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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發展，保護地球生態永續

氣候變化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危機。2020 年中國政府宣佈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 2030 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

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彰顯中國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責任和擔當。但同時，隨著信息與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

基站和大型數據中心的耗能越來越高，ICT行業正在面臨自身運營帶來的碳排放壓力。

堅信環境保護與公司發展不是零和博弈，始終以扎實行動踐行生態文明理念，不斷完善與貫徹環境管理體制，

積極與利益相關方合作，圍繞節能減排、綠色供應鏈建設和社會生態保護，持續創新信息化解決方案，努力為

建設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的美麗中國貢獻力量。

可持續發展背景

中國移動實踐

全面踐行
       綠色運營

帶動社會
       節能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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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移動環境管理體系

中國移動環境管理覆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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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目標 持續改進 嚴密監控

全面踐行綠色運營

中國移動致力於與環境和諧共生，連續14年開展“綠色行動計劃”，從自身、產業和社會三方面著手，

推進全生命週期環境管理，打造綠色產業鏈、供應鏈，創新環境治理與生態保護解決方案，為實現碳達峰、

碳中和做出積極努力。

環境管理機制

中國移動不斷健全環境管理體系，設置決策層、管理層和執行層三層治理結構，嚴格識別和管控環境風險，編制《中

國移動綠色數據中心評價指標體系》等系列管理標準，建立常態化評價、考核、整改、再評價的閉環管理機制，以綠色環

保的方式開展各項業務運營。

2020 年

單位電信業務總量綜合能
耗同比下降

新疆克拉瑪依、重慶等數據
中心通過權威綠色測評

節約電量

18 825.1% 個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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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類型 風險描述 應對措施

監管風險
中國移動總部、北京公司、中移鐵通總部及
北京分公司已被納入北京市碳交易試點，若
碳排放配額不足，可能會制約公司發展。

每年年初建立內部管理制度和計劃，按季度發佈能
耗通報及預警信息。

科技風險
隨著 5G的演進，通信基礎設施會越來越密
集化，能耗增加，對低碳技術將會有更多需求。

制定淘汰高能耗設施時間表。

與價值鏈夥伴合作，研究提升設備硬件能效、明確
節能技術引入路標。

法律風險
如果不履行碳排放交易，中國移動及其子公
司可能會面臨法律風險。

定期跟蹤氣候變化相關法律法規的發展。

遵守碳排放交易體系並減少排放，以降低法律風險。

市場風險

隨著 5G技術推廣和互聯網 +的廣泛應用，
用戶將更多地使用移動通信網絡。網絡規模
激增，可能對公司整體能耗及溫室氣體排放
量產生影響。

每年制定能耗規劃，以管控網絡規模激增對公司整
體能耗、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影響。

聲譽風險
如果不能正常完成碳交易等履約，會受到主
管政府部門通報批評及罰款，對公司聲譽產
生影響。

定期評估履約風險，建立按期履約的保障機制。

急性風險
極端天氣可能引起公司機房倒塌，導致電池
損毀進而污染環境。

每年根據自然災害頻次和規模，評估對固定資產損
毀、生產運營及環境帶來的影響，並且根據評估結
果安排災後重建投資。

慢性風險
全球氣候變暖導致未來氣溫升高，為維護基
站、機房、數據中心運行穩定，基站機房空
調耗電會越來越高，導致全公司電費增長。

定期評估和監控機房空調使用時間，評估空調使用
增加導致能耗成本增加的財務影響。

產品 / 服務

機遇

ICT 解決方案被認為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的良好途徑，公司產品和服務將獲得重要
的市場推廣機遇。

研究和開發多種 ICT 解決方案，如智慧物流、智
慧交通、智慧照明、智慧工廠、智慧工地等，助力
社會減少排放。

氣候變化風險機遇識別及應對

我們綜合考慮公司戰略﹑市場﹑財務﹑運營﹑法律合規性及信息技術等多維度因素，每年進行氣候變化重大風險識別

評估，並分析和解決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和機遇。

應對氣候變化

中國移動積極落實國家二氧化碳 2030 年達峰、2060 年碳中和目標，建立完善氣候變化風險管理系統，明確到 2021

年實現單位電信業務總量綜合能耗下降不少於6%的能耗控制總體目標，通過節能措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不少於190萬噸，

堅定不移向碳排放“淨零”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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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實踐一小步，能源轉型一大步 案例

智慧運維、創新應用，有效降低

無綫功耗：通過符號關斷、通道

關斷等多種節能方式，在保障網

絡質量的同時有效降低通信功耗。

精細管理、有的放矢，打造綠色節能

機房：通過改造機房 ICT 設備部署等

措施建設綠色數據中心，全年完成超過

800 個既有通信機房節能改造。

網絡清挖、全面淨化，推進低

效無效資產清理：推動無綫網、

傳輸網、核心網、承載網及動

力環境老舊高能耗設備替換、

清退，有效實現節能減排。

能源消耗降低及效率提升

為落實國家節能降耗總體要求，中國移動以價值管理為理念，建立網絡性能、網絡質量、運維效率、成本效益四維評

估體系，規範化、精細化、科學化降低電力消耗。

完善固廢治理

中國移動不斷加強各類固體廢物的管理，在貯存、運輸、處置等各環節嚴格遵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防控環境污染風險，

不斷提高廢棄物綜合利用效率。

一般廢物 電子廢物

生活垃圾、餐廚垃圾、辦公

和營銷廢紙或包裝、建築垃

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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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站、機房廢棄的裸露綫路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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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等智慧終端、電池、SIM卡等。

定點存放，並根據公司固定

資產報廢有關管理辦法，選

擇具備環保部門核發資質的

廢舊物資回收商處置。

分類貯存至符合污染控制標

準的倉庫，並設置明顯的警

示標識。

選擇具有相應資質的單位，

執行危險廢棄物的轉移和處

置，同時做好環保部門相關

備案工作。

生活垃圾分類處理並移至環衛部門指

定位置，餐廚垃圾由具有回收處置資

質的單位回收、處理，建築垃圾要求

施工方及時清理並妥善處置。

辦公和營銷廢紙或包裝採用廢舊回

收的方式處理，對於涉密文件採用

環保的方式銷毀。

在廣東：試點太陽能光伏發電 +風力發電 +儲能系統的“風光儲”一體化供電系統，最大限度減少傳統化石

能源消耗，徹底改變過去海島只能採用柴油發電機供電基站的方式。

在遼寧：使用風電和光伏等綠色能源建設 5G和數據中心，減少二氧化碳排放。2020 年，遼寧公司通過電力

市場化交易在自有局站使用風電和光伏 5.4 億度，成為中國移動首個二氧化碳接近零排放的省級公司。

危險廢物

管理方法 管理方法 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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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社會節能環保

中國移動積極打造綠色供應鏈，引領行業綠色標準；創新研發環境治理信息化解決方案，為社會生態

治理、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手段支持，倡導、帶動全社會共同提高綠色意識，共建美麗地球家園。

打造綠色供應鏈

公司編制《中國移動綠色供應鏈研究規劃》，完善包括採購、生產、包裝、運輸、耗能、回收的綠色供應鏈總體應用

策略及演進路綫，以自身行動及技術帶動供應鏈節能減排，為生態保護貢獻力量。

通過明確不同類別設備的能耗分級，並在設備採購中逐步提高設備節能相關的評分權重，引導設備供應商逐年降低

設備能耗，減少環境污染。

應用數字化採購理念，推動招標文件、應標模板標準化、在綫化和自動化，實現從公告、發標、投標、評標到合同

簽約全流程在綫電子化操作。2020 年，實施電子採購項目約 4.57 萬個，減少紙質文件約 64.5 萬份。

與供應商共同設計、採用再生紙材料進行設備包裝，減少膠類等不可降解材料的使用，對特殊使用場景（林地、

山地）的物資外包裝開展蟲害檢疫環保認證跟蹤。

推動戰略供應商使用電子標籤，實現物資從生產、運輸、出入庫“一碼到底，全程可用”。

構建工程項目餘料、閒置物資以及拆舊物資“共享資源池”，最大限度做到物盡其用、變廢為寶。

制定綠色採購標準

推動無紙化採購

打造綠色循環物流體系

包裝：

流通：

回收：

2020 年

新增主設備綠色包裝應用比例 實現節材代木

78 16.4% 萬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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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象是《國際瀕危物種貿易公約》中的瀕危物種之一。為加強對野生亞洲象的保護，減少亞洲象因棲息地

縮小走向人類活動區域所產生的人象矛盾，中國移動攜手合作夥伴承建國內首個亞洲象保護及監測預警體系，通過

5G、雲、AI 等先進技術，實現對象群的實時監測、追蹤和保護。

綠色施工：採用前端應用設備無綫接入、基站無綫覆蓋、傳輸無綫回傳組網方式，避免在保護區內動土搭綫，

最大限度保護原始森林生態。

信號穩定：創新使用龍伯球天綫超遠覆蓋，選擇具有低頻優勢、深度和廣度覆蓋能力強的 5G	700M網絡，

解決原始森林網絡覆蓋不足、覆蓋邊界無綫信號質量不穩定問題。同時與前端手機App對接，有效實現後端管理、

前端預警的功能。

智能監測：通過影響自動採集和AI

智能識別的深度訓練識別平台，首次突

破夜間和殘缺影像識別技術難點，對檢

測到的亞洲象進行生物識別，形成對人

工監測的有益補充，識別率達 96%。

截至 2020 年底，系統累計預警超

過 4,000 次，App 綫上預警 65 次，預

計減少 30%的人象衝突事件，進一步

加強了亞洲象肇事防範管理，為亞洲象

生態保護帶來更長期和重要的科研價值。

賦能環境治理

中國移動綜合利用物聯網、雲計算等新技術，構建集“監、管、防”於一體的“智慧環保”整體解決方案，開發大氣

污染監測系統，支撐建設張掖黑河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環鄱陽湖水域等生態監測系統，最大程度保護自然生態和生物

多樣性，努力使人類生活與自然環境相和諧。

江西公司研發“藍天先鋒—智慧治水”系統，應用 5G技術，採用複合翼無人機 +30 倍變焦高清攝像頭和衛

星遙感 +無人機數據等先進方式，實現對地表水、飲用水源、污染源等水生態信息的高密度、高頻次、多尺度、

大範圍實時、準確採集感知；對感知到的污染警告信息進行科學分類處理，並結合電子工單引擎，支撐“河長制”

在水生態治理的落地，科學進行生態保護與修復。截至 2020 年底，項目已在南昌象湖、桃花河、九江湖口和濂溪

區進行試點部署。

“智慧治水”助力美麗河道建設 案例

保護亞洲象，我們在行動 案例

亞洲象監測系統後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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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綠色理念

中國移動連續多年開展“節能宣傳周”等環保宣傳活動，編輯節能宣傳特刊、組織碳排放盤點活動，傳遞低碳環保理念，

播種綠色發展夢想。

湖南公司開展“綠箱子來到你身邊”活動

安徽公司開展垃圾分類公益活動上海公司開展“綠色上海，和你一起”綠愛醫護行動

香港公司開展“行山節”活動

紹興公司充分應用“5G+大數據 +AI”等信息化新技術組合，突破固廢治理信息統計難、數據分析難、處置

難和流程管控難等痛點，研發紹興市“無廢城市”信息化平台，支撐對五大類固體廢棄物、廢水、廢氣以及土壤實

現全週期、智能化、閉環式數字化管理，推動各類廢物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提高政務監管服務效能並

服務於相關產業，進一步助力紹興“無廢城市”建設。

5G助力打造“無廢城市” 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