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2021 年可持 续发展 报告

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世界

在 130 余年的发展历史中，GE 始终坚持一个宏大目标——不断实现技术创
新以改善全球人民的生活品质，而这也正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充分融入我们的各项行动之中，包括商业战略、政策、领导参与、运营
机制、承诺以及产品。从确保更多人可以用上更可靠、更可持续且更实惠的能源，到普及精准
医疗，再到帮助大众与家人、朋友和经济机会的联系，从而不断取得成功，我们致力于为大众
和地球带来实质性发展，推动其向好发展。

未来，我们将设立三家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独立公司，坚定发展能源转型、精准医疗和未
来航空。而要完成成功实现这些目标的使命，必须遵守可持续发展核心优先事项，这些优先
事项以 GE 独特的诚信文化为先为重，而这一文化已融入我们开展的各项活动之中。随时世界
不断变化，我们不断调整并改善各项计划，确保我们在这些优先事项中取得成功。我们拥有约
16.8 万名来自不同背景的员工，但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打造一个行之有效的世界，因此
我们共同聚焦这些优先事项。
登录 www.ge.com/sustainability 阅读完整报告。点击此处查看 TCFD、SASB 和 GRI 指数。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

“ 随着我们着手开启 GE 历史上的全
新关键篇章，我们将可持续性发展深
深根植于各项规划和优先事项中。我
为员工在这一领域所表现出的主人翁
精神和主动性以及对正确行事的共同
认可深感自豪。有了这种集体心态，我
相信，未来我们能在 2021 年所获成
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构建一个适合
每个人的世界。”

H. LAWRENCE CULP, JR.
GE 兼 GE Aviation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我们的努力
努力实现承诺

2030 年碳中和承诺（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与2019年的基准线相比减少 21%

立志于 2050 年前在与使用已售产品相关的
其他间接排放领域实现净零

推动去碳化的
能源转型

改进计划

针对 GE 公司和我们企业的 ESG 问题评估

更清晰的产品安全和品质目标、项目和举措
围绕产品管理和循环经济的全面战略

保障民众安全

提升我们的
社区

始终践行
诚信文化

环境管理

政策参与和游说报告评估与《巴黎气候
协定》保持一致

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未来更智能、
更高效的航空

打造三大业务，聚焦全球在能源、医疗和航
空方面的迫切需求

对人权的
承诺

采用个性化诊断和
治疗的精准医疗

我们的业务范围
能源转型

全球 1/3
的电力离不开
GE 技术的协助

1
2
3

精准医疗

4 百万+
医疗保健设施

基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全职在职员工。

未来航空

4 个商业
航班中
有3个

采用 GE 或合作
伙伴2打造的发动机

全球研发

投资 37 亿美元
1
全球约 16.8 万名员工
客户遍布超过 175 个国家/地区
2021 年

CFM 国际是 GE 和赛峰飞机发动机公司五五分持股的合资企业 (JV)；Engine Alliance 是 GE 和普惠公司五五分持股的合资企业。
GE、客户和合作伙伴出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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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持续改进
ESG 问题评估
ESG 问题评估概览

GE 开展了一项评估，为每个业务部门制定出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的优先主题清单，随后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访谈，以确认主
题并确定优先级。根据所获见解制定出 ESG 问题矩阵，优先主题的最终清单根据 GE 的最新报告予以审查，找出潜在差距并为未来的报
告提供建议。了解更多

1

2

3

整合主题、外部报告框架、ESG 评级机构
和同行

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开展访谈，
确认对 GE 业务部门影响最大的主题

制定 ESG 问题矩阵，根据已确认的优
先问题对 GE 现有报告进行评估

制 定材 料主 题 的 初步 清单

利 益 相 关 者确 认

输出：针对 GE 行业潜在优先主题的初
步看法

提供推荐

输出：综合上述活动的优先主题、反馈和见解的总结报告

GE Corporate 评估强调，GE 在其气候变化目标方面的成功、我们的道德与合规文化以及安全重点，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各业务部门的主要问题包括：
• 气候变化
• 治理和道德
• 产品安全和品质

2021 年人权报告

• 多元和包容
• 产品管理

我们于 2022 年发布了《GE 人权
报告》，从治理文件到尽职调查
计划，向公众更透明地透露我
们开展人权项目的方式。本报
告从自有员工以及受 GE 运营和
业务关系影响的供应商和社区
方面详细介绍了相关计划。

点击此处 了解《GE 人权报告》

• 投资员工（包括人才管理、聘用、
安全和福祉）

关键指标：2021 年绩效和优先事项
Key metrics: Our performance and priorities
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and signatory to the UN Global Compact since 2008, we understand that we play a role in helping achieve a better future
for all by creating a more sustainable world. To put this in action, we apply the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to help frame
our program and practices. Our ESG performance in 2021 and priorities for 2022 and beyond align with the identified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to help address the identified societal challenges.
We identified focus areas where our performance in 2021 vs. 2020 warranted greater focus and provide further details where indicated.
2019

2020

2021

Total revenues

$90,221

$75,833

$74,196

Adjusted revenues1

TOPIC

BAS E L INE

$87,419

$72,969

$71,090

$8,422

$2,246

$4,608

$635

$1,889

$3,820

$3,685

Financial Performance ($M)

Adjusted profit1
Free cash flows1

$2,145

To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

$4,164

24.1%

24.2%

Diversity and Inclusion3 (pages 80-84)
GE U.S. Workforce, all employees
Total Race & Ethnic Minority4
Asian

8.7%

Black/African American

6.8%

Hispanic/Latinx

6.5%

American Indian/Alaskan Native

0.3%

Native Hawaiian/Pacific Islander

0.2%

Multiracial

1.6%

6.8%
0.1%
1.7%
10.1%

Veteran Status5
Global Female Representation per Category
Female representation, all employees

21.9%

22.3%

Female representation, professional employees

26.2%

26.5%

Female representation in leadership7

26.0%

27.2%

1,286

1,115

6

Human Rights: Supplier Responsibility Program8 (pages 112-114)
Total Global Audits9,10
Total Suppliers Approved

11

New Suppliers
Existing Suppliers
Supplier From Acquisition
Total Suppliers Rejected11
New Suppliers
Existing Suppliers
Supplier from Acquisition
Total Findings
Percentage of Findings per Category:
Health & Safety
Environment
Emergency Preparedness

1,039
433
553
53
71
62
8

966
220
726
20
26
13
13

1

0

7,348

6,031

29%

31%

31%
21%

31%
20%

Human Rights & Labor

16%

14%

Dormitory Standards

<1%

<1%

Conflict Minerals
Security / Other12
Audits per Region:
China

2%
<1%
41%

India

28%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13%

1%
3%
38%
27%
18%

Europe, Middle East & Africa

9%

8%

Rest of Asia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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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6.7%
0.3%

3.7%

Disability5

UN SDG

我们的 ESG 绩效和优先事项表
明我们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保持一致，协助解决已有的
社会挑战。在《2021 年可持续发
展报告》中，我们分享了在财务
表现、多元和包容、人权、安全、
环境管理以及提升社区方面的三年
指标。我们还通过 2021 年与 2020
年的对比，确定应该更加关注的
领域，并在报告中提供详细说明。
点击此处 查看我们总结的绩效
和优先事项

推动气候方面的进步
2030 年碳中和承诺

在提前完成 2022 年的减排目标之后，我们设定了一个新的目标，即 2030
年前在经营中实现碳中和（也就是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为实现这一
目标，我们的企业正在努力提高运营中的能源效率，通过智能电源减少电
网排放，并通过精益实践消除能源浪费。在全力推动绝对减排以实现碳中
和的同时，我们将在必要时使用碳补偿平衡剩余排放。

与 2019 年的
基准线相比

进一步了解 GE 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航空
GE Aviation（GE 航空）正通过几种长期战略降低其直接排放和间
接排放，包括采购和优化节能基础设施、签订使用低碳和可再生
能源的设施能源合同以及在发动机测试操作中探索可持续航空燃
油和其他低碳燃油的使用。
医疗
GE Healthcare（GE 医疗）通过减少自身设备的温室气体排放、
将车队车辆更换为电动或混合动力以及过渡到可再生能源等举
措聚焦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降低。

可再生能 源
GE Renewable Energy（GE 可再生资源）正在通过两个绿色精益工
作流程降低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优化全球生产设施所用的能源
并通过采用绿色关税、安放现场太阳能等方式扩展可再生电力。

2021 年的排放量降低 21%

电力
GE Gas Power（GE 燃气电力）通过减少能源浪费和投资使用实
时碳追踪的自动能源管理等举措聚焦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
降低。我们 13 个最大站点中的能源巨头完成了一系列密集的培
训和寻宝研讨会，确定了 40 多个节能项目。

2050 年净 零目标

2021 年，我们表明 GE 的目标是于 2050 年前成为净零公司，不仅在 GE 自营领域，还包括与使用所售产品相关的其他间接排放。我们还与客户、
供应商、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公司紧密合作，将净零工程挑战转化为商机。我们遵守几项原则，指导我们实现净零目标的方法：
GE 净零原则
信誉
我们知道，这条路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因此我们将诚信放在
首位，与利益相关者客观分享所知与所不知。这也意味着，我们
将获取的更合适、更可信的信息与利益相关者分享。

持 续学习
我们的分析以当下对事物的看法为基础，是最可靠的信息。我们致
力于持续学习，以便获取更多见解和机会，从而带来改变，并希望
慢慢取得进步。

合作
我们知道，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在 GE 谦逊
精神的指导下，我们乐于继续与客户、投资人、监管机构和同行合
作，共同实现目标。点击这里 查看我们总结的几个重要合作。

致 力于创 新 和技术
简单来说，在全球朝着净零发展的路上，GE 的作用就是提供前沿
技术以取得进步并为将来所需的突破性技术进行创新。

通过运用这些原则，我们为 GE Aviation、GE Power 和 Renewable Energy 想出三条实现净零目标的方法。
进一步了解 GE的其他间接排放
2020 年前的行动

基于过去行动的实质性贡献。我们朝
着净零的努力早在 2021 年之前就已
开始。GE 长期以来一直在对其产品进
行创新，通过先进产品提高效率并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我们过去的努力为
之后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0-2030

推动这十年的持续进步。我们将20世纪20年
代这十年作为行动的十年，重点实现所需技
术解决方案的创新，实现 2050 年的净零排放
目标。这种创新的实现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包
括推动有可能在最近十年及以后进一步减少
碳排放和碳强度的技术。

2030-2050

为未来创新。虽然我们对 GE 技术在 2030 年
取得进展持乐观态度，但我们深知，这些
技术对实现 2050 年的净零目标是不够的。
我们今天的投资是为了实现下一代突破性
技术的创新，从而实现电力、可再生能源和
航空业所需的阶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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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黎气候协定》保持一致的气候政策参与

GE 将其气候游说工作的重点放在提出建设性意见上，推动成功
实现能源转型（能源去碳化）的政策落地以及发展更可靠、更可
持续和更实惠的能源。我们的游说活动是为了促成并遵守我们的
气候变化目标，包括《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中表达的科学和目标。我们与政府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政
府和行业团结协作，才能解决全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还为
推动出台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政策和技术的协会提供支持，包括
非盈利性组合和贸易协会。了解更多

产品安全 和品质

精益是我们在 GE 开展工作的基础。安全、品质、交付、成本
(SQDC)，按照这一顺序开展工作，协助我们为客户提供服务并
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世界。这些不仅仅是我们定期报告的四个
指标，也是我们希望员工都具备的本能。任何时候都不会以牺牲
安全为代价来改善品质、交付或成本。所有 GE 企业均致力于通
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来打造安全有效的产品，满足客户的需求。
了解更多

沟通

产品管理

安全

环境
料

2019 年伊始，GE 加强“棕地计划”，优先清理并重建 EJ 社区中闲置的受污
资产。通过使用 EJSCREEN（由美国环境保护署开发）以及气候和经济正义
筛选工具（由环境质量委员会发布），GE 对其位于美国境内的全部库存进行
审查，在 100 多处未充分利用的自有资产中找出位于 EJ 社区的 53 处地块。
当地 EJ 社区领导人表示，其最紧迫的需求之一就是用于拆除过时建筑物和
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为此，GE 承诺投资 4,000 多万美元拆除其在 EJ 社区
的过时建筑。在美国境外，GE 也正在筛选其未充分利用的资产，针对弱势社
区开展清理和重建投资。2021 年确认了几处有待拆除的潜在资产。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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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产品管理

材

环境正义 (EJ)

参与
部
外

为应对日益稀缺的资源以及客户、投资者
和监管机构对生产商就产品在其整个生
命周期中的影响承担更高责任的期望，
我们开发出产品管理和循环目标，为我们
的未来发展助力。产品管理早已成为 GE
战略和文化的核心部分，并深深根植于全
球安全和品质流程、政策和举措中。我们
的战略包括通过精益原则持续改进，这是
确认和消除浪费的关键。了解更多

水

循环

经济

新泽西州北伯根清洁内部
环境。

我们的战略和可持续
发展优先事项如何与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 (SDG) 保持一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代表一
项全球议程，应对全球所面临的最紧
迫挑战，包括全球气候行动、医疗普
及和不公平改善。
我们深刻意识到这
一全球倡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
GE 如何在基础设施、提升生活品质和
可持续地推进全球发展方面担当重
任。
GE 于 2008 年成为《联合国全球契
约》的签署方，并认为以下可持续发展
目标与我们的战略和可持续发展优先
事项密切相关。
健康和福祉

性别平等

实惠清
洁能源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全新

我们的创新
引领能源转型

推动精准医疗
发展未来航空

我们的优先事项

人权

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运营、产品、服务和联系，我们尊重可能受到影
响的每个人的基本尊严。

环境管理

2021 年，我们定下一个宏大目标，于 2050 年前将因使用我们所
售产品而产生的其他间接排放达成净零。我们与客户、供应商、
决策制定者和其他公司合作，将净零挑战转变为推动可持续发
展的机会。

减少不平等

负责任消
费和生产

全新

治理

诚信文化
气候行动

和平、正义
和强大制度

GE Aviation 正不断实现行业领先技术创新，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
管理。我们最新的发动机与之前的产品相比，燃油效率更高、排放
更低。如今，我们正努力开发先进的全新发动机架构，如开放式
风扇、混合电力推进和氢燃料燃烧。

保障员工和相关人员的安全是公司的首要任务。

我们的方法
可持续城
市和社区

我们的产品创新通过高效且高度个性化的综合护理推动精准医疗
的发展，聚焦提高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我们的服务覆盖全球
160 多个国家/地区，在传统技术和数字工具方面引领创新。

安全

提升我们的社区
行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GE 致力于打造并交付用于管理现有排放的先进设备，同时不断发
展更可靠、更可持续且更实惠的电力。我们的能源企业提供综合
解决方案，包括创新版陆上和海上风力涡轮机、高效燃气涡轮机
和先进技术，实现电网的现代化和数字化。

促进多言和包容

我们认为，能源、交通和医疗行业可通过提供晋升、教育机会、
指导和社区援助成为改变世界经济的领袖。

从董事会到管理层、运营、战略规划和风险评估，可持续性已融
入 GE 运营的方方面面。我们与包括员工、客户、投资人、供应商、
社区、政府官员和公众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
诚信对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至关重要。我们称为精神与文字的
19 条政策强调我们对环境、社会和治理计划的承诺。

我们以提供安全、多元、互相尊重且促进平等的工作环境为傲。
我们所做慈善的重点之一就是为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以及高级
工程领域培养女性从业者。

为实现目
标合作

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览

《2021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第 7 至 10
页列有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战略和
进度报告的全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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