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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爱立信深知我们的运营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爱立信致力于降低，并尽可能潜在性地消除

我们的业务活动和产品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为了能够降低我们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需要考虑整个价值链。爱立信要求业务合作伙伴

制定完善的环境管理计划，我们认为业务合作伙伴在环境方面的良好合作至关重要。 

2 范围 

爱立信已发布商业合作伙伴行为准则，其中涉及商业道德领域的要求，包括反腐败、劳

工和人权、职业健康与安全、环境和气候变化。本文件是对定义具体环境要求的爱立信

商业伙伴行为准则的补充，以“责任商业联盟 (RBA)” 

的环境要求和“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为基础。 

对于爱立信、其客户或其业务合作伙伴的以下业务，业务合作伙伴必须遵守本“业务合

作伙伴环境要求”文件中定义的要求： 

• 组件、产品的制造和交付。  

• 用于提供服务的产品运输和车队车辆 

• 建设工作、供应服务、现场维护和网络推广。  

• 根据本文件中规定而需要控制已识别环境因素和相关影响的地方。  

• 存在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环境风险。 

如需了解有关定义和一般要求，请参阅《爱立信业务合作伙伴行为准则》。《爱立信业

务合作伙伴行为准则》和本文件可在线获取，网址为：http://www.ericsson.com/respon

sible-sourcing 

http://www.ericsson.com/responsible-sourcing
http://www.ericsson.com/responsible-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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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环境要求 

3.1 危险货物、危险材料以及危险废料垃圾  

必须识别、标记并管理危险货物、化学品、危险废料垃圾和其他对人类或环境构成危害

的物质或材料，以确保其安全处理、移动、储存、使用、回收或再利用和处置。 

— 业务合作伙伴必须尽量减少可能对人类或环境造成危害的危险品、 

化学品、危险垃圾 以及物质或材料的存在。 

— 业务合作伙伴必须确保按照公认的国际标准制定适当的流程和方法，以减少在发生

涉及危险货物、化学品、危险废料垃圾以及其他物质或材料的事故时对环境和健康

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且要报告程序。 

业务合作伙伴在向爱立信提供危险品和危险化学品时，必须提供“安全数据表”1 

(SDS) ，或对于化学品和混合物以外的商品，提供与 SDS 

类似的带有危险识别和缓解措施的技术说明。 

3.2 固体废料垃圾 

业务合作伙伴必须实施系统性方法来识别、管理、减少和负责任地处置或回收固体废料

垃圾（无害）。业务合作伙伴必须确定其影响，并定义和实施减少废料垃圾的目标和计

划。如果可能，必须将业务合作伙伴运营中流出来的所有废物加以分流，以便酌情回收

或再利用。 

业务合作伙伴必须根据要求向爱立信通报减少废料的目标、计划和成果。 

 
1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化学品登记、评估、授权和限制 (REACH) 的第 1907/2006 号条例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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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废气排放 

根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普遍接受的国际标准，对挥发性有机化学品、气溶胶、腐蚀物、

颗粒物、消耗臭氧层的物质以及运营产生的燃烧副产品的空气排放进行表征、定期监测

、控制和处理。将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2 

和适用法规对消耗臭氧层物质进行有效管理。业务合作伙伴必须对其废气排放控制系统

的性能进行例行监控。 

3.4 水资源管理 

业务合作伙伴必须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标准实施水资源管理计划，记录、描述和监测水

源、使用和排放；寻找节约用水的机会；控制污染渠道。所有废水在排放或处置前都应

按要求进行表征、监测、控制和处理。业务合作伙伴必须对其废水处理和遏制系统的性

能进行例行监控，以确保最佳性能和合规性。  

业务合作伙伴必须根据要求通知爱立信他们的水资源管理计划、目标和成就。 

4 气候变化要求 

如果能源消耗和/或温室气体排放被确定为重要的环境因素，则业务合作伙伴必须根据二

氧化碳当量(CO2e)条款3，并使用 GHG 协议 范围1、范围2 以及其范围 

3（如适用）计算其碳排放量（温室气体协议 http://www.ghgprotocol.org/）。 

业务合作伙伴必须根据要求向爱立信通报减少碳排放量的目标、计划和成就。 

5 制造要求 

业务合作伙伴必须能够证明其制造实践对环境无害，控制其发现的环境因素和相关的环

境风险。 

 
2 https://www.unep.org/ozonaction/who-we-are/about-montreal-protocol 
3二氧化碳当量 (CO2e) 是用于描述给定类型和数量的温室气体可能导致多少全球变暖的量度，使用二氧化碳 

(CO2) 的功能当量或浓度作为参考。 

http://www.ghgprotoc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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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合作伙伴必须遵守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质相关的“爱立信物质禁用和限制清单” 

(http://www.ericsson.com/responsible-sourcing) 中的要求。  

从源头上或通过增加污染控制设备、修改生产、维护和设施流程等措施，或通过其他方

式，尽量减少或消除制造或装配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必须定期监测和维修控制和处理

系统的性能。 

通过修改生产、维护和设施流程、材料替代、再利用、保护、回收或其他方式等实践来

保护自然资源的使用，包括水、化石燃料、矿物和原始森林产品。 

6 产品相关要求 

业务合作伙伴必须能够通过考虑能源消耗、材料使用和报废处理等因素，证明其设计和

供应链活动能够使其产品在整个寿命周期内减少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业务合作伙伴必须遵守“爱立信物质禁用和限制清单”中的要求(http://www.ericsson.com/r

esponsible-

sourcing)。该清单包含与产品和包装材料含量以及产品材料信息相关的限制信息。 

业务合作伙伴必须遵守所有相关的植物检疫和运输包装处理和标签措施，例如木材和木

质包装的 ISPM15 标准。处理措施必须符合“爱立信物质禁用和限制清单”中的要求。 

业务合作伙伴必须根据要求履行以下义务： 

— 通报交付给爱立信的产品的所有材料含量。 

— 通报产品能耗和产品能效。 

— 为供应商流程和产品提供寿命周期库存数据。 

— 提供有关在产品使用寿命结束时处理和报废交付产品过程的信息。 

— 第三方产品供应商必须提供解决方案，以确保交付给爱立信的产品获得免费报废处理 

(EoLT)。 

http://www.ericsson.com/responsible-sourcing
http://www.ericsson.com/responsible-sourcing
http://www.ericsson.com/responsible-sourcing
http://www.ericsson.com/responsible-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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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输要求 

— 只要可能，业务合作伙伴必须尽可能使用最环保的运输方式（如公路、海运或铁路

）来减少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 业务合作伙伴在为爱立信运输货物或提供服务时必须使用省油和低排放的车辆。 

— 在现有市场中，鼓励业务合作伙伴使用以非化石燃料为动力的车辆。 

— 业务合作伙伴必须应要求提供有关向爱立信运输货物时环保方面的信息，例如碳排

放、运输方式、包装材料和生产地点。 

8 报告事故 

与爱立信合作时，业务合作伙伴必须报告与业务合作伙伴行为准则和本文件要求相关的

具有潜在负面环境后果的事件。事故报告应在此处完成：全球事件报告工具 - OHS GIRT – 

爱立信  

事件是指对环境产生或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包括：空气、土地、水或野生动物。

环境事件的一些示例包括仓库中电池泄漏、现场柴油溢出或化学品未正确存储。 

https://www.ericsson.com/en/about-us/sustainability-and-corporate-responsibility/responsible-business/responsible-sourcing/global-incident-reporting-tool
https://www.ericsson.com/en/about-us/sustainability-and-corporate-responsibility/responsible-business/responsible-sourcing/global-incident-reporting-tool
https://www.ericsson.com/en/about-us/sustainability-and-corporate-responsibility/responsible-business/responsible-sourcing/global-incident-reporting-t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