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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ＧＥ 东北亚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庞德明

通用电气公司（ＧＥ）是一家多元化的科技、媒体和金融服务公
司，其产品和服务包括飞机引擎、发电、水处理、安全技术、医疗影
像、企业和个人融资、和媒体。通用电气在全世界 １００ 多个国家开展
业务，全球拥有超过３０万员工。２００７年通用电气的销售收入达到１７３０

在通用电 气， 企业公民 的责任 不只

亿美元。通用电气也是道·琼斯工业指数 １８９６ 年设立以来唯一至今

是一份承诺或一个短期项目，更不只是一

仍在指数榜上的公司。

些美好的愿望。它是一种长远的使命，是

通用电气早在 １９０６年就开始发展同中国的贸易。迄今为止，通

通用电气各产业部门共同坚持的目标、战

用电气的所有工业产品集团都已在中国开展业务，已建立了 ５０多个

略与义务，也是全体通用电气员工为之努

经营实体，拥有 １２，０００多名员工。２００７年通用电气在中国的销售收

力的事业。

入达到 ４４ 亿美元。
对外信息披露：公司网站、企业公民报告（中英文）

——鲍伯·科卡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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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描述
应对全球变暖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美国国家科学院与另外 １０个国家的科学院共同声明：
“在科学上对于气候变化的理解，充分清楚
地表明，所有国家都应该马上采取行动”。
通用电气相信，我们每年耽搁对于污染排放的控制将会增大风险，造成无可避免的后果的。而这种后果将会在
以后造成更大的经济浪费和社会混乱，并使得更严格的限制成为必然。尽快
采取行动，才能保留宝贵的选择权，减少因气候变化而带来的不确定因素，而且也将降低调整的费用。
２００６ 年，通用电气加入了“美国气候行动伙伴计划”
（ＵＳＣＡＰ），并成为该组织的发起成员之一，敦促美国联邦
政府和国会颁布强制性减少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政策框架，特别是对于那些主要的排放领域，包括大型固定排放源、
交通运输、商业及居民楼宇的能源使用。
“你们（通用电气）推动了整个问题，使它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同时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美国参议员约翰·华纳

弗吉尼亚州

全球环境的变化为通用电气带来了发挥其专长的机遇：想象和开发出使消费者和社会都受益的创新解决方案。
绿
色创想正是通用电气的愿景和承诺：利用通用电气无与伦比的产品和服务解决全球最紧迫的环境问题。通用电气绿
色创想的四项承诺之一即是减少公司运营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提高能源效率。通用电气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的计
划称为“１－３０－３０”。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温室气体排放量严重的各业务集团都制定了 １－３０－３０战略计划，并且通用
电气每年都会评估该计划。通用电气还启动了 ｅＣＯ２ 现场认证计划和年度 ｅＣＯ２ 现场奖，表彰优秀气体减排执行者。
通用电气承诺以 ２００４ 年为基准，在 ２０１２年前减少 １％的温室气体（ＧＨＧ ）排放量，２００８年前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降低 ３０％，且在 ２０１２年年底以前提高能源效率 ３０％；如果不采取这一行动，按照通用电气的增长计划预测，温室气
体排放量到 ２０１２ 年将大幅增长。

环境参数
运营温室气体排放量
运营温室气体强度（百万英热每百万美元收入）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１１２６ 万吨

１１２５ 万吨

１０８３ 万吨

８３．８９

７６．０５

６６．３１

（来源：通用电气２００７年企业公民报告）

“绿色创想”解决棘手的环境问题
通用电气相信，帮助客户解决棘手的环境问题将会是公司实现业务增长的良好契机。为此， 通用电气于２００５年
５ 月在全球推出了“绿色创想”（Ｅｃｏ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行动，承诺：第一，研发投入增倍。通用电气将把用于研究清洁技术的
经费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７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５ 亿美元。第二，开发更多绿色创想产品。至 ２０１０年，通用电气将把来
自能给顾客带来显著环保利益的产品和服务的收入至少提升至 ２００亿美元，之后的增长目标将更高。第三，减少公司
运营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提高能源效率。通用电气承诺 ２０１２ 年前减少 １％ 的温室气体（ＧＨＧ ）排放量，２００８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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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 ３０％，且在 ２０１２年年底以前提高能源效率 ３０％（均以 ２００４ 年为基准）。第四，增加企业透明
度，与公众保持信息畅通。
２００６年 ５ 月 ２９日，通用电气举行了在中国商业活动 １００周年庆典。在庆典上， 通用电气和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
会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承诺扩大与中国在研发高级环境技术方面的合作，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作贡献，同时也标
志着“绿色创想”活动在中国的启动。通用电气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向它设在上海的中国技术中心投资 ５０００ 万美元研
发与“绿色创想”相关的技术和产品。

（来源：通用电气 ２００７ 企业公民报告）

全球 ＥＨＳ 管理系统
通用电气生产运营的重要准则之一是遵守环境、健康和安全（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ＨＳ）标准。在世界
范围内，通用电气实施了一套称作“环境健康安全框架”的全球 ＥＨＳ 管理系统，它对工业卫生、化学品储存和处理、
溢出防范和废弃物处理等众多环境问题制定了全公司统一的 ＥＨＳ标准，并通过严格的评估机制和员工培训来保证这些
标准在生产运营过程中的有效实施。

92

中国绿色公司

http://www.ge.com.cn/ 行业：工业 ／ 综合性工业

除了执行公司内部统一的ＥＨＳ标准外，遵守各国的环保法律法规也是通用电气一直坚持的原则，尽管这对于在１００
多个国家拥有业务、在 ４０ 多个国家拥有生产工厂的通用电气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中国，通用电气根据中国
有关空气、水、废弃物及其它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定了适用于本土的 ＥＨＳ 法律法规指南，供自己的工厂、供应商和
承包商等作参照。此外，通用电气在中国的工厂还积极保持与地方环保部门的良好沟通。例如，积极配合政府监管部
门的例行检查，就有害废弃物的产生情况提交年度申报；在新建或扩建厂区时，主动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在开发工
业项目的同时建设防止环境污染的配套项目等。
在遵守 ＥＨＳ 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通用电气积极参与 ＥＨＳ 理念和经验在中国的传播和共享活动。在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７ 年，通用电气连续三次在中国组织了 ＥＨＳ 论坛，吸引了包括政府部门的 ＥＨＳ 管理人员、专家学者、跨国企业
代表以及通用电气在中国的 ＥＨＳ团队等众多人员的积极参与。２００５年，通用电气组织了“通用电气 全球之星展示会”，
同上海市卫生局分享通用电气的职业健康管理体系；２００６年，通用电气和上海市卫生局共同启动了一个培训和分享管
理经验的项目，上海市各级政府部门及当地的企业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分享通用电气的职业健康管理经验；通用电气基
金会还通过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资助，帮助中国疾控中心向国内企业进行职业健康管理方面的培训。

环境参数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运营能源强度（百万英热每百万美元收入）

８０４．２１

７２８．００

６２９．９６

运营能源使用量（兆英热）

１０８．００

１０７．７１

１０２．９３

危险废弃物

Ｎ．Ａ．

Ｎ．Ａ．

７．４２ 万吨

无危险废弃物

Ｎ．Ａ．

Ｎ．Ａ．

３９．１３万吨

总用水量

Ｎ．Ａ．

Ｎ．Ａ．

３７４ 亿加仑

（来源：通用电气 ２００７ 年企业公民报告）

通用电气基金会
通用电气基金会成立于 １９５３ 年，是通用电气的慈善机构。５０ 年来，它致力于为通用电气在全球各地所在社区的
公益事业贡献力量。在通用电气基金会赞助的众多项目中，教育和环境事业占很大比重。２００７年，通用电气基金会在
全世界范围内共捐出了 ９３２０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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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通用电气基金会同样秉承 “回报社会、关注公益”的企业传统。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７ 年，通用电气基金会
向中国的公益事业共计捐赠 ５７０ 多万美元。这些善款所支持的公益事业包括：九所重点高校的奖学金 ／ 奖教金、在十
三所高校中举办的“爱迪生杯”技术创新竞赛、国际青年成就组织（中国）“国际市场”课程、在中国开展的贝迩国际
环境教育项目、在中国与国际儿童基金会合作的儿童营养与教育研究项目、中国商业论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
望工程教师培训项目、江苏汉博教育培训中心“做中学”探究式科学教育项目等。今后，通用电气基金会将一如既往
继续支持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通用电气志愿者组织
通用电气公司始终致力于做优秀的企业公民，积极倡导其各个业务部门与员工培养社会责任感，鼓励企业成员热
心参与公益事业以服务社区、回馈社会。
成立于 １９２８ 年的通用电气 Ｅｌｆｕｎ是全球性的志愿者组织。２００５ 年，通用电气正式启动了“通用电气志愿者”组
织，这是通用电气重组志愿者机构和统一志愿者服务品牌形象的重要举措。自此，全世界的通用电气志愿者行动都将
在“通用电气志愿者”的新旗号下进行。该组织的成立，不仅有助于改进原 Ｅｌｆｕｎ 组织结构的不足，还将有效推动志
愿者活动在更广泛领域的实施。通用电气鼓励所有在职和退休员工加入“通用电气志愿者”组织，共同参与各种社区
服务。
在过去 ２０ 多年中，Ｅｌｆｕｎ 志愿者们的热忱和积极奉献对通用电气在全球的社区都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基于
Ｅｌｆｕｎ的成功经验，全新的“通用电气志愿者”组织将进一步大力支持通用电气各业务集团及其它员工组织所策划的各
项志愿者活动。今天，通用电气志愿者已经活跃在全球 ５０ 多个国家，通过帮助学生进步、推动社区发展、支持环境
保护等活动，该组织在教育、社区发展和环保等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 ２００７年， 大中华区的“通用电气志愿者”组织更进一步的整合全球和本地资源，创建一个适合本地员工和社
区需要的地方组织。通过号召通用电气在大中华区各业务集团的共同参与，共享丰厚资源与实践经验，通用电气将在
在全国范围内推动通用电气社区志愿者服务的长远发展。仅 ２００７ 年一年间，就有 ３７００ 多名通用电气员工在大中华区
组织了 １４０ 多个社区志愿者项目，共为教育、医疗、长者关怀、环境保护等多项公益事业贡献了超过 ２６０００ 小时的服
务。共有 １３ 个不同地区的社区由此受益。

通用电气与北京奥运会
作为奥运会的全球合作伙伴，通用电气将为北京奥运会提供多项先进的雨水回收技术。该技术将应用在国家体育
场。该雨水循环系统利用地下水池每小时可处理 １００吨雨水，其中 ８０吨可用于布景、灭火和清洁，这将大大减少国家

94

中国绿色公司

http://www.ge.com.cn/ 行业：工业 ／ 综合性工业

体育场的用水量。
通用电气的这项技术不需要使用化学物质，
因此符合严格的室内空气质量环保标准和噪声控制标准。
另外，通用电气还参与了 ３５５ 项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项目，包括交通、安全、能源、水、健康和照明项目，利用先进
科技为北京“绿色奥运”的承诺做出自己的贡献。

绿色公司评审结果

总体得分：７２．４分

类别

环境

社会

指标

得分

８．６

５．４

７

８．８

７．８

７．４

７．６

７．４

６．２

６．２

评审组点评
作为全球最大的多元化公司，
通用电气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已经把握住新商业机会为数不多的企业之一。
“绿
色创想”涉及研发投入、绿色产品、运营减排以及外部透明度等方面，堪称是一项环境与商业相融合的系统性战略，
该项目 ２００６年在中国得到实施。作为通用电气大力在国内传播 ＥＨＳ 的理念与实践，其全球基金会和志愿者组织也在国
内落地发展，从而体现了通用在中国全面实施可持续全球战略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