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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对人类健康以及社区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如
今，这一事实比历史上任何时刻更为显著。2019年末出现的
COVID-19凸显了清洁水和安全的卫生设施起到的关键作用——
预防和控制疾病，提高医院和社区在应对巨大挑战时的稳定性
和复原力。 

最近几个月，我们看到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6——“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
生”——的重要性，这一点在世界各地和社区的新闻中得到了生动呈现。科学家、医
生和公共卫生专家正在争分夺秒地开发疫苗，同时敦促大家勤洗手，阻止COVID-19
病毒传播。很多医院都在增设医疗设备，扩建新的病房，迫切需要清洁水和安全的
医疗废水处理服务，只为救助COVID-19病患。人们在为儿童和社区提供水、环境卫
生和个人卫生教育，使用清洁水来防止疾病传播，确保带回家的物品不会对家人的
健康造成危害。

“在各种传染病爆发期间——包括COVID-19爆发期间——提供
安全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条件对于保护人类健康至关
重要。”1

世界卫生组织

在赛莱默，我们很荣幸能够为重要的服务提供者提供帮助，他们包括那些身处世界
各地的、负责保护和支持社区生活的公用事业英雄们。我们的工作是与他们合作，
帮助解决现今最大的水问题和关键基础设施挑战，让社区更具复原力，社区发展更
具可持续性。

1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世界卫生组织 https://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news-events/wash-
and-covid-1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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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我们业务的核心，赛莱默全心全意致力于可持续发展——这是公司自身定位和业务
发展的基石。2019年是关键的一年，我们将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扩展至更多的外部环节，
把客户需求和社区建设置于工作中心。由此，2019年6月，我们发布了宏大的可持续发
展新战略，进一步推动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可持续性。这项任务的指导方针是基于去年宣
布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制定的。

随着我们持续执行这一战略（如下所述），我们将不断聚集力量，为利益相关者带来创
造和变化。 

 为帮助客户推动可持续发展，为帮助客户推动可持续发展， 我们正在引领水业的数字化转型，将数据、分析和智
能决策对其他行业带来的变化进行优化，从而为水业带来飞跃式的变革。同时，我
们还在推进水和污水管理相关的产品及解决方案的优化，降低能耗、提高能效。我
们的技术正在帮助当今社会面对的最严峻的水资源挑战——让水资源更易获取、更
廉价，让水循环系统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更具复原力。 

 在公司内部推动可持续性，在公司内部推动可持续性， 我们在全球各个经营场所追求水、能源和成本效益，减
少我们的环境足迹。我们不断强化公司战略，增强公司和供应链的可持续性，满足
客户在COVID-19疫情爆发期间及后疫情阶段不断增长的需求。我们会继续推进多样
化和包容性，促进创新，塑造未来。 

 为帮助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帮助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正在推进我们的承诺，成为一家经济价值和社会
价值兼具的公司。为实现这一承诺，我们向急需帮助的社区提供清洁水资源和人道
主义救助，提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教育，提升人们对于水问题的意识，动员
下一代水业管理人才，同时提供救灾援助。 

荣幸的是，我们在帮助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工作获得了认可，我们决心提供更多服
务。我们遍及世界各地的16,000多名员工也持有同样的决心。正如近几个月来由疫情带
来的问题，获得清洁水和安全的卫生设施对于家庭、社区生活和人类健康至关重要。

我们的客户为所在社区提供水、污水和关键基础设施服务，保护着社区。能与这些客户
并肩作战，我们倍感自豪。因此，我们正在尽全力开发客户所需的创新解决方案，为创
造更加安全、更具可持续性的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Patrick Decker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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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世界各地不断升级的水资源挑战，我们在一年前扩展了可
持续发展战略，同时推出了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不断挑
战，努力成为一家跨越国界、促进可持续未来的公司。作为全球
领先的水技术提供商，赛莱默在解决水资源挑战方面拥有独一无
二的优势，我们希望帮助大家更清楚地意识到水是让地球更可持
续性的关键。这让我们拥有绝佳机会，也肩负责任实现改变——
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我们的方法建立在公司对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承诺之上，这一承诺是在2014年赛莱默第
一次对外公布五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正式确立的。这些目标关注的重点是公司改善业务
实践和运营的机会，以及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更广泛影响的机会。

过去五年来，我们把推进这些目标作为重点工作，并在多个关键领域取得了有意义的进
展，包括：提高我们产品的能源效率、降低垃圾填埋密度，以及显著扩大员工和利益相
关者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

在更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我们知道，我们希望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树立更远
大的目标。去年，我们扩展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在产品和解决方案中推动可持
续发展，将可持续性更紧密地融入业务战略之中。

作为全球水和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我们拥有绝佳机会帮助加速水和污水领域的创新和
应用。我们相信，将我们对客户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和我们在公司和社区中推进可持续发
展的实践相结合，我们的努力可以产生巨大影响。

我们在过去一年里实现了多个重要里程碑，包括:

	构建智能决策数字解决方案平台，显著提高水、能源和成本效益

	加速创新，利用我们的核心产品和技术帮助客户减少水和能源的消耗，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降低成本

	通过降低20%的用水强度和28%的温室气体排放，最大限度减少自身运营对环境的
影响

	从美国通用工业行业获取第一笔可持续发展改进贷款，将融资与可持续发展绩效紧
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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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权运动基金会的企业平等指数中获得100%评级，较前一年的75%更进
一步

	扩大企业社会责任计划，鼓励客户和其他合作伙伴参与，为更多面临紧迫水
资源挑战的社区提供帮助

	提高全世界对水问题的认识，我们关注年轻一代的参与， 

这些进步虽然意义重大，但才刚刚开始。展望2020年以及未来，公司将重点关
注我们认为需求最为迫切、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域。其中包括解决水资源挑
战、实现基础设施服务的技术数字创新，帮助公用事业部门应对COVID-19疫
情带来的影响深远的财务和员工弹性的挑战，促进清洁水供应和水、环境卫生
和个人卫生教育，为保护弱势群体远离疾病侵害提供帮助。 

尽管一些挑战在日益加剧，诸如水资源短缺、水循环系统在面对气候变化和水
资源可负担性等挑战时的抵御能力等，但通过创新和设定共同目标来应对这些
挑战的机会也在增加。赛莱默致力于依托自身能力引领行业发展——我们希望
与客户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创造更加健康、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 

Claudia Toussaint,  
高级副总裁、总顾问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自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赛莱默一直在全世界范围内采取行动，减轻疫情对
员工、客户和社区造成的影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大家的安全和健康。为帮
助每一位员工，我们实施了扩展性职业安全和健康协议，同时提供补充财务支持
和福利。为了保护每一位员工，我们努力确保业务运营的连续性；这些工作反过
来也让我们能够支持客户的业务运营连续性，推进我们秉持的解决水问题的使
命。在COVID-19危机中，我们有很多客户始终奋战在第一线，提供水和其他必
要的服务。而赛莱默也在为客户提供所需的技术、产品和专业知识，帮助客户
能够给医院、家庭和企业持续供应水和关键资源，使社区更加稳定。我们还与
Americares、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两家机构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为一些
地方公益组织提供捐赠，为受COVID-19疫情影响的医疗护理设施和家庭提供资金
支持，为全球和地方人道主义COVID-19工作提供帮助。详见 
赛莱默COVID-19响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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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总目标: 客户，公司，社区

我们的2025年目标是激励、统一、动员全球每一位员工的工作重点。

了解2025年总目标，请查看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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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总目标
赛莱默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推进解决世界上最紧迫水资源挑战的工作进展。每
一个目标下都制定了一系列分目标，重点是：帮助客户解决水资源短缺、水循环系统面
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以及其他水资源挑战和水资源可负担性等问题；确保公司的长期
可持续发展；为社区赋能。根据公司2019年五年目标对绩效的审慎跟踪和评估，我们
完全有能力实现2025年目标。去年，我们实施了多项变革，改进了追踪成果和推动发
展的方式，从而实现公司的未来目标，包括:

 内部治理指导方针，确保所有设施均按照规定指标和时间进度进行报告

 环境、健康和安全团队进度月度审查，管理层（包括可持续发展计划执行发起
人——高级副总裁、总法律顾问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和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供应链官）进度季度审查，评估足迹减少项目，确保这些项目可
以获得适当的资源

 可持续性指标（包括运营目标）第三方审查和验证 

 将目标所有权分配给SLT成员及其团队成员，并定期对该目标进行评估

 环境社会治理委员会季度审查

社区将赛莱默员工1%的
时间和公司1%的利润用
于与水相关的事业和教育

社区

确保公司100%的员工
在工作、家庭和自然灾害期
间均能获得清洁的水和安全的卫
生设施

公司

在主要工厂使用100%
可再生能源和

100%中水全回用

防止超过70
亿立方米污水流入社区或城市地下管道

为至少2000万生活在全球
经济金字塔底端的人群提供清洁水和卫生设
施解决方案

客户

节约超过165
亿立方米用水

减少超过35  
亿立方米无收益水 

处理130 亿立方米水
进行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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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总体目标
总目标

 减少超过35亿立方米无收益水，相当
于每年超过5500万人的生活用水需求 

 处理130亿立方米水进行再利用，相当
于每年超过1.97亿人的生活用水需求

 防止超过70亿立方米污水流入社区或
城市下水管道

 为至少2000万生活在全球经济金字塔
底端的人群提供清洁水和卫生解决方案

其他目标

 将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280万公
吨，相当于4600万株树苗生长10年

总目标

 确保公司100%的员工在工作、家庭和自然灾害期间均能获得清洁的水和安全的卫生设施

 在主要工厂使用100%可再生能源

 在主要工厂使用100%中水全回用 

其他目标

 在领导岗位上实现50%的性别平等

 在领导岗位上实现25%的美国少数族裔代表

 评估和监测公平薪酬的执行，消除基于性别、种族或族裔的薪酬差异

 将工伤率降至0.5或以下

 要求首选供应商接受“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承诺”

 确保包装材料中包含75%的可重复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成分

 在主要工厂实现零垃圾填埋

 制定基于科学的GHG减排目标（范围1、2、3）

 通过审计计划和纠正措施计划，让首选供应商参与可持续发展计划

 为所有员工提供丰富的学习和发展机会，培养赛莱默在未来几十年解决水问题的能力。

客户 公司

总目标

 将公司1%的利润用于与水相关的事
业和教育

 为赛莱默员工提供带薪休假，让大家
志愿贡献1%的时间

其他目标

 向200个受水灾影响的社区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

 为1500万人提供水教育，改善生活
质量，提高认识

 动员至少95%的赛莱默员工参与志愿
者活动

 鼓励100万名利益相关者参与志愿者
活动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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