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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公司
英特尔认为，企业公民是连接商业
组织和社会的 桥梁， 是企业价值的 重要

企业简介

航标。 英特尔不仅将 企业公民责任 视为
公司战略、 企业文化和价 值观的重要组
成部分， 还将其融入到 工作的每一个 环

英特尔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 也是为计算机和

节。对英特尔而言，
“企业公民责任”是

通信业提供主要集成电路 的先进数字技术平台和组 件的创新领先

以尊重人和自然为前提，做正确的、有益

者。２００６年研发支出达到 ５９ 亿美元，拥有员工 ９４０００ 多名，营业

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事情。

收入 ３５４亿美元。

履行企业公民责任同样是英特尔 中

英特尔自 １９８５ 年进入中国，致力于支持中国 ＩＴ 业的发展，与

国的一项重要使命。展望未来，英特尔将

中国共成长。迄今为止，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立了 １６ 个分公司和

一如既往地致 力于构建可持 续发展的行

办事处，拥有本地员工 ７０００多人，在中国直接投资接近 ４０亿美元。

业生态环境，推动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做中国有影响 力的优秀企业 公民， 为建

对外信息披露：公司网站、企业责任报告（中英文）

设和谐社会贡献心力。
——杨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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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描述
应对全球变暖
１９９６年，英特尔发起行业联合行动，与美国环保署（ＥＰＡ ）达成协议，主动减少对全球变暖影响巨大的全氟化物
（ＰＦＣ）的排放。
英特尔承诺到 ２０１０年将温室气体的标准化排放量减少到 ２００２年水平的 ５０％。在过去的三年，英特尔已经将温室
气体的标准化排放量减少了 ２０％、
２００６ 年，英特尔加入 ＥＰＡ 气候领袖计划，通过行业与政府的合作，共同制定目标和战略，减缓整体气候的变化
趋势。
英特尔还加入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ＣＣＸ ），代表英特尔承诺在 ２０１０年以前将英特尔在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
低至少 ６％．
英特尔和谷歌共同发起了“计算机产业拯救气候行动计划”（Ｃ ｌｉ ｍａｔｅ Ｓａｖｅｒｓ Ｃｏｍｐｕｔｉ ｎｇ Ｉｎｉ ｔｉ ａｔｉ ｖｅ），承诺到 ２０１０
年，将计算机的耗电量降低 ５０％。
英特尔实施资本基金专用计划，专门用于节能项目。自 ２００１ 年起，共实施了 ２００ 多项改进项目，节省了超过 ４ 亿
千瓦时的电能，相当于减少 ５ 万辆汽车耗能带来的空气污染。２００６ 年英特尔节省了超过 １．６亿千瓦时的能源。
英特尔制定目标，从 ２００２年到 ２０１０ 年，每年生产单位的平均功耗下降 ４％。自 ２００２年起至 ２００６ 年底，每年的
标准能耗平均下降 ５．７％，超过了既定的目标。

模范履行环境、健康和安全责任
长期以来，英特尔坚持将 ＥＨＳ纳入到企业全球发展战略中，致力于减少环境影响、提高效率，努力成为节约资源、
资源再利用和循环利用方面的领导厂商。英特尔要求员工采取措施，以安全和对环境无害的方法正确处理剩余废物，
努力保护自然资源，通过减少废物产生和对空气、水土和陆地上的排放，以减少环境的负担。此外，英特尔还积极分
享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好的做法，并与政府和其他公司合作创造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英特尔把长期目标分解为年度任务逐步完成，增强其可执行力。奉行“结果导向”的英特尔是全球少数几个每年
发布 ＥＨＳ 报告的公司之一。该报告总
结一年来在水处理、能源利用、员工
健康和废弃物回收等方面的成绩和教
训，并跟盈利指标一样，提出下一年
的 ＥＨＳ 具体指标，并在实践中努力去
超越这个指标。
过去１５年，英特尔在水处理方面
投资了 ７０００万美元。英特尔世界各地
工厂 ７４％ 的固体废物和 ６８％ 的化学
废物得到了回收利用；从英特尔所处
社区中回收和循环利用了 １３０万磅的
电子垃圾。

环境参数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２３２ 吨

２１２ 吨

２４８ 吨

危害性气体污染物

３１

２６

２３

一氧化碳

１３３

１４５

１５８

氧化氮

１７４

１７１

１６２

用水总量

６ 亿加仑

６．７５６亿加仑

７．５７ 亿加仑

能源消耗

５ 亿千瓦时

５．２５ 亿千瓦时

５．７５７亿千瓦时

温室气体排放量

９４ 万吨

９４ 万吨

９８ 万吨

固体和化学废弃物产生量

２０２５８ 吨

２７４９２ 吨

２９７４１ 吨

固体和化学废弃物回收量

１２７６３ 吨

１５８６８ 吨

１８９８３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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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复制”在中国上海、成都和大连三处工厂的应用
在中国，英特尔采用“精确复制” （Ｃｏｐｙ Ｅｘａｃｔｌｙ）的策略，全面实施其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其他工厂中所实施的
高标准环境健康和安全战略。
在上海和成都工厂，英特尔引入了国际化的 ＥＨＳ 管理规范，包括水处理、气体排放和环境安全等方面。在上海工
厂，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率达到 ６６％，通过采用超声波清洗技术还减少了生产过程中化学物的使用。上海工厂因此成为
上海市政府指定的环境教育基地。在成都工厂，英特尔和成都市环保局紧密合作，首次实现采用跨省运输的办法将化
学废品运到天津进行处理，这是四川省的第一例；此外，英特尔成都工厂还投入大量资源对自己的供应商进行 ＥＨＳ 教
育。
同样，英特尔的环保植入研发模式同样将应用于大连工厂，在大连工厂设计之初就提出高标准的环保要求。大连
工厂是中国首个使用 ３００ 毫米硅圆晶片生产芯片的工厂，可比 ２００ 毫米的硅圆晶片节省 ６０％ 以上的电能及用水。工厂
建筑的节能设计将符合 ＬＥＥＤ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绿色建筑标准）议定书要求。

技术创新 创建高能效比 ＩＴ 时代
英特尔最新的 ４５纳米高 －Ｋ 金属栅极硅制程技术的处理器，采用全新晶体管技术，能够有效减少漏电量。这种处
理器不仅增强了计算性能，有效减少了能源消耗，而且还在处理器的封装中弃用了危害环境的铅元素，采用无卤化材
料。英特尔的 ４５ 纳米技术，通过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实现了更高的能源效率比，必将引领整个 ＩＴ 产业进入一个高能效
比的时代。在工厂，英特尔坚持采用高能效设备，力求获得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和环境效益。
２００７年，英特尔携手 １３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骨干机构联合向全国信息产业界发出“中国电子节能倡议书”，倡议
号召各电子信息企业深化和落实节能减排国策，大力研发、采用和推广电子节能新技术、新产品，利用先进电子信息
技术， 并且提供有针 对性的
节能技术解决 方案， 帮助传
统产业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英特尔还鼓励并创造条
件让员工发挥 对环境和改善
可持续性发展 的热情， 其中
一种就是建立 英特尔员工可
持续性发展网络（Ｉｎｔｅｌ Ｅｍ－
ｐｌｏｙｅ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
团队成员通过邀请嘉宾演讲、
新闻和博客发 布、以及自愿
参加当地社区 环保计划等多
种方式， 来加强员工对 可持
续性发展问题的认识。

（英特尔总部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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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产业绿色浪潮，共谱和谐发展篇章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英特尔主导发起的计算机产业拯救气候行动计划（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Ｓａｖｅｒｓ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Ｉｎｉ ｔｉａｔｉｖｅ，ＣＳＣＩ ）
与国内大型电子行业节能工作组织 －－－ － 中国电子学会节能工作推进委员会（ＣＥＥＳＣ）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双方将在
推进电子信息产业节能环保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共享相关技术和信息。
２００７ 年 ６月，由英特尔公司和谷歌公司倡议并携手超过 ２５ 家企业和环保机构在美国共同发起了“计算机产业拯救
气候行动计划”
。同年 ９月，由中国电子学会、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与英特尔联合发起成立了包括１３ 家单位参与的中国
电子学会节能工作推进委员会，
为国家相关部门制定节能降耗标准和产业界研究开发节能新技术和解决方案提供支持。
计算机产业拯救气候行动计划总裁 Ｗｉｇｌｅ 女士表示：“计算机产业拯救气候行动计划致力于通过提高计算机的能
效和采用电源管理措施来减少其温室气体的排放，保护大气环境。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与 ＣＥＥＳＣ 一道，为在中国市场加
速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

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
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是同类教师职业发展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一个。２０００年 ７ 月，该项目在中国正式启动。经过七
年多的努力，该项目已在全国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广泛开展，并得到了广大教师的普遍欢迎。截至 ２００７年 １０ 月
底，该项目累计培训中小学教师达到 １００ 万名（相当于中国教师总数的 １０％），有上亿名中小学生因此而受益。中国
也是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在全球 ４０ 多个国家开展以来首个达到百万名培训教师的国家。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 １日，英特尔公
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罗·欧德宁先生在“２００７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应用成果展示活动颁奖典礼”上与教育部陈小娅
副部长共同宣布了这一历史性的里程碑。
教育部陈小娅副部长表示：
“英特尔公司将一流的教育理念、培训模式和管理方法引入我国的教学体系；……７ 年
以来，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该项目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提高，以研究为主导的教育理念也
使我们的学生受益匪浅。英特尔对中国教育的投入，极大地支持了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绿色公司评审结果

总体得分：８１．１分

类别

环境

社会

指标

得分

９．４

８．６

８．６

７．８

８．６

８．２

９

５．８

８．６

６．５

评审组点评
作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绝对领导者，英特尔不断寻求低能耗技术的新突破，并积极参与政府、行业等相关环境技
术标准的制定；发起成立“气候拯救者”的业界倡议，协调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英特尔在中国“精
确复制”了上述诸多领域的总部经验，在本地工厂实施卓越的 ＥＨＳ 运作，并积极筹组中国版本的拯救倡议。这些表现
深得评审认可，成为外资标杆企业中的翘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