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责任在英特尔意味着什么：

英特尔致力于提升人们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能力。我们相信技术能够将人们

与新的信息和数据相连，而更多的连接意味着能为世界带来更多不同的想法、

更多可实现的潜能，以及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通过将创新思维和技术相连接，

能够帮助更多人，为人类的福祉和地球的明天做出更多贡献，带来更多精彩绝

伦的体验。

英特尔以履行企业责任为重要使命并长期坚守，我们设立宏伟目标，在环

境可持续、责任供应链、多元化和包容性、社会影响力等领域进行战略投资。

英特尔坚信，在良好的企业透明度、公司治理、商业道德的基础上履行企业责任，

可以帮助我们降低风险和成本、提升品牌价值、拓展未来市场，进而为我们和

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

透明度是英特尔企业责任管理的重要元素。1994 年，我们自愿发布了第

一份环境报告。20年以来，为了满足利益相关方的要求，我们每年发布企业责

任报告。2009 年，我们在中国发布了第一份本土企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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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企业责任实践亮点

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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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特尔企业责任的策略、相关文件和数据、历

年报告、各章节报告等内容，您可以登陆英特尔企

业责任网站了解。



科再奇致辞 2016 是英特尔巨变的一年。我们加速

从一家计算机公司转型成为驱动云与数以亿

计智能互联计算设备的企业。这一年，我们

在重构企业的同时，还一如既往发布激动人

心的产品，并为持续增长而投资。我们多方

努力帮助英特尔成为驾驭数据洪流的关键力

量。而这一数据洪流正在变革产业，驱动诸

如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令人惊叹的体验成

为现实。

虽然全球和英特尔都在快速变化，我们

履行社会责任的承诺却矢志不渝，步伐坚定

有力。我们将社会责任深植于公司战略和业

务，更好地为英特尔和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

我们坚信通过我们的技术能够激发人们的无

限潜能，通过释放数据的力量，能够帮助应

对从气候变化到能源效率、从经济赋能到个

人发展等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

在过去的 2016 年，我们主动投资新的

行动，催化英特尔、产业以及社会积极变革，

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新进展，设立了远大目

标：

环境可持续		我们持续投资多个新的节能

和可替代能源项目，不断减少环境足迹，矢

志实现 2020 年环境目标，同时帮助更多的

伙伴采用英特尔 ® 技术，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责任供应链		达到我们在商业道德、环境绩效、员工管理和人权保护

等高期望值的供应商比例显著提升。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为英特尔和整个

产业打造负责任的矿产供应链。

多元化与包容性		依托 3 亿美元的投资，我们向 2020 年全面提升女

性和少数族裔员工比例的目标迈进。我们的包容性招聘工作和推动整个

科技产业提升员工多元化水平的项目，为实现 2020 目标提供了强劲动力。

社会影响力		我们采取重要措施，确保下一代劳动者和创新者实现多

元化和包容性发展，并为他们在快速变化的数字世界取得成功做好准备。

为此，我们最新推出英特尔 ® 创新一代计划，以便为全球青少年创造更

多掌握科技技能和参与创新实践的机会。

在持续拓展业务、创新技术和推出带来极致体验产品的同时，我们

始终坚持提高运营透明度，以及助力公司、人类不断进步和推动全球可

持续发展的承诺。令我自豪的是，我们已将承诺付诸于行动，并在行动

过程中通过利益相关方的反馈和参与而不断发展。当您阅读我们的企业

责任报告，了解英特尔 2016 年度的绩效和未来宏大的目标时，我们也

期待着您的反馈，希望与您携手共创未来。

科再奇（Brian	Krzanich）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

科再奇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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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旭致辞 英特尔扎根中国 32 年，其中最重要的

经验，就是和中国产业深度合作。当今数据

洪流席卷全球，而中国是数据大国。英特尔

基于全新的数据战略和创新能力，在八个关

键技术领域——人工智能、无人驾驶、5G、

虚拟现实、中国制造 2025、精准医疗、体

育以及机器人，矢志与中国各界伙伴紧密携

手，促进经济转型，推动实体经济增值，带

动消费升级，最终服务于民生福祉。而这也

是我们推进科技创新和拓展业务的根本——

始终胸怀社会责任，通过创新技术应对社会

挑战，帮助每一个人实现智能互联，共同创

造更美好的世界。

英特尔以履行企业责任为重要使命并长

期坚守，将责任融入公司战略、管理和长期

发展目标，并贯穿企业运营的全过程。我们

坚信，在提高企业透明度、公司治理、商业

道德等的基础上，深入履行企业责任，可以

帮助企业降低风险和成本、提升品牌价值、

拓展未来市场，进而为公司和利益相关方持

续创造价值。

在环境领域，我们在减少公司和供应链

环境碳足迹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多年来，

从生产运营、产品制造到员工日常办公，我

们都采用最高环境标准，始终将能效纳入产

品全生命周期。我们注重与政府、产业链和

杨旭  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  

非营利组织等开展合作，积极投资节能减排，不断探索科技在环境保护

中的应用途径，并与合作伙伴分享成果、共推绿色发展。

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是英特尔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领域之一。作为

被中国教育部认可的最佳合作伙伴，我们多年以来一直携手政府、教育

界以及社会各界伙伴，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系统化推动教育变革，

培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为了帮助青少年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

挑战，提升未来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我们启动了英特尔 ® 创新一代计划，

希望通过为更多青少年扩展接触技术的机会和提升技术应用的能力，来

重新定义创新者，帮助未来一代成为创新者、发明家和问题解决者。另外，

英特尔已连续 4 年承办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助力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中

美文化交流，并持续多年支持高等教育创新，鼓励和赋能青年人用技术

为人类创造更好的明天。

员工是英特尔的宝贵财富，多元化是英特尔的重要文化。我们坚持

以员工为核心的管理理念，构建以创新为动力的企业文化，为让每一位

员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而不遗余力。2016 年我们在全面提升女性及少

数族裔的员工比例方面初见成效，提升了多元化供应商的采购比例。为

支持社区创新，我们鼓励员工利用专长创造更有价值的志愿服务。英特

尔中国员工连续 8 年的累计志愿服务时间达 54 万多小时。 

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英特尔与中国的共同追求。植根这片

创新沃土，英特尔将继续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释放责任影响力，与中

国勠力同心、砥砺前行、共铸未来。

杨旭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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