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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小时运行的指挥调度
中心，可以实现服务响应、服务
调度、服务监管、应急指挥等四
个功能。 尤其是应急指挥方面，
可借助网络、电话、无线接入、红
外线跌倒报警装置、视频监控系
统等各种科技通讯手段，对突发
事件的处理提供全程跟踪、应急
支持等服务。

用“智能化”陪伴“老龄化”，
联想让安度晚年不再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
一个也不能少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
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

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
的权利，残障人士同样应该收获
社会发展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而这离不开观念、信息、
服务和设施无障碍环境的打造。

2021 年 9 月， 携手 DXC
technology 公司， 联想与世界著
名机器人科学家彼得·斯科特 -
摩根(Peter Scott-Morgan)博士以
及其慈善基金会宣布达成合作。
此次合作将利用最 新的硬件、软
件和人工智能科技，为残障、疾病
以及相关人士开发辅助性技术
解决方案，提供技术支持。

联想发布的《2020/21 财年
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承
诺，到 2025/26 财年，75%的联想
产品将通过包容性设计专家审
查，以确保任何人都可以无障碍
使用联想设备。

“我们有责任尽可能地以强
大的技术来创造更多的新机会。
这也是我们秉承‘智慧科技为每
一个人’理念的实现。 ”联想集团
首席多元化官兼联想基金会主
席卡尔文·克罗斯林强调。

坚持生态优先
用心呵护地球家园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没
有青山绿水，谈不上高质量发展
和美好生活。 实现可持续发展，
需要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
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

作为一家全球化的高科技
制造企业，联想一直在思考，科技
企业要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的力
量，助力打造一个绿色、协调、低
碳、共享、更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
行而不相悖。 ”

天地运行自有规律，发现规
律并运用，科技的发展可以让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2月 13日， 一名冰雪运动员
正准备参加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
障碍技巧资格赛， 组委会却提前
宣布将该项赛事延期至 14日。 突
发情况背后， 是北京市气象局精
准预测了比赛场地的天气变化，
避免了因为恶劣天气对运动员和
工作人员造成的干扰甚至伤害。

做到这一点，离不开科技的
力量———联想为北京市气象局
搭建了一套由 800 台服务器组
成的高性能计算系统， 满足了
7×24 小时无休的天气、 气候及
环境气象业务应用需求。

相较于此前的冬季体育盛
会每隔 15 分钟更新一次的气象

数据，北京冬奥会可以做到每隔
10 分钟更新一次。

这背后，联想掌握的世界先
进的温水水冷技术功不可没。与
数据中心建设中广泛采用的
利用室外机+冰水机的冷却系统
输出冷气对机房服务器进行散
热方式不同， 温水水冷是以
18-50°C 去离子水作为冷媒，使
用间接液冷方式 ， 对服务器
CPU、内存、硬盘等主要部件设
置微通道进行散热冷却，可以大
幅度降低空调用电和服务器风
扇能耗， 将数据中心 PUE 电能
使用效率值降低到 1.2 以下，实
现每年超过 40%以上的电费节
省和排放降低。

使得北京市气象局在核心
算力提升近 20 倍的同时， 年用
电减少了近 200 万度。

目前， 联想集团已经在中
国、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德
国等国家打造了一系列新一代
绿色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这些绿
色计算基础设施正在显著降低
能源消耗， 大幅提高计算密度，
延长数据中心生命周期。

除此之外，联想还开发了一
系列绿色制造工艺：通过可降解
竹及甘蔗纤维包装等技术创
新，仅在 2020/21 财年，包装物
料消耗量就减少 140 吨；用自锁
底结构包装替代塑料胶带封箱，
每年可减少塑料胶带使用约
200,000 千米； 在联想产品上全
线应用废旧塑料再生技术，总计
减少碳排放约 6 万吨，相当于种
300 多万棵树……

“天不言而四时行 ，地不语
而百物生。 ”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
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长江江豚是长江生态系统
的旗舰物种,保护江豚是我国推
进“长江大保护”战略、长江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

为了守护江豚最美微笑，联
想发挥所长，以捐赠的方式为天
鹅洲保护区提供集硬件、软件与
服务于一体的“新 IT”智慧生态
保护解决方案，解决保护区长期
面临的数据安全、数据存储与数
据管理等痛点。

联想从四个维度提升了保
护区的数字化、 智能化水平：搭
建本地数据中心，为保护区数据
资料提供更长的保存时间和更
安全的存储方式;搭建统一数据
管理平台，提高信息调度及管理
水平； 搭建智慧化监控数据大
屏，数字化多维度展示保护区成
果；并为未来进一步通过人工智
能识别、监测江豚种群奠定良好
数据基础。

借助这一系统方案，管理人
员能够实时监测保护区内的江
豚活动信息，比如保护区内检测
到雄性、 雌性江豚的实际数量，
江豚的年龄分布，水文、天气的
实时数据信息等，能够帮助工作
人员灵活做出管理决策。

“生物多样性与每个人的生活
息息相关。 联想一直在探索如何
从新 IT的优势出发，用科技的力
量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性
和效率， 打造可复制的智能生态
保护范例， 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乔健表示。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
我为一。 ”

人的生产生活只有融入自
然，才能实现和谐发展。

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路径
中，智慧城市的绿色发展是必经
之路。 通过整合大数据、人工智
能、5G互联网、 物联网和云计算
等多方面技术，联想用绿色智城
解决方案为“双碳”战略下的智慧
城市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在北京东部的重镇香河，联
想以“廊坊香河绿色云计算中
心” 项目为核心， 正在打造涵
盖城市智慧管理、智慧政务以及
极具香河特色的“智慧家居”等
新型智慧城市多个领域的“智慧
香河”。

在北京延庆，联想为延庆能
源互联网绿色云计算中心提供
数据中心建设的顶层设计方案、
项目总体集成服务、项目整体运
维服务。 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
延庆区发展智慧城市、智慧交通、
智慧政务、智慧园区提供业务支
撑和保障平台，为中关村延庆园
高端企业聚集提供技术支撑和
服务保障, 支持延庆及北京地
区经济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厦门，联想智慧服务与合
作伙伴联合打造的“e 政务”，整
合了公安、人社、医保、公积金、市
监等 12个部门 113项服务事项，
打通百姓办事最后一公里，将政
务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联想不仅仅做技术，更提
供有温度的服务，陪伴我们的城
市管理者完成城市智慧化的过
程。 ”联想集团副总裁、中国区方
案服务业务群总经理戴炜强调。

推动行业发展
大步迈向责任未来

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突飞猛进，为制造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供
了历史机遇。

作为一家源于北京、立足中
国的全球化企业，联想一直致力
于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创
新，做低碳转型的先行者与技术
赋能者，带动行业不断向前。

新的理念和目标是行业高
质量发展的前提

联想坚信———惟有依靠技
术与创新，抓住新的产业革命的
机会，以创新驱动增长，才能实现
低碳，乃至零碳的跨越式发展。

2009 年， 联想制定可持续
发展策略， 加入联合国全球契
约组织。

2010 年，联想对外承诺温室
气体减排目标———以 2019/20

财年为基准， 将范围 1 和范围 2
的温室气体减排 20%。

2015 年，联想将目标提高到
减排 40%。 2019/2020 财年，联想
实现十年减少 92%温室气体排
放的成绩， 大幅度超额完成了
2010 年定下的目标。

2020 年， 联想在连续 15 年
发布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基
础上，升级发布 ESG 报告。

2021 年， 在连续 10 年获得
恒生可持续发展企业指数 AA级
后， 联想评级首次跃升至 AA+，
取得 IT行业企业最高评级。

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联想
又为下一个十年制定了更高的
目标：希望到 2030 年，实现公司
运营性直接及间接碳排放减少
50%、 部分价值链的碳排放强度
降低 25%。

此外，联想还在积极评估长
期减排方案， 力争到 2050 年达
成净零排放， 为实现我国“2030
碳达峰、2060 碳中和”、为全球控
温 1.5°C 贡献联想力量。

不断提高自我要求的联想为
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
考， 重视 ESG和可持续发展，成
为越来越多企业的主动选择。

新的技术和方案是行业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

联想力行———充分运用自
身转型经验，为各行各业的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赋能。

在合肥联宝工厂，联想在个
人电脑制造环节使用了独创的低
温锡膏工艺， 焊接温度较传统方
法 降低了约 70°C，有效解决了
困扰电子产品制造的高热量、高
能量、高碳排放难题，可节省高达
35%的碳排放。 2021年， 联想有
2270 万台采用低温锡膏工艺生
产的笔记本电脑出货， 成功减少
4740公吨二氧化碳排放。

这项工艺不仅适用于联想，
也可以广泛地应用于所有涉及
印刷电路板的电子行业制造流
程， 联想从 2018 年起就在行业
范围内进行了免费推广，带动其
他企业共同减碳。

在目前行业内的众多绿色
节能技术中，联想的绿色数据中
心解决方案正在持续引领行业
的发展趋势。

作为行业内的技术领先者，
联想联合行业权威专家、企业制
定了一系列技术标准和测试方
法。 2021 年， 联想参与起草的

“《数据中心液冷服务器系统总
体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等 6 项
团体标准”荣获“2021 年度中国
通信标准化协会 CCSA 科学技
术奖”。

联想的低碳实践还被收入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首份《企业

碳中和路径图》报告，作为数字
信息产业的全球先进企业实践
案例，为其他企业付诸实践提供
参考。

当自身运营达成零排放以
后， 联想将目光转向了整个行
业， 之前积累的经验和标准，溢
出至一级、二级合作伙伴以及供
应链上下游， 由点带面一起减
碳， 同时搭建起绿色供应链体
系，提供供应、生产、物流、回收、
包装五个绿色管理维度方案，以
及绿色数据平台建设，引导和带
动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实现低碳
转型。

联想自主研发名为“全生命
周期技术方案” 的设计方案，从
原材料的使用到整个生命周期
的生产、回收、运输、物流、使用
的全过程中， 搜集资源使用数
据、碳排放数据、温室气体排放
数据，人体毒性数据等。 通过绿
色低碳建设和 ICT 技术的结合，
达到绿色技术和绿色设计的一
体化，为后续低碳转型进行数字
积累和平台服务。

目前，这套方案不仅在联想
供应商中广泛应用，还赋能汽车
制造、石油石化、能源电力、电子
制造等多个行业 300 多家领军
企业，在降本增效的同时，向零
碳转型。

联想是国内少数把重要供
应商名单公布在自己官网的企
业之一，也是首个登上 IPE 绿色
供应链地图的 IT 品牌。 目前联
想采购额度 91%的供应商设定
了公开的减排目标， 采购额度
83%的供应商对减排数据进行了
第三方验证，采购额度 72%的供
应商设定了可再生能源目标，采
购额度 82%的供应商跟踪并报
告可再生能源生产和购买情况。

作为国内首家完成设立科
学碳目标的企业，也是目前唯一
一家高科技制造企业，联想在积
极探索不晚于 2050 年实现净零
排放的目标。 与此同时，联想还
一直致力于带动供应商共同加
入科学碳目标倡议并做出承诺。

2020/21 财年， 占采购额
24%的供应商已承诺加入科学碳
目标或设置科学碳目标。 未来，
联想计划实现采购额 95%的供
应商能够参与科学碳减排活动。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 联
想在国家的培育下， 用 38 年的
持续奋斗，将自身发展与社会福
祉紧密联结起来。 新的发展阶
段， 联想将承担起更高的使命，
“我们将认真倾听客户声音，与
合作伙伴携手共赢，与社会各界
形成畅通的沟通机制，共同构建
一个科技创新驱动、持续服务客
户、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未来！ ”
杨元庆强调。 （王勇）

（上接 1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