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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息万变的世界：
可持续价值 2008
创新和实施

连接世界，沟通未来



客户服务 员工敬业度 道德表现

气候变化 垃圾管理 改良社会

今年我们着重于创新和实施。这两个主题是对英国电信从业
之道的总结：我们寻找重视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商机，并承诺
将可持续发展融入核心业务。
 此报告围绕我们企业社会责任 (CSR) 战略的四条原则，包括
我们的期望以及所取得的进展。我们关注与英国电信及其股
东利益最相关的问题，此类问题是通过实际流程（参见第 16 
页）来确定的。

关键绩效指标 (KPI)
出现该符号的地方 ，表示审核背面的 KPI 表中提供了
相关绩效数据。

简介

外部视角
我们的领导小组在第 18 页提供了关于本次审核的反馈总结。
该小组由一群为英国电信提供可持续发展建议的外部专家组
成。
 本次审核由英国劳氏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LRQA) 根据 
AA1000 认证标准 (AA1000 Assurance Standard) 进行（参见第 
19 页）。

完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本次审核是为我们的员工、重要的客户、投资者和分析师所
作。
 关于英国电信可持续发展方法和业绩的全面信息，请访问
以下网站，查看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www.btplc.com/betterworld. 本次审核遵循《全球报告倡议组
织指南》(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uidelines)，包括联合国全
球契约 (UN Global Compact) 的相关信息。

欢迎浏览我们2008年的可持续发展审核报告《瞬息万变的世界：可持续的价值
观》。报告中阐述了我们如何将英国电信转变为一家领先的通信解决方案和服务
提供商、以及如何提供更具可持续性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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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电信设计部

英国电信运营部

我们的业务 我们服务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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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运营地区

我们的运营部门和结构我们开展业务的方式

英国电信全球
服务部

英国电信零
售部

英国电信批
发部

Openreach

我们通过四个面向客户的业务部门满足大型公司、政府和金融机构；消费者；中
小型企业；以及其他电信供应商等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这四个部门又由两个内
部职能部门提供支持。

我们拥有广泛的业务范围：

  从在英国提供一条单独的国内电
话线路到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创新
的全球网络基础设施；

  从为跨国公司提供重要全球网络 
IT 服务到为家庭提供宽带套餐；

  从下一代电视到 IP 语音 (VoIP) 
服务；以及

  从为家庭和企业提供的创新电话
套餐到在线交易社区和全面 IT 支
持等增值服务。

我们的客户超过 1600万，从使用单独
电话线路的个人用户，到政府部门和
一些规模最大的跨国公司。

2008 年按客户所在行业的收入
(%)

英国电信为超过 170 个国家和地区
的客户提供服务。为了满足世界各地
客户之所需，我们通过有机增长和并
购实现全球业务增长。

英国电信的价值观为我们成功开展业
务开辟了道路。每一次令人信服的客
户体验的核心就基于此。

我们的价值观：
值得信赖：我们言出必行
互相帮助：我们以团队的形式开展   
    工作
振奋人心：我们创造新的可能性
简单明了：我们让事务一目了然
竭诚以待：我们对自己充满有信心

我们致力于为社会 和可持续发展的
将来做出 积极贡献。这是英国电信
的核心宗旨。

关于英国电信
英国电信是全球领先的通信服务公司之一。
我们的愿景是致力于帮助客户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长足发展。

2008 年英国以外地区收入增加

英国电信集团

欧洲（英国以外）
15%

美洲
19%

亚太地区
66%

集团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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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加盟英国电信并担任董事长让我非常激动。英国电信是重要行业的知名品牌，以
往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领导地位振奋人心。我们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和瞬息万变的世
界中运作。我们的业务已经实现了快速转型和全球扩张，我们必须继续、甚至加速这
一进程。

继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很高兴 Dame Ellen MacArthur 同意出任英国电信全球企
业社会责任计划大使。我们为 Dame Ellen 领导的航行挑战赛
团队 (Offshore Challenges Sailing Team) 提供了三年的赞助，
这将使更多全球观众了解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
 当然，我们仍任重道远。在我们的全球业务中成功推广我
们的计划仍是头等大事，也是一项挑战。成功的关键将在于
能否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创
造了理想的工作环境，有助于我们的员工顺利发展和积累 21 
世纪所需的技能。

我们了解透明度和责任心的重要性。正如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报
告中所描述的，我们签署了联合国全球契约，并根据其原则在 
www.unglobalcompact.org 上公布了英国电信的业绩。
 本报告审阅了英国电信开展的活动。每一部分均包括与英
国电信负责人开展的问答环节，解释了我们如何处理企业战
略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两者间可能出现的对立与协同等问题。
 今年，我们对关键绩效指标表采用了威尔士王子 HRH 提出
的“可持续性核算”计划中的原理。我们首次将财务和非财
务信息相结合，证明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们在各个方面力求正确，但在某些方面还有很多学习的
空间。欢迎您提出想法和反馈。
  

Michael Rake 爵士

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对如何以有利于英国电信、其客
户、社会及环境的方式继续转型提出了明确愿景。
 我很欣慰，我们取得的进展和付出的努力不断获得认可。
今年，我们在道琼斯可持续性指数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上连续第七年名列行业首位，并获得杰出社区企
业奖年度最佳公司 (Company of the Year in the 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 Awards for Excellence) 称号。但让我更高兴的是我
在英国电信全体员工身上看到的对企业价值观的真正认可。
这是一种真正的激情，利用通信创造更美好、更具可持续性
世界的激情。
 我们朝着自己的目标取得了良好进展。在自身运营中，我
们减少了能源消耗，提高了再利用率，宣布打算开发公司自
己的风电场，以满足英国高达 25% 的能源需求。
 我们力求将客户放在首位。优秀的客户服务是我们工作的
重中之重。可持续发展实务的推出将有助于客户减少他们对
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社会包容计划正在将日益增强的通信优
势转播得更广，而我们新的包容性设计工具则将鼓励行业内
涌现出更容易获取的设计。通过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计划，我
们开始真正将可持续性运用到自己的业务思维和产品开发流
程中。

Michael Rake 爵士

董事长

在我们的全球业务中成功推广
我们的计划仍是头等大事，也是一项
挑战。

董事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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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电信了解负责任的行为和可持续性发展对公司的重要性，我们决定为社会做出积
极贡献。鉴于此，气候变化无疑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在领导英
国工业联合会 (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气候变化专案小组 (Climate Change 
Task Force) 时，我已经充分了解到这一点。

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如同应对所有业务的挑战，我们必须采用相同的方式继续解
决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指导方针。
 自从 2002 年加盟英国电信以来，我对我们在这方面和其
他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深感自豪。尤其值得肯定
的是我们在此同时实现了业务转型，尤其是成功进入了宽带
市场、实施了 21 世纪网络。这反映了英国电信全体员工的
努力工作和付出，在此我深表谢意。

在 2008 年 5 月 14 日辞去首席执行官职位之际，我深信，
英国电信将继续作为可持续发展企业领先同侪，始终将客户
视为业务的核心。我的继任者 Ian Livingston，在之前担任财
务总监和英国电信零售部主管期间已经在英国电信的转型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我将业务、客户和对社会的承诺都托付给
了一位有为人士。

Ben Verwaayen 

英国电信早已意识到这一全球环境的威胁，并于 1992 年制
定了第一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从那以后这一问题就
变得越来越紧迫，必须采取决定性行动。
 我深信，企业应该和政府、个人一起发挥其关键的作用。
我们拥有资源、人才和创造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
我们明确这一点并马上投入行动，我们将赢得一切——新的
市场、更低的运营成本和稳定的繁荣社会。
 英国电信和其他专案小组成员已经就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达
成一致意见，力求将英国转变为低碳型经济体。我们将超越
自我，在某些领域接受更严格的监管和花费更高的成本。尽
快将我们的承诺变为现实将是一次真正的考验，我们不能仅
在英国努力，而必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如本报告所示，英国电信早已采取了行动。从1996 年起，
我们在英国已减少了 58% 的销售网点，并为我们的全球业务
设立了更高的目标。我们也在寻求新的途径，让员工和供应
商也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提供解决方案，让我们的客户
也能为此发挥作用。
 

Ben Verwaayen 

首席执行官 如果我们明确这一点并马上
投入行动，我们将赢得一切——新的
市场、更低的运营成本和稳定的繁荣
社会。

首席执行官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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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业务战略

影响英国电信及其客户的重要可持续发展趋势

响应和预见变化
我们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运作。气候变化、资源使用和人口增长等社会和环境因素
对社会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同时，技术创新正在改变我们交流和开展业务的方式，并促
进了经济增长并实现了业务全球化。印度和中国等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和商
业环境。

为了持续盈利，我们必须预测各种各样的变化，包括技术、
经济、社会及环境变化。我们必须灵活、自信地接受这些变
化，抓住它们带来的机遇。我们必须了解每种变化对客户的
意义，以创新和创意回应他们的需求。
 我们正在寻找技术的新用途，以帮助客户在这个不断变化的
环境下顺利发展的，从而在增长业务的同时为创造更美好、
更具可持续性的世界做出贡献。

我们的业务战略
英国电信在过去 20 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从一家英国
电信企业发展成了全球通信解决方案和服务供应商，使用先进
技术为全球客户服务。
 我们承诺通过与客户建立长久合作关系，提高股东的收入。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将传统通信服务和宽带和管理服 
务等新兴产品和服务有机结合，并利用创新渠道制造下一代
产品。

  全球化使商业登上全球舞台。客户需要可靠和安全的 
ICT 解决方案连接各个地区的业务。

  新兴市场的快速经济增长正在为英国电信和许多客户创
造新的商业机遇。我们必须提供产品和服务，满足这些
地区不断增加的客户群的需求。同时，随着总部位于新
兴市场的公司加入全球竞争者的行列，我们将面临更剧
烈的竞争。

  气候变化和不断攀升的能源成本意味着各国的企业、政
府和个人都必须寻求节省能源的产品和服务。

  人口增长、城市化和迁移将需求政府在企业的帮助下，
以新的方式向更多人提供基本服务。

  贫穷是全球许多地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中产阶级
和贫困阶级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动荡和不安也
可能随之而来。

  人口老化和慢性病发病率的增加将继续向国家医疗系统
施加巨大压力。新的 ICT 解决方案可能会有所帮助，
例如改进远程监控和治疗。

  缺水等资源匮乏现象使效率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商业
问题。

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保护传统业务 发展新兴产品和业务

全球 21CN 网络

注重提供全球实时开放式平台，将客户放
在所有业务的中心

我们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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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更美好、更具可持续性的世界

 CSR 

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我们希望以有利于客户和社会的方式实现业务增长，希望使
用通信技术帮助解决社会和环境的挑战。
 成为负责任的企业是我们的长期承诺，我们将努力保持这
股势头持久不衰。1984 年，我们成立了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小组以支持辅助此类群体的功能，1991 年启动了环境管理
系统，1992 年设立了第一个减少二氧化碳 (CO2) 排放的
目标，从 1998 年起就获得了“人才投资者”(Investors in 
People) 培训标准的认可。
 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是在继续这些世界一流的表现的
同时，在关键领域进一步挑战自我。我们将英国电信最有机
会脱颖而出、实现业务增长的以下三个领域视为重中之重：
气候变化、社会和谐和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2008 财政年度，我们在这些领域最具创造性的行动包括：

  为我们的全球业务设立关于气候变化的新拓展高新目标，
将我们的经济和环境绩效与稳定气候所需的全球行动结合
连接起来（参见第 6 页）

  绘制一张机遇图，有助于我们交流和确定整个企业中可持
续性业务机遇的主次（参见第 17 页）。

我们在三个重点领域分别成立了由来自不同业务部门的代表
组成的专案小组。专案小组由英国电信高层管理人员领导，
他们能提供将目标转化为现实所需的支持和指导。
 我们在第 6 至 11 页更详细地讨论了三个重点领域的战
略、进展和未来规划。我们还与各专案小组负责人就英国电
信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开展了问答式探讨。

第一个减少二氧化碳的排
放目标

1992

碳排放管理

1984 年起成立老年人和残障
人士小组

1984

超强易用性

我们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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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肯定会影响我们将来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影响全球企业、政府和社区。所有
客户都可以使用 ICT 产品和服务减少能源消耗。我们能通过满足这一不断增长的需求增加盈
利并提高声誉。

2007 年，英国电信首席执行官 Ben Verwaayen 领导了由来自 
18 家大型英国公司的负责人组成的英国工业联合会气候变化
专案小组。我们保证帮助实现专案小组在本报告中所做的承
诺：“气候变化：人人有责”。

 www.cbi.org.uk 

我们的减少碳排放战略
英国电信正在执行全球碳排放战略的四项举措：

 减少企业运营对环境的影响

  通过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使客户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号召供应商提供更多节能产品和服务

  鼓励员工减少在家和工作地点的碳排放。

在此我们重点关注前两项举措。我们的在线《可持续发展报
告》中提供了关于碳排放战略的更多信息。

减少企业运营对环境的影响 
1996 年以来，我们已经使英国境内的业务中二氧化碳 (CO2) 
总排放量减少了 58%。这个数字低于我们去年报告的 60%，
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政府公布的电力换算系数发生了更改。我
们在英国的目标是到 2016 年减少 80% 的排放。在实现增
长的同时减少全球碳排放并非易事，但至关重要。今年，我
们制定了新的伸展目标，到 2020 年，将BT对 GDP 做出贡
献的每一单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80%，达到 1996 年
的水平。这就直接将我们的经济和环境绩效与稳定气候所需
的全球行动联系起来。在线《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进一步讨
论了这个问题。

气候变化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努力实现目标：
减少自身需求：今年，我们在10家英国和3家欧洲数据中心开
展了能源审查。现在，我们计划根据减少碳排放目标减少他们
的能源消耗。例如，我们位于意大利的iNet数据中心通过用井
水而非制冷空调为办公场所降温减少了能源消耗。
购买低碳电力：我们在英国的绿色电力合约是全球规模最大
的合约之一。我们还在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低碳电
力合约。
产生低碳能源：可再生电力供应在多数国家都很有限，日益
增长的需求更推动了其价格上涨。今年，我们宣布了在英国
开发自己的风电场的计划。这是英国在能源部门之外最大的
风能项目。到 2016 年，将满足高达 25% 的我们在英国境
内的电力需求。我们正在寻找合适的场地，预计将于 2012 
年开始发电。我们还在位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的综合办公
楼安装了太阳能系统。在我们英国的 Adastral Park 研发中
心，正在安装节能型冷热电联产机组。
 我们承诺透明度，并针对英国电力供应提出了一种标号方
案，类似于已经用于电气设备的 A 到 G 评级。该提议已经
获得了广泛认可，我们希望能将其纳入英国能源政策。

帮助客户
我们正在开发创新产品和服务，以帮助客户减少对气候变化
的影响。2008年1月，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减少近一半电力消耗
的节能型电话产品。到 2008年6月，我们 90% 以上的家用
电话产品将更加节能，在未来三年中能减少约 195,000 吨的
二氧化碳排放。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产品设计方法中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参见第 10 页）。
 我们于 2007 年提出可持续发展实务，帮助大型企业和公
共部门客户更好地利用 ICT 而更具可持续性。实务推出的
第一项服务就是英国电信碳排放影响评估 (BT Carbon Impact 
Assessment)，其中计算了公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对如何减
少排放提出建议。
 在我们的气候变化网站上，可了解碳排放战略各举措的更
多相关信息：

 www.btplc.com/climatechange

员工

8,000

员工承诺
承诺在我们第一个“简单生活日”时减少自
己的碳排放

碳排放俱乐部

83

碳排放俱乐部
由超过 650 名员工组成

关键主题>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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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答

 问 减少能源消耗的同时还能实现业务增长吗？

答 可以，只要我们能在能源效率和消耗上实现阶段式变化。
业务所需的新一代设备与设计和操作方式将帮助我们实现这
种变化。此外，我们属于 ICT 行业， 有效部署 ICT 将减少
能源需求，包括密切监测能源消耗。

 问 使用绿色电力是英国电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途径，
您担心就有限的供应展开的激励竞争吗？
答 是的，这是我们的担心之一。我们计划自己产生产生风能
就是保证将来的供应和预防供应不足的方法之一。我们也在
关注全球业务中存在的机遇。过去三年来，我们购买了英国
的绿色电力输出中有的很大一部分是我们买下的，我们相信
这有助于促进增加产量。

 问 一个英国家庭的用电量中，有 15% 被处于备用状态的电
子设备浪费掉了。英国电信是否正在减少其产品在备用状态
下的能源消耗？

答 这是我们零售部门的头等大事，并支持英国工业协会气候
变化工作组 (CBI Climate Change Task Force) 的承诺。能源消
耗是我们目前用于评价可能推出的新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标
准之一，同时我们也努力改进现有产品。我们对新型节能无
绳电话机等一些产品进行了重大改进。我们还计划减少英国
电信 Vision 机顶盒在备用状态下消耗的功率。我们正在进行
的其他产品改进包括在英国电信 Home Hub 宽带路由器上设
置节能模式。我们还将更好地与客户交流我们的进展。

 问 作为网络设备的主要买家，英国电信在影响其供应商的能
源效率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答 我们充分意识到，要想产生最大影响，就必须影响我们
的供应商。今年，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行动的一个环节，
我们提出了三条新的采购原则。我们从 6 月开始向主要的 
200 家供应商实行这些新原则，反应相当积极。在 2007 年
夏举行的“供应商创新奖”颁奖典礼上，我们有 130 多项
入围，28% 的供应商强调了能源效率和改善环境影响方面的
创新。

 
问 员工敬业度有多重要？英国电信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多大成
功？

答 这是最基本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企业中，我们决不可能
使一条政策或方针面面俱到。我们需要员工的集体意愿和个人
行动。我们的碳排放俱乐部和高级管理者网络开始在此方面产
生影响。我们还开始强调业务案例的可持续性，这将鼓励英国
电信所有员工在任何重大业务决策中考虑到气候变化。我相
信，现在大家已经全面意识到了气候变化对公司的重要性以及
英国电信所起的作用。随着我们的客户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
这种意识将越来越强。

 
问 英国电信超过一半的垃圾仍被送至垃圾填埋场，这对公司
而言是一笔巨大成本吗，贵公司是否正在采取任何措施解决
这个问题？

答 这是公司的一项成本，我们关注如何逐年减少垃圾。今
年，运营和办公室场所的再利用率显著提高，我们也正在开展
一项计划，分析什么是适合英国电信的长期目标以及我们将来
如何减少更多垃圾。

Bruce Stanford
气候变化负责人和英国电信批发部大型
项目总经理

减少碳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仅指英国）

节能型电话
我们的新型节能家用电话系列产品将为客户
减少高达一半的运营成本

削减成本

50%
  2005  2006  2007 2008

总计（百万吨）  0.84  0.69  0.68 0.68

低于 1996 年百分比 48  57  58 58

每 100  
万英镑销售额消耗吨数 46  35  34 33

关键主题>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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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人人参与的包容社会将更稳定、效率更高。ICT 能为各地的个人和社区提供参与
全球经济的机遇。挑战在于确保他们能平等地感受到ICT带来的的好处。数百万人仍然没有获
取技术的途径，也没有使用技术的技能，在许多国家，贫富差距正不断扩大。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分享通信技术的好处。我们的包容社会计
划通过下列举措促进社会的包容：

  使消费品市场的产品能轻易获得、买得起并容易使用

  通过社区投资项目提高民众的通信和 ICT 技能

 在英国电信全公司营造包容的企业文化。

包容性产品
我们在产品设计是会考虑产品的易用性，旨在使大家能简单
地使用我们所有的消费产品系列。许多产品具备专为残障人
士设计的功能，其中包括可视铃声指示、大按键和助听兼容
性等。四名英国消费者中就有一位是残障人士或残障人士的
好友或亲人；而我们有一半零售客户的年龄在 45 岁以上。
 2007 年，我们成立了新的包容性设计卓越中心，与英国电
信设计人员和产品经理更紧密地合作，从而将易获取性衡量
方法运用于设计流程中。我们还对 130 多名英国电信零售产
品经理进行了包容性设计培训。2007 年 6 月，我们推出了
由英国电信和 i~design（一个企业和学术联盟）共同开发的
包容性设计工具包。我们在 www.inclusivedesigntoolkit.com 
上免费向公众提供此工具包。该工具包有一个计算器，可以
帮助设计人员了解易获取功能如何提高产品市场潜力。
 
提高技能和效益 
即使能轻易获得通信技术，一些人还是不会使用这种技术。
例如，尽管我们已经使几乎所有的英国家庭都可以用上宽
带，但据英国国家统计局预计，有 33% 的成人缺乏使用互联
网的技能或动机。
 在英国最贫穷的一些社区，我们帮助缩小数字鸿沟，尤其
是开展了“人人在线”(EverybodyOnline) 计划。这些计划目
前在英国 13 个社区得到推广，并由慈善机构 Citizens Online 
运作，已经使这些地区的互联网使用率提高了 12% 之多。
今年，该计划已经帮助了近 5,000 人提高技能，有75 人
就业。

更兼容并包的社会

性别
22% 的英国电信管理层为女性

领导力
在 5 次主要的多样性基准测试中，英国电

信有 4 次位于前十

 英国电信还投资了一项长期计划，以期提高年青人的通信技
能。例如，去年，英国有超过 300 万名学生用上了英国电信
提供的以课程为基础的免费资源，1,700 名老师进行了操作培
训。老师、学生和家长都给予了相当肯定的反馈。
 我们对全球业务中的其他合作方式进行了考察。例如，印度
的 Lifelines 计划是一种基于电话的信息服务，为农民提供重要
信息。分析表明，农作物质量和动物饲养随之改进，一些农民
甚至增加了高达 150% 的利润。

包容的企业
因为我们目前的客户遍布全球各地，我们的员工也分布于各
个地区。有18% 的员工目前在英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因
此在英国电信营造支持而包容的企业文化至关重要。通过吸
纳不同理念、文化和经验，我们希望更接近日趋多样化的客
户、促进创新并继续转型和增长。
 这意味着在全球运营中采用我们经久不衰的包容性工作方
法，包括平等机遇、公平薪酬、以及反欺凌政策等。2008 财
政年度，我们使用 Schneider Ross 全球多样性基准首次对自
己的全球多样化成绩进行了测试。我们在多样性和包容相关
流程上获得了第二高分。
 我们的 ICT 服务有助于员工更灵活地开展工作，包括在
家办公。英国电信因此为更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包括在
职父母和残障人士，并帮助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两者之间实
现更好的平衡。降低运营成本和减少旅行也实现了财务和
环境效益。

22%4
为女性5 次中

关键主题>更兼容并包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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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答

技能

300 万名英国学生受益于英国电信以
课程为基础的资源

 问 新技术的高成本可能是阻止获得技术的重要障碍。英国电
信采取了什么措施保持低成本？

答 这个问题与消费者关系最大，Openreach仅为英国和爱尔
兰市场服务。这是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我们的价格就反映了这
一点。我们的目标是在保持低成本的同时，不影响客户服务。
我们还以补贴价格为低收入用户提供英国电信基本电话服务等
关键服务。我们的宽带对比网站使英国居民能轻松地对英国
主要宽带供应商（包括我们自己）进行价格和功能上的比较。
我们的挑战是在无法直接接触消费者的市场上提供价格低廉的
通信服务。作为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一部分，我们正为此做出
努力。

 问 女性在英国电信管理层所占比例较低吗？这是否产生了
商业上的重大影响？英国电信采取了哪些措施提高性别代
表性？

答 今年，女性在英国电信管理层中所占比例为 22%。我们
并没有提高性别代表性的具体目标。相反，我们关注的是建
立一个包容的工作场所，吸引拥有不同背景的优秀人才。重
要举措包括我们对灵活工作做法的承诺、公平薪酬、平等机
遇以及反骚扰政策。我们有一个性别冠军帮助促进英国电
信的多样化。遵照诸如 Opportunity Now 团体提出的独立标
准，英国电信表现良好。我们还签约参加了一些别的外部活
动，从而促进女性的机遇。

 问 工作人员的多样化是否有助改进客户服务？是否有测量过
这一点？

答 我们的员工必须反映我们所服务的客户及其在种族、性
别、性取向、年龄、信仰或残疾等方面的差异。我们认为这
样有助于实现更全面的客户体验。在进行全球扩张时，我们
必须以全新方式思考多样化，并确保选用了适当的员工服务
各地客户。

 问 贵公司是否在帮助解决新兴市场中的数字鸿沟？

答 我们在印度开展了一些伟大计划，包括帮助年轻人培养技
能的 KATHA 学校项目和使农民通过电话获得专业畜牧兽医建
议的 Lifelines India 项目。去年，我们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
立了为期三年的合作关系，帮助非洲、巴西和中国的年轻人
培养 ICT 技能。除此之外，我们正通过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计
划探索“金字塔底部”业务模式对英国电信的影响。

 问 这种包容设计对英国电信的全球业务是否产生了商业上的
重大影响？

答 在英国，较容易获取的消费品拥有巨大市场，并可能随人
口老化而增长。包容设计对于全球各地的公共部门和企业客
户同样重要，因为他们必须满足其员工、客户和公民对易获
取性功能的需求。

 问 就数字鸿沟的规模来看，贵公司的计划是否仅触及皮毛
而已？

答 我们已经通过一些极具创新型的项目取得了良好进展。但
我们清楚，相对于数百万尚未使用通信技术的人来说，我们
的贡献实在不值一提。英国电信的挑战在于确保我们投资的
项目能得到有效而广泛的推广，我们为合作伙伴提供的支持
能帮助他们使更多人从其项目中受益。

Jane Hobbs

包容社会负责人，Openreach 
人力资源总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南非的 18,000 名儿童从我们与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的合作中受益

18,000 300 万名
儿童 英国学生

关键主题>更兼容并包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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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成本

53 亿英镑
全年支出

股息

直到最近，企业可持续性工作才趋向于关注社区投资、风险管控和降低组织的社会和环境影
响。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但只是全局中的一部分。应对全球 的可持续性挑战，需要实施规模
巨大的变革。

我们相信，对此，我们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帮助客
户更具可持续性的 ICT 产品和服务。这有助于实现我们的承
诺，即成为负责任的企业、实现长期商业增长。

我们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计划有两大同等重要的元素：

  创新——寻求新的长期商机，开创更具可持续性的世界  

  整合——确保将可持续性植入我们的主要业务流程，成为常
规业务。

这项工作极具挑战性，需要实施长期战略。2008 财年期间，
我们在众多领域取得了进步：

预测可持续性发展趋势
我们正追踪全球可持续性趋势，同时使用这种分析深入了
解 ICT 通过何种途径帮助解决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这种
知识将帮助我们打造可带来积极的可持续性影响的新产品和
服务。

产品标准
2007 年，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可持续性标准，用于评估潜在新
产品和服务。这些标准在五大领域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的衡量
方法：

1. 我们客户的中长期经济能力
2. 对社会和谐的贡献
3. 材料的利用和浪费
4. 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
5. 使用产品或服务对社区的影响。

下一财年，作为标准开发流程的一部分，我们将据此标准评
估新产品和服务。我们正在开展一系列高级课程，以便使所
有业务领域的产品开发团队都了解新的要求。

创建机遇图
我们创建了一个机遇图，帮助在整个企业内部传达可持续性
机遇并区分其优先顺序。该图（参看第 17 页）定量分析了
当前开发中的产品及服务的商业潜能、可持续性影响以及更
长期的前景。我们还将使用该图提高投资者和股东的认知。
我们正在众多业务领域追求与可持续性相关的业务机遇。
我们针对企业和政府客户采取的可持续性实践就是其中的
典范（参看第 6 页）。

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未来的计划
创新
通过创新寻找长期市场机遇的工作，在今年有两大重点
领域：

 深入金字塔底层——在新兴市场开展业务的很多公司都采
用了“金字塔底层”的业务模式， 即专门针对较贫穷的消费
者设计商品和服务。我们在新兴市场上发展迅猛，也在寻找契
机，在实现盈利的同时帮助满足社会需求。这是一项挑战，因
为我们并不直接为这些地区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对于英国电
信而言，最有前景的机遇在于，利用自身能力和 ICT 优势，
帮助我们的企业客户和政府合作伙伴进入位于金字塔底层的市
场，或者更加高效地为他们提供服务。

 大大提高能源效率——我们将开发可帮助消费者降低能源
消耗的产品和服务。这符合我们 CBI 气候变化工作组的誓
言，即在 2020 年之前帮助英国家庭减少一半能源消耗（参
看第 6 页）。

整合
今年我们将继续努力，将可持续性融入主要业务流程，使可
持续性成为常规业务。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更加重
视产品监管。我们将按照最佳实践标准，评估英国电信品
牌产品包装的环境影响。未来两年我们将制定并试行一种方
法，在全球范围内测量我们产品和服务的碳足迹。

追踪我们的进展
我们将制定一套指标，追踪我们的进展并在《2009 年可持续
性报告》上加以公布。

12 亿英镑

关键主题>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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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答

税收

费用净额

 问 贵公司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计划将在财政上对业务产生多
大的贡献？贵公司计划如何评价这个计划？
答 我们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计划旨在开发出在中长期具有强
大积极的可持续效益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由于目前尚处于初
期阶段，因而难以量化业务效益，但财务生存能力是所有新
产品的标准之一，因而必将对利润底线做出贡献。我们还力
图了解部分现有产品和服务是否具备之前我们尚未考虑到的
可持续效益。

 问 贵公司是否根据环境效益衡量过客户的产品需求？哪里的
需求最强？哪里的需求可能长期持续增长？

答 我们主要的企业和政府客户希望在招标流程中检验我们
的可持续发展资格。在客户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了对此方面
举措的良好反响。我们在 2008 年 1 月推出的新节能型数
字无绳电话系列产品就是良好的例证。研究表明，客户对环
保产品和服务的兴趣日益增加，因此我期待需求随时间继续
增长。

 
问 贵公司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客户的可持续发展需求？

答 解决这些需求对我们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因为我们尚不
能大量地直接接触英国和爱尔兰以外的客户。作为一家有责
任心的企业，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必须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
挥作用，我们在这些地区与商业、政府和第三产业客户的业
务迅速增长时尤其如此。我们的技术有可能使其他人更好地
接触和服务所谓的“金字塔底层”客户并与其开展互动。今
年，我们将尝试确定如何使我们的专业技能在该领域发挥最
大作用。

 问 ICT 能帮助政府应对医疗保健挑战吗？英国电信是否视其
为潜在的增长领域？

答 由于人口剧增以及基础设施和医疗专业人员的匮乏，提供
足够的医疗服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全球
各地，包括中东地区和亚洲，都需要英国电信在为英国国家
医疗保健服务中心 (UK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提供 ICT 解
决方案上的专业经验。我们认为，英国电信的生命力 (Vital 
Life) 产品组很有可能使慢性病人群受益，并提高医疗服务的
效率。该产品使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的患者能监视自己的病
情，并将更新数据发送至中心数据库进行检查、分析和得到
提醒。

 问 您对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计划有何长期期望？该计划将如何
改变英国电信？

答 我希望可持续发展能为英国电信创造盈利商机发挥更大
的作用。业务确实有机会帮助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全球挑
战，同时为英国电信创造持续的收入流。

Clive Ansell
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负责人，英国电信全球服
务部战略、市场和定位总裁

2.38 亿英镑
增长 2%

收入

207 亿英镑

关键主题>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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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的业务案例 我们的很多 CSR 方针和计划都着眼长远，但我们并未因此
而自满。我们致力不断完善，以便让负责任企业实践融入公
司，应对业务和社会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本节概括介绍 2008 财年我们在重要事件上的表现。

一切行动皆以客户为中心
我们的客户超过 1600 万，遍布 170 多个国家。我们 37% 
的收入来自与有重大全球需求的组织所签的合同。我们仅在
英国和爱尔兰为消费者个人提供服务。
 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维持高水平的客户服务至
关重要。我们需要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价格提供正确的产
品，倾听客户的心声，满足他们的期望，公平合理地对待
他们。
 依赖 ICT 的企业、政府和个人越多，我们提供创新、安全
和弹性的服务就越显得重要。
 
客户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在客户服务方面做到业内第一。我们相信，这
一点对我们的全部市场都至关重要。为了衡量进展，我们改
变了客户服务的衡量方法，以便更直接地反映客户在与英国
电信业务往来过程中的全程体验。我们新的衡量方法是第一
次就正确（守信）和周期时间（提供服务的速度）。这些也
是我们衡量整体业务绩效的企业记分卡的组成部分。我们注
重事情的“一次就正确”，因为这会使客户体验更流畅、并
缩减“周期时间”。我们为自己设定的 2008 财年集团目标
是将“一次就正确”率提高 11%。实际上我们提高了 9% 左
右，2009 财年我们的目标是取得更大的年比提升率。

CSR 在五大关键领域影响业务绩效：

1 风险管理
我们有七大 CSR 风险：有违正直原则；气候变化；多样
性；健康与安全；采购；隐私和供应链工作状况。
 
2 声誉
相信英国电信对社会和社区认真负责的零售客户比其他
客户对英国电信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可能性要高49%。

3 成本缩减
2005 年，我们携手“未来论坛”制定了一种模式，用
于评估能源、废弃物和差旅计划方面的节约。2004 至 
2008 的五年内，我们节约了 3.65 亿英镑（参看第 
13 页）。

4 员工激励
我们与员工的关系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在近期调研中，
我们发现，有 66% 的员工因为 CSR 活动而觉得为公司
工作更加值得自豪。

5 市场创新
我们 CSR活动的质量让我们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支
持英国电信在 2008 年赢得一个潜在价值 22 亿英镑的
竞标。可持续性趋势为我们创造了新的市场机遇。我们
正通过 CSR 战略，利用技术帮助组织、政府和个人找到
通讯、工作和生活方面更具可持续性的方法。

关键主题>负责任企业

客户

来自有重大全球需求的组织的收入

第一次就正确
绩效改善

收入

37%9%

我们希望，在所有业务领域，英国电信都以世界一流的 CSR 表现而闻名遐迩。这可以支持我
们的长期增长，创造竞争优势，并与股东建立成功的关系。

负责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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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损益 39.6 40.4  49.1  39.2 29.3

机遇 189.9 140.2  189.8  345.3 301.5

资本 13.9 24.3  51.5  64.9 34.5

总计 243.4 204.8  290.4  449.4 365.3

2007 年，英国经历了罕见的夏季暴雨，但英国电信网络经
受住了这次考验，只有在受灾最严重、长期受洪涝损害的地
区，客户满意度才有所下滑。2007 年夏末，有些客户的新电
话线未能及时安装，那是因为处于新 IT 系统的磨合期。
 我们每月接到数以百万计的客户来电，并不断改进处理这
些来电的方法。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这样的供应商：有能
力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并通过相同的流程、系
统、监控和绩效衡量方法确保服务在所有地点都始终如一。
我们的研究显示，在某些领域，例如消费性宽带技术支持，
异地的服务台一直是导致客户不满的原因，但通过提供优质
服务，客户满意度在不断上升。

隐私
二月份，我们宣布，英国电信联同其他网络服务提供商与 
Phorm 签署协议，使我们能够为宽带消费者提供一种全新且
免费的互联网功能 Webwise。Webwise 可将用户在网站上看
到的广告与他们的兴趣相关联，从而加强网络浏览器与用户
的相关性。如果用户尝试访问一个已知的钓鱼网站(以虚假的
身份和形象随机骗取个人帐号和密码)，它还会警告用户并自
动加强保护。
 我们高度重视客户隐私。该系统经特别设计，用户可以
保持匿名，系统不会存储可用于识别身份的任何个人信
息。Webwise 采用 Cookie。Cookie 包含可识别每台计算机的
随机生成密码并将浏览活动与相关广告相匹配，客户会被提
供一个清晰的选项来确认是否使用此项服务。我们计划近期
开始测试 Webwise 服务。

商业道德
要想在 CSR 上有始终如一的良好表现，需要有强大的道德文
化。我们对所有员工进行公司价值观和业务原则的培训，他
们可以使用保密电话和电子邮件专线，举报涉嫌有违道德的
情况。2008 年我们解雇了 59 名有违道德的员工。
 在决定是否参与招标、在新国家/地区成立分公司之前，
我们会先评估不道德商业实践的风险。我们的在线工具 CSR 
Countries at Risk（各国的 CSR 风险）可帮助员工评估 158 个
国家/地区的道德风险。

环保
减少环境影响有助于提高效率和缩减成本。在 2004 年起的
五年内，我们的环保计划为我们节约了 3.65 亿英镑。
 今年我们在英国产生了 79759 公吨垃圾。其中回收利用 
46%，送往垃圾场 42822 公吨，比 2007 年减少 22%。
 我们购买最节油、最经济的车辆。我们公司的车辆政策是
奖励不用公司车辆或选择低排量汽车的员工。

环境方面的节约
通过环境效率节省了 3.653 亿英镑

员工忠诚度
因为我们的 CSR 计划，66% 的员工感到为
英国电信工作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员工

66%
五年节约金额

3.653 亿英镑

知道英国电信的 CSR 计划影响您替英国电信工作的感受吗？ 环境方面的节约
总节约金额（百万英镑）——五年总计

关键主题>负责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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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我们需要的员工不仅要赞同我们的价值观，更要拥有帮我们
转变业务的技能。我们力求对员工一视同仁，同时对受业务
转型影响的员工提供支持。我们通过工会和英国电信欧洲劳
资协会向员工进行咨询。
 作为我们构筑包容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招聘具有不同
背景的最佳人才（参看第 8 页）。我们鼓励与业务目标相一
致的个人和职业发展，并为所有英国电信员工进行学习和教育
投资。
 在人口老龄化和/或缩减的国家，退休金面临着资金方面
的挑战，在许多国民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国家尤其如此。为
了消除我们既定福利方案的赤字，自 2005 年 12 月 31 日
起，我们每年增加投资 2.8 亿英镑。
 确保员工安全工作是我们的基本责任之一。2008 年，
每 100000 个工时中有 0.188 起工时损失伤害，上一年为 
0.238 起，目标为 0.235 起。病假天数占 2.43%，与 2007 
财年不相上下，目标则为 2.4%。

供应商
2008 年，我们支付给全球数千家供应商的金额超过 86 亿英
镑。我们致力于公平交易，致力于对供应商的环境和劳工标
准产生积极影响。
 今年有 234 家供应商完成了我们的有尊严采购和环境调查
表，我们还对 25 家供应商进行了现场评估。我们正将能源
使用纳入我们的采购流程，并要求供应商设定节能目标。
 我们将财务和客户维护等职能部门外包给高效而经济的外
部承包商。我们确保承包商的雇佣标准达到我们的要求。
  

社区
英国电信的美好世界活动帮助年轻人培养他们要获得成功所需
的通讯技能。其中包括一项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项目，
名为“年轻人激励计划”，用于向南非、巴西和中国的数千名
贫困儿童提供教育、ICT 和通讯技能。今年自愿参加社区活动
的英国电信员工有 3000 多人。
 今年我们为公司在英国的慈善机构儿童热线筹款 65 万英
镑。我们帮《体育公益》、Children in Need 和 DEC（参看下
文）运作长期连续电视节目，总共筹集了 7000 万英镑。
 英国电信在英国支持灾难紧急救援委员会 (DEC)——一个由
十三家英国慈善机构组成的伞式组织，其中包括英国红十字会
和乐施会。2007 年 6 月，我们还宣布了一项与英国红十字
会的三年合作计划，用于支持全球的赈灾工作。我们每年投资
十万英镑，提供支持他们工作的重要 ICT 设备。

合规
在英国，我们向监管机构通讯管理局做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保证。平等接取委员会 (EAB) 中大多数为独立成员，该委员
会的职责是监控并报告该保证的遵从情况。我们的网站提供有 
EAB 年报。

负责任企业一如既往

16%86 亿英镑
少数民族背景

多样化
16% 的英国新员工是少数民族

付给供应商的费用

供应商

2008 年付给供应商 86 亿英镑 

关键主题>负责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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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参与程度

问 答

 问 您能否向下属量化 CSR 成绩良好对公司利润的贡献？抑或
CSR 只是打造声誉的活动？

答 CSR 正成为与各种规模、各种背景和各个国家的客户进行
协商的先决条件。这不仅适用于成熟经济体，新兴市场上的客
户也想知道我们可以在 CSR 方面为他们做些什么以及我们如
何为他们的业务创造更具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消费者也在根
据 CSR 资质进行选择，他们非常精明，能够识别只说不做的
公司。在向客户介绍 CSR 方面，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改进余
地，这将继续是我们工作的一大重点。

 问 对英国电信来说，隐私是风险还是机遇？选择通讯服务供
应商时，隐私对客户来说有多重要？

答 风险与机遇并存。如果我们处置不当，客户的业务和我们
的声誉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另一方面，客户也在寻找可在
咨询、产品和服务方面满足他们数据和安全需求的公司。英
国电信客户认为信任是与我们合作的首要原因之一。我们的
品牌和声誉，使我们在将这种机遇转化为资本时占据了十分
有利的地位。

 问 英国电信如何防范因遭窃和粗心而造成的个人数据丢失？

答 数据保护是公司内每位员工的核心能力。所有员工，从首
席执行官到临时销售代理人每三年都必须通过一次数据保护
培训课程。培训记录由上司审核，并逐个落实，确保遵从。

 
问 如何将英国电信价值观融入新收购的企业之中？

答 我们在过去两年内收购了 30 多家公司，英国电信内有一
个专门整合这些新企业的卓越中心。这包括提供指导以确保
高层管理人员理解并接受英国电信价值观，并按我们的价值
观对员工进行季度评估。但整合必须是真正的双向流程。我
们收购的很多企业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并在全公司分享的特殊
技能。我们并不想仓促完成公司收购。我们希望它与英国电
信共同兴旺，让员工感受到其中的好处。我们通过员工调查
追踪这一点。

 问 全球采购是否意味着英国工作机会减少？

答 并非如此，我们在英国是个大雇主，并希望继续保持这一
身份。但我们需要在全球层面上参与竞争，足迹遍布全球客
户所在的区域并以具有竞争力的成本做到这一点，这需要我
们在全球招募英才。
 员工不应承担我们业务转型的成本。我们采取非强制性减
员方针，支持受外包或业务变化影响的任何员工。这包括与
工会协商，在英国电信内帮忙寻找其它岗位，以及慷慨的自
愿下岗计划。

 
问 “离岸”呼叫中心是否影响客户满意度？

答 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关于外包和离岸外包的不实之言。例
如，有人说位于印度的呼叫中心有损客户满意度。但我们的
客户满意度调查和其他衡量方法显示，事实并非如此。我们
使用同一套方法，对位于印度或英国的呼叫中心进行了评
估，结果显示，某些呼叫中心的客户满意度确实高于其他呼
叫中心。不管在哪里，我们都需要通过合理的管理、系统、
流程和培训确保做好客户服务。

5.04  1%

加文·帕特森

CSR 战略负责人，兼英国电信零售
部首席执行官

改良社会

我们的投资承诺（现金和实物）支持

员工
员工敬业度指数 

通过投资改良社会

关键主题>负责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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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答

主要问题
此报告讲述和我们的业务和股东最相关、最重要（实质的）的 CSR 问题。过去三年
内，我们通过正规实质性确定流程发现了这些问题。这有助于我们将报告资源集中在
正确的领域，确保我们撰写简洁但全面的报告。

这个流程如何运作
我们评估问题对英国电信的内在重要性，它们对股东和广大
社会的重要意义。我们考虑特定问题内在重要性的方法是审
查我们的政策、金融投资和它为我们业务带来的潜在风险。
 我们对客户、员工和供应商进行研究，并分析议会问题和
投资调查表，从而确定相关方利益。社会利益评估则通过七
个国家的众多媒体评审来开展。
 此报告和在线报告均介绍了确定为最实质性的问题。我们
只在在线报告中介绍不太重要的问题只在。我们亦不报告未
确定为实质性的问题。

解决不一致性
有时实质性流程会产生意外的结果，我们的股东可能并不认
可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这些问题与我们
业务的新领域相关，而这些领域未被外部人员充分了解。
 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咨询 CSR 负责人和我们的领导小组，
并有可能相应地调整我们的分析结果。
 
有关涉及股东参于的更多问题，请参看我们的在线报告：

 问 马先生，在亚太地区影响英国电信业务的主要社会、环境
和经济挑战有哪些？

答 从经济方面讲，高 GDP 增长在带来良好机遇的同时也
带来了风险。我们要小心从事，避免两位数的增长突然受损
中断。与贫困和社会排斥一样，污染也是亚洲的一大问题。
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如果处理不当，会给社会带来动荡
和不安。我们所在地区包含了众多不同的文化。我们需要
采取多样化且兼容并包的管理风格，确保营销方式体现文化
差异。

 问 Michael，北美地区英国电信业务主要有哪些社会、环境和
经济机遇？

答 由于全球性 ICT 对跨国公司来说日益重要，再加上英国
电信享有良好的声誉和丰富的经验，在美国这里我们也正朝
着这个方向打造公司，这为我们拓宽客户关系提供了很多机
遇。举例来说，帮助他们理解英国电信如何使用 ICT 降低我
们的碳足迹，而同样的方法也可以适用于他们的企业。正如
我们可以让众多员工实现远程工作，从而减少远途上下班和
商旅时间，我们的移动管理、远程访问、安全和会议服务可
帮助客户降低碳足迹。同样，我们设计并管理自己的数据中
心，从而获取最佳能效，我们也可帮助客户做到这一点。

 问 Luis，您负责的地区广袤而富于多样性。这会带来哪些
挑战？

答 这一地区由欧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组成，包括很
多强大的新兴国家，例如巴西、南非和俄罗斯，都正迅速发
展。这既令人兴奋，又充满挑战。众所周知，巴西和南非对
未来的全球经济意义非凡，但部分地区仍处于蛮荒状态，聚
居着部分地球上最贫穷的人口。ICT 能发挥重要作用，帮助这
些人群发展技术、获取服务并进行经济建设。

马锦星、Michael Boustridge 和 Luis Alvarez

分别为英国电信全球服务部亚太区、英国电信北美地区及
欧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总裁

 www.btplc.com/betterworld

确定实质性问题

关键问题、风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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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机遇和管理
我们必须集中精力，确保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获得成功。我们需要控制风险，瞄准能为我
们和社会提供最佳机遇的领域努力。这是我们 CSR 管理治理的部分内容。

CSR 管理
我们将 CSR 和可持续性问题整合进管理流程。

我们的在线报告中有对 CSR 治理的完整描述。主要内容包
括：

 英国电信董事会至少每年一次对 CSR 战略、表现和风险进
行讨论、（健康与安全问题讨论得较频繁），并分开讨论和签
字认可

 负责任且可持续性业务的董事会委员会由英国电信董事长担
任会长，负责为英国电信集团（包括其全资子公司）制定 CSR 
战略

 我们的 CSR 负责人和 CSR 计划负责人由高层管理人员担
任，确保 CSR 活动与业务战略相一致

 我们主要 CSR 计划（气候变化、包容社会和可持续性经济增
长）的工作人员由来自全公司的代表组成，他们负责推动 CSR 
计划。

CSR领导小组由乔纳森•波利特主持，其中包括提供见解和挑
战的外部 CSR 专家。参看第 18 页的小组声明。

CSR 风险
我们的董事会会定期考察对英国电信业务产生影响的重大社
会、环境和道德风险。我们在风险记录中量化最重大的 CSR 
风险，这份记录每年更新两次，由董事会每年审核一次。
 2008 财年，我们没有发现会对业务造成重大财务影响的社
会、环境或道德方面的新风险。

我们的主要风险有：

 违背正直原则，导致英国电信缺乏外界信任

 由于气候变化对英国电信运营产生的影响

 员工关系和客户体验方面的多样性效果

 英国电信运营给员工和公众带来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外包导致的员工关系和客户体验受损

 无意间泄露私密客户数据造成的信任丧失

 无法接受的供应链工作状况。

CSR 机遇
我们寻求能为社会和环境带来好处的新商机。这是我们 CSR 
战略的核心部分，该战略贯穿整个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计划。
我们正在绘制一个机遇图，帮助我们区分未来可持续性产品
和服务的优先顺序，并在内外部沟通这些内容。参看第 10 
页了解更多信息。

CSR 主要风险

CSR 机遇图

关键问题、风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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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
英国电信的领导小组是个顾问团，由在各自领域做出出色成绩的知名外部专家组成。该小
组鼓励英国电信在 CSR 和可持续性方面进行创新并处于领导地位。它提供独立的指导和专
家意见，对我们提出 CSR 战略和绩效挑战并对此报告进行评论。

小组声明
我们的目标是为英国电信活动提供独立指导和专家建议，从而
鼓励英国电信在可持续性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创新并处于
领导地位。我们每年会面四次，有渠道获得开展具体工作所需
的所有信息。每年我们针对英国电信的当年绩效发表一份共同
声明。这并不是一份认证或验证声明，而是我们深思熟虑后对
绩效和进步做出的主观判断。

绩效和未来挑战
过去几年中，英国电信不仅在所有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的过往记
录，还一如既往地在重要领域进行创新，这给小组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今年肯定会为英国电信带来更多挑战。如果有史可鉴的话，
全球和英国经济低迷肯定意味着有些公司将降低或延迟其可持
续性发展/CSR的 承诺。英国电信CSR方面的部分领导人将继续
提倡强大的企业变革，这是他们过去几年一直热衷的事情，这
意味着现在是加快步伐的时候了。
 去年小组侧重两个特定挑战：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发展方面
的创新。气候变化方面，英国电信排放量实际上在过去三年一
直处于稳定状态，因此今年我们热烈欢迎英国电信推出各种新
活动，其中包括英国电信大力提高风能满足自身需求的承诺和
突破性的“气候稳定强度目标”。
 在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方面，我们很高兴看到英国电信在这方
面取得的稳固进展，尤其是通过机遇图等新方法取得的进展。
 目前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工作的重点是英国电信覆盖面较大的
发达世界市场。因此小组去年强调了“金字塔底层活动”的重
要意义，即为几十亿当前无法象发达世界人们那样享受各种利
益的人们带去跨国企业的影响力和资源。将来，随着英国电信
不断全球化，将其价值和行事的方法植入不同的市场就显得愈
加重要。
 最后要说的是，即使像英国电信这样的公司，有些现行计
划也不是一帆风顺，因此当我们很高兴听说董事长重组负责
可持续性业务的委员会，它将审核英国电信的 CSR 战略。我
们希望这作为公司价值和战略的基本表现，加强 CSR 和可持
续性财富创造的秩序。

完整声明可在线获取：
 www.btplc.com/betterworld

乔纳森·波利特

小组组长兼英国可持续性发展智
囊机构“未来论坛”的联合创始
人及理事

马克·格莱德

商业智囊机构 Tomorrow’s 
Company 的创建理事

巴黎可持续性顾问机构 Utopies 
理事

乔根·兰德斯

挪威管理学院教授兼挪威政府温室
气体减排委员会会长

尼克·罗宾斯

汇丰银行伦敦分行气候变化卓越
中心负责人

Elisabeth Laville

领导小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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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此报告通过了英国劳氏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LRQA) 的 AA1000 认证标准。LRQA 在下文的声明
中阐释了认证流程并给出了结论。

LRQA 认证声明删节本 1

聘用条款
英国劳氏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LRQA) 受英国电信集团 (BT) 
委托认证该公司的两份报告，印刷版的《瞬息万变的世界：
可持续价值 2008》和网络版的《可持续性报告 printed report 
and its web-based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08》2。两份报告皆由
英国电信最终负责及批核。
认证依据有：

  经营责任认证标准 AA1000 AS，2003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 
(GRI G3)，2006 

 GRI 电信部分增补，2003 年 7 月。

LRQA 的结论
经过评审，我们根据 AA1000 认证标准和 GRI《指南》对报
告做出了以下结论：

实质性
英国电信制定了有效的流程，可用于确定对业务至关重要的
问题。该报告不仅包含对股东来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信息，
还包含了战略决策过程中考虑的问题。我们未发现报告中遗
漏任何与英国电信可持续性绩效相关的重要方面。

完整性
这两份报告完整涵盖可持续性绩效，提供了确定、理解和管
理股东问题及业务潜在风险的流程。

响应性
我们认为，报告中未漏掉任何股东感兴趣的事件。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网络版《可持续性报告 2008》符合 GRI G3 和《电信部分增
补》的要求。

英国电信的 A+ 申请级自我声明非常公正。

LRQA 的改进意见
《认证声明》全文包含了 2007 年确定改进的进度和外来的
改进方面。

1  《LRQA 认证声明》可在网络版的《可持续性报告 2008》中
获取，网址 www.btplc.com/societyandenvironment。其中提
供了有关英国电信方法、结论和改进建议的更多信息。

2  不包含英国电信 2007 和 08 的《法规遵从报告》和平等接
取委员会 2008 报告摘要。

S M Fletcher G Farmer

代表英国 LRQA 

主要原则

英国电信矢志满足 AA1000 认证标准的主要原则。

实质性
该报告必须包含我们可持续性绩效方面的信息，以帮助
读者做出全面判断、决策和行动。

完整性
该报告必须包含所有重要方面。

响应性
该报告必须展示英国电信对股东关心的事情、政策和相
关标准做了回应并进行了适当的沟通。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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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绩效指标 直接公司影响 间接影响

非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目标 2009 2006 2007 2008 2006 2007 2008

客户

客户服务
衡量英国电信的整个客户群 1

 

对照企业记分卡提高客户服
务，在一次成功率 (RFT) 方面
取得更大的年比改进 2

3% 
（客户满意度
提高比率）

3% 
（客户满意度
提高比率）

9% 
（一次成功率改善
比率）

总收入 195.14  
亿英镑

202.23  
亿英镑

207.04  
亿英镑

每个消费家庭（英国）平均收入 251 英镑 262 英镑 274 英镑

员工 

员工敬业度指数
衡量英国电信与员工的关系

年度员工态度调查显示 
2007/08 的员工敬业水平
为 5.04，英国电信将维持这
一水平

2007 年才开始
衡量 4

5.07 3 5.04 3 员工成本 49.66  
亿英镑

52.23  
亿英镑

53.58  
亿英镑

员工投入是客户满意度的驱动器。

65% 65% 员工数量 104,400 106,200 111,858
多样化
衡量英国电信员工的多样化

5 大多样化基准中，英国电
信将在其中 4 项保持前 10 
名。这些基准中有 4 项是英
国标准，第 5 项是全球多样
化基准

2007 年才开始
衡量 4

在 4 项主要的
英国多样化基准

中， 英国电信
在其中 3 项位
列前 10 名

在 5 项主要的多样化
基准中， 英国电信在
其中 4 项位列前 10 
名 5

英国电信明年将为多样化制定相关财
务指标

实现员工多样化，提升社会凝聚力。

健康与安全：工时损失伤害率
工时损失伤害事故以 12 个月内
每 100000 小时的比率表示
比率表示

降至每 100000 小时 0.186 
起

0.281 起每 
100000 工时

0.238 起每 
100000 工时

0.188 起每 100000 
工时

明年英国电信将力求制定相关财务指
标，披露因工时损失伤害带来的业务
成本

健康与安全：病假缺勤率
以 12 个月内病假缺勤损失公历
天数百分比表示

将病假缺勤损失公历天数降低
至 2.2%

2.35% 2.43% 2.43% 英国电信病假成本 5810  
万英镑

8470  
万英镑

8980  
万英镑

减少损失天数，以缩减医疗保健成本并提高生
产力。

供应商

供应商关系
衡量英国电信与供应商的整体
关系

明年评分达到 80% 或以上 2008 年才开始
衡量 8

2008 年才开始
衡量 8

78% 付给供应商的总费用 40 亿英镑 68 亿英镑 86 亿英镑 获得了来自供应链的经济成数效果。

89%
诚信交易
衡量英国电信供应链中人权标准
的应用 6

三个月内使确认为中或高风险
的所用供应商 100% 遵循

230 家供应商
在风险评估中 
100% 遵循

413 家供应商
在风险评估中 
100% 遵循

213 家供应商在风险
评估中 100% 遵循

供应商认为我们与他们共同改善可
持续性影响的情况下，收购合同的
价值 9

2008  
年首次衡量

2008  
年首次衡量

57 亿英镑
（供应商支出的 

66%）

生活质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中。

改善
社会

社区效果衡量
社区计划的独立评估

至少达到 82% 2007 年才开始
衡量 4

70% 79% 通过投资改良社会（资金和实物
支持）

2130  
万英镑

2180  
万英镑

2230  
万英镑

英国电信的社区计划注重沟通技巧，培养就业
能力和社会凝聚力。

通过投资改良社会 最低投资额维持在税前收益
的 1%

1.07% 1.05% 1.02%

环保

全球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衡量英国电信的气候
变化影响（仅英国数据）

2016 年前将二氧化碳的排放
量降低到比 1996 年低 80%

69 万公吨
比 1996 年低 
57%7

68 万公吨
比 1996 年低 
58%7

68 万公吨
比 1996 年低 58%7

总能量成本
（燃油 + 煤气 + 石油 + 支持发电机
等用的柴油；仅适用于英国和爱尔兰
共和国）

1.72  
亿英镑

1.85  
亿英镑

1.94  
亿英镑

生产设备及通过客户工厂的能量消耗产生间接
负面影响。使用 ICT 的正面影响是支持低碳
经济。

送到垃圾场和回收利用的垃圾
衡量英国电信资源的利用情况 
（仅英国数据）

将送往垃圾场的垃圾吨数减
少 6%

送往垃圾场 

59665 公吨 
(58%)
回收 42,340 公
吨 (42%)

送往垃圾场 

54921 公吨 
(58%)
回收 40,007 公
吨 (42%)

送往垃圾场 42822 
公吨 (54%)
回收 36,937 公吨 
(46%)

垃圾收入 323 万英镑 448 万英镑 670 万英镑 处理卖到市场上的报废产品。有利于减少
废弃。

垃圾成本 797 万英镑 515 万英镑 727 万英镑

垃圾掩埋税节省 76 万英镑 84 万英镑 89 万英镑

垃圾成本净额 (-ve) / 利润 (+ve) -398  
万英镑

17  
万英镑

32  
万英镑

数码
共融

过去三个月内未使用互联网的英
国人口百分比

2010 年 3 月 31 日之前将未
使用互联网的人口百分比降低
到 32.4%

2007 年才开始
衡量 4

36% 33% 宽带收入 14.59  
亿英镑

20.16  
亿英镑

22.19  
亿英镑

提供信息访问，实现远程工作，推动信息时代
经济。

正直
道德绩效衡量
衡量正直行为方面的进步

提高到 86% 2007 年才开始
衡量 4

84% 85% 收入支持（客户会因为可持续性元素
而出价）

13 亿英镑 18 亿英镑 22 亿英镑 确立强大的道德文化，例如禁止便利费等腐败
行为，帮助改善国际治理。

今年我们做得如何？

所有目标的截止日期均为 2008 年 3 月 31 日，除非另有规定。 1  收入加权。
2  客户服务限定为“一次成功率”（守信）和“周期时间”（我们提供服务的速度）。2007 和 08 
年的集团目标侧重一次成功率。

3  2007 和 08 的员工敬业度指数的算法是取缩减数量个主要问题 (4) 平均值的平均数，因此无
法与 2007 年的分数 65 相比较。使用相同的算法得出 2007 年员工敬业度指数为 5.07。

4 参看以前衡量结果的存档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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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非财务关键绩效指标反映了英国电信最重要、最相关的可持续性问题。根据威尔士亲王殿
下赞助的为期一年的研究，我们应用了新版连接报告框架的原则，旨在改善可持续性报告的一致
性，鼓励公司报告他们行为的更多环境和社会成本。可在在线可持续性报告中了解更多内容，网
址是：www.bt.com/betterworld

关键绩效指标 直接公司影响 间接影响

非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目标 2009 2006 2007 2008 2006 2007 2008

客户

客户服务
衡量英国电信的整个客户群 1

 

对照企业记分卡提高客户服
务，在一次成功率 (RFT) 方面
取得更大的年比改进 2

3% 
（客户满意度
提高比率）

3% 
（客户满意度
提高比率）

9% 
（一次成功率改善
比率）

总收入 195.14  
亿英镑

202.23  
亿英镑

207.04  
亿英镑

每个消费家庭（英国）平均收入 251 英镑 262 英镑 274 英镑

员工 

员工敬业度指数
衡量英国电信与员工的关系

年度员工态度调查显示 
2007/08 的员工敬业水平
为 5.04，英国电信将维持这
一水平

2007 年才开始
衡量 4

5.07 3 5.04 3 员工成本 49.66  
亿英镑

52.23  
亿英镑

53.58  
亿英镑

员工投入是客户满意度的驱动器。

65% 65% 员工数量 104,400 106,200 111,858
多样化
衡量英国电信员工的多样化

5 大多样化基准中，英国电
信将在其中 4 项保持前 10 
名。这些基准中有 4 项是英
国标准，第 5 项是全球多样
化基准

2007 年才开始
衡量 4

在 4 项主要的
英国多样化基准

中， 英国电信
在其中 3 项位
列前 10 名

在 5 项主要的多样化
基准中， 英国电信在
其中 4 项位列前 10 
名 5

英国电信明年将为多样化制定相关财
务指标

实现员工多样化，提升社会凝聚力。

健康与安全：工时损失伤害率
工时损失伤害事故以 12 个月内
每 100000 小时的比率表示
比率表示

降至每 100000 小时 0.186 
起

0.281 起每 
100000 工时

0.238 起每 
100000 工时

0.188 起每 100000 
工时

明年英国电信将力求制定相关财务指
标，披露因工时损失伤害带来的业务
成本

健康与安全：病假缺勤率
以 12 个月内病假缺勤损失公历
天数百分比表示

将病假缺勤损失公历天数降低
至 2.2%

2.35% 2.43% 2.43% 英国电信病假成本 5810  
万英镑

8470  
万英镑

8980  
万英镑

减少损失天数，以缩减医疗保健成本并提高生
产力。

供应商

供应商关系
衡量英国电信与供应商的整体
关系

明年评分达到 80% 或以上 2008 年才开始
衡量 8

2008 年才开始
衡量 8

78% 付给供应商的总费用 40 亿英镑 68 亿英镑 86 亿英镑 获得了来自供应链的经济成数效果。

89%
诚信交易
衡量英国电信供应链中人权标准
的应用 6

三个月内使确认为中或高风险
的所用供应商 100% 遵循

230 家供应商
在风险评估中 
100% 遵循

413 家供应商
在风险评估中 
100% 遵循

213 家供应商在风险
评估中 100% 遵循

供应商认为我们与他们共同改善可
持续性影响的情况下，收购合同的
价值 9

2008  
年首次衡量

2008  
年首次衡量

57 亿英镑
（供应商支出的 

66%）

生活质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中。

改善
社会

社区效果衡量
社区计划的独立评估

至少达到 82% 2007 年才开始
衡量 4

70% 79% 通过投资改良社会（资金和实物
支持）

2130  
万英镑

2180  
万英镑

2230  
万英镑

英国电信的社区计划注重沟通技巧，培养就业
能力和社会凝聚力。

通过投资改良社会 最低投资额维持在税前收益
的 1%

1.07% 1.05% 1.02%

环保

全球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衡量英国电信的气候
变化影响（仅英国数据）

2016 年前将二氧化碳的排放
量降低到比 1996 年低 80%

69 万公吨
比 1996 年低 
57%7

68 万公吨
比 1996 年低 
58%7

68 万公吨
比 1996 年低 58%7

总能量成本
（燃油 + 煤气 + 石油 + 支持发电机
等用的柴油；仅适用于英国和爱尔兰
共和国）

1.72  
亿英镑

1.85  
亿英镑

1.94  
亿英镑

生产设备及通过客户工厂的能量消耗产生间接
负面影响。使用 ICT 的正面影响是支持低碳
经济。

送到垃圾场和回收利用的垃圾
衡量英国电信资源的利用情况 
（仅英国数据）

将送往垃圾场的垃圾吨数减
少 6%

送往垃圾场 

59665 公吨 
(58%)
回收 42,340 公
吨 (42%)

送往垃圾场 

54921 公吨 
(58%)
回收 40,007 公
吨 (42%)

送往垃圾场 42822 
公吨 (54%)
回收 36,937 公吨 
(46%)

垃圾收入 323 万英镑 448 万英镑 670 万英镑 处理卖到市场上的报废产品。有利于减少
废弃。

垃圾成本 797 万英镑 515 万英镑 727 万英镑

垃圾掩埋税节省 76 万英镑 84 万英镑 89 万英镑

垃圾成本净额 (-ve) / 利润 (+ve) -398  
万英镑

17  
万英镑

32  
万英镑

数码
共融

过去三个月内未使用互联网的英
国人口百分比

2010 年 3 月 31 日之前将未
使用互联网的人口百分比降低
到 32.4%

2007 年才开始
衡量 4

36% 33% 宽带收入 14.59  
亿英镑

20.16  
亿英镑

22.19  
亿英镑

提供信息访问，实现远程工作，推动信息时代
经济。

正直
道德绩效衡量
衡量正直行为方面的进步

提高到 86% 2007 年才开始
衡量 4

84% 85% 收入支持（客户会因为可持续性元素
而出价）

13 亿英镑 18 亿英镑 22 亿英镑 确立强大的道德文化，例如禁止便利费等腐败
行为，帮助改善国际治理。

5 这包括为完成 2007 年目标而采用的施奈德·罗丝全球多样化网络。
6 风险评估的依据是完成的调查表。
7 数据按照最新 Defra 公司报告指南 (2007)（附件 1）进行了重新计算
8  2008 年提出的问题：您如何描述贵公司与英国电信的关系整体质量？78% 的人说关系亲密或良好。
参看以前衡量结果的存档报告。

9 从统计的英国电信供应基地代表性调查中推测。
10 参看第 6 页，了解我们降低全球碳排放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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