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高士
高士集团是世界领先的提供工业用线的企业。总部位于英国，公司
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通过数字化平台，我们可以为任何地方
的客户提供服务。我们为六大洲的近1.8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在
其中的50个国家开展了业务，彰显了我们无与伦比的全球足迹。

我们与全球3万家服装和鞋类制造商、4000家零售商和品牌商以及
8500家功能线材的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2020年，我们集团的营业
收入为11.63亿美元，营业利润为1.11亿美元。

¹营业收入和调整后的营业利润来自于持续经营，但不包括在
2019年2月20日出售的南美工艺品业务。在这个报告中，所
有数据包括了南美工艺品业务2018年的数据，但在适当的情
况下，2018年的数据在未包含南美工艺品业务的情况下被重
申，以协助比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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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连续三年保持在 FTSE4GOOD 指
数中的位置令我们感到十分自豪。 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COATS.COM/SUSTAINABILITY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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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报告
本报告涵盖的时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除非另有说明，
否则数据均与高士集团和合资企业拥有及控制的所有业务有关。

您可以通过浏览www.coats.com网站获取关于高士集团可持续发展
和业绩相关的信息，包括一些可供下载的关键政策。

我们继续按照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的要求进行报告，并连续第
三年为我们的投资者制定了一个额外的定制指数，为他们提供感
兴趣的相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信息的直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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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iv Sharma  
高士集团首席执行官 
2021年3月4日

高士集团
首席执行官致辞

一年前，在撰写《欢迎来到2019年》的报告时，我
们也正在着手处理中国工厂面临的问题，为了应
对当时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中国政府在全国范
围内实施了封锁措施，高士中国工厂也未能幸免。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全年的决定性
问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高士在2020年的可持
续发展工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变为应对这一流行
病，我感到非常自豪的是，公司以符合其基本价值
观的方式迅速果断地做出了回应。尽管我们也有
因新冠大流行引起的大规模的中断，但我们还是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并仍致
力于在原有的时间表下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中国工厂早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就开展了
应对工作，这是件幸运的事，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已
经制定了方案并准备在世界各地实施以保护我们
的员工和推动安全的工作实践。在实施封锁之前，
我们关闭了所有的独立办公室，并允许能在家办
公的人全都在家工作。为了保住一线员工的工作
和收入，给他们确定性和支持，所有管理人员的工
资都降低了，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工厂不得不关
闭。之后，我们又制定了全面的工厂重启方案，包
括建立我们自己的追踪机制和应用程序，以便识
别出那些有感染病毒风险的人。我们还将我们的
支持从员工延伸到工厂周围的社区。虽然我们在
那一时期的主要重点是员工的健康和福祉，但我
们依然与客户和供应商密切合作，以确保客户的
需求得到满足以及保持供应链的畅通。

在这一年里，我们有14名同事因为疫情失去了宝
贵的生命，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深感悲痛。由于我们
所有工厂都迅速采取了行动，公司内部的低感染
率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安慰。我和我的同事们
再次感到自豪，就像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多次发生
的那样，这家公司因齐心协力、做正确的事情并忠
实于其最基本的价值观而面临着生存危机。

新冠疫情显然不是我们今年所面临的唯一全球性
危机。高士已认识到气候危机迫在眉睫，如果我们
要成功避免不可控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现
在就需要企业、政府和民众采取一致和果断的行
动。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在详细分析了气候变化情
景和它们对企业构成的风险之后，我们承诺在“商
业雄心助力1.5℃限温目标”的框架下制定科学碳
目标(SBTs)，并致力于制定与1.5°C路径和2050年
实现净零排放的长期目标相一致的短期目标和
计划。这些目标都将与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COP21）商定的全球承诺保持一致。虽然应对
新冠大流行需要采取紧急和密集的行动，但这一
挑战将要求我们在未来几年内继续保持关注，不
断去创造新的减排机会。

我可以证实，我们已经延续了我们对联合国全球
契约组织（UNGC）的参与和承诺。 我们将继续在
业务和供应链中贯彻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中关于
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问题的10项原则。继续
致力于实现与我们生产经营活动最相关的七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 与我们的《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

告》一样，本报告结合了我们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
组织参与者的正式年度进展情况通报(COP)，以
及对我们可持续发展活动更广泛的概述。在这份
年度进展情况通报(COP)中，涵盖了我们为支持
各项原则所采取的行动和我们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这些进展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之间的关系。

在2020年，我们重新审视并更新了公司的宗旨，
即“联结人才、面料和科技，共创可持续的美好未
来。”联结是我们工作的核心，人才、面料和科技是
我们的工具，而我们的核心目标是让世界成为一
个更美好、更可持续的地方。可持续发展对于我们
的经营方式来说并不新鲜，但这是我们第一次如
此明确地将其表述为我们公司的核心，因此也是
我们战略决策的驱动力。

就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而言，2020年显然不易。
有时，我们只有一半的生产，我们还面临着材料供
应的变化和客户需求的大波动。我们在年初制定
的许多计划都不得不暂停或大幅推迟。尽管存在
这些不利因素，我们仍在继续努力向前推进，我很
高兴地向大家报告，总体而言，我们在许多目标领
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本报告的正文中有详
细的阐述。我可以确认的是，尽管要实现我们的目
标还有比之前预期更多的工作要做，但我们仍然
致力于去实现这些目标并按照2022年和2024年
的原始时间表，我们将在2021年加快行动，以弥
补因新冠疫情大流行而损失的时间成本。

我们在所运营的国家和地区都满足最低收入的
要求，在2020年，我们根据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
基准对全球范围的薪酬进行了分析，令我感到欣
慰的是，在几乎所有案例中，我们的待遇都达到
或超过了基准。针对个别低于基准的案例，我们
将在2021年采取行动以达到维持基本生活的工
资基准。

我们预计2021年全球还不会恢复“正常化”，相
反，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对负责任的公司来
说，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实践比新冠疫情大流行之
前更为重要。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我也有信心，我
领导的高士全球团队已经准备好并愿意应对这些
挑战，为我们的业务和利益相关者交出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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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可持续材料供应链

上游

下游

染色
这个过程是给线染色，它是在热水和高压
下完成的。总的来说，这个过程占我们能
源消耗的58%左右，包括电力和化石燃
料，以及我们用水的90%。改进工艺和使
用先进设备是减少能源和水使用的关键。

配送
大多数Coats仓库位于生产基地旁边。这
是因为许多产品是根据客户订单生产的，
从仓库到客户的配送通常由第三方完成。 缝纫

线主要用于缝合将服装和鞋类产品连接在一起的
接缝。最终产品中线的占比通常很小，<3%。在一
些国家，我们建立了收集和再利用空筒的系统。

涂层和表面处理
我们在这一流程中整理线，并把它计入一
个销售订单。包装约占销售材料重量的
25%——我们正在努力降低这一比例。这
个过程消耗了我们12%的能量，主要是电。

纺纱和加捻
这个过程将原纤维转变成纱线和线。这个过程消
耗了大量电能，约占我们总能源消耗的27%。良好
的生产计划和机器维护是减少能源消耗的关键。

原材料
我们95%以上的原材料是油基
塑料纤维。我们正在扩大从饮
料瓶回收聚酯的使用。使用再
生纤维可减少用油量，延长聚
合物的使用寿命，并将纤维中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0%。

高士 »

战略概述 ›

水 › 

能源 ›

废水和 
废气 ›

绩效总结 ›

社会性 ›

可持续共生 ›

可持续性 
管理 ›

5



致力于
联合国全球契约

十项原则和高士的政策以及针对这些原则和政策的活动实例：

在2019年期间，我们很高兴作为参与者加入了联合国全球
契约组织（UNGC）。我们的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是我们
作为全球契约组织(UNGC)参与者做出的第一份年度进展情
况通报(COP)。 

2020年，我们在全球契约组织(UNGC)英国网络中发挥了非
常积极的作用，不但参加了研讨会， 还参加了培训和工作组
的工作。本报告是我们的第二份年度进展情况通报(COP)，
我们将继续使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与全球契约组织的年
度进展情况通报(COP)的要求一致。

我们完全支持并致力于《契约》的十项原则，涉及人权、劳工、
环境和反腐败等问题。

我们正在发挥积极作用来帮助扩展全球契约组织的十项原
则，这些原则已嵌入到我们的业务中，并推动着我们的运营
和整个供应链中的行动，从而帮助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

全球契约十项原则 高士行动和/或相关政策 页

原则1: 企业应该尊重和维护国际公认的

             各项人权。

• 两年一次的人权风险评估
• 供应商准则2020年更新

27
29

原则2: 企业决不参与任何漠视与践踏人

              权的行为。 

• 供应商准则的实施和审核
• 集团内部审计
• 实现维生工资
• 反现代奴隶制项目 
• 举报热线
• 反贿赂和腐败行动 

29
27
27
27
27
27

原则3: 企业应该维护结社自由，承认劳资

              集体谈判的权利。

• 工会和集体谈判绩效 28

原则4：企业应该消除各种形式的强迫

              性劳动。

• 反现代奴隶制活动
• 供应商准则更新和实施

27,29
29

原则5：企业应该支持消灭童工制。 • 集团内部审计计划
• 供应商准则更新和实施 

27
29

原则6：企业应该杜绝任何在用工与职业

              方面的歧视行为。

• 多样性和包容性项目
• 性别多样性统计

28
30

原则7：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 • 受限物质清单
• 水压力分析
• 环境政策

23
13

原则8：企业应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

              的责任。

• 许可证，事故和项目的在线跟踪
• 废水在线监测
• 采用全球污水排放标准
• 投资污水处理

22 
22
23

22,24

原则9：企业应该鼓励开发和推广环境友

              好型技术。

• 可再生聚酯项目
• 减少包装的项目
• 开发无水染色
• 可再生能源的附加性
• 发展循环再生

34
35
16
19

36,37

原则10：企业应反对各种形式的贪污，

                  包括敲诈勒索和行贿受贿。

• 集团内部审计程序
• 反贿赂和腐败培训 
• 举报热线

27

27

27

人权

劳工

环境

反腐败

高士 »

绩效总结 ›

可持续性 
管理 ›

可持续共生 ›

社会性 ›

废水和 
废气 ›

能源 ›

水 ›

战略概述 ›

6



我们的战略：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目标领域 为什么这是一个优先事项？ 2020年亮点
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
目标

目标和绩效 页

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全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纺织业需要大量的水，
尤其是在染色过程中。为了确保每个人和自然界都有足够的水，我们必
须确保我们使用的水不超过必要的量，并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它。不优先
考虑这一点会给业务持续性和成本上升带来风险。

在2020年期间，我们已将我们在低浴比项目的收获推广到更多
的工厂。此外，我们还更加关注识别水资源的浪费和如何处理减
少浪费的相关领域。

到2022年，我们将在2018年的基础上，将生产每
公斤线的用水量减少40%。在2020年，我们已经
实现了该指标6%的降低。

12

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业务来说是一个显著的风险，我们需要尽可能减少
我们的能源需求，并使我们一直在使用的能源进行碳减排。

我们的能源管理试点项目不得不在2020年期间被叫停，我们将
在2021年重新启动该项目。 该项目将继续实现能耗的减少，不断
向我们的目标努力。

我们致力于制定基于科学的目标，并将在2021年制定这些目标。
我们将继续促进实现从电力供应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

我们将参照科学碳目标(SBTs)的要求，对我们的
可再生能源目标进行进一步的修订。

到2022年，我们将在2018年的基础上实现每千克
产量用电量减少7%千瓦时。到2020年，我们已经
达到每千克产量用电减少3%千瓦时。

17

在我们的生产运营过程中将会不断产生废水，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向环境
排放的任何水都得到了适当的处理，从而保证我们和我们所在社区的生
活用水是安全无污染的。

我们继续大力投资于污水处理厂的升级和现代化建设，从2019
年起，所有拥有国内测试设施的工厂都将定期按照危险化学品零
排放组织(ZDHC)制定的标准对废水和污泥进行测试。

所有关键厂区都需要通过自动传感器对关键参数进行持续监控。

到2022年，我们将在高士全球标准的基础上，遵
守危险化学品零排放组织（ZDHC）制定的排放
标准。

到2020年，我们74%的废水已达标。

21

我们拥有来自6大洲60个国家的近18000名员工。对我们来说，至关重
要的是确保多样化的员工可以在高士获得工作技能和拥有参与到公司
各项事务的热情，并能够得到充分的个人职业发展机会。2020年在应对
疫情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使我们对实现这一承诺充满
信心。

在疫情流行期间，公司的绝对首要任务是确保我们的员工及家人
的人身安全和健康以及生活物资保障。

同时，我们继续发展我们的健康、安全和道德计划。我们还完成
了对生活工资基准的重新计算和审查，据此提供的补救措施将
在2021年完成。

到2022年，我们的所有重点工厂都将获得外部
社会认证（如“理想工作场所”）。我们的目标是让
80%以上的员工可以在拥有认证的环境下工作。
到2020年，我们6%的员工已在此环境中工作。

到2022年，我们的目标是让所有员工都能够参与
社区活动。

25

我们的产品主要由油基合成材料生产而成。由于这些材料不能被生物降
解，并且原料来源有限，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可以循环使用这些生产原料。

浪费既是对稀缺材料的滥用，也会导致价值的严重流失，因此我们必须
把重点放在减少浪费上，然后再利用或回收我们不得不使用的物资。

我们已经极大丰富了100%再生聚酯线的Ecovred系列产品，且
其销量正在迅速增长。

随着我们各个工厂对各类废物的透明化管理，我们开始看到减少
废物产生和增加废物再利用或再循环的好处。

到2022年，我们的废物产出量将比2018年减少
25%。2020年，我们的废物率比2018年降低了8%。

到2024年，我们所有的优质涤纶线将采用100%
再生材料生产。

到2020年，我们13%的优质产品已被回收利用。

34

2018年，我们为高士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新战略，名为“开创可持续的未来”。这集中在五个优先领域，
我们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投资资本和资源来加快进展。在这项5年战略实施两年后，下表总结了我们取得的进展。

水

能源

废水和废气

社会责任

可持续共生

绩效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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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可持续共生 ›

社会性 ›

废水和 
废气 ›

能源 ›

水 ›

战略概述 ››

高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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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
发展目标 为什么可持续发展目标与高士有关，我们的机会和责任是什么？ 我们的优先事项和措施 我们的目标和指标，我们期望的结果和影响

我们在多个国家雇用了近18000名员工，其中许多是发展中国家的员工，
而且我们的社区通常依靠我们的活动来维持他们的经济福利。我们的业
务依靠健康和积极的员工，确保员工及其家人和邻近社区的健康和福祉
对我们的业务发展和员工的幸福生活都有益处。

我们的员工每天都能安全回家。在员工为高士服务期间，他们的健康必须得到
保障。同时我们要确保后代人的健康，因为他们将是我们未来的员工。在疫情流
行期间，我们一直在为员工举办各种培训课程，并提供设施帮助他们保护自己
和家人的安全。

本报告以下各节将介绍这一方案的具体内容，并附有页码： 
疫情反应-26 
归零之旅-26 
通勤培训-26

我们的目标是让工作场所和通勤的事故为零，我们不断衡量这两
个比率并及时对外发布。 
 
我们将继续推出一个强有力的健康方案，重点放在应对这一流行
病上，保护人们免受影响。这将为疫情风险消退后制定更广泛的
健康和福利方案奠定基础。

在全球范围内雇佣高素质的员工，有助于我们在各个职能层级上获得一
个大致的性别平衡。在全球范围，我们的员工男女比例是58:42，高级管理
层的男女比例为77: 23。这表明，我们并未成功地在整个组织内全面提升
女性人才。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高员工素质的机会，我们有责任进一步
提升女性员工的发展前景。

我们的优先事项是从本组织的最高级别开始执行我们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方案。
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和客户的内部或外部发言人都会进行全球定期电话会议，董
事会成员也会经常来电参与。

招聘顾问在进行各个管理级别人才招聘时，必须保证有女性候选人进入。

第28页介绍了我们更广泛的多样性方案，第30页公布了我们两性均衡的进一
步细节。

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两性平等可以吸引并留住高素质员工，以
提高生产力和公司竞争力。

我们董事会层面的性别均衡进行持续改善，女性代表比例在2020
年已增至40%（2019年为33%）。

在我们的高级管理团队中，女性占23%（2019年为24%）。我们将
继续优先考虑这方面的改进措施以培养更多女性候选人担任高
级职位。我们期望的结果是看到这两个指标都在增加，直到组织
中出现广泛的性别平衡。

作为一个纺织品染色厂，我们现在使用了大量水资源。在水资源紧张的地
区，我们对水的利用会对其他人的用水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我们排放的废
水也有可能降低自然环境中的水质。我们的责任是尽量减少我们的用水，
特别是在水资源紧张的地区，并确保我们使用的水以良好的状态返回到
环境中供他人使用。我们的机会在于发展技术，减少或完全消除我们对水
的依赖。

我们主要关注的领域是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用水，确保废水处理达到高标准。我
们的一个长期目标是在技术上可行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减少水的使用。达到
这些目标的执行计划将在以下章节中介绍；

减水活动-13、14、15 
水循环-14 
无水工艺的发展-16 
废水处理-22、23、24

我们的目标是： 
•到2022年将我们的水强度降低40%（与2018年相比） 
•到2022年符合危险化学品零排放组织（ZDHC）排放标准 
•我们也对水循环进行监测和报告，但还未对此没定具体目标。

我们期望的结果是，我们的用水不会对利益相关者（尤其是社区
和环境）产生任何有害影响。

绩效总结 ›

可持续性 
管理 ›

可持续共生 ›

社会性 ›

废水和 
废气 ›

能源 ›

水 ›

战略概述 ››

高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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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
发展目标

为什么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与高士有关，我们的机会和责任是
什么？ 我们的优先事项和行动 我们的目标和指标，我们期望的结果和影响

我们的能源主要用于过程加热和机器供电。前者主要通过燃烧燃料产生
蒸汽，而后者则主要依靠第三方提供的电力。我们的主要责任是确保我
们在蒸汽锅炉中使用更清洁的能源，并努力使用清洁或可再生能源获取
电力。我们可借此机会将我们使用的电力实质性地转化为可再生能源。

我们已经停止在我们所有的工厂使用煤炭，并且优先使用天然气而不是石油。我们
有一个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积极计划。第19页详细介绍了这些措施。

2019年期间，我们完成了现场煤炭使用的过渡，现在我们的重
点领域是实现电力供应的碳减排，以及持续努力确保现场使用
的燃料尽可能清洁。

我们直接雇佣了近18000名员工，解决了众多人员的就业问题，其中很
多员工来自新兴市场。我们的责任是确保我们和我们供应链上的合作伙
伴能为员工提供舒适的工作条件，我们业务的一个目标是促进我们的员
工及其社区的经济增长。我们的机会在于沿着上游供应链逐步扩大舒适
工作条件的范围。

首要的优先事项是确保我们所有的直接雇员都在良好的环境中工作，并获得适当的
报酬。同时另一个高度优先事项是将这种关注扩展到我们的一级供应商。

我们为实现这些优先事项而开展的活动将在以下各节中介绍：

最佳工作场所认证-28 
工资基准执行-27 
举报热线反馈-27 
集团内部审计检查-27 
供应商准则更新和实施-29 
反现代奴隶制方案-27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2年，我们所有的关键工作场所都将通过 
“最佳职场”的外部认证。

在内部，我们依靠透明的全球员工数据系统、集团内部审计检
查和举报系统监控政策和标准的合规性。

我们以高士的供应商准则为标准判定供应商存在的风险等级，
并由此确定进行内部或者外部的审核。

目前，天然和合成材料的纺织生产都是线性的。这意味着生产过程中会
产生废物，产品在使用寿命结束时会变成废物。我们的责任是确保我们
尽量减少使用生产产品所需的原材料，并确保我们设计的产品采用最可
持续的原材料进行生产。我们的机会是参与循环产品生命周期的开发，
以实现材料的持续回收。

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减少我们业务和直接客户业务中产生的废物，并选择更可持
续的原材料作为我们的主要原材料。以下各节介绍了实现这些优先事项的措施：

再生聚酯；Ecoverde-35 
包装减少项目-36 
废物减少-35 
循环项目-37，38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2年减少25%的内部废物，并在2024年将所
有优质聚酯产品转化为可回收的原材料。设计更可持续的产品
包装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因为这占了我们总材料使用量的很
大一部分。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类项目。

我们的运营活动和整个供应链上产生的排放导致了全球变暖。我们的责
任是确保我们尽可能减少能源的使用，并确保我们对所使用的能源进行
去碳化处理，以便按照现有的最佳科学方法减少碳排放。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并批准科学碳目标(SBTs)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即到2050
年达到1.5℃限温目标和净零碳排放目标。同时，我们将继续推行现有的项目，以减
少能源和向可再生或减少排放过渡时燃料的使用。这些项目在本报告的以下章节
中进行了描述：

科学碳目标-10,11 
能源消耗缩减-18 
向清洁燃料转换-19 
向可再生能源过渡-19

在2021年初，我们致力于制定并批准1.5℃限温目标要求下的
科学碳目标(SBTs)。这使我们致力于与1.5℃限温目标一致的短
期目标，以及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长期目标。在2021年期
间，我们将制定这些目标，重点是范围1、2和3的排放，我们的目
标是在一年内批准这些目标。与此同时，减少能源使用和减少
能源供应的活动将继续进行。 绩效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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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生存危机
尽管关于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确切关系的争论可能会不断持续下去，
但毫无疑问，12000年来全球气候的稳定正在瓦解，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
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这对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动物和植物生命
构成的风险是深远的，意味着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阻止这种变化。

在2020年期间，高士对气候变化及其对业务的潜在影响进行了深入的
风险分析。这包括模拟各种不同的未来气候情景对商业的影响。虽然这
项分析强调了我们的业务和供应链中气候变化猖獗可能带来的未来
物理风险，但我们发现的最大商业风险是，没有试图实现2015年《巴
黎协定》（COP21）的目标来阻止气候变化。

高士坚信普遍性的科学共识，即人为排放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因
素。我们也认识到，企业作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在减排方面
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决心通过按照COP21协议的要求减少排
放量，向低碳模式过渡。因此，我们致力于商业雄心助力1.5℃限
温目标下制定并批准科学碳目标。我们认为，科学减碳倡议组
织所倡议的办法是我们履行这一承诺的最适当工具。它得到了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的充分认可和支持，我们也是联
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的一个参与者，同时，倡议组织所
制定的办法被纺织行业的公司广泛采用。在作出正式承诺之
后，我们现在正致力于制定目标，并争取在2021年提交这些
目标供批准。

在制定我们的目标方面，最大的挑战可能我们的第3类排
放，特别是上游和下游产品生命周期排放量进行全面清
查。我们已经在与主要供应商合作，对我们所采购的原
材料产生的排放进行更加透明的监测和管理。

范围 解释

范围1 现场活动产生的直接排放——这是我们在现场燃烧燃料生产能源的地方。 
这主要是使用天然气或石油生产工艺蒸汽的锅炉中排放的。在一些地方，我们还通过燃烧燃料发电。 
我们也使用少量的燃料用于运输。

范围2 现场活动产生的间接排放主要是我们购买由第三方产生的电力，因此我们没有直接产生排放。在某些地方，我们从第三方获得蒸汽，因此这也是范
围2排放。

范围3 与本公司业务相关的所有其他间接排放物——包括本公司购买和使用的原材料的生产和运输、资本设备的制造、本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任何废
物的处理、商务出行和通勤所产生的排放物，客户使用本公司产品、零售和销售使用本公司产品制成的成品、消费者使用含有本公司产品的产品以
及使用寿命结束后的处置产生的部分排放。

绩效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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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共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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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排放概况
战略概述 ››

原材料
范围3：原材料生产
和运往高士工厂的
排放。这包括与回收
原材料有关的任何
排放。

下游运营
范围3-与向客户分销、客户使
用、成品分销和零售、消费者
使用和报废处置有关的排放。

染色
总排放量-41%

范围1：90%-用于加热
染色用水的蒸汽。

范围2：28%-用于运行
染色泵、脱水机和线的
干燥的电力。

仓储和运输
总排放量-1%，照明用电，取暖
用蒸汽。

范围3-产品分销过程中的的排放。

纺纱和加捻
总排放量-45% 
范围1：3%-高压灭菌器热
定型蒸汽。

范围2：57%-工艺机械和
空调用电。

涂层与表面
处理
总排放量-12%

范围1：5%-用于线涂层固
化的蒸汽。

范围2：14%-用于打线和包
装设备的电力。

商务活动
范围3-与商务旅行和通勤、资
本设备、外包活动和废物处理
有关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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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绩效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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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来自领导层的声音
我对我们在2020年减少用水量方面继续取得的
进展感到满意。要实现2022年的目标，我们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尤其考验我
们对已经制定计划的执行能力，最终结果显示出
了可喜的进展。

水是我们与周边社区和企业之间的共享资源，我
们始终认为不能因为我们的用水需求导致我们的
社区缺水。我们四管齐下来减少用水：消除不必要
的用水尤其漏水，减少染缸的用水量，调整工艺减
少用水环节并尽可能循环用水。我们各个工艺的
工程师始终关注这些目标。 与此同时，我们将持
续投资和开发未来的无水科技。

共享资源
自200多年前高士首次开始生产缝纫线以来，水
就是一项很重要的资源。初时，水是用于棉花丝光
处理、漂白和染色的介质，尽管这些流程现如今对
我们的生产来说微不足道（现今不足5%的线由棉
制成），但是水依旧是染色流程最主要的溶媒，现
在主要是聚酯纤维染色。大量的水用于染色和与
其相关的漂洗和水洗流程。水也用于高压蒸汽，是
我们加热染色用水的主要途径，因为我们聚酯纤
维染色必须在1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完成。除
了使用水染色之外，我们用水加湿和冷却空气，蒸
汽定型以及一些功能性涂料的涂覆和固化。以现
有的工业技术，生产缝纫线仍然需要用水。 

我们是新兴颠覆性技术的积极推动者，该技术将
来可能会减少对水的依赖，但与此同时，我们认识
到我们作为共享资源（有时是稀缺资源）临时保管
人的责任。 我们生产经营所在地的社区需要用于
生活和农业灌溉的水，因此，我们有责任尽可能少
地使用，尽可能多地进行回收和再利用，并确保我
们排放到环境中的水得到了适当处理。

了解我们的环境
随着公司在全球多地都建立了工厂，了解各个工
厂在当地的用水情况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各个区
域的团队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在运营单位的情
况，但是除此之外，为了对我们现今和将来在染色
用水相关事务上有一个战略性的概览，我们利用
世界资源研究所开发的“水道”水风险工具定期做
水压分析。这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工厂的精
确位置，供需水平衡（总体压力）以及缺水情况和
地下水位下降率。这有助于我们及时确认新出现
的问题并制定适当的改善计划。

今年我们的分析范围已扩展到不需染色但是需要
使用大量的水进行加湿、冷却或者固化的流程中。
主要是我们的纺纱工厂。

纳入这些工厂提高了我们的整体风险水平，在水
资源压力高的地区，我们的用水需求占总需求的
37％以上。 这加强了我们继续开展减少用水活动
的必要性，尤其是在水资源压力特别高的地区，将
继续开展水循环利用项目。

我们之前的研究曾认为水资源枯竭和地下水位下
降与我们某些工厂有关，但最终发现工厂在这两
个问题上引起的风险非常低。

‘‘

减少现有流程中的用水
新的染色设备是为了尽量节水而特别设计的。一些新的设备染一公斤的线仅需4.5升的水。我们称这种关系为浴比，这种情况为1:4.5。旧款的机器浴比一
般在1:8至1:10之间（意味着生产一公斤的线需要10L的水）。由于我们现有的设备多为旧款设计，我们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升级改造这些机器以降低其
浴比。我们在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已经介绍了我们在孟加拉工厂完成了低浴比项目，在敦促孟加拉继续改造工作的同时，我们将此新项目推广到其
他国家并将在2021年延续这个项目。

MICHAEL 
SCHOFER
首席数字化转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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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减少用水
我们以2018年生产每公斤线用水量为基线，至
2022年减少40%的用水。在上一个5年期间（自
2013年至2018年），我们实现减少28%的用水。相
较2018年，2020年已经实现减少6%的用水。尽管
这比我们计划的要少一些，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
响，能够保持这样良好的进展，我们感到非常欣
慰。因为我们受到的主要影响是新冠疫情导致了
生产的大量缩减。高士的独立染色机为在机器尺
寸范围内以相同的线水比工作而设计，但是以较
低的利用率运行染厂会对水（和能源）的使用产生
重大影响，因为所有基础设施均未能满负荷运行。
随着产量的回升，我们看到水的利用率有所恢复。
我们预期近几个月，水性能的恢复以及生产水平
的回升将带领我们在2021年朝着目标大步前进。
我们2020年因新冠疫情达成率较低，但即使面对
这样艰难的情况，我们也要拿出我们的雄心壮志
达到2022年的目标。

我们已将报告范围进行了修改，以包括Pharr高
性能纱线。 此次美国业务收购于2020年初完成，
为了能够以相同的方式进行报告，我们现在已将
Pharr数据纳入了我们的2018年基准并重述了
2019年。我们还纠正了一些数据定义差异，这意
味着并非所有成品线的产量都已被收录。

在总用水量中，有39％来自第三方供水公司，有
22％来自我们工厂内的水循环再利用，有21％来
自我们工厂井中的地下水，还有18％来自河流地
表水的提取。 如下图所示，与2019年相比，2020
年我们的再生水百分比从23％降至22%，比例略
有下降。 这反映了我们回收率最高的某些装置，
特别是在印度，受到疫情关闭的影响更大，因此在
我们的总体生产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比2019年要
小。我们预计到2021年这一比例将恢复，不断增
加对用水的循环利用仍然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识别节约用水的机会
我们继续提升单位用水水平的水平衡分析以及零
基需水量计算方法，以发现节水项目的机会。 下
一页显示了一个高阶水平衡图表，该图表显示了
2020年所有高士染厂生产场所的用水总体格局。 
这张综合的全球用水量快照显示了我们在染厂
以及其他重要的用水领域进行大量水循环利用
的重要性。 它还显示了水的供应源和排放后处理
水的目的地。 在2021年，我们将把这一方法扩展
到纺纱和加捻装置，其中一些是用水的主要场所。

这种位水平分析的好处在于减少用水的机会更为
明显，尤其是用于产品组合和单位产量中实际用
水量和以零基建立的最低用水量的比较。

比较单位之间的用水量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这
突出了可以共享的创新做法。我们的“从剩余到最
好”计划寻找了这些机会，可以广泛使用。

循环水
（在加工中使用的循环水的百分比）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4

8

11

20

23

22

用水（升/每公斤成品）1

2018

2019

2020

83

83

78

¹纵坐标为我们的目标

使其成为现实
我是孟加拉集群的工程经理，确保最合理的用水是我工作的关键部分。 我在这方面与我的团队和生产部同事紧密合作。 在生产业务中，我们采取非常积极的方法来管理和分析
用水量，并不断寻找减少用水量的机会。 我们与高士的一些关联工厂一起为改进低浴比项目做了很多工作，证明传统机器生产也能减少用水，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越来越多的
工厂正在采用从我们的工作中学到的经验。 在高士的运营方式中，发展针对国家级业务的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是很重要的，而我们的全球最佳实践通常是从最初在地方一级开
发的方法发展而来的。

Mohammad Mizanur 
Rahman  
工程经理，孟加拉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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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范围内使用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工
厂之间存在绩效差异的方面，从而发现改进的机
会，这是我们“从剩余到最佳”项目的重点，也可以
确定一个工厂内部存在的独特机会。

高士全球用水平衡

反渗透

污水处理厂（ETP）

处理

设施管理
（例如冷却塔）

市政污水处理厂

进水
染色车间

锅炉

中水的应用

其他（如：拉链）

可能的漏水

供水

深井水

回收

地表水

工艺用水

蒸发

天然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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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技术
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在无水的情况下进行染色和加热。2018年，高士投资了500万美金于一家
以色列公司Twine，用以开发为纱线和线进行数码染色的技术，该技术无需用水。

数码纺织品染色并非全新技术。但迄今为止，该技术在商业领域内，仅在平面织物上被运
用。随着全球对布料需求量的快速增长，该技术是设计复杂，响应迅速以及小批量生产的
理想选择。但是，使用该技术对线进行染色比对织物进行染色要复杂得多，主要有两个原
因： 其一，线是三维结构，需要在所有侧面进行染色，而不是在一个平坦的表面上染色；
其二，与织物相比，线的尺寸很小，所有染色处理过程都需要在很小的体积下高度精确
地完成。

Twine一直在持续改进该技术来应对这些挑战，高士和Twine在2020年期间进行
了成功的联合试验，现如今的发展进度是高士已在土耳其创新中心安装并运行了
Twine机器，将Twine机器运用到我们的打样过程中。 最初，我们认为该机器的当前
版本适用于快速打样，并且可能适用于一些小量订单的生产。 这将为行业带来巨
大的好处，但是对减少用水量的潜在影响将要求大幅提高机器的生产效率。 染好
的线需要像在Twine那样的机器上完成绕线过程，而不是像我们目前在千克线
中染色，这一改变是挑战性的，因为一千克的纱线可以长达10公里或更长。

除了出于可持续发展的考量，我们对该技术以及它对我们行业带来的积极影
响持乐观态度。当然，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实现这一
设想。

我们对新技术的探索并不限于数码染色。2020年我们还对另一种潜在的先
进染色技术进行了深度评估——超临界CO2染色技术。该技术是利用超高
压状态下的CO2代替水做染色介质。这项技术需要使CO2在超高压的情况
下处于一种超临界状态使之兼具液体和气体的性能，这就意味着需要使
用比水系染色机器的压力高很多且更为昂贵的机器。在过去20年中，我
们密切关注着这项技术的发展。由于产品的染色批量大小各异对制线
工业来说是相当大的挑战，最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该技术还不足够成
熟，不足以广泛应用到我们的经济环境中，我们仍将继续关注此技术
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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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来自领导层的声音
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减少制造过程中的能源
使用，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尽管目前我们期望
在将来使用数字染色技术可能会显着降低此过
程中的能源强度，但是对于目前可用于线程处理
的技术，没有明显的选择可以进一步显着降低能
耗。 同时，我们的重点仍然是优化生产计划和运
营，以确保我们所有流程均以最佳负载运行，确保
高效利用能源。 我们在北美对压缩机的使用就是
这种方法的例证。

我们现在最关注的是能源挑战，因为我们需要确
保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我们对基于科学目标
的承诺保持一致，并且相应地，向可再生能源过渡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由于我们运营所在的每个
国家/地区的能源市场都不尽相同，因此，我们的
采购团队对于了解实现这一过渡的当前和未来可
能的选择至关重要，这些团队将在2021年加深对
这一领域的了解。

使用更少的能源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产量下降，2020年的能源消耗
大大低于2019年。每公斤产品能耗8.89千瓦时，
相较2018年低了3％，仍在实现2022年目标的良
好轨道上。虽说在疫情下我们仍努力节能使结果
看起来很积极，但是这些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由于疫情改变生产平衡并夸大了改善的进度。与
染色和后整理操作相比，我们内部的纺纱和加捻
操作受到强制性工厂关闭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
我们的整体生产在纵向上的整合程度低于正常水
平。内部处理的减少已通过增加从外部合作伙伴
处采购胚线来平衡，但这些合作伙伴所消耗的能
量未包括在我们的数据中。同时，与水的消耗一
样，产量的下降对能源效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
响。考虑到这些变化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很难在没
有疫情影响的情况下确定潜在趋势，但是我们希
望随着我们的生产平衡恢复正常，能源效率能有
一些明显的改善。

在2020年，我们设法继续实施我们先前确定的一
些能效项目，但由于疫情影响使我们无法完成当
年计划的所有工作。 我们正在筹划，以在2021年
赶上这些计划。

例如，我们在孟加拉工厂发电机上安装了废气燃
烧炉。利用废气的400°C热能来生成蒸汽染色，减
少蒸汽锅炉的需求并能避免宝贵能源的浪费。 
在美国马里恩，我们用更大容量的干燥机替换了
鼓风机，该干燥机使用的是相同的电机，减少了干
燥时间，使我们每周可减少20小时的工作时间。
通过在印度纺纱厂的某些空气压缩机中安装逆变
器，当空气需求低于压缩机的满负荷运行时，我们
减少了能源浪费，节省了超过20%的能源使用。

我们的ISO 50001认证计划也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得不在2020年暂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
更改了方法，以期望我们的所有设备均符合ISO 
50001，但不一定通过认证。

‘‘
优化能源使用
我们的许多工艺流程中都使用压缩空气，在许多工
厂中，我们拥有很多压缩机以提供足够的气压。 在位
于北卡罗来纳州马里恩的工厂中，我们有7台压缩机
一直在连续运行，其空气压力根据需求在100至110 
psi之间变化。 在2020年，我们开发了与需求扩展器
相连的控制系统，这意味着压缩机现在按顺序启动，
以保持95psi的恒定压力，随时响应需求的波动。 现
在大约有90％的时间至少不需要两台压缩机同时运
转，有时我们有3或4台闲置。与以前的系统相比，这
使我们可以将压缩空气供应中的能耗降低30％。 需
求扩展器和控制系统的成本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收回。我们将在2021年将这种做法扩展到其他部门。 

PAUL TURNER
业务运营总裁

能源使用量（每千克制成品的千瓦时数）1 

2018

2019

2020

9.22

9.22 

8.88

¹ 纵坐标表示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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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加速向更清洁和更多可再生能源过渡
我们将加速向更多可再生和更清洁能源过渡。 

我们在2019年宣布，我们已完成所有工厂从煤炭
的过渡，因此2020年期间，所有高士工厂已停止
使用煤炭。 

我们的工厂主要使用化石燃料来发热。为此，我
们使用天然气、生物燃料和石油。 这通常取决于
各国市场上可用的燃料，但是我们的目标是继续
优先使用生物燃料或天然气。 目前，我们的全球
份额约为天然气占80％，生物燃料和石油分别占
11％和9％。

在我们的总能源使用量中，约有50％是通过燃烧
的化石燃料提供的，而另外50％是从外部供应商
那里购买。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向经过认证的可再
生电力过渡。为此我们在印度、越南和美国的许多
地方都采用屋顶太阳能电池发电的形式，但其中
大多数必须来自场外可再生资源。在典型的高士
工厂中，用电强度意味着屋顶的实际占地面积在
用太阳能电池板覆盖时只能提供5％至10％的电
力需求，因此场外可再生电力的供应对于实现这
一过渡至关重要。 

每次续签电力合同时，我们都会探索向认证的可
再生电力过渡的机会，并在可行的情况下进行转
换。以墨西哥为例，我们最近签署了一项为期5年
的供应协议，该协议将于2021年中开始生效。这
种电力带有可再生能源证书（REC）。 在哥伦比
亚，我们刚刚签署了一份为期3年的协议，该协议
最初并未向我们提供REC，因为供应（主要是水
电）尚未获得认证，但是由于在合同中创建了新的
太阳能容量和经认证的水电容量，我们将可以使
用这些REC。目前，我们购买的电力中有6％被证
明是可再生的。

减少碳排放
如第10-11页所述，高士致力于根据“科学碳目标
倡议组织”提出的倡议，实现与巴黎协定COP21
目标一致的减排量。在该计划下，我们的承诺是绝
对减少排放，但我们还监控排放强度，并不断寻找
减少日常活动排放的方法。 

例如，在我们印度的Panoli工厂中，我们已经调整
了燃料平衡，以使用更多的天然气代替石油，从而
减少了6％的排放。

到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对生产水平的影响，我
们的绝对排放量明显下降了，而且上述生产不平
衡状况也使我们难以将排放强度与2019年进行
比较。下面显示的数字有些夸大了减排量，我们预
计随着2021年我们的生产平衡趋于稳定，这一情
况将得到改善。

使之实现 |  
可再生能源采购
作为采购经理，我过去主要关心的是确保我们以合
理的成本实现能源供应的连续性。但是，在过去的18
个月中，我们一直在重新协商墨西哥的电力供应，并
且有一个中心要求，即该电力必须来自可以提供经
过认证的可再生电力的供应商。这是一个漫长而复
杂的过程，因为在我们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墨西哥的
监管环境一直在变化，我们不得不对此做出调整，
甚至在某个时候再次从头开始。这是一个不断学习
的过程，需要与多个合作伙伴合作，我们现在已经签
署了多年的供应协议，并将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通
过该协议接收可再生电力。尽管保证供应和成本仍
然至关重要，我们发现，与具有相同环境目标（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的供应商打交道可以增加在谈判过
程中合作的紧密程度。我们达成协议，促进了可再
生能源发电的额外可能，并向我们免费提供了可保
证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这一事实极大地激励了我和
我的同事们。

每生产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二氧化碳量 
千克/每千克成品）

2018

2019

2020

3.2

3.2

3.1

可再生能源（占一年中使用的总能源的
百分比）¹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7

29

30

32

32

31

1 该图基于我们燃烧的燃料和购买的电力的能源混合比例。 REC
并不涵盖所有内容。2020年可再生能源百分比的下降是由新冠导
致的生产失衡造成的。

使之实现 | 确定能源减排的机会
作为我们北美和中美洲集群的环境经理，促进节能项目是我的主要职责。 识别和确定高能耗区域是第一步。 然后，
我们必须退出既定的操作规范，并挑战自己，找到不同的方法来减少能源消耗。 关键在于确保每当电动机运行时，
电动机便以最佳负载运行。 有时，紧急的客户交付时间表无法使我们实现这一目标，但确保在企业内部理解此类妥
协是我所做工作的关键。 轻按一下开关很容易，但是这样做浪费掉的能量永远消失了！

Todd Wegenast  
北美和中美洲环境与 
合规主管

Jorge Gastelum  
墨西哥和中美洲采购业务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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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能源概况

纺纱和加捻
约占我们能源消耗的27％，主要
是为设备供电过程中使用的电力。

打蜡和整理
约占我们能源消耗的12％，
主要以过程电源的形式。

染色
 约占我们能源消耗的58％。 这主要
是用作过程加热的蒸汽（约65％），
其余的是电力，用于泵和其他机器。

仓储
 约占我们能源的2％，主要是照明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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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和废气

来自领导层的声音
在还没有全球通用的废水排放标准时，高士就开
发并使用了自己的全球废水排放标准。我们之所
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任何地方的环境都同
样宝贵，我们想确定，我们所有的工厂都是按照同
样的高标准运作的，即使当地法律没有那么严格。 

各国的法规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自2016年我们
成为了ZDHC的成员以来，我们完全支持该机构
在全球纺织行业建立通用的废水排放标准和透明
度报告的尝试。我们现在已经采用这些标准作为
我们自己的全球标准，并通过该组织的门户网站
每半年报告一次。此外，我们所有的主要工厂都对
关键废水参数进行了持续的在线监测，以确保废
水不会超出可接受的限值。

关注公享资源
水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源，但我
们只是这一资源的临时保管人，我们需要让人们
认识到这一点并确保将其以合适的状态回到环
境。我们的长期愿景是使用不依赖水的工艺，在我
们确实需要用水的地方，我们尽可能通过内部循
环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在2020年，我们67%的生产用水作为废水排放。
与2019年（62%）相比，这是一个增长，因为我们
的一些水循环水平最高、废水排放量最低的工厂
在这一年中受疫情的影响比较大。今年，我们水循
环的基本水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无论是直接排放还是间接排放，我们的所有废水
排放都需要符合当地的排污许可证要求。废水
也由ZDHC认可的实验室定期进行测试，并根据
ZDHC的目标进行报告，该目标现在被用作我们
的内部有效质量标准。因此，ZDHC标准取代了我
们在此之前多年使用的高士废水标准。

国家或地级的排放要求在不断变化，我们显然需
要及时了解实际和潜在的变化，特别是变化有时
会触发升级更高效处理厂的要求，这需要时间来
规划和实施。为此，我们使用了一个全球立法变更
登记册，该登记册涵盖了我们经营范围的所有国
家，还确保我们为每个地点拥有正确的经营许可
证并对任何事故进行了报告。

由于流入污水处理厂的化学物质输入负荷因上游
工艺而异，因此必须对关键参数进行连续监测，以
确保污水处理厂始终满足要求。我们所有的关键
站点都有自动监测系统，不断测量五个关键标准：
温度、pH值、生物需氧量、化学需氧量和总悬浮固
体。这些测量是在最终排放点进行的，每30秒进
行一次。然后，这些数据被传送到一个在线仪表
板，如果触发了任何标准的警告限值，该仪表板会
向指定的员工发出警报，以便在超过排放限值之
前采取行动。这一高度响应的系统对于确保快速
确定和解决造成任何废水处理过程中不稳定的根
本原因非常重要。 

我们已经开发并测试了该系统的补强功能，即任
何违反限值的情况都会自动关闭排放阀，并将处
理后的废水返回至废水处理过程的开始位置，以
便对其进行再处理，并且排放阀只有在所有标准
再次在限值范围内时才会重新打开。我们将此系
统视为最佳实践，并计划在2020年开始在各单位
实施。由于疫情的破坏性影响，我们不得不搁置这
些计划，该计划将于2021年重新启动。本项目是
我们创新活动的基础广泛的途径，项目涉及我们
业务活动和流程以及新产品开发的多个领域。

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在污水处理厂和相关基础
设施上的投资超过1300万美元，并将在2021年继
续在上海和胡志明市规划项目。

目前，我们有9个工厂通过了ISO 14001认证。然
而，高士中的所有工厂都利用了环境管理体系的
大部分要素，并有望满足认证标准。我们在许可证
管理、纠正措施以及整个组织中全球一致的角色
和职责方面制定了全球程序。我们还有一项全面
的培训计划，该计划可在整个企业中在线使用，其
中包括20个不同的环境模块，并且以针对不同主
题的频繁现场培训为基础。

‘‘
STUART MORGAN

首席法律与风险
官&集团公司秘书

霍拉纳 

我们的斯里兰卡工厂被郁郁葱葱的农业用地和家庭
住宅所包围。该地区的水资源相对丰富，但为了确保
我们的工业活动不会对我们的邻居造成损害，我们实
施了一个水处理和回收系统，通过化学和生物处理以
及反渗透相结合的方法，我们现在可以将90%的水
回收到生产用水中。剩余的废水在经过化学处理后安
全排放。该系统自2019年开始全面运行，在正常情况
下，我们每年将回收和再利用超过1.5亿升水。第24页
对这个系统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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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零排放
DHC是最前沿的纺织工业机构，旨在减少该行业
对环境的化学影响。最初由六个领先品牌发起，现
在有30个签约品牌、50个化学工业公司、35个纺
织和鞋类工业公司（包括高士）、30个解决方案提
供商公司和22个合作组织。因此，它涵盖了化学
品的输入、加工、测试和处理，所有这些都是在主
要品牌的领导和承诺下进行的。 

我们于2016年签署了ZDHC计划，并承诺将我们
的废水标准与2018年的计划保持一致。2019年，
我们采用了ZDHC常规参数的基本限值作为高士
内部标准。最初，这些限值仅适用于工厂排放的污
水，但在2019年，范围扩大到包括污泥。污泥本质
上是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固体残渣，在此过
程中，一些化学物质从污水中沉淀出来以清洁污
水。虽然某些污染物在处理过程中会被破坏，但
在其他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化学品会残
留在废水或污泥中。在过去，许多高效处理技术
的目的是通过确保化学物质最终进入污泥中，从
而精确地去除废水中不需要的化学物质。关注废
水和污泥的分析，意味着对于这些难降解的化学
品来说，唯一的选择是首先防止它们进入生产环
节。我们完全支持这种方法，并正在与我们的主要
染料和化学品供应商（其中许多供应商本身就是
ZDHC公司）合作，研究如何继续降低加工我们纱

线所需的化学负荷。我们有三个国家没有能够测
试ZDHC合规性的机构（美国、洪都拉斯和哥伦比
亚），目前这些国家必须排除在外，不在我们的测
试范围之内。然而，它们和我们的所有其他工厂受
到同样的内部控制。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2年使我们所有的单位达到
ZDHC标准。在2020年期间，在可能进行测试的国
家，74%的污水和污泥符合ZDHC标准。在相似的
基准（不包括美国、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2019
年仅我们的废水就达到了63%的合规性，但根据
我们污泥的初次测试，废水和污泥的综合合规性
结果约为34%，因此这表明我们今年在排污和污
泥合规性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从供应链中移除危险化学品
高士16年来一直在不断开发和完善高士限制性
物质清单（RSL），这份非常全面的清单满足了我
们全球所有客户的最严格要求。我们每年与供应
商合作，保证我们的所有原料符合我们的RSL，以
此来确保危险化学品从我们的供应链中减少或
消除。这显然与上述工作相关，即减少生产过程
中使用的化学品，但也确保了我们的产品在使用
中的安全性。

我们还关注上游供应链的环境绩效。这是我们的
《供应商准则》涵盖的四个主题领域之一，我们

的供应商致力于这些领域，并且在我们认为存在
风险的方面进行审核。如第30页所述，自该计划
启动以来，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审核，最近已经
过渡到完全使用外部机构，即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Bureau Veritas）进行审核。

Sivakumar Alagiriswamy  
印度集群环境与合规主管

我们做到了 |  
水资源匮乏地区的水资源管理
作为印度和斯里兰卡集群的环境经理，我的职责包
括高士一些最大的工厂，这也是我们拥有最先进的
高效处理系统的地区。通过反渗透装置和关键位置
的零液体排放装置的组合，该地区约88%的废水被
回用再次用作生产用水。这意味着我们正在确保我
们的生产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并将生产对当地
用水造成的压力降至最低。在部分严重缺水的地区，
负责任地管理我们所用的水对我们生产的长期生
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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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污水处理

生物处理
细菌在富氧环境中分解污水中的化学物质。一旦细
菌这样做，他们会作为生物污泥被清除，用作肥料。

活性污泥回流

浓缩和分离 
反渗透分离的物质被浓缩，化学污泥
被分离和干燥。然后用作焚化炉燃料。

热交换器 
通过将热量传递到循环水来冷却
流体，从而为水加热节约能源。 反渗透 

反渗透利用高压推动水流通
过一层薄膜，截留任何残留的
化学物质和染料，渗透的水就
可以在染坊中重复使用了

再生水储存 
净化后的水储存用于染坊内重复使用
或排放回环境中。

膜生物
反应器 
生物固体和微生物被
过滤掉并返回到生化
处理阶段。净化后的
水进入反渗透系统。

染色厂 
干净的水用于染色和漂洗线。使用
后会受到化学品和染料的污染。

同质化 
使用压缩空气搅拌液体，确保混合均匀。

中和 
将废水PH调整至正确水平，以
便使用化学剂量进行持续处理。

生物污泥

污泥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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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来自领导层的声音
雇佣来自世界各地60多个国家和不同环境的人
通常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处理多种不同的
社会和人的问题。这显然不是2020年的情况，因
为疫情对我们所有工厂的生产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而且从长远来看，它是今年唯一的定义问题。
毫无疑问，这场危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触动了
每一位高士员工及其家人，我们正在多个地点同
时面对相同的问题，提供密切持续的帮助全球高
士家族一起应对挑战。 

我们的社交媒体渠道全年提供大量的经验、建议
和支持的信息。我们还开发了直接从整个组织的
最高管理层广播清晰、一致和普遍相关信息的能
力，并提供了直接反馈的机会。年内的员工满意度
调查有助我们确保沟通运作有效。

尽管受到这一疫情的影响以及需要整个组织集中
力量对付它，我们仍然能够在我们社会议程的一
些关键领域继续取得进展。在完成我们的生活工
资分析时尤其如此，目前正在酌情作出结论。

健康、安全和福利
健康和安全一直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但将所有资
源集中用于管理疫情和避免高风险活动的一个影
响是，我们在“零风险之旅”战略下的正常活动计
划在年初中断。这一点在员工培训中尤为明显，员
工培训时数从2019年的29小时降至2020年的23
小时。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工厂的事故增加，可记
录事故率随之上升，从2019年的0.50上升到2020
年的0.59。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即关
键预防措施或领先指标的下降导致实际事件的增
加，并加强了我们对改善所有领先指标的重视，以
便在滞后事件率方面取得进展。我们有适当的流
程和资源来了解问题所在，在2021年，我们将继
续打击新冠疫情，同时我们将把工作重点放在我
们的零战略之旅上，在新冠疫情袭击之前，我们的
领先和落后指标取得了非常令人鼓舞的成果。

在疫情高峰时期出现下降之后，我们已经看到报
告的危害率急剧回升，改进行动完成，这两项措施
与2019年相比都有显著改善。

我们持续关注通勤安全，我们的单位经常举办培
训和意识课程。我们跟踪和调查所有事故（与工作
相关的事故一样），并在2020年将事故率降至0.37

（2019年为0.42）。  

‘‘
MONICA MCKEE
首席人力资源官 

对疫情的反应 

得益于我们强大的健康与安全文化以及2019年形成
的势头，我们能够在新冠疫情成为我们中国业务的一
个问题时，尽早将预防工作重点转向新冠疫情。因此，
我们得以在宣布疫情前两周制定并向我们所有单位
推出一系列有组织的应对措施。这是基于众所周知的
PPRR（准备、预防、响应和恢复）危机管理模式。我们的
谨慎和积极的方法行动可以确保整个一年内我们的员
工安全。行动包括：关闭所有独立的工厂，使我们能够
关注生产员工的安全，限制旅行和参观我们的工厂，鼓
励员工戴口罩，通过口罩时装表演比赛展示他们的创
造力，在我们的所有工厂中确定并实施社交距离最佳
实践，向所有员工分发健康和安全工具包，提供帮助他
们远离病毒的物品，定期开展意识培训和教育课程，确
保员工安全，使用内部开发的移动应用程序跟踪和追
踪病例，使我们能够支持任何感染病毒的员工，确定任
何有可能感染病毒的员工，并防止病毒传播，这是一种
随着封锁解除而重新开放工厂的全球方法，包括有关
社交距离、手部护理的政策和指导方针，温度筛选、消
毒和重新设置工厂布局，来满足单向系统和社交距离，
使我们能够在工厂现有的健康和安全监控摄像头上使
用人工智能系统，以监控员工是否遵守有关口罩使用
和社交距离的信息，在销售和客户访问重新启动时引
入风险评估，创建一个恢复矩阵，以便在疫情缓解时小
心地取消控制。 

非常遗憾的是，到2020年底，我们有14名员工死于在
工作场所以外感染的冠状病毒。我们采取的早期行动
改变了工作惯例，引入了安全措施，并将接触者跟踪
到4个级别，这意味着我们的业务中没有发生一例经
证实的感染传播病例，在工厂也没有发现任何未知来
源的感染发生。

对于员工的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努力，我们并没有停止，
我们还将他们扩展到社区，例如向我们的当地社区提
供健康和安全工具包，在印度，向小学和警察局提供
洗手站，向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提供新冠疫情检测台和
卫生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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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方法以道德为基础
我们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部分基石是致力于确保我
们所有的活动都以一种道德、责任和透明的方式
进行。我们希望我们的员工和供应商履行这一承
诺，并确保我们为他们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

我们的员工是我们业务的核心，只有通过他们的
才能、知识和承诺，我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保
持领先地位。确保我们能够提供高质量和有竞争
力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充分满足高道德、环境和社
会的标准，这是通过敬业、装备齐全的员工以成长
的心态和对不断改进的渴望来实现的，并以不妥
协的方式达到这些标准。作为对这一承诺的回报，
我们确保我们的员工享有安全、尊重、公平和包容
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

我们完全支持联合国关于商业和人权的指导原
则。我们支持《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儿童权利公
约》、国际劳工组织（ILO）核心公约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跨国企业准则以及服装和鞋类
行业相关尽职调查准则。我们每两年做一次人权
风险评估，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所以在2020年
没有重复。上一次迭代显示，按国家和员工人数加
权后，我们员工的风险略有下降。由于新冠疫情流
行病造成的经济混乱，显然可能对多个国家的人
权产生重大影响，一旦我们的外部数据来源更新
了反映该流行病影响的指数，我们将在2021年尽
早更新我们的评估。

在2020年期间，大流行对我们集团内部审核
（GIA）团队提供正常现场审核时间表的能力产

生了重大影响。然而，该小组继续执行其审核方
案，进行远程审核。 他们在2020年完成了13次审
计（2019年完成了10次）。审核范围包括30个人力
资源审核领域，其中许多领域直接侧重于我们政
策的遵守或直接关注人权问题。在所有审核中，共
提出并纠正了24个问题（2019年为31个）。

正如我们在2019年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虽然我们
总是以最低工资或高于最低工资的标准向员工支
付工资，但我们开始根据“维生工资”方法对我们
的全球薪酬政策进行详细评估。这项工作于2020
年完成。我们发现，在少数国家，有些雇员的工资
低于该国或地区的相关维生工资基准。这些案件
都将在2021年得到解决，我们将继续以自己为基
准，以确保我们所有的员工都能获得相当于或高
于维生工资的工资。 

我们有一系列的政策和标准，涵盖了所有的道德
和合规问题，列出了我们对员工、供应商和其他合
作伙伴的期望。这些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的道德规
范、商业行为规范、竞争、反贿赂和反腐败以及我
们的供应商准则。我们坚持并追求2015年《英国
现代奴隶制法案》和2010年《加州供应链透明度
法案》的目标，并在我们的网站上发表声明，披露
我们在运营和供应链中防止现代奴隶制的措施。 

我们的关键合规文件培训周期为两年，涵盖道
德、竞争、法律和反贿赂和腐败，所有相关员工在
2020年期间通过更新的在线培训和测试系统进
行了培训。共有4200多人完成了培训。此外，所有
高级和面向客户的员工（超过4100名员工）都必
须自我证明他们继续遵守我们的道德规范。我们
有一个关于现代奴隶制的内部培训计划，该计划
于2019年在同一人群中实施。在2020年期间，这
项培训仅由新加入者进行，全年有近700人完成。

由于疫情对旅行和面对面会议的限制，我们以前
举办的高级管理人员现场道德研讨会受到了影
响。然而，我们通过虚拟会议使我们的“做正确的
事”计划保持活跃。主要的全球活动是在我们的内
部社交媒体平台上举办一个全公司范围的公开讨
论论坛。这是在10月21日全球道德日举行的，600
多名员工积极参与，主题是“大声说出来”。本次会
议采用职工大会的形式几乎于同一天在高士的
多个集群同时开展。这是我们第二年在全球道德
日举办这样的公司范围的参与性讨论，2019年会
议的出席率增加了20%。在长达一小时的会议过
程中，发起和开展了200多个不同的对话。事实证
明，这种以参与的方式建立直接接触和围绕重要
问题进行讨论的做法非常成功，我们将继续在这
一良好经验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我们的举报热线继续得到良好使用，共收到88起
举报事件(2019年119起)。并非所有人都完成了
调查，有22%的人提交了调查(2019年为30%)。

Gulden Cevik  
EMEA 集群培训经理

我们做到了 |  
新冠疫情期间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多年来，我们在土耳其实施了一项强有力的、屡获殊
荣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计划，并在业务中建立了广泛的
本地网络。然而，与其他许多方面一样，2020年对我
们的计划提出了新的挑战。

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敏锐地意识到，我们的女同事
可能会受到更大的潜在影响，她们可能会在隔离期
间承担更多的家庭负担，她们也可能遭受更多的家
庭暴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组织了由专家领导
的关于心理健康、情商和家庭暴力的额外培训课程。
员工及其家人都参加了这些会议，所有会议的反馈
都非常积极。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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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雇主
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所有的关键部门都被认证为
最佳雇主，或获得同等奖项。 我们2020年的计划
是让一些规模最大的单位获得认证，但由于这一
过程涉及到实地考察和员工面谈，整个计划因疫
情而不得不暂停。我们在巴西的业务部门能够在
年内更新其证书，但其他一些拥有证书的部门无
法更新证书。因此，目前在认证地点工作的员工比
例从2019年的19%下降到2020年的6%。尽管如
此，我们仍决心在2022年之前实现认证部门覆盖
80%的员工的目标，并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
划，即在2021年加速实现这一目标。

倾听我们的员工
从我们的员工那里获得直接和定期的正式反馈是
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
让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尽早发现问题。 我们有
一位非执行董事——Fran Philip，他是员工参与
的董事会代表，她与高士各部门的代表团队举行
了20多次虚拟会议，涵盖了我们的所有集群。她
还与我们所有的集群董事总经理举行了会议。

在2020年，我们计划开展一项全面的员工敬业度
调查，并通过一系列内部调查转向“持续倾听”模
式。不幸的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我们不得不
推迟全面参与度调查，以保护无法使用自己电脑
的一线员工的安全。不过，我们确实对使用电脑的
员工进行了一系列的内部调查。

在疫情的最初几个月，我们调查了他们对我们应
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如何，对我们的沟通方式是否
满意，他们是否有他们需要的物资，以及他们的健
康状况。所有的结果都是正面的。我们还进行了其
他一些内部调查，一项是为了测试对我们公司优
先事项的理解和一致性，另一项是针对我们的行
程，我们还了解了人们对重返办公室的感受。同
样，这些结果是正面的。这些调查得出的主要结论
是，虽然实现家庭和工作生活之间的健康平衡是
我们员工在家工作时面临的最大挑战，但超过三
分之二的员工希望在未来保持家庭和办公室工作
之间的灵活性，很少有人希望回到以办公室工作
为主的工作模式。因此，我们发布了一项新的灵活
工作政策，以满足员工的需求。

同样在2020年，我们还试用了一款新的员工移动
应用程序。作为我们更广泛的员工体验战略的一
部分，该应用程序有可能让我们直接与所有员工
以他们自己的语言进行双向沟通，并让他们能够
访问我们的自助人力资源工具，如年假预订。

我们支持希望加入工会的员工，到2020年底，我
们47%的员工是工会成员（2019年为43%），46%
的员工是集体谈判协议的成员（2019年为43%）。

社会责任

我们做到了 |  
数字化健康与安全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建设健康与安全方面的数字化
能力，这是我们广泛的创新活动范围另一个例子，我
们的创新活动并不完全专注于新产品开发。最初，这
是专门用于收集数据和报告事件，但最近，它在预防
措施领域有了更多的发展。虽然成功的最终衡量标
准显然是事故的数量，但这是一个滞后的指标，要确
保我们持续降低这一水平，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中精
力采取主导措施，确保工作场所和通勤安全。主动识
别危险、制定补救措施和培训都是通过我们的数字
平台进行管理的主要措施。 

在2020年期间，我们开始在工作场所摄像机网络中
使用人工智能（AI）来识别可能不安全的活动。这意
味着，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专业眼睛”永久地专注于
我们的活动，识别新的危险，确保既定的安全程序不
受捷径的制约。这个人工智能设施也帮助了我们 永
久监控新冠疫情安全措施的遵守情况，如社交距离
和戴口罩，并确定人们难以维持这些重要措施的领
域，以便我们能够不断改进我们的指导方针。我们有
明确的指导方针来定义这些信息的使用范围，保护
隐私和防止滥用。

Sean Alvarez  
集团健康、安全 
与环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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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促进多样性和包容性
我们的目标是促进一个包容、尊重和多样化的工
作环境。我们认为，应该鼓励和支持工作场所的各
种多样性。我们的员工来自60个国家（2019年为
60个），我们的高级管理团队中有31个国家（2019
年为31个）。我们定期跟踪我们的性别多样性，到
2020年底，董事会级别的女性比例为40%（高于
2019年的33%），任命了我们的第一位女性执行
董事，而在高级管理层，女性比例为23%（2019年
为24%）。

我们很高兴在2020年我们的巴西团队被公认
为是女性的最佳雇主。在汉普顿亚历山大评论

（Hampton-Alexander Review）：富时女性领袖
（FTSE Women Leaders）发布的一份报告中，高

士在FTSE250指数成份股公司中排名第45位 。

尽管新冠疫情大流行仍将继续，我们仍然致力于
增加劳动力的多样性。包容性在新冠疫情期间变
得越来越重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家办公，人们
保持联系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沟通
以及我们的学习区会议来支持这一点，并鼓励直
线经理定期与其团队保持联系。在我们在2020年
开办的所有培训课程中，我们确保男女员工都有
参与。此外，我们继续进行多元化和包容性网络会
议，并在下半年举行了两次。网络会议热闹非凡，
涉及的主题包括我们对“黑人的命也是命”原则的
支持，以及我们如何支持包容。

强调我们对多样性的承诺，我们很高兴在2020
年我们的巴西团队被公认为是女性的最佳雇主，
我们签署了英国工业联合会的“改变种族比例”，
这是一项提高英国企业中种族和民族参与度的
运动。

社会责任 

性别多样性

所有员工

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

男 女

58%

77%

60% 40%

4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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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增长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决定将所有的培训都转移
到网上。在2020年，我们的培训组合包括继续我
们最成功的长期计划，引入新的课程来补充这些
课程和特定的新冠相关课程。

2020年，我们的员工在Minerva（我们的数字学习
图书馆）的培训时间增加了40%。近3000名员工
参加了1700门课程，涉及13个主题，包括成长心
态和冲突管理。我们的管理能力发展计划也在继
续，EMEA和美国的两个团队参加了混合学习计
划，包括在线学习、网络研讨会、心理测量评估和
辅导。在2020年，我们的监管技能培训仍然有效，
并就12个主题（从“团队建设”到“与他人相关”）
进行了简短的网络广播。

我们以2019年推出的学习区概念为基础，通过这
种非常成功的形式，在2020年以七种语言提供了
280小时的培训。除了情商和合作谈判等一般主
题外，我们还提供了一些特殊的课程，如有效的远
程学习。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第一次将“高士家庭
的幸福”课程扩展到员工的家庭成员，以支持他们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工作。

今年的新内容是主题专家培训，这是一系列由内
部专家领导的点对点会议。我们在项目管理和数
据分析等主题上为300多名参与者举办了14次
会议。 

我们所有员工发展计划的基础是我们的绩效评估
流程。这用于确定员工的职业抱负和发展需求，从
而创建定制培训和其他计划。 它还对我们的一系
列规划过程形成了重要的输入，我们在这些过程
中寻求为所有领域开发内部人才库。

供应链责任
鉴于我们行业供应链的复杂性，我们认识到，仅
仅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确
保我们的直接和间接供应商也以符合我们的原
则、道德和可持续发展方法的负责任的方式运营。

我们已经按照计划在2020年更新并重新发布了
我们的供应商守则。主要的变化是对现代奴隶制
问题的关注增加，以及我们对环境的期望扩大，特
别是在减排方面。这次重新发布也是阐述高士在
守则实施方面的角色和责任的机会。在2019年期
间，我们开始从使用内部和外部审核团队监督关
键和高风险供应商合规性的混合模式转变为完全
使用外部审核机构的模式。我们此次审计工作的

合作伙伴必维国际检验局（Bureau Veritas）已使
用我们的模板完成了92次审核，但由于从4月份
开始的新冠疫情，该计划不得不暂停，因为我们
的大多数供应商（如我们）都不愿意有现场访客。 
该计划将在2021年继续实施。从审计到目前为
止，89%被评为良好或可接受，11%被评为需要
改进。没有工厂被评为高风险。所有确定需要改进
的供应商将在2021年重新审核。迄今为止，我们
已经停止与一个供应商的贸易，因为他们不符合
我们的准则。在他们确认不会对审计提出的问题
采取行动后，决定停止与他们交易。

我们供应商守则范围内的高度关键问题，不仅适
用于我们的一级供应商，而且也适用于我们的二
级及以上供应商。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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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就业概况

供应链支持

商业活动

集团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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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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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运营 71% 41% 59%

纺纱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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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士社区

捐赠了6亿英尺
的线用于生产个
人防护装备。

高士中国

高士中国的员工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抗击
Covid-19”的视频比赛。

比赛的目的是以创造性的方式吸引员工参
与，提高认识，并作为更广泛的社区的一部
分，帮助维护员工及其家庭的身心健康。录
像作品集中表现在家庭和工作环境中所做
的努力。

高士南美

合作伙伴帮助高士向阿根廷、哥伦比亚、危
地马拉和巴西的当地社区分发了 2，365 套
健康和安全卫生用品，并进行强化性的信
息教育。

高士北美

捐赠了300个高士水瓶给到当地的小学生，
以帮助其减少接触和使用饮水机。

高士越南

给岘港市和会安市的人们提供了300多个
安全包。

高士匈牙利

在乌杰佩斯特的管理人员参观了最近的小
学和 Twist Oliver 基金会，该基金会在高士
匈牙利 附近经营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高士管理层介绍了Covid预防措施，以帮助
提高人们的认识，并赠送了安全包。

高士印度

在我们安巴斯运营地所在的社区捐赠了洗
手站。

我们在社区分发了
7，500多个健康与
安全工具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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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社区 高士越南
2020年11月
高士 PHONG PHU
及其员工向位
于THUA THIEN 
HUE&QUANG TRI
省的越南委员会捐
赠了1350万美元，用
于在越南中部洪水
后的恢复。 

*高士哥伦比亚|巴西 2020年2月

作为南美洲“Coats Solidária” 方案的一部分，巴西和哥伦比亚捐赠
了 620 多件学校用品给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并在学校开展活动去激
励和启发儿童认识教育的重要性。

*高士印度| | 2020年3月

高士印度 与 Akshaya Patra 基金会合作，资助约 2，500 名学生，作为
基金会“午餐”方案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努力消除课堂饥饿，消除营养
不良，支持社会上处于经济弱势低位儿童的受教育权。

高士洪都拉斯 | 2020年11月
在2020年10月和11月洪都拉斯受到两次大飓风
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洪水给住房、生活和个人财
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居住在受影响社区的34名高士雇员的家属也受
到这些事件的影响。对此，高士 洪都拉斯公司向
失去全部财产的高士员工家属捐赠了冰箱、炉
具、气瓶、床和餐桌以表示支持。 

同时，高士洪都拉斯还与公园的领导人合作，在
公园内的设施中安置了 20 多个家庭。为受庇护
家庭提供了医疗、食物、衣物和睡垫等捐助物品。

*照片拍摄于疫情爆发前 *照片拍摄于疫情爆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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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共生

来自领导层的声音
虽然 高士最初的业务是以棉花为原料，但
多年来，我们的主要原料一直是涤纶等塑
料。一直以来，我们的目标是生产车缝用
线，这些线不仅可以持续到衣服的使用寿
命结束，而且通常会大大超过使用寿命。涤
纶是一种理想的材料，因为强度和弹性的
结合允许高速缝纫和超长的缝线寿命。然
而，我们也充分意识到涤纶的使用有缺点，
特别是当它不能被回收和循环使用时。

我们的目标是开发一系列产品，使我们的
客户能够设计带有明确的回收策略的服
装。在多数情况下，这将需要继续使用涤纶
线（虽然是回收而不是初始材料）的服装使
用涤纶织物。然而，它也要求我们开发的缝
纫线可以用于其他材料制成服装，特别是
棉花。我们已经在与供应链上的多个合作
伙伴合作来应对这些挑战。

废物管理的综合方法 

从2019年开始，我们决定采用欧盟的《废
物框架指令》和《欧洲废物目录》作为高士
跨地区废物管理的基础。在2020年期间，
我们将《欧洲废物目录》细化为含有35种不
同废物类别的《高士废物目录》，涵盖了高
士工厂中不属于商业产品的每一种材料项
目。全面推出《高士废物目录》要求我们重
新公布2018年的废物统计数据，并在此基
础上重新计算我们的目标。

到2020年，我们总共产生了1.76万吨垃圾。
而2019年为2.54万吨。尽管绝对垃圾量明
显受到产量下降的影响，但垃圾百分比在
这一年有了显著提高，从2019年的16%下
降到2020年的14%。

我们的废物分类显示，我们工厂的废物中
只有约20%与我们的产品直接相关，其
他数量较多的类别包括纸张和纸板包装
(18%)、污泥(21%)和塑料包装(13%)。在产
生的废物中，66%在内部回收或外部再用。
虽然我们有47%的废弃物已经成功地离开
了任何使用堆填区处理废物的地方，但余
下的大部分目前都进入了堆填区。

‘‘
ADRIAN ELLIOTT
成衣和鞋类总裁

扩大我们的回收范围 

在 2019 年初我们推出了第一批 Ecoverde 回收材料
涤纶线，其中只有少量的100 %涤纶包芯线，在2020
年我们大幅扩大了产品范围。现在包括了更多100 %
涤纶包芯线规格，这意味着所有服装部位都可以找
到合适的缝纫线。我们还扩大了基材的范围，包括棉
包涤纶，微纤蓬松线和绣花线。在2021 年我们的产品
范围将继续扩大，我们将会把再生材料应用于非高
端涤纶线中。

在我们努力实现到2024年100%高端产品使用回收材
料的宏伟目标之际，高质量可回收聚合物的供应将仍
然是最大的挑战。我们的产品要求最高水平的材料性
能，许多可回收的材料不适合我们使用。到2020年，我
们将继续开发和确定新的供应来源。从长远来看，我
们相信更多的循环材料流动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这将
在36和37页进行探讨。2020年，我们由回收涤纶制成
的高端产品比例为13%，较2019年的2%有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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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共生

只使用需要的原材料
在2020年，我们的产品使用了115,000吨原材料。
这种材料的大部分是我们用来做线的纤维。我们
95%的产品是由塑料制成的，主要是涤纶，5%是
棉花。我们所有的塑料制品都是油基的，目前大部
分都是原始来源，但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正在迅
速转向回收材料。

我们正在迅速转向回收材料。虽然我们知道在开
发生物塑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但我们关注分
配更多土地用于纺织纤维生产的环境和社会影
响，并相信未来的机会在于纺织和纺织回收，如
下所述。

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使用的一小部分棉纤维所涉及
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并支持专注于管理这些风险
的全球合作，包括“更好的棉花计划”。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禁止从高风险地区采购棉花。在我们的
产品范围内，我们有非常少量的动物制品。这仅限
于占我们销售额0.01%以下的羊毛产品，我们会确
保负责地采购这种材料。我们有专门的动物福利
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产品规格的建立是为了确保产品适合不

同的用途，而不是为最终使用而过度设计。这意味
着我们生产或销售的材料不会超过客户的需求。
我们还注重确保间接材料的使用最小化。这在包
装领域尤为重要，因为我们购买的材料和我们出
售的产品都需要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包装来保护
它们。我们与材料供应商一起解决上游问题，与下
游客户一起合作，找到最小化包装的方法，并在仍
有必要的情况下，确保这些可以重复使用或回收。
例如，最近我们与美国的一家纤维供应商合作完
成了一个项目，用纸板代替了难以回收的原始泡
沫塑料包装，纸板已经回收，可以很容易地再次回
收。2019年，我们在斯里兰卡启动了一个项目，探
索如何去线锥筒上的塑料袋。锥袋是必要的，因为
有许多客户所在地，灰尘污染仍热是一个问题。通
过与客户的密切合作，我们发现很多深色系产品
可以不带包装袋发送，因为灰尘弄脏棉线的风险
很小。我们的下一步是看看能否用可降解袋替换
掉所有剩余的包装袋。我们原计划在2020年初进
行试验，但由于新冠大流行造成的破坏，该项目不
得不推迟，目前已经重启。另一个重点领域是缠绕
线的塑料线锥。根据所面临的物流挑战，我们有两
种方法。如果可以返回空的线锥，那么我们将会使
用更结实的线锥以确保可以更多次的循环使用，
如果它们被损坏，那么可以作为材料回收使用。在
使用后无法恢复锥体的情况下，我们对锥体进行
设计，使其使用尽可能少的材料。

使其发生 |  
过渡到回收原材料 
新冠大流行之前我们一直在精心的管理回收涤纶系
列产品的增长,平衡供应限制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但
我们2020年的结构性扩计划很早受到了2月份中国
工业活动暂停的影响。这在我们的供应链上造成了
一个直接的漏洞，无论是上游供应商还是我们自己
的加工能力。我们立即组建了一个团队，将供应链和
商业团队同事聚集在一起，管理这些产品的所有方
面的供应和需求。

随着工厂关闭接连对不同国家造成冲击，供应紧张
迅速引发了需求的巨大波动。通过管理日常的供求
关系，并与供应商和客户进行清晰和频繁的沟通，我
们能够确保将干扰降到最低，以确保客户能够继续
生产他们的服装。随着工业活动在第一波浪潮之后
再次回升，通过努力寻找更多的材料供应来源，我们
能够使我们的项目回到实质性增长的轨道上来。

Alison Harris  
新产品供应链协调员

使其发生 |  
实施共同废弃物目录 
我们在欧盟运作的工厂非常熟悉欧洲废物指令以
及该指令所要求的非常全面的废弃物目录和管理
方法。在 2019 年，我们决定将这一方法作为高士废
弃物管理的基础，因此在 2020 年期间，我们开发了
一个 《高士废弃物目录》，该目录以欧洲目录为基
础，但将范围缩小到我们运营中最常见的 35 种废
弃物类型。

我们对我们所有的员工和所有工厂进行了新系统培
训，然后重新汇报了2018年的基准年的废物报告，以
确保其在新目录代码下的准确性。这样一个重大的
重新分类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些问题，我们确定了
一些历史记录不全面的领域，因此进行了修订。我们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系统，可以更详细地捕捉废物产
生和处置的细节，这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跟踪我们
正在进行的减少废物活动的成果。

Gyongyi Szecsi  
环境与法规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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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共生––循环

线性纺织工业
目前纺织工业的大部分运作是线性模式的，即自
然生长或合成的原始纤维被加工成纱线，接着被
制成织物最后生产为成品。这些成品被销售给终
端消费者，然后在使用寿命结束时被直接处理掉，
主要是被当成废弃物。在有些地区，每年有1亿吨
物料作为新的原始材料被应用到该模式中并最终
产出数量巨大的废弃物。这是一种固有的不可持
续和浪费的商业模式。

未来的典范
许多品牌一直试图通过使用非新原材料、延长服
装的使用寿命以及试图在服装使用寿命结束时回
收服装来重塑这一模式。这些都是很好的举措，可
以作为行业内更具可持续性发展的良好范式。供
应链上的许多公司目前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是将
废弃的纺织材料重新加工成新的纺织产品，从而
建立一种循环模式，避免不可持续地产生新的原
始纤维，同时解决目前存在的报废问题。这是高士
致力于实现的愿景，我们已经在采取措施，在未来
复杂的循环供应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需要克服的挑战
要实现从废弃纺织品到新纤维的循环并非意味着
一系列琐碎的挑战，在工业流程得以建立之前，仍
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该行业的大量杰出工作表明，
现在至少有一个新开发的流程路线图可以克服其
中的许多挑战。然而，我们必须强调，仍有大量的
技术和工业障碍有待解决。

大多数纺织产品中含有不止一种纺织材料，而且
许多产品中也有非纺织部件，如纽扣或拉链。利
用设计新的服装促进再加工可以有助于减少这个
问题的发生，但它永远不会完全消除。能够检测
产品中材料的自动分拣过程处于正在开发和试
验之中。去除非纺织部件目前仍是一个高度手动
且昂贵的过程。

一旦材料被分类和分离，就可以采用不同的回收
工艺。迄今为止，大多数纤维回收都是通过物理
方法完成的，这一过程会逐渐降低纤维的等级，
这意味着在纤维降解到不能再加工之前，真实的
循环加工在一到两个周期后将无法继续进行。一
些公司已经开发了天然和合成材料类型的化学
后处理技术，这些工艺的首次批量工业试验目前
正在进行。

循环过程中线的挑战
线在成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一般在1-2%左右。
目前，大多数线都是由聚酯纤维制成的，无论衣服
的材质是棉、聚酯纤维、棉核聚酯纤维的混纺还是
其他纤维。这意味着线的材质通常与产品的其他
部分不同。再小量的材料与不同的材料结合后都
会对线的循环回收带来额外挑战。

此外，缝纫线和它们接缝的部分已经发展到非常
耐用的程度。在大多数情况下，线缝的寿命比衣服
的材料长得多。这又是一个额外的挑战，尤其当涉
及到选择性拆卸接缝，例如拆除非纺织元素，这也
是目前人工成本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高士循环战略
我们相信，我们必须开发和提供设计产品，使线从
回收挑战的一部分变成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未来
的服装必须设计成易于回收的，我们的承诺是从
三个方面来实现这一点。首先，我们提供的线必
须能够在材料类型方面与织物匹配，这样线就可
以使用与织物相同的化学工艺进行回收。其次，
我们提供的线必须可轻松和低成本地完成拆卸
接缝。第三，我们必须尽可能用可回收的纺织材
料开发这些线。

合作
只有通过多方合作才能确保新的供应链在未来
可实现循环模式。为了使高士能够积极参与该项
目，我们加入了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该基金会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不同行业开发循环模型，是
目前纺织行业在这一领域的主要组织。我们相信，
通过将我们目前的产品开发和我们的创新能力
带入这个合作项目，将有助于加速我们的行业急
需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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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全球循环流程

可持续共生 ››

纤维生产
聚合物切片被熔化和挤压以生产连续的纺
织长丝。这些纤维可以切割成短纤维，类似
于棉花，或者留作连续的长丝纱线供使用。

腐殖质、
二氧化碳、水
生物降解的最终结果是释放出水和
二氧化碳，并留下丰富的腐殖质，可
用于丰富土壤，供将来种植作物。

生物降解
生物降解主要是由微生物作用在纤维上引
起的。这可以在有氧或厌氧条件下以及不同
的温度下发生。一些通常被认为是技术球材
料的合成聚合物现在可以被生物降解。

纤维素材料分级
根据质量和条件对物料进行分类是重要的，以确保废料流尽可能一致。这将
越来越多地由自动化过程来完成。在这个阶段也可以去除非纤维素元素。

塑料解聚
聚酯纤维可以分解成前体，如对苯二甲酸(PTA)
和单乙二醇(MEG)。这样就可以去除杂质，如染
料，这就意味着从随后的再聚合中得到的聚酯的
质量并不取决于所使用的聚酯原料的性能。

棉花种植
棉花种植需要大量的水，除非是有机的，否
则往往会使用大量的杀虫剂。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棉花种植的管理方案，以便负责任地管
理棉花种植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纤维生产
高质量的纤维素纤维通常是通过
Lyocell工艺生产的，通过Lyocell
工艺，使纸浆溶解，然后在干/湿纺
纱过程中通过纺纱网挤出。

清洁和制浆
用于回收纤维素材料的制浆过程与已
有的用于回收其他纤维素材料（如纸
张）的工艺没有太大区别，但通常需要
一些额外的纺织机械工艺来辅助制浆。

再聚合
这一步需要生产具有与原始聚合物相

同的性能新的聚合物芯片。对于最常
见的纺织聚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

酯- PET)来说，这意味着重组前体。

纺织品生产

分销与零售

废料分类

消费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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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我们通常每两年更新一次重要性评估，上一次审
查在2019年底进行，因此下一次计划审查将在
2021年底进行。随着新冠疫情在2020年的发展，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事件及其所有影响将对
我们产生实质性的重大影响。关键点是我们的利
益相关者和我们的商业目标的相关性必然与疫情
前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曾考虑在2020年更新重
要性评估，以试图明确这一改变。但因我们认为疫
情的全面影响可能还不明显，因此最终决定推迟
到2021年年初更新重要性评估结果。

这一评估过程已经在进行中，将于第二季度完成，
以便在下半年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审查。我们采
取的方法类似于2019年的审查，我们将根据每个
问题与高士的三个商业目标（即盈利销售增长、提
高生产率和价值交付）的相关性及其对我们每个
关键利益相关者群体（即员工、客户、股东、环境、
社区和供应商）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

同时，以下是我们2019年评估的主要问题。我们预
计，疫情最重要的影响将是社会因素，但我们也认
识到，由于潜在的趋势，气候变化等问题在2020年
变得越来越重要。

可持续性管理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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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领导层的声音
可持续性主题一直是高士运营的核心。然而，在2018年制定新的可
持续发展战略之前的工作中，我们充分捕捉到许多隐含的假设，并
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明确相关要素。这一过程对整个组织保
持完全一致并致力于实现战略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需要我们每个高士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 

通过制定该战略，我们提高了透明度，改善了关于可持续性的
沟通，这也使我们更容易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建立明确的
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

‘‘
ANDREW MORGAN
可持续发展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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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领导层的声音
可持续发展是2021年投资机构的首要议程，因为
那些投资于其基金的机构需要管理更多的资金和
承担更多的责任。高士长期以来一直站在可持续
发展的最前沿，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确切地知道
我们被评判的标准，以便我们能够帮助那些研究
我们的人尽可能做出准确的投资决策。因此，无论
是现有股东还是潜在股东，与个人投资者围绕可
持续性展开合作都是关键——这是高士明年投资
者关系的一个重点。

. 

治理和管理
可持续性是支撑我们一切努力的基础。我们的战
略需要整个组织的参与和支持，我们的目标是将
可持续性作为我们大多数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目标
的一部分。可持续性贯穿于我们业务的全过程，并
融入到我们的每一个决策中。 

董事会对我们的可持续性战略和业绩负最终责
任，该方案由我们的集团首席执行官和整个集团
执行团队（GET）支持，他们负责确定方向、监测可
持续发展方案的业绩和长期成功。我们的战略交
付由我们的可持续性负责人承担，负责管理我们
的可持续性交付团队（SDT）。本团队由首席法律风
险官和集团公司秘书、总裁、业务运营部总裁和服
装鞋类总裁，所有GET成员组成，并汇集来自整个
企业同事提供的经验和依据专业知识所做出的正
确决策，以有效和高效的方式继续实施我们的战
略。SDT定期开会，并创建不同的子项目组，以便在
需要时集中精力执行特定项目。

利益相关者参与
认识和理解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及其观点对于指导
我们的业务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方法具有重要作
用。与他们接触和交流有助于我们识别重要问题，
并帮助我们制定正确的应对措施。 

我们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我们的员工、我们的
客户（服装和鞋类行业以及购买或指定我们的线和
性能材料的品牌）、我们的性能材料客户、我们的股
东、总体环境、我们运营的社区以及我们的供应商。

每个利益相关者对我们的业务都有不同的期望。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努力通过全球和地方两级的许多
不同渠道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我们的利益相关
者以及可与我们建立联系的方式在我们的网站上
有更详细的说明www..com/sustainability.

‘‘
VICTORIA HUXSTER
投资者关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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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总结

目标领域 指标 单位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8 
年重述1 2019 2019 

年重述1 2020

总用水量 百万立方米 8.3 8.3 8.2 7.9 7.7 7.8 7.4 7.6 5.9

水强度 升/千克产量 127 121 118 112 92 83 90 83 78

%循环水 % 2% 4% 8% 11% 20% 20% 24% 23% 22%

%市政供水 % 41% 39% 36% 37% 36% 37% 36% 37% 39%

%地下水水源 % 27% 26% 27% 24% 24% 23% 21% 21% 21%

%天然河道和水库水 % 30% 30% 28% 28% 20% 20% 18% 18% 18%

运营中使用的总能源 百万千瓦时 858 833 829 823 792 873 770 845 676

能源强度 kWh/kg产量 13.2 12.2 11.9 11.5 9.4 9.2 9.3 9.2 8.9

使用的不可再生电力 % 31% 32% 30% 29% 29% 35% 31% 36% 35%

使用的天然气 % 33% 33% 35% 34% 33% 28% 31% 27% 29%

使用的原油 % 11% 6% 6% 7% 5% 5% 5% 4% 4%

使用的煤炭 % 0% 0% 0% 0% 0% 0% 0% 0% 0%

使用的可再生能源 % 25% 29% 29% 30% 32% 32% 32% 33% 31%

%可再生能源证书涵盖的电力 % – – – – – 4% – 5% 6%

%废水排放量 % 87% 80% 79% 77% 68% 69% 62% 62% 67%

环境诉讼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符合ZDHC的废水 % – – – – – – 63% – 74%

污水处理厂及技术投资 百万美元 3.4 0.9 1.6 2.2 3.6 – 4.6 – 1.5

总碳足迹 千吨二氧化碳当排放量 322 305 319 311 288 303 275 289 233

范围1排放足迹 千吨二氧化碳当排放量 81.5 67.8 70.9 71.8 64.5 67.1 58.3 61.1 49.2

范围2排放足迹（基于位置）⁴ 千吨二氧化碳当排放量 240.4 237.6 247.6 238.8 223.9 236.2 216.4 228.3 183.3

%范围2可再生能源证书涵盖的排放量 % – – – – – 4 – 5 6

排放量强度（基于位置） 二氧化碳排放量 kg/kg产量 4.9 4.5 4.6 4.3 3.4 3.2 3.3 3.2 3.1

排放值强度（基于位置）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百万美元销售额 210 208 219 206 204 2005 198 1925 200

水
高效管理

宝贵的资源

能源
可持续未来的 

可再生能源

废水和废气 
致力于创造更 

清洁的世界

目前，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数据尚未得到外部验证。我们打算在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一年内，ESG
的披露将受特定的外部保证程序和为支持这一目标而已开展的内部审查程序的演变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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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总结

目标领域 指标 单位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8 
年重述1 2019 2019 

年重述1 2020

固定员工人数² 数量  19,204  18,985  19,079  19,419  18,239 –  17,725 – 17,943 

长期雇员平均任期 年数 – – – – 10.3 – 11.1 – 10.3

长期员工流动率 % – – – – – – 25% – 20%

临时员工人数 数量 – – – – – – – 3,163 

%女性永久雇员 % 40% 41% 40% 41% 39% – 41% – 42%

%女性高级管理人员 % 19% 19% 21% 22% 23% – 24% – 23%

%女性董事会成员 % 13% 11% 22% 30% 30% – 33% – 40%

员工敬业度得分 % 81% 83% 83% 83% 83% – N/A – N/A

安全培训 工时/员工 – – – – 28 – 29 – 23

经OHSAS 18001认证的场所 数量 – – – – – – 9 – 7

经ISO 45001认证的场所 数量 – – – – – – 3 – 4

险情报告 数量 – – –  1,583 1,485 – 1,900 – 1,320 

未遂事故报告率 数量/100 FTE – – – 5.4 5.2 – 7.0 – 6.1 

危害报告 数量 – – –  33,112 41,583 – 39,471 – 35,083 

危险报告率 数量/100 FTE – – – 114 145 – 146 – 162

已完成的改进措施 数量 – – –  36,014 41,034 – 46,377 – 39,689 

改进措施完成率 数量/100 FTE – – – 124 143 – 172 – 183

工作相关事故率 事件/100 FTE – – 0.56 0.56 0.62 – 0.50 – 0.59

可记录事件数 数量 – – 163 163 178 – 134 135 128

每次事故平均损失天数 天数 – – 12.4 14.7 10 – 12 12 13

事故损失总天数 天数 – – 2,015  2,320 1,778 – 1,650 1,672 1,669 

工作相关死亡人数 数量 0 0 0 1 0 – 0 – 0

健康与安全诉讼 数量 0 0 0 0 0 – 0 – 0

通勤事故率 事件/100 FTE – – – – 0.33 – 0.42 – 0.37

通勤事故数 数量 – – – – 96 – 114 – 80

社会责任
安全和可持续的
工作场所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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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总结

目标领域 指标 单位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8 
年重述1 2019 2019 

年重述1 2020

%拥有“最佳工作场所”或同等证书的员工 %劳动力 – – – – – 19% 6%

受集体协议约束的永久雇员 % – – – 38% 37% 43% 46%

作为工会成员的永久雇员 % – – – 34% 38% 43% 47%

员工多样性 国籍数 – – – 68 63 60 60

高级管理人员的多样性 国籍数 – – – 43 32 31 31

%来自回收材料的优质聚酯销售额 % – – – – – 2% 13%

产生的废物总量（m³） 吨 – – – – 12,232 24,092 12,450 25,401 17,610

%材料浪费总量 % – – – – 9% 15% 9% 16% 14%

重复使用或回收的废物 %浪费 – – – – 73% 73% 71% 69% 66%

%零垃圾填埋单位 % – – – – – 67% 65% 47%

高士采购的总材料 吨  132,694 136,249 146,394 138,589 136,705 139,399 142,398 144,802 115,302

高士产品中使用的材料 吨  87,002 90,444  95,261  93,268  91,431 94,125 102,287 104,691 78,996

员工完成合规培训 数量 >4,000 >4,500 >4,500 >4,500 >4,000 >4,000 >4,200

完成现代奴隶制培训的员工 数量 – – – – – 3828 699

染色颜色数 千 156 164 162 171 174 176 158

生产的染料批数 百万 3.5 3.6 3.7 3.9 3.8 3.8 3.1

产生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 百万美元  1,033  1,558  1,459  1,501  1,543  1,396 1,166

%分配给供应商的经济价值 % 65% 65% 63% 61% 62% 60% 62%

可持续共生
保护我们的地球

其他

社会责任（续）

¹ 在可能的情况下，对2018年和2019年进行重述，以包括在2020年1月收购的HP Phar。这是为了保证比较的一致性。
² 永久员工人数包括在中国运营的合资企业，因此这些数字与年度报告中的法定员工人数不完全一致。
³ 随着高士废弃物目录的完成，废弃物总量中增加了额外的废弃物成分，导致2018年和2019年数字的重述（除了包括HP Pharr）。
4 该计算基于国际能源署购买电力的国家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换算系数和其他第2类能源购买的能源支出计划换算系数。
5 2018年和2019年已重述，包括HP Phar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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