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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电信是世界领先的通信服务公司之一，我们提供的服务可满足英国以及全

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的需要。

我们的组织结构

我们通过四个面向客户的业务部门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要，

包括英国电信全球服务部、英国电信零售部、英国电信批发部和

Openreach。这四个业务部门又由两个内部服务部门提供支持：

英国电信创新与设计部和英国电信运营部。

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可提供大约 1,800 种产品和服务。我们将这些产品和服务销

售给英国的消费者和中小型企业，以及全球各地的当地和跨国公

司、政府部门以及其他通信提供商。

a  有关采用 IFRS2 修订版的重述，请参见我们的年度报告和 20-F 表格以了解详细信息。

b  “调整后”的项目在特定项目之前标明，包括 009 年度英国电信全球服务部合同和财务审核费

用以及养老金的纯利息。

c  调整后收入、调整后 EBITDA、调整后税前利润、调整后每股收益、自由现金流以及负债净额

都是非 GAAP 指标，不包括在 IFRS 的信息披露要求范围内。将非 GAAP 财务指标及对账用作其

最直接可比的 IFRS 财务指标的原则，在我们的年度报告和 20-F 表格的“财务回顾”部分有述。

d EBITDA ：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

集团业绩
2010 2009a 变化率

调整后收入b,c 209.11 亿英镑 214.31 亿英镑  2%

调整后 EBITDAb,c,d 56.39 亿英镑 52.38 亿英镑  8%

调整后税前利润b,c 17.35 亿英镑 14.54 亿英镑  19%

调整后每股收益b,c 17.3 便士 14.1 便士  23%

全年拟派股息 6.9 便士 6.5 便士  6%

自由现金流c 19.33 亿英镑 7.37 亿英镑 11.96 亿英镑

负债净额c 92.83 亿英镑 103.61 亿英镑  10.78 亿英镑

除非另行说明，否则本报告中的信息涵盖 2009 年 4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的全球业务情况。

2010 年调整后外部收入（按业务部门）

BT Global Services 41%
BT Retail 38%
BT Wholesale 15%
Openreach 6%

BT Global Services 8%
BT Retail 33%
BT Wholesale 23%
Openreach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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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Global Services 41%
BT Retail 38%
BT Wholesale 15%
Openreach 6%

BT Global Services 8%
BT Retail 33%
BT Wholesale 23%
Openreach 36%

目录

BT Global
Services BT Retail BT Wholesale Openreach

BT Group

BT OperateBT Innovate & Design

要下载其他语言的这一审核报告（中文、荷兰语、法语、德语、

意大利语、日语、韩语和西班牙语）并阅读可持续性报告的

全文，请访问 www.bt.com/better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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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致词

通信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所有人以更具可持续性的方式生活和工

作 — 在英国电信我们对此有切身的了解。会议服务能使我们减

少对旅行的需求。新的数据存储方式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成本和

能源需求。随时随地都能访问信息，则改变了我们工作的方式。

我们正在帮助客户提高效率、削减成本并降低 CO2 排放量，从

而实现相同的收益。借助我们的技术、人才和能力，我们可以

推动向低碳型经济的转变，从而为稳定繁荣的社会做出贡献。

我们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照顾我们的各种业务需要，例

如降低运营成本和开发新市场。本审核报告重点列举了我们所

采用的一些方法。

我们在英国铺设超高速宽带网络的项目是欧洲最大的项目

之一。这将为我们的增长奠定基础，同时使英国的所有通信提供

商都能开发出具有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清楚地知道，随着公司的成长，在自身能源使用方面

也会面临众多挑战。然而，我们一直努力保持我们的承诺：到

2020 年，将自身的全球碳浓度从 1997 年的水平降低 80%。在

加利福尼亚，我们为办公室和数据中心供电的太阳能电池阵列已

经成功运行了一整年。在英国，我们拥有建造第一座风电场的规

划许可，这是我们建设英国能源行业以外最大的公司风电项目的

计划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一步到位”地为客户提供正确的产

品和服务，而这也给我们带来好处；通过提高“网络健康度”，

我们降低了故障率、上门维修服务率以及由此产生的汽车 CO2 排

放量。

我们致力于成为一家可持续且负责任的企业。无论经济条件

好坏，我们都支持员工学习新技能、适应新岗位，从而促进其个

人发展。我们在技能、人才和领导力发展方面的投入，使我们的

员工为低碳型世界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的产品团队使用了新工

具并接受了培训，可以帮助我们向市场提供更具可持续性的产品

和服务，如更节能的新 BT Vision 机顶盒。

我们新的实习框架将使 5,000 多名员工有机会获得新的能力，而

我们的“工作激励”计划将为 3,000 名年轻员工提供实习机会。

我们对技能的关注不仅限于正式的培训 — 去年我们全球的员工

总共花费了 28,000 天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志愿服务使我们的员

工有机会在当地的社区有所作为，并且使他们通过对他们自己、

社区和我们企业都有益的方式掌握相关技能。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的进展不断得到外界的认可。例如，

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为我们持续获得的业绩和实现的承诺授予名

为“顶级白金”的最高荣誉。尽管这一年是我们在九年中首次失

去了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的行业首位，但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仍

保持了高水平的黄金状态。我们将不断追求卓越，向着可持续性

成为“企业常态”的目标迈进。我们签署了联合国全球契约。

对于 2011 年，我们制定了一些激动人心的计划，希望能让

您在未来这一年看到我们有新的进步。

Michael Rake 爵士 Ian Livingston
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

2010 年 5 月 12 日

Ian Livingston
首席执行官

Michael Rake 爵士
董事长

我们的社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气候变化到资源短缺，再到因人口老龄化、

贫困、社会排斥以及数字鸿沟带来的问题。我们相信，企业对应对这些挑战起

着关键的作用。英国电信志在与我们的员工、供应商和客户合作，共同实现这

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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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报告内容

英国电信是一家采用了众多最先进、最成熟的技术的通信公司。但我们感兴趣

的并不是技术本身。我们感兴趣的是技术能为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员工、我们

所服务的社区以及我们所依赖的地球提供什么。本审核报告介绍了英国电信如

何使用通信服务和信息技术 (IT) 为用户以及地球提供三大好处，通过实现这些

好处提供更好的业务及更光明的未来。

IT 改变了我们工作和通信的方式，而且还改善了医疗保

健等基本服务的提供方式。英国电信投资于数字经济的

IT 和通信基础架构，同时寻求最大限度地扬长避短，例

如应对数字排斥问题。

面向互联世界的技术

到 2020 年，通信行业有可能将全球的 CO2 排放量降低

15%。与 1997 年相比，我们的碳排放量降低了 51%，而

且也正在帮助我们的客户实现相同的目标。我们始终都

面临在提供更多更快的客户服务时需要使用更多电力资

源的挑战。

面向低碳型未来的技术

通过培训和志愿服务，我们在技能上的投入使我们能够

跟上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支持我们所服务的社区以及

帮助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社会融合等重大挑战。我们对多

样性和灵活工作的长期承诺有助于我们保持现有技能并

从新的来源引入人才。

使英国电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技能

我们已经看到技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面的潜力 — 从贸

易的全球化到虚拟商务的兴起，以及使我们能够看到极为细微的

人体内部的先进技术。通过互联网，我们只需按下鼠标按钮即可

访问海量的信息和知识。但我们仍处在数字革命的开始阶段，最

大的变化可能尚未开始。

在本审核报告中，我们设定了左边列出的三大议题，总结

了我们过去的成绩并显示了我们如何应对由于使用技术而带来

的新的机遇、风险和困境。此外，我们还分享了我们对技术将如

何塑造新世界的看法，并展示了英国电信将对更美好的未来作出

什么贡献。在第 12 和 13 页中，我们提供了一个使用业绩亮点

和数据阐明我们如何恪守承诺，在运营过程中开展负责任的企业

活动的事实文件。

我们的企业责任 (CR) 战略

这份审核报告的内容反映了我们的企业责任 (CR) 战略的四大支柱： 

  打造一个负责任且可持续的企业

  我们知道：只有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在所有业务领域坚持以

负责任、可持续的方式运营，同时对我们的员工、客户和供

应商以及我们工作的社区提供支持，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帮助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我们将与员工和供应商一起努力，共同降低能耗。 

  开发可持续的客户解决方案 

  对于能够带来社会利益且易于获得的低碳型产品和服务，客

户的需求在不断增长，我们的目标正是满足这些需求。

  实现包容性社会所需的技能 

  我们希望在创建互联世界的过程中尽自己的一份力，使每个

人都有机会享受到科技带来的益处。



英国电信集团 2010 年可持续性审核报告 3

每个人都应从中受益，我们致力于帮助更多的人使用技术。此外，

我们还必须与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各方通力合作，共同解决相

关的挑战，如隐私、盗版和数据安全问题。

技术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工作、购物以及观看

电视、电影和欣赏音乐的方式和地点，以及我们保持联系的方式。

许多影响是正面的，得到了各国政府的支持。英国政府 2009 年

6 月发布的“数字英国报告”着重阐述了信息技术为社会和经

济带来的机会，以及为确保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需要采取的措

施。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制定的“国家宽带计划”以及欧盟

2020 年通过单一数字市场提供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战略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本节内容重点讲述我们在英国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在英国

为从单个家庭客户到大型企业等各类客户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

构建正确的基础架构

如果没有最先进、可靠和安全的 IT 基础架构，就无法实现技术

的众多潜在好处。

我们为此投资了 15 亿英镑，旨在到 2012 年能在至少 40%
的英国建筑物内提供基于光纤的宽带服务，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投

资最大的超高速光纤宽带项目。我们的目标是到 2010 年底在英

国 4 百万座建筑物内提供光纤服务。如果投资环境允许，我们有

望在 2015 年将光纤铺设范围扩大到英国三分之二的建筑物中。

其他通信提供商将能够快速轻松地连入我们的网络，从而为他们

自己的客户提供超高速的宽带服务。

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需要通过公共部门拨款

或其他支持才能实现超高速宽带通信。对于确保所有人都不错失

互联网带来的商业、教育和社会机遇，合作起着重要的作用。

例如，我们在北爱尔兰开展合作，通过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

投资在城市和农村区域铺设光纤宽带。

超高速宽带的铺设基于我们在英国的基础架构投资，该基

础架构已经使 99% 以上的建筑物实现了宽带接入。我们的 Wi-Fi
网络是英国以及爱尔兰最大的网络，由 150 万个热点组成。我

们的目标是到 2012 年为每个英国家庭提供至少 2M 的宽带速率。

我们将继续开发各种服务，改善偏远地区的宽带接入。

面向互联世界的技术
我们希望善用技术，帮助客户和社区

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同时发展

我们的业务。

    15 亿英镑
应对数字鸿沟问题

外部观点

Helen Milner
英国在线中心执行董事

我们在未来三年内，能否让英国的在线人数增加 100 万？

可以。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英国的互联网用量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增长了两倍。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正使用网络进行日常通信、商务和

娱乐活动。去年，70% 的英国家庭都接入了互联网 — 短短

12 万人）从未上过网，因此无法享受互联网带来的益处。

百分之十三的新工作仅在线提供，同时，互联网用户通过

所获得的折扣每年可以节省 560 英镑，而且他们感觉自己

与朋友和家人的联系更紧密。

英国在线中心在未来三年内的首要任务是让英国的在

线人数增加 100 万。我们期望他们所有人都能成为自信

的 IT 户。像英国电信这样高知名度的雇主可以提供帮助，

他们的员工可以作为志愿者来支持为数字排斥人员提供服

务的草根组织，向他们认识的数字鸿沟者传授 IT 知识（请

参见 www.helppassiton.co.uk）。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可以

使英国更紧密地互联。

光纤宽带投资

到 2012 年接入至少 40% 的英国建筑物中



英国电信集团 2010 年可持续性审核报告4

面向互联世界的技术

改善基本服务

我们已经利用技术帮助公共部门客户提升了医疗保健和教育服

务等基本服务的服务能力和覆盖面。在此，我们扼要介绍两个近

期发生的例子。

英格兰的国民医疗保健服务 (NHS) 的国家宽带网络是由英

国电信提供的，该网络不但将医院、医疗中心及全科医生连接在

一起，而且还使医疗机构能够提供更完善的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

例如，Darent Valley 和肯特郡 St Thomas 医院的医生现在均使用宽

带即时发送血管造影图像，然后与伦敦的专家们实时会诊。现在，

患者可以在肯特郡安全地实施血管成形术，而不用前往伦敦求治。

我们与萨福克郡理事会以及中萨福克区理事会以及客户服

务助理 (CSD) 合作，通过增强的 IT 网络和客户服务技术来提高社

会护理服务水平。CSD 人员与社会工作者以及职业治疗师一起评

估客户的需要。这意味着大多数居民只需与一个人通话即可获得

护理，而只有最复杂的病例需要征询专家的意见，这就使社会护

理专业人员可以腾出时间照顾那些最需要照顾的患者。

面向所有人的技术

社会排斥和数字鸿沟通常是紧密相关的问题。低收入或失业人员

以及老年人几乎都不具备在家上网的条件。由于越来越多的活动

都是在线进行的，非互联网用户可能会失去很多工作、教育、培

训和接受政府服务的机会。在英国，让每个人都能上网所带来的

经济效益大约能达到 220 亿英镑（数字包容经济例证 — 2009 年

10 月）。

互联网政策 
英国电信观点

Simon Milner 
英国电信集团行业策略部总监

我们支持全球各地的政府构建数字经济的远大设想，从而

使每个人都能从网络获益。英国使用 IT 的方式将对环境、

经济和生活品质带来切实的影响。

在支持这些设想的同时，我们面临着相互冲突的公共

需求。我们积极构建更快、更可靠的互联网容量，同时遏

制不希望出现的后果，例如通过“点对点”技术在未经许

可的情况下共享受版权保护的内容（新的英国数字经济法

案的一项重要内容）。

表达自由的限度必须与纠正部分互联网用户的行为，

以及保护因不断变化的技术以及人们的使用方式而受到威

胁的商业模式的种种呼声相权衡。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相

信应该由客户自行决定应使用互联网访问什么内容以及不

应访问什么内容。我们并没有权力判断孰是孰非、阻止访

问或审查信息。这些是包括法庭在内的公共机关应解决的

问题。

我们的干预通常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网络和服务能够高

效运行，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如阻止访问由独立的网络监

察基金会发现的儿童性侵犯图片。也有人呼吁我们阻止其

他内容和应用，但引入检查点和拦截机制将会妨碍我们向

客户提供所需的快速稳定的互联网接入的能力。

保持中立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我们

给予客户控制如何使用互联网的权利，并提供 BT Family 

Protection 等隐私和安全服务，家长能够选择自己的家庭

能访问的内容但不会限制其他用户的选择。

我们会继续鼓励公众对这些复杂的问题进行探讨，然

后基于广泛共识采取行动。

安全保密的网络

安全保密的在线环境是每个人能安心使用互联网的必要条件。客

户必须能够保护他们的信息不被非法使用或用于犯罪活动，而易

受攻击的客户则不应接触不恰当的内容。我们提供帮助客户保护

数据和隐私的服务 — 从所有面向消费者的宽带服务方案中包含

的安全功能，到为企业客户提供的 BT PC Security 套件，再到为

最大客户提供的全面管理的安全服务。我们与业界以及政府部门

（包括英国儿童网络安全委员会）合作，共同提高儿童的在线安

全性。请参见 www.dcsf.gov.uk/ukccis

高速宽带支持创新

一份近期发布的 OECD 报告显示，高速宽带网络为整个经

济领域的创新提供了支持，其方式与过去的电网以及交

通运输网非常类似。

它的出现，敦促政府在开放式高速全国宽带网络上

投资，此类网络可作为大量创新的新服务在未来的提供

机制，如智能电网、远程医疗、智能交通运输网、交互

式学习以及云计算。

该报告显示，全国宽带网络通过大幅节省电力、医

疗保健、道路运输和教育方面的资源，可以在十年内收

回 成 本。 要 阅 读“Network Developments in Support of 

Innovation and User Needs Report”（网络发展对创新和用

户需求的支持报告），请访问 www.oec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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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支持为让更多人从数字时代受益而做出的努力，例如在线竞

赛 2012 (Race Online 2012) 活动，这项活动由英国数字包容冠军

发起，旨在向四百万被排斥在社会和数字时代之外的人员提供上

网的机会。我们的目标是到 2012 年，至少让 10 万目前还被数

字排斥的人员摆脱这一状况。我们展开的其他去除数字包容障碍

的计划包括：

  BT Internet Rangers 网站，该网站向年轻人提供各种可向年老

亲属教授如何使用互联网的工具。

  美国的 One Economy，我们在此提供了两年多的支持，帮助年

轻人向成年人传授如何使用互联网。

  对由 Citizens Online 运营的 EverybodyOnline 提供支持，该网站

旨在帮助英国全国的弱势人群使用数字技术。我们还对 Age 

UK 提供支持，该组织鼓励老年人使用不熟悉的技术。

  我们与教育慈善机构 Katha 合作，向印度的贫穷儿童提供 IT
教育和培训。在我们的帮助下，从 2001 年开始 Katha 已经颁

发了 16,000 份 IT 证书，其中 54% 是由女童和妇女获得的。

我们开发可以全方位帮助人们最大程度发挥 IT效益的产品和服务。

通过为消费者提供多种多样的接入方式，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受到

了更多客户的欢迎。例如，我们的无线互联网路由器 BT Home Hub 
经过改进，使得所有客户都可以更轻松地使用。

我们知道，价格可能是阻止部分客户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的原因。2010 年，我们发布了有史以来最超值的宽带、通话和

Vision TV 服务的“套餐”。我们又与其他各方一起，共同参与降低

移动终端费率（MTR — 向移动运营商支付的费用，用于从固定电

话或其他网络将电话连接至移动电话）的活动，帮助降低所有客

户的电话费，同时乐于接受 Ofcom 降低 MTR 的建议。PlusNet 是

英国电信的一项业务，可在英国提供低价宽带服务。

面向互联世界的技术

英国电信领导小组的观点

我们很快就会需要英国电信大力投资的这种支持互联网

的基础设施，用来直接替代（高碳浓度的）物理基础设施。

但是，我们必须确保支持互联网的连接方式不会取代个

人幸福和社会资本所依存的实体社区。“虚拟化基础架构”

是好现象，但“虚拟化社会”却通常是一件悲惨的事。

像英国电信这样的 IT 领袖企业必须认识到并解决技术应

用方面的难题，并且做好准备应对分歧乃至互相抵触的

观点。数字包容必须关注于使每个人都能分享互联网化

的世界所带来的益处。

技术的可能性 
未来场景

现在是早上 07:03，由于卧室逐渐变亮，您醒了。

刮完胡子后，您命令镜子拍摄您脸部的照片，并将

这张照片与上周拍摄的照片进行对比。您担心您脸

上有一颗痣正在不断变大。镜子分析完这两张照片

后，又将它们与医疗数据库中存储的数千张其他照

片进行对比。对比结果被发送给您的医生。

您的女儿已经起床了，正在她的移动设备上观看 Dr Si

主讲的最新科学课程。Dr Si 是由电脑特技合成的老

师，他将那些最优秀的科学培训人员的教学方法融

合到课程中，制作成受不同学生欢迎的各种定制课

程。自从开始收看这些课程，她对上学的热情大涨。

在您上班的路上，您接到一条提醒，提示您医

生的计算机已经分析了您的照片，并建议您与医生预

约见面。您同意了在实时会议中心开完早会后与医生

约见。举行实时会议时，您位于柏林办公室的同事以

及位于美国的潜在新客户看起来就在您面前，而实际

上你们相距千里之遥。

离开会议中心后，您在 GPS 的指引下来到了医

疗中心。医生使用可以看到皮肤底层状况的照相机—

重新拍摄了您脸部的照片，双方都认为最好点掉这

颗痣。手术由自动机器人操刀。类似这样的简单手

术现在都由自动机器人执行，这样外科医生就能够

将精力集中在更为复杂的手术上。这些机器人可以

远程控制，这使专家顾问可以在千里之外对患者进

行手术治疗。

手术之后，您从移动设备上收到一条提醒，提

示您年老的父亲的心脏病药剩下不多了。您正要点

击“发送”自动订购药品，但又想了想。您已经很

久没去看望他老人家了，因此您决定采取老办法：

到药店购买这些药并亲自送回家。

Ian Neild 
英国电信技术推广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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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出现最危险的气候变化后果，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必须

从根本上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这种程度的改变需要根本性的转

变，而非渐进的改进。

IT 可以帮助监视和降低能源使用量以及使用虚拟方式替换

物理产品和活动，因此可以显著帮助大多数行业向低碳型经济

转变。我们已经看到用户对于低碳型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增，

而且关键市场中的碳法规也在增多。环保绩效正在成为采购过

程中的正式要求，越来越多的合同来源于能源和碳效率之类的

问题。

ICT 行业自身的碳排放量当前大约占全球排放量的 2%。根据

GeSI SMART 2020 报告，这一数据可能会显著上升，但同时会使

其他行业降低能源需求。尽管我们因提供速度更快的新服务使得

能源使用量提高，但我们设定了要在明年将净能耗实际降低 3%
的明确目标。

帮助客户减少 CO2 排放量

今年，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加深对向低碳型经济转型的商业意义

的理解上，考虑这将对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产生什么短期、中期和

长期影响。

面向低碳型经济的技术
全球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的威胁，并且

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此时，我们需要

新的想法和技术来转变我们的生活和

工作方式。

英国电信的全球 CO2 当量 (C02e) 排放量

英国电信领导小组的观点

2009 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令人失望，会对气候科

学造成不利影响。尽管媒体疯狂炒作，但其基础科学仍

然坚如磐石。事实上，从 2007 年的上一份 IPCC 报告以来，

基础科学已变得更为重要。

就政策面而言，哥本哈根的预备阶段确实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众多国家承诺，包括明显来自大的新兴经济体

的承诺。但这些并不够，而且达成全球协议的路径仍然

不清晰。在此情况下，世界需要私营机构起到带头作用，

而像英国电信这样的公司正在这样做：设置一定期限的

目标，修订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战略，并且继续提

倡碳节约。

许多低碳型解决方案将出自 IT 行业，而英国电信正

在通过意义重大的研发活动为此做出重大贡献。此外，

英国电信还必须与政策制定者商讨，以确保未来十年内

能有正确的鼓励措施和制度来传递“绿色增长”的理念。

我们已经提供了产品和服务，可通过提高能效和工作效率帮助客

户提高可持续性。对于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的最大需求目前来自大

型企业和公共部门客户。

英国电信全球服务部通过包括会议、灵活工作以及自动现场服务

管理在内的各种服务来为这些客户提供支持。我们的可持续性实

践可以帮助大客户度量它们的碳排放量，并指出降低能源使用量

和运营成本的方式。

我们正在开发低能耗的网络和数据中心，帮助客户提高他

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能效。我们的虚拟数据中心服务可按需提供

灵活的计算服务，此类服务最多可降低 40% 的成本，减少所需

的空间量，并降低能源使用量和 CO2 排放量。

我们的研究（基于我们自身和客户的经验）表明，每个在

家工作的员工每年最多可以避免 1.2 吨的 CO2 排放量。我们的现

场服务自动化解决方案（为旅途中的客户提供实时信息和动态工

作计划）最多可减少 20% 的车程以及相关的 CO2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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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英国电信观点

Chris Tuppen
英国电信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去年发生的一些事件使有些人开始怀疑是否有必要对气

候变化采取行动。2010 年的冷冬，东安格利亚大学泄露

的电子邮件，IPCC 对喜马拉雅冰川融化率的错误表述，

当然还有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令人失望的结果。

但是这些事件都不能抹杀 CO2 使地球变暖，以及燃

烧化石燃料会增加大气中的 CO2 浓度的基本科学常识。

世界各地的政府最终会对这一严酷的现实作出反

应。尽管对于到时谁将做什么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哥本

哈根向外传递的信息却是非常清晰的：所有国家和地区

都认为需要采取行动，而且必然会出现低碳型产品的法

规、财政干预和新市场。

我们相信，这将长期促进 IT 行业的收入增长。我们

正在积极准备，首先参与了智能电表和智能电网的尝试，

并且正在调研将一系列完整的智能技术综合到一起的完

整的智能社区概念。

可持续性设计

为我们的产品团队提供的工具和培训可帮助我们将低碳理念直

接融入设计和开发中。我们正在为自身的通信解决方案开发一种

碳排放量测量方法。这极具挑战性，因为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实际

产品、服务和网络的结合体。我们还需要将与部署和维护相关的

影响考虑在内。我们将分享我们所学到的知识来帮助他人，作为

开发新的国际标准的一部分。

我们的产品团队也会采购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产品，然后与

业界共同提升我们的全球供应链的标准。这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全

系列消费类产品的能效，包括我们的电话、家用集线器（无线互

联网路由器）和 BT Vision 机顶盒。与早期产品相比，这些产品

的能效提高了 12%。（请参见第 9 页）

减少我们自己的排放量

我们设定了一个全球最积极的企业排放削减目标，以帮助英国电

信转型为低碳型企业。我们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将我们全球

业务的碳浓度在 1997 年的水平上削减 80%（碳浓度将二氧化碳

当量排放量与财务业绩相关联）。这个目标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针对发达国家的削减量建议一致。从

1997 年开始，我们已经通过审核能源使用量，提高办公室、网

络和数据中心的能效，构建专用的可再生电力，切换到低碳型电

力来源以及采用远程工作方式降低了 54% 的碳浓度。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意识到，要找到经济高效地

削减能源使用量和排放量的方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我

们主导着英国能源行业以外最大的企业风电项目，该项目的目标

是到 2016 年，发电量达到我们在英国的电力消耗的 25%。我

们第一个风电场拥有五台风力发电机，由于解决了当地机场的技

术问题，其规划许可于 2010 年 2 月获批。要了解我们的规划以

及我们如何与规划中的风电场附近的社区合作的方式，请访问

www.bt.com/betterworld。我们位于加利福尼亚埃尔塞贡多的北

美总部所使用的太阳能系统，现在能提供其 15-20% 的能源使用

量，每年可减少 300 吨以上的碳排放量。

我们希望我们企业中的每个人都能提供帮助。我们计划到

2012 年，让 20% 的员工参与气候变化活动，目前已经有 7,000
人支持我们的行动。我们通过开展节能活动和开通碳排放俱乐部

网络，激励员工积极参与降低 CO2 的活动。

技术在行动 
客户观点

灵活的工作方式为 Beachcroft LLP 这家商业律师事务所带

来了好处，不但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还降低了成本。

Beachcroft 将一个办公地点的办公空间减少了 25%。他们

的目标是总共减少 50%，其他办公地点也一样。由于减少

了从家到办公室的路程，这也有助于提高员工在工作和生

活之间的平衡度。

作为最早采用这种办公方式的员工，Beachcroft 的战

略项目经理 Christy Farrer 认为在家办公的益处毋庸置疑。

她说：“我现在每周有三天是在家工作，这不但节省了乘

车上下班的车费，而且以往花在路途中的时间我都用在

了工作上。所以，大家都获利了。”

面向低碳型经济的技术

   提高 12% 的能效
BT Vision 机顶盒 
与早期产品相比能效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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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报告机制

我们从 1992 年开始报告我们的碳排放量，并遵循温室气体议定

书和英国政府的相关准则编写报告。

今年，英国政府发布了新的公司自愿报告准则。这些准则

与之前发布的准则不同。它们现在建议，购买的零碳或低碳排

放量的电力的碳排放量应报告为“电网平均”浓度。这就取消

了对类似英国电信这样的能源消费大户购买可再生电力的奖励。

我们觉得这是一种退步，特别是对英国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增

加可再生电力使用量的目标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政府同意在

2010 年 12 月之前重审这条建议。

根据重审的结果，我们可能需要修订我们的能源购买方式、

碳报告机制以及我们的 CO2 目标。

为了体现全面的透明性，我们今年的碳帐户将同时显示我们

的“电网平均”购买量以及与我们购买的低碳电相关的碳节省量。

要查看我们所有的碳帐户信息，请访问 www.bt.com/betterworld

面向低碳型经济的技术

技术的可能性 
未来场景

这是冬日里的一个傍晚，您已经在办公室忙碌了一

整天。您向计算机输入“回家”。这一操作触发了

一条发送给拼车同事的消息，而且您的家里也得到

您即将下班的通知，您的所有来电都会立即转接到

您的手机上。

您离开办公桌，屏幕电源关闭。人们不再拥有计算机，

所有密集的计算都在建在可再生电力来源附近的巨

大而高效的数据中心内完成。当您的屏幕电源关闭

时，数据中心会立即将这些服务器容量重新分配给

其他用户。

您下楼向停车场走去，您身前的 LED 灯逐一亮

起，而身后的灯则渐次变暗，您走在一圈光环中。

与您拼车的同事也走了过来，他在您离开时得到了

通知。您上了您的电动汽车。这是一辆时尚而舒适

的小车，而不是看起来像经过改装的送奶车。

在您回家的路上，您的手机不断地与您的家里

联系。您的家里具备特别好的隔热性：屋顶上铺着

许多光电池，墙壁能在天气炎热时吸收热量，而在

天气寒冷时释放热量。这所房子了解天气情况，知

道您将在什么时候到家，今天获得了多少太阳能热

量，发了多少度电以及以什么价格销售给电网。它

知道您将要使用哪些房间，因此会在您到达前提前

开始准备。为您家供暖的区域供暖系统由一个大型

地源热泵给水。

您回到家时，同事已提前下车，您将车插上电

源充电。晚餐后，您与父母进行了每周一次的视频

通话，他们虽然年老体弱，但仍住在自己的家中。

在过去几年中，社会医疗与保健方式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人们借助传感器来检查身体机能和健康状况，

定期检查可通过远程诊断来完成。因此，健康问题

可以及早发现。

当您上床时，屋里的灯自动熄灭，供暖设备随

后也自动停止工作。

Chris Tuppen
英国电信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低碳型经济 
外部观点

Steve Howard 
气候组织 CEO

2008 年，气候组织与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推进协会共同发

布了报告“SMART 2020 ：在信息时代实现低碳型经济”。此

报告显示，到 2020 年，通过智能部署 ICT 来提高其他行业

的能效，可使全球排放量削减 15%。

ICT 行业如何抓住这一机会？许多公司都开始审视自己

的直接碳排放量，还有一些公司正在使用他们在网络连接

和通信方面的专业技能开发产品和服务。

一旦了解了什么是效率低下，就可以使用数据来提供

全范围的产品和服务，为消费者和企业省下不少资金和能

源。这一切都已在进行中，相对 ICT 行业的其他技术，数据

管理和分析以接近两倍的速度增长，达到每年 10%。

除了提供数据分析、视频或远程会议之类的服务以外，

ICT 行业还应尽力开发能效需求，并支持政府为鼓励提高能

效以及收集能耗数据上做出的努力。

能效产品市场之所以实现增长，主要是因为制定了使

机器间和智能电网间能够通信的一致标准，同时还开展了

一些测试新技术和已接受的方法（可准确测算新的 ICT 服务

对排放量的影响）的试点工程。这将要求在行业内、跨行

业以及跨部门级别实现空前的协作。

能效使 ICT 行业、消费者、企业和环境都能成为赢家。

选择进行创新的公司将在下一个十年及更远的未来引领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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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orrow 的人才 
外部观点

Tony Manwaring 

Tomorrow's Company 首席执行官

价值是什么以及价值是如何创造的这两个观点正在快速改

变，这也改变了我们对“人才”的理解。在未来，战略决

策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会同等考虑环境和社会的问

题和机遇（我们称之为“三大背景”）。

这就需要公司改变思维以及实践方式：除非员工了解

观点背后的想法，否则类似开发供未来使用的真正可持续的

成功新产品之类的新活动将会失败，因为如果没有实现过

程，观点自身无法创造价值。

英国电信“了解”这一点并希望使用 IT 找到创新的新

方式，来发现人才并改变思维。此外，该公司还认识到自

己不但是标志性的英国品牌，有责任也有机会支持英国向

数字化经济转型，而且还是全球化企业，需要具备各种技能，

为许多跨文化和企业边界的不同客户类型提供支持。

这是一种植根于信任和尊重其员工以及他们所代表的

各种人才的方法。这改变了为英国电信工作的意义，带来

了灵活的工作选择，并且为全体员工以及残疾人和需要照

顾他人的员工等群体带来了更好的机会。该公司关注志愿

活动和人际交互，有助于营建一种全都重要的新思维。如

果成功了，这将是英国电信在适应互联性更强的世界时获

得的最宝贵资产。

有关 Tomorrow 的全球人才报告，请访问 

www.forceforgood.com

只有集中精力提高技能，我们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竞争优势，

跟上我们所在行业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成功应对气候变化和社

会融合等重大挑战。

我们在培训和志愿服务上的投入使公司内各级别的员工都具

备了丰富的技能，这样不但拓宽了他们的视野，而且还激励他们

对企业和我们所服务的社区做出贡献。我们推行的灵活工作方式

有助于我们从新的领域引进人才，他们的不同视角可为我们的企

业增添更多价值。

这一年来，我们在效率方面的提高使我们可以将总的劳动力

资源（员工、代理机构员工及合同工）减少到 20,000 人左右。我

们在重新调配和重新培训员工方面拥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帮助他

们学习新的技能并在英国电信的增长领域找到工作。通过重新培

训和支持，先后有 5,000 多名员工在企业中找到了新的位置。

未来发展所需的技能

为了实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最大程度地发挥技术的效益，

我们需要员工了解为什么可持续发展对英国电信很重要，并帮

助他们具备朝此方向转变所需的技能。

上一年，我们开始确定我们的员工所需具备的技能，以便

将可持续的选择全面集成到他们的开发和业务决策中。我们为

员工举办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并且让他们开展跨部门的讨论，

以此来检验他们对“经济、环境和社会幸福感”这三大底线指

标的理解。我们的外部领导小组对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其他领先

企业所采用的方法提供了真知灼见。

这项工作帮助我们了解了当前的态势，阐明我们需要员工

采取的行为方式并指出培训和发展的需要。在下一年中，我们

将与商学院、咨询集团和专业人才提供方合作，将这项工作转

变为员工发展计划。

我们知道我们的产品和营销团队对于帮助我们开发更具可

持续性的客户解决方案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发出了一个工

具包，用于确保可持续性标准融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并且通

过凸显对客户（和收入）具有重要意义的产品来激励他们。此外，

这些工具还将帮助我们的营销团队了解我们的解决方案如何支

持可持续发展，以便将此信息传递给客户。

使英国电信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技能
创建一个低碳的互联世界并利用技术为

我们所有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是一项

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创新，帮助我们

的员工发展新技能，让英国电信的每一

名员工都为实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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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员工都认同灵活的工作方式使人获益良多。在英国电信任

职 22 年并在我们的什鲁斯伯里呼叫中心任职 16 年之后，我们的

票据和问询顾问 Sandra Hannan 享受着在家工作的平静与祥和。

Sandra 表示：“轮班工作使我白天能有时间干些家务活，或者是

与朋友共进午餐，而且这意味着我能在晚上有更多的时间与合作

伙伴呆在一起。六个月之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健康和快乐，而

且我觉得与客户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我认为，英国电信引入让顾

问们在家工作的方式非常明智，我相信这一定会带来进步。”

而维修顾问 Steve Lewis 过去一直渴望能节省下单程 40 分钟

的每日通勤时间，让他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两个年幼的孩子。现在，

Steve 只需每周工作四天即可完成正常的工时，而且分为上午和

傍晚两个班次。他说：“我觉得能在花园中的独立办公室工作非

常幸福，这样我可以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从我在家办公开始，

我的绩效提高了很多。”

在家办公意味着票据和问询顾问 Mandy Simpson 可以在白

天照顾她的外孙女，这使她的女儿可以在产假过后马上回去工作。

用她的话说：“在家办公是我在英国电信工作以来采取的最佳行

动之一。”

我们的客户也从我们的灵活工作解决方案中受益匪浅。

我们已将可持续性集成到我们今年的人才和领导力发展计划中，

使我们未来的领导人具备相应的知识、技能和行为，从而能够通

过履行环境和社会责任获得商业成功。我们还时刻提醒各级经理

和团队我们的经营原则（即我们的工作方式）的重要性。我们已

审视并更新我们的绩效管理流程，以确保始终认可和奖励正确的

行为。

通过培训增强技能

培训可以帮助我们的员工跟上技术的发展步伐。例如，在我们实

施“初次即行”计划并增大网络投资后，可靠性有所提高，上门

修复故障的工程服务次数也相应减少。我们对工程师铺设超高速

光纤宽带所需的技能进行了重新培训。

我们意识到，技能对于公司所有级别的人员来说都是非常

重要的。今年，有超过 5,000 名员工将获得正式的学习或实习证

书。我们的实习计划可以帮助年轻人学会使用要在创新时代有所

作为所必需的工具。我们现在有 713 名实行生在英国电信的各

个部门工作，2011 年我们计划再多招 200 名以上。

我们与社区企业 (BITC) 组织中的其他雇主和企业一起推行

“工作激励”计划，这是一项新的计划，大约有 3,000 名年轻人

会因此获得英国电信的升职机会。这将使参与者深入了解工作环

境，从而帮助他们决定希望追求什么样的职业生涯。 英国电信领导小组的观点

要向可持续社会和低碳型经济转变，就需要深入改变我

们的文化，同时对正确的技能进行投资。这个问题的关

键是理解可持续性技能集的跨学科本质，将技术能力与

新能力结合起来，以此来激励和鼓动内部和外部的利益

相关者。令人欣慰的是，英国电信已开始将可持续发展

融入到决策制定过程并将其作为人才发展的一部分。

这是通往全新世界的漫漫旅程的起点。在此世界中，

每种新产品在发布前都要先评估其对社会、环境和财务的

贡献，而且员工对可持续性的贡献还包含花费在志愿服

务之类的活动上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曾被视为没有收益。

这就需要强有力的数据，否则，无法通过事例来证明英

国电信再次处于领先地位，也无法评估志愿服务和其他

活动对英国电信的总可持续性绩效的贡献。

使英国电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技能

5,000

灵活工作方式的影响

我们灵活的工作解决方案使得员工在家、在办公室以及在旅途

可以访问相同的信息、系统以及应用程序。我们的员工中有超

过 9,600 人经常在家工作，不需要花费通勤时间，同时还能减少

我们所需的办公空间。

灵活工作方式可以帮助员工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交通成本。我们的经验表明，对于相应的角色，

它可以激励员工，让他们对工作更加专注和投入，从而提高工

作效率。这有助于英国电信吸引并留住更多具有我们需要的能

力和生活技能的不同类型的员工。这其中包括经验丰富的熟练

员工，他们非常看重灵活性，同时也包括身具残疾的员工、需

要照顾他人的员工以及希望延长自己职业生涯的老年人。

培训 
参加正式学习的英国电信员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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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英国电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技能

有效利用时间

通过加大对志愿服务的关注力度，我们拓宽了员工获得新技能和

新体验的方式。这一年，我们大幅扩展了我们的长期志愿服务计

划，致力于让我们全球的所有员工在每个英国电信财年都能提供

多达三天的志愿服务。2010 年，英国电信员工为社区提供了超

过 28,000 天的志愿服务活动，估计价值 940 万英镑。

我们开发出名目众多的志愿服务机会以吸引和激励员工，

包括支持英国电信的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和商业目标的活动，例

如作为 UK Online 的指导人员为解决数字排斥问题提供支持。我

们还组织大型的志愿服务活动，例如在伦敦的 2012 志愿服务周

上开展的活动（参与这些活动的员工将为伦敦 2012 年奥运会和

残奥会做准备），以及在英国开展的电视募捐以及灾难呼吁活动。

员工也可以志愿参加自己选择的慈善活动。

志愿服务是我们的员工发展过程的一部分，这是对英国电

信和我们的员工都有益的活动。我们有一项慈善员工派遣计划，

参与此计划的员工可以为我们的重要慈善合作伙伴工作较长的

时间。此计划使慈善机构受益匪浅，同时还培养了英国电信派遣

人员的技能、积极性和自信心。许多完成这一计划的员工都拓宽

了他们的技能范围，现在可以在英国电信胜任更广泛的职位。

       名列前十
多样化

在五项主要的多样化基准中，我们连续三年在其中四项名列前十

       940 万英镑 
志愿服务 
这是我们对本财年的 28,000 天志愿服务估计的相应金钱价值

未来的技能 
英国电信观点

Caroline Waters 
英国电信人事和政策总监

诸如气候变化以及社会融合等挑战以及对市场创新的需

求都在不断影响我们的企业。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必须

采用独特的方式开展业务才能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具有

创新精神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设计人员，以使英国电信能

够始终领先于竞争对手，从而提供每个人都能使用的确

保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通信服务。

这一年来，我们将精力主要放在将环境和社会责任

行为融入到员工的工作方式、绩效管理系统以及我们的

人才和领导力发展计划中。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将

基于这些工作构建一个包含企业和社会未来需求的员工

发展计划。

我们必须探索非传统的人才来源，这样才能确保我

们能为这个新的业务环境找到最佳人选。英国电信正在

开拓新的社群，包括那些远离传统劳动力市场的人群（例

如需要照顾他人的人），向他们解说我们需要的技能以及

我们提供的灵活工作选择，同时鼓励不同的人员申请我

们的工作。

政府、行业和教育系统需要紧密合作，以确保学校

了解企业需要未来的劳动力掌握哪些技能。我们与社区

企业组织中的雇主和企业一起推行的“工作激励”计划是

这个措施如何能够在工作和新业务可能性上激励年轻人

的绝好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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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下面快速浏览一下我们都使用了哪些方法。要详细阅读

完整的在线报告，请访问 www.bt.com/betterworld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商业行为声明（即我们的工作方式）已经制定了十年有余，

它确定了我们对客户、员工、股东、合作伙伴、供应商和本地社

区的期望和承诺。我们的道德事务指导委员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

会议，由公司的秘书担任主席。我们在本年度拓宽了道德关键绩

效指标的范围，以帮助衡量我们的道德培训和活动能否提升员工

对相关政策的认知度，这些政策包括针对贿赂、腐败以及接受款

待或款待客人等问题的政策。

客户服务

2010 年，我们用于测量客户服务情况的内部得分提高了 10.5%。

与之相比，2008 年的增幅为 9%，2009 年为 17%。这些指标都

是累积值，因此这些结果表明我们真的取得了进步。

隐私保护

我们的网站上提供了全面的隐私政策。有权访问员工个人数据或

客户数据的每一位经理和员工，每三年要参加一次数据保护培训

课程。2010 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保护信息”员工意识活动，

帮助确保员工了解保护我们所存留的个人数据的重要性。

关爱服务

英国电信从 1984 年开始就已经为老年和残障客户提供专门的协

助和服务。这包括提供大字体信息、盲文信息、音频信息或英式

手语信息。我们的关爱网站是第一家持有“See it Right”认证的

FTSE 100 公司。

国家恢复能力

我们在维护英国的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

2009 年的暴雨致使英格兰西北地区的电话、宽带、广播以及其

他通信线路严重受损，中断了大约 40,000 名客户的服务。大部

分客户的电话服务在 12 个小时内就已经恢复，而大多数宽带线

路也在 36 小时内恢复正常工作。

   多样化

在五项主要的多样化基准中，我们连续三年在其中四项名列前十。

养老金

英国电信养老金计划三年一度的筹资估值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

进行，而受托方已经同意了相关的恢复计划。这次谨慎的筹资估

值是基于 90 亿英镑的赤字进行的。英国电信及受托方都同意了

为期 17 年的恢复计划，前三年需要支付 5.25 亿英镑。2013 财

年的支付金额将为 5.83 亿英镑，然后每个财年增长 3%。

健康与安全

每 100,000 个工时中有 0.209 起失时工伤事故，上一年为 0.160
起，目标为 0.157 起。我们的 LTI 之所以上升，主要是因为英国

去年冬天气候恶劣，发生了多起滑到、绊倒和摔倒事故。而相关

成本并未上升，这是因为工人的受伤程度相对较轻，无需停工很

长时间，而且较为严重、花费更高的工伤数量有所下降。与上一

年的 2.17% 相比，我们的病假缺勤率 (SAR) 占日历日期的 2.46%，

而目标为 1.9%。我们的 SAR 和相关成本有所上升，这是因为伤

风感冒和心理健康问题高发。

  社会投资

本财年，我们在社区计划中投入的现金、时间和实物支持投资价

值 2640 万英镑，这符合我们至少投资集团税前利润 1% 的承诺。

2010 年，我们引入了两类新的投资：为确保可持续发展和应对

气候变化的投资，以及一些公共事业的志愿活动。这些新的投资

类别约占本财年投资的 9.5%。

   慈善活动支持

今年，由英国电信支持的电视募捐以及赈灾筹款活动帮助我们的

慈善合作伙伴募集到 1.5 亿英镑 — Children in Need 节目、灾难应

急委员会 (DEC) 呼吁为亚洲和海地募捐以及 Sports Relief 募捐活

动。除通过我们的自动电话募捐系统收到的 350 万英镑之外，

我们的 eDonate 平台还为 DEC 发起的海地地震赈灾募捐活动处理

了超过 37 万笔捐款，收到 2100 万英镑捐款。我们的员工为他

们自己选择的慈善机构捐赠了 250 万英镑，公司因此追加了 100 
万英镑的捐款。

我们对我们能为社区和环境作出的贡献充满信

心。但我们知道，成功来源于坚实的基础。我们

在所有业务领域都坚持以负责任、可持续的方式

运营，同时对我们的员工、客户以及我们工作的

社区提供支持。

企业责任事实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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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

Connected Earth 网站 (www.connected-earth.com) 以及遍布英国的

合作博物馆均保留着国家级重要的电信历史文物、资料、图像以

及胶片。2010 年，用户对免费的国家课程标准教学资源下载了 
77,000 次。英国电信存档资料中则保留着英国电信公司及其前

身的历史资料，从 1830 年电报机的诞生直至今天。

  供应链标准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供应商劳工和环境标准，并通过调查问卷和现

场评估监视合规性。2010 年，180 家供应商填写了我们的自我评

估调查问卷，并且我们开展了 32 次现场评估。我们与 270 家供

应商一起提高他们的环境标准，并与 261 家供应商一起提高他们

的劳工标准。

  减少碳排放量

迄今为止，与 1997 年的基准相比，我们的全球业务碳浓度降低

了 54%（包括购买零碳和低碳的电力）。在英国，我们去年的绝

对 CO2 排放量降低了 7%，与 1997 基准年相比降低了 59%。

  减少能源使用量

相对于到 2011 年 3 月止减排 75,000 吨 CO2 的目标而言，我们获

得了极大的进步。集团上下开展的各种活动也带来了诸多好处：

通过交换消除了冗余设备、提高了供暖系统的使用效率并且优化

了所使用的办公空间和退役服务器，从而减少了 41,800 吨的 CO2

排放量。

  运输

通过将降低网络故障率纳入我们的客户服务计划，我们能够极大

地降低与上门维修工程服务相关的 CO2 排放量。这一年中，我们

的车队行驶里程减少了 15%，而相关的 CO2 排放量则降低了 
12%。这也得益于我们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教授员工节油驾驶技巧、

改进工作安排、减少不必要的车程以及降低车载系数（例如使用

较轻的设备）。

  出差

上一年，为克服我们的业务成本难题，我们的员工在工作场所或

家中使用音频、视频和 Web 会议协作服务，使公司的车辆少走了

超过 3300 万公里的里程，少排放了 6,700 吨 CO2。

  环境管理

我们的环境管理系统在英国、比利时、爱尔兰、德国、荷兰和意大利 
都通过了 ISO14001认证。英国电信西班牙分公司获得了EMAS证书。

  废物及回收

与 2009 年相比，这一年我们送到垃圾填埋场的废物量减少了

15%，并在全球范围内回收了 44% 的废物，达到了我们设定的

目标。2010 年，我们还将从英国的网络中恢复和回收 8,444 公

里（76,000 吨）的冗余铜缆。

齐心协力共创 2012

作为伦敦 2012 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

伴，英国电信正在努力工作，确保这次奥运会对赛事本身、

英国、参与者和观看者以及对居住在伦敦 2012 奥运场馆

周边的社区来说都是一种成功。

与我们的伦敦 2012 奥运技术合作伙伴一起，我们会

将每幅图像、每句评论、每条体育报道以及每次访问输

送到伦敦 2012 奥运网站上，同时还将处理数以百万计的

呼叫、电子邮件以及文本消息。我们投入巨资，以便能

够将快速、可靠和安全的英国电信技术和网络带到 94 个

伦敦 2012 奥运会和残奥会场馆中。

作为伦敦 2012 奥运会的六大可持续合作伙伴之一，

我们希望通过在我们最擅长的领域做到最好，留下永远

流传的传奇 — 使用经济高效的技术将人们紧密联系在一

起。我们在设计通信服务时就考虑到要尽量减少环境的

影响，通过将在这两会后被家庭和企业重复利用的光纤

网络为奥运会实现首个融合的网络解决方案。此外，我

们还将使用新开发的碳排放量方法来衡量我们服务的影

响，并且将找出未来的奥运会可以节省哪些成本的经验教

训，请参见第 7 页。

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奥运会中，并充分享

受此次体验。英国电信的员工在奥运期间将以志愿者的

身份参与奥运，已有 1000 多名员工签订了参与奥运会和

残奥会前期项目的协议，包括一个改善奥林匹克公园旁

的运河以及人行道的计划。我们在教育计划上的投资可

帮助英国各地的年轻人参与奥运会，同时提高他们的通

信技能，而且在我们的帮助下，在奥林匹克公园外建了

一个遗产中心，作为供该地区的年轻人使用的一项资源。

现在，我们处于对英国电信残疾人世界杯的四年赞

助中的第二年，这是我们对残疾人运动所做出的承诺的一

部分，此外为了协助 The Lord's Taverners，我们还将在英国

各地为身有残疾和有交流障碍的年轻人建 12 处体验馆。

企业责任事实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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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风险和机遇

对英国电信而言最重要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险，我们会在企

业责任风险记录中进行量化管理。该记录每年更新两次，由我

们的外部领导小组以及董事会每年审核一次。我们当前的主要

企业责任风险包括：

 违背正直原则会导致客户失去对英国电信的信任

 气候变化减缓

 气候变化适应

 员工关系和客户服务方面的多样化影响

  英国电信的运营给员工和公众带来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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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使用机遇图来显示现有和潜在的低碳型产品和服务以及它

们对市场的吸引力。该图显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它们潜在的

收入以及碳减排的潜力。我们本财年所考虑的部分机遇包括：

云计算、会议和现场服务自动化。

非物质化就是使用虚拟产品替代实际的产品，例如用远程

会议替代出差。

我们拥有四个可持续的业务领导团队，他们负责监督我们的工作

以及促进进步。这些团队包括我们的负责任且可持续发展企业集

团委员会，由我们的董事长 Michael Rake 爵士担任主席。我们的

外部专家领导小组会仔细审查我们的工作，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和反馈。您可以在第 5、6、10 和 15 页中阅读他们的观点。只

有通过让我们的员工参与并帮助他们采取行动，才能实现我们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请参见第 9 页到第 11 页。

我们制定了关键绩效指标来帮助我们测量和报告我们的绩

效，此外我们还设定了极具挑战性的目标来使我们保持专注，请

参见第 16 和 17 页。

我们的报告

我们借助实质性过程来确定对我们的企业和相关利益方而言最紧

密相关而且最重要的企业责任问题。我们在本审核报告以及在线

报告中报告的是最具实质性的问题。图中包括所涵盖问题的示例。

其他一些重要程度略低的问题以及我们确定实质性的方法在我们

的在线报告中详细说明。请访问 www.bt.com/betterworld

主要企业责任风险

我们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到我们的企业运营方式中。我们测量自身的绩效，

并对外公开报告我们的进展。

实现可持续性

低碳型经济机遇图

确定实质性问题

对于英国电信的重要意义

对
于
英
国
电
信
股
东
和
社
会
的
重
要
意
义

根据本篇评论和在线报道
气候变化
废物管理
商业道德

我们的在线报告中
产品回收和重复利用
扶助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无线健康问题

未报告但受管理
街道设施涂鸦
纸张的使用

低 高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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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部可持续性专家组成的领导小组每年会面四次。他们的建议和指导可以帮

助我们进行改进，并激励着英国电信力争成为可持续性方面的领跑者。您在下

方以及第 5、6 和 10 页可以读到这个领导小组对这份可持续性审核报告的评论。

Jonathon Porritt  
小组组长兼英国可持续性发展智

囊机构 Forum for the Future 的联

合创始人兼理事

Mark Goyder 
商业智囊机构 Tomorrow's 
Company 的创始人兼理事

Elisabeth Laville 
巴黎可持续性顾问机构 Utopies 
的创始人兼理事

Jørgen Randers 
挪威管理学院气候战略教授

Nick Robins 
汇丰银行伦敦分行气候变化卓越

中心负责人

其他人的观点

要测试任意公司是否能够坚持可持续发展以及企业责任的承诺，

最佳方法是看经济不景气时期与繁荣时期企业的表现。本财年对

于英国电信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在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的同时还

要尽力提高客户满意度并维持在研发上的巨大投入，因为这决定

着我们的未来。

值得高兴的是，英国电信依然坚守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承

诺。但在连续八年名列道琼斯可持续性指数首位之后，英国电信

已经不再位居该指数的榜首。而且本财年的年报中提到的五大战

略重点并未明确反映这一承诺（尽管英国电信的“企业目标”中

强调了这一点）。这两项发展都在提醒我们，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领导力需要在整个公司中培育。

领导小组的出发点必须是英国电信在自己的关键绩效指标

（请参见第 16 和第 17 页）上取得的绩效，而这些绩效显示出我

们又在一年中取得了稳定的进步。但是，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

我们不再坚信这是衡量进步的最佳方式，更别说实现英国电信所

期望达成的雄心壮志。因此，我们建议英国电信应秉着处在发展

前沿的观念，全面地审视这些关键绩效指标。

我们在上一年讨论了不少最具启发性的问题，其中有一部

分是围绕英国电信的碳管理策略展开的。尽管英国政府事实上使

得像英国电信一样在可再生能源上积极投资的公司处于不利地

位，英国电信仍继续在这一领域展示其卓越的领导能力。

英国电信已经在抓住向低碳型经济转变的机遇上慢了一步，

部分原因是它的贡献是无形的，而且是基于服务的。然而，智能

电表、智能建筑、智能电网、集成网络和基础架构，明天的低碳

生活将依赖于一大批新的创新技术，许多公司早已积极地针对这

个极不相同的世界进行了布局。

此外，鉴于不断增长的 CO2 排放，整个 ICT 行业还必须对使

用哪些基于 Web 的技术进行艰难的取舍。这是另一个需要全面、

快速关注的重要挑战，否则随着 ICT 行业作为“清洁、环保的行业”

的观点不胫而走，将会傍生一定的风险。下一阶段，我们期待着

与英国电信就此展开正式的对话。

挑战不会变得轻松！所有公司都必须提高竞争力才能满足

这些挑战的要求，而英国电信对此领域作出的贡献始终都是那么

的重要。

LRQA 确认声明

本审核报告以及我们的在线数据库通过了英国 Lloyd's 

Register Quality Assurance Limited (LRQA) 的 AA1000 认证标准

(2008)。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在线报告阅读他们的所有评论。

根据认证条款，LRQA 的结论总结如下：

  英国电信符合 AA1000 的共融、实质及响应责任原则

  具体的可持续性绩效信息真实可靠

  英国电信的 GRI G3 A+ 应用级自我声明非常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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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 非财务指标 非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0 年的目标 2010 年的成果 2009 年的成果 2008 年的成果 2011 年的目标 2010 2009 2008

客
户

客户服务
衡量英国电信整个客户群的成功程度

对照企业计分卡改进客户服务，提
高“初次即行”(RFT) 率（请参见第
12 页）

10.5%
从 2009 年起
RFT 服务的改
进率

17%
从 2008 年起 RFT
服务的改进率

9%
从 2007 年起 RFT
服务的改进率

“一次就正确”仍旧是英国电信的重
中之重，我们的目标是在 2011 年
实现进一步的重大改进

调整后总收入 209.11 
亿英镑

214.31 
亿英镑

207.04 
亿英镑

客
户

每个消费家庭（英国）平均
收入

309 287 274

员
工 员工敬业度指数

通过年度员工态度调查，衡量英国电
信与员工关系的好坏程度（满分 5 分）

保持或提高 2009 年员工敬业水平 3.58 3.61 3.60 保持或提高 2010 年员工敬业水平 员工成本 50.04 亿英镑 56.16 亿英镑 53.58 亿英镑

员
工

员工数（全职、兼职以及工
作共享） 97,798 107,021 111,858

多样化
衡量英国电信员工的多样化程度

在五项主要的多样化基准中，英国
电信将在其中四项保持前十名。包
括四项英国基准和 Schneider-Ross
全球多样化基准（2008 年）

在五项主要的
多样化基准中，
英国电信将在
其中四项保持
前十名

在五项主要的多
样化基准中，英
国电信将在其中
四项保持前十名

在五项主要的多
样化基准中，英
国电信将在其中
四项保持前十名

在五项主要的多样化基准中，英国
电信将在其中四项保持前十名。这
些基准中有四项是英国标准，第五
项是全球多样化基准

我们无法制定适用的财务衡
量指标

健康与安全：失时工伤事故率
基于 12 个月的滚动平均值计算出
的用每 100,000 小时比率表示的失
时工伤事故起数

降至 0.157 起 0.209
起

0.160
起

0.188
起

降至 0.180 起 因失时工伤事故带来的业务
成本

560 万英镑 700 万英镑 2009 年的新衡量指
标

健康与安全：病假缺勤率
以 12 个月滚动平均值表示的病假
缺勤损失的日历天数百分比

将病假缺勤损失降低至日历天数的
1.9% 2.46% 2.17% 2.43% 将病假缺勤损失降低至日历天数的

2.21%
英国电信病假成本 9540 万英镑 8520 万英镑 8980 万英镑

供
应
商 供应商关系

根据年度供应商调查，衡量英国电
信与供应商的整体关系好坏程度

根据以下问题，获得 80% 或更高的
评分：“您如何描述贵公司与英国电
信的关系好坏？”

86% 85% 78% 根据以下问题，获得 80% 或更高的
评分：“您如何描述贵公司与英国电
信的关系好坏？”

付给外部供应商的总费用 1

120 亿英镑 130 亿英镑 128 亿英镑

供
应
商

诚信交易
衡量英国电信供应链中人权标准的
应用情况

在三个月内对通过道德标准调查表
确认为中或高风险的所有供应商
100% 跟进

180
风险评估结果
100% 跟进

78
风险评估结果
100% 跟进

234
风险评估结果
100% 跟进

在三个月内对通过道德标准调查表
确认为中或高风险的所有供应商
100% 跟进

采购合同的价值 2

86%
的供应商支出

83%
的供应商支出

66%
的供应商支出

改
善
社
会 社区效果衡量

社区计划的独立评估
将评估分数保持在 90% 以上 96% 91% 79% 将评估分数保持在 90% 以上 负责任且可持续的企业投资

（时间、现金和实物支持）
2640 万英镑 2500 万英镑 2230 万英镑

改
善
社
会

投资于社会 最低投资维持在基本税前利润的 1% 1.05% 1.01% 1.02% 最低投资维持在基本税前利润的 1%

环
境 CO2 当量 (CO2e) 排放量 3

衡量英国电信的气候变化影响
到 2020 年 12 月，英国电信集团会
将 CO2 当量排放浓度降低到 1997 年
水平的 80%。2008 年设定的目标

C02 当量
801,000 吨
减少 51%，
浓度减少 54%

CO2 当量
860,000 吨
减少 47%
浓度减少 46%

CO2 当量
888,000 吨
减少 45%
浓度减少 54%

到 2020 年 12 月，英国电信集团会
将 CO2 当量排放浓度降低到 1997 年
水平的 80%。2008 年设定的目标

总能源成本
（支持发电机等用的电 + 燃油

+ 天然气 + 石油 + 柴油；仅
适用于英国和爱尔兰）

2.85 亿英镑 2.47 亿英镑
4

1.94 亿英镑

环
境

送到垃圾场和回收利用的垃圾
衡量英国电信的资源使用情况

与 2009 年水平相比，英国电信集
团将送往垃圾场的垃圾吨数减少 8% 15%

与 2009 年相比，
送到垃圾场的
垃圾减少

17%
与 2008 年 相 比，
送到垃圾场的垃
圾减少（仅适用
于英国）

22%
与 2007 年 相 比，
送到垃圾场的垃
圾减少（仅适用
于英国）

与 2010 年水平相比，英国电信集团
将送往垃圾场的垃圾吨数减少 10%

回收利用所得收入
垃圾掩埋税节省
垃圾成本

665 万英镑

96 万英镑

600 万英镑

742 万英镑

115 万英镑

790 万英镑

670 万英镑

89 万英镑

727 万英镑

净废物节省 / 成本 161 万英镑 67 万英镑 32 万英镑

正
直
原
则

道德绩效衡量指标
表示英国电信员工的认知度和培训
成功程度的指数（满分 5 分）

我们计划扩大这一指标的范围，使
其包含所有相关政策，包括新的反
腐败、反受贿以及请客送礼政策

4.10
（新衡量指标）

77% 83% 保持或提高我们的 2010 指数得分 收入支持 5

 （客户会因为可持续性元素
而出价）

21 亿英镑 15 亿英镑
5

26 亿英镑
5 正

直
原
则之前的衡量指标（员工对我们的商业

声明实践的认知度）

关键企业责任指标

1  包括联系、委托、公用事业和税

2  我们的供应商赞同英国电信确保以对社会和环境负责任的方式购买、运送和使用（由供应商调查的反馈推断）

3  我们重新公布了碳排放量，以反映政府发布的排放因素的变化以及非实质性更正

我们今年做得如何

我们使用非财务关键绩效指标来衡量进展情况。此表还包含符合连接报告框架

原则的，与我们的环境和社会绩效相关的英国电信的直接成本。此表中的信息

也包含在我们的年报和报表 20-F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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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 非财务指标 非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0 年的目标 2010 年的成果 2009 年的成果 2008 年的成果 2011 年的目标 2010 2009 2008

客
户

客户服务
衡量英国电信整个客户群的成功程度

对照企业计分卡改进客户服务，提
高“初次即行”(RFT) 率（请参见第
12 页）

10.5%
从 2009 年起
RFT 服务的改
进率

17%
从 2008 年起 RFT
服务的改进率

9%
从 2007 年起 RFT
服务的改进率

“一次就正确”仍旧是英国电信的重
中之重，我们的目标是在 2011 年
实现进一步的重大改进

调整后总收入 209.11 
亿英镑

214.31 
亿英镑

207.04 
亿英镑

客
户

每个消费家庭（英国）平均
收入

309 287 274

员
工 员工敬业度指数

通过年度员工态度调查，衡量英国电
信与员工关系的好坏程度（满分 5 分）

保持或提高 2009 年员工敬业水平 3.58 3.61 3.60 保持或提高 2010 年员工敬业水平 员工成本 50.04 亿英镑 56.16 亿英镑 53.58 亿英镑

员
工

员工数（全职、兼职以及工
作共享） 97,798 107,021 111,858

多样化
衡量英国电信员工的多样化程度

在五项主要的多样化基准中，英国
电信将在其中四项保持前十名。包
括四项英国基准和 Schneider-Ross
全球多样化基准（2008 年）

在五项主要的
多样化基准中，
英国电信将在
其中四项保持
前十名

在五项主要的多
样化基准中，英
国电信将在其中
四项保持前十名

在五项主要的多
样化基准中，英
国电信将在其中
四项保持前十名

在五项主要的多样化基准中，英国
电信将在其中四项保持前十名。这
些基准中有四项是英国标准，第五
项是全球多样化基准

我们无法制定适用的财务衡
量指标

健康与安全：失时工伤事故率
基于 12 个月的滚动平均值计算出
的用每 100,000 小时比率表示的失
时工伤事故起数

降至 0.157 起 0.209
起

0.160
起

0.188
起

降至 0.180 起 因失时工伤事故带来的业务
成本

560 万英镑 700 万英镑 2009 年的新衡量指
标

健康与安全：病假缺勤率
以 12 个月滚动平均值表示的病假
缺勤损失的日历天数百分比

将病假缺勤损失降低至日历天数的
1.9% 2.46% 2.17% 2.43% 将病假缺勤损失降低至日历天数的

2.21%
英国电信病假成本 9540 万英镑 8520 万英镑 8980 万英镑

供
应
商 供应商关系

根据年度供应商调查，衡量英国电
信与供应商的整体关系好坏程度

根据以下问题，获得 80% 或更高的
评分：“您如何描述贵公司与英国电
信的关系好坏？”

86% 85% 78% 根据以下问题，获得 80% 或更高的
评分：“您如何描述贵公司与英国电
信的关系好坏？”

付给外部供应商的总费用 1

120 亿英镑 130 亿英镑 128 亿英镑

供
应
商

诚信交易
衡量英国电信供应链中人权标准的
应用情况

在三个月内对通过道德标准调查表
确认为中或高风险的所有供应商
100% 跟进

180
风险评估结果
100% 跟进

78
风险评估结果
100% 跟进

234
风险评估结果
100% 跟进

在三个月内对通过道德标准调查表
确认为中或高风险的所有供应商
100% 跟进

采购合同的价值 2

86%
的供应商支出

83%
的供应商支出

66%
的供应商支出

改
善
社
会 社区效果衡量

社区计划的独立评估
将评估分数保持在 90% 以上 96% 91% 79% 将评估分数保持在 90% 以上 负责任且可持续的企业投资

（时间、现金和实物支持）
2640 万英镑 2500 万英镑 2230 万英镑

改
善
社
会

投资于社会 最低投资维持在基本税前利润的 1% 1.05% 1.01% 1.02% 最低投资维持在基本税前利润的 1%

环
境 CO2 当量 (CO2e) 排放量 3

衡量英国电信的气候变化影响
到 2020 年 12 月，英国电信集团会
将 CO2 当量排放浓度降低到 1997 年
水平的 80%。2008 年设定的目标

C02 当量
801,000 吨
减少 51%，
浓度减少 54%

CO2 当量
860,000 吨
减少 47%
浓度减少 46%

CO2 当量
888,000 吨
减少 45%
浓度减少 54%

到 2020 年 12 月，英国电信集团会
将 CO2 当量排放浓度降低到 1997 年
水平的 80%。2008 年设定的目标

总能源成本
（支持发电机等用的电 + 燃油

+ 天然气 + 石油 + 柴油；仅
适用于英国和爱尔兰）

2.85 亿英镑 2.47 亿英镑
4

1.94 亿英镑

环
境

送到垃圾场和回收利用的垃圾
衡量英国电信的资源使用情况

与 2009 年水平相比，英国电信集
团将送往垃圾场的垃圾吨数减少 8% 15%

与 2009 年相比，
送到垃圾场的
垃圾减少

17%
与 2008 年 相 比，
送到垃圾场的垃
圾减少（仅适用
于英国）

22%
与 2007 年 相 比，
送到垃圾场的垃
圾减少（仅适用
于英国）

与 2010 年水平相比，英国电信集团
将送往垃圾场的垃圾吨数减少 10%

回收利用所得收入
垃圾掩埋税节省
垃圾成本

665 万英镑

96 万英镑

600 万英镑

742 万英镑

115 万英镑

790 万英镑

670 万英镑

89 万英镑

727 万英镑

净废物节省 / 成本 161 万英镑 67 万英镑 32 万英镑

正
直
原
则

道德绩效衡量指标
表示英国电信员工的认知度和培训
成功程度的指数（满分 5 分）

我们计划扩大这一指标的范围，使
其包含所有相关政策，包括新的反
腐败、反受贿以及请客送礼政策

4.10
（新衡量指标）

77% 83% 保持或提高我们的 2010 指数得分 收入支持 5

 （客户会因为可持续性元素
而出价）

21 亿英镑 15 亿英镑
5

26 亿英镑
5 正

直
原
则之前的衡量指标（员工对我们的商业

声明实践的认知度）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所有目标

的截止日期均为 2011 年 3 月 

31 日。

  已实现的 2009 目标

 未实现的 2009 目标

  正在进行的目标

图例说明

4  我们此处的能源成本已修改为包含 2009 年的燃料成本
5  我们在这一年中改进了数据的收集方式，并据此重新公布这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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