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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全价值链减污降碳的决心 

气候议题攸关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气候变暖与环境污染加剧是人类共同

面临的挑战。作为气候行动的积极贡献者，立讯精密深知电子产品生产制造可

能存在潜在高耗能、高环境影响的生产工艺，为此我们开展积极应对。 

电子产品生产制造供应链较长、产品特性复杂、使用范围较广、使用时间

较长，由此产生的碳排放与环境影响是多元的，其中供应链隐含的碳排放与环

境风险远大于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决心协同伙伴打造绿色供应链，降低环境

影响、减缓气候暖化，为实现我们共同的 2050 年全价值链碳中和目标踔厉前

行。 

我们如何打造绿色供应链 

在董事会监督指导下，可持续发展推进中心设立打造绿色供应链专案项目

组，联合内外部利益相关方，共同开展减污降碳相关行动。 

 

图注：项目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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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立讯精密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IPE）合作，借助 IPE蔚蓝生态链平台，精准、高效

地获取自身运营以及供应链环境表现信息，以及时开展监察与缓解的行动。我

们动态监督供应链环境违规记录移除，并督促开展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

（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 PRTR），以系统化的碳排放与

环境污染物管理与更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履行全价值链减污降碳的承诺。 

我们的项目目标： 

• 以阶段性的培训提升自身运营与供应链减污降碳的意识和能力 

• 借助 IPE 蔚蓝生态链平台，建立健全动态跟踪、风险缓解、管理提升与

信息披露滚动优化的工作机制，形成良性循环 

• 动态监控环境违规记录，识别背后的环境风险，督促自身运营及供应商

开展改善行动，消除负面影响 

• 敦促自身运营及供应商进行 PRTR信息披露，并借鉴此框架优化对污染物

质的管控，固化形成标准化管理机制 

• 参与 IPE 供应链环境管理表现指数（Corporat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Index，CITI）与企业气候行动表现指数（Corporate 

Climate Action Transparency Index, CATI）评价，以更积极的行动获

得外部认可，取得行业领先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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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2022年立讯精密打造绿色供应链项目计划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我们将工作分为两个层面。对内开展顶层策划，并滚

动推进绿色供应链的动态监控与优化，对外积极参与评级评价，从外部视角审

视我们在绿色供应链方面的表现，持续寻找并弥补我们的不足。目前，顶层策

划相关工作已经完成，其余工作内容有序推进中。 

2022年我们的努力 

打造绿色供应链的顶层策划 

公开发布打造绿色供应链的倡议 

2021年 12 月 22日，我们召开了绿色供应链管理大会，与供应商传达了打

造绿色供应链的理念，分享了减污降碳的措施及案例。随后，立讯精密与 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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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正式发起《绿色供应链倡议书》，公开宣示我们推动全价值链减污降碳的

决心。由此，立讯精密打造绿色供应链项目正式启动。 

 

图注：立讯精密 2021年绿色供应链管理大会邀请函 

 

图注：立讯精密《绿色供应链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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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绿色供应链项目监管范围 

打造绿色供应链是立讯精密将持之以恒贯彻执行的项目，我们的目标是尽

可能多的将内外部利益相关方纳入其中。因此，我们脚踏实地打造样本、逐步

推广，以期以点带面将我们减污降碳的实践推广给更多的伙伴。 

在内部运营层面，我们将集团实际控制范围内、符合信息披露条件的子公

司全部纳入环境违规记录监控与 PRTR 信息披露范围；在供应链层面，我们遵循

重要性原则，从核心供应商中筛选出环境违规风险较高的供应商，推进环境违

规记录摘除与 PRTR信息披露工作。 

图注：打造绿色供应链项目管理范围 

 

注册企业账号 

2022年 1月，立讯精密完成 IPE 企业账号注册，并将我们的子公司与核心

供应商数据导入，开展对项目范围内所有相关方环境违规记录与环境相关信息

的动态跟踪与管控。 

开展提升减污降碳意识与能力的培训 

内部运营 

 

环境违规记录重点监控 5 家 

推进 PRTR信息披露 42 家 

• 筛选出有环境违规记录

的子公司 5家，全部纳

入重点监控范围 

• 要求全部符合信息披露

条件的子公司开展 PRTR

填报 

供应商 

 

环境违规记录重点监控 35 家 

推进 PRTR信息披露 58 家 

• 筛选出对我们经营至关重要的

核心供应商超过 500家，有环

境违规记录的供应商 208 家，

重点监控其中环境违规风险较

高（有三次以上违规记录）的

供应商 35家 

• 计划逐步推进供应商开展

PRTR，2022年目标推动 58家

完成 PRTR信息披露 



 8 

子公司与供应商对接人和相关责任部门负责人是项目的最终执行者。我们

深知只有提升终端执行者与责任人的减污降碳意识和能力，才能将项目落到实

处。因此，我们与 IPE合作定期为子公司及供应商提供专题培训，为其介绍 IPE

工作机制，并为其解决提交环境违规信息摘除进行绿色选择（Green Choice 

Audit, GCA）审核以及 PRTR 信息披露相关技术性问题。 

培训时间及主题： 

2022年 2月 25日，IPE机构理念、工作方法与供应链管理工具整体介绍 

2022年 3月 25日，PRTR和碳数据披露常见问题 

2022年 4月 29日，监管记录处理方式 

2022年 6月 10日，企业如何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及环境信息披露 

此外，我们以一对一辅导的方式为子公司及供应商解答疑问，弥补培训盲

点，协助他们顺利开展有关工作。 

图注：子公司与供应商培训与辅导进度 

 

42 家 

子公司 

535 家 

供应商 

100% 

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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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监控、消除价值链环境风险 

立讯精密认为，对环境违规记录的动态监控，有助于我们识别潜在环境风

险。我们希望通过对环境违规风险点的整改，从根本上促进污染物质减排，完

善我们对环境污染物的治理。 

2022年，我们计划辅导子公司与重点跟踪的核心供应商，实现环境违规记

录 100%摘除。 

图注：截至 Q2子公司与供应商环境违规记录整改进度 

 

依托 PRTR 信息披露机制推进长效管控 

立讯精密认为 PRTR的价值不止于信息披露。我们有意愿参考 PRTR的框

架，完善污染物排放管理系统，形成规范、长效的管理机制，系统、全面地降

低全价值链环境影响。为了实现长效管理目标，我们首先引导子公司与核心供

应商进行 PRTR填报，明确环境污染物管理目标与统计方法，进而固化形成相应

的管理机制。 

完成进度 80% 4家子公司完成风险点整改，环境违规记录已摘除 

15 家核心供应商完成环境违规记录摘除  完成进度近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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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将供应商的环境绩效纳入供应商选择与采购政策，对环境表

现良好的供应商给予更高的稽核评分，鼓励供应商设立合理和可操作的节能、

节水、减排目标，为减少环境影响开展实践。 

图注：截至 Q2子公司与供应商 PRTR信息披露进度 

参与外部评价完善绿色供应链的表现 

我们积极看待国内外权威机构对企业绿色供应链的评价，期望通过外部视

角客观评估我们的表现。我们愿意持续对标同行领先实践，优化集团打造绿色

供应链的行动。2021年立讯精密参与了 CITI 评价，在国内 IT/ICT行业中排名

第 13。2022年我们将继续参与 CITI 与 CATI 评价，希望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进行

动，稳步提升我们在绿色供应链议题上的表现。 

长期的事业，不竭的追求 

短期计划：持续跟踪全价值链环境违规记录，推进子公司与供应商整改，

消除环境风险点；持续推进 PRTR信息披露，以坦诚的态度与公众分享全价值链

环境管理绩效 

长期计划：将全部子公司与供应商纳入打造绿色供应链项目，推动所有相

关方建立规范的环境风险因素识别与管控机制，履行全价值链减污降碳的承诺 

 

完成进度超过 97% 41 家子公司 PRTR 数据经 IPE 审核完成发布  

57 家供应商 PRTR 数据经 IPE 审核完成发布  完成进度超过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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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伙伴，因此我们坚定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与供

应商携手同行，打造绿色供应链，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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