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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公司
《中国企业家》杂志和中国企业家俱
乐部利用自 身优势， 发起‘中国绿色 公
司’项目和主办‘首届（２００８）中国绿色

企业简介

公司年会’，从中国与世界的协调、企业
与社会的和 谐、 短期成本与 长远利益的

惠普公司（ＨＰ）成立于１９３９年，地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公司和全

平衡等方面 来研讨中国 企业的环 境、社

球最大的 ＩＴ 公司之一。业务遍布全球 １７０ 多个国家，拥有 １５０，０００

会和经济战略，分享绿色公司的案例，此

名员工。ＩＤＣ 最新数据显示惠普已成为 ２００７ 年全球最大 ＰＣ 制造商

举为更多的 企业进行绿 色转型提 供了很

（１８．８％ ）
。 在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过去四个财季中，营业额达

好的学习机会。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会

１，０７７ 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家年度营业额超千亿美元的ＰＣ 制造商。
中国惠普建立于 １９８５年，是中国第一家中美合资高科技公司，
也是惠普全球增长最快的子公司。目前中国惠普拥有９个地区总部、
２８家分支机构、３７家服务支持中心、２００ 家多金牌服务网点、３０００
名员工以及惠普商学院、ＩＴ 管理学院、软件工程学院和中国实验室。
对外信息披露：公司网站、企业责任报告（中英文）

有更多的企 业参与到此 项目中来 ，为构
建和谐社会，共创绿色家园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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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描述
减少“碳足迹”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ｓ ｏｆ ｉｎｅｓｔｉｍａｂｌ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ｔｏ ａｌｌ ｌｉｆｅ ｏｎ ｅａｒｔｈ．
—— Ｌ． Ｈｕｎｔｅｒ Ｌｏｖｉ ｎｓ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惠普是 ＩＴ 行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司之一。惠普主要采取四项应对策略：一是减少惠普自
身生产和运营产生的温室气体，二是减少惠普产品和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的温室气体，三是减少其他经济活动
环节中产生的温室气体，
四是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提高全社会的气候保护意识以及影响政府部门制定有效应对计划和
措施。２００７年，惠普加入 “计算机产业拯救气候气候行动计划”，承诺到 ２０１０年，将计算机的耗电量降低 ５０％。２００８
年 ２ 月，惠普正式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拯救者计划”，正式承诺到 ２０１０年，将公司运营和产品使用中产生的温
室气排放量在 ２００５年的水平上减少 ６００ 万吨，将公司运营产生的能耗在 ２００５年的水平上降低 １５％。通过这两项承诺，
到 ２０１０年，惠普将会实现公司运营及使用惠普产品所产生的能耗在 ２００５年的水平上降低 ２５％。２００７年，惠普曾宣布：
到 ２０１０年底，将公司的产品和运营的能耗在 ２００５ 年的水平上再降低 ２０％。截止到 ２００７ 年 １０月底，惠普已经降低了
１９．２％。因此，惠普进一步将这个目标提高到了 ２５％。
惠普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克·赫德（Ｍａｒｋ Ｈｕｒｄ）说：
“数十年以来，惠普一直是一家积极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公司，
这已成为我们的企业文化和基因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在世界自然资金会发起的拯救气候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明天，我们将继续努力去寻找能够降低碳排放量的新途径。”

类别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电力消耗（百万千瓦）

２８０１

２７５９

２７０４

４６０

４６４

４７４

Ｎ．Ａ．

１１．４

６１．４

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百万吨二氧化碳）

１．５５１３

１．５９８５

１．５１６３

员工商业旅行产生的温室气体（相当于吨二氧化碳）

２７９０００

２８９０００

２８９０００

电力消耗（千瓦 ／ 平方米）
可持续能源购买（百万千瓦）

（来源：惠普 ２００７年度企业公民报告）

为环境而设计
早在 １９９２年，惠普就创设了专门的环境设计项目 ＤｆＥ（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即“为环境而设计”。该项目的
主要专注于：
惠普产品符合全球多个环保能源认证标准，如能源之星（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Ｒ）、蓝天使 （德国） 、中国节能认证计划
（ＣＥＣＰ）等。
惠普“刀片”个人计算机使用了低压处理器，比传统的台式机能效高 １０ 倍。惠普 Ｃ 级“刀片”服务器，只消耗
原先刀片服务器三分之二的能耗。惠普现在的电源供应系统比原先的供应系统能效高 １５％。惠普动态智能冷却系统能
使数据中心减少 ４０％ 冷却系统所需的能源，对大型数据中心而言意味着每年可以减少 ５０００ 吨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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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２００６ 年，中国市场上的 ２００万台 ＨＰ １０００系列“零秒预热”激光打印机一年可以节省 １ 亿度电，相当于全
北京市一天的耗电量和三峡大坝一天的发电量。
惠普自 ２００４年开始大力推广“双面打印”的应用，并在其全线的网络打印产品线中提供了标配或选配的“双面
打印”单元。
“双面打印”的意义不仅在于给企业节省 ５０％ 的纸张成本，更具有重大的环保效应。１ 台工作组级的双
面网络打印机一年可以节省 １ 吨办公用纸，而生产这些纸张需要 ６ 棵成材树木、耗费 １０ 吨左右的水资源以及产生 １０
吨左右的污水。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欧盟 ＲｏＨＳ 开始生效；２００７年 ３ 月 １ 日，中国 ＲｏＨＳ 开始实行。惠普因为前瞻性地认识到了产品
环保设计的重要性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目前全部产品都已经符合欧盟和中国 ＲｏＨｓ标准。
惠普将中欧之间运输笔记本电脑所用木制夹板换成泡沫塑料， 每年可减少运输重量 ２８０万磅。

环境友好型运营
惠普的生产和运营设施，包括生产基地、运输中心、数据中心和办公大楼都安装环境、健康和安全系统。这些系
统能够有效地确认、评估、管理和减少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惠普在中国的工厂已经获得了由全球最权威的第三方验证机构－－ＢＶＱＩ公司所认可授权的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系统认证。

产品回收
１９９９年，惠普启动“全球伙伴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回收废旧电子产品。２００２年开始，
“全球伙伴计划”在中国启
动，
中国惠普开始回收惠普墨盒和惠普以及非惠普生产的计算机和打印机（产品寿命到期）。
回收后的产品将进行处理，
提取出其中有用的物质进行循环使用。
类别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回收总量（计算机硬件 ＋ 供应商）
（吨）

３４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０

５３００００

每年回收量（计算机硬件 ＋供应商）
（吨）

６４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１１３０００

５０

４８

６３

２２００

４０００

６１００

每年重新使用量（百万磅）
亚太地区和日本总循环使用量（吨）

（来源：惠普 ２００７年度企业公民报告）

社会公益
惠普对公益事业的认识和理解早已超越了捐赠物资这种传统的公益事业定义。惠普认为，在这个经济全球化和数
字科技迅速发展、数字鸿沟不断增大的时代，比捐赠物资更重要的是把宝贵的经验和更多机会馈赠给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们，让他们直接接触高科技，掌握跨越数字鸿沟的本领。
惠普更认为，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不能只是简单地捐赠物资或启动项目，更要加强项目的后续管理，确保项目
的目标能够真正地实现。至 ２００６ 年，惠普对教育和科技方面的社会公益捐助已超过 ２．６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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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回收和重复利用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惠普提前 ６ 个月完成了回收 １０ 亿磅电子产品和惠普打印机墨盒的目标。惠普的最新目标是到 ２０１０
年，将现在的回收率提高一倍，回收 ２０ 亿磅的电子产品和惠普打印机墨盒。
２００５年初，惠普与中国民间组织共同发起了“循环巨龙”回收活动。两年多来，
“循环巨龙”项目已经深入到 １４
个政府部门、１５个公共社区、１３个公共场所，并已经吸引了北京、上海 ８０所中学和 ２４ 所大学的数万名学生参与到环
保行列中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２００６ 年，惠普向“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
（ＰＨＥ）项目捐赠 ３２０ 万元人民币，帮助全国 ７ 省 １６ 所高校的 １９ 个贫困
生社团成员全面提高计算机能力、组织与领导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该项目主要针对大学，特别是贫困偏远地区大学的学生社团，而且要求社团成员中必须有６０％ 以上是贫困学生。
在活动中，惠普与全球最著名的公益项目机构福特基金会共同合作，同时聘请第三方对活动全程进行跟踪和评估。而
社团方面也要每个学期向惠普提交报告，列明这期间的经营情况供资助方审查。通过这些方式，把捐赠行为真正落到
实处，达到培养人才，锻炼能力的目的。
“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项目充分体现了惠普独树一帜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公益运营理念，即力图
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的 ＩＴ 使用技能、社团经营技能、人际沟通技能、品牌推广技能，不但教会他们使用 ＩＴ 设备，更重
要是着眼于长远，提高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以及谋求职业发展的能力。

绿色公司评审结果

总体得分：７６．２分

类别

环境

社会

指标

得分

８．４

７．４

７．６

８．４

８．６

９．４

７

５．８

７．８

５．８

评审组点评
惠普以全方位的产品回收计划著称于业界，并把这方面的成熟经验引入中国市场；多年前已设立“为环境而设计”
项目，借此在其主导的打印机等产品市场始终保持引领态势；惠普的总体运作并不需要做出特别调整，即可以从容应
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并迅速把握相关商机。在本地运作的环境信息公开和根据行业特点来开展公益项目上，惠普
也堪称跨国公司中的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