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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DELL 致辞

与君携手 共创未来

“我们对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措施的重视确保我们在实现业务目
标的同时，也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带
来了积极切实的成效。”

在 Dell Technologies，我们看到一个将会推动人
类进步的未来，一个将会为每个人带来业务和
社会影响的未来。我们正在推动创新，促成合
作和采用技术，使人们能够利用各种机会，减
少对环境的影响并建立信任。

连续第 18 年

我们在 Human Rights Campaign 
Foundation 的企业平等指数评估中获得
满分。

感谢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过去一年是戴尔
历史上业绩非凡的一年。我们对环境、社会和
治理 (ESG) 措施的重视确保我们在实现业务目
标的同时，也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了积极的
成效。

本报告详细介绍了我们在实现 2030 年宏伟目标
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
我们秉持创新精神和以目标为导向的文化来应
对挑战时，我感到特别自豪的是：

• 我们已经加入了商业圆桌会议和信息技术产业
理事会其他成员的行列，以支持重新加入《巴
黎气候协定》。

• 我们将兑现到 2050 年在整个价值链实现温室
气体 (GHG) 净零排放的承诺。 

• Dell Technologies 已经第 10 次荣登 Ethisphere® 
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业 (World’s Most Ethical 
Companies®) 榜单。

• 我们连续第 18 年在 Human Rights Campaign 
Foundation 的企业平等指数评估中获得满分，
该指数旨在表彰实现 LGBTQ 平等的理想工作
场所。

志存高远，我们的脚步决不会就此停下。我们
致力于通过人类灵感和技术创新这两大引擎，
为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人类带来积极影响。 

我很高兴在这份报告中与各位分享我们的进展
以及我们的行动目标。

Michael Dell
Dell Technologies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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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亮点

1.798 亿
千克（3.965 亿磅）可持续材料用于我们的 
产品和包装中

82%

与 2020 财年相比，现场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产生的发电
量增加 82% 

55%

的 Dell Technologies 设施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90.2%

整个产品组合中 90.2% 的包装由回收或可再生材料制成 

26%

售出产品被回收再利用或循环使用的同比上升幅度

33.9%

的团队成员和 28.2% 的管理岗位（全球范围
内）由女性担任

15.4%

的团队成员和 12.2% 的管理岗位（美国）由黑人/非洲
裔美国人或西班牙裔/拉丁裔美国人担任

99.6%

的团队成员完成了旨在理解与包容性相关的主题的  
Be the Change 培训

47%

的团队成员至少属于一个 Employee Resource Group 
(ERG)

159,742,242
人从我们的战略性捐赠和志愿服务项目中受益 

18,000 多个
非营利组织通过捐赠和志愿活动获得支持 

222 个
非营利组织在数字化转型之旅中获得支持 

1.35 亿
人注册了印度 Digital Lifecare

第 10 次
荣登 Ethisphere® Institute 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
业 (World’s Most Ethical Companies®) 榜单

1 个
集中位置，可让客户详细了解我们的隐私保护实践 

3 种
机制，便于人们大胆谏言，报告问题 

100%

员工认同 Dell Technologies 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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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响回顾

投资于循环创新

减少资源使用和解决与电子废弃物相关的日益
增多的问题对我们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我们企业
的未来至关重要。2022 财年，Dell Technologies 
发布了 Concept Luna，这是一个启发未来可持
续笔记本电脑设计的原型，探索了多种革命性
设计理念，使组件易于获取、可更换并可重复
使用。Concept Luna 旨在测试各种可能性，如
果其中的所有设计理念都得以实现，我们可以
预期，与我们当前产品组合中的同类戴尔笔记
本相比，整体产品碳足迹将减少约 50%。 

倡导新办公方式

十多年来，戴尔一直是灵活办公方面的先行
者。我们优先考虑结果和联系，而团队成员则
可以推动实现结果并获得机会。2022 财年，
我们了解到远程办公有助于创造公平的竞争环
境，90% 的团队成员希望保持混合办公或完全
远程办公模式。当我们设想在混合环境中办公
时，文化、归属感和职业发展至关重要。我们
仍然相信工作看重的是结果，而不在于时间或
地点。技术可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增进
联系和提高生产力，而文化和指导则可帮助我
们的员工和企业繁荣发展。

推进数字融合

太阳能学习实验室是数字融合的推动力。迄今
为止，他们已经帮助超过 34,000 名学生，向他
们介绍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以及
技术可以提供的经济机会。今年，戴尔将我们
的学习实验室转变为太阳能社区中心，提供教
育以外的社区支持。根据社区需求，我们将与
当地合作伙伴合作，提供水电、医疗服务和/或
生物多样性保护，就像 2021 年 7 月开放的亚马
逊热带雨林太阳能社区中心一样。

利用创新工具

监管机构对道德和合规团队利用数据分析的期
望越来越高。我们满足这一需求的一种方法是
使用 Dell Image Analysis (DIA)，这是一种欺诈防
范工具，可以分析图像，在元数据级别检测伪
造行为。我们的团队使用 DIA 来确认第三方提
交的促销和其他营销活动照片确实描绘了他们
所描述的实际活动，包括日期、地点和花销准
确性。DIA 使用程序员反馈和机器学习随时间推
移来提高准确性。自从实施 DIA 以来，戴尔每
年避免了数百万美元的欺诈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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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及以后的目标

 推进可持续发展

长远目标

到 2030 年，客户每购买一件产品，我们将再
利用或回收利用一件同等产品。我们的包装将 
100% 采用回收材料或可再生材料制成。我们 
一半以上的产品成分也将采用回收材料或可再生
材料。

根据我们的计划，我们正在大胆地迈出下一步，推动对人类和地球产生积极影响。我们利用这些目标来制定未来十年的 
影响战略。

其他影响力目标 

• 我们将在 2050 年之前实现范围 1、2 和 3 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达到净零。

• 到 2030 年，将范围 1 和 2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50%。

• 到 2030 年，在所有 Dell Technologies 设施中，让 75% 
的电力源自可再生能源，到 2040 年让这一比例达到 
100%。

• 我们将与直接材料供应商合作，实现到 2030 年将单位
收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60% 的目标。

• 到  2030 年，我们将推动全球工作场所的可持续性 
改进。

• 从现在到 2030 年，我们每年都将继续履行承诺，提供
健康的工作环境，让员工能够不断成长。

• 从现在到 2030 年，我们每年都将为供应链中的员工提
供未来就绪型技能培训。

• 从现在到 2030 年，我们每年都将继续与制造产品的人
员保持互动。

 培养包容性

长远目标

到 2030 年，我们 50% 的全球员工和 40% 的 
全球管理岗位将由女性担任。

其他影响力目标 

• 到 2030 年，让 25% 的美国员工和 15% 的美国管理
岗位由黑人/非裔美国人或拉美裔/拉丁美洲少数族裔 
担任。

• 从现在到 2030 年，每年我们 90% 的员工都会认为自
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 到 2030 年，让 50% 的员工加入 Employee Resource 
Groups，以扩大社会影响。

• 从现在到 2030 年，每年我们 75% 的员工都会认为自
己的领导善于激励他们。

• 到  2030 年，我们  95% 的员工将参与每年的基础 
学习，学习的主题包括无意识偏见、骚扰、微侵犯和 
特权。

 改变生活

长远目标

我们将借助自身技术和规模，通过数字融合计划
推进医疗和教育发展，目标是到 2030 年实现可
造福 10 亿人的持久性成果。

其他影响力目标 

• 从现在到 2030 年，在每年通过我们的社会和教育计划
实现自我提升的人群中，自我身份认同为女孩、妇女或
弱势群体的人员比例将达到 50%。

• 到 2030 年，我们将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帮助 
1,000 家非营利合作伙伴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更好地服
务于他们的社区。

• 到 2030 年的每年间，我们的员工中有 75% 将参与其
社区的捐赠或志愿活动。

 坚守道德和隐私保护准则

长远目标

到 2030 年，我们将全面实现数据控制流程自动
化，让我们的客户能更轻松地控制自己的个人 
数据。

其他影响力目标

• 从现在到 2030 年，我们的所有员工都将践行我们的价
值观。

• 到 2030 年，与我们开展业务的所有合作伙伴都将践行
他们对我们的价值观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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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可持续发展

保护地球 我们责无旁贷

我们与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和
社区合作，共同在紧迫的环境问题
上发挥影响力。作为我们业务的核
心部分，我们的全球供应链优势和
规模使我们能够推动实现高标准的
可持续发展和道德实践，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同时尽可能推动进步。

我们已实现的目标

• 2022 财年，我们的产品中使用了 5,600 万磅
可持续的材料。通过在研发方面进行投资并利
用我们供应链的创新能力，我们扩大了回收和
可再生材料（如再生碳纤维和生物塑料）的使
用范围。 

• 2022 财年，我们产品组合中 90.2% 的包装采
用回收或可再生材料制成。包装中使用了 22.7 
万磅海洋塑料，使我们能够实现支持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 14 的承诺，即到 2025 年，每年
海洋塑料使用量增加 10 倍，这比原计划提前
了 4 年。

• 2022 财年，我们全球设施中超过 55% 的电力
来自可再生能源。与 2020 财年相比，现场太
阳能电池板安装产生的发电量增加了 82%。  

• 售出产品被回收再利用或循环使用的比例同比
增长 26%。推出了新的方式，吸引个人、合
作伙伴和企业交出自己不再使用的技术来支持
我们的目标，即重复使用或回收与我们生产的
产品一样多的产品。

展望未来

• 宣布新的 2030 年目标，减少与售出产品使用
相关的碳排放，继续解决我们占比最大的范围 
3 排放中的此类别问题。

• 通过扩大回收服务规模，加速回收不再使用的
技术，以进行翻新和重复使用。延长产品和材
料使用寿命是我们的一项重点任务。

突破创新界限

要在气候变化和循环经济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我们
需要突破创新界限。我们的 Experience Innovation 
Group 正在推进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作流程，以发现
和测试新的革命性设计理念与用户体验，对我们自
己和我们的客户而言，这些理念和体验有可能会
更大限度地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并大规模减少排 
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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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包容性

在 Dell Technologies，我们
重视思想和经验的多样性

在 Dell Technologies，我们是一个
多元化团队，重视思想和经验的多
样性，以创造推动人类进步的创新
技术。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现
人人平等、相互信任和支持，因为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获得机
会，能够平衡工作和生活并获得成
就感，与周围的世界建立联系，受
到尊重，更重要的是得到别人的包
容和理解。

我们已实现的目标

• 通过针对弱势群体的招聘和教育项目、创新招
聘项目和合作伙伴关系，扩大了我们的业务范
围。我们专注于扩大我们的业务范围，确保我
们能随时随地吸引人才。 

• 加强我们的团队成员社区，以推动其参与和
协作。我们通过 Employee Resource Group 
(ERG)、Culture, Diversity & Inclusion (CD&I) 
Champion 和 CD&I 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
联系。

• 通过教育和认知促进包容，每年为我们所有的
团队成员提供包容原则和实践方面的基础学
习。我们还提供机会、工具和资源，鼓励团队
成员和领导者开展包容性对话。

• 支持领导者营造一种文化，即，我们的员工感
到有能力实现一种平衡感，与周围人建立联
系，并接受其真实的一面。我们的领导力原则
设定了期望，即，倡导人人平等，重视不同的
背景，接受独特的观点。

展望未来

• 虽然我们在实现目标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我们
知道，在当前全球环境下，我们必须继续注重
培养包容性文化。整个行业正在发生的“大洗
牌”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可以让我们吸引新型
人才，同时注重保留我们现有的人才。 

团队成员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种文化，即乐意接受员工
的独特性，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让
他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人尽其才、各施所长。
不管他们是谁，长什么样子，背景如何。”–  
首席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官 Vanice Ha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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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生活

在 Dell Technologies，我
们始终相信，科技的力量
可以解决社会面临的重大 
挑战

从一开始，我们就致力于使所有人
都能以负担得起的方式获得技术。
当我们运用我们的规模、产品组合
和合作伙伴关系来打造数字包容性
未来，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
的潜力时，我们就有无限的可能性
来改变生活。

我们已实现的目标

• 自 2013 年以来，我们通过战略性捐赠和志愿
服务，以及我们的社会创新计划，惠及近 1.6 
亿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戴尔与非营利组织
合作，将迫切需要数字化接入的区域作为目
标，并与我们的团队成员合作，利用他们的业
余时间、专业知识和热情，帮助非营利组织实
现转型，让社区得到发展。 

• 我们的 Digital LifeCare 技术解决方案用于支持
印度政府的非传染性疾病 (NCD) 筛查和管理
计划，截至 2021 年 12 月，已有超过 1.35 亿
人注册该系统。此外，我们的合作伙伴 Tata 
Trusts 还培训了超过 9.4 万名医疗专业人员。 

• 2021 年，我们将太阳能学习实验室转变为太
阳能社区中心，这使每个中心的占地面积增加
了一倍，并扩大了服务范围。迄今为止，该项
目已使 11.4 万多人受益，帮助他们获得数字化
技术及其服务。

展望未来

• 扩大 Tech Pro Bono 的全球覆盖范围，确保我
们帮助全球非营利组织实现数字化转型。

• 提高我们团队成员的志愿服务能力，无论他们
在何处工作都是如此。

• 与其他正在推动数字包容性并致力于帮助有需
要的社区的组织进行合作。

合作以产生影响 
我们就 Giga（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电信联盟 
(ITU) 的一项联合计划）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
分会 (UNICEF USA) 开展合作，以实时绘制出每所
学校的互联网接入情况的全球地图，为创新融资和
连接机会创建模式。

DELL TECHNOLOGIES 
2022 财年 ESG 报告 — 执行摘要 

8



坚守道德和
隐私保护准则

道德和隐私保护对于建立
信任、坚守诚信标准和奠
定积极社会影响的基础至
关重要

我们将自己的道德文化和价值观融
入到我们的运营方式中，不是因为
他人要求我们这样做，而是因为这
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已实现的目标

• 通过增加二维码作为 Speak Up 的另一种方
式，强化了以保密方式举报道德问题的机制。
举报问题时，团队成员、承包商、第三方和
其他人可以从多种语言中选择，并选择匿名 
提交。 

•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和政府机构必须
在保护公众健康的同时保护个人数据。使用 
ServiceNow，满足有关戴尔设施内疫苗接种
追踪的隐私和安全要求。另外，还与英特尔和 
Leidos® 合作，为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创建安
全的接触者追踪解决方案。

• 推出戴尔的新隐私信任中心作为集中式位置，
便于客户详细了解我们的隐私实践和数据生命
周期，查看他们自己的隐私汇总版块，并提交
隐私请求。请访问隐私信任中心，获取信息和
视频演示。

展望未来

• 利用数字化专业知识来教育其他组织，并展示
创新方法如何增强道德和隐私保护功能。

• 继续评估我们的直接合作伙伴，以确保我们主
动、及时地标记潜在道德和隐私方面问题，以
供调查。

提供移动渠道，更方便地获取道德
工具和培训

我们数字化套件的核心是 My Ethics 应用程序，它
支持完成指定的培训，浏览 Dell Technologies 行为
准则，以及访问精简的 Speak Up 功能，无论 Dell 
Technologies 团队成员位于何处或使用何种移动
设备，都能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备受赞誉的课程 
Standing Strong Together: Confronting Racial Inequity 
也收录在 My Ethics 应用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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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报告和其他报告，我们将继续履行长期以来
对落实 ESG 战略和计划的问责承诺。

为应对前路的挑战，我们必须创新和发展，但这并非只是我们自己的旅程。欢迎您提出想法和
开展合作，并希望您能与我们一起为每个人带来社会影响。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Dell.com/ESG。

http://dell.com/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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