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篇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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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021年目标 2021年目标完成情况 2022年目标

绿色包装目标：2021年，绿色包
装计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6万吨。

2021年，通过绿色包装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27.9万吨。

绿色包装目标：

1、2022年丰多宝（π-box）循环包装箱
保有量超过220万，预计减少1.39万吨
二氧化碳排放量。

2、2022年通过减量化措施，大宗包材
预计减少约7.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绿色运输目标：以2020年为基准
年，在2021年新增8,000台新能
源车。

2021年新增超过8,900台新能源
车运力。

绿色运输目标：2022年新增3,000台新
能源车运力。

N/A N/A

清洁能源目标：2022年产业园清洁能源
发电量达到2,000万千瓦时。

顺丰航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航空基
地场内车辆装备电动化率达100%。

2021年关键绩效

指标 数据

通过绿色包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7.9万吨

通过绿色运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92.0万吨

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0.24万吨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3,053,515千瓦时

温室气体减排总量 1,201,297.6吨二氧化碳当量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6,883,274.9吨二氧化碳当量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32.9吨二氧化碳当量 ／ 百万营收

单票快件温室气体排放量 652.44克二氧化碳当量 ╱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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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共赴双碳目标
近年来，气候变化是全球备受关注的议题，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全球碳中和蓝图逐渐铺开。2020
年，中国以大国姿态，基于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提出了二氧
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伟大目标，在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上
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决心。

顺丰控股碳目标白皮书2021

减碳目标发布
作为一家肩负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顺丰充分意识到自身业务对环境的影响，一直致力于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供应链服务，希望能以身作

则，通过企业运营的优化与升级，对全行业乃至全社会带来积极影响。基于过去的减碳成果，顺丰制定了更具雄心的碳减排目标与战

略规划，并于2021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发布《顺丰控股碳目标白皮书2021》。

碳效率提升
%2030 55

每个快件包裹
的碳足迹降低

%2030 70年

年

顺丰承诺，将善用科技力量，推动绿色低碳变革，在2030年实现自身碳效率相较于2021年提升55%；同时，为打造气候友好型快递，

顺丰将在2030年实现每个快件包裹的碳足迹相较于2021年降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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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管理升级
为响应国家“双碳”目标并保证顺丰2030年碳目标的实现，2021年，顺丰搭建了碳排放管理平台“丰和”，克服业务范围广、细分场景

多、对接系统繁多、数据底盘复杂等诸多挑战，整合集团碳排放与碳减排数据，覆盖包装、运输、中转、派送等多个环节，共计60余

个典型场景，120余项指标。平台纳入的数据源包括车辆用能、货机用能、铁路运输、场地用电、冷仓冷剂、员工通勤及各碳减排项目

的排放数据，实现碳排放数据数字化管控，协助追踪碳目标完成进度。

绿色科技实践
顺丰通过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物联网、物流地图、智慧包装等前沿科技领域进行前瞻性布局，结合新能源应用，将科技力
量注入每个快件的全生命周期，助力“收转运派”全流程的提质增效和低碳减排。

在末端收派环节，顺丰应用自研大、小型无人机，运用智能无人机技术，扩大业务投送范围，提供高效率、高经济性且低碳的物流服
务，同时通过推广丰多宝（π-box）循环包装箱等绿色包装的应用，实现循环经济在物流行业的实践。

在中转环节，顺丰基于大数据最优配置仓储资源，引进全自动化分拣和场地管理系统，实现仓储和转运的效率提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在运输环节，顺丰应用智能地图进行运输路线规划，结合快件时效、距离等因素，通过智能算法提供路径最优解。同时，公司依托大
数据分析和深度学习技术，整合货运路线与运力资源，实现车辆与货物的精准匹配，提升陆地运输效率。

顺丰将低碳科技服务渗透至行业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实现端到端供应链全链条碳足迹的降低，帮助合作伙伴加速低碳转型，从源头减
少能源消耗带来的碳排放，提升企业运营过程的碳效率，实现绿色发展，共建零碳社会。

68%
用能结构调整

采取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在合适的产
业园投建光伏，并逐步加大新能源车辆
应用，转变能源使用类型，以极大降低
业务运营碳排放。

12%
减碳科技应用

逐步构建碳排放管理平台，运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先科技实现低
碳智慧运营。

11%
运输及业务模式升级

通逐步推进多式联运，利用货运航空枢
纽改善航线，使用绿色低碳包装，智慧
化企业管理，以及向客户提供All Green
绿色供应链解决方案等提升运营效率和
减少碳排。

9%
其他

针对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采用种植“顺
丰碳中和林”及购买碳补偿额度等方式
实现抵消。

减碳行动路线图

2021
～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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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气候变化风险同其他各类风险一致，均按照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流程进行定期识别与评估。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对气候变化风险已

有清晰的认知，并作为最高风险管理机构对包含气候变化风险在内的ESG风险拟定应对策略；集团风控合规处负责编制包含气候变化风

险在内的集团整体风险报告，提呈至CRO（Chief Risk Officer，首席风险官），由CRO向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汇报。（更多风险管理架

构及风险识别与评估流程相关内容，请参考“风险管理体系”章节）

策略
顺丰通过问卷调查、团队讨论、专家咨询、情景分析、政策分析和行业标杆对比等方法识别风险，依据TCFD气候相关风险分类列出以

下潜在风险清单：

实体风险
急性风险 台风、极端降水、洪水、极热天气、极寒天气
慢性风险 温度上升、海平面上升
转型风险
政策及法规风险 能源结构及能源使用、碳定价、环境信息披露
技术风险 能源技术、绿色包装、绿色运输、绿色销售、绿色办公
市场风险 消费偏好转变
其他利益相关方影响 投资者关注、供应链上下游需求、当地社区关注、员工需求

风险控制部门针对各项潜在风险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其对风控管理目标实现的影响程度评估公司的风险承受度。基于评估结果，2021

年度顺丰针对气候变化问题于风险清单中新增了两个四级风险。

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受到当今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对企业而言，气候变化风险是企业整体风险管理中的一
环。顺丰深刻认识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是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提
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公司参照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TCFD)工作组的建议，通过治理、策略、风险
管理及指针和目标四个方面对公司识别及应对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的工作进行披露。

表 2021年新增气候变化相关四级风险
风险名称 风险类型 风险描述

“碳中和”风险 转型风险

随着国家“双碳”计划开展，环保及节能减排相关政策出台，可能对快递企业服
务及营运模式产生影响，导致快递企业在环保及节能减排等相关方面费用支出
增加。同时，若企业未能依法合规履行绿色环保义务，不仅会遭受相关行政处
罚，亦会对企业社会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极端天气运营风险 实体风险 由于气候环境问题，极端天气频发，如冬季暴雪、夏季暴雨，影响公司业务连
续性，造成业务中断及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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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改变在对公司产生新的风险的同时，也带来的新的机遇。

● 从运输服务出发，随着气候变化愈发成为世界关注焦点，顺丰所服务的客户会对供应商提出绿色、清洁的服务需求，作为较早

布局新能源运力资源的物流服务提供商，顺丰会因此得到客户的青睐，抓住绿色供应链市场机遇。

● 从绿色包装出发，顺丰拥有快递包装设计研发能力，并在绿色包装领域深耕已久，掌握数量可观的相关知识产权。在政策引导

下，市场对于绿色包装的需求扩大便于顺丰推广绿色包装，加快循环包装市场化进程，进而提升公司声誉，提升市场接受度。

风险管理
为有效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顺丰针对新增的两个四级风险提出了应对措施

风险名称 应对措施

“碳中和”风险

● 公司高度关注政策动向及政府侧绿色能源要求，以及时响应政策，推动公司管理优化。法务及
各业务线均已建立国家和地方政策的研究团队，深度分析已出台的各项相关政策，结合外部环
境的整体变化，科学预测政策方向和趋势，实施前瞻性布局和调整，充分利用相关政策利好规
避风险，借力行业政策东风，助力业务经营。

 ● 公司结合外部环境和政策的变化，敏锐洞察行业发展趋势，关注自身环境影响，制定《“碳目
标”白皮书》，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力量，调整用能结构，升级运输及业务模式，推动
绿色低碳变革。

 ● 随着顺丰航空机队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对欧盟等地区的洲际航线需求增多，顺丰受欧盟碳排放
相关法令监管的压力逐渐增强。公司成立欧盟航线碳排放工作组，编写了2022上半年欧盟碳排
放工作规划，以应对欧盟政策变化，提前熟悉欧盟碳市场运行机制，保障欧盟航线正常运行。

 ● 为应对国家相继出台的绿色包装相关政策，顺丰在绿色包装方面进行减量化、循环化、减塑化
研发，2021年共计投入5,500万元。

极端天气运营风险

针对极端天气，公司制定了应急处置程序，制定了不同影响程度下的应急处置检查清单，并规范了信息
通报流程，明确了责任人，确保应急处置的及时性。

●  包装：公司基于全国城市温度数据和路由数据采集，制定了环境温度模型，将全国划分为不同
温区，采用不同的温控材料以及复合温控技术等，形成基于温区、流向的温控包装方案和冷媒
配置要求，以应对冬季低温、夏季高温以及南北温差带来的对于托寄物的潜在不利影响。

●  运输：

陆运：公司针对处于异常天气区域的车辆使用实施前置预警；针对新能源车，“丰能”项目组
开发了冬季使用、充电、补电、保养等注意事项的课程供车辆管理人员学习。

空运：公司为雷雨、颠簸、低空风切变等恶劣天气下的运行保障制订标准操作手册，并设置气
象工程师岗位，对天气形势及重要天气系统发展进行监控、预警等工作，充分保障日常航班稳
定运行。

●  员工：

公司对高温地区和高寒地区有清晰界定，结合中国天气网预告，提前为员工配备防暑防寒工
具，如便携式小风扇、电热马甲、围脖、帽子等物资，为员工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此外，公司还制定了《突发事件员工关怀应急处理机制》，纳入自然灾害类、流行疾病类、公共
因素类、社会活动类事件，根据异常事件的发展演化以及对公司造成的影响进行事件分级，对
应采取不同的措施给予员工关怀。



前 言 管治篇 环境篇 社会篇 服务篇 附 录

036

指标和目标
顺丰致力于通过量化指标衡量自身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与机遇方面的工作成果。公司将在每年度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持续披露能源

消耗量及密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密度等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环境指标及目标完成进度，努力实现自身2030年减碳目标，助力国家实现

“双碳”目标。

长期目标

● 在2030年实现自身碳效率相较于2021年提升55%
● 在2030年实现每个快件包裹的碳足迹相较于2021年降低70%

中、短期目标

基于2030年减碳目标，顺丰制定了阶段性目标，协同各业务模块共同助力碳目标的达成。

陆路运输 2022年新增3,000台新能源车运力。

航空运输 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航空基地场内车辆装备电动化率达100%。

绿色转运 2022年产业园清洁能源发电量达2,000万千瓦时。

绿色包装 1、2022年丰多宝（π-box）循环包装箱保有量超过220万，预计减少约1.39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2、2022年通过减量化措施，大宗包材预计减少约7.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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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物流
顺丰以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为目标，通过绿色运
输、绿色转运、绿色包装等途径，实现覆盖物
流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积极打造可
持续物流。2021 年，顺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
1,201,298 tCO2e。

顺丰搭建了健全的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
系，推动各业务模块完成环境及能源管理体系认
证。截至目前，包括速运、快运、医药运输、
供 应 链 服 务 等 在 内 的 多 个 业 务 模 块 均 获 得 I S O 
1 4 0 0 1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 航 空 运 输 获 得 I S 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77%
919,523

23%
279,337

0.20%
2,419

绿色运输 绿色包装 光伏发电

顺丰2021年温室气体减排量（单位：tCO2e）

表 顺丰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主体 认证名称 认证范围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快递服务运营管理、普通货物冷链运输运营管理所
涉及的环境管理活动

浙江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Apple产品的仓储服务及相关管理活动（授权委托）

深圳顺丰快运股份有限公司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快运及物流服务管理

深圳丰朗供应链有限公司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资质许可范围内的普通货物运输、预包装食品的销
售；办公用品的销售所涉及的环境管理活动

顺丰医药供应链有限公司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资质许可范围内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储存与运输服务

顺丰航空有限公司
ISO50001:2018及RB/T 104-2013 

《能源管理体系交通运输企业认证要求》
顺丰航空物流业务服务过程所涉及的能源管理活动
及节能技术的应用

深圳市顺丰综合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许可范围内普通货运及相关管理活动

顺丰多式联运有限公司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普通货运、集装箱货物运输物流服务

深圳顺丰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普通货物仓储及物流服务

浙江双捷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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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9

11,354

21,278

17,053

陆路运输
陆路运输是顺丰提供物流服务的主要的运输方式。如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陆路运输的碳排放是顺丰长期以来重点关注的问题。

公司通过投入新能源车辆、更换燃油车辆进行运力用能结构优化，搭建平台系统监控车辆用能情况，并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

段进行运输线路优化，逐步推动陆路运输环节的节能减排工作。

顺丰2018-2021年自有及租赁新能源车辆数量（单位：辆）

表 顺丰2020-2021年陆运及航空运输资源消耗数据4

单位 2020年 2021年

陆运电力使用量5 kW.h 117,336,376.5 104,746,128.0

陆运汽油消耗量 L 69,067,775.7 109,833,639.6

陆运柴油消耗量 L 913,116,365.4 1,108,470,842.4

陆运运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tCO2e 2,705,510.6 3,263,703.2

航空煤油使用量 t 500,657.7 424,717.8

航空地面水资源使用量 t 39,116 44,504

航空地面电力使用量 kW.h 7,731,677.5 12,032,767.1

航空地面汽油使用量 L 81,891.6 101,554.0

航空地面柴油使用量 L 1,149,079.0 1,069,811.7

航空运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tCO2e 1,585,863.2 1,297,990.4

4 陆路运输相关环境数据覆盖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能源消耗数据；航空运输地面运营相关的环境数据覆盖各航空场站基地；2021年陆路运输电力、汽油及柴油消耗量统计
口径新增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的员工自带及外包营运车数据，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新增车辆驾驶舱制冷剂使用、冷运车辆冷藏室制冷剂使用、自有柴油车尿素分解及多式
联运产生的排放。

5 2020年陆运电力数据包含新能源车辆通过网点自有充电桩及租赁外部充电桩获得的电量，2021年仅包含通过外部租赁充电桩获得的电量。通过网点自有充电桩充电数据
包含至“办公及服务网点电力消耗量”中。

运力结构优化

自 2015 年起，顺丰进行新能源汽车的批

量采购，并由“丰能”专项组负责新能源项

目的运营与实施。7 年以来，顺丰通过自

购、租赁及外包等方式不断提升新能源车

辆数量，持续扩大绿色车队规模。

绿色运输
在陆路运输方面，顺丰通过多种途径加大新能源车辆的投入和使用，与合作伙伴共同探索新能源物流车高效化运营机制，提升运输能

源使用效率，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在航空运输方面，顺丰加强能源管理工作，通过燃油管理系统进行精细化管理，实施各项节能减排

措施，并积极跟进国家生物航油试点工作，保卫纯净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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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新能源车辆的运输场景覆盖城市内普通收派及重货收派，城市内短途支线、接驳以及跨省市的一二级干线运输。截至2021年12月

底，新能源车辆投放已覆盖215个城市。对于长距离运输及北方寒冷地区运输，公司进行氢燃料、LNG天然气车辆的试点引入。目前，

20台氢燃料供能的轻型卡车在上海地区运营，2台LNG牵引车在北京地区运营。

在传统燃油车辆方面，2021年顺丰购置符合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车辆共1,464辆，降低运输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

用能数据监控

顺丰通过新能源汽车系统平台实现对

新 能 源 车 的 用 能 管 控 。 平 台 可 以 全

面、实时地反映当前日期所有新能源

车辆的数量、利用率、接入及出勤率

等情况，通过能耗数据追踪车辆的用

能效率。此外，系统还能够对车辆的

日均行驶里程、行驶时长、充电时长

以及使用和充电时段的分布进行可视

化 数 据 分 析 ， 以 便 及 时 对 车 辆 和 电

桩 的 使 用 作 出 调 整 ， 从 而 提 升 用 能

效率。

表 顺丰能源使用管理架构
管理层级 管理职责

总部组织

由专人跟进所有车辆能源事项：

能源采购；能源使用、消耗管理及监控体系搭建；自有车辆能源消耗监控；能源消耗异常跟进；核查工作安排
及结果跟进；能源使用相关培训安排及组织；新模式、新工具引入、试点、推广等。

地区组织

由专人跟进相关区域能源管控工作：

地区能源消耗目标值制定；能源使用、管理工作宣导及落地执行；地区能源消耗监控；消耗异常人车核查、检
修、培训等改善工作落地执行；调查结果跟进等。

车队
由车队管理员负责所辖人车能源消耗情况：

车辆能源消耗监控；异常消耗跟进核查工作；车辆技术状况检查安排；驾驶员跟车培训等。

公司邀请内外部讲师进行节油驾驶、新能源管理等相关专题的线上培训，提升车辆管理人员及驾驶员的车辆知识储备，改善不良驾驶

习惯，通过规范日常驾驶操作降低车辆油耗。2021年共完成25场线上培训，覆盖车辆管理人员8,293人次。

2021年，顺丰针对燃油车辆制定了《营运车辆油耗包干方案》，通过制定油耗目标值及节油奖励机制，引导驾驶员操作，实现整体油耗

的下降。为配合方案落地，顺丰指定专人跟进能源使用管理，由上至下，通过总部组织、地区组织及车队，层层管控。



前 言 管治篇 环境篇 社会篇 服务篇 附 录

040

运输路径优化

顺丰智能地图赋能运输线路规划，结合产品的时效要求、距离等因素，采用智能算法提供路径规划最优解。同时，顺丰依托大数据分

析和深度学习技术，整合货运线路和运力资源，提升陆地运输效率，实现车辆与货物的精准匹配。此外，平台还能够基于地理信息大

数据提醒司机优化驾驶习惯，利用预见性导航与节油算法，减少运输能耗。

航空运输
顺丰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等节能降耗管理条例，制定了《能源计量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推进

航空运输节能减排工作。

表 顺丰航空能源管理架构

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及管理委员会
指导能源管理工作小组开展工作；

审核和评定工作小组提出的工作方案和措施。

能源管理工作小组

开展航空煤油、汽油、柴油、燃气、水、电等能源数据的统计分析；

制定具体的能源管理工作方案和措施；

推进能源管理工作方案和措施的落地；

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项目进展。

2021年，顺丰航空成立碳排放工作组，编制各部门能源管理方案，并于各能耗部门设置固定接口人，负责考核评价节能降耗执行情

况。依据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布的《民用航空飞行活动二氧化碳排放监测暂行管理办法》要求，顺丰于每年4月30日前向民航局提交上一

年度经核查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为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性，自2020年起，公司每年邀请第三方核查机构对顺丰航空的温室气体排放

数据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报告。

顺丰2019-2021年自有大机型占比逐年提升

绿色航空

● 优化机型组成：顺丰致力于打造低能耗高效率的“绿

色机队”，自2018 年起，顺丰积极引进747、757、

767等大型货机。新购入的大型货机相较于传统的737

货机，拥有满载情况下碳排放效率更高、吨公里油耗

更低的优点。2021年，顺丰共有68架自有全货机。

● 应用节油技术：顺丰通过飞行高度层优化、精细化业

载、根据预测业载动态调配机型、二次放行、截弯取

直和关断辅助动力装置等多项节能减排措施，减少燃

油消耗。2021年，顺丰通过截弯取直技术节约航空燃

油量约1,532吨，通过二次放行节约航空燃油量约888

吨。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B737 B767B757B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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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燃油管理：顺丰于2021年4月完成航空燃油管理

系统初验，并于12月1日完成系统终验。该系统有效

地辅助公司燃油管理制度的建立及燃油管理进度监

控，目前可实现截弯取直、二次放行、落地剩油等燃

油管理项目的数据统计工作，并通过系统内置精细化

管理模块，提高飞行计划与实际运行的吻合度，全面

提升运行品质。此外，该系统内的碳排放模块可协助

完成生态环境部、民航局等单位要求的定期碳排放统

计及核查工作。

● 严防维修污染：针对飞机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弃机

油，顺丰制定了《废弃油液管理规范》，对飞机维修过

程中放出的废弃燃油、液压油及润滑油的处理进行明

确规定，要求维修人员按照《危险品管理程序》对储存

起来的废弃油液进行规范管理。

● 升级节油激励：公司制定《顺丰航空2021年度燃油节

省激励方案》，设立了节能奖励基金，对节能工作中有

显著成绩的部门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2021年，顺

丰完成节油激励方案的更新，新方案考核工作已成功

开展，进一步强化了员工的节能意识。

● 优化地面车队：依据国家最新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

峰行动方案》要求，到2030年，民用运输机场场内车

辆装备等力争全面实现电动化。地面车队自2021年起

全面引进电动能源车，共计引进13台电动内场车以及

7 台新能源行政车，并积极开展针对新能源车辆维修

养护的员工培训。

● 开展节能宣传：公司建立了《顺丰航空办公场地公共

区域管理规定》，积极组织宣传公司已经实施的节能、

节水、节电、节材等工作，逐步打造节约低碳型公司

文化，引导员工积极参与节能低碳办公，营造“节约

光荣、浪费可耻”的氛围。

绿色机场

● 智慧能源管控：顺丰参与建设的湖北鄂州花湖机场项

目引入了智慧能源管控平台。机场投入运营后，该平

台可以实现能源从源端到末端的全程管控，利用算法

模型实现不同能源形式（光伏、充电桩、能源站、外

购电力等）的能源协调和优化，预计可将机场综合能

耗效率提高10%。

● 可再生能源利用：机场可再生能源率达25.6%：光伏

发电设施每年可提供电能3,531 万千瓦时，地源热泵

装机负荷12,362千瓦，大幅度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绿色转运
顺丰致力于打造绿色产业园，通过建设光伏发电站、优化仓库空间布局等多种方式，促进快递中转效率与节能效益的提高，降低快递

中转对环境的污染。

2021年，顺丰针对产业园设备设施管理制定了《顺丰丰泰产业园工程机电管理手册》，并要求各园区对设施设备进行定期维护保养与检

测，确保正常运行，减少因设备老化、设备故障带来的能耗损失。公司推动各产业园加装恒压供水、优化二次供水设备，提升水资源

使用效率。园区每年两次定期清洗水池，总部每季度对各园区进行品质检查，对供水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评估，对水质进行有效

监管，保障用水安全。

顺丰针对园区内租户管理工作制定了《物业设备管理制度》和《物业环境管理制度》，通过设备管理、安全管理、装修管理、环境管理等

多个模块约束租户用水用电行为。各园区不定期开展节能降耗宣传活动，针对国家出台的能源管理政策进行学习，向员工与园区租户

宣贯政策内容，并将政策内容转化为管理措施落实到园区管理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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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顺丰产业园及中转场2020-2021年环境数据6

单位 2020年 2021年

水资源消耗量 t 620,251.7 653,893

废弃物产生量 kg 16,703,832.4 23,934,635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kW · h 1,577,170.5 3,053,515

电力消耗量 kW · h 299,143,742.3 847,387,358.4

温室气体排放量 tCO2e 265,091.6 725,267.7

6 产业园相关环境数据覆盖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的顺丰自营产业园，产业园内属于外部租户的环境数据不包含在内。
 2021年中转场用电数据范围新增中国大陆租赁中转场。

案例：采用智能化管理平台(IPS)实现产业园园区用水用电精细化管理

智能化管理平台(IPS)可实现园区用水、用电数据监管，平台功能包括能耗阀值预警、故障实时报警等，协助园区物业掌握各区域能耗

动态情况。

● 2021年，产业园为智能化分拣设备、冷库设备及办公空调等用电设备加装智能电表，并接入智能化管理平台，实现园区用电精

细化管理。

● 针对水资源使用情况，智能化管理平台可实现对各园区内各用水单位用水量的动态数据分析，发现用水超标及时预警，并协助

定位异常区域，提高故障修复工作效率，减少水资源浪费。

顺丰积极加强可再生能源利用，布局

可再生能源发电计划，减少温室气体

的排放。2021年新增4个园区屋面光

伏电站，节约碳排放约1 万吨。截至

目前，产业园共完成9 个园区的屋面

光伏电站的建设，装机容量达 13 兆

瓦，年发电量1,000万千瓦时以上。

光伏产业园



前 言 管治篇 环境篇 社会篇 服务篇 附 录

043

顺丰积极倡导绿色办公、节能环保文化，通过各项资源节约措施，减少用水用电浪费，实现办公环节提质增效。2021年，顺丰运营场

地共计节约262万元水·电费用。

用水管理

顺丰对100%的运营网点进行用水设备情况的定期巡查，对出现问题的设备及时上报修理，通常在1天内完成维修，减少水资源的无故

浪费。

用电管理

顺丰积极对场地用电管理进行改进，对部分场地的用电系统加装智能管理系统，减少未来能源消耗。2021年，共有11个地区873个网

点安装了智能电表，实现了电量可视化，电费同比下降4.6%。公司将持续在更多的网点场地推广智能电表模式。

装修管理

顺丰对办公场所的施工加以规范，要求在装修场地使用节能灯具，并严格遵守当地对于噪声管理的要求，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装修

过程中产生的装修垃圾、废水等全部按照绿色施工标准排放或由专业第三方公司回收，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降至最低。

绿色办公
顺丰设立了《办公场地管理办法》《水电管理办法》等内部制度，有效推动共享办公与常态化远程办公，提升办公空间使用效率。公司在

运营过程中并不涉及大量水资源的使用及废水排放，亦不涉及易对水资源造成污染的产品及业务。

表 顺丰办公及服务网点2020-2021年环境数据7

单位 2020年 2021年

办公及服务网点用纸量 kg 31,961.5 38,331.2

办公及服务网点电力消耗量8 kW.h 252,084,789.6 542,971,434.1

办公及服务网点废弃物产生量 kg 4,098,124.8 6,785,980.0

办公及服务网点水资源消耗量 t 43,600.3 123,485.0

办公及服务网点温室气体排放量 tCO2e 216,385.5 503,650.8

7 2021年办公及服务网点环境数据较2020年新增部分自有及租赁办公场所，覆盖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办公场所。
8 2021年办公及服务网点用电量数据较2020年新增新能源车辆通过网点自有充电桩获取的电量。

绿色包装
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在《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中提出，到2022年底，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的

邮政快递网点，先行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 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降低不可降解的塑料胶带使用量。到2025年底，全国范

围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的塑料包装袋、塑料胶带、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

顺丰顺应绿色包装发展趋势，持续推动绿色包装计划的落地执行，制定了《顺丰包装操作规范》，针对不同种类的内件细化包装操作要

领，落实绿色包装要求。此外，公司针对5类大宗包材制定了《绿色产品技术规格书》，对绿色包装的选型与应用起到指导作用。2021

年，顺丰针对绿色包装研发投入总额达5,500万元，新增绿色包装相关知识产权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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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多宝（π-box）

医药围板箱

减少塑料使用

2021年，顺丰研发定型系列可降解胶袋“丰小袋”、降解封箱胶纸。为减少EPS泡沫的

使用，公司引入纸塑包装、生鲜EPP、EPE温控、蜂窝纸等替代方案，并陆续投入试

点和使用。顺丰自研的无墨激光纸箱、纤维素封箱胶带、无墨凸文件封等包装制品于

2021年度入围《邮政行业绿色产品、技术、模式名录》；标准纸箱获得绿色产品认证

证书。

快递包装箱绿色产品认证证书

减量化包装

2021年，顺丰完成“丰景计划”2.0升级，启动对胶袋、胶纸、贴纸、封条等8大类物

料的减量化、标准化、场景化创新开发。在保障品质的前提下，含有再生材料的胶袋

已在4个地区陆续投放试点，细分场景下的减量化低粘胶纸也已投放试点逾1万卷。同

时，顺丰针对封条SKU进行精简化研发，从31款缩减至14款，并对34款有常规贴纸启

动无底纸化研发，预计可减少约50%的纸张用量。此外，公司通过对多种快递场景和

用户场景的研究，实现包材适配的精细化改型创新，结合限制过度包装的操作规程，

减少原纸使用约3.4万吨，减少塑料使用约6,200吨。

循环化包装

顺丰针对不同场景投用了保密运输箱、机场循环箱、易碎品循环中转项、食品循环

箱、太阳能光伏板循环包装等成熟产品。2021年，在原有丰-box的基础上，顺丰推出

碳中和产品丰多宝（π-box）循环包装箱，采用更易回收的单一化材料PP蜂窝板材，易

清理、抗戳穿，加强对快递内件的保护。丰多宝（π-box）于2021年7月1日起试点投放

运营，截至2021年12月底已投放丰多宝（π-box）72万个，实现280万次的循环使用。

此外，顺丰为有药品运输需求的客户提供定制化绿色包装解决方案。通过使用可循环

的医药围板箱，为客户提供安全运输服务的同时，减少围板箱在运输过程中的浪费，

提升客户绿色服务体验，助力客户降本增效。截至2021年底，医药围板箱循环使用超

1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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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业发展
顺丰建立了包装产品的循环使用、减量化和回收再利用三个研发渠道，以此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与无废城市建设。公司积极与上下游产

业链合作，通过打通从包材制造商到物流企业、从消费者到回收企业的各个环节，推动绿色包装在全社会循环利用。

2021年，顺丰上线了智慧包装服务平台一期，初步构建数字化包装方案库，覆盖1,300多种托寄物品类。该平台有效赋能一线人员，实

现托寄物的定制化科学合理包装，避免浪费。公司坚持丰多宝（π-box）项目的可持续运营，尝试推行商业化模式，以包装使用费的形

式向客户收取费用，同时对个人客户进行碳能量积分激励，客户可使用积分兑换相应礼品。此外，我们还为月结客户提供碳能量报告。

推动循环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对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大意义。顺丰深入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积极与上下游
产业链合作，同时在社会层面推行环保理念，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快递包装循环生态圈



前 言 管治篇 环境篇 社会篇 服务篇 附 录

046

顺丰积极与外部机构开展合作，为行业的绿色发展添砖加瓦。公司与北京绿创公益基金会（绿创）达成公益合作，向绿创捐赠22万元。

此外还参与物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倡议，协助制定《企业绿色物流评估指标》和《物流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两项行业标准，

并资助和开展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环境恶化的公益活动。

公司积极参与行业研讨，深入沟通交流环保经验。本年度，顺丰作为特邀会员单位参加了“中国纸基绿色包装专委会成立大会暨纸基绿

色包装研讨会”等行业会议，还主导编制了邮政行业标准YZ/T 0178-2021《邮件快件限制过度包装要求》，进一步推动邮件快件包装行

为规范化，减少资源消耗，推动邮政行业绿色发展。

公众意识培养
顺丰始终致力于倡导和推动绿色物流的发展，不仅在企业内部各个运营层面推行环保活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积极在社会层面

推行环保理念。

● 环保平台

2021年，顺丰基金会主导的顺丰森林微应用在丰声上线，员工可以在应用内测算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并通过植树造林的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2021年，顺丰共计27,883人参与了线上活动，

5,001人线上领养树苗18,168棵。

面向广大员工，我们打造内部平台，通过顺丰森林微应用，倡导低碳生活理念、提高减碳意识。针对C端客户，我们推出碳账户平台，

上线碳积分、碳能量功能，客户可通过绿色包装等减碳方式获得碳积分以兑换礼品。面向社会公众，我们计划投放碳中和公益广告，

助力广大人民群众加深对碳中和的认知，从而推动自身减碳行动。

● 环保活动

顺丰立足行业，积极与政府部门及高校展开环保活动的合作，提升社会绿色环保意识。2021年，顺丰共举办1场大赛及4场大型品牌参

展，携手推动绿色包装在全社会的发展。

案例 ：“箱”伴计划2.0掀起环保新浪潮

2021年是顺丰发起“箱”伴活动的第二年，我们号召全民

利用闲置快递箱，一起动手DIY。顺丰进行了纸箱创意改

造并且增加视频教学，同时也更加注重模型的实用性，

通过纸箱造出笔筒、置物架等。我们在上海、深圳、广

州等城市投放了数十万个限定版创意纸箱，触达更为广

泛的群体，进一步培养公众的环保意识。

“箱”伴计划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