权问题的
领域的风险指标。

思科力争做到不仅解决人权问题的皮毛，更要就顽固问题促成长久
的、系统性的改变。为此，思科与供应商携手，降低风险、增强能力、预
防有负面影响的人权问题发生。

我们不仅认为管理人权问题、落实补救措施十分必要，更积极寻求各
种机会维护人权。为此，我们参加各种行业计划，试点新方法，通过与
同行合作来了解能提高工人整体福利的可行方案。

思科期望供应商努力解决我们优先要解决的人权问题：

自由择业和现代奴隶制度：

• 遵守并帮助思科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现代奴隶制度和强迫劳动
等情况尽到尽职调查和揭露的义务。1

• 在自己的供应链、招聘代理机构和劳务服务供应商中落实《RBA 行
为准则》 有关自由择业的标准和费用的定义 ，预防供应链中发生现
代奴役行为。

• 与招聘代理机构和劳务服务供应商一起落实尽职调查义务，确保遵
守要求。

• 无论工人的背景如何，保护他们免于遭受强制劳动风险，包括国际
劳工组织 (ILO) 阐述的风险。

青年工人与童工：

• 遵守思科《青少年劳动力政策》，预防使用童工，保护青年工人、学
生、实习生和学徒的权利。

健康与安全和化学品管理： 

• 遵守《思科对供应商的化学品管理期望》及《RBA 制程化学品政策》，
保护工人与环境免遭有害化学品的侵害。

1. 包括但不限于《澳大利亚现代奴隶制法案》《美国联邦收购条例》对招聘费用的定义，及《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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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逐级管理制度，保护工人不在工作场所遭受健康与安全方面的
危害，并避免他们接触到有害物质。

• 填写制程化学品数据收集 (PCDC) 工具，在思科要求时，落实更深层
次的化学品接触情况评估。

请查看环境管理和尽责矿物供应链章节，了解思科在人权相关问题上
的更多期望。

充分并有效地维护供应链中所有工人的人权，并不只限于以上所述的
内容。思科从全局视角出发，定义       工人福利的概念。我们要优先落
实的一项工作，是持续评估潜在的人权问题，发现工人所面临的新风
险，并尽可能解决这些风险。

为此，我们参加各种行业计划，试点新方法，通过与同行合作来了解能
提高工人整体福利的可行方案。思科需要通过与供应商的合作，发现
改善工作条件和工人福利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方面，思科要求所有供
应商：

• 参加问卷调查，并在思科要求时提供额外信息，协助思科打造尽责
的供应链。

• 参加思科支持的各种计划，改善整个供应链中工人的福利。

• 对与思科合作持开放态度，扩大影响力，为工人福利带去质的改变。 

 新兴话题 
思科监督人权领域的问题，告知供应商我们不断改进的标准。思科
可能向供应商提出要求、重要性日益增强的领域包括：

• 倾听工人心声，更全面地解决工作条件、工人福利和心理健康方面
的问题，提高劳动力抗风险能力

• 培养企业健康安全文化，着重通过工人健康安全委员会来预防问
题发生

• 制定特定的政策和流程，保护女性权利，促进多元化与包容性，平
等对待不同背景的人群。

联系方式
humanrights@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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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合规
思科是全球电子设备供应商，有责任管理我们的产品用到的材料。全球各地都有环保法规， 
思科也致力于减少我们产品所用材料的负面影响，加上供应链的帮助我们得以开发出各种使
用环保材料的产品。
 

 重要性 
材料合规对思科及我们的供应商至关重要——在许多情况下，法律法规要求我们在材料商做
到合规，这也确保了思科能够向全球各地销售产品。材料合规方面的要求逐年递增。在客户要
求我们报价和投资人向我们询问问题时，对材料合规提出的特定细节也越来越多。

 方法 
思科的《思科受控物质规范 (Cisco CSS-EDCS 661823)》阐明思科对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在材料
使用、汇报和文件记录方面的要求。这一规范向思科及代表思科向第三方提供的产品 (比如材
料、部件和成品) 的基石，并且也应落实到生产流程中。它概述了思科使用的受控物质，包括受
管制的物质；限制豁免情况；应申报、淘汰或今后可能受限的物质；以及文档记录要求。

《思科 CSS (EDCS 661823)》 参考了电池及含电池产品的包装要求。包装电池或含电池产品 
时，应相应遵循思科的《环保包装细则 (EDCS 886022)》以及《电池与含电池产品合规细则 
(EDCS 627058)》。

我们保护环境的方法，是制定长期的目标，解决我们的产品和业务经营过程中存在的 
重要的环境影响。思科的《企业社会责任 (CSR) 报告》详细说明了我们的环保政策， 
而我们的《环境管理系统 (EMS)》则推动我们不断在整个业务流程、产品和服务方面改进， 
消除思科给环境带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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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供应商的期望 
思科要求供应商与合作伙伴确认收悉《思科 CSS (EDCS 661823)》，并
遵守《思科 CSS (EDCS 661823)》的要求，这也是思科判断供应商是
否合格的条件之一。供应商和合作伙伴有责任遵守《思科 CSS (EDCS 
661823)》，提供验证是否合规所需的完整而准确的信息。《思科 CSS 
(EDCS 661823)》要求承保生产商、原始设计制造商 (ODM) 和原始设备
制造商 (OEM) 等供应商及元件供应商承担起责任，确保生产耗材 (生
产、组装或包装产品时用到的及留在产品中的大宗材料或配套试剂) 
时，遵守《思科 CSS (EDCS 661823)》中明确的要求。

 新兴话题 
由思科供应链可持续发展部门领导的合规优化团队 (COT)，同环境事
务团队及合规与认证团队合作，以前瞻性的视角看待合规问题的发展
情况，追踪新出现的要求。该团队通过数据传感和分析发现供应链的合
规要求、趋势和新兴话题，让思科得以有效地在各个职能部门间传播相
关信息，高效地汇报合规指标，并主动促进整个企业落实合规措施。

联系方式 
supply_chain_cot_questions@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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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管理 
 
思科的自有业务及其延伸，包括生产我们的设备，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服务，同时也要
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自然资源。我们有责任减少因此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重要性 
根据《2018 IPCC》报告所述，尽管全球多国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但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在不断
增加。此外，水资源匮乏、水质恶化和废物排放量的增加日益成为 21 世纪诸多严重的全球性问
题的一部分。为了推动急需的变革，让经济发展与环境影响脱钩，我们必须同我们全球的元件供
应商、生产制造商、物流供应商及同行们携手合作。

 方法 
环境管理能力是我们在与供应商建立关系的过程中着重考虑的一大主要因素。为此，我们将可
持续发展的要求及相关表现纳入了我们的供应链业务流程，培训教育相关人员，并持续改进这
些流程。我们评估供应商，通过加强领导力及提供支持与培训等方式，帮助他们不断改进。

为了理解供应链中的主要环境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加以管理，我们使用全球公认的框架和
行业问责与汇报标准。环境合规是《负责任企业联盟》审核计划的重要内容。思科使用《RBA 验证
审核协议》审核我们的高风险供应商。我们还期望供应商每年公开向CDP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水
资源使用情况和相关的节能减排目标。此外，我们要求我们的一级供应商在其年度报告中公布
自身及其供应商的生产经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目的在于不断改进。

为了巩固我们的主要环保措施，思科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IPE) 合作，检索中国大陆有环保违规情
况或风险的供应商。我们也同供应商配合，纠正所发现的任何环境违规问题。我们关注的领域包括
废水管理、污染减排，以及追踪并解决违法排污的问题。

如需了解我们如何在供应链中推动循环业务模式，请查看循环经济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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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供应商的期望 
我们期望供应商支持思科达成我们的供应链目标，并解决他们自身生
产经营过程及供应链中的材料对环境的影响。 

温室气体排放

在 2019 财年里，思科承诺到 2030 财年减少绝对值30% 的供应链相
关范畴3 温室气体排放 (在 2019 财政年基础之上)。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思科期望我们所有的一级和二级供应商都每年向 CDP 汇报温室
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情况。这方面的要求包括：

• 提供整个企业完整而准确的范畴 1 和范畴 2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 按照 CDP 提供的选项，公开报告

• 出具温室气体排放报告验证资料(由第三方评估)

• 制定温室气体减排的绝对目标并对照此目标汇报每年进展

• 要求供应商和业务合作伙伴同样按上述流程向 CDP 汇报

达到上述期望，对我们实现科学减排目标至关重要。针对《巴黎气候协
定》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限制在工业时代前气温的 2°C 以内并进一步
努力将气温升高幅度缩减至 1.5°C 的目标，最新气象科学计算得出了相
应数据，企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若符合此数据，即为科学减排目标。

水

我们要求一级与二级供应商每年向 CDP 汇报水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情
况。这方面的要求包括：

• 提供整个企业完整而准确的用水报告

• 通过 CDP 公开报告

• 制定节水目标并对照此目标汇报每年进展

• 按思科要求汇报工厂级别的数据

思科还要求部分供应商根据水管理联盟 (AWS) 的标准制定水管理惯
例。此惯例针对位于高缺水压力地区的高耗水供应商。

废弃物

思科承诺，按支出计算，  70% 的思科元件与制造供应商在 2025 财
年前将在至少一个工厂实现零废料转移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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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所有一级生产供应商监督并收集废料转移率。这方面的要求包
括：

• 按思科要求汇报工厂级数据

• 努力在所有工厂都实现零废料转移率

我们已经同TRUE Zero Waste达成合作，在我们的供应链中提高汇报
能力，提供培训并提高参与度。通过合作，两家制造供应商成功就其前
一年的思科业务获得了 TRUE Zero Waste 认证。  

环境污染 
我们要求中国大陆的一级与二级供应商：  

• 在 IPE 网站上注册企业账户，在污染数据库中检索自身环境违规情况。

• 若发现企业有任何环境污染违规记录，制定流程解决违规情况， 
以便在六个月内从 IPE 违规数据中除名。

 
我们还要求中国大陆的一级供应商：

• 要求下一级供应思科材料或原件的供应商同样注册 IPE。

• 每个季度在 IPE 污染数据库中检索下级供应商的法定企业名称， 
并将检索结果发送给思科。

• 制定流程，管理其下游供应商的环境污染违规情况。

公开报告 

我们要求一级供应商做到： 

•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 (GRI) 标准》公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 在 GRI 报告中披露供应链环保方面的信息，包括：

• 下级供应商的环境合规信息

• 下级供应商的水资源保护或水资源管理信息

联系方式
cisco-supplier-coc@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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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经济 
 
思科曾用我们的产品多次改变世界。现在，我们正在转型我们经营业务、制造产品和提供解决
方案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物品的生命周期，改变我们使用科技的方法，帮助客户完成业
务转型，由此再次为世界带去变革。

这种新方法以循环经济为理念，它基于若干个简单的原理：

• 从一开始就通过设计避免废料和污染产生。
• 延长我们的产品和材料的生命周期。
• 促进自然系统再生。

我们在这个模型中看到了宝贵的价值，正在我们整个业务范畴内推进循环优势。

 重要性 
如今，我们制造、销售和运输产品所需的自然资源正在逐步枯竭。我们承诺推动循环经济，明确
表示我们积极保护业务的连续性和抗风险能力，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额外的价值。这也彰显了我
们经营业务的方式有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为我们的下一代而保护地球的健康。

 方法
思科全面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我们力争让我们所有的资源都进入循环模式，即：减少对自然
资源的消耗，通过设计避免价值链中产生废料，让产品和包装都能更长久地使用。

为了实现目标，我们正在将我们的循环经济目标整合到我们经营业务的方式之中。但仅凭我们
一己之力，这一目标无法实现。我们希望找到机会同供应商们合作，推动创新，一起实现打造循
环经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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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目标  

Circular
Solutions Ecosystem

Leadership

Circular
Consumption

The Cisco Circular Economy
A sustainable future is ours to create.

Circular
Design

Circular
Operations

Enabling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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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sability and

recycling

Sustainable and closed-
 loop materials

Reuse, repair, 
remanufacture,

refurbish, and recycle

Connecting the
unconnected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Product
take back

Zero-waste 
manufacturing

Low-carbon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ng to
scale impact

Engaging industry
partners, NGOs,

and policy makers

20 《思科供应商指南 2021》—— 可持续发展、风险与安全



 聚焦领域 
思科的循环经济目标涉及与我们的经营相关的废物排放、部分产品与
包装的设计以及供应商的废物排放。除了环境管理章节提到的减排减
废目标之外，此类目标还涵盖如下方面：

• 到 2025 财年，减少使用 20% 的全新塑料 (在 2018 财年基础之上)。

• 到 2025 财年，思科产品包装减少使用 75% 重量的泡沫 (在 2019 财
年基础之上)。

• 到 2025 财年，提高产品包装体积效率 50% (在 2019 财年基础之上)。

• 到 2025 财年，100% 的思科新产品与包装采用循环设计原理。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思科循环经济计划与举措的更多信息。 

 对供应商的期望
思科要求所有一级供应商和战略性元件与材料供应商：

• 理解并支持思科的循环经济目标。

• 将思科循环设计理念的主要部分 (材料减量和精选；标准化和模块
化、可持续环保包装、能源使用及利于拆解、修理和再使用的设计) 整
合到原始设计制造商产品和元件的设计中。

• 在新产品引进过程中，主动就相关的循环设计构思联系思科。

• 评估所用的包装或给思科提供减少整体包装使用、减少包装泡沫
和/或提升包装效率的机会。

• 思科要求提供数据时，及时回应。

请参阅环境管理章节，了解我们如何同供应商合作，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包括温室气体、废弃物和水。 

21 《思科供应商指南 2021》—— 可持续发展、风险与安全

https://www.cisco.com/c/en/us/about/circular-economy.html
https://blogs.cisco.com/csr/cisco-announces-goals-for-sustainable-packaging-and-zero-waste
https://blogs.cisco.com/csr/cisco-announces-goals-for-sustainable-packaging-and-zero-waste


 新兴话题 
在 2020 财年，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与来自我们整个设计群体的利益相
关者（包括来自供应链、工程及产品管理的思科员工）举办了八次研
讨会，以提高对我们循环设计战略的认知。这些研讨会还激发了极具
创新性的全新设计创想，并扩大了在其业务部门推进循环设计的倡
导者群体。

我们的《循环设计准则》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新产品的设计之中，从而
使这些产品更耐用、更节能，并更易于在多个生命周期内重复使用。其
中一个例子是我们的 IR1101 路由器，它采用了高度模块化和可扩展
的硬件设计，进而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客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技
术进展，灵活地增加或升级组件，这一过程同他们随着 5G 推出而所采
取的措施如出一辙。相较于上一代产品，更新后的设计还将闲置功率
减少了 45%。

联系方式
circulareconomy@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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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连续性计划
客户期望思科始终能按时交付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希望继续同备受信赖的思科  
供应商及合作伙伴携手，为意料之外的事件做好准备，比如重要资产损失、流行病蔓延、技术
故障、自然灾害、网络威胁、全球环境问题和政局不稳定状况等，
并在此类情况中尽可能减少下游对我们客户的影响。 

 重要性 
要拥有世界一流的风险管理能力，就要完全清楚地知道供应链的所在地，以及合作伙伴的抗
风险能力与针对危机提前做的准备工作。未充分准备所造成的影响，对思科是一种风险，可
能会妨碍我们应对危机和恢复的能力，继而使我们无法实现给客户的承诺。

 方法 
我们的“业务连续性计划 (BCP)”包含两个主要分支。首先，我们力争运用《供应链可见性 
(SCV) 调查问卷》，明确所有供应商与合作伙伴生产思科零部件的工厂所在地；其次，我们通过

《供应商与合作伙伴业务连续性计划评估》，来评估全球性事件对所有这些工厂可能造成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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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供应商工厂所在地，我们的 BCP 团队每个季度使用《供应商
收集表 (SCF)》，向我们的供应商发送《供应链可见性 (SCV) 调查问卷》。
除了告知制造思科零部件的工厂 (主要工厂、转包商和下级承包商) 的
所在地之外，

供应商还需要告知为生产该等零部件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恢复生产所
需的全部时间 (TTR)。

为了评估通过上述调查问卷了解到的工厂面临的风险，BCP 团队会通
过“供应链内容与审核管理”工具，向供应商发送自我评估的 BCP 审
核调查问卷 (两年一次)。此评估包括记录供应商的生产恢复策略和针
对思科的供应商 BCP 标准的合规情况，同时也确认其 BCP 计划的不
足之处。供应商填写完调查问卷后，BCP 团队将评估问卷，审核证据，
确保最终完全合规。

BCP 团队同我们的供应商配合，通过审核和演练的方式验证数据，减
少并纠正不足之处。全球供应商管理 (GSM) 产品团队也会协助供应
商，帮助他们达成纠正问题的要求。此外，思科高级管理层也会帮助审
核供应商的 BCP 合规状况。  

为了确保我们拥有最新、最准确的信息，思科要求供应商持续支持我
们。供应商优先回应思科所有的问卷调查要求，对我们非常重要，这
样才能让我们全面清楚地了解我们的一级和二级供应网络。此信息
能确保我们更快地发现和应对任何可能破坏思科业务的事件，并尽
快从中恢复。

 对供应商的期望 
为了完成 SCV 问卷调查，供应商将收到附有 SCF 表格的电子邮件。供
应商需要填写主要工厂、转包商、下级承包商的工厂所在地，以及生产
思科零部件所需的生产活动和恢复生产所需时间，然后在截止日期前
将 SCF 调差问卷发送至scv-supply-risk@external.cisco.com。填写 
BCP 调查问卷时，供应商需要登录“供应链内容与审核管理”，按工厂
回答问题，上传每个问题所需的证明资料。填写完毕后，供应商应提交
问卷给思科审查。

在思科提出要求后的 60 天内，供应商须完整填写思科的调查问卷，针
对生产思科产品的具体场址，回答关于灾后恢复、流行病应对和业务
连续性计划及评估方面的问题。此信息包括确认主要工厂位置、可用
的其他工厂、恢复生产所需时间 (星期数)、紧急情况联系人、基础设施
与物流、安全性，以及为了尽可能不影响思科向客户交付产品而落实
的必要保护措施。  

思科可能定期要求供应商提供此类 BCP 调查问卷的更新版本（但频
率不会超过一年两次）；供应商提供的新的 BCP 问卷将取代之前提交
的 BCP 问卷。 

24 《思科供应商指南 2021》—— 可持续发展、风险与安全



 后续步骤 
2021 年里，思科将继续通过收集供应商信息的方式提高我们的 BCP 
数据质量。我们将要求涉及到的供应商就目前缺失信息的零部件或思
科产品使用到的新零部件提供 BCP 和 SCV 数据。2022 财年里，我们
还将在工厂层面落实 BCP。

联系方式
supply-risk@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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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思科在我们的供应链生态系统中推动加强安全性，确保我们能预防并快速应对任何类型的安
全威胁。我们通过分层管理的方式，  管控人员、物流、技术及行为安全威胁。 

 重要性 
安全对思科和我们客户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威胁安全的因素不断升级、无孔不入。安全威胁
可能导致业务经营中断，造成财务损失，影响我们的品牌声誉，继而破坏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感。

 方法 
我们致力于提升安全流程，实现卓越运营，保护我们的品牌，维系客户的信任。我们持续强化
我们的流程，保护思科的知识产权，预防假冒伪劣产品。此外，我们努力消除那些可能会造成
采购，制造，交付等供应链服务中断的风险。

供应链安全团队负责监督我们供应链中的各类安全问题。思科的供应链正在推动一系列全面
的管理方法与措施，保护我们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产品。

在我们的《安全总体规范》中，我们向整个供应链生态系统阐明了对合作伙伴在安全方面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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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帮助思科供应商明确适用的安全要求。思科通过以下一个或多个
方法，定期监督和评估供应商对所有适用要求的合规情况：

• 独立第三方执行的供应商审核

• 思科内部机构执行的供应商审核，包括但不限于供应链运营

• 供应商表现或业务评估

• 续签合同时评估供应商

• 供应商自我评估

• 业务开始前执行的供应商安全风险评估

在任何此类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都将予以记录、追踪和纠正，并且
思科将与合作伙伴约定纠正问题的时间节点。我们强烈建议供应商遵
守思科的要求，违反要求的情况可能影响思科与供应商的业务关系。 

 对供应商的期望 
思科期望所有供应商都落实合理的措施，遵守适用的安全要求。如发
生未能遵守此类要求的情况，供应商应在与思科协商确认的一定时间
内，补救和纠正发现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应商通过制定自己的
计划，将安全问题纳入自己的供应链生态系统中，以解决自己的基础
设施中存在的安全风险，保护自己和思科的数据。 

 后续步骤  
适用范围内的供应商都已收到最新版本的《安全总体规范 (MSS)》。我
们期望供应商按照规定的时间，在审核管理工具中确认收到，并且遵
守所有适用的要求。我们将同所有供应商携手，安排现场审核，并在
审核结束时纠正所有发现的问题。

© 2021 思科及其关联公司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思科及思科的标识为思科及其关联公司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如需查看思科的商标，请访问思科网站的商标页面。本文中提及的第三方的商标属于其各自所有者。 
“合作伙伴”一词并不表示思科与任何其他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2101R)

联系方式
supply_chain_security@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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