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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带着与驱动业务发展相同的目标、战略和责任心，GE
对企业公民义务的履行是一项长期的承诺。正如当前
在全球进行的许多热点对话，今年的报告以对金融危
机的反思和对经济恢复的前瞻作为框架。
报告紧紧围绕我们的关键业务主旨进行探讨，这些探讨勾勒出我们
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报告还包括了来自内部员工和外部权益相关人
士的看法（参阅www.ge.com/citizenship/perspectives）。我们还突出
了 一 些 相 关 的 绩 效 数 据 ( 参 阅 w w w. g e . c o m / c i t i z e n s h i p /
performancemetrics)，并包含了介绍GE杰出运营的版块，以展示GE
的文化和管理系统如何协助GE贯彻执行我们的目标。
在绩效部分，我们涵盖了一整套绩效数据和在达成承诺

的探讨中，并希望学以致用来应对当前的形势。通过在

和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该版块已于今年发布在网络上

研发解决方案上的合作，GE将继续努力改善公民、我们

（www.ge.com/citizenship）。在线维护这一信息将帮

的员工和我们的投资人的生活质量。

助我们保证与权益相关人士之间进行有质量的探讨。

报告的范围

该文件是为了所有权益相关人士的利益而制作，这包括

该报告于2009年6月出版，涵盖了GE在2008财年在全

我们的员工——他们每天的付出塑造了今日的GE。

球的运营（除另有说明外）。这 是GE的第五本企 业公

我们希望这份报告仍能激发关于商界和社会共同面临
的挑战的对话，如果没有关于最困难问题的交流，何谈
负责任的企业公民责任？我们将持续投入到这些建设性

民责任报告。了解已出版报告，请浏览www.ge.com/
citizenship/reporting。

报告质量和担保标准

GE承诺遵循全球报告组织（GRI）可持续性报告指南，该指南也

GE继续与专家评审团合作，获得对公司企业公民责任报告质量

是本报告制作过程中的参照。我们同样应用了AA1000担保标准

的回馈。该评审团的结论罗列在他们的意见报告中（该报告在

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利用其标准参照评审团的对话和报告。对

本书的第12页）。在过去三年中，评审团每年都帮助GE改进了其

于这份2008年报告，我们应用了GRI的“G3”指南，并且按照

在企业公民方面的努力。在2008年，我们扩展了报告的范围，

GRI的A级应用标准编写完成。了解更多有关GRI指南的信息，请

使其涵盖：

浏 览 ： www. globalrepor ting. org/Repor tingFramework/

•

确定和探索相关议题，理解它们与GE企业公民责任和GE业务
战略的相关性

•

与GE其它的顾问论坛联系

•

通过与GE相关领导的互动，参与关键事务的决策

•

帮助GE与联合国全球契约的条款保持一致

G3Guidelines/。
本 报 告 使 用 的 完 整 全 球 报 告 组 织 指 标 请 参 阅 www.ge.com/
citizenship/gri。
本报告使用的完整联合国全球契约指标请参阅www.ge.com/citizenship/globalcompact。
联系GE，请参见报告封底内页的“联系信息”版块。

外界观点

外界观点

Ernst R. Ligteringen,

Georg Kell,

全球报告组织首席执行官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执行总监

报告重要的——揭示意义深刻的可持续数据

人权的商业案例

当下报告的优劣均在于其全面性。一方面，报告需要

承诺尊重和支持人权对于商业活动非常有益。某些商

提供广泛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要让报告使用者能清楚

业活动在处理人权问题时，仅仅从合规角度出发来使

地了解到机构在其绩效方面的长期重心和模式。迄今

行为符合法律要求；然而，对于有见识的业务领导

为止，各种报告都出色地为读者提供了确凿的、有关

人，他们逐渐倾向于采用更宽泛的风险管理理念，而

其机构的绩效信息，但在清晰地描绘未来方面还有所

不仅限于合乎最低法律要求。这对于那些法规尚不能

欠缺。

达到国际水平的地区尤为适用。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ligteringen。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kell。

报告原则和框架
包容性 由权益相关人士提出
相关性/实质性
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 全球社会和环境挑战

完整性 GE在全球的运营和四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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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先影响权益相关人士决策的事务

这份报告＝为谈话开展的主
旨性探讨

2.优先影响业务成功的事务

网站＝绩效数据和核心活动

GE在全球*

GE是一家多元化的全球基础设施、
金融和媒体公司，致力于满足世界
的重要需求。

从能源、水、运输和医疗到金融和信息，GE为全球100多个国家
的客户提供服务，并在全球拥有超过30万名员工。

销售收入1825亿美元**

GE全球总计
美国	销售收入853亿美元
152,000名员工

欧洲	销售收入440亿美元
95,000名员工

加拿大	销售收入148亿美元
和美洲
19,000名员工

中东，非洲
和其它地区

323,000名员工
亚太地区	销售收入236亿美元
(环太平洋）
50,000名员工

 售收入101亿美元
销
7,000名员工

**包含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约47亿美元销售收入

GE数据
•

在全球，GE的股份被最广泛地持有，

•

拥有约五百万股东；
•

始于20世纪的GE退休金计划覆盖了大
部分美国员工。GE对这一计划和其它

退休职工提供福利；

•

•

GE为其知识产权基金投资了约150亿美

包括323,000名员工。在2008年，GE大

元，其中涵盖对产品和服务的营销以

家庭在全球为社区和救灾项目贡献了

及规划。GE在2008年申报了2500多项

2.37亿美元以及超过一百万个小时的志

专利；

愿者服务；

福利计划的管理让GE稳固地达成其福
利责任，为全球超过665,000名员工和

整个GE大家庭由超过一百万人组成，

•

2008年，GE从持续运营中获得了181亿

GE为数亿名客户提供服务，从供应商

美元的收益，减少了19％。以分红和

处购买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材料、部

股份回购的形式，GE向投资人回报了

件、产品和服务；

约160亿美元。

*这些数据反映了2008财年（截止于2008年12月31日）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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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在全球

技术基础设施

技术基础设施集团企业公民责任要点

在全球，我们正在辅助建设新世纪的医疗、运输和技术基础设施。

•
•
•
•
•
•
•
•

许多增长最快的业务都在GE技术基础设施集团旗下。

新兴市场的医疗机会
医疗公共政策和成本
隐私和产品安全
产品质量，病人和操作员的安全
对政府和军事领域的销售
在新兴市场中致力于治理、道德和反贪污
有关胚胎干细胞的研究
安防和人权（包括员工安全）

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利润（单位：十亿美元）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30.1
5.4

33.9
6.2

37.7
7.3

42.8
7.9

46.3
8.2

能源基础设施

能源基础设施集团企业公民责任要点

GE能源基础设施集团在利用资源进行产品和技术开发、实施和改进

• 对政府和军事领域的销售
• 在新兴市场中致力于治理、道德和反贪污
• 环境管理相关事务，包括空气质量、气候变化（既与应对此挑战

中处于领导地位，包括风、石油、太阳能、天然气和水等方面。

的产品解决方案开发有关，也与我们运营中的能源效率有关）
• 能源政策

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利润（单位：十亿美元）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9.8
3.1

21.9
3.2

25.2
3.5

30.7
4.8

38.6
6.1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2.4
0.6

13.0
0.7

13.2
1.0

12.7
1.0

11.7
0.3

消费与工业产品集团

消费与工业产品集团企业公民责任要点

从触手可及的灯泡到最新的消费品技术，GE消费与工业产品集团拥

•
•
•
•
•

有悠久的创新传统，已经改善了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

新兴市场，消费和价值产品
产品能效
隐私
优良的信息管理和自动化解决方案
产品安全

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利润（单位：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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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在全球

金融集团

金融集团企业公民责任要点

GE金融集团提供一系列广泛的产品和服务以帮助全球的商业运营和

•
•
•
•
•

消费者实现他们的梦想，包括商业贷款、经营租赁、机队管理、金
融项目、家庭贷款、信用卡和个人贷款等金融服务。

在极具挑战的经营环境中保持诚信和治理
数据隐私和安全
反洗钱
公开实践（例如面向客户的透明度）
关注环境（因为除设备融资和航空融资以外，它们与GE商务金融
的所有债务融资和资产融资相关）
• 新兴市场的风险和机遇
• 负责任的消费者借贷

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利润（单位：十亿美元）

媒体和娱乐

NBC环球企业公民责任要点

NBC环球是世界领先的媒体和娱乐公司之一，为庞大的全球观众开

•
•
•
•

发、制作和营销电影、电视剧、新闻、体育和特别事件。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43.8
6.6

49.1
8.4

56.4
10.4

66.3
12.2

67.0
8.6

播报标准
通过电子媒体发布内容（www.nbcuniversal.com）
保护知识产权和反盗版
通过加强教育、提高消费者对环保的认知度来对环保产生积极的
影响

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利润（单位：十亿美元）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2.9
2.6

14.7
3.1

16.2
2.9

15.4
3.1

17.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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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所经历的全球金融海啸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的低谷，更意味着“经
济重启”。因此，政府、商业机构和社会都必须在重振经济的过程中
发挥作用，解决社会问题并创造就业机会。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政府的战略性结盟已经变得非常重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也曾有过典型的商人顾虑——不愿意寻

要。企业在气候变化和人权等方面的绩效已经成为价值创造中

求外部的意见。一个“经济重启”的世界孕育了全新的机会让

不可或缺的部分。在GE，我们早已有所准备——事实上GE预见

我们可以参与其中。在未来的市场中取得成功意味着要与权益

并适应经济重启的能力正是我们成功的基本要素。我们相信，

相关人士一同努力，去理解、预期和塑造未来的环境和生活方

那些不但是理解、而且热情欢迎这种变革的业务领导人必将涌

式。携手处理重要事务需要良好的团队合作和互相尊重。坦诚

现出来。作为一名承诺企业公民责任的领导人，我决不赞同仅

和责任心将比以往更为重要。

关注短期利益而不注重承诺和责任心的行为，那样无异于使企
业脱离社会。即使身处一个注重短期利益与回报的环境中，GE
仍坚信，不论对于商业行为、投资人还是权益相关人士，成功
一直以来都植根于对长远的关注。
在这样困难的时期，我们始终坚持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并坚信
我们负责任的业务实践是帮助我们和我们的社区渡过难关的关
键。GE的诚信，经验和对健康、基础设施、能源、金融和教育等
社会需求的关注，都使得我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实现可持续经济复
苏的合作伙伴。当前的经济衰退对GE的投资人、退休人员、在职
员工、客户及其他重要的权益相关人士来说都很艰难，但我们要
始终坚持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并关注长远的发展。

通过这份报告，我们向读者敞开GE的大门，与读者分享我们的
承诺和进展。但是一个绩效的“后视镜”对于前行的辅助作用
是有限的。因此今年的报告以对前方挑战的讨论为起点。我们
并不能解决所有疑问，但是我们知道找出答案的办法就蕴含在
正在进行的对话、辨论、辛勤付出和坚定的领导力中。
可以肯定的是，创新、经济增长和创建更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
仍将是互相连接的全球市场。GE对全球化做出了贡献，也从自
身的全球化中受益颇多。通过将负责任的企业社会行动融入到
我们每日的所作所为中，让我们所有的权益相关人士都参与到
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中，我们继续为我们的权益相关人士打造
一个更好的公司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真诚的，

杰夫·伊梅尔特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重塑责任

作为一家拥有全球业务的公司，GE
倚赖于一个健康、繁荣和互相连接
的世界来实现自身的繁荣。我们相
信我们的产品和创新有助于建立一
个更美好的未来。
2008年，全球在变化。

是什么让权益相关人士辗转反侧？
在与GE执行官的面谈中，我们的专家评审团对当前的危机进行
了思考：“环保利基市场，例如可持续的林业，正面临着巨大
的压力。一些回收利用的市场已经不复存在。”
— Valdemar de Oliveira Neto
Avina公司驻巴西地区代表
“在气侯变化的议题上，科研和政策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而金融危机又转移了人们对环保的注意力，这让人极为沮

我们互相关联的世界跌入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金融体系发展

丧。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容许仅考虑短期利益的政治思维

陷于停顿，消费者信心骤降。产生的后果非常明显：全球45%

占据上风。”
— Isabel Hilton

的财务价值在不到18个月内被摧毁；数百万人失业，还有更多
的岗位岌岌可危。

中国对话首席执行官及创始人

没人说得清楚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我们相信这场危机在将经

“应对金融危机不应仅仅依靠刺激消费，更要让穷人的需求得

济周期带到低谷之外，还将带来根本性的变革。政府已插手刺

到满足。我们，不管是像GE这样的跨国企业还是像世界银行或

激市场、解决社会问题及创造就业机会；产业正在重构；商业

国际金融公司这样的跨国机构，是否对此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机构、政府和社会各自应付的责任正在被重新界定。

并拥有足够的创造力去实现它？”
— Rachel Kyte
国际金融公司商业咨询服务副总裁
“金融化的时代已步入终结，但下一发展阶段的模式尚不明
朗。我们可以从全球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低碳的明确指标中看
到希望。但向可持续经济轨道的转变决非不可逆转，这使得哥
本哈根的世界气候会议甚为重要。”
— Nick Robins
汇丰银行气候变化卓越中心负责人
“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人权受到压制的可能性增大。每个人
都在勒紧腰带，那些在主要的一级品牌之外的公司是否还能继
续关注人权？与此同时，更加严格的信用紧缩会对小额贷款和
穷人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 Salil Tripathi
人权和商业研究所政策总监

GE 2008企业公民报告 7

重塑责任

•

重塑途径

  

维持原样。地球上的人口是一个世纪前的4倍，但全球近一半

商业机构、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应积极参与到重振信心和推

的地区仍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与此同时，要求减少温室气

动经济中来。但除此之外，重启后的经济必须认识到社会的局

体排放的呼声从未减弱。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们无力承担长

限，并让无论出身如何的人们都能够发挥其潜能。四种相互交

时间的衰退，我们呼吁企业家精神以交付更优质、更有效、

织的途径正在衍生——有全新的，也有历经实践的。这些途径

可负担的交通、医疗、住房、食品和能源。

共同指向一条通往可持续性重启的道路。
•

  

强有力的政府。实现成功重启的基础是强有力的政府。政府

加速创新。在某些方面来说，改变是全盘的，但更多方面仍

•

  

人才激励。对有知识、有能力和有才华的人的需求从未改
变，我们需要这些人去革新、应用新的技术，并提高生产

必须有效地扮演好调节者、支持者、客户和合作伙伴的角

力。商业活动需要这种“人力资本”去实现超越，国家需

色。直接受益的是金融部门，其后将扩展至更广的范围。政

要“人力资本”去参与竞争，而每个人要倚赖“人力资本”

府要建立牢固的基础，这不仅是为了调控金融风险，也为了

去获得成长。医疗和基础教育是这一切的基石。除此之外，

刺激经济、投资基础设施、保证人权、保障贸易往来和创建

每个国家都需要能够激发人们努力工作、自律和进行创新思

管理自然资源的国际框架。

考的教育系统。为了重启后经济的腾飞，必须再次重视革新
的力量。

全球事务
健康

贫穷

就业

水

教育

明日经济

GE的角色
人

技术

气候

流程

重整途径

环境可持续性

昨日经济

借用
购买
燃烧

良好的治理

调动人才

• 基础设施
• 政府更多参与
• 法治
• 责任心
• 人权
• 透明度
•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 教育
• 医疗
• 基本需求
• 就业

创新
• 开放贸易
• 竞争力
• 清洁能源
• 医疗

可持续投资
• 金融监管
• 风险重估
• 碳及其它生态系统
服务市场

社会可持续性

经济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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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的投资。金融服务恢复到之前占据全球经济重要比例

应对危机和经济重启的关键在于要有一套整合的对待企业公民

的水平已不再可能——也不应如此。金融市场作为商业领域

责任的途径。

的循环系统，仍然十分重要，但是必须重启以实现在现实经
济环境中长期的可持续表现。这意味着减少杠杆融资、基本
的风险重估、承担外部事物如温室气体排放责任的能力，以
及重新统一执行责任与长期绩效奖励。
这些途径不可能是万无一失的。但是我们相信对于已经全球化
的社会来说，这些途径代表了社会在重建公众对商业的信心、
继续支持全球化及为不断发展的繁荣创造基石方面，所能做的
最佳投资。除此之外唯一的选项就是自我损耗的保护主义抬
头，这只会扼杀那些可持续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想法和创新。

GE的企业公民责任

GE一直在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的清洁能源、医疗和基础设施领
域对技术和创新进行投资。例如，在GE每年60亿美元的研发投
资中，40亿美元被用于解决可负担的医疗和清洁能源问题。由
此开发的产品和创新，以及我们在教育改革方面的领导力，使
我们在帮助解决全球问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全球化、推动创新、建立关系和发挥自身优势使我们自然而然
地成为全球各地政府的合作伙伴，我们与这些政府一起创造就
业机会、满足需求、管理共同的资源并实现可持续的增长。GE
的技术专长、协作能力和关注关键社会问题使我们自然地成为
展开“绿色”经济复苏的合作伙伴。例如在墨西哥，我们正在

我们的企业公民责任与业务战略是不可分割的。

与政府和其他的权益相关人士合作，促进他们参与墨西哥“清
洁工业”项目。并且，GE正在推动和支持其供应商和租户积极

我们的企业公民责任框架十分简单：赢利，用道德的方式，并

参与该项目的认证。迄今为止，已有五个供应商和一个GE旗下

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框架要求我们用与公司业务战略一致的

的工业园启动了这一流程，此外其他12个供应商已承诺于2009

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创造价值。这一框架不应被理解为攀至

年开始加入。

目标的梯子，而应如同一个鼎互相支持的三个支脚。

我们的战略
我们的战略从过往经验中获取了关键
的优势，并使它们与当下这个全球化
的时代息息相关。

全球化
连接各地
以实现全球规模

推动创新
用技术和内容的创新
引领全球

建立关系
在全球发展客户
和合作伙伴关系

发挥自身优势
充分利用GE的广度、
专长、金融能力和
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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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挑战
外界观点

经济重启后的面貌尚在成形中，而此后各方应负有的责任正在

Sabrina Hope King博士，

世界范围内被共同探讨。在这些地区级、国家级甚至国际间的

纽约教育部课程和职业发展办公室首席研究员

政策研讨中，商榷的主题围绕在我们推进经济复苏的过程中，

应对中学之间的成绩差距

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所得，即谁来付出谁来获益。经济危

“成功的中学”项目耗资3500万美元，是由公众和私
人基金共同资助的，其中包括一个为期五年的、GE基
金会出资1790万美元参与支持的“教育发展未来 TM”

机的紧逼及其大规模影响力让资产、效率和公正这些老生常谈
的话题再次成为尖锐的矛盾所在，它们能带来的变革的机遇也
随之成为焦点。

项目。金博士在谈话中论述了纽约城的学校正在如何

对于GE而言，这些问题并非抽象的原则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

解决中学之间成绩差距问题，以及正在如何创建一个

挑战。我们的创新是否朝向正确的方向？我们是否在努力应用

中学系统来帮助孩子们在更高等的教育和日后的职业

我们的技术来满足人类最迫切的需求？我们在自身和帮助客户

生涯中取得成功。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而助力全球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是否做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king。

我们也正在积极与全球各地的政府、商业联盟，以及民众组织
合作，以确定达成经济可持续复苏的途径。例如，杰夫·伊梅
尔特正服务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此外GE也是
美国气候行动合作伙伴的创始会员。在亚洲，我们正在与政
府、机构以及法律学院共同努力来推进法规。在中国，我们正
在与广东环境、健康与安全（EHS）学会分享我们的最佳实践，
从而提高环境、健康以及安全领域专业技巧的总体水平。

到反应迅速、大刀阔斧？我们是否已尽己所能地做好了准备以
应对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在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

外界观点

Camilla Toulmin,
国际环境与发展学院总监

强健的全球经济的重要性

我们正处于一个独特的历史时代——全球从未如此明
显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点让人不无苦恼。食品、商
品和能源的价格在去年猛涨，这一形势还蔓延到了次

我们继续在世界各地投身于慈善事业，以建设更好的社区。例

级市场，这是全球紧密连接的最好例证。金融危机导

如，GE基金会在2008年拨出近2000万美元用于更好地支持那些

致的数百万人失业不止发生在贫困国家，同样发生在

提供基本生活需求诸如食物、衣物和住处的机构。我们的“发

富裕国家。

展全球健康TM”计划正与非洲、拉丁美洲及亚洲的当地社区、医
疗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共同努力，为乡村医院和诊所提供并安装
可用的设备，此外，还通过培训人们使用、维护和管理这些设
备的能力，来实现设备的长期使用。所以这不仅让我们对所做
的捐赠之意义充满信心，还让我们了解到应该如何去开发技
术，以期满足充满挑战环境中的医疗需求。

迅速发生的转变让一切变得扑朔迷离，仅留给政府、
商业机构和人们短暂的喘息空隙来停下来思考，思考
那些将我们的世界推向破产的潜在力量，以及一向存
在的运营风险。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设计一个适应性更
强的经济体制。我们还不清楚所有的细节，但是我们
要行动起来。大公司通过与政府合力支持这一转变，
而非袖手旁观或阻挡变革，能发挥极大的作用。此
外，我们还需要他们了解如何让适应性在企业战略甚
至更广泛的金融以及其它业务中生根发芽。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toumlin。

10 GE 2008企业公民报告

重塑责任

过程中，我们是否竭尽所能地将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与我们的经
营方式和对社区的投资相结合？我们是否做到了公平、诚信地
对待各方？作为一个在当地和全球运营的公司，我们是否尽到
了应尽的责任？我们是否做到了在执行官、员工、业务合作伙
伴和当地社区之间，公平而有成效地分担风险及分享成果？如

外界观点

Andrew Scott, 
实践行动总监

果答案都是“否”，我们是否有能力找出内部外部那些应当改

气候变化与社会法规

变的信号和框架，并着手努力修正？

在当前的途径下，应对贫穷和环保可持续性已经成为

GE内部价值链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面临着各自的挑战，都必须
让相关重要权益相关人士参与进来，以平衡眼下的迫切需求与
必要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的诉求。经济增长要实现增加人们的资源、
让市场提供人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推动技术革
新解决“技术”难题的发展趋势——这里的“技术”
难题指产量不足、疾病、污染，和自然资源稀缺等。

这份报告以及我们的企业公民责任网站www.ge.com/citizenship

这种途径在过往未能将环境支出考虑在内，也未能阻

诚邀您对我们当前的实践做出评判。但是这些内容仅仅概述了

止贫富差距的加深。世界上最贫穷、最弱势的人们是

GE内部以及更广泛的GE权益相关人士群体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及

受环境变化影响最深的人们，但同时对环境变化负有

辩论，而并未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定论。然而，这些内容提供了

最少的责任，且最不具备应对能力。在我们考虑必要

一个切入点，让我们能够开始为适应性的、可持续的全球经济

的地区行动以使人们适应全球气候变化时，必须将公

重启做出贡献。

正和可持续性原则相结合。这意味着加强这些人对不
断增多的自然灾害的适应性；增强他们适应未来变化
的能力；以及减少贫困和减轻他们在完全无法控制或

外界观点

施加影响的事件上的脆弱性。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scott。

Kumi Naidoo,
世界公民参与联盟荣誉主席

不仅仅是消费者和选民，还是公民

《世界人权宣言》的框架给出了约束人与人之间行为
的要素。该宣言对“社会的每一份子”都有效，因此
这一互相依赖的原则也适用于约束团体之间的关系，
包括商业机构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商业活动只有把对
社区的责任整合到其核心目标设置和运营结构中，才
能够实现其全部的潜能。
任何地区的、国家的乃至全球的业务，都相应地对众
多的社区负有种种责任，例如对业务运营的环境、其
中的政治结构、购买其产品的消费者、业务的次级承
包商和为业务提供劳力的当地社区。现在越来越多的

商业在社区建设中的角色
各项社区指标包括生活质量、社区声誉、生存水平和经
济发展潜力等，对任何公司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考量标
准。公司必须积极参与其中，因为一个公司的劳动资源
和运营优势都将取决于社区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因
此双方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如今，公司的优势将前所
未有地取决于其所在社区的状况。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
communitybuilding。

商业机构在评估它们的价值链，寻找更好地完成其责
任的方法，但让人忧心的是，相对于我们目前面临的
挑战，许多业务领导人做出的回应仍不够有力。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naidoo。

GE 2008企业公民报告 11

一封来自权益相关人士评审团的信

一封来自专家顾问团的信

作为顾问团，我们一直与GE进行着坦诚的探讨，沟通2008年企业公民
报告的进展情况。随着报告范围和评审团权限的扩大，我们的目标已
不仅仅是帮助GE改善其与大众沟通自身影响力的方式，还包括帮助GE
关注其各个业务在应对战略性的社会和环保挑战方面做出的努力。
关键的战略事务

世界某些地区利用超声波技术判断婴儿性别从而有选择地堕

今年，任何公司的头等大事无疑都是如何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

胎）。我们为GE正在履行的人权承诺而喝彩，它维护了GE产品

景下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和

链、工作场所和社区所涉人群的人权。GE已认识到政府在可持

环保问题愈加激化。GE的企业公民报告非常出色，因为它分享

续的经济复苏中担任重要角色，因而评审团鼓励GE在税务管

了公司在金融危机给业务战略和企业公民责任带来的影响方面

理，以及在如何让行动符合其企业公民责任承诺方面开展更具

做出的反思，这些思考颇具广度、坦率而富有远见。GE重申了

体的探讨。

其企业公民责任承诺，及其对“道德的公司才是好公司”信念

关于本报告的反思

的坚持——即使是在经济衰退时期。GE同样专注于重启业务和
全球经济这个挑战，致力于长远的可持续的成功。这一挑战也
是投资人、活动家、咨询师，以及普通公民等所有人共同面对
的挑战。我们鼓励GE在推动“可持续的经济重启”中发挥领导
作用，一方面通过增强金融市场的价值表现，另一方面通过让
投资人和社会群体分担风险及分享成果。
该报告进一步集中体现了GE如何对待能源和气候变化，其中特
别强调了2008年取得的进展，以及更坦诚地认识到现实的困境

评审团肯定了GE对待本报告的方式，在提供富有意义的透明度
和对战略事务的参与上，GE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们尤为高
兴的是，GE公开地回应了评审团对其2007年报告提出的意见。
我们同样欢迎GE继续将外部意见纳入报告，并将其企业公民网
站发展成为一个实时讨论的平台，以探讨公司如何应对现实问
题，并且方便外部权益相关人士和员工做出反馈。
虽然我们未对本报告做出审计或核准，但是我们根据AA1000准
则对其进行了评估：

并就解决方法做出思考。商业活动和社会必须互相协作才能实
现必要的全球减排目标及适应气候变化。我们欢迎GE的专家们

完整性：报告提供的信息广泛，涵盖GE企业公民途径、影响和

召集会谈，共商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及其倡导建立相关政策以

关键绩效数据，更清晰地阐述了GE如何管理企业公民责任，并

鼓励技术革新和转让的承诺。我们注意到，在报告资产投资和

且更加注重权益相关人士的密切参与。

自身生产运营的排放方面，GE表现出了透明度和领导力。但

实质性：报告清晰地展现了业务战略和企业公民之间的联系，

是，基于全球必须对排放进行力减，顾问团特别提出GE应当评

着重强调存在于GE和其权益相关人士之间的“共同重心”，并

估自身产品线中二氧化碳密集的部分，例如石油天然气行业的

思考了金融危机下驱动业务绩效的不同因素。

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含油砂的开发和燃煤发电。

应对性：报告既包含了较长期的承诺，也包含了在某些领域特

去年，评审团鼓励GE在其对有关人权和发展事务已有的深刻理

定的目标，相对于去年报告，在实质和重点影响力领域都取得

解之上，再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今年，评审团对GE付出的更

了明显的进展。对一些意义深刻的基准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报

多努力表示赞赏，这些付出集中在扩大GE的影响范围、尊重和

告的可比性。

支持法规，以及促使消费者负责地使用产品之上（例如反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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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来自权益相关人士评审团的信

• Valdemar de Oliveira Neto

关于专家顾问团
•

Avina公司驻巴西地区代表
• Isabel Hilton

2008年，专家顾问团继续帮助GE提高其企业公民报告的质量，为初
•

中国对话首席执行官及创始人

稿提供了评价、问题和建议，并撰写了这封公开信。顾问团的成员

• Rachel kyte

还对GE的关键事务提出了战略性建议，并参与了GE其它的权益相关
•

国际金融公司商业咨询服务副总裁

人士活动。

• Nick Robins

•

汇丰银行气候变化卓越中心负责人

为答谢顾问团付出的时间和努力，GE根据成员的意愿将谢礼赠予个
人或各自的组织，并负担相关成本花费。在这一年中，顾问团共举

• Salil Tripathi

•

人权和商业研究所政策总监

行了两次会晤，由AccountAbility机构策划、组织和促成。顾问团成
员包括：

在下面的信中，作为由众多个人组成的集体，顾问团表达了该集体
的意见，但并不代表成员各自所在机构的意见。

建议

中获得的见解和知识。我们鼓励GE报告更多关键事务，例如失

评审团期望看到GE在这份报告上不断做出努力。我们特别提出

业、供应链缺失，以及公司为确保尽责地处理这些问题同时支

四个问题，希望能帮助GE改进其企业公民战略，并期待在来年

持经济复苏所做的努力。

的报告中看到对这四个问题的回应。

这些问题很难一概而论，需要在GE内部与权益相关人士展开讨

GE的绩效如何为全球目标做出贡献？评审团鼓励GE找出更多具

论。我们鼓励GE继续在报告上创新，为支持根本性的辨论提供

体、可计量的绩效指标和目标，并报告其绩效是否符合相关的

透明度，并且在更广大的全球企业界展示其领导力。

外部基准及标准。GE尤其应当阐明其对能源和气候的承诺如何
帮助美国和全球实现气候稳定的目标。在地区层面上，在各地
应采取怎样的行动来协助实现全球目标的问题上，GE会如何参
与，有着怎样的考虑。基于公司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绩效，以

来自权益相关人士评审团的信

及去年做出的富有远见的承诺（利用新收集的废弃物指标找出更

在撰写今年的报告时，我们根据去年顾问团的建议做了一些关

多实现进一步减排的机会），我们鼓励GE可以参考温室气体和废

键的修改：

水处理办法来找出一套废弃物减排目标。

• 我们对GE的经营战略、文化、业绩以及相关社会问题上的立

GE的目标和承诺如何在各地实现？今年的报告中，GE通过网站
上“挑战探讨”和“外部观点”版块，增加了报告对各地绩效
的覆盖。对于GE将按照四个区域制作国家情况说明书的承诺，
我们表示欢迎，并期待看到更多国家级别的绩效数据，以及区
域权益相关人士的参与和对公共政策的倡议。

场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 我们更广泛地覆盖了人权问题，特别是我们在推动法规和水资

源问题上付出的努力，以及与客户进行的更多沟通。
• 我们视医疗机会为首要关注问题，同时关注清洁水的供应和综

合能源解决方案。
• 我们改进了“绿色创想”报告，并承诺在GE业务范围内继续

开发综合能源解决方案。

GE如何贯彻深植于其运营中的企业公民责任？我们鼓励GE继续
加强薪酬制度的贯彻，上到CEO和董事会，下到员工，以展示企
业公民责任和公司奖励机制之间的关系。

• 我们在网站上拓展了对不同地区的业绩和挑战的覆盖，并且将

在2009年公布我们在4个重点国家的业绩情况说明书。
在这一报告周期，我们并没有采纳顾问团提出的所有建议，这
主要由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导致。但是我们将继续在顾问团提

GE如何负责任地管理其对经济的影响力？我们明白在经济危机

出的实质性问题上进行探索。我们期待在来年，与权益相关人

的时刻出具报告有一定的难度，但在这困难的时期GE仍在努力

士商讨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将变得更加重要。

兑现其对企业公民责任的承诺，因而我们很期待看到在这一年

真诚的，
Robert L. Corcoran
GE公司副总裁，
企业公民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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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来自Brackett Denniston和Bob Corcoran的信

GE人将充满想象力的想法转化成为领先的产品，帮助解决世界上最棘
手的问题。我们对待企业公民责任的方式对于我们的业务来说，并非
仅仅是锦上添花，而是我们在全球运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的
企业公民责任重心帮助我们达成业务目标，而我们的商业活动和目标
则体现了我们如何影响周围的人们和环境。
这意味着GE的企业公民责任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已经融入了

•

加速创新。金融危机不应阻挡对清洁能源技术和缓解及适应

我们确定投资和产品开发重点的决策过程中；我们与客户、供

气候变化技术的开发。我们计划在2010年之前将我们在低排

应商和地方社区的互动中；以及我们思考业务挑战和机遇的方

放、高效率科技上的投资增加至15亿美元，并继续支持要求

式中。

出台公正透明的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法规的呼声。GE在清洁能
源和医疗领域的投入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各地政府的合

GE致力于可持续的增长。我们共同的成功取决于不断为通向重

作伙伴，共同致力于投资更环保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从而刺激

启后可持续世界的道路打下坚实的路基：

经济生产力、满足基本需求并创造就业机会。
•

强有力的政府。我们正与世界各地的政府密切合作，以明确
GE以何种方式更好地帮助全球实现经济复苏，是通过能力建

•

新的能力，并动员各种人才——尽管当前很多公司都在裁员。

设，还是让GE的人去培训、引导及参与全球领先论坛，亦或

为了协调保有经济竞争力所需的机动性和员工及其家人所需的

通过投资和成立合资企业来刺激全球经济。我们支持建立有关

安全感之间的矛盾，我们帮助员工调动到新的岗位，并在我们

责任心和透明度的框架，以及公开、公正和有力的执法。这些

工作的任何地方更广泛地提倡教育、人权以及法规。

因素促进我们自身的公司治理，并加强我们与政府、公民社会
和商业伙伴的关系。

人才动员。想要在困难时期扭转经济局面，需要维护和建设

•

可持续投资。GE仍然是公司、消费者和各种项目重要的信贷
资源。我们承诺提供公平信贷，并在各地都施行了公平信贷标
准。通过立足于所知、所有和所管理，以及为在整个周期中持
有资产做好准备，我们继续提供贷款，以支持长期客户在医
疗、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2009年将充满挑战，在来年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我们还将面临
诸多艰难抉择。报告中的卓越运营和主旨探讨版块突出了我们
将如何应对的具体内容。
我们反复审视自己的承诺并调整重点，这让与权益相关人士的公
开互动变得极为关键。我们将和客户、供应商以及其他权益相关
人士一同解决社会问题，管理共同资源并创造可持续的增长。
真诚的，

Brackett B. Denniston III
GE公司高级副总裁
兼法律总顾问

Robert L. Corcoran
GE公司副总裁，
企业公民责任

GE企业公民责任的承诺及要点

要点
公司业绩：2008年销售收入增长6%，达到1830亿美元，而持续

健康创想

运营利润下降了19%，为181亿美元。

2009年5月，GE推出“健康创想”计划，承诺投入60亿美元用

人权：

务。接下来的6年，GE将在医疗创新方面投入30亿美元，以期

•

过去的一年我们发表了《人权原则宣言》的执行程序。

为更多的人带去更好、更低价的医疗服务。公司将投入20亿

•

2008年秋天，GE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确认，GE将支持关于

医疗信息技术，及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医疗事业。基于“健康创

人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和反腐败的10条全球契约准则。

想”，GE将在2015年之前：

于医疗创新，以通过更低的成本向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

美元用于融资，10亿美元用于相关的GE技术和内容，以推动

权益相关人士顾问团：除对报告流程做出反馈之外，我们扩大
了权益相关人士顾问团的参与范围。
节水目标：2008年5月，GE宣布了制造运营的全球节水目标——
以2006年为基准在2012年之前实现节水20%。2008年，我们的

• 投资30亿美元用于开发至少100项能够降低15%的医疗成本、

增加15%的医疗机会，并提高医疗质量的创新技术。公司还将
通过应用其服务专长以及一系列绩效改善工具来扩大在这些领
域的影响力。这些举动将加强GE医疗集团的业务模式。
• 与合作伙伴一起，将创新重点放在四项关键需求上：加速医

用水量在2006年的基准上增加了0.2%，为了实现节水目标，我

疗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开发更多可负担的高科技产品；扩大

们制定了一系列方案。

贫困地区的医疗机会；支持消费者导向型的医疗。
• 通过建造新型“健康工作场所”项目，为员工健康做出更多

新兴市场的产品创新：我们开发了一系列满足新兴市场需求的
解决方案，涉及医疗、水处理和能源领域。
“绿色创想”：“绿色创想”产品收入从2007年的140亿美元增
加到了2008年的170亿美元，占2008年GE产品收入的25%。

努力，同时确保成本增长低于通货膨胀率。
• 增加医疗上的收入与支出间的价值差，为GE的股东创造新的

价值。
• 及时报告进展情况。GE将邀请行业政策专家创建一个由美国

前参议员Bill Frist、Tom Daschle以及其他全球医疗行业意见

温室气体减排及节能：2008年，公司在2004年的基准上降低了

领袖组成的GE健康咨询委员会，报告进展情况。“健康创

13%的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和能源强度与2004年相比分别

想”将调动GE旗下各业务集团的能力，包括GE医疗、GE金

减少了41%和37%。公司由此实现了“绿色创想”的三个目标之

融、GE水处理、NBC环球、GE全球研究中心，以及GE基金会

一——在2008年之前将温室气体降低30%。其它两个目标将在

（GE的慈善机构）等。同时，GE将及时报告项目的进展，这

2012年之前实现。

包括明年的企业公民报告。
了解更多“健康创想”信息，请访问：www.healthymagina-

报告：2007-2008年度GE企业公民报告在北美Ceres-ACCA年度可

tion.com。

持续报告奖上获得“最佳可持续报告奖”。
全球化：GE在美国以外的业务占比从2002年的25%增长到2008年

了解更多GE企业公民责任承诺及进展，请访问：www.ge.com/

的53%。GE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业务收入超过了970亿美元。

citizenship/commitments。

公共政策：我们提供GE强力支持法律制定以及法律机关的大量
具体内容，涉及的方面包括法律和执法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反腐败、独立司法、公平性以及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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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及要点

我们承诺每年都会回顾GE在企业公民责任上取得的进展。
以下总结了我们基于2008年承诺取得的进展。

卓越运营
2008年承诺
参与

• 详细回顾督察员流程。

• 继续开展与多方权益相关人士的对话，并

使更多的GE业务领导者参与其中。
• 使权益相关人士评审团的参与不局限于本

报告，请他们及时给出对企业公民责任项
目的反馈。
• 为客户参与流程提供更多条件。

公共政策
• 为公共政策对话做出贡献，针对重要政策

环境、健康与安全
• 继续关注保持和加强GE的环境、健康与安

全指标。
• 继续推进公司减少用水量行动。

问题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
• 支持为确定下一代公共政策事务做出的努

力，开发并提议应对政策事务的全新解决
方案。

• 继续关注监管变化。

• 构建关键权益相关人士间的建设性对话。

• 继续强调GE对补救责任的履行。

• 进一步加强公共政策对话以塑造并支持GE

诚信经营与公司治理

• 开始疏浚哈得逊河（定于2009年春）。

• 继续按地区和事件提供督察员数据。

•

• 报告诚信监管流程的进展。

的参与。
• 参加法治领导力活动，包括2008 ABA维

也纳论坛及法治指数。

2008年进展
参与

2008年调查案已完成，平均结案时间为49

• 废气减少44%，溢油减少20%。

• 举办/赞助了关于能源、气候变化、人权以

天，比去年的45天有所延长，展示了严格

• GE的运营赢得来自政府和客户的650项环

及水问题的全球集会。
• 除对报告流程给予反馈外，扩展了权益相

关人士的参与范围。

的调查管理流程。
• 按地域分布的调查结果：美国和加拿大

55%，欧洲17%，亚洲15%，拉丁美洲

境、健康与安全杰出绩效认可。
• 加入了美国环境保护署的纳米材料管理

计划。

13%。
诚信经营与公司治理
• 诚信督察员程序使用的增加表明领导者已

经建立了正确的诚信文化，创造了一个鼓
励员工毫无顾虑地提出问题和疑虑的环境。
• 加强了诚信领导力培训，包含了一个创造

开放的报告环境的版块，以及一个如何恰

• 将诚信督察员培训从讲师教导转变为在

线自修课程。自从电子课程上线以来，
已有117名诚信督察员完成了学习。在上

疗政策改革和医疗机会做出贡献。

线之前，129名诚信督察员完成了讲师指
导课程。2008年共有246名诚信督察员

• 继续参与并支持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

完成课程。

• 继续支持公平贸易政策，包括多哈回合的

商谈和多种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外，制作了一份“处理诚信顾虑的领导力

环境、健康与安全

手册”，并翻译成12种语言发布在诚信网

• 员工受伤率减少了12%。

站上。

• 在14个国家增加了29个自愿保护计划明星

行的调查，到2009年5月1日为止，98%的

• 与多家患者权利组织合作，为促进多国医

• 在越南资助了ABA法规计划。

当地接收和回应员工诚信疑虑的版块。另

• 及时向诚信督察员报告对其提出的疑虑进

公共政策

• 发表关于多种问题的政策立场，包括能

源、医疗和贸易。

工厂，继续成为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
局资源保护项目最大参与者。

2009年前进目标
参与

环境、健康与安全

公共政策

• 继续参与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

• 报告2009年5月开始的哈德孙河疏浚工作

• 支持采用加强全球经济及全球贸易系统的

• 不断加强与商业和人权机构，以及类似项目

机构的联系。
• 提供四个关键地区的企业公民责任情况说

明书。

进展。
• 将员工受伤率降低19%。

• 倡议鼓励科技创新的公共政策。

• 增加新的全球自愿保护计划明星工厂，继

• 支持法律法规，尤其在强有力的法律约束

续成为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资源保
护项目最大参与者。

诚信经营与公司治理

• 减少33%废水排放和溢油。

• 继续按地区和事件提供诚信督察员数据。

• 继续将环境、健康与安全标准整合到新收

• 继续评估和改进公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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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

购公司中。

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发展中国家。
• 支持全面的医疗改革。

承诺及要点

金融市场
2008年承诺
产品及服务
• 分享在尽责借贷方面取得的成绩。

• 回顾与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其他参与新兴市

场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合作。

2008年进展
产品及服务

• 发展了项目融资的个案研究。

• 总览了GE在金融危机下的行动。

• 完成了16个GE消费者金融平台的公司审

• 总结了与主权财富基金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 总结了GE在全球经济危机下的价值链。

计，以监督公平信贷标准的执行。

• 在年度Session D（全球诚信报告）报告中

包含了公平信贷的部分。
• “认证”并坚持公平信贷。

• 推出季度公平信贷标准，以监督各业务集

团公平信贷的业绩。

2009年前进目标
• 继续公开GE金融服务的业务。

能源和气候变化
2008年承诺
产品及服务

环境、健康与安全

公共政策

• 继续扩展“绿色创想”的产品及服务。

• 继续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改进效率。

• 继续关注监管变化。

• 继续增加对“绿色创想”研发的投入。

• 达到第一个“绿色创想”目标，在2008年

• 继续对能源政策变革的承诺。

• 继续推进兑现“绿色创想”承诺。

之前降低30%的温室气体强度。
• 减少用水。

2008年进展
环境、健康与安全
• 与2004年基准相比降低了13%的温室气体

排放。
• 与2004年基准相比分别降低了41%的温室

气体强度和37%的能源强度。

• 在GE业务范围内的主要工厂实行了一系

列“第二轮能源寻宝活动”以关注温室气

产品及服务
• 重新总结了“绿色创想”相关产品。

体的减少。
• 2007年，为46个工厂颁发了eCO2奖，以表

彰它们成功降低5%的温室气体排放（与

公共政策
• 发表了GE关于能源政策的声明。

2004年基准相比）。

2009年前进目标
产品及服务

环境、健康与安全

公共政策

• 继续扩展“绿色创想”的产品及服务。

• 继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能源强度。

• 介绍GE如何参与政府与可再生能源有关的

• 继续增加对“绿色创想”研发的投入。

• 减少用水。

• 继续推进兑现“绿色创想”承诺。

经济刺激项目。
• 继续关注监管变化。
• 继续对能源政策变化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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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及要点

新兴市场
2008年承诺
环境、健康与安全
• 继续关注新兴市场的环境、健康与安全能

力建设。

• 在GE有大量供应商的地区继续支持环境、

健康与安全的能力建设，包括与其他权益
相关人士合作以促进对墨西哥清洁工厂项
目的参与，以及在中国广东为环境、健康

供应商

与安全专家提供继续教育项目。

• 回顾项目的成果与挑战，从供应链审查项

• 将“发展全球健康”项目扩展至拉丁美洲

和亚洲。
• 将“发展未来”项目扩展到其它美国学校

系统中。
• 总结全球教育和公共政策项目。

目和外部权益相关人士的回馈中总结出趋

人权

势，以找出潜在的项目优化办法。

• 为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制作沟通材料，让

• 从对GE供应商的评估中获取经验，评估基

社区和慈善事业

他们了解GE对待人权的方式。

于对结社自由的尊重及禁止歧视和骚扰。

2008年进展
环境、健康与安全
• 总结在中国的环境、健康与安全培训中心

• 继续支持墨西哥清洁工业项目和广东环

境、健康与安全培训中心。
人权
• 发表了《人权原则声明》的执行程序。

供应商
• GE与供应项目专家召开了“专家峰会”来

审视当前获得的经验。根据BSR和其它公

• 为审计员和采购业务合作伙伴开发了内部

培训材料。
• 开发了用于出版的人权问题个案研究。

司的建议，我们决定要求供应商利用管理
系统找出解决办法。

的升级。
• 将“教育发展未来”项目扩展至纽约，监

项目。
• 报告墨西哥参与PROFEPA的最新进展。

两所医院的升级，在非洲完成了五所医院

社区和慈善事业

• 发现在2008年被评估的供应商中，约25%

• 2008年在亚洲完成了第一个“发展全球健

需要采取特定的尊重集会自由、禁止歧视

康”项目下的医院升级，在拉丁美洲完成

督五个参与项目的学区的进展。
• 在路易斯维尔、斯坦福和辛辛那提学区的

数学和科学教育方面获得进展，通过GE带
头的项目节省了超过1370万美元。
• 推出GE基金会投资2000万美元的食物与住

所项目以满足经济危机造成的需求。
• 总结了GE基金会资助的全球教育和公共政

策项目。

和骚扰的政策和程序。

2009年前进目标
供应商

人权

• 在当前经济低迷的环境下维持GE坚实的供

• 为有可能面临人权问题的员工开发教育

应基础。
• 引进管理系统评分系统，分析结果，并做

材料。
• 实行人权执行程序。

• 继续监督“教育发展未来”项目在各校区

的进展，开发州级和国家级的政策，并倡
议制定相关战略，制定有关美国教育的GE/
GE基金会意见书。
• 从GE基金会拨款2000万美元支持提供食物

适当的项目调整。
• 继续以培训和其它方式支持供应商。

社区和慈善事业

• 继续致力于能力建设，例如支持广东环

• 在拉丁美洲完成“发展全球健康”项目两

和住所的机构，以应对经济危机。
• 继续在2009年贡献100万个志愿者小时

境、健康与安全培训中心和墨西哥清洁工

所医院的升级，将项目扩展到亚洲，并在

数，增加参与志愿者活动的GE员工人数，

业项目；在全球寻找其它机会。

非洲升级更多医院。

继续在志愿者项目中注重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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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及要点

人口统计
2008年承诺
员工

客户

产品及服务

• 提供GE意见调查各项行动的最新进展。

• 举例说明GE在参与商业的过程中，对其价

• 继续在“绿色创想”承诺上取得进步并回

• 总结在美国以外地区的培训和发展上付出

的努力。

值链有着怎样的影响和互动。
•

•

•
•

•
•
•

顾成果。
• 报告在新兴市场为当地开发产品和服务方

面的进展。
• 介绍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的GE产品使用

情况。
• 介绍研发创新的进展，包括可再生能源和

产品寿命周期的信息。

2008年进展
员工

客户

产品及服务

• 重新设计了绩效评估流程，以期让员工更明

• 呈现了关于金融服务和GE航空在巴西

• 总结了北京2008奥运会留下的奥运产品

晰地了解GE对员工的业绩期待和对他们进

Celma厂的价值链讨论。

遗产。
• 对GE研发中心的生命周期研究进行了新的

步的反馈，以及丰富有关职业生涯的探讨。
• 分析了GE意见调查结果，制定了详细的行

总结。

动计划，填补了发现的缺口。
• 增加对在美国之外进行的培训和发展的

报告。

2009年前进目标
员工

客户

产品及服务

• 进一步改进GE的绩效评估程序，继续推动

• 提供客户对健康创想的参与情况。

• 总结GE如何在发达世界为新兴市场开发

员工对业绩评估标准的理解，对个人成长

•

和职业发展的见解，以及针对他们的职业

•

发展机会。

•

• 在2009年夏天计划实行2010年GE意见

调查。

•
•
•

产品。
• 在分子医学领域取得新的突破，以加速实

现GE健康创想计划的愿景。
• 介绍“医疗再想象”计划的进展，以及新

兴市场的绩效技术。
• 继续推进健康创想计划。

了解2008年承诺的进展情况，请访问www.ge.com/citizenship网页的主旨探讨和关键绩效数据版块。

GE 2008企业公民报告 19

战略重点与承诺

企业公民责任不仅仅是避免做造成
损害的事，还包括积极主动地去了
解如何做有益的事，并在这一过程
中寻求价值最大化。

确定企业公民报告的涵盖范围
这份报告旨在全面展示GE影响力的范围。我们把内容限定在我
们的企业公民框架、领导力领域和业务主旨上，以展现企业公
民领域的机遇和挑战是如何与我们的业务战略直接相系的。
为了应对我们的社区所面临的艰巨挑战，我们把GE长久以来的
创新精神和独特能力，与我们对尽责领导和卓越运营的承诺结
合在了一起。
去年，我们介绍了一套企业公民责任标准，以帮助我们探究和
沟通共同的重心，在这些重点领域中，广泛的社会机遇和挑战
与我们的业务战略达成了一致。这一实践帮助我们确定了重要
的企业公民责任主旨，促进了我们与权益相关人士之间的探
讨，并改善了今年对业绩的报告。
我们的基本承诺，以及我们对气候变化等事务的认知仍然稳列
于我们的议程之上。但同时，我们必须对新兴的事务和挑战做
出回应，尤其是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因此，GE与
AccountAbility展开合作，分析金融危机对贯穿整个GE价值连的
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举措为今年报告的
撰写提供了帮助，还将被用于监测2009年的行动。分析的摘要
可在报告的“重塑责任”版块（第7页）查阅。

企业公民责任标准
高

共同的重心
市场回报

于
社
会
之
重
要
性

基本需求

客户参与

人权

监管

可持续的健康
资产流动性及创始

供应链基础设施
能力建设

法治

全球协调

整合的能源解决方案

低

高

于商业之重要性
企业公民报告中
涉及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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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和气候变化

人口统计学

增长市场

金融市场

报告的主旨版块阐明了一些共同的重心和面临的挑战正如何随

的业务目标与之保持一致。2008年，我们继续按照承诺，与全

着时间逐渐发生改变，这在当今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尤为明显。

球各种各样的权益相关人士进行了公开而持续的对话，这些权

它们体现了我们正在如何对责任进行重塑，从而为经济复苏做

益相关人士包括了政府代表、非政府组织人士、行业和金融分

出贡献；也体现了这些变化对兑现承诺和实现未来新目标的行

析家、环境保护组织、媒体、客户、社区领导者和员工。相关

动进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信息请访问www.ge.com/citizenship/perspectives 。

以企业公民责任标准为出发点，我们会继续在全公司范围内评

GE将权益相关人士、意见领袖和GE执行官们召集在一起展开有

估公司的重心。这项工作已由GE医疗和GE消费者金融在2007年

关各种挑战的讨论。借这些宝贵的机会，我们得以学习、推动

展开，NBC环球也将在2009年加入进来。这一流程是与“企业

创新、收集建议和反馈，进而改进公司在全球及各地企业公民

社会责任组织（BSR）”合作进行设计和管理的，但内容的最终

责任战略事务上的政策和方法。自2006年起，我们在欧洲、亚

决定权由GE所有。由此流程得出的企业公民责任重心在“GE在

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召集了各种主题的集会，对改进企业公

全球”版块（第4页）中有具体说明。

民责任政策和活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了解更多关于报告过程的讨论，请访问www.ge.com/citizenship/reportingprocess

决策与合作
在GE，我们视全球金融危机为一个机遇。它打开了创新的大
门，让我们能用创新来同时满足短期需求和长期考量。这样的
时刻更加体现出共同参与和战略结盟的重要性。在各个领域与
领先的机构展开合作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诸如气候变化、人

外界观点

Ricardo Young Silva,
校风研究所董事会长

两个危机和一个乌托邦：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权、包容性发展和健康等问题带来的挑战。我们将企业公民与
业务战略整合于一体的做法就体现于我们自上而下贯穿全公司
的企业公民责任管理方式。GE董事会负责监督这种管理方式是
否给股东和其他的权益相关人士带来了利益。这些事务在董事
会及其委员会看来，是危机管理，是外部环境、社会和监管挑
战，也是全球的趋势。

我们正在同时经历两场危机，仅仅在于强度和时限有
所不同。这两场危机打开了争论乌托邦的时间和空
间。实际上，我们正在讨论限定新的个体自由的范
畴，因为无论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个体自由必
将受到全球变暖的约束。消费行为必须被视为一种公
民责任的行为。因此，公司必须加强与权益相关人士

同时，我们还认识到了与各种各样的权益相关人士互动，了解

对话的能力，并将社会的需要整合入公司的战略中。

他们真实想法的重要性。GE与权益相关人士之间的对话使我们
能够接触到新的观点，并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顾虑，从而使我们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silva。

外界观点

Charles Moore,
鼓励企业慈善委员会执行理事

企业与社会的合约

公司与社会的互动可以分三个层次展开。最基本的层
次是企业必须做什么，例如纳税；中级层次是企业应
该做什么，例如顾及员工利益和保护环境；最高层次
则是企业能做什么，这一“前线”地带正是企业发挥
其创新性与社区结成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对社会的可
持续性进行投资的地带。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mo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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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重点与承诺

右边的方块展示了GE在2008年参与巴西各项事务获得的见解。
企业公民责任网站上的主旨讨论和特色版块中，提供了更多GE

来自GE2008年权益相关人士集会的见解

在2008年与权益相关人士共同商讨应对某些特定挑战的信息。

2008年，GE在巴西召开会议讨论在提供清洁水和清洁能源方
面，开发利用生物质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时遇到的困难，及其解

我们早已将与权益相关人士的对话从单纯的公司会议室会谈，
扩展到了在全球各地展开。如此大量的重要反馈和信息是如何
经筛选传递给决策者们？我们如何保证积极回应权益相关人士
的顾虑？
在公司层面，有三个主要团体负责对企业公民责任进行决策，
并听取权益相关人士的想法：
•

GE董事会公共责任委员会，由前参议员Sam Nunn领导，首席
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也参与其中。委员会监督GE在影响投
资者和GE权益相关人士的企业公民责任和重要公共事务上采

决办法。
这些探讨为GE和参与的权益相关人士揭示了新的可能性。由
此，我们将：
• 探索将GE技术供应给寻求开发和交付生物质能源解决方案的

小型企业的机会。
• 提供更多低收入消费者可负担且能买到的产品和服务。
• 充分利用与权益相关人士对话的成果推进研发和创新进程。

作为巴西集会的特别成果，GE邀请了一些专家组成顾问团，与
GE共同推进开发最实用的生物质技术，从而支持社会发展。

取的立场。更多关于公共责任委员会的信息，请访问www.
ge.com/governance/committees
•

企业公民责任执行顾问委员会（CEA）由5名GE高级执行官组
成：全球高级副总裁兼法律总顾问Brackett Denniston；负责
企业公民责任的副总裁Bob Corcoran；企业传播与公共关系
常务总监Gary Sheffer；负责环境项目的副总裁Ann Klee；以
及负责“绿色创想”的副总裁史蒂夫·福莱德。委员们定期会
面讨论权益相关人士的反馈，以及企业公民责任项目中的重要
事务，以确保采取了恰当的行动及配置了合理的资源。

•

员工观点

Karan Bhatia,
GE副总裁，GE国际法律与政策高级法律顾问

在GE所在地区推进法治

企业执行委员会（CEC）集合了40名包括各业务集团首席执行

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支持法治对其业务有许多益处。

官的GE高层领导人，以讨论公司在战略和业绩上取得的进

法治可以促进形成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主要出口

展，分享最佳实践，并在必要时评估企业公民责任项目。

市场推进稳定、持久的经济增长。法治带来的可预见

企业公民事务既直接又间接地关系到GE更广泛的决策制定。

性让企业管理者可以预见商业需求和限制。法治还帮

社会事务作为我们“增长计划书”的一部分与业务发展直接

助创造让跨国企业从道义和道德上都感到自如的运营

相关。而环境、社会和监管事务被整合到一系列循环的流程

环境。

中，包括员工个人评估、业务诚信和环境评估，以及健康与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bhatia。

安全评估。
要想成功，这些事务必须被作为必要元素整合入战略、规划和
执行之中。
企业公民报告对我们的关键战略事务进行年终总结，包括我们
对这些事务的回应，以及我们依据权益相关人士的意见所取得
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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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重点与承诺

阐释参与如何与学习和决策相连接
对话
地区集会
顾问团
“绿色创想”顾问委员会
指标/排名
调查
投资人疑问
员工亲和团体
合作伙伴关系
会员

进行中的回顾
企业公民责任
执行顾问委员会
（季度战略回顾）

运营委员会
多样化
人力资源
运营的
商业的
诚信
环境、健康与安全
风险

公共责任委员会
（勘漏，2008年进行了三次）
企业执行委员会
（对战略和绩效进行季度
进展回顾）

在当地和全球都很活跃

不断开展的企业公民项目
一月

战略部署——
关键运营里程碑

二月

三月

四月

Session D
（诚信）

五月

六月

Session C
（组织机构）

关注商业教育的企业公民责任

七月

八月

增长计划书
（战略）

九月

十月

Session E
（环境、健康与安全）

十一月

十二月

运营计划

外界观点

对环境和社会问题越来越强的认知正影响着公司、政
府、非营利组织甚至商科学校的行动。在全世界的课堂
上，学生们都呼吁对领导力的学习，从而让他们能够应
对在当今复杂的商业世界中，将会面临的种种挑战。对
于商科研究所来说，这意味着在所有的课程中渗透企业
公民责任的内容，以帮助学生们规范行为。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
businesseducation。

Carolyn Woo,
圣母大学商学院院长

推进商学院的道德教育

在圣母大学，作为该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Woo博士
致力于研究企业公民责任在教学中与实际商业世界中
的脱离。该学院近期与GE通力合作，邀请了一些GE企
业公民责任团队的成员来到学校，针对新兴市场中的
企业公民责任展开了专题讨论。Woo博士讨论了随着
全球企业公民责任的变化，圣母大学商学院和其它学
院在自身企业公民责任课程设置上面临的改变。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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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运营

GE对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的追求与其

信文化使我们的付出更有成效。为了促进开放和坦诚的沟通，
我们在全公司拥有约600名督察员，他们作为独立的信息来源渠

对成为杰出运营公司的追求相辅相

道，提出对诚信和合规的疑虑。我们对总监、顾问、代理商和
独立承包人的诚信标准毫无二致。

成。杰出的运营包括坚定不移的诚信

GE不断地在生产力、流程控制、六西格玛，精益和新技术上付

经营，优秀的公司治理和透明度。

出努力。同时，GE不断地为其员工投资，每年在培训上投入12

GE认为在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形势下，继续履行和展示我们对运营

问题的能力，并创造出长期的业务价值。

责任的承诺变得更为重要。我们的承诺是无条件的，它深植于我

达成企业公民绩效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员工，他们重于一切，他

们的核心价值观中，以及我们对GE诚信、道德和合规文化的遵守

们的资源、能力和对执行力的执着推动着我们的项目。GE人和

中。这些承诺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调整自身以继续增长。

GE运营能力的结合将在经济和效能方面产生不容忽视的收益；

GE自2007年起就已经在全公司开展了名为“卓越监管”的项

在某些案例中，产生的收益甚至能超越我们业已宏伟的目标。

目。该项目强调了业务领导人在诚信监管中的角色，并且已在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教育发展未来TM”项目，一个旨在改善美国

全公司内确立了一套通用的管理监管风险的流程。

数学和科学课程，同时增强学区管理能力的企业公民项目。为

支持公司行动的坚实基础是我们优秀的企业治理能力。从独立

了提高学区的效率，我们的员工在这些学区应用了如六西格玛

的董事会，到各种政策、流程、培训和沟通，我们无不坚守着

等流程，提供培训以确保取得长期的成功。在辛辛那提，我们

对透明和诚信的承诺。

的一个员工贡献了其在设施管理方面的专长，帮助学校在初始

亿美元。对质量和绩效的追求增强了我们应对世界上最具挑战

资金之外节省了超过1250万美元。
我们期待员工遵守诚信，这一期待不存在任何妥协，并明确写
在我们的政策“诚信与宣言”中——该政策要求员工遵守有关
重要事务的法律和政策，例如维护金融诚信以及避免利益冲

员工观点

突。这一诚信政策被翻译成31种语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员工，
使得每个人都成为遵守诚信的一份子。通过要求员工提出任何
有关诚信的疑虑，以及禁止对举报打击报复，我们强有力的诚

Josie Jardim,
GE拉丁美洲法律总顾问

GE巴西对社区的影响

作为一个巴西人，对我来说，使更多的公司能像GE一
样以严格的流程和诚信标准来运作这点很重要。建立
名誉需要长期的努力，并且成果源自细微的积累。我
们工作的一部分是影响我们所在社区的名誉。因为我
们有强大的流程，我们努力去支持我们所在的社区，
让它们也支持这些标准。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jard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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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始终如一地致力于理解和应对各种对我们业务产生影响的社

的医疗服务。项目已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并让我们

会事务。相应地，我们寻求不断更新我们对GE业务如何影响社

更好地理解了如何在这些市场中开发新品。我们已经将所学用

会的理解。作为一个公司，我们有责任应对世界的现实问题，

于实践，并专门为几个新兴市场提供了技术，以协助创建医疗

而作为一个全球公民，通过我们的行动对世界做出贡献是我们

技术的价值体系。

的荣誉。

外界观点
外界观点

Philip A. Armstrong,
全球公司治理论坛负责人

Kevin Moss,

良好的企业公民

英国电信全球服务部美洲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

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已经让人们开始质疑战后资本市场

指标在企业责任中的角色

赖以发展的一些基础法则，包括保护投资人的规定、

在某些闻名的业务败笔背后，都有一些确凿的业务案

金融机构赖以渡过难关的资本充裕性、风险规避的衍

例——或许在一些案例中，指标被用于指导决定而非

生品、政府提供资产流动性，以及作为股东利益守护

起到知会作用。当从企业责任的角度看待问题时，这

者的董事会所扮演的角色。金融浪潮退去之后，被最

一两难的境地就更加被放大。我们必须有能力利用充

强劲的牛市蒙蔽双眼或迷惑的人们开始看到诸多问

分而合理的论证，来解释企业公民责任项目对业务本

题。非理性的股市狂欢让人们过于激动，尽管大家都

身和社区产生的益处。并且，要想保持与主流业务的

清楚这一切将不可避免地结束，并且一旦结束，产生

相关性，我们要能够用同一套量化主流业务的工具来

的后果将与大萧条期间同样严重。

分析这些益处，包括投资回报。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armstrong。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moss。

我们减少用水量的承诺就是其中一个在保护环境的同时，直接
改善我们自身绩效的项目。为了给这一贯穿于全公司的项目设
定参数，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在全球每个GE业务中收集耗水数
据。之后，我们把GE水处理业务的创新节水技术应用于耗水最
多的工厂中。

GE航空集团在巴西的最佳实践
当一家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开办制造工厂，它就有可
能对周围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身处这些新兴市场当
中，富有责任心的公司会在员工发展上投资、会与地

我们与公共政策制定者和权益相关者的密切沟通，加上我们内

方和国家政府发展积极友好的关系、还会帮助提高环

部人权和环境、健康与安全诚信系统，使得我们成为一个不断

境、健康与安全标准，同时强化整个供应链的标准。

进步的公司。我们的文化进一步加快了我们的脚步。通过把最

巴西彼得罗波利斯的GE Celma飞机引擎制造厂与当地

好的运营流程——人力资源、信息技术、数据收集和指标，应
用于我们的企业公民项目，我们得以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做出
回应，促进并充实我们业务和企业公民的影响力。
企业公民项目同时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创新提供了机会，例

的关系就是一个企业通过自身行动为新兴市场带去有
益影响的典范。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
aviationbrazil。

如“发展全球健康TM”项目。这一GE企业公民的标杆项目整合了
我们的产品、专长和尽职的员工，以努力帮助改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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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
退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影响范围极广。2007年的
资产流动性挑战演变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体系
崩溃，并使全球大多数地区进入经济萧条时期。

新的全球现状
据预测，2009年的世界贸易额将下降约2.1个百分点，如此
的跌幅是1982年以来的第一次。
信息来源：世界银行
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影响2015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实
现，并且使企业发展陷入紧迫境地。
信息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金融危机将在未来两年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造成影响，具体表
现为出口额锐减、价格降低、国内需求减缓、汇款额及外商
投资额下降、金融渠道减少，以及财政收入收缩。2009年，
发展中国家增长率预计将从2006-2007年的平均8.1%下降至
1.6%。
信息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事实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都无法避免日
益扩大的金融危机的冲击。
信息来源：世界银行

在全球，对于大型商业和公司的信任度正处于历史最低点。金

GE金融集团为企业、消费者，为航空、医疗、运输及能源等行

融丑闻、财富和就业保障的坍塌，已经引起了愤怒、挫败感和

业的项目提供流动资本。我们正在重新调整我们的金融服务业

个人困境。极有可能，金融危机还将相当程度地妨碍可持续性

务，以使其更精简、更稳定，并与GE工业业务的核心更加紧密

发展的进程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相连。我们已经于2009年第一季度将我们的债权转股权比率从

各国政府已经行动起来，不仅作为监管者，还作为行业政策的
倡议者、金融家和业务合作伙伴，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8:1降为7:1。我们的借贷业务将继续以我们的所知、所有、和所
管理为支撑点，以我们的标准承保，担保品来保障安全，并注
重长期效益。在参与项目融资时，我们将继续帮助客户管理社

世界各国领导人都面临着加强法规、监管机构和企业诚信系统

会与环境影响，并利用我们的专长评估与降低环境风险。

的挑战，这些是金融市场、全球贸易及竞争的基础。但改革绝
不能抛开全球化而拥抱保护主义。促使全球经济恢复的解决方
案在于更强的竞争力，而非孤立。一个强大的国际贸易体系非

外界观点

常重要，而同样重要的还有持续的经济自由和增长。
与此同时，自由化并不意味着规则欠缺。全球贸易必须公平，有
明确的产权、透明的市场、基本的国际劳工和环境标准。对企业
和政府诚信、责任心和透明运营的需求和机会从未比现在更大。

Tom Syer,
钚电力公司第一民族与企业关系总监

尊重原住民的权利

在我们公有土地的范围内，英属哥伦比亚省与当地的

至关重要的是，在重建信心、资产流动性和透明度的过程中，

第一民族仅约定有少量的条款。同时，我们省有幸拥

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才能让金融市场发挥其关键作

有多样和宝贵的自然资源——从矿物到林业、从旅游

用——现代经济中的循环系统。对于金融服务业务来说，这相

业到可再生能源。与第一民族的合作正随着业务调整

当于一个根本性地重塑，包括减少杠杆融资、进行基本的风险

变得更具前瞻性，我们看到英属哥伦比亚省的第一民

重估，以及重新统一执行责任与对长期绩效的奖赏。

族在有关权利与权益上存在的问题正以独特的方式凸
显出来。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s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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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

当此次金融海啸退去后，我们希望看到对于获得竞争优势和长
期成功，风险管理能力将变得更加重要。在GE，我们管理风险
和在所有业务中将机遇最大化的战略包括：长期的战略性的规
划、执行官发展和评估、监管和诉讼诚信回顾、环境诚信回
顾、GE金融集团的公司风险函数、以及利用GE资深的企业风险

外界观点

Ricardo Melèndez-Ortiz,
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创始人之一、首席执行官

贸易中的可持续性

委员会等。
公众对于商业的信赖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低。重建
在重启的全球经济中，将金融市场和奖励计划与长期绩效相统

这种信赖从长远来看非常重要。对可持续性的追求将

一变得非常重要。这在我们的福利计划和近期做出调整的与股

在重建信赖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的危机已充分反映

东的沟通方式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福利计划的原则是确

出不注重创造长期价值而过于注重短期效益的代价。

保我们拥有正确的指标和奖励，以建立长期的可持续的价值。

在经济效益的底线之上，可持续性必然包含对环境和

我们表彰始终如一的绩效表现，并反对以短期目标为导向的行

社会目标的长期关注，我们将看到这种关注不仅仅是

为，这些行为仅可能产生一段时间的突出成果，而不考虑恰当

受欢迎的理念，还能产生盈利。

的风险管理或业务的长期良好发展。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

我们同时从提供详细的季度数据转向了按年度提供我们运营情

melendez-ortiz。

况的框架报告。作为一个长周期的业务，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
人能够保持对长期成效的关注。

负责任的项目融资
在一个对能源的长期需求不断增长、而一些传统资源
的供应量正大幅减少的环境中，对可再生能源（更广
义的能源结构组分）项目进行融资的需求正在不断上
升。在为此类项目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和联盟时，企业
必须有责任心地进行操作，要让受之影响的权益相关
者包括客户、政府和社区都能理解并参与其中。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
project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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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GE人将富于创意的想法变成领先的产
品，帮助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我们相信我们
现在的贡献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并且我
们承诺，在推动业务发展的同时，将通过创新来满
足世界各地人们对于能源、水、医疗、金融服务和
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

增长市场与人口统计

虽然经济增长的预期不被看好，但其满足更多人更多需求的潜

不断投资并创新以开发基础设施，满足人类需求。如今，世界

力并没有消失。世界上仍有25亿人没有清洁的卫生设施，16亿

各国政府都在加大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以刺激经济生产力、

人用不上电，9亿人没有交通工具。当全球市场遭受经济萧条和

满足基本需求并增加就业机会。GE在清洁能源和医疗方面的长

动荡时，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走向贫困的深渊。

期投资使我们能够建设更加绿色的基础设施，并提供相关服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开发能够改善人们生活水平、促使他们
发挥潜能的产品和服务，并把它们带给市场变得比以往更为重

务。我们的“公司到国家”策略也使我们能够发现当地的需
求，并开发在当地设计和生产的产品。

要。同样重要的还有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我们将以可

例如，在阿布扎比，GE和马斯代尔项目已经就建设一个关注可

靠、洁净、高效和可负担的方式来实现。

持续性商业解决方案的新“绿色创想”中心形成了计划。位于

对新兴市场赖以发展的强大基础进行投资同样重要。经济的健
康与发展取决于人们是否能拥有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基础设施
和服务。进步还需要强有力且公平的框架，来保障个人的和共
同的资源，从而促使个体、商业和民间组织为可持续性的、适
应性的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承担必要的可估量的风险。

马斯代尔城的“绿色创想”中心将支持该地区的高效能产品开
发，并将提高当地社区人们节约能源的意识。该中心同时将展
示GE技术，包括风能、太阳能、其它将为下一代“智能电网”
提供动力的可再生能源产品，以及水净化技术和高效能家用电
器。除中心的设施之外，该合作还推动了广泛的研发合作，以
支持创新科技的开发和部署。

搭建患者与医疗服务之间的桥梁

外界观点

医疗体系中的不平等主要在于少数群体没有机会接受医

Olajide Williams博士：

疗服务，或仅享有低水平的医疗。在美国，这一问题影

哥伦比亚大学神经学系副主任、神经学助理教授，
哈林医院中风治疗中心主任

响着数百万人。造成医疗不平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众多权益相关人士的投入。从2003

克服医疗系统的不平等

年开始，GE便利用自身多样化的人才与专长、用系统

GE正在努力关注存在于医疗系统中的不平等，这种不

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解决医疗不平

平等主要在于少数群体没有机会接受医疗服务，或仅

等问题。

享有低水平的医疗。在Williams博士的谈话中，他分享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
healthcareaccess。

了自己的见解，主要探讨像GE这样的公司是如何利用
社区知识在其工作涉及的领域中减少医疗不平等的。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williams。

推动合乎道德规范的产品使用
GE担负着社会和道德责任，要在使用我们产品的国家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并处理客户对产品使用不当而造成

支持高效政府。在全球化的市场和供应链中恢复消费者、投资
人和商业的信心将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信任的基础。为了更有
效地恢复信心，这一信任必须建立在责任心、透明度，以及清

的负面影响。例如在印度，超声波技术被不当地用于女

晰、公平与强有力的调控之上。无论对于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

性根据胎儿性别选择性地流产。这一指控影响了GE超

场，高效的政府都是最重要的，而在法律法规仍然薄弱的新兴

声波设备在城市和乡村客户中的销售、营销和分销。对

市场中，高效的政府更加备受关注。通过我们和政府、民间组

此类指控的处理要求GE必须采用长期而多方面的途

织及商业伙伴之间的关系，我们支持相关框架的开发，以使企

径，来协助促进支持人权的社会变革。

业能够成功地、有竞争力地和充满信心地运作。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

我们推动法律法规的重点是建立强有力且透明的法律系统，鼓

ethicalproductuse。

励公开的法律起草过程，以及培养训练有素的法官与律师。我
们已经与中国和越南的领先法学院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GE的
律师在那里进行授课并举行演讲。我们也对各种法规项目进行
投资，最近的投资是中美法律合作基金、越南法制奖学金计划
以及变革与冲突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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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供应商责任准则明确地阐述了我们对于供应商表现的预
期，并且我们用初级资格审查与反复现场评估来查明任何可能
出现的问题。如果发现漏洞，我们会与供应商一起努力弥补，
并随时提供不同主题的培训。如果供应商仍然无法改善他们的
表现，我们将会终止与他们的合作。在我们关注环境、健康与
安全、劳动力、安防及人权事务的诚信项目中，GE有一套综合

改善亚洲地区的法治
过去的十年中，法治——无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原
则，已成为亚洲的关注重点。各国都在通过加强自身司
法系统的透明度来鼓励经济发展与投资。在亚洲，那些
已经开始开放市场与加强法治的国家成功地刺激了经济

的供应商评估程序。根据这一项目，GE已要求数百名供应商去

增长、创造了更高的生活质量，并促进了国民的创业精

获得许可、改善他们的环境表现并遵守法律法规。2002年以

神和刻苦精神。

来，GE已经对5000多家供应商进行了评估。2008年，在GE的初
步资格审查和反复评估中，我们已评估了全球超过2500家供应
商。所有接受了现场评估的供应商都必须在一到三年内接受再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
ruleoflaw-asia。

次评估。2008年，GE对超过1300家的供应商进行了再次评估，
这部分的评估占到了我们所有现场评估的50％以上。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继续在社区和各国对教育、人权和促

2008年，我们的评估流程在已经被认可的供应商中找出了近

进法治的行为进行投资，以帮助人们发展技能、能力，并为他

17,000个漏洞*。GE要求供应商在合理的时间内弥补漏洞，并将

们创造一定的自由度，以使他们能够积极创新，为自身及家人

处理结果记录在一个自动的数据库中。截止2009年3月1日，供

提供安稳的生活，并将创新付诸实践。我们加入各种合作伙伴

应商已经弥补了2002年以来发现的超过97%的漏洞，以及2008

关系，以推进商业和人权对话，包括由联合国全球契约和商业

年所发现的93%。GE将继续跟踪剩余漏洞的修补工作。根据公

领袖人权倡议的对话。

司的经验，虽然绝大多数的供应商都会努力达到GE的预期，但
GE仍因为部分供应商在该项目上的不佳表现而终止了与大约200
家供应商的合作。

我们还借力当地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力争实现这一目标。例
如，2009年，通过我们与可持续社区研究院，以及其它本地公
司的合作，广东环境、健康与安全学院将在中国广东开张。该学

请登录www.ge.com/citizenship/suppliers，了解供应商的表现，

院由GE基金会提供部分资助，将为环境、健康与安全方面的管

以及我们如何与他们合作。

理者提供一流的培训，使他们具备必要的技能来推动广东的供应

鼓励人才。在经济危机时期扭转经济表现将仰仗于保持、建立

链符合环境、健康与安全法规，并提升从业人员的领导能力。

新的技能，以及鼓励人才。在GE，满足不断变化的要求不仅意

在经济危机期间，我们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保持与政府的密切合

味着保持我们多样化的、熟练的全球团队的能力，同样也意味

作，以确定GE如何在全球经济复苏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是通过

着维持供应链人才的稳定。

能力建设，还是利用GE的人才去培训、教育和参与全球领先的

与其它大多数公司一样，由于当前经济形势，GE也进行了裁

人才论坛，再或是通过投资和合资项目来刺激经济活动。

员。在所有的市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我们
都会为受影响的员工提供支持与服务，帮助他们过渡到下一个

外界观点

岗位。
GE用同情、尊严和尊重的方式对待受影响员工，希望能帮助他
们顺利过渡到新的职业。GE为受裁员影响的员工提供了一整套

Sean Ansett, 
Stake Advisor全权合伙人

负责任的供应链转型

福利措施，以帮助他们过渡到新工作。这些福利措施包括遣散
费、持续的医疗保险金、继续教育金、提前退休机会，以及就
业安置服务。

当前的经济危机给处于全球供应链中的企业、供应
商、员工和政府造成了新的困境，给买家和供应商都
带来了新的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应承担哪
些责任？应对企业有怎样的合理预期？一些领先的公
司已经开始出台负责任的转型政策，以减少整个供应
链中的风险及对其的负面影响。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

*如果GE决定因商业或其它原因而不再与某个供应商继续合作，那么漏洞解决情况就不再被
追踪，但漏洞信息仍将留存于系统中，以供日后再次启用该供应商时作为参考。

supply-ans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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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气候变化

我们认为，无论自身运营方式的低碳化还是全球经
济的低碳化转型，都不会因经济危机而放缓脚步。
相反，经济危机让我们更有理由立即行动。

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带来的紧迫挑战需要公共与私营部门做出

•

通过给予初步排放津贴，及拨出募集资金资助新生低水平及

协调一致的反应。政府必须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出台稳定、长期

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来支持脆弱的消费者和商业部门实现

的政策，同时对技术转型和转让给予透明的、可预见的和负责

过渡。

任的支持。这将促使商业机构，例如GE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开发

•

并推出创新的解决方案——快速而有效，既具备经济竞争力又
可负担。
全世界的公共政策制定者都在关注与能源、气候变化和经济可

为煤炭、运输、建筑和能源高效方面的快速技术转变创建激
励体系。

•

让美国的行动不依赖于其它国家的同步行动，从而发挥国际
领导力。

持续发展相关的问题。将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

我们知道，这份提议并不是最终定论，但它是建立广泛共识的

国气候变化会议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让我们为减缓、阻

起点，而广泛的共识一直被视作立法所必需的。GE已与合作伙

止甚至逆转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及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伴一起保证将和总统、国会、及所有其他权益相关人士一起努

构建框架。

力，实现一个环境上有效的、经济上可持续的，并且公平的气

为了支持这些目标，GE协助建立了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

候变化项目。

一个将26个大企业与环境保护基金会、自然资源保护理事

当然，解决全球气候危机不仅仅局限于美国，还需要把电力和

会、Pew中心、世界资源研究所和美国自然保护协会联合在一起

清洁的水资源带给无法享受到这些基本生活需求的十多亿的人

的无党派联盟。

口，同时需要在发达和新兴经济体中促成能源的高效生产和持

经过两年的研究、讨论与建立共识，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在

续的经济增长。

2009年1月颁布了“立法行动蓝图”。“蓝图”提供了应对气候

因此，通过参与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和保持与世界其它地

变化的详细立法框架。在“蓝图”推出后，杰夫·伊梅尔特在美

区如印度、中国和巴西的对话，我们还为国际上的公共政策讨

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面前表示，请求联邦政府尽快制

论做出贡献。在这些地方，GE正在与当地政策制定者一起努力

定强有力的、要求各方大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法规。

以帮助塑造一个对责任心做出奖励的市场。

“蓝图”列出了必要的步骤，用以建立一个强制性的、跨越整

我们正在利用我们在美国的影响力来支持发展中市场的温室气

个经济领域的限额交易计划，对具体行动做出以下建议：

体减排。在2008年6月，GE国际法务与政策全球副总裁、高级法

•

制定大胆的减排目标——在2050年之前实现将排放降至2005

律顾问Karan Bhatia向美国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做了陈

年水平的80％。

述。他说道，GE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发展中国家实

•

创建一个限额交易系统以实现用最低的成本达成整个经济领
域的减排目标。

•

源技术发展的公共政策；或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以补偿更清洁
能源技术所导致的成本增高；再或者推动更清洁能源的出口。

若项目是于环境有益的、可核查的、永久的、可衡量的并具
执行性的，则允许大量使用补偿金以控制项目成本。

•

现减排，如通过提供援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鼓励更清洁能

同时，继续保护知识产权与消除贸易壁垒同样重要，尤其对于
创新性技术解决方案的发展及广泛部署。

赞扬先行者，惩罚后进者。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

GE代表Mike Bowman服务于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中关注减缓气
候变化的第3工作组。除了出席所有的工作会议，Bowman还参与编

从2002年开始，GE通过在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中担任行业专
家，提供并获得了对于气候变化的独特见解。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于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项
目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是一个政府间的科技组织，负责
向决策者和对气候变化感兴趣人士提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的客观信
息资源。

写了工作组发布于2007年5月的详细报告《减缓气候变化》。GE还
在商业机构与行业间主办了该报告的推广会。
参与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让GE更好地看待其它公司在气候变化
上的做法，并验证了GE的“绿色创想”产品与眼下和未来减缓气候
变化的战略是同步的。对于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来说，GE向他
们提供了对当前技术和未来技术发展的见解，这些见解使得小组提
供给全球政府和行业的建议更具可靠性和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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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气候变化

•
外界观点

智能电网。据政府和工业界的研究估计，一个现代化的数字
能源电网将能够减少美国10%的能源使用，减少25%的温室气
体排放，并且无需耗资800亿美元建设新电厂。发展智能电网

Mindy Lubber,

意味着取代无源电力输送系统，而以能够整合可再生能源资

色瑞斯公司总裁

源、充电混合动力车和智能家庭与电器的双向模式代之。GE

全球水资源短缺引发持续增长的商业风险

正在开发发电产品、传送感应和控制、智能电表、照明，以及
据科学家预计，随着全球气温上升，已发生在加利福

家用电器，以使智能电网成为现实——从发电到输配电再到进

尼亚和中国的水资源短缺现象将会蔓延至全球并逐渐

入商业领域和家庭。

加剧。而这一现象对本已步履蹒跚的全球经济造成的
影响将会更加深远。除看到水资源本身的重要性，大

•

混合动力车。GE全球研发中心先进电池和混合动力系统实验

多数公司还未开始用战略的眼光看待水危机将带给企

室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在努力工作，以交付先进的混合动力系

业怎样的风险，尤其当气候变化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统和电池技术，这些技术将使交通在可行且可负担的基础上实

水资源供应紧张的形势时。

现电气化。这些努力包括一个130亿美元的项目，该项目旨在
搭建一个试验型混合动力燃料电池公共汽车。GE的能源金融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

服务正在为这个领域的其它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投资包括在一

water-lubber。

个电动汽车企业中400万美元的持股，以及在一个锂电池生产
商中超过2000万美元的投资。
GE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一直以技术承诺、开发和部属为先导，

•

变废为宝。GE是将垃圾处理为盈利产品同时保护环境方面的

并以减少自身排放和积极参与政策制定作为后备。以技术为先

先驱。在嘉吉的一个肉类处理工厂，我们开发了一套从废水中

导是因为技术是我们的核心专长，技术同样是获得长期成功的

去除脂肪、油和油脂的解决方案，脱出的脂类之后可以被用于

关键。到目前为止，GE在减少其自身排放方面一直卓有成效，

生产生物柴油。GE的热气膨胀机帮助精炼厂收集精炼过程中

但长期发展需要我们实现更多的减排，而做到这点需要全球在

的废气用于发电，并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之前的膨胀机必须

生产和使用能源方面做出大力改革，并且在做出改变后，尽力

每隔一两年被关闭一次，但是我们的膨胀机可以四五年连续运

最小化能源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GE能够为这一

作，帮助减少能源和维护费用。

努力做出贡献，但这也需要我们众多合作伙伴继续在今后几十

•

医疗的“绿色创想”。GE与我们的医院客户通力合作以减少

年中做出减排的实质举动。

医院对环境的影响并降低运营成本。GE医疗的Signa HDe

实施中的“绿色创想”

1.5T核磁共振系统在2008年发布以来，已成为市场上能效最高

GE独有的“绿色创想”能够创造创新性的环境与能源技术，它
展示了能源和资源高效率的技术是怎样促进商业发展、提供工
作机会并为股东收益带来好处。在“绿色创想”指导下，我们
大举向提高能效的承诺前进，并在过去四年中将我们运营中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了13%。但是我们同样在投资开发能
够显著提高效率和降低排放的产品和服务，以解决我们客户所
面临的环境挑战。关键的增长领域包括：
•

可再生能源。GE是美国最大、全球第二大的风力涡轮机生产
商，共有超过8,700台风力涡轮机安装在用。本年度，风能为
GE带来了60亿美元的业务，这相比我们六年前收购这一业务
时增长了3亿美元。该业务的增长归功于我们在技术——风能
捕获、可靠性与维护——上的投入，这些投入同时优化了我们
的绩效与财务状况。GE还与Google合作，通过合力宣传政策
以及在先进能源技术如地热和充电车辆领域上展开合作，共同
推广可再生能源在美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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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T核磁共振系统之一。经过内部严格的环境和运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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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它成为GE医疗首个列入“绿色创想”产品系列的医疗成

法，尽管严格诠释的WRI/WBCSD协定可能完全允许GE仅透露有

像产品。

限的信息。但是，我们相信在运营和投资上分别进行报告能给

“绿色创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绿色创想”产品产生的销

我们更清晰的画面。在与世界资源研究所讨论后，GE开始基于

售收入已经实现了每年20％的增长，比公司其它业务的增长率

2006年的数据对能源金融服务做出年度报告，这对于此部门还

都快。我们提早实现了最初定下的在2009年实现200亿美元销售

是 第 一 次 。 了 解 更 多 请 浏 览 w w w. g e . c o m / c i t i z e n s h i p /

收入的目标，并将目标提高至了在2010年实现250亿美元。2008

ghginventory。

年，GE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649万公吨，比2004年的基数降低了
13％。除了在2008年不断地实施众多温室气体减排和能源节约

外界观点

项目外，还有某些减排成果是源自经济的衰退。我们的绩效对
比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以及对比能效目标（以销售收入作为分母

David Runnals,

来反应经济状况）均显示了持续的进步，与2004年对比分别降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执行总监

低了41％和37％。GE现在已经实现了其三个温室气体和能源目

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标之一——在2008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30％。

在当前不明朗的形势中，一些顶尖公司对气候变化做

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必须同时考虑适应和减缓两个方面。这要
求企业采取实质的行动来保护国家和社区远离瓦解及损失的风险。

出的回应一直可圈可点。它们不仅仅是嗅到了蕴含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的商业机遇，例如能效更高的
产品的开发和销售，而且已经对可再生能源资源进行

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是互补的策

了投资。加强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非常重要，但大多

略。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和地区都能感受

数的公司没能恰当地做出回应，来应对适应气候变化

到。这些影响可能给不少关键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带来负面的影

对当前和未来的影响。

响，包括农业和食品安全、水资源、沿海地区、公共卫生、气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runnals。

候相关的自然灾害管理，以及自然资源管理。对气候变化最为
敏感的是一些已经在脆弱的生态系统、贫穷问题和食品安全中
挣扎的发展中国家和脆弱的机构。
支持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可以有很多方式，包括技术开发和转
让、教育、培训、建立认知和发展基础设施。最终这些行动将
确保个人、社区、商业和生态系统能够有效地调整以适应环境

外界观点

Jukka Uosukainen,
芬兰环境部国际事务处处长

变化。

适应气候变化和技术转让

GE致力于加深我们对适应气候变化的理解。2009年5月，我们将

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与减缓气候变化有着本质的

召集来自社会各界的专家和意见领袖，以及企业高管来共商商

不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与国家的关键发展领域紧

业在适应气候变化中可以扮演的角色。

密相连，包括能源、水资源管理、医疗服务和基础设
施，这些主要由公共部门支持。因此，其重要性在于

我们还是众多已加入《奈洛比公约》私营部门适应项目的众多

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要与国家的整体发展计划相一

企业中杰出的一员。该项目鼓励私营部门采用创新的技术、金

致。适应的主要挑战在于保障足够的资金，此外，自

融解决方案和产品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它同样是促使商业

身的技术也很关键。

机构在自身活动中融入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催化剂。

透明度和领导力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
uosukainen。

GE最初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公共报告涵盖了其各运营部门，
并遵循了世界资源研究所及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RI/
WBCSD）的《温室气体排查议定书》。之后，随着能源金融服
务扩张其在化石燃料和可再生发电资源上的资产投资，我们感
到有必要在公共报告上做出改变，以反映我们在金融服务部门
的气候事宜上所持的透明度承诺，以及表现出的领导力。我们
认定对于这些投资，基于资产百分比进行报告是最正确的做

GE 2008企业公民报告 35

绩效总结

有关绩效领域的介绍
参看各绩效领域的完整文本和数据，请浏览
www.ge.com/citizenship/performanceareas.

GE对企业公民责任的追求正如我们
的机构自身一样多样化且影响深
远。我们把我们在企业公民上付出
的努力也划分为一系列如下所示的
绩效领域。

正如在“关于本报告”中提到的一样，全面的基于承诺和目标
的绩效数据和进展请参阅我们的网站www.ge.com/citizenship/
performanceareas。这一总结报告提供了内容和数据的概述，
更多细节请浏览网页。

诚信和治理
GE对诚信运营的承诺在潜移默化中深植

有关这一领域绩效的全面内容请浏览

• 督察员流程

于每名员工的脑中，也是公司对员工行

www.ge.com/citizenship/

•

公司地方法规的变化

为不可妥协的期待。这一期待是以我们

compliancegovernance。

•

监管绩效

•

•

领导者参与的最新情况

的诚信政策《诚信与宣言》为准则，并
辅以一整套拓展的政策、流程、培训和
•

沟通，以保证GE企业公民平台的杰出运
•

营。

环境、健康与安全
环境、健康与安全长久以来对GE来说都

• 环境、健康与安全政策、团队

是一个核心竞争力和战略重点。无论何
•

时何地，GE在全球运作时对环境、健康

• 全球关注监管

与安全都有着相同的期待，都采用最佳

• 工作场所伤害和疾病

的工具和培训，并建立清晰的运营责任

• 废弃物处理设施资格认证

以贡献成果。

• 曾经付出的代价

有关这一领域绩效的全面内容请浏览

• 环境、健康与安全培训单元完成

www.ge.com/citizenship/ehs。

• GE溢油和泄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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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项目概览

• 补偿责任
• 环境、健康与安全观念调查
• “绿色创想”表现

绩效总结

公共政策
GE定期将商业、企业公民、公共政策和

有关这一领域绩效的全面内容请浏览

• 能源

公益策略与带动全球政策向前发展的目标

www.ge.com/citizenship/publicpolicy。

• 医疗改革

相整合。通过进一步在贸易、能源、医

• 国际公共政策

• 意见领袖

疗、教育、法规、人权及其它重要和相关

• 加强全球经济

• 医疗倡议团体

话题上的讨论，GE正处于恰当的位置来

• 技术和创新

• 政治献金

分享最佳实践，同时在解决困境的新解决

• 法规

方案和途径方面获得新的知识。

• 受到关注的国家
• 公平贸易

员工
员工是GE最大的财富。GE依赖其员工的
想象力、诚信和求知欲来驱动业务增
长、加强在市场中的领导者地位。

• 员工福利

• 让员工关注早期健康

• 关注福利政策

• GE员工意见调查

• 招聘

• 培训和发展

• 整体员工信息

有关这一领域绩效的全面内容请浏览
www.ge.com/citizenship/employees。

• 多样性和包容性：GE在印度
• 企业多样化委员会

• 劳工关系

供应商
GE期待供应商能够遵守要求他们公平对

有关这一领域绩效的全面内容请浏览

待工人、提供安全和健康工作环境的法

www.ge.com/citizenship/suppliers。

律，并且保护环境。2008年，GE拓展了

• 环境、健康与安全学院

其供应商审查项目，主要围绕在自由结

• 在PROFEPA协议下的进展

盟、歧视和骚扰方面坚持与GE《人权原

• 在GE的协助下供应商转换环境、健康与

则说明》的一致性。我们同样开展了完

• 墨西哥供应商问答
• 供应商审查中发现的漏洞

安全方法

整的项目回顾，目前正在进行项目改良

• 实施全A的项目审查

的试点，旨在鼓励GE的供应商采用适合

• 供应商的多样性

自己的管理方法实现道德经营。

• 在“绿色创想”下对供应商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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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 韩国松岛国际商务区的共同发展

• 与公用事业合作重塑消费者能源使用

• 在土耳其召开的全球能源峰会

• Eureka Forbes公司：印度的清洁水合资

在产品开发周期中，客户正在成为越来
越重要的合作者。随着市场变得更加充

• 用于中国太湖的先进废水处理系统

满活力而互相关联，GE深知我们客户的

企业

成功将促进我们的成功。

• 加拿大艾伯塔省石油制造商减少用水和

• 非洲最大的海水淡化处理厂
• 巴基斯坦国家清洁水项目

碳排放

有关这一领域绩效的全面内容请浏览

• GE与康菲石油在可持续水资源中心上

www.ge.com/citizenship/customers。

• 留下奥运遗产
• 在沙特阿拉伯支持能源项目

展开合作

• 以客户为中心
• Pilgrim's Pride公司赢得“绿色创想”领

• 颜巴赫燃气内燃机驱动巴基斯坦沼气发

• GE为伦敦定制的配电系统
• GE与穆巴达拉发展公司

电厂

袖奖

• 中国首个鸡粪沼气发电站

• 有关Endesa意大利公司汽轮机的“绿色

• GE加入电车投资

• 与加拿大艾伯塔省水资源研究所建立合

创想”最新情况

作伙伴关系

• 纽蒙特矿业公司节水达7500万加仑
• 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厂

• GE水处理集团和“绿色创想”：员工故

事分享

• 全球客户峰会

产品和服务
从基础设施项目和娱乐节目，到消费者

• 研发事务

• 消费与工业产品集团

金融产品和纳米科技，GE以全方位的角

• 技术基础设施
•

-GE照明产品

度看待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对环境、经济
•

-在中东和印度发布Lullaby孵化器
•

-新应用开发中的全球设计准则

和社会的影响。
•

-笔记本大小的超声波仪器进入加拿大的

• GE金融集团

北极社区
•

-绿色家居再造的资金支持

有关这一领域绩效的全面内容请浏览
www.ge.com/citizenship/

•

-在中东媒体峰会上出现的医疗趋势
•

-GE消费者金融的标准

productsservices。

•

-GE商务金融的标准
•

-中国的“立足当地，服务当地”产品

• 媒体和娱乐

•

-NavLogix技术帮助舰队运营者减少里程数
•

• 研发

-医疗的“绿色创想”
•

•

-推动医疗进入电子化时代
•

-混合动力车
•

• 能源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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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网：为更加绿色的未来

-NBC环球
• 有关军用产品的声明

绩效总结

人权
GE的人权事务包括了项目融资、消费者

• 在我们的供应链中纳入人权准则

• 参与商业领袖计划中的人权部分

和员工隐私、供应链、言论自由和医疗产

• 联合国全球契约的成员

• 隐私

品及其交付，这些仅是GE业务运营中涉

• 联合国全球契约与Maplecroft风险顾问

• 对方针的贯彻实施

及到的有关人权的部分领域。

公司针对商业困境的研究

有关这一领域绩效的全面内容请浏览

• 《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

www.ge.com/citizenship/humanrights。

• GE的业务困境：超声波技术和非法堕胎
• 使用水资源的权力：人权和商业研究所

社区和公益
受我们敬业的员工的启发，GE努力在全

• 通过教育发展未来

• Telemundo电台社区和公共服务项目

球各地发挥积极、可持续的作用，以培

• 在全球促进健康

• NBC环球在社区

育更强大、更自我依赖的社区。

• GE基金会应对经济危机
•

有关这一领域绩效的全面内容请浏览

• 盲人也可使用的GE.com

• 救灾行动

www.ge.com/citizenship/communities。

• GE员工

• 员工项目

•

-国际项目

-GE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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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负责任的领导者，意味着以身作则并明察秋毫。
下面将提供GE部分指标概览。

总评数据
2005

2006

2007

2008

75.7
32.6
15.7
9.6
4.2
2.3

81.1
39.9	
17.9
11.5
5.5
3.2

86.2	
44.0
22.0	
12.6	
8.0	
4.0	

85.3

136.6

151.8

172.7	

182.5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30.1
5.4

33.9
6.2

37.7
7.3

42.8	
7.9	

46.3
8.2

19.8
3.1

21.9
3.2

25.2
3.5

30.7	
4.8	

38.6
6.1

12.4
0.6

13.0
0.7

13.2
1.0

12.7	
1.0	

11.7
0.4

43.8
6.6

49.1
8.4

56.4
10.4

66.3	
12.2	

67.0
8.6

12.9
2.6

14.7
3.1

16.2
2.9

15.4	
3.1	

17.0
3.1

GE在各国家/地区财政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美国
欧洲

29.1

亚太地区
加拿大及美洲地区
中东、非洲及其它地区
全球其它地区
总计								

23.6
14.8
10.1
4.7

GE各业务集团总评数据
技术基础设施
销售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赢利（单位，十亿美元）
能源基础设施
销售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赢利（单位，十亿美元）
消费与工业产品
销售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赢利（单位，十亿美元）
金融
销售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赢利（单位，十亿美元）
传媒及娱乐
销售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赢利（单位，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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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速览

“绿色创想”数据 (a)

了解全部绩效数据，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performance-ecodata。

“绿色创想”研发投资（单位，十亿美元）
“绿色创想”收入增长（单位，十亿美元）

2004

2005

2006

—
6

0.7
10

0.9
12

2007

1.1	
14	

2008

1.4
17

了解全部“绿色创想”有关行动，请浏览2008年“绿色创想”报告www.ecomagination.com。

环境、健康与安全数据

了解全部绩效数据，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performance-ehsdata。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62
.42

1.64
.45

1.52
.46

1.39	
.42	

1.23
.35

138
1.62

163
1.64

190
1.52

217	
1.39	

238
1.23

25
98

14
98

21
101

30	
74	

14
68

5.00

4.92

0.42 (f)	

—

—
—

—
—

12.29
5.88

—	
—	

12.32
6.6

—
—

—
—

39,807
209,509

—	
—	

43,215
204,740

7.50
60.58
496.69
61.50

—
—
—
—

—
—
—
—

7.02	
40.65	
350.94	
60.62	

6.49
35.58
312.75
57.08

351

323

365

236	

96

1.10
.45

1.42
.59

1.45
.62

1.42	
.62	

1.78
.68

694
767
36

753
736
65

861
640
66

740	
474	
98	

776
485
70

工伤和疾病发生率 (b)
记录率
误工率 (c)
GE安全卓越计划（工厂数目）对比工作场所伤害
和疾病（每100名员工事故发生率）
自愿保护计划/明星工厂总数
GE可记录伤害和疾病发生率
废水与废气超标
废气
废水
GE美国有毒化学品排放量现场排放数据2002-2006 (d)
现场有毒化学品排放（单位：百万镑）

3.09 (e)

用水量（单位：十亿加仑） (a)
总计
无触点冷却用水量
废弃物产生
危险废弃物（公吨）
无危险废弃物（公吨）
GE温室气体排放量 (a) (g)
GE运营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百万公吨CO2排放当量）		
GE运营产生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单位：百万英热每百万美元收入）
GE运营产生能源强度（单位：百万英热每百万美元收入）
GE运营产生能源使用量（单位：兆英热）
其它基准指标
全球支付罚款（单位：千美元）
完成的培训单元（百万单元）
美国
美国以外
机构检查
美国
美国以外
溢油与泄漏
(a)
(b)
(c)
(d)
(e)
(f)
(g)

关于温室气体减排和减少用水量的数据，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performance-ehsdata。
该发生率以100个员工每年工作20万小时为基础计算。
误工率按照（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计算缺席工时（调动或限制情况除外）
这一数据一向落后一年，因为根据美国法律，上一年度的有毒化学品排放量数据直到本年度7月1日才提交。
不包括2006年12月被收购的GE先进材料业务。
现场有毒化学品排放数据不包括2007年8月从GE业务中剥离的GE塑料。
因为工厂的收购与剥离，GE每年要调整2004年基准排放量来评估温室气体排放量。新收购公司2005年与2006年的燃料和电力使用
以及其它温室气体排放数据都不包括在内。所以尚无2005与2006调整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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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速览

员工数据

了解全部绩效数据，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performancemetrics。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E员工

158,000
51%
152,000
49%

161,000
51%
154,000
49%

155,000
51%
150,000
49%

165,000
54%
142,000
46%

161,000
51%
155,000
49%

155,000
49%
164,000
51%

155,000	
152,000
47%	
47%
172,000	
171,000
53%
53%

310,000

315,000

305,000

307,000

316,000

319,000

327,000	

323,000

亚太地区

161,000
24,000
83,000
2,000
47,000

155,000
30,000
85,000
2,000
47,000

155,000	
28,000	
92,000	
3,000	
49,000	

152,000
19,000
95,000
7,000
50,000

总计								

316,000

319,000

327,000	

323,000

美国
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美国以外
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总计				
按地区GE员工分布
美国
加拿大和美洲地区
欧洲
中东、非洲及其它地区

按地区GE女性员工分布

亚太地区

31%
33%
32%
42%
15%
33%

31%	
33%	
32%	
41%	
16%	
35%	

36%
33%
42%
31%
14%
30%

总计									

35%

35%	

35%

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
拉丁美洲
欧洲
中东、非洲及其它地区

美国种族与民族代表性比较（占员工总人数的百分比）
主管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
亚洲，夏威夷土著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非裔美国人
西班牙裔
其他
专业人员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
亚洲，夏威夷土著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非裔美国人
西班牙裔
其他
其他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
亚洲，夏威夷土著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非裔美国人
西班牙裔
其他
多样化代表总计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						
亚洲，夏威夷土著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非裔美国人						
西班牙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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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1
5.2
4.1
2.4
—
17
0.2
7.5
4.7
4.8
—
25
0.4
3.4
13.2
7.6
—

14
0.2
6.2
4.3
2.9
—
19
0.2
8
4.8
5.5
—
28
0.4
3.5
13.2
10.5
—

14
0.1
5.9
4.3
3.3
—
19
0.2
8.1
4.8
5.4
—
28
0.4
3.4
13.0
9.9
—

15	
0.5	
6.1	
4.6	
3.1	
0.1	
19	
0.2	
8.2	
4.9	
5.7	
0.1	
29	
0.4	
3.9	
13.6	
10.6	
0.1	

15
0.1
6.2
4.6
4.0
0.1
20.2
0.2
8.8
5.1
5.9
0.2
28.4
0.4
4.0
13.3
10.5
0.2

21
0.3
5.2
9.3
6.2

23
0.3
5.5
9.4
8.2

23
0.3
5.5
9.3
7.9

24	
0.3	
5.9	
9.6	
8.3	

24.3
0.3
6.3
9.3
8.2

各项指标速览

社区与公益活动数据

了解全部绩效数据，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performancemetrics。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52.4
64.4
41.3

71.3
99.4
49.2

88.5
69.9
60.2

93.2	
56.8	
59.3	

99.1
82.3
56.3

158.1

219.9

218.6

209.3

237.7

明星项目

41.2
37.2
9.2
0.9

45.3	
37.8	
9.1	
1.0	

53.7
34.9
9.2
1.3

总计									

88.5

93.2	

99.1

现金捐款

30.0
6.6
1.2
32.1

21.5
8.6	
—	
26.7

39.4
13.1
—
29.8

总计									

69.9

56.8	

82.3

联合配捐

37.2
23.0

37.8	
21.5	

34.9
21.4

总计									

60.2

59.3

56.3

20,742
218.6

22,208	
209.3	

18,000
237.7

（单位：百万美元）

所有捐款
GE基金会
GE总部和各业务集团捐款 (a)
GE员工捐款
总计							
GE基金会捐款分类
直接捐款
匹配捐赠
联合配捐

GE总部和各业务集团捐款
NBC公益广告
促进健康
赈灾款项

GE员工捐款
匹配捐赠

捐款占GE净收入的百分比

17,222
158.1

净收入
捐款总计（单位：百万美元）
全部捐款占净收入百分比		

				

0.92%

16,720
219.9
1.32%

1.06%

0.94%

1.32%

志愿者分类
GE志愿者委员会分布国家
GE志愿者委员会
注册成为志愿者的员工		

35
140
29,000

36
144
47,000

42
 50
1
61,000

(a) 估算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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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速览

治理数据

了解全部绩效数据，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performance-ombudsdata。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319
227
20
—
—
63
—
—
67
—
25
—
29
91
27
18
—

363
237
36
65
18
63
45
—
78
58
26
56
22
80
51
46
122

390
212
44
45
2
88
51
—
82
36
48
49
33
75
35
36
133

402
240
39
70
10
83
93
—
71
42
35
42
28
55
34
23
71

421
253
64
80
22
119
108
—
69
55
42
43
34
52
41
27
67

434
198
100
87
37
85
98
—
72
70
64
58
58
31
36
4
82

425	
209	
91	
81	
91	
101	
106	
58	
72	
38	
54	
47	
49	
30	
45	
29	
70	

345
209
142
133
114
97
92
90
86
72
69
57
52
28
27
22
37

1,338
368

1,497
293

1,514
395

1,596	
343	

1,672
420

分地区举报问题（报告每一个政策）
公平就业实践
利益冲突
国际贸易控制
业务记录（T&L，时间与出席）
安全与危机管理
环境、健康与安全
例行程序、文件和内部测量		
卓越监管 (a)
供应商关系
偷盗事件
隐私
管理员（审计、金融报告和账单）		
不当付款
与政府合作
知识产权
遵守《竞争法》
其它诚信问题
督察程序—调查结果
举报的事件
实施处分
按地区启动的调查（调查比率）

56%	
15%	
16%	
13%	

美国和加拿大
欧洲
亚洲
拉丁美洲

55%
17%
15%
13%

(a) 为应对现今GE所面临的监管环境——世界范围内规章制度及强制执行的增加，GE开辟了新的“卓越监管”类别，以在关键领域中额外提高可见性。

2008供应商数据

了解全部绩效数据，请浏览www.ge.com/citizenship/performance-suppliersdata。
发现问题按地区分布

各地区供应商审查

A. 中国
B. 拉丁美洲
C. 印度
D. 欧洲、中东及非洲
E. 亚洲其它地区
F. 北美

49%
19%
14%
9%
8%
1%

E

F

D
A

C

B

发现问题类型

A. 健康与安全
B. 环境
C. 应急措施
D. 劳工
E.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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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9%
21%
16%
2%

D

E
A

C

B

A. 中国
B. 拉丁美洲
C. 印度
D. 欧洲、中东及非洲
E. 亚洲其它地区
F. 北美

61%
19%
13%
4%
2%
0%

D E
C

B

A

GE获得的认可

GE联系信息

道琼斯可持续指数：GE在工业产品和服务类获得了最高的总分。

公司总部
通用电气公司
3135 Easton Turnpike
Fairfield, CT 06828
(203) 373–2211

• 行动守则/诚信/贪污和受贿
• 客户关系管理
• 环境政策/管理系统
• 人力资本发展
• 人才吸引和挽留
• 给供应商的标准
• 社会报告

创新投资公司——最高的三A等级
克雷登公司——全球气候100指数
企业登记报告奖：2008年最终名单——企业公民报告奖
Oekom研究：最佳企业公民
艾萨斯菲尔学院：全球最具道德的公司（工业类）
美国机构：2008年最终名单——美国企业公民奖
责任心排名：《财富》与AccountAbility、Csrnetwork以及Asset4
机构共同合作，对全球100家最大的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目标的履
行做了排名。GE荣列全球最负责任的公司第二名。
气候集团：美国气候品牌指数排名第一
Climate Counts组织——在行业中排名居首位
《金融时报》，世界上最受尊重的公司：1998－2004年排名第
一，2005年排名第二
《财富》，世界上最受推崇的公司：1998－2002排名第一；2003
－2004排名第二；2005－2007排名第一；2008排名第二；2009
排名第九
《巴伦杂志》，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公司：排名前15：2005年排名
第一；2006年排名第二；2007年排名第五；2008年排名第11
《福布斯杂志》，全球2000强：2009年排名第一
《职业女性杂志》，最适合妈妈们工作的100家公司：2004,
2005，2006，2007，2008
美国能源部/环保署，年度明星能源合作伙伴之一：2002，2005,
2006，2007，2008
美国能源部/环保署，“持续不变的杰出”奖：2006，2007, 2008
2008《投资人关系杂志》奖（基于对投资人的调查）
：
零售业最佳沟通
最佳公司治理
最佳技术使用
最佳总体投资人关系项目大奖——超两千亿公司
《快公司》，2009年全球最佳创新公司50强：GE排名第11，Hulu
排名第三
《机构投资人杂志》颁发最佳投资人关系：电子设备和多行业

Cert no. SW-COC-002352

互联网地址
请登陆www.ge.com/citizenship在线了解更多关于GE及其企业公民
绩效的资料。2008年度GE企业公民报告可浏览www.ge.com/
annualreport。更多关于GE发展战略及其业务的新闻和信息，请
访问新闻中心www.ge.com/news，以及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网站
www.ge.com/investor。
公司督察员
报告有关合法、GE政策或政府签订合同要求等方面的问题，请写
信至：GE公司督察员，P.O. Box 911, Fairfield, CT 06825；或致
电（800）2275003或（203）3732603；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ombudsperson@corporate.ge.com。
GE董事会
报告有关GE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及程序、审计及其他问题给GE董
事会或审计委员会，请写信给GE董事会，地址是：GE董事会，通
用电气公司(W2E), 3135 Easton Turnpike, Fairfield, CT 06828；
或致电（800）4170575或（203）373–2652；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directors@corporate.ge.com。
对GE的反馈
欢迎你对GE的进步给予反馈。请把你的意见发送至citizenship@
ge.com。更多关于GE企业公民战略或向权益相关人士提问，请联
系以下人员：
Gary Sheffer
GE公司
沟通与公共事务执行总监
gary.sheffer@ge.com
Frank Mantero
GE公司
企业公民项目总监
frank.mantero@ge.com

通用电气公司
Fairfield, Connecticut 06828
www.g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