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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快速地改变着人们所生存的现实世界，这种改变不

仅仅作用于经济、社会，也包括最基本的自然环境。

一方面，高速发展的数字化进程牵引着ICT基础设施不断变得更宽、

更快、更智能，但支撑ICT基础设施及其联接终端的运行也带来巨大的能

源和资源消耗。如何在数字时代实现能源和资源效率最大化，在保障网络

性能和用户体验的同时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最小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是整个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也给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出新的可

能性。在华为发布的“2025全球产业愿景”中可以了解到，预计到2025

年，ICT产业平均每联接的碳排放量将降低80%，ICT产业带来的全球节

能和减排量，将远超其自身的运行能耗和碳排放量，ICT将成为全球绿化

的重要使能技术，带来的全球节能减排量增长约11倍。

风险与机遇并存，但机遇大于风险，这是华为对于数字变革将如何影

响地球生态环境的基本判断。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尽力降低环境影响风险

的同时，通过数字技术创新为地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FSC认证的彩盒纸张都源自于那些

管理良好、符合可持续管理原则的

森林，我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的

道路上迈出了最有力的一步。2018

中的碳排放。2018年初试点了复用

物料中转过程中的中箱来作为产品

发货纸箱，2019年该项目将应用于

所有发货产品，预计每年可减少碳

排放1094吨。同时对中箱材质进行

了改善，在满足产品装配要求的前

提下，对纸箱进行了减重设计，单

绿色产品

华为长期致力于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到产品

开发的全生命周期，积极管控有害物质的使用，在产

品设计中不断探索，持续推动开展节能设计；面向未

来网络技术和架构演进，研究节能创新解决方案，提

升产品能效，减少碳排放；通过提供一流的高能效产

品，推广绿色ICT的综合解决方案，促进各个行业的节

能减排。同时，华为将循环经济理念融入产品环保设

计（Design for Environment）中，从原材料的选

取、加工、用户使用以及产品生命周期后的废弃物处

理等方面进行了全生命周期的考量，竭尽所能减少对

环境的影响和破坏。

华为面向绿色产品的设计

原材料获取阶段：

 • 无害化选材，降低产品废弃后对环境的影响

 • 提高可回收材料和二次材料使用比例

 • 产品减量化设计，功能满足前提下减少原材料使用

使用阶段：

 • 产品寿命延长设计

 • 产品模块化与平台化设计，可升级、易维修，提升

产品使用率

生命周期结束阶段：

 • 产品易拆解设计，尽量避免永久性连接，高价值模

块要实现无损拆解

 • 积极研发报废产品拆解再利用方案，对可重新利用

的材料进行分类处理并投入到再加工中，提升回收

产品和原件的再利用率

 • 不同材料易于分离处理

产品环境影响评估 (LCA) 

华为使用ISO 14040，ISO 14044全生命周期方法

对产品的环境影响进行量化评价。通过产品LCA评估，

可以帮助我们量化不同产品平台的环境影响，识别产品

环境设计改进机会，包含原材料选择、制程工艺优化、

Mate 20 彩盒包装

HUAWEI WATCH GT

复用的纸箱

华为从2013年开始在手机产品

中使用生物基塑料。生物基塑料在环

保方面具有传统塑料无法比拟的优

势，其原料从植物中获取，不需要消

耗生产传统塑料使用的不可再生资

源—石油，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既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又保护地

球不可再生资源。

2018年华为继续扩展生物基材

料的应用，除了在P20、P20 Pro、

Mate RS、Mate 20、Mate 20 

Pro、Mate 20 RS产品上使用了生

物基塑料外，在HUAWEI WATCH 

GT手表底座中也首次使用了生物基

为极大地降低产品对环境的影

响，保护森林，华为终端公司在彩

盒包装上逐步推行FSC认证纸张，

并通过供应链的配合来确保通过

2018年包装轻量化设计初见成

效。通过彩盒的设计改善使得资源

利用最大化，大部分手机彩盒的重

量相比上一代减重约20%， 相当于

每年可减少5813吨二氧化碳排放。

此外，物流包装也开展了一系

列减量化设计，减少产品运输过程

使用生物基塑料，保护不可再生资源STORY

采用FSC认证纸张，保护森林资源STORY

包装轻量化设计，降低碳排放STORY

生物基材料底盘

年，P20、P20 Pro、Mate RS、

Mate 20、Mate 20 pro等产品的

彩盒包装通过了FSC认证。

个中箱减重10%，每年预计可减少

994吨二氧化碳排放。

从2008年开始使用更轻质航

空栈板，同等货运情况下可比普通

的胶合栈板轻50%，2018年减重

3098吨，约可减少808吨二氧化碳

排放。

能耗设计改进、包装优化、运输方式以及回收策略等。

为了让华为的产品环境信息更加透明，华为率先针

对消费类产品建立了产品环境信息报告发布平台，目前

多款手机及平板电脑的环境信息报告可供消费者查询，

通过该报告，消费者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华为产品全生

命周期中对环境的影响。

报告查询网址如下：https://consumer.huawei.com/

en/support/product-environmental-information/

材料。所有生物基塑料中的蓖麻油含

量均超过30%，其二氧化碳排放量

减少约62.6%。2018年，华为总共

使用的生物基塑料相比于传统石油基

塑料约减少了612吨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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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栈板

https://consumer.huawei.com/en/support/product-environmental-information/
https://consumer.huawei.com/en/support/product-environmental-information/


案帮助运营商简化网络架构，降低

建网成本、运营成本，在快速大规

模部署高性能5G网络的同时降低了

TCO(总体运营成本)。利用高集成

芯片和高效功放以及5G节能关断技

行为预测和器件能力进行最佳能效比

的分配，带来更长的续航体验。

M a t e系列和P系列，其相比

上一代的续航能力均提升约30%，

按4千万用户计算，一天可节电约

114000kWh。

技术创新提供高性能和低功耗

的用户体验：革命性的GPU Turbo

图形处理加速技术，打通了EMUI

操作系统以及GPU和CPU之间的

处理瓶颈，不仅使得GPU图形运算

整体效率得到大幅提升，而且同时

随 着 华 为 在 超 大 规 模 阵 列 天

线、极简站点、5G微波、5G芯片

等多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华为构

建了全面领先的5G端到端能力。

“极简网络，极致性能”的5G方

工艺持续改进及系统性功耗优

化方案：从HUAWEI Mate 20系

列开始搭载7nm制程的麒麟980芯

片，性能和能效大幅提升，达到高

性能与低功耗的平衡；麒麟CPU 4

大核和4小核的能效架构提供了更精

细的频点调度，使得在重载、中载

和轻载场景下都能灵活适配，大大

降低了SoC在各种场景下的功耗。

对手机内应用使用的资源进行

合理调度，也是影响手机能耗的重要

因素。华为EMUI系统能够基于应用

面向未来5G网络演进，持续节能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STORY

智慧解决方案保障手机卓越续航性能STORY

术，使得5G设备实现了15%的功耗

下降。此外，华为还积极联合运营

商一起制定5G能效评估标准，完善

5G能效指标定义和评估的方法论，

引导5G能效的持续提升。

实现了能耗下降，打破了性能与能

耗的跷跷板，提升了用户体验。

华为方舟编译器作为一款全新

的安卓应用编译器能显著提高手机

的运行速度，提升系统流畅度，完

成相同任务所需的系统开销更小。

15%设备级能耗降低
高集成芯片

动态节能
技术

高效功放

 • 晶体管: 7nm工艺相对16nm

集成度提升2倍，节能15%

 • 中射频套片

 • 基带套片

功放效率较业界高10%

有业务

华为

2002 2006 2010 2014 2018

关功放

空闲

业界基线

华为有害物质管理

有害物质是指任何适用法规或顾客要求规定禁用、

限用、减少使用或通报其存在情况的物质，这些物质

本身会对人类健康或环境安全带来危害。华为基于QC  

080000要求，建立起了有害物质管理体系。参考全球

相关的环保法规和行业标准，结合产品实际建立了华为

受管控物质管理规范，力求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保证人

的身体健康安全同时降低环境影响，包括限用物质、需

要申报物质和未来限用物质，用于指导产品设计阶段的

物料选型，以及对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要求。

2018年12月26日，华为终端公司率先获得国际电

工委员会（IEC）颁发的QC  080000:2017新版证书，

该认证标志着质量管理体系在产品绿色环保、端到端无

有害物质使用的专项治理方面更加系统、规范、透明、

完整，为终端产业持续绿色环保的竞争优势建设和合规

遵从管理夯实体系与执行基础。

绿色产品相关认证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华为服务器产品采用全生命周期方法开展产品绿色

设计，实现产品低毒少害，节约资源能源。2018年华为

的机架式服务器、刀片式服务器、多节点服务器、集成

存储服务器、分离式存储服务器，超过200个规格型号

的服务器获得十环认证，成为业界获得该认证最多的服

务器厂商之一。

TÜV  Green Mark绿色产品认证

TÜV德国莱茵的Green Mark认证涵盖了环保、回

收、节能、EMC、安规、碳足迹、社会责任等多方面

的内容，认证的权威性在业界享有盛名。

2018年，华为路由器和交换机有2个型号的产品获

得TÜV Green Mark认证证书。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获得了QC  080000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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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TÜV Green Mark证书服务器中环认证证书



CQC 电子电气产品环保等级标识认证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 Q C）电子电气产品环保

等级认证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思想，通过对电子电

气产品设计阶段、生产阶段、使用阶段、废弃回收等

各阶段中的各项环保因素（如生态设计、资源消耗、

材料使用、污染物排放、包装、再生利用等）进行系

统分类评估，最终根据评估结果输出产品的绿色环保

等级，一共分为A、B、C三个等级，A级为最高级。

2018年，荣耀M a g i c2、华为畅享9 P l u s、

HUAWEI Med iaPad T5、荣耀 Note10、荣耀

W a t e r p l a y等23款产品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CQC)电子电气产品环保等级标识认证的A级认证。

其他相关认证

此外，华为儿童手表3 Pro、荣耀小K 2和华为儿

童手表3获得了穿戴设备TÜV SÜD Wearable Mark

安全环保认证；荣耀Waterp lay、华为Mediapad 

M5、C5、T5系列平板电脑和MateBook系列4款产

品通过能源之星认证；华为手机、平板、PC共计14款

产品40个型号首批通过中国绿色设计产品认证。

华为终端公司通过国家绿色供应链认证

绿色供应链是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念贯穿

于企业生产、加工、运输全过程，使企业的经济活动

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华为终端公司推行绿色供应链管

理，发挥供应链上核心企业的主体作用，一方面做好

自身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不断扩大对社会的

有效供给，另一方面引领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持续

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绩效，实现绿色发

展。由于华为终端公司在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指标、

绿色供应商管理指标、绿色生产指标、绿色回收指

标、绿色信息平台建设指标、绿色信息披露指标6个方

面表现突出，通过国家绿色供应链认证，进入国家认

可清单。  

泰尔不间断电源设备绿色产品认证

2018年，泰尔在其认证的产品之上，进一步推出

绿色产品认证，聚焦于节能，同时涵盖环保、EMC、

安规、生产工艺、包装以及回收等方面的内容，华为两

款UPS产品顺利通过认证，是首批通过泰尔UPS绿色

认证的厂商。

Mate 20

美国 UL110 绿色产品认证

UL110是美国UL保险商实验室专门针对移动电话

的可持续性而起草的环保标准，是最具影响力的手机绿

色产品认证体系之一，获得行业广泛认可。通过对原材

料获取、生产加工过程、排污状况、功耗、人体健康与

安全、运输、产品废弃后回收、创新8个方面来衡量产

品的环保表现，最终对产品的绿色认证结果进行评价。

2018年，华为P20、P20 Pro、Mate 20 X、

Mate 20、Mate 20 Pro、Mate 20 RS荣获了UL110

新标准金级绿色认证。 

UPS泰尔绿色认证证书

荣耀Magi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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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运营

华 为 一 直 注 重 产 业 运 营 与 资 源 环 境 的 和 谐 统

一，践行园区低碳绿色运营模式。我们通过导入能

源管理体系，采取技术节能和管理节能，引入清洁

华为运营活动用水主要涉及绿化、食堂用水、空

调系统用水。我们在运营的过程中推行清洁生产技

术，降低水消耗，实施节水措施，如雨水收集利用、

循环使用冷却水，购买中水用于园区清洁绿化等。

范畴三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原材料在供应商生产、原

材料、产品运输、产品使用、产品外包、员工通勤及差

旅等过程的排放。2018年，华为对员工通勤及差旅部

2018年，华为中国区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为2083666

吨，较2017年增加约11%。

2018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增加主要是华为整体业务

的增长（2018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1051.9亿美元），

新园区的建设以及办公环境的改善。

温室气体 范畴一 范畴二 总量

排放量
(t-CO2e)

43375 2040291 2083666

占总排放

量比例
2.08% 97.92% 100%

2018年温室气体排放量

2014年-2018年温室气体排放量 2014年-2018年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1071833

2014 2014

3.71

2083666

2018 2018

2.89

1876496

2017 2017

3.11
1585369

2016 2016

单位：吨/百万（RMB）单位：吨

3.04
1272553

2015 2015

3.22

名称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天然气 万立方米 491 522 993 711 1114

汽油 吨 390 363 358 600 251

柴油 吨 46 41 116 256 77

电力 万千瓦时 113325 134700 168653 207095 235504

蒸汽 吨 19881 20561 20352 21801 23143

水 万吨 548 700 936 813 1041

2014年-2018年华为中国区能源/资源消耗

2017年下半年和2018年，国内大量新建园区（武汉基地、东莞溪流背坡村、东莞南方工厂基地D区E2B/E2C、南

京A地块、深圳K区）投入使用，导致2018年天然气、电力、蒸汽、水的用量增加。

2018年，从能源管理的全方

位 出 发 ， 通 过 能 源 管 理 体 系 的 运

行 ， 识 别 节 能 改 造 机 会 ， 加 强 用

能管理，系统化管理能源，设置公

司、系统级、设施级、区域级能耗

目标指标，制定与管理方案和节能

目标相适应的节能措施计划，使节

能目标可测量，方案内容可执行。

在覆盖深圳各园区的年度监督审核

能源等方法，持续加强环保投入，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最大限度地减少在运营过程中对环境带来的不

利影响。

2018年华为总用水量1041万吨，较2017年增加

约28%。用水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华为业务的增长、

运营建筑面积及绿化面积增加等。

分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量化。

2018年，华为单位销售收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2.89吨/百万人民币，相比于基准年下降率为24.5%。

能源管理持续改进，通过2018年度IS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监督审核STORY

期间，验证冷水机组机电改造等主

要技术节能8项，通过空调温度合

理化设置等主要管理手段2项，来

自深圳园区的已实施的节能改造项

目截止2018年9月共节能约172万

kWh，效果良好。2018年11月顺

利通过IS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第

三方年度监督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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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绿色行政战略，打造可持续运营
办公空间

华为参考业界优秀实践，牵引园区管理供应商

主动进行能源管理，对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有重要

影响的通用设施，如制冷设施、变配电、实验室、照

采购清洁能源，打造绿色园区

2018年，华为持续开展清洁能源计划，积极与业界

有电厂发电背景的供应商研讨合作，加强与具备燃气电厂

发电装置的直购电供应商交流，采用燃气电力为园区供

电，全年落实使用约9.32亿kWh的清洁能源电量，实现

碳减排约45万吨。 此外，华为提前识别2019年园区用电

需求，牵引直购电供应商与多家资源池燃气电厂谈判，采

购燃气电力11.9亿kWh，预计实现碳减排超56万吨。

明等，制定了运行规程和控制参数，识别影响能效的

其他变量，如环境温度变化、人员能力等，通过能源

管理系统的管理和参数分析设置，进行有效地控制。

2018年，华为中国区各自有园区共计实施节能项目

150余个，节能总量超过5000万kWh。其中典型的节

能改造项目如下：

序号 措施类型 改造系统 城市 项目名称

1 技术节能 照明 杭州 实验室照明回路改造

2 管理节能 空调系统 杭州 冷却塔运行优化

3 管理节能 其他 杭州 BEOP 系统

4 管理节能 照明 杭州 Z7 餐厅节能

5 技术节能 空调系统 南京 AHU 拆除湿膜

6 技术节能 空调系统 南京 冷却塔加装湿球温度传感器

7 技术节能 空调系统 南京 冷却塔填料更换等一系列降低冷却水温度节能

8 技术节能 空调系统 南京 冷冻站平衡管改造

9 技术节能 供配电系统 武汉 武汉温箱实验室电缆改造项目

10 技术节能 压缩空气系统 成都 空压机更换与调整

11 管理节能 照明 成都 办公区延时加班照明规则优化

12 技术节能 空调系统 成都 数据中心冰机 2 次泵频率调整

13 管理节能 空调系统 成都 冷却塔加装平衡阀

14 技术节能 空调系统 成都 调整冷却水出水温度

15 技术节能 空调系统 成都 南北区冷却塔由趋近温度进行控制

16 技术节能 空调系统 成都 调整冷冻泵流量

17 技术节能 空调系统 深圳 冷冻机安装冷凝器在线清洗装置

18 技术节能 压缩空气系统 深圳 空压机节能改造

19 技术节能 压缩空气系统 东莞 空压机系统改造

20 技术节能 空调系统 东莞 核算 TS 图的效率提升，对比精密空调的用电量

年温室气体减排声明

杭州研究所智能光伏电站
项目总容量：1.8兆瓦
并网时间：2015.3

南京研究所智能光伏电站
项目总容量：0.05兆瓦
并网时间：2017.12

华为南方工厂智能光伏电站
项目总容量：17.5兆瓦
并网时间：2012.6

引入新能源环保班车

2018年，华为引进了800多辆新能源穿梭班车，取

代现有为华为中国园区服务的柴油机班车，每年将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约3.2万吨。

建设园区光伏电站

华为积极引入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建设低碳环保的

绿色园区。东莞南方工厂、杭州研究所及南京研究所先

后于2012年6月、2015年3月和2017年12月建成并网，

三个项目总容量19.35兆瓦，其中2018年全年发电量超过

1600万kWh，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000多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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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伙伴 绿色世界

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广大供应商的共同参

与。近年来，供应商碳减排成为客户等利益相关方关注

的重点，供应商在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经营成本

的同时，也能降低客户的碳足迹。实施供应商绿色环保

管理是提高供应链竞争力，最大化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途径。华为持续开展绿色伙伴计划，联合供应商

进行节能减排创新，并积极参与相关行业组织活动及相

关标准的制定，全方位构建绿色供应链。

供应商环保与节能减排

自2011年起，华为参与非政府组织公众环境研究

中心（I P E）发起的“绿色选择”倡议，并将I P E环

保检索纳入供应商审核清单和自检表，要求存在问题

的供应商限期整改，鼓励供应商自我管理。2018年

我们定期检索了900家主力供应商环境表现，发现并

关闭52条环保违规记录。2018年华为在I P E绿色供

应链CITI指数IT行业排名第七，中国内地企业排名第

一。

华为鼓励供应商建设能源计量系统，开展能源审

计，识别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机会，对标行业优秀

实践和商业案例，制定节能减排计划。2018年，共20

家供应商参与节能减排计划，全年累计二氧化碳减排

51094吨。

年度 参与节能减排计划的供应商数量 CO2 减排量（吨）

2014 20 53652

2015 35 77144

2016 20 55000

2017 25 63000

2018 20 51094

2014年-2018年 供应商节能减排计划二氧化碳减排量

华为致力于推广绿色ICT综合解决方案，促进各个

行业的节能减排，积极推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低碳

社会建设。我们通过创新的能源解决方案，帮助我们的

客户及用户降低产品功耗，降低碳排放。同时，我们关

注产品在整个供应环节中对环境的影响，积极开展废弃

物回收，以旧换新等活动，提高产品的退货物料再利用

率，降低废弃物的填埋率，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与

整个产业链一起，共同呵护我们绿色美好的世界。

AI技术应用增强，大大降低了总运

营成本（TCO），让无线低成本建

站成为可能；帮助客户将燃油成本

降低50％，碳排放量减少50％。例

如，埃塞俄比亚某运营商站点通过

部署华为PowerCube 1000，每年

可节省1200万升柴油。 

截 至 2 0 1 8 年 底 ， 华 为

PowerCube 1000已在全球93个国

同节能，根据不同的网络配置和话

务情况，依据专家经验定制化基站

间、频段间和制式间的协同节能调

度策略，实现“一站一策”，降低

无线网络中无效能耗，实现“比特

驱动瓦特”，最大化无线网络整体

节能效果，在确保节能效果同时，

无线网络KPI不会下降。

华为PowerStar节能方案已在

中国、南非、摩洛哥等全球多个国

家进行了验证和交付，根据GSMA

发布的南非PowerStar案例研究报

告，PowerStar帮助南非运营商无

线网络主设备省电11.6%，单个基

华 为 混 合 供 电 解 决 方 案

PowerCube 1000，以低成本、绿

色智能的方式获取稳定电力，助力

偏远地区，尤其是电力无法获取或

者不稳定的非洲偏远地区，实现数

字化联接。

在非洲，华为混合供电解决方

案PowerCube 1000相较于传统油

机供电方案，通过深度的数字化、

在2018年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

期间，华为发布了PowerStar节能

解决方案，帮助运营商进一步在多

制式多频段移动网络节省能耗。在

典型网络配置下，华为PowerStar

解 决 方 案 降 低 基 站 能 耗 1 0 % -

15%，每千站一年节约2000吨二氧

化碳排放，有效降低运营商的运营

支出（OPEX），同时助力移动行

业兑现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3 

“气候行动”的承诺。

华为PowerStar节能服务方案

通过引入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实

现多个频段、多个制式间网络级协

华为绿色能源解决方案助力运营商降低功耗STORY

华为PowerStar节能解决方案降低基站碳排放STORY

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为130多家运营

商提供通信能源服务，赢得了客户

的信赖和支持。

2018年11月，在第21届非洲

通信展颁奖典礼上，华为混合供电

解决方案PowerCube 1000获得了

“最佳可持续电源解决方案”奖。

站每天节省能耗6.43kWh；在中国

浙江，PowerStar帮助运营商无线

网络主设备省电12%，预计全省无

线网络每年节省2600万度电；根据

现网的估算，一个具有1000个站点

的典型网络每年可节省146万kWh

的电力，这相当于每年减少1370吨

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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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全合规、绿色高效智能逆向供
应链

华为以安全合规为前提，结合数字化技术，建立了

覆盖全球的逆向业务管理网络，将所有退货、存储、报

废纳入管理，提升物料再利用能力和废弃物处置能力。

提升退货物料再利用率

逐步细化逆向物料处置通道，针对不同生命周期、

质量状态和包装形态的物料设置差异化的再利用通道；

对于符合再利用标准的产品，优先进入内部再利用渠

道，供研发、备件、制造等环节再利用；对于不涉及

网络安全、敏感信息的物料，若无内部需求，将进行转

售，或交由具备资质的拆解和资源回收机构。2018年，

华为退货产品再利用率达成82.3%。

降低废弃物填埋率

华为一如既往地注重电子废弃物的合规处置。华为

报废管理系统实现全球覆盖，具备全球报废物料类型、数

量、重量的记录能力。另外，通过拓展与业务领先的电子

废弃物处理公司的合作范围，共享废弃物处置数据，识别

环保关键物料，共同制定针对性的处置方案，降低电子废

弃物填埋率。2018年，华为共处置11332吨电子废弃物，

填埋190吨，电子废弃物填埋率仅为1.68%。

2015年-2018年退货物料再利用率

70.6%

2015

82.3%

2018

81.2%

2017

78.1%

2016

2014年-2018年电子废弃物处理量与填埋率

废弃物处理量（吨）

废弃物填埋率

11332

2018

113189692

2017

11718
8089

201620152014

1.68%1.54%
2.03%

1.55%
2.37%

建成1300多家回收中心，覆盖全球

48个国家和地区。 

环保回收网址：

https://consumer.huawei.

com/cn/support/recycling

华 为 还 积 极 拓 展 以 旧 换 新 业

务，降低消费者购买新产品的成本，

同时提升旧产品利用率。中国区新

增“信用回收”线上回收方式，通过

过EMUI版本升级，持续为用户提供

最新的性能，智慧办公、娱乐等方

面的丰富体验，有效延长了手机的

使用生命周期，让消费者收益最大

化，也对环境保护做出积极贡献。

2018年，华为终端公司启动

“久久续航”更换电池的专项活

动，支持70余款机型，覆盖1200

多家服务中心和线上商城。每月为

20万消费者提供极具性价比、便捷

的更换电池服务，延长消费者手机

使用寿命；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电池

华 为 主 动 履 行 生 产 者 责 任 延

伸义务，建设全球终端产品回收体

系，给消费者提供完善的废旧电子

产品回收渠道，减少废弃电子产品

对环境带来的污染及影响。我们通

过开展各种形式的环保回收活动，

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华为的回收渠道

并参与到回收活动当中，促进循环

经济发展。截至2018年底，我们已

华为基于安卓系统定制的EMUI

系统，定期免费为用户提供升级，

基于安卓大版本的EMUI升级每年都

会更新，部分机型还能够享受两次

安卓大版本升级，让用户在机型生

命周期内一直享受EMUI和安卓带来

的最新体验。华为不仅致力于快速

给老机型升级最新的EMUI大版本，

而且还不断推出如GPU Turbo等

黑科技以及全面屏手势、SOS紧急

求助、微信指纹支付等新特性的更

新，以及安全补丁的定期更新。通

建设产品回收体系，减少环境污染STORY

软硬结合，延长手机使用寿命STORY

“先给券，再回收”实现业务进一

步增长，线下新增193个以旧换新站

点；在海外，华为也积极开展以旧换

新业务，已经实现俄罗斯、意大利、

德国、阿联酋等9个国家的业务覆

盖。2018年，全球以旧换新业务回

收废旧手机超过14万台。 

以旧换新网址：https://www.

vmall.com/recycle

标准化处理的途径，避免由非授权

维修商拆装电池带来的潜在安全风

险。

为降低消费者手机维修成本，

最大化再利用手机备件，促进消费

者通过维修延长手机的使用寿命，

华为推出“惠修一口价”活动。通

过返厂维修，实现更换玻璃盖板、

主板级维修，在保证维修质量的同

时，最大化利用可用备件/物料，降

低用户的维修成本，促进资源再利

用。

 华为中国环保回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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