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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与商界以及社会领
袖携手并肩，帮助他们在应对最严峻挑战的同
时，把握千载难逢的绝佳机遇。自1963年成立
伊始，BCG便成为商业战略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如今，BCG致力于帮助客户启动和落实整体转
型，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受益——赋能组织增长、
打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发挥积极的社会影响力。

BCG复合多样的国际化团队能够为客户提供
深厚的行业知识、职能专长和深刻洞察，激发组
织变革。BCG基于最前沿的技术和构思，结合
企业数字化创新实践，为客户量身打造符合其商
业目标的解决方案。BCG创立的独特合作模式，
与客户组织的各个层面紧密协作，帮助客户实现
卓越发展，打造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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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较于传统行业，科技行业似乎自带“绿色
基因”。然而，伴随急剧上升的自身能源
消耗和居高不下的价值链整体排放，科技

行业将在碳中和进程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放眼
全球，无论是目标设定，还是实际行动，海外互
联网与高科技巨头在碳中和之路上均已走在前列。
那么，中国互联网与高科技企业碳中和之路如何破
局？如何设立企业碳中和的目标愿景？如何完成
自身碳中和要求？又如何进一步赋能社会碳中和
转型？这些问题对国内巨头而言，已成为无可回避
的命题。

科技企业减排责任、意义重大，成为实
现“碳中和”的关键引擎

1、能源消耗占比快速上升，科技企业实现自身碳
中和至关重要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5G、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的加速应用，带来了数据流量的井喷式
增长。为此，科技企业建起一座座大型数据中心，
内含数以万计的服务器，日夜不断地计算、传输和
存储海量数据，并持续消耗大量能源。除数据中心
的运行外，日常办公、员工出行，还有部分科技企
业涉及的制造、物流等经营活动，也在不断推高
行业整体用电量。据统计，全球科技行业用电量
在2015年约为2,370TWh，占比约11%；预计将在
2030年迅速攀升至8,000TWh，占比超过20%。面
对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耗，科技企业实现自身碳中和
势在必行（参阅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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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ature；BCG分析。

图1 | 科技行业能源消耗占比将加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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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hgprotocol；BCG分析。

注：价值链排放量倍数：Scope3/（Scope1 + Scope2）；Scope 1指温室气体直接排放，即企业燃烧燃料直接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Scope 2指温室气体间接排放，即由其它企业生产并由核算企业购入的电力、热力和制冷所产生的的温室气体
排放，Scope 3指除Scope 1与2之外，由企业运作造成的间接（包括上下游）排放，定义的活动包括上游运输和分销、员
工通勤、下游运输和分销、售出商品报废处理等。

图2 | 科技行业价值链排放量远超过自身排放量

2、价值链放大效应明显，示范影响作用强，科技
企业赋能社会碳中和潜力巨大

除快速增长的自身能耗外，科技行业价值链整
体排放量较大，价值链排放倍数较高。以美国上市
公司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为例，科技行业价值链排放
倍数为2.64，远超消费、金融等行业（参阅图2）。

此外，互联网与高科技企业在B端、C端均具
有较强的影响力，可充分赋能、引导其他企业及个
人投身低碳事业。在B端，科技企业可充分发挥自
身技术、资金优势，为其他企业提供碳中和相关的
产品与解决方案（如碳排放监测工具等）或投资节
能减排相关的初创企业（如氢能、氢燃料等），赋能、
带动千行百业实现低碳转型；在C端，科技企业可
有效利用流量资源优势，对用户进行碳中和相关的
理念宣传与行为引导（如发起环保议题、健康出行
打卡等），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健康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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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领先互联网与高科技企业的碳中和
起步较早，中国企业可以参考借鉴

由于监管政策环境、民众环保意识等原因，海
外互联网与高科技企业碳中和整体起步较早。在
过去十年间，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等巨头
纷纷制定了明确的碳中和目标——大多以100%可
再生能源为短期目标，并逐步制定更大运营和价
值链范围的碳中和目标。同时，通过采取全方位、
系统化的节能减排措施（包括企业及供应链减排、
历史排放消除、绿色投资等一系列行动），巨头已
在碳中和事业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为其它企业提供
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设定目标、实现“小我”、追求“大我”，
中国科技企业可通过“三步走”引领零
碳发展

伴随我国去年在联合国气候雄心大会上做出
的“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承诺，国
内互联网与高科技巨头亦紧跟全球领先科技企业
的步伐，积极探索并开展自身碳中和实践。我们建
议，对于已具备相应能力的国内互联网与高科技巨
头而言，系统规划并推进碳中和事业需回答三大关
键问题（参阅图3）：

企业碳中和目标应如何设立？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做到既相对合理可行、又有一定挑战性进行牵引？

具体如何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有效利用哪些

资源？即如何在企业自身层面做好“小我”？

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如何起到示范与扩散

效应？即如何超越企业自身，做好“大我”？

去哪里？
设定目标

怎么去？
实现“小我”

示范效应？
追求“大我”

  

来源：BCG分析。

图3 | 围绕“碳中和”，科技企业需要回答三大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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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设定：明确企业碳中和整体愿景，并持续
升级阶段性碳减排目标

2013年实现企业碳中和

2025年100%使用可再生能源

2030年首度实现企业自身负碳排放

2050年消除自微软成立以来所有累积碳排放
足迹

• 关键举措：三类举措形成合力，确保节能减排、
负碳发展目标的实现

拥抱清洁能源：从2013年起持续采购、投资
清洁能源，增加可再生能源供给；并在园区内
通过屋顶光伏等形式，实现自发自用，满足部
分电力需求

降低能源消耗：通过运用创新技术、倡导环保
行为等方式，降低企业整体能源需求。如推广
能源智慧建筑解决方案，推行部门碳税机制
（即部门为自身碳排放支付费用）等

实施碳抵消策略：通过一系列负排放技术
（Negative Emission Technologies）消除历史
碳排放，包括造林和再造林、土壤固碳、生物
能的碳捕获和储存以及直接空气碳捕获

专题研究：微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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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进展：

2012年实现企业碳中和

2019年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比例达60%

2020年部分100%可再生能源方案试点成功

• 目标设定：在承担自身环保责任的同时，将低
碳发展的转型拓展至整个供应链体系

聚焦自身：2013年实现数据中心100%可再生
能源目标；2020年实现企业整体100%可再生
能源目标；2030年实现企业碳中和

赋能全链：2030年实现全产品生命周期+供应
链的碳中和，即产品含量为100%可回收材料，
全制造供应链100%采用可再生电力

• 关键举措：实施五大核心策略，并成立影响加
速器，共同推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围绕低碳设计、能源高效利用、可再生电力、
减少直接排放、碳补偿项目五大策略开展行动

成立影响加速器，通过投资支持少数族裔企业
来更好地实现碳中和相关目标

• 核心进展：

企业整体减少75%的碳排放量（约450,000公
吨），并在44个国家实现全部数据中心、零
售店、办公室应用100%可再生能源

超过70家供应商承诺为苹果生产使用100%可
再生电力

专题研究：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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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设定：定量定性相结合，充分考虑现实情
况、宏观战略与高层支持

国内互联网与高科技巨头企业设定碳中和目
标时，应从定量、定性两方面进行思考。定量部分，
需明确何时实现何种标准的碳减排目标，既具备落
地性，又包含牵引性；定性部分，需结合企业所处
行业生态特点，体现一定的高度、包容性与号召力。

而企业在设定碳中和目标时，应遵循以下三大
原则：

1.）合理可行：碳中和目标设定需从企业现实情况
出发。长期愿景的确立需基于企业减排潜力与
能力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一方面，可在碳核算
基础上，估算企业整体减排空间；另一方面，
通过对企业技术、资金实力的评估，判断自身
碳减排实力。因碳中和是一项长周期、系统性
工程，在设立长期愿景后，企业还需分解、明
确阶段性任务，稳扎稳打、循序渐进，不断牵
引，最终达成目标。

2.）战略契合：碳中和目标设定需顺应整体战略
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碳中和作为企业关
键战略举措之一，应与企业愿景和整体战略对
齐，避免冲突；同时，碳中和作为CSR的重
要组成部分，应从整体性出发，理顺两者之间
的关系。

3.）顶层共识：碳中和目标设定需获得核心高管
的认同与支持。企业实现碳中和是一项长期、
复杂的事业，需核心高管就碳中和远景目标、
实施路径、实施方案达成充分一致，并为目标
的实现提供强力支持。

2、实现“小我”：企业自身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需结合自身优势，沿三大维度开展工作

科技企业降低自身碳排放可从降低能源需求、
减少整体排放、碳捕捉回收三个维度入手，结合自
身技术、资金优势，实现低碳转型。具体而言：

1.）维度一：提高用能效率，降低能源需求。互
联网与高科技企业用电需求主要来自数据中心
与建筑楼宇。企业可利用硬件、软件技术优势，
如高效系统集成、高效制冷、高效水处理等硬
件技术及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照明、温度调节等
软件技术，降低自身业务发展与日常运营整体
能源需求。如谷歌通过开发和使用高能效的制
冷系统，大幅降低数据中心所需能耗（仅为行
业平均耗能的一半）。

2.）维度二：优化能源结构，减少整体排放。互
联网与高科技企业可灵活运用自建、交易、投
资等手段，提升企业无碳/低碳能源使用比例。

• 自建：通过在数据中心、办公园区部署太
阳能光伏装置，搭建水力发电设备等方
式，直接产生并使用低碳能源。如亚马逊
在全球累计搭建68个太阳能屋顶；微软
在园区探索水力发电，同时其数据中心备
用氢燃料也已测试使用成功，目标是摆脱
柴油备用燃料。

• 交易：进行电力交易，包括与风场、太阳
能厂商签署电力购卖合约与购卖绿证。如
谷歌与欧洲、美洲、亚洲各地的风场和太
阳能厂商签署直购电合约，巩固未来其
10—20年的可再生能源来源。

• 投资：投资持有或建设风能、太阳能发电
厂。以苹果为例，其2019年在全球使用
的电力中，有83%来自于自设项目提供的
清洁电力。

3.）维度三：碳回收捕捉，消除历史排放。互联网
与高科技企业可通过参与 /投资碳捕捉项目或
购买林业碳汇等方式对已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
消除。如微软在2020年发布碳消除建议邀请
书，并已经从全球26个项目的15 家供应商手
中，采购了可清除130万吨碳排放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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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追求“大我”：科技企业除实现自身碳中和外，
更应积极对外赋能，发挥社会示范效应

除实现自身碳中和外，互联网与高科技企业
凭借自身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社会影响能力，
亦可成为推动社会碳中和进程的一股中坚力量。

互联网与高科技企业可通过技术输出、资源
输出、理念输出赋能B端生态伙伴，引导其碳中和
目标的实现。具体而言：

• 技术输出：搭建技术平台，赋能企业节能减
排。例如，谷歌联合Deep Mind通过机器学
习，对数据中心冷却系统进行优化（可实现
30%的能源节省），并进一步将该技术开发为
工业调控平台（Industrial Adaptive Controls 
platform），帮助其他企业进行建筑节能；
微软开发可持续性计算器（Sustainability 
Calculator）进行碳足迹的分析计算与碳排放
情况的实时可视化，帮助Azure使用者理解其
工作产生的碳排放，并计算潜在减排举措带来
的减排量，以鼓励采取相应的减排措施。

• 资源输出：设立绿色基金，支持减排事业发
展。如亚马逊在2019年成立“现在气候基金
（Right Now Climate）”，投入1亿美元用于
造林绿化项目；并在2020年成立“气候宣言
基金（Climate Pledge Fund）”，计划投资20
亿美元支持其他企业创造可持续发展的产品、
技术与服务。

• 理念输出：输出环保理念，传授自身成功经
验。例如，微软使用PowerBI构建审计管理系
统，更新供应商行为准则，并要求其披露碳排
放数据；苹果为其供应商提供实施能效改进的
成本收益分析，并为供应商提供面对面培训；
亚马逊启动环保包装计划（ Frustration-Free 
Packaging Program），鼓励厂商采用更加简
单且 100%可回收的商品包装。

同时，相较于其它行业，科技企业具备天然
流量与传播优势，可以通过理念宣导、活动倡议、
平台搭建，持续培养C端用户的减排理念与行动。
具体而言：

• 推广“碳中和”理念，打造认知与认同。如通
过信息流方式对碳中和相关的概念、政策、新
闻等进行推送，吸引用户对碳中和领域的持续
关注。

• 组织“碳中和”活动，吸引学习与互动。如制
作碳中和相关趣味课程 /游戏 /工具、引导碳
中和相关专题讨论，提升用户在碳中和领域
的专业水准。如谷歌开发的“Your Plan，Your 
Planet”是一款交互式工具，可帮助人们了解
食物、能源、用水等方面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旨在通过游戏化的体验与教学（如洗碗机要比
手洗盘子使用更少的能源和水），提升用户对
节能的正确认知。

• 打造“碳中和”平台，鼓励实践与行动。如开
发碳足迹、碳减排分析工具，鼓励用户积极参
与节能减排活动。微软Concur除将用户差旅
相关信息集成到微软Outlook 365中，还可预
估航班的碳排放量，帮助用户比较不同差旅选
择的碳成本和财务成本，以鼓励用户环保出
行。

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最大的国家，实现碳中和任
重道远。无论是实现自身碳中和，还是赋能碳

中和，中国互联网与高科技企业都注定躬身入局。
企业在推进碳中和事业的过程中，首先应设定合
理目标，充分考虑现实情况、宏观战略与高层支
持；其次是实现“小我”，结合自身技术和资金优
势，控能耗总量、调能源结构、除历史排放；最
后应追求“大我”，通过技术、资源、理念输出赋能、
推动社会整体碳中和的实现。



8 实现“小我”、追求“大我”：中国互联网与高科技企业的碳中和之路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与商界以及社会领袖携手并肩，帮助他们在应对最严峻挑战的同时，把握千载难逢
的绝佳机遇。自1963年成立伊始，BCG便成为商业战略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如今，BCG致力于帮助客户启动和落
实整体转型——推动变革、赋能组织、打造优势、提升业绩。

组织卓越要求有效整合数字化能力和人才。BCG复合多样的国际化团队能够为客户提供深厚的行业知识、职
能专长和深刻洞察，激发组织变革。BCG基于最前沿的技术和构思，结合企业数字化创新实践，为客户量身打造
符合其商业目标的解决方案。BCG创立的独特合作模式，与客户组织的各个层面紧密协作，帮助客户实现卓越发展。

如需联络，请发送邮件至：GCMKT@bcg.com。

如欲了解更多BCG的精彩洞察，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帐号，名称：BCG波士顿咨询；ID：BCG_Greater_
China；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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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Consulting Group partners with 
leaders in business and society to tackle their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s and capture their 
greatest opportunities. BCG was the pioneer 
in business strategy when it was founded 
in 1963. Today, we help clients with total 
transformation—inspiring complex change, 
enabling organizations to grow, build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driving bottom-line 
impact.

To succeed, organizations must blend 
digital and human capabilities. Our diverse, 
global teams bring deep industry and functional 
expertise and a range of perspectives to 
spark change. BCG delivers solutions through 
leading-edge management consulting along 
with technology and design, corporate and 
digital ventures—and business purpose. We 
work in a uniquely collaborative model across 
the firm and throughout all levels of the client 
organization, generating results that allow our 
clients to th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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