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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名稱 2017 2018 2019

安全生產投入（億元） 21.09 23.24 24.07

安 全 應 急 演 練 活 動 數量
（次）

1,250 1,225 1,230

安全應急演練活動員工
參與率（%）

86.0 86.0 86.3

千人事故死亡率（%） 0.004 0.004 0

因安全生產事故而死亡的
人數（人）

2 2 0

   指標名稱 2017 2018 2019

人均培訓費用（元） 1,717 1,892 2,004

培訓總人數（萬人次） 183.9 182.1 182.5

       高層管理人員接受培
       訓的人數（人次） 

986 1,047 1,237

       中層管理人員接受培
       訓的人數（人次） 

28,669 18,744 22,357

       普通員工接受培訓的
       人數（萬人次） 

181.0 180.1 180.2

員工平均培訓時間（小時） 88.5 100.8 105.7

       高層管理人員平均
       參加培訓時間（小時） 

106.9 106.0 107.4

       中層管理人員平均
       參加培訓時間（小時） 

88.1 109.5 114.2

       普通員工平均參加
       培訓時間（小時） 

88.6 100.7 105.6

高層管理人員參加培訓的
比例（%）

98.7

中層管理人員參加培訓的
比例（%）

95.8

普通員工參加培訓的比例
（%）

98.6

網上大學用戶人均學習
時長（小時）

50.0 53.6 65.3

網上大學手機學習人數
（萬人） 

29.1 34.5 36.8

關
鍵
績
效
表

註：

1. 公司年內在崗員工均爲全職員工，無兼職員工。

2. 多元化、員工流動指標基於公司年底在崗職工數計算。其中，員工流

動指標中的流失員工指主動離職的員工。

創新綠色解決方案

推動低碳循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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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和諧美麗家園

共   建

員工健康與安全

員工培訓

僱傭與多元化

關鍵績效

我們做到了

我們將努力

提出基於“1+3+X”體系框架的“網絡 + 扶貧”模式，配合母公司累計投入 7.6 億元對口支援與扶貧資金、

派出 4,425 名扶貧幹部，從教育、健康、民生等多方面推進扶貧工作，定點扶貧的樺南縣、湯原縣於 2019 年

5 月正式脫貧摘帽。

持續開展“藍色夢想”和愛“心”行動等品牌公益項目，結合社會實際需求和發展趨勢，創新項目開展方式，

鼓勵員工參與志願者活動，截至 2019 年底，中國移動慈善基金會累計對外捐贈 3.56 億元。

積極支持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落實，主動響應“一帶一路”倡議，努力暢通“信息絲綢之路”。

堅持平等與非歧視的僱傭原則，堅決維護員工合法權益，並爲員工提供暢通的職業晋升通道和完善的培訓體系，

關注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全力保障員工健康與安全。2019 年，公司培訓總人數達 182.5 萬人次。

全面推廣基於“1+3+X”的“網絡 + 扶貧”模式，將資源重點向深度貧困地區傾斜，確保已脫貧摘帽縣幫

扶力度不减；銜接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大力推動產業扶貧和信息化扶貧，提升扶貧質量。

持續加大對西部貧困地區的捐贈力度，將品牌公益項目與脫貧攻堅工作相結合，優先關注深度貧困地區的救助

與教育培訓需求。

進一步深入落實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不斷完善區域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加強通信業務合作，

鋪就高品質信息高速公路。

完善與能力發展、績效考評聯動的職業發展路徑，建立縱向暢通、橫向流動、路徑清晰的員工職業發展體系，

爲各類員工提供多元立體的職業發展空間；推進“新動能能力提升”一攬子計劃，開展“全員 CHBN 知識賦

能行動”，強化全員 5G+ 通用知識賦能。

績效表現

   指標名稱 2017 2018 2019

中國移動慈善基金會累計
對外捐贈金額（萬元）

27,225 31,055 35,590

員工志願者註册總人數
（萬人） 

11.10 13.59 12.29

員工志願服務總時長
（萬小時）

56.80 56.76 61.51

累計接受免費先心病篩查
貧困兒童數量（名）

39,488 45,648 54,968

累計救助確診先心病貧困
兒童數量（名）

4,498 5,358 5,973

累計建設多媒體教室數
（個）

2,030 2,302 2,863

累計培訓農村中小學校長
數（名）

103,828 115,782 127,338

   指標名稱 2017 2018 2019

員工總數 1（人） 464,656 459,152 456,239

帶動就業人數（萬人） 260 288 268

人力資源構成

技術人員比例（%） 23.34 25.18 27.13

市場人員比例（%） 56.56 55.17 53.27

經理人員比例（%） 7.25 7.29 7.51

綜合人員比例（%） 10.09 10.50 10.64

其他人員比例（%） 2.76 1.86 1.45

多元化 2

中國大陸員工數（人） 454,298

港澳台及海外員工數（人） 1,941

公益慈善

   指標名稱 2017 2018 2019

30 歲以下員工比例（%） 29.62 24.35 19.76

30-50 歲員工比例（%） 65.95 71.13 75.33

50 歲以上員工比例（%） 4.43 4.52 4.91

全體員工中女性比例（%） 55.11 53.17 53.94

高級管理層中女性比例（%） 13.18 16.45 16.40

少數民族員工比例（%） 6.83 7.03 7.07

香港公司員工本地化比例
（%）

89.4 89.5 88.5

香港公司管理人員本地化
比例（%）

75.0 71.2 66.7

員工流動 2

年度新入職員工總數（人） 27,011 20,259 23,727

       新入職女性員工總數
      （人）

14,194 8,397 10,122

       新入職男性員工總數
      （人）

12,817 11,862 13,605

年度主動離職員工數（人）  14,831 18,217 13,161

       主動離職女性員工
       總數（人）

8,242 9,411 7,375

        主動離職男性員工
       總數（人）

6,589 8,806 5,786

年度解僱員工數（人） 925 1,317 1,401

       解僱的女性員工總數
      （人）

589 888 949

       解僱的男性員工總數
      （人）

336 429 452

30歲以下員工流失率（%） 2.24 1.55 1.42

30-50 歲員工流失率（%） 1.59 2.56 1.55

50歲以上員工流失率（%） 0.21 0.15 0.05

年內女性員工流失比率（%） — 2.05 1.63

年內男性員工流失比率（%） — 1.92 1.40

權益保護

合同制員工加入工會比例
（%）

100 100 100

   指標名稱 2017 2018 2019

勞務派遣人員加入工會
比例（%）

98 9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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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

       背景與思路

氣候變化已經成爲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中國政府

認真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

義務，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國家發展總體佈局，深入實

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動計劃，以可持續的

消費和生產模式，爲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相關目標的實現貢

獻了重要力量。其中，信息通信技術（ICT）行業在監測

氣候變化、緩解和適應其影響以及推動社會向綠色循環經

濟的轉變等方面，可以發揮關鍵力量。同時，伴隨着 5G

技術的不斷演進與發展，ICT行業自身如何在激增的能耗

需求與低碳發展之間尋求平衡也備受社會關注。

中國移動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

明理念，堅決走綠色、環保發展之路，發揮行業優勢，

在積極管理自身環境足跡的同時，不斷創新將 ICT 技術

應用於環境保護領域的方式與手段，與社會各界共同打

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智慧應用守護“綠水青山”

在福建安溪的雲中山，有這樣一雙神奇的“眼睛”：它能發現森林蟲害，並及時告知養護部門進行救治；當護林員處理

枯死樹木時，它可連線專家進行“零距離”指導；同時，它還能迅速監測森林火情，爲森林部門提供最快捷的預警信號。

這雙“眼睛”叫做雲中山自然保護區信息化系統。該系統由福建公司爲雲中山省級自然保護區量身打造，它依託 4G、雲

計算、GPS 等信息化技術，可以在保護區內實現人員定位調度、重點位置實時監控、圖片抓拍處理、短信警示宣傳等管理功能，

兢兢業業地守護一方青山綠水。

森林防護的智能“管家”

雲中山自然保護區地處安溪縣山區，佔地面積廣，珍貴動物和植物較多，護林巡查工作繁重。雲中山自然保護區信息化

系統的應用，可以實現護林員管理、視頻監控、資源移動監測等一條龍服務。該系統改變了傳統人工護林方式，以監控指揮

中心爲核心，以數字化通信爲手段，實現森林防火防災預警監控數字化。

這套系統爲雲中山護林員們的工作幫了大忙。不久前，保護區內的茶農爲了退茶園種果樹，對茶樹進行了焚燒。火勢剛

起來時，系統就及時監測到焚燒煙幕，馬上進行預警，護林部門立即趕往現場，及時制止了一起森林火情的發生。今年春季夜間，

系統又監測到有獵人進山進行獵捕活動，護林員馬上聯合森林公安部門採取保護行動，並在周邊村莊進行及時排查，形成了

有效威懾。

“幾天前，我們就對林區的幾棵枯木的處理進行了實時連線。護林員巡查時發現了幾棵枯木，於是，我們馬

上開通專線，連上林業專家，並讓護林員進行視頻實時交流，妥善地處理了這幾棵枯木。”

—— 雲中山管委會主任 沈金全

“這個系統，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把巡山發現的一些情況及時上報給後台工作人員，如巡山時發現樹木被砍

伐、可疑動物出入、蟲災、火災等異常情況時，我們可以通過平台自動上報信息，並明確地理位置，方便工作的

同時，還能保證我們的人身安全。”

——護林員 林福祥

日常巡檢的智慧“幫手”

雲中山自然保護區信息化系統主要由監控指揮中心、遠

距離視頻監控、資源監測無線抓拍、護林員軌跡定位組成，

除了林區的智能監控外，對一線護林員來說，還有一個智能

巡查的“好幫手”。

這個“好幫手”專門爲雲中山森林養護巡檢工作開發，

叫做“護林員智能巡護系統”。護林員可通過專用手機內置

的攝像頭進行現場拍照、錄像，即拍即傳，將巡檢情况實時

上傳雲端。監控中心對上傳數據進行分析，精確排查林木盗

伐，對林區防蟲作業、養護工作等進行科學指導。在遇到突

發事件時，護林員更可一鍵 SOS 報警，快速定位事發地點，

有效保障護林員的人身安全，實現森林火災的高效撲救。

截至 2019 年底，我們已爲林區全部護林員配置了巡護系統，防護森林面積超過 3,000 公頃。

一方面，系統將整個景區進行區域劃分，設置電子圍欄，

通過 GPS 定位及歷史軌跡查詢功能，隨時可以對護林

員進行考核管理，並通過視頻監控系統對重要區域、

路口進行遠程監控，實時監控森林火情。

另一方面，通過資源移動監測系統，系統將熱成像監控

設備拍攝的照片上傳到監控中心，保護區有了這些圖

片，可以採集分析稀有動物過境信息和野生動植物偷獵

偷盗案件線索，提升破案效率及精準度，有效威懾違法

偷盗行爲。

在信息化系統的幫助下，工作人員兢兢業業地守護萬畝青山 保護區每一個重要位置，都有實時高清視頻監控

護林員巡查時，有了“左膀右臂” 護林員進行視頻實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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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前，我們就對林區的幾棵枯木的處理進行了實時連線。護林員巡查時發現了幾棵枯木，於是，我們馬

上開通專線，連上林業專家，並讓護林員進行視頻實時交流，妥善地處理了這幾棵枯木。”

—— 雲中山管委會主任 沈金全

“這個系統，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把巡山發現的一些情況及時上報給後台工作人員，如巡山時發現樹木被砍

伐、可疑動物出入、蟲災、火災等異常情況時，我們可以通過平台自動上報信息，並明確地理位置，方便工作的

同時，還能保證我們的人身安全。”

——護林員 林福祥

日常巡檢的智慧“幫手”

雲中山自然保護區信息化系統主要由監控指揮中心、遠

距離視頻監控、資源監測無線抓拍、護林員軌跡定位組成，

除了林區的智能監控外，對一線護林員來說，還有一個智能

巡查的“好幫手”。

這個“好幫手”專門爲雲中山森林養護巡檢工作開發，

叫做“護林員智能巡護系統”。護林員可通過專用手機內置

的攝像頭進行現場拍照、錄像，即拍即傳，將巡檢情况實時

上傳雲端。監控中心對上傳數據進行分析，精確排查林木盗

伐，對林區防蟲作業、養護工作等進行科學指導。在遇到突

發事件時，護林員更可一鍵 SOS 報警，快速定位事發地點，

有效保障護林員的人身安全，實現森林火災的高效撲救。

截至 2019 年底，我們已爲林區全部護林員配置了巡護系統，防護森林面積超過 3,000 公頃。

護林員巡查時，有了“左膀右臂” 護林員進行視頻實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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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環保應用
近年來，中國移動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借助信息化手段推進生態建設，讓天更藍、水更綠、山更青。公司在全國開展了

多個領域的物聯網應用探索，如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照明、智慧工廠等，通過物聯網技術，有效助力社會各界减少溫

室氣體排放。

爲了更好地保護三江源地區的湖泊濕地和草甸生態

系統，青海公司與青海省環保廳攜手打造了青海“生態

之窗”項目，建成了省級觀測管控平台、重點生態功能

區典型區位觀測點現場端視頻觀測系統、音視頻連線系

統、以及專用遠程傳輸網絡。通過全省 35 個觀測點位，

北京公司緊跟政府環境治理需求，基於自主研發和屬

地集成能力，推出了垃圾分類全流程監管服務。

生態之窗，助力一江清水向東流

科技賦能垃圾分類，“分”享綠色美好生活

項目實現了對青海五大生態板塊典型區域的生態類型、

自然景觀、野生動物、生物多樣性等的遠程實時高清視

頻觀測、監控與研究評估，構建了統一、完善、權威、

高效的生態環境監測網絡，有效提升了環保工作的精細

化管理水平。

運輸過程監管：實時跟蹤垃圾清運車，合理有效規

劃收運路線及人員工作量，提高收運效率。

居民投放督導：在社區設立 AI 智能垃圾箱，居民建

立賬戶後不僅可以輕鬆“刷臉”投遞垃圾，還能掃

描二維碼獲取分類知識，並通過投放垃圾獲得積分、

兌換權益。透過大數據分析平台，居民還能看到自己

的積分排名，了解垃圾分類對環境產生的影響。

智能大數據中心指揮調度：及時掌握垃圾投放、收

集、運輸、處理全流程的相關數據，明確分類垃圾

流向，避免前端分後端混的分類黑洞。

APP 平台互動：通過公眾服務 App 和互動協調平台，

及時公佈監管數據，建立市民諮詢、投訴、建議和

反饋的渠道。

手持終端質檢：環衛從業者可以在手持終端中錄入

垃圾種類等作業信息，通過智慧分揀系統和智能巡

檢 App 等智能手段，减輕工作負擔。

手機終端

質檢

運輸過程

監管

居民投放

督導

智能大數據
中心

指揮調度

APP 平台

互動

目前，垃圾分類全流程監管服務已在北京密雲區和

東城區落地，試點區域垃圾無害化、資源化和再回收利

用率從 65% 提升至 100%。未來，我們計劃進一步完善

功能，將該服務推廣至全國，助力垃圾資源化利用。

智能垃圾桶 垃圾分類 App

創新綠色解決方案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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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綠色理念
中國移動持續開展節能宣傳周活動。2019 年，公司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通過碳排放盤點、“和換機”（手機終端以舊換

新、光貓和機頂盒回收翻新）、“綠箱子來到你身邊”（回收廢舊手機、電池和配件）、綠色生活攝影作品展播、發佈《節

能宣傳周特刊》等活動，向員工、客戶、社會公眾等相關方傳播低碳生活綠色理念。

掃一掃，觀看中國移動

2019 年節能宣傳周倡議書

掃一掃，了解中國移動

“綠色行動計劃”的更多內容

慶祖國 70 華誕公益跑活動 綠色課堂走進民辦育苗小學

在遼寧，員工們利用廢舊紙張等工具制作辦公用品和生活用品、利用廢舊報紙制作花瓶及各具特色的筆筒和整

理盒，爲公司營造了良好的節能低碳氛圍。

在四川，開展了垃圾分類及回收、綠色健跑、城市“掃一掃”等多項活動，號召員工、客戶和合作夥伴在工作與

生活中培養環保意識。

在山西，依託太原和運城的基層營業廳，發起了“節能在我身邊”手繪節能宣傳海報活動，通過用心繪制的海報，

向客戶宣傳綠色理念。

“綠色上海，和你一起”公益活動是上海公司的戰略性公益品牌項目，它通過聯合政府部門，以多元化項目式運作，

致力於增強與推進市民愛綠、護綠、賞綠的觀念與行動。2019 年，上海公司開展了多項環保志願活動，深受市民喜愛。

豐富的綠色環保宣傳活動

助力打造都市綠色家園

慶祖國 70 華誕公益跑活動：支持公益跑現場的“書香換花香”“一孩一樹”等活動，讓市民親身感受“綠色生

活我先行”的環保公益理念。

近自然親子活動：活動通過觀看“一花一世界”精美畫展，讓家長與孩子共同體驗大自然中植物與昆蟲關係的美

妙與神奇，“垃圾分類”親子趣味遊戲則進一步加強了孩子的垃圾分類意識。

關愛活動進校園：爲莘莊小學輔讀班的智力障礙學生們送上生態攝影作品和鮮花等禮物；爲以外來務工子女爲主要

生源的民辦育苗小學帶去綠化科普知識講座和戶外植物導賞課程，由公司志願者進行有獎互動問答並贈送植物種子。

項目開展以來，上海公司先後榮獲了綠色上海專項基金“優秀公益夥伴”“上海市全民義務植樹優秀合作夥伴”

等榮譽。未來，上海公司將繼續常態化開展環保志願活動，與民眾一起倡導綠色環保的責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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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7 年推出“綠色行動計劃”以來，公司每年編制《中國移動“綠色行動計劃”年度重點工作要求》，安排節能

减排專項資金用於通信基站、數據中心、辦公樓和營業廳等的節能改造，保障氣候變化相關投資項目的實施，並大力推動

技術和管理上的節能措施，積極利用可再生能源。

2019 年，公司成立了中國移動污染防治及能源節約工作領導小組，承擔生態環境保護與能源節約工作主體責任，保障污

染防治及能源節約工作扎實推進。我們制定了《中國移動生態環境污染風險防控管理辦法》和《中國移動能源節約管理辦法》，

對公司各項生產經營活動中向大氣、水、土壤等排放污染風險點的識別、預防、整治，以及能源節約和污染防治的責任分工、

工作範圍、防控措施、專業條線管理要求和綜合考評體系等作出了詳細規定。

中國移動面臨的氣候變化相關風險及應對措施

應對氣候變化
中國移動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通過覆蓋生產運營各方面的環境管理體系，提升環境績效，减少溫室氣體排放。

風險類型 風險描述 應對措施

現有或即將

出台的法律

法規帶來的

風險

節能减排、碳交易市場等

法律法規的要求日益完善

和嚴格

緊密跟蹤相關政策法規和管理辦法的制定和更新進展，及時調整工作思

路和具體措施並向全公司進行部署、宣貫；每季度核算碳排放量，評估

履約成本和不能按期履約的法律風險；每年評估公司碳交易管理制度與

北京發改委下發的管理要求的一致性。2019 年順利完成碳排放報告報

送、第三方核查、碳交易及履約等工作。

法務風險
碳價增長導致的對手方違

約風險
每月監測碳價波動情况，評估履約成本及對手方違約造成的財務影響。

市場風險
網絡規模隨着移動用戶增

長而激增的風險

通過年度內部規劃分析，預計網絡規模對公司能耗及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影響和其對公司成本的影響。

環境管理覆蓋範圍：產品經營和商業設施、供貨商和服務

商選擇、新產品與新服務研發、包裝和運輸、廢棄物管理、

工程設計、新項目建設、盡職調查、日常辦公等企業生產

運營的各方面。

推動低碳循環發展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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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安徽的淮南數據中心是華東地區單點規模最大的數據中心，是地區能耗大戶。我們積極開展綠色數據中心的

自主創新和研發工作，在 2019 年完成 4 項專利申報，爲數據中心向清潔低碳轉型夯實基礎。

建設綠色數據中心

機房制冷精細化管理模式：秋冬季節用大氣自然冷源

代替電制冷，午間時段錯峰釋冷，全年節電超過 1,200

萬度。

中央空調水質處理减排污系統：對水冷空調循環水質

進行在線監測、軟化和自動處理，提升系統換熱效率，

全年降低耗電 190 萬度，减少 2 萬立方米污水排放。

綠色無功耗測試體系：减少數據中心新建機房工程

入網滿載測試期間機房高負載運行的熱點問題。

機房無紙化智能運維系統：以 NFC+ 手機終端電子打

點巡檢方式，實現數據中心基礎設施運維的精準、自

動、閉環管理。

AI 精準制冷配置助手：根據機房實時工况，利用人

工智能技術自動修正制冷系統硬件參數設置，精確提

高制冷效率，降低空調系統總能耗。

機房氣流組織優化：修正送風通道與導風隔板，確保

機房內冷熱空氣隔離、冷氣精準制冷。

2019 年，公司開展了超過 1,000 個現有通信機房 / 數據中心的節能與綠色化改造工程，包括機房空調系統及氣流組織優化、

自然冷源應用改造、開關電源休眠功能啟用或高效開關電源改造等方面。

風險類型 風險描述 應對措施

聲譽風險

未能正常履行碳交易責

任，導致政府主管部門的

通報批評及罰款

定期評估履約風險，計劃在碳交易的管理制度中增加不能按期履約的應

急機制，並評估聲譽受損對公司帶來的影響。

緊急自然風險
極端天氣事件對基礎設施

和固定資產造成的損害

2019 年共建成 46 個能夠抵抗地震、水災、台風、冰雪等四類災害的超

級基站。

慢性自然風險
氣候變暖導致機房消耗更

多電量

定期評估和監控機房空調使用時間，評估空調使用時間增加對能耗成本

增加的影響；在無線網、傳輸、IT/IP、核心網等各專業推廣主設備節能

技術；開展既有通信機房節能改造，因地制宜採用空調、電源、照明節

能技術和產品。

上游風險
高能耗設備導致能耗使

用增加

作爲供應商考核的一部分，每年向供應商發佈設備節能分級標準，要求

廠家提供能耗、能效參數合格的產品；在採購環節嚴格檢查設備能耗、

能效參數。每年核算並評估供應商提供設備的能耗及產生的財務影響，

並更新節能分級標準，以便進一步實現供應鏈减排。

下游風險
出租數據中心（IDC）業

務導致能耗增長

定期預測 IDC 業務的增長速度，並評估 IDC 業務增長帶來的運營成本、

能耗成本等財務影響。

科技風險
現有低碳技術無法滿足市

場和政策要求

基於政策或其他管理要求，每年定期研究公司能耗增長趨勢，對超出控制

預期部分進行成本分析，設定當年節能减排目標，據此制定當年需要採

用 / 替換的節能技術以及老舊高耗能設備淘汰計劃，通過重點工作要求和

考核辦法等文件部署執行。同時，多舉措探索和應用最新、最實用的低碳

技術 ：及時跟蹤行業最新節能技術和產品進展；與節能研究機構長期合作，

持續投入研發；積極開展節能新技術、新產品試點應用；定期面向基層徵

集節能减排最佳實踐案例；組織節能减排專題培訓和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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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再生能源的使用上，我們在自然資源豐富而傳統電力保障不足的地區鼓勵推廣太陽能、風能、水能、氫能等新能源。

江西公司新餘分公司充分利用公司樓頂空閑屋面資源，建設了 105kWp 分佈式太陽能發電系統，實現 2019 年太陽能發電 8.2

萬度。

在 5G 基站建設上，公司提前研究 5G 網絡能耗，在建網初期啟動節能分級企業標準的更新。在江蘇，我們創新使用了液

冷技術，使用該技術的基站 PUE 可低至 1.1 左右，相比傳統基站，節能率達 35%。液冷 5G 基站作爲公司唯一應用技術代表

在 2019 年信息通信行業節能减排大會進行交流發言，標誌着公司在 5G 網絡的綠色應用上處於行業領先位置。

2019 年，公司未發生違反環境法律法規的事件。

管理水資源消耗

中國移動在日常辦公及生產經營中的用水主要來源於市政統一供水，不存在水資源風險。

公司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的相關要求，倡導節約用水，嚴格控制污水排放，

努力减少水資源消耗。2019 年，我們持續強化對機房、管理用房、營業廳等場所的用水管理。其中，中國移動寧夏公司採用

廢水回收再利用技術，將生產中心所產生的廢水處理並回收，用於綠化澆灌及衛生間衝洗等補充水源，實現年平均回收再利

用廢水近萬噸。

帶動價值鏈節能减排
在不斷研發和應用節能先進技術的同時，中國移動也致力於帶動價值鏈實現綠色轉型。

光貓是一種光纖傳輸設備，屬於光纖寬帶業務中的低值易耗品，但使用量較大，退網的光貓通常被當作廢品處理，

造成了資源浪費。湖北公司啟動“光貓回收翻新再利用”項目，成立專職光貓利舊翻新機構，制定回收掃碼登記、分揀檢測、

清潔、維修、翻新、貼標包裝等回收翻新流程的操作手册，確保翻新過程規範，同時制定了質量檢測標準，確保每台

經過翻新的光貓產品都能工作正常。

截至2019年底，湖北公司已交付翻新光貓38.76萬台、機頂盒設備18萬台，累計節省光貓和相關耗材採購資金6,216

萬元。

光貓回收再利用 循環經濟促發展

綠色採購

2019 年，我們的投標無紙化進展良好，全年投標無紙化率達

99.9%。公司持續在設備招標採購中應用各專業節能分級標準、節

能技術要求和通信產品綠色包裝分級標準等企業標準，更加重視源

頭節能，在 5G 無線網設備集採技術評分中大幅提升節能部分權重。

在年度供應商接待日會議上，我們以《打造綠色供應鏈》爲主題，

向供應商宣貫了綠色發展理念，展示公司優秀案例，推動供應商共

建綠色家園。

綠色包裝

我們協同蘋果公司開展混合托盤升

級項目，在 iPhone11 系列產品首銷中，

將單層同型號混托模式升級爲單層多型

號多品類混托模式，將木質托盤使用量

降低 15%。同時，公司新增主設備綠色

包裝應用比例達 69%，實現節材代木

16.4 萬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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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名稱 2017 2018 2019

“綠色行動計劃”
投入資金（億元）

1.4 1.9 1.6

   指標名稱 2017 2018 2019

煤氣用量（百萬立方米） 0.10 0.05 0.08

液化石油氣用量（百噸） 3.1 2.7 2.3

間接能源使用

耗電總量（億度） 223.3 244.7 264.0

外購熱力費用（百萬元） 160.9 123.4 157.9

能源節約

年節電量（億度） 21.4 26.6 22.1

年節電相當於節約成本
（億元）

28.9 37.7 21.6

績效表現

環保投入

能源

關鍵績效

我們做到了

我們將努力

利用自身優勢，創新手段，爲生態環保建設提供信息化應用。

成立中國移動污染防治及能源節約工作領導小組，推動“綠色行動計劃”，進一步完善環境管理體系。

通過推廣節能改造、創新環保應用、促進綠色運營等舉措，實現單位信息流量綜合能耗較上年下降 43%。

堅持綠色採購，帶動供應鏈綠色發展，公司新增主設備綠色包裝應用比例達 69%。

年節電 22.1 億度，相當於减少溫室氣體排放 141.5 萬噸。

獲評“全球環境信息研究中心（CDP）”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力級別企業和中國内地最高評級企業。

探索 5G 技術與環保結合的手段與方式，不斷豐富生態環境領域的創新應用。

到 2020 年，實現單位信息流量綜合能耗下降 15%，單位電信業務總量綜合能耗下降 10%；綠色包裝應

用比例不低於 60%。

未來 3 年，持續推進綠色採購、綠色物流管理，建立覆蓋採購全過程的綠色供應鏈體系，全面實現採購

過程無紙化、電子化；制定科學的節能和環保指標，推進供應商提升社會責任意識；全流程推廣應用綠

色包裝，並持續完善逆向物流，探索包裝 +RFID（射頻識別）化，實現全流程可追溯。

未來 5 年，公司綜合能耗同比增長率低於網絡規模（連接規模）同比增長率；碳排放量同比增長率低於網絡

規模（連接規模）同比增長率。

   指標名稱 2017 2018 2019

直接能源使用

煤炭用量（萬噸） 0.1 0.2 0.05

汽油總消耗量（百萬升） 121.5 112.4 101.3

柴油總消耗量（百萬升） 19.4 14.8 13.1

天然氣用量（百萬立方米） 7.9 11.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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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名稱 2017 2018 2019

總部召開跨省視頻電話
會議次數（次）

882 970 1,184

電子渠道線上交易額
（億元）

4,648 4,785 5,635

全年共實施電子採購
項目數（萬個）

約 3.8 約 1.0 約 3.4

採購全流程電子化减少的
紙質文件數量（萬份）

約 61.6 約 14.1 約 48.0

綠色運營

   指標名稱 2017 2018 2019

年節電相當於减少溫室
氣體排放量（萬噸）

148.5 170.6 141.5

單位電信業務總量綜合
能耗（千克標準煤 / 萬元）

21 10 6

單位電信業務總量綜合
能耗同比下降（%）

29 53 40

單位信息流量綜合能耗
同比下降（%）

40 57 43

   指標名稱 2017 2018 2019

CO2 排放總量 1（百萬噸） 15.98 16.17 17.32

       直接 GHG 排放總量
      （範疇一）（百萬噸）

0.33 0.31 0.28

       間接 GHG 排放總量
      （範疇二）（百萬噸）

15.65 15.86 17.04

碳排放強度
（tCO2e/ 萬元）

0.216 0.219 0.232

SO2 排放量 2（噸） 23.59 35.93 9.28

員工通勤碳排放量（萬噸） 37.79 39.45 50.77

員工差旅產生的碳排放量
（萬噸）

29.44 7.10 8.19

   指標名稱 2017 2018 2019

總用水量（百萬噸） 42.24 35.12 36.29

人均用水量（噸） 91 76 80

   指標名稱 2017 2018 2019

生產終端設備使用的物料
總量（噸）

8,847 9,394 12,396

排放物

水資源

原材料使用

註：

1.     公司生產經營中產生的溫室氣體只有 CO2，其中，耗電產生的 CO2 佔

總排放量的 95% 以上。公司 CO2 排放量的計算方法主要依据聯合國政

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6年發佈的《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以及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發佈的 2017 年度減排項目中國區域電網基準線排放因子。

2. 公司生產經營中僅產生 SO2 排放，主要產生於地區燒煤活動。

註：

1. 自 2019 年起，公司參考國資委《關於印發 < 中央企業能源節約與生

態環境保護統計報表 > 的通知》（國資發綜合 [2019]19 號）的要求，

更新和規範了各類固體廢棄物的統計口徑，並將逐年滾動披露。

2.  公司生產運營中所產生的固體廢棄物主要包括一般廢棄物、電子廢棄

物和危險廢棄物三類。

3. 一般廢棄物主要有生活垃圾、餐廚垃圾、辦公和營銷廢紙或包裝、建築

垃圾等；電子廢棄物主要有基站、機房更換的電子元器件、電子設備，辦

公營業報廢打印機、複印機、傳真機、計算機等設備；危險廢棄物主要有

基站、機房廢棄的裸露線路板、蓄電池等，辦公場所廢棄的打印機硒鼓、

墨盒、日光燈管等，報損或廢棄的手機等智能終端、電池、SIM 卡等。我

們對廢棄物的處理方法主要爲出售給有廢棄物回收資質的第三方。

4. 一般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指報告期內一般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量减

去綜合利用往年貯存量與一般固體廢物產生量的比率。2019 年，公司

綜合利用往年貯存量約爲 0.51 萬噸。

5. 危險廢棄物處置率指報告期內危險廢物處置量减去危險廢物處置往年

貯存量與危險廢物產生量的比率。2019 年，公司危險廢棄物處置往年

貯存量約爲 0.58 萬噸。

   指標名稱 2019

一般固體廢棄物產生量（萬噸） 7.14

        一般廢棄物產生量（萬噸） 4.52

        電子廢棄物產生量（萬噸） 2.62

一 般 固 體 廢 棄 物 綜 合 利用量（萬噸） 7.21

一 般 固 體 廢 棄 物 綜 合 利用率 4（%） 93.93

一般固體廢棄物排放強度（千克 / 萬元） 0.96

危險廢棄物產生量（萬噸） 1.89

危險廢棄物處置量（萬噸） 2.17

危險廢棄物處置率 5（%） 84.30

危險廢棄物排放強度（千克 / 萬元） 0.25

廢棄物管理 1、2、3


	06 - Copy.pdf
	06.pdf
	Pages from 07.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