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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行动�伐

VMware 的 2030 年议�是一项为期十年的环�、��和监� (ESG) �诺，也
是一项行动呼吁，旨在打�一�更�可持续、�平和��的�界。�年 ESG 
报告的主题是“�快行动�伐”。 

我们认为，��为未来做�规划，����采�行动，同时�力于在
��过�中保持���，期间不��认识�我们��得的成功，也
�把��进的��。 

�下来的��和��进��示�我们�何�快创��伐，创
�更��的未来，在环�、��和��经济�面坚持做
�贡�大于��，��励我们的�有相��也一��
��这一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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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报告
报告时间范围
�报告�盖� VMware �其��司在 2022 财年（2021 年 1 月 30 日� 
2022 年 1 月 28 日）的情�。�报告中提�的“2021”是指 2021 日历
年，该日历年大����在 2022 财年内。

保证
VMware ��报告中��的编制和��性负责。VMware �请� Apex 
Companies LLC (Apex) 作为独��三�来审查我们的 2022 财年温�
气体 (GHG) �单和��消耗，�获得��报告��性和��性的有�保
证。�报告中��的审查范围�括��的范围 1 和范围 2 温�气体��、
范围 1 和 2 ��消耗，����务��和员工��相�的范围 3 温�气
体��。�报告的其���尚未得�独��三�的��保证。更���请
�阅 Apex 授予我们的�三�保证书

�于 VMware

VMware 是行业领先的��服务提供�，可提供面向�有应用的��服
务，在�现��创�的同时�保�业级�制力。VMware 软件是值得�
赖的基础，可�快�现创�，为�业提供成�未来�需的�活性和�种
选择。VMware 总��于���尼亚州帕�阿�托，�力于�过�司的 
2030 年议��设更��的未来。 

ESG �据�架
编��报告时�量� ESG �据�架和标�，�括��报告倡议 (GRI) 
2016、可持续发��计�则�员� (SASB)、温�气体议�书（GHG 协
议）、联�国���约�则、联�国可持续发�目标 (UN SDG) 和气�
相�财务披露工作组 (TCFD)。鉴于我们������年�目标报告的�
诺，我们�继续�进报告��。请�阅附录中的“ESG �据”，��在 
VMware 的�开�件中可�找�的披露���单。

ESG 重�性评估
��一��行 ESG 重�性评估是在 2020 财年，�当前的双重重�性评
估��一�。我们�据议题�环�和��的�响����业�值的�响�
议题进行评估，同时�虑� ESG 报告�架和业内同行��的 ESG 议题。
评估��我们的一些主�内�和��相��，�括��、员工和�户。基
于此评估，我们制���终��� 2030 年议�。

封面故事�Rosie，我们的�龟 

我们在 2006 年偶�����一��龟，��为“Rosie”（�封
面�示），自那��，我们的员工��这����吉�物产生�
一种�别的情�。Rosie 和�的十����的�龟朋友（���
龟�� VMware 的经历各不相同）生活在我们帕�阿�托总�的
�龟池中，在温暖的�节里，这里可为�们提供��的栖�地。 

�年的“�龟日”（是的，�们有自己的节日�）期间，
VMware 大��都�欢�一堂为这些�龟们庆�。待��暖�开
�时，�们�在���重��龟池�而����，�们��开�
龟池，前�更温暖的地�。 

我们��龟的爱已经超��帕�阿�托当地的传统，�“�龟
日”视为��界地�日��的��性庆�活动，把�们�为可持
续发���和谐��的�征。

阅读有� Rosie 是�何��的��故事�blogs.vmware.com/

vsphere/2019/12/vmware-turtles.html

http://blogs.vmware.com/vsphere/2019/12/vmware-turtles.html
http://blogs.vmware.com/vsphere/2019/12/vmware-turt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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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战� 可持续发� 平等 �任 ESG 绩�    ESG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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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战� 可持续发� 平等 �任 ESG 绩�    ESG 战�

VMware 是�认的卓�虚���司和�
有�先行者。��，��我们进��布式
计算时代，我们有��也有责任扩大我们
作为可持续、平等且值得�赖的��领导
者的�响力。 

在我们转型的同时，周围的�界也在发生
�翻�覆地的变�，�现�一��环�、

��和监� (ESG) �面的挑战，�司必须在���情��、地缘
政�动荡和气�变��响下应�这些挑战。VMware � ESG 的
�诺让我们的业务开�面向未来，��持我们的�户�现自己
的 ESG 目标。在我看来，采�战�性 ESG ��不�是正�的做
�，也�带来竞��势和�大��。 

VMware 拥有�久的创�历史。��也不��，我们的目标是
�过�行三项基�转型，成为��领域的领导者� 

• �现产品组�转型，�过 VMware Cross-Cloud Services ��产
品/服务满足�户在��领域的需�� 

• �现业务模式、�场进�和�维��转型，转为基于�的软件�服
务 (SaaS) 和订阅业务���

• �现行为理�的转型，更���户为中�。 

此�，我们还��据 VMware 的 2030 年议�调�我们的产品
组�，�而�持�户�成自己的 ESG ��。�过采用战�性 
ESG ��，我们���帮助�户�现���基础架�脱�，�
过�布式办�技术��他们平等获得��的几�，��过��
�据隐�和��性赢得�任，�而为�户提供�值。 

我�喜欢的���一是 Stephen Covey �说的“��紧的事
情�是把��紧的事情当成��紧的事情做�。”这正是我� 
ESG 的看�。为�创�长期�值，我们必须��体的目标落
��业务�营和产品创�的��面面。�此一来，我们便可�
����地�现我们 2030 年议�的成��可持续发�、平等
和�任。目前，�司上上下下都在落�气���力、�元�、
平等、��性���络�间��等事项。看�这些�诺一一兑
现，��渐成为 VMware 员工、供应链和�户�间�手共同创
�的灯�，这让我�受��。 

在这决�性的十年行动中，创�和���转型必须发挥��重
�的作用。��“把��紧的事情当成��紧的事情做�”这
一理�，我们�精力����重�的事情中，��把����
�快�现目标。VMware �力于�现我们的使�，�为���
打�一�更�可持续、平等且��的���未来。

首��行� Raghu Raghuram �语

2015 年

1998 年

2006 年

2010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2 年

VMware
 成立

首度实现 100% 使用
可再生能源目标

正式确定 2030 年议程

2021 年
通过 VMware 解决方案避免了

超过 12 亿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5
人

1,500
人

9,000
人

19,000
人

22,099
人

37,500
人

首度获得 CarbonNeutral® 
认证公司称号

启动 VMware 
基金会

启动 VMinclusion

帕洛阿尔托总部推进
可持续发展理念

启动 VMware Responsible 
SourcingTM 计划

VMware 的 ESG 创�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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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战� 可持续发� 平等 �任 ESG 绩�    ESG 战�

把�业��责任当作是“锦上��”的时
代已经过��。��，�过 ESG �动创�
已是势在必行，这是����司的一项�
键竞��势。当我们应�气�变�、不平
等和�络�间��等�杂且彼此�联的�
�性问题时尤为�此，这些问题需�各行
各业的�业领导���决。 

积��力于�现 ESG 成�的�业纷纷采�重�举措来制�面
向未来的战�，�而��和��顶���，�为�户和其他相
��创�更��值。�任何成功的战�一样，我们的 ESG 工
作也有一�指导�架，该�架�����我们的历�，���
�统一的进��量标�。在 VMware，这��架�是我们的  
2030 年议�。 

2030 年议�是一项在��司范围内�职�领域��的计划，�
�级领导层���各地的 VMware 员工都必须��这项计划。
在 VMware，ESG �盖�营绩�和�响力，这使我们����
户和�作��共同创�，��使�和��转�为�际行动来�
励�有相��。 

我们认识�，��现 VMware 的��，为���打�一�更�
可持续、平等且��的未来，我们还有�长的路�走��而，
2022 财年��，我们已经做����的�备，可�在未来几年
内�快这项重�工作的进�。 

�下是过�一年中的许��键行动，�示�我们的工作进�� 

• ��为止，我们已经种��超过 260,000 棵树，�力于� 1t.org �
作，兑现�我们 2030 年保护 100 万棵树的�诺。 

• �琼�可持续发�指� (DJSI) 是�界领先的 ESG �量基��一，我
们已经连续�二年成为该指�的成员，在业内��� 97 �。 

• 我们�动� Zero Carbon Committed 计划，���� 30 ��力于
使用可再生��的 VMware Cloud Provider™ �作��，其中�括 
Google、AWS、Oracle 和 IBM。

• 在气�相�财务��披露工作组 (TCFD) �议的指导下，我们进一�
�进�气�转型计划。 

• 我们�资��元�、平等和��性 (DEI) 计划，我们的招���中也
�行这些计划，结果是�性员工��较 2021 财年��� 2.1 �百�
点，占��员工总�的 29.2%。 

• 我们� ESG 里��纳����酬奖�计划中，���业 DEI 目标�
�级主���上级别�员的奖��酬挂钩，进一�落��我们的监�
��。 

�下来的报告详细�绍�更�此�行动，�括�户���
� 2030 年议�中 30 �目标的��进�。�谢各���的 
VMware 员工，是你们的�力我们���得重大进�，我们的 
EPIC2 ���得�焕发生�。 

我们在 2021 年的
��作���括�

环�、��和监��⻔副总� Nicola Acutt �语

100 Most Sustainable Companies，Barron's

100 Most JUST Companies，JUST Capital 和 
CNBC

AA ESG Rating，MSCI

America's Most Responsible Companies，
Newsweek 

America's Most Trusted Companies，
Newsweek

Best Employers for Diversity，Forbes

Best Employers for Women，Forbes

Best Places to Work，Glassdoor 

Clean200 Companies，Corporate Knights

Corporate Equality Index，Human Rights 
Campaign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Silver Sustainability Rating，EcoVadis

Supplier Engagement Leader，CDP

Sustainability Yearbook，S&P Global 

奖项和��（2022 财年）

详细�� VMware 的 ESG 工作� 

www.vmware.com/cn/company/esg

https://www.vmware.com/cn/company/es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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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战� 可持续发� 平等 �任 ESG 绩�    ESG 战�

ESG 是我们一�工作的��。我们设计的��产品、我们�持的���户��我们赋�的
��员工都有��帮助��更�可持续、平等且��的未来。我们的 ESG 战�已正
式纳�我们的 2030 年议�，该议�由 30 �贯����司的目标组成，旨在�得
可持续发�、平等和�任三大成�。这些目标共同呼吁采��下行动��现�
��基础架�脱�，�过�布式办�技术提����等�平，��过提��
�性和���赢得�任。

为��现 2030 年议�中的目标，我们需��员工、�户、�作�
�和更��的��共同创�。这需��用我们的独创性��和我
们的 EPIC2 �值观（�行力、热情、诚�、�户和��），
在�� VMware 落� ESG 工作。我们知�，独木不成
林，相�大���协力，���得成功。 

2022 年 ESG 报告

2030 年议�

8�行副总�兼首��力� Betsy Sutter 在年���上为 VMware DEI 领导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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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战� 可持续发� 平等 �任 ESG 绩�    ESG 战�

工作负载��� 提��户����维的工作��和���

��� 促进向���转变

业务弹性 �保�物理基础架���布式办�员工队�等 
��面面的弹性

�布式�� �快为我们的�布式办�员工队�采用�布式 
��

净���� 在�维和供应链�面�现净����

电�废物责任 在我们的���维中落�电�废物责任

������ �保有� VMware �决������响的���

�响力�资 �资���、环�和财务�有
���响的创�项目

�资���力 �持我们����的�资���力�设

可持续�计算倡议 �持相��共政策，��动����、
���力�且可持续的��基础架�

��性 �过 VMware �决��打�一����力�的
�络�界

隐�设计 在产品、服务和�维设计中��隐�保护

VMware 自用体验 在我们的内�基础架�中�用 VMware 软件，
�调�任、��性、体验和可持续性

员工队�发� 使我们的员工在��岗�上都有��获得晋升

�平和符��� 
规范的�� �进�平、�乎��规范的业务��

�响力倡议 �持�动 IT 领域��和环��响力的�共政策

����� �进我们的�����和�理

�成式报告 过���成式报告，满足或超� ESG 披露标�

��� ��监�和问责制，维护�有相��的��

可持续财务 �可持续指标纳�我们的财务决策��中

2030 年议�目标
可持续发�

Anywhere 
Workspace

让�户�布式办�的员工队��论在�里工作， 
都�顺畅��

�元����性 �过���元�招�和��性领导来�动平等

服务�� 在我们的����中打�服务��

���技� �动在��范围内获得技术和���技�

���组织��� 
转型 �快���组织的���转型��

供应��元� �大��元�供应�的��，�括小型�业和代
�性不足的�体拥有的�业

同工同酬 �动让�有 VMware 员工�受平等�酬

技术��碍访问 �保我们开发的技术惠��有�

�布式办� 满足���于办�地点和办��式的�元�需
�，打��元�、创�、��的员工队�

�� �过打���碍、��和创�的������，
��和赋���

平等 �任

阅读我们的 2030 年议���进� 

(�于�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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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战� 可持续发� 平等 �任 ESG 绩�    ESG 战�

2022 财年 ESG �点

超过 12 亿��
自 2003 年�来，�助 VMware �决����的
二�����量

100%
使用可再生��的��

29.2%
VMware 员工队�中的�性��，� 2021 财年 
��� 2.1 �百�点

100%
���在 Human Rights Campaign Corporate 
Equality Index 中的得�

可持续发� 平等 �任

#1
“环�”指标在�选“JUST 100”的软件行业�司
中���前

超过 62,000 �
�员�过 VMware IT ��提升 VMware 技术�
决��相�技�

� 4 �
Newsweek 评选的软件和电��别�值得�赖的
�司��

超过 100 万
为 VMware 员工提供的开发和�训时�

VMware Responsible 
SourcingTM 计划
旨在�动��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元�和 
��碍访问 

超过 37,500 �
员工，�布��

129 亿�元
��

查看我们的 2022 财年 ESG �据
(�于�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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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

可持续发�是 VMware 的�值观和未来成功的��，这一点�我们�
过技术�决���现积�环��响的传统中可见一�。我们�继续在我
们的�户生态�统、�值链和我们自��维中�现���基础架�的脱
�（�为相��需�更大的���力），同时在我们共同的气�变�现
�中�快�现自己的可持续发�目标。

我们的��是��采�行动�规划未来，�此，我们目前�力于�现�
中和，�在未来�现净����。自 2018 年�来，我们已�据《�中
和协议》认证为 CarbonNeutral® �司，�正在�行可持续战�，�
在 2030 年�现净���。我们制��科�的�针，为��目标提供指
导，�����洁��买�联盟和 RE100，这两����作组织代�
��力于 100% 使用可再生电力的�业。i

2022 年 ESG 报告

可持续发���

获得 CarbonNeutral �司认证（自 2018 年�持续
获得认证） 

我们的��设�和共同托��据中�的�维��现
� 100% 的可再生��供电（自 2019 年�来一�
�此）ii 

在“JUST 100”中�评为软件行业 #1 for Environment 
的�司 

荣获 EcoVadis 颁发的 Silver Sustainability 奖
项，�在一项�于��据为�据的可持续采购��
的��研�中得�专⻔�绍 

在 VMware Zero Carbon Committed™ 计划中
��� 30 ��作��，�括 Google、AWS、
Oracle、IBM 等

�据气�相�财务��披露工作组 (TCFD) 的�
议，进一��进气�转型计划 

����难���服务，该服务的基础架�占用�
间�小，消���地�署备��据中�，使�户�
�显著���耗和���量 

2022 财年可持续发��点
我们的行动

���基础架�脱� 

规划净�过� 

�资基于自�的�决�� 

�持可持续发� 

�量远�办�的����响 

评估气�风险和�� 

负责任地向供应�采购 

�行我们的可持续发���

协作�际行动���� 

�响力������电� 

���现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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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

VMware 可帮助�户显著����维�大的���基础架�
相�的��成�和���量。我们还提供响应��的可扩�
性和简�的�理。�据 IDC 的一�报告，自 2003 年�来，
VMware 的产品已帮助�户���超过 12 亿��的���
量。�� IT 硬件和�据中���的提�，我们的虚��技术
帮助有�地�缓��据中����量的�长，�使工作负载�
指�级�长也是�此。

在 VMware，可持续发�不��我们的业务模式�重�，也是
我们创�技术�决��固有的��为�户提供的一项�势。我
们�持��户的应用、基础架�和�维进行���转型，�满
足他们不�变�的需�，�括更��地��他们使用的产品的
���量。 

���基础架�脱�
VMware vRealize® Operations™ Green 
Data Center 仪�盘可帮助�户��在��
使用和����面�得的进�和�进�议。

虚��期�状态配� (VMDSC) 为用户提供
�一种�风险的��，可�轻���和调�
虚��规模，�便提�使用��，更大��
地�用工作负载和��。

�难���服务消���地�署备��据中
�，转而采用�有�小基础架�占用�间的
���需模式，使�户��显著���耗和
���量。

�洲保险�司 Groupama ����� VMDSC，这是一项
可持续发���功�，� VMware vRealize Operations 
规模调�报告进行�补�。在此�作项目中，VMDSC 使
�户����、轻�地在其超过 10,000 �虚��的环�
中自动调�规模。 

VMDSC 的��试用�
回�� 29% 的已�配 
vCPU 和 20% 的已�
配 RAM，使得这些资
�可�重���生产使
用，�而提��主��
用�����可持续发
�性�。

��可持续性 

�户��

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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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行动

应�气�变�是一项紧�的任务，�此，我们当前采�行动�决我们�气
�的�响，�保在继续�向净�的�路上�现�中和。为�现净���目
标，我们需��据科�������，��过�项目�消任何剩�的�
�。我们����的� 1.5˚C �温相一�的科��目标为我们的����
�基础，��过�科��目标倡议 (SBTi) 的验证� 

• � 2030 年，范围 1 和范围 2 的��量��� 50%（� 2019 财年为基�年）

• � 2030 年，范围 3 员工������料和��相�的��量��� 50%（� 2019 财年
为基�年）

• � 2025 年，�有 75% 的供应���（���）设�自己的科�目标

为��快在��范围内的进�，我们����洁��买�联盟和 RE100 
等可再生��计划。RE100 是一����作组织，代���力于 100% 
使用可再生��电力的�业。�年，我们�布签署《气���》，��界
各地各行各业的�司一�，进一��动�现我们的净���目标。 

��我们����业的可持续发�目标的��过�中���更���，�
�������场的成�，我们�继续��自�的气�转型计划。

规划净�过�

2,685 公吨
二氧化碳当量

范围 1

直接燃料消耗

�,��� 公吨
二氧化碳当量

范围 2
基于市场

范围 �

���,��� 公吨
二氧化碳当量

外购商品和服务

81,341 公吨
二氧化碳当量

资本品

28,831 公吨
二氧化碳当量

员工通勤

3,131 公吨
二氧化碳当量

商务差旅

29,779 公吨
二氧化碳当量

其他*

347,395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VMware 的���量（2022 财年）

* 范围 3 的“其他”�括���料和��相�的活动、上��输
和�销、上�租赁资产���维中产生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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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于自�的�决��
我们需�各种�决��来�现���的未来，��力于�用大自�来�持
我们�现这一目标。VMware 拥有�样�的���项目组�，我们 
已经开�更�重视基于自�的项目，�为我们认为这些项目�于 
�现净������重�。 

�年，我们� 1t.org �作，�诺�  
2030 年种�和保护 100 万棵树，
现在已经�成����一�上。
��为止，我们已经种��超过 
260,000 棵树。

三年来，VMware 一�是百万红树林项目的捐助�， 
�为肯尼亚和����红树林��为重点的自�气� 
�决��项目做��贡�。也许�不知�，红树林 
也�为“�奇�树”，�为�们可�储��雨林 
���的�。 

�诺� 2030 年种� 100 万棵树

超过 260,000 棵
已种�，进一�兑现��诺

红树林��
项目（�于肯尼亚和���）是百万红树林项目的一��

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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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内�

�洲�����有 20 亿���获得���理的
饮用�，这�是我们�乌干�和马�维的黄�标
�项目中购买��用额�的��，这些项目�过
�理和钻��的�井井�，为小型农���提供
�洁的饮用�，�而�����。�过提供�洁
用�，这些��不再需��过煮�来净��，这
��轻�当地�林（主�的�柴来�）的压力�
���温�气体��。

����共��是��大���的主����式，
也是�界上使用���的��工��一。�据�
用于大�捷�项目的�洁发��制 (CDM) ��，
VMware 的��资�持��里地铁��和�营超过 
100 �里的先进电动轨��统，�配备�的�车。
�传统���式相�，�乘��里的温�气体�
�量��得�，�而���在���成�险�气
污染�平的����。

�持可持续发�

�洲和��的��资项目

我们�持��可持续发�项目，�为我们知�，现在必须采�果�行动，
继续为�现���铺平�路。我们购买的��用额�不��持我们的 
CarbonNeutral �司认证，还�环�和��产生���的积��响。 

自踏上 ESG ���来，我们一��力于�持�联�
国可持续发�目标（该�架为 VMware 的 2030 年
议�提供��据）相一�的�有�响力的项目。这
�括为�动�统性�响的项目提供��资，���
�大且���力�的��。 

��为止，我们的��资项目已帮助为���决��、大型可再生��项
目、�林��和用于可持续�共��的电力轨��统提供资�。

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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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远�办�的����响

VMware 员工���“终�工作���”(Ultimate Workstation Makeover) 竞赛，�赢得�设备，�在工作��、 
工作��、�体工��、��碍访问和���面在线�询专�。�我们��员工中选�的三���儿获得��的设备、 
照�设备、扬声�、�络摄�头等。

我们在 2020 年��情�发��转向���散的办�模式时便�识�，���量的界�正在发生变�。���
们在�办�，员工��时间���，但����消耗���。为�应� VMware ���式的这些变�，我们
首�评估�在�办�的员工����的�响。这需�创�一种�的��，��决我们�布在��各地的员
工队�的地���。我们�典型��办��中主����的�响开��IT 设备（�括计算�和其他设
备）、电力照�负载和 HVAC �统（供暖和制�）。 

�许�采用�布式办�模式的�司一样，我们的员工�环�的�响不再局�于�司办��。我
们已经�开��行业的�话�进一�发�我们的��，��励其他�司�量他们自�远�
员工队�的����响。

阅读我们的白皮书《未来办�模式的��响》� 
www.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sustainability/
vmware-home-office-emissions-whitepaper-august-2021.pdf

17

我们的行动

http://www.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sustainability/vmware-home-office-emissions-whitepaper-august-2021.pdf
http://www.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sustainability/vmware-home-office-emissions-whitepaper-august-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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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气�风险和�� 

��我们在各项�维中的可持续发���日趋成�，我们也
����不��未来和气�变��界�带来的风险和��的
理�。VMware �年都��过 CDP 详细报告其气�战�、
目标、��、风险和��，我们进行��气�相�的风险和
��评估，该评估�气�相�财务��披露工作组 (TCFD)  
提供的�议保持一�。TCFD 的目的是提供一�可供�业采用
的�架，�便评估�气�相�的风险和��，���其纳�长
期战�。 

VMware 已采用�阶 
�的��来识别和评估
�气�相�的�在风险
和��的性质和��。 

首先，我们�行�气�筛查��，�过问�调查和��的研讨
�让���司的相��员��进来，���各业务�⻔可�面
临的�气�相�的�在物理、�维、监�和其他业务风险，�
��其�先级。��，�行场���，�未来各种可�的气�
环�下的�先风险进行�模，�量�这些�在风险的可�性和
严重��。VMware 现在正在����的��和�据，�便为
未来制�缓�和�应战�。 

场���，用于��先气�
风险和��进行�量�模

气�筛查，��在的气�风
险和��划��先级

针�调查结果制�缓�和�应
战� 

VMware 的�阶�气�
转型规划�� 

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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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VMware Responsible Sourcing™ 计划，我们��提升�供应链的�响力，同时使我们的供应���� 
2030 年议�保持一�，�����业务�值。这�括创�政策（��负责任的物品计划），��先�虑�地采
购的物品，���费的采购行为。

VMware Responsible Sourcing 计划有三大��，����都有自己独�的目标�

负责任地向供应�采购 

可持续发�

� 2024 年，�现  

75% 
的年���用于已设�科�目

标的供应� 

�元�

� 2030 年，�� 

15 亿�元 
用于�元�供应�，�括小型�业
和代�性不足的�体拥有的�业

评估 

��碍 
访问标�, 

面向�有�软件供应�和活动
举办者

��碍访问

提�供应链���

VMware ���供应�评级平� EcoVadis �作，�
促进�供应�的��，提�可持续业务做�和 ESG 进
�的���。EcoVadis 平�是一�有用的工�，可提
� VMware 供应链的���，�帮助��进一��现 
2030 年议�目标的��。

��，EcoVadis 在一项�� IT 行业科�目标��情
�的��研�中专⻔�绍� VMware，�便更�地�
�供应��何�理其���，��� VMware 这样的
�司�何�持供应��现自己的可持续发�目标。 

详细�� VMware Responsible Sourcing™ 计划�
www.vmware.com/cn/company/responsible-

sourcing

我们的行动

https://www.vmware.com/cn/company/responsible-sourcing.html
https://www.vmware.com/cn/company/responsible-sourc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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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我们的可持续发���
�产品�决����业��，可持续发�是 VMware 的��理�。�过�元�的
计划和倡议，我们的员工��在工作场�和�中�行可持续的生活�式。“可持
续发�大使”计划�持�动 VMware 的各项倡议，这些大使由��司�满热情的
��者担任。 

VMware 的 Sustainability@Home 计划由我们在��地�的可持续发�大使领
导，他们�过�可持续发�的产品�司和���组织�作，���他们的��
中，协助 VMware 员工采�更可持续的生活�式。其中一些组织为我们的员工
提供�扣，�有这些组织都提供有�可持续发�议题的持续�训。目前，这些�
惠�括可再生��和���阳�、�肥和�料产品替代品的�扣。 

我们� Common Energy 的�作�是一���的��，��说��这些计划�
何使我们的员工和环�受�。VMware 员工可�报�，�费�持一��的�地
�洁��项目。该项目提供的���代��石�料发电，�而�����的��
�量。此�，��报���该项目的�员�可保证其当地电费账单�现节�。目
前，这项服务面向�国��州的员工。�此，我们的员工已��� 540 万�的
���量，而且这一��还在��。

��行动�重�，我们���的贡���来可发
挥�体�响力。�年，我们都�在��范围内�
过提��识��励员工采�行动（�论大小）来
庆�地�月。 

�年，我们采��一种�的��，�过�戏�的
�式让员工����自己的���量。我们�用 
AWorld �动应用来�持联�国 ActNow 气��
动，�采�各种行动来�动积�的环�变�。 

鉴于我们�大的可持续发���，VMware 员工
��而�，��挑战，�得�超��月��目标 
248% 的��成绩�重�的是，我们�励�可再生
农业、电动汽车采用和气�倡导等主题�开�话。

在 VMware，��都是地�日

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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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识�，�过��有��作��生态
�统协作，我们有�大的���进可持续
性发�，于是我们�动� VMware Zero 
Carbon Committed 计划。该计划旨在
��我们的�有�提供�（这些提供��
力于� 2030 年�现 100% 可再生��供
电的�据中�），��他们�我们的净�
��目标�户联��来。自该计划�动�
来，我们已经� 30 ��有�提供���

��作��，其中�括 Google、AWS、
Oracle 等。我们还��尚未做�可再生
���诺的其他��作���作，在他们
开�自己的净������时���佳�
�，�而继续发�该计划。

���

协作�际行动

2022 年 ESG 报告

VMware Zero Carbon 
Committed �作��的观点

IBM 设��一�目标，�过采用可行技术来消�等于或超过 IBM 剩���量的��量，� 2030 年
�现温�气体净���。为�现这一目标，IBM �继续�先专�于��（而不是�消）温�气体�
�，� 2030 年，IBM 消耗的电力中有 90% 来自可再生��，目标是�我们的剩�温�气体��量
�制在 35 万��二���当量。我们期待继续� VMware 保持�作��，在为�户提供服务的同
时，���环�的�响。”

“

Edan Dionne

环�、��和��品�理计划副总�

Microsoft �诺� 2030 年�现�负��，�此，可持续发�是我们�据中�发�和�维的重中�重。
我们已经�得���进�，在此过�中，我们�荣����其他�有前�性思维的�作���作，� 
VMware �其 Zero Carbon Committed 计划，�帮助�动��行业的变革。”

“

Noelle Walsh

�环��维和创� C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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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电�
我们的��是提���应�气��难的���力，在这一���励下，我们评估��统性风险，�
�识�我们�电�的共同�赖使我们�易受��电的�响。VMware �帕�阿�托��作开发�
首����电�，该�电�可�提供可�、可持续且���力�的当地可再生电力和��。

�电��型�括 VMware 园�内的两��筑，由两块 1 MWh 电池供电，这些电池�
现有的�顶�阳�电池�和 100% 可再生��电�电力相�成。�电����持�
�的�动应��营中� (MEOC)，为其车辆提供连�和���力。这些 MEOC 车
辆可�在长时间�电或�料��的情�下使用 VMware �电�，在紧�情�下
为周边��提供�键��服务。

详细�� VMware ���电�项目� 
news.vmware.com/esg/climate-change-cant-knock-lights-out

2022 年 ESG 报告 在 VMware ���电�的首�测试中，VMware 和帕�阿�托�成功为�动应��营中� (MEOC) 车辆供电。

http://news.vmware.com/esg/climate-change-cant-knock-lights-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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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国国�科�基�� (NSF) 
���作��，VMware �在未来
三年内拨付三笔研�基�，总额为 
600 万�元，用于�进�一代可
持续���基础架�的发�。 

VMware ���
绿�软件基�� 
(Green Software 
Foundation)，旨
在帮助�进�佳�

�、工�、指标和标�，�可持续发��性�、
成�、��性和��碍访问一�作为��业务�
先事项。

23

��现可持续 IT 基础架�的��转型，创���重�，而�
�技术领导者在采用未来技术时必须�脱��在首�。 

��未来，VMware ��动“蓝�计划”(Project Blue Sky)，
��快我们�户在��环�中的脱�进�。我们正在����
理工�，��现����和���，�过���基础架�的资
��用�����和���，为�户�现净���提供�持。

VMware 还在��各种��，�过采用�据临时可用�量�行
工作负载的技术来帮助�户��采用 AI 时的����响，�
而使现有基础架�和����较�的基础架����持 AI 的
发�。 

单独来看，我们的�项可持续发�计划都代��一项创�。总
体而�，这些创�使我们的相����在面临�大挑战时，�
�净���、脱�和�����力��重�一�。我们的行动
还为未来��更�技术�决��铺平��路。

�作共�更可持续的未来

���现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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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员工在 VMware 的业务中发挥���作用。我们��地看待平等，认为
�是一种�业上的必��件，�盖�有相��员的��、��和晋升等�
��面。 

我们�现平等的���于创��元�和��性的工作环�，让�业的��
员工都有�属�和���。我们正�动�现平等的成果，�括�过 DEI、
职业发�和捐赠计划来提升我们员工的�力，���持�元�供应�。此
�，我们的产品和�决��使�户��为自己的员工提供更大的�活性和
更�的��。

我们��过这些�力使 VMware 和我们的��变得更�大，为�有�创
�一�更�平等的未来。

在���动基��发布的�业平等指�中获得��
�满� 

签署�《�业联盟促进平等��》 (Bus iness 
Coalition for the Equality Act)，旨在倡导向 
LGBTQ �士提供�联邦�律规�的其他受保护�
体相同的基�保护

扩��我们的供应��元�计划，��先�虑�
�、��大、爱�兰和英国的�元�供应�的采购
�� 

�评为 Disability Equality Index's 2021 Best 
Places to Work 

� 2021 财年相�，�性员工的����� 2.1%，
�����员工总�的 29.2%

使 81% 的 VMware 员工���过 VMware 基�
�，为自己选择的���组织提供�持，�而�响
� 102 �国�/地�的 14,000 ���业 

�过 VMware IT ��，使超过 62,000 ��员提
升� VMware 技术�决��相�技�

2022 财年平等�点我们的行动 

�过 Anywhere Workspace �动�现平等 

规划平等的未来

���元�、平等和��性的��

�现��性招��� 

���� 

�先�虑员工�� 

��服务和��创��� 

传授���技� 

协作�际行动�The Valuable 500 

�响力���VMware ���性员工在�办� 

���现未来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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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过 Anywhere Workspace �动�现平等
�过��员工获得��的几�，远�和�活办�已成为扩大平
等的�键手�。我们���，采用�布式办�模式，可�在不
同地�招募�更��元�的����。 

我们相�，�力资�的持续发�可�过采用�布式办�模式来
�现，�而提升员工�力，�向�前未开发的��库�开大
⻔。VMware 的技术可�使远�和�活办���变得更�可
行，�而在 VMware 内�和为我们的�户提供更平等、更易
于访问且更���性的���工作�间。 

�过 Anywhere Workspace �决��，我们可�帮助�户过
���布式办�模式，�需����中办����得成功。而
在 VMware 更���缝的 Anywhere Workspace 技术�持
下，员工可�获得卓�的�活性和平等的��。 

�于��超过 10 亿���士而�，卓�的�活性尤为重�。
��保我们开发的技术可供�有�使用，��过��碍和��
性的��和��计划提升 VMware 员工的�力，我们�力寻
����、��和�经�样性��性产生有��的�响。

详细�� VMware Anywhere Workspace �决��� 
www.vmware.com/cn/solutions/anywhere-workspace.html

VMware Tanzu Act™ 是一项��计划，旨在����组织
�作，�用 VMware Tanzu Labs™ 的开发�员、设计�员
和产品经理的资�。在 2022 财年，VMware 领导 Tanzu 

Act �两����性�户�作，为他们�服务的�����
�平等��的�决��。 

这些�作项目�括为 Healthy Heads in Trucks and Sheds 

��一��动应用，��持�大�亚的�车司�和仓库工
�的�理��，��为马萨诸�州创���评估联�� 

(Massachusetts Consortium for Innovative Education 

Assessment) ��一�仪�盘，��量��的平等�� 

质量。 

详细�� Tanzu Act �作项目� 

tanzu.vmware.com/act

VMware Tanzu Act 为���组织 
提供平等��

�户��

我们的行动

https://www.vmware.com/cn/solutions/anywhere-workspace.html
https://tanzu.vmware.com/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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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 2030 年，��一����括 50% 的 
�性和����的�理�队 

规划平等的未来

� 2030 年，我们��用一�男性，��
��用一��性或一��二元性别员工 

我们认为，�有��前进�向��量一路�来的进�情�，我们��成功�现目
标。在平等�面，���都可�发挥作用，�此，我们在�业的各�领域都设��
目标 - � DEI �负责任采购，再�提升我们��的技�，���过����活动让
我们的员工��进来。我们认为，�有这些领域都在�动 VMware、我们的供应链
和更��的��在平等�面发挥��键作用。

我们在平等�面的目标受�我们�司 EPIC2 �值观的�发，这些�值观由 VMware 
员工发�，旨在打�一种��的��和负责任的�司。�过共同�力�现我们在平
等�面的目标，�论当前还是未来，我们都��快创��伐。

� 2030 年，向�元�供应��� 15 亿�元

继续让�� 75% 的 VMware 员工�� 
�持他们�选��内的���组织

在 2023 财年，�过 IT ��让�员��� 
VMware �决��为重点的���技��训，
�括 15,000 �开发�员�受现代应用�训

不�性别和种�，�行同工同酬 

2030 年议�平等目标

2022 年 ESG 报告

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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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元�、平等和��性的��

打�一��元�、平等和��的员工队�，��动创�、提��任�和�
进质量，这�我们的������重�。为�做�这项工作，我们已� 
DEI 目标纳����业中，在领导层�现��������问责制。在过
��年中，我们� DEI 目标�领导力奖�决策联��来。我们还���
招���、��和�作����，�力���有代�性的员工队�，�保
我们���来自不同背�和经验的����联�，��������的 
�用。

� VMware 打�为一���为�的�司，为员工、�户和��提供服
务，这是我们的��，也是����的�键。作为我们��力资�持续�
资的一��，我们��开�的 DEI 工作�侧重于��成长和责任落�，
同时扩大各地 VMware 员工获得�持和资�的��。 

详细���查看我们��的 DEI 报告� 
www.vmware.com/cn/company/diversity

2022 财年�点�VMware 的员工情�

的�国员工自我认同为是代�性不足的��
�体

15.7%
自 2020 年��来，远�员工�量� 6,019 �
��� 12,384 �，目前占 VMware 员工总 
�的三��一

的�员工受�于��远�办�的岗�

38%

2 �

�国�/地��用��员工，� 2021 财年��
� 7 �

58

有�更���，请�阅我们��的 EEO-1 披露� 
www.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company/vmw-eeo-report-2021.pdf

我们的行动

https://www.vmware.com/cn/company/divers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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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现��性招���

292022 年 ESG 报告

招��式需�不�发�，�便�进����。成果导向型 (GO) 招�是 VMware 采用的一种创
���，用于�用顶��� ― 兼�创�力、独创性和�决问题�力的�员。GO 招��据
绩�成果而不是一连串理想的性�或资历来��和评估�职者。为���各种背�的�
�，VMware �过精�策划的发�和招�计划，让拥有不同经验和观点的�员都�在 
VMware 开�或重�开�他们的职业生�。 

我们还坚决�行同工同酬。当我们�据�响�酬的��（工作、级别、任期、
地理��和绩�）进行调�时，VMware 的�据v显示，其��范围内�性
员工赚�的��是同职�男性的 99%vi，而在�国，����员工赚�的
��是同职�白�员工的 100%vii。

详细�� VMware ��性招���� 
www.vmware.com/company/hiring

VMware 的年� RADIO 活动为�有员工提供�平等的��和��，让他们���临现场和�过虚��式��前�研发创�。

我们的行动

www.vmware.com/cn/company/diversity/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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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过��看 DEI �训

超过 16,000 �
员工�成�我们�过����大� VMware �性领导力创��验�
�作而提供的��识�见���训课�。该课�旨在���识��动
采�行动，�消�工作场�中的�见。

49%

超过 250 �
来自�界各地的��者�成�我们�开设的��性语��训课�，该
课�侧重于��性语�的��，��持员工采���行动来创�更�
��性的���式。

的�事经理�成����的��性领导力���训。 

����
在 VMware，持续�习的�态是我们的���在。我们的创���是由�持续发��满
�奇�的�员�动。我们提供一���有力的计划和�训，帮助已经�常�练的员工��
终��习，不�锤炼技��发��力。VMware 员工平��年�受超过 27 小时的�训。
2021 年，19,000 �员工�成�职业发�和轮岗计划。此�，超过 14,000 �员工�成�
研发 (R&D) 技术课�。

VMware 提供�许�����计划，旨在帮助��受�发�自�和他�的�力。其中�括 
EPIC2 经理计划、领导力论坛、技术�训活动和销��力提升计划。我们�受欢�的创�
举措�一是“审视内�”(Look Within)，这是一项由三��组成的职业拓�计划，�过�
励处于不同阶�的 VMware 员工��精�、重��情和焕发思维活力来�持内��动�。 

我们认为，�们在��中�习�果��，�此，VMware 基��提供 Good Gigs 计划，让
�们�过“��服务�习”(Pro Bono Service Learning) 来�习和成长。组��元�的�
职��队，VMware 员工�他们选择的���组织�作，����发��需的技术�力。
�过 Good Gigs 项目，VMware 的员工已经� 7 �国�/地�的 30 �����组织一�
领导����转型计划。 

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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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我们的行动

�先�虑员工�� 

312022 年 ESG 报告

我们的员工是 VMware 成功的�键，�员工���在�司的����可�营�一�让���都�
�受�持����成长的环�。��决和消��理��问题，��先�虑�体��和当��布
式员工不�变�的需�，我们继续�过各种资�和计划来满足员工的需�。我们的�体�
�侧重于发�我们的��计划，��其���我们的组织、�队和��层面的工作中。

我们���都需�时不时休�一下，�此，��带�休假 (PTO) ����，
VMware �年还提供��额�的假期，�可��时�用这些假期来应付生活中的
任何事情，���过问。认识� VMware 员工在一年中需��精�锐和重
���联�，我们还额�设�� 4 � EPIC2 假期，让���司都休�一
下，�提升员工的�体��。

详细�� VMware 员工��� 
wellbeing.vmware.com

VMware 员工���一张照片，�示���何�用 EPIC2 休�日在巴���徒��行。

我们的行动

wellbeing.vmware.com/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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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过����计划，VMware 员工可��年�持他们��的��事务。2021 年，
超过 27,000 � VMware 员工�过我们的年�年终捐赠计划采���体行动，
为�� 8,354 ����组织提供�财务�持。这些���是 VMware 员工��
�体现的服务��的��和��的一�缩�。�过我们的����计划贡�时
间、��和资�，VMware 的��员工都可�在�他们��而��重�的领域
发挥�响，这是�力资�发�的�键�动��。 

VMware 还为���过我们的 2030 年议�帮助���组织�决���转型的
当务��而��自�。我们专�于�过 VMware 的 Take 3 和 Good Gigs 等项
目，��我们为���组织提供的 TechSoup ���评估工��持，����
组织共同创�有��且持久的�决��，而不是自顾自地为他们设计�决��。 

详细�� VMware 基���查看����事业的�作情�� 
www.vmware.com/cn/company/foundation

��服务和��创���

2022 财年����活动�点

VMware 员工��其中

超过 30,000 � 超过 13,900 �
���组织获得�持

超过 100 �
国�/地����员工代�

我们的行动

https://www.vmware.com/cn/company/found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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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传授���技�
VMware 可�帮助我们的�户和�作��在��范围内��创
�，这是�为我们采用��、��的��来�����技�，
提供更���、��和��来打�更平等的员工队�。

�过 VMware IT ��，我们��术��、政���和���组
织�作，提供�����技��训计划，帮助不同的�员提升 
VMware �决��相�技�，使他们��更�地发�自己的职
业生���大��生态�统。 

2022 财年，VMware IT ��在��联�举办� VMware 
Tanzu® Build-A-Thon 活动，�重点��的��和�习活动�
�导式�际体验相结�，帮助他们创�自己的现代应用��署
��中。此�，VMware IT ��还�南�罗来纳大�、���
����和 Network Development Group �作，助力�术�
发�，为�界各地的�生、�师和研��员提供更平等的访问
��和��。�过��一�平�，提供各种�验、内�和研�
等�习资�（这些资�在其他地�可�不那��惠），�生�
�获得有��据中�虚��、�计算��和现代应用的�贵工
作技�。

超过 62,000 �
�员�过 VMware IT ��提升 VMware 
技术�决��相�技�

VMware IT ���点

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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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able 500

协作�际行动

我们�力为�力各�的员工创�一�温
�和��的工作场�。我们的目标是打
�一种让���都觉得自己是有用� 
�的��，而且作为一��司，�力�进 
VMware 在���士��性、便�措�战
����体和技术��碍访问�面的倡议
和成长。 

2021 年，�国���士的失业����
��的 80%。为�应�这场�平和�业
��，VMware 正�用自��响力来�励

供应�和厂��先�虑��碍环�，��
�我们自己的内��统，让�老员工更�
易掌�业务。VMware 员工使用的内�
软件�决��正�受��碍访问�面的�
面检查，同时员工也在�受�训，��保
��碍访问是软件采购��中的首��虑 
��。

首��行�的观点

VMware �各行各业的其他�司一����“The Valuable 500”，进
一��动����士的��性。我们的首��行� Raghu Raghuram 已
�这项工作�为�先事项，�保���业内的�有 VMware 员工�有平
等��。

VMware �荣����选“The Valuable 500”。��保我们开发的技术可供�有�使
用，��过创�的��和��计划��员工的�力，我们�力于进行�统性变革，�促
进���士的��性。作为我们 2030 年议�的一��，我们�自���在��、��
和�经�样性��性领域�动有��的变革。”

“
Raghu Raghuram

VMware 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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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VMware ���性员工在�办�

352022 年 ESG 报告

当���情�发时，���界都处于封锁状态，面���其来的��远�办�模式，办��工作�员不得不进
行调�，�虚��式召开�议和进行�询。在��，这是一��别��不�的变�，�为在这���中，职
业�性��还��费长� 352 �钟的时间做�务。这些�性中的许��严重�赖由��佣工、保�、日
托中�，��是大��和邻�组成的�大�持�架。�冠�情斩��该国职业�性��键�持�统的
联�，许��发现自己难�平���和工作中的各项责任，这是可�理�的。

作为我们自�的�布式办�技术的���户，VMware �现��远�办�模式的顺�过�。
但是，我们需��别���界各地�有 VMware 员工面临的独�现�情�。虽�我们的技
术基础架�和业务连续性协议帮助�队（�括��的 VMware �性员工）�轻�一些
压力，但我们�虚�����于���员工的�持�满足他们需�的�馈。

阅读来自��的�� VMware �性的��，��我们的技术�何帮助�们顺畅地在�办��
www.news.vmware.com/company/vmware-working-from-home-and-at-home-seamlessly

来自�界各地的 VMware 员工在“创��乐”LinkedIn Live �播��活动中远���创���。

https://news.vmware.com/company/vmware-working-from-home-and-at-home-seamles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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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我们在为相��员��平等���面�得��大进�，但我们
也认识��终有�进的�间。�下是 VMware 在 2023 财年
���重点开�的一些工作的预览。 

��未来，我们�继续倾�员工的�见，同时�炼自�的�
力，�倡导�元�思维，在行动中体现��性，�提升�有职
�和职级的代�性。我们��励�过�年��一��上的��
��计划来提����，�使员工���持�界各地�他们�
常有��的��主�事业。 

为�配� VMware 向�� SaaS �司转型，VMware IT ��
正在扩�其��产品组�，为�界各地的�员提供现代应用课
�。VMware 技术�决���继续为我们的��创�工作提供
��，�在��范围内��平等��。 

���现未来的平等
扩大供应链中的�元�

VMware �力于�用我们�大的��采购�力来应�
�杂的供应链挑战，同时��平等的业务��。我们的 
Responsible Sourcing 计划�我们�有面向供应�
的 ESG 工作�中在一�，��持我们在 2030 年议
�中做�的�诺，�� 2030 年向�元�供应��� 
15 亿�元。 

在 2022 财年，我们�供应��元�计划扩��� 
��、��大、爱�兰和英国。我们在供应链�平�
面的下一�行动是为经认证的�����业，���
�军�、�性、���士和 LGBTQ+ ��成员�拥
有的�业设��体的��目标。

详细�� VMware Responsible Sourcing 计划�
www.vmware.com/cn/company/responsible-

sourcing

https://www.vmware.com/cn/company/responsible-sourcing.html
https://www.vmware.com/cn/company/responsible-sourc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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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在 VMware，�任�味��户可���他们的�据是保�的、��的��
负责任的�式使用，我们的员工可���他们的�司���和�乎��的
�式�营，�且可�有�地保护�有相���受�络攻击。赢得�任�于
打�可持续性更�、更�平等且��的未来�需的����重�。 

我们的�����下�面的�力�1) ��� ― ��我们的现状��我们
��目标��得的进�� 2) 问责制 ― 为我们的行为结果（而不是我们的
�图）负责� 3) 创� ― �我们用于为�户创��值的创�力�导��现
我们的 ESG 目标上。�过������规范和�理的⻆�看待创�，�
�过����性、隐�设计、监�和���，VMware ��都�力在我
们的员工、�户、�作��、�东和���间��和维持�任。

我们的行动

凭���和隐�赢得�户�任

负责任的监���

�过���和报告提升�任� 

��规范���败

�共政策���

�据隐�和��

协作�际行动�UNGC 和 SDG 

�响力���超���任 

�����任，�向未来 

��于 Newsweek 首� America's Most Trusted 
Companies �单 

在�络检测和响应�面，获得� SE Labs 颁发的 

industry-first AAA rating 

荣获由 SE Labs 颁发的 Best Network Detection 
and Response Award 

� Forrester 评为 Leader in Endpoint Security 
Software-As-A-Service 

�动� VMware Responsible Sourcing 计划，�
�保我们的供应链�有可持续性、�元�和��碍性 

�过� ESG 里��纳����酬奖�计划中，�为
�级主���上级别�员指���奖��酬挂钩的
�业 DEI 目标，�而���我们的监���

为 VMware 员工提供的�训和��时间超过 100 万
小时，平���员工 27 小时 iii

2022 财年�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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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和隐�赢得�户�任

隐�做�和�制措�

VMware �署��业隐��训���面的隐�规�和�
制措�，�保护我们的�户�其基础架�。在 2022 财
年，我们继续在���业范围内开�隐��训，�应�
�际的日常场�，帮助员工履行�隐�相�的�务。我
们还在 VMware Cloud™ �任中�中开发��户资��
提����，其中�括有助于说�我们�大服务产品�
何帮助�户处理���据的产品�绍，��一��有助
于�决�户提�的常见询问的常见问题��。 

VMware 还��据��现的�律��和�规指南�期审
查我们的隐�策�，���和��满足�户期�的隐�
�制措�，���卓�的���据传输�制。

�络�胁日���情�下的��性

�于�界各地的�业而�，�����是一��杂、�
有挑战性且不�变�的问题。我们知�，�户和其他相
���常��我们产品/服务和��的��性、���和
可�性。我们认为，��发�的�络攻击�胁不���
键基础架�、知识产�和�����成严重风险，而且
��司在其�户中的�任�成严重风险。 

我们�面这一挑战，设计�旨在预测�络�胁趋势的创
�计划。VMware �力于�过�相��员进行��的�
�，����作��进行�诚的�户�话来�进��计
划和��。

��措�可挽�生�

�户��

红十�国际�员� (ICRC) 活跃在�界各
地，�过�����苦、保护生�和��
��维护��尊严，向��地�的�们提
供援助。在���转型的�动下，ICRC 目
前正在��其���议�。由于�界各地
的员工必须��快�、轻�地相���，

�此他们需��赖��的��连�。�果不是这样，��的
生���受��胁。 

�用 VMware NSX®，ICRC ��让在���行任务的�有
员工彼此�间更��地传输�据。这有助于�止在��地�
��的���据落�不��徒手中，�促进��散各地的员
工进行 IT ��。 

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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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由内�领导层和��成员组成的监�结�，�指导� ESG ��
� VMware 的�维和绩��理中。我们的监�结��括�体董事�� ESG 绩�
进行年�监�。2022 财年，我们�监��员�的��进行��订，�便�我们的 
ESG 进�进行正式的重点监�。审��员�负责监��络�间��和�据隐�
事�，�酬�员�则负责监��理层的年�目标�理 (MBO)。

在�维�面，ESG 办��负责�动��司协调，�署战�重点，��量和��
我们的 ESG 目标。为��励 ESG �得进�，我们的���酬规划� ESG 目标
纳��酬�员��据年���奖�计划�绩�进行的�体评估。

我们的�业监���提供�一��架，使 VMware 的�营����为相��员
谋�������用的�律��。我们力��据�业��和��监�的���则
来�理我们的业务，�在�制������的内�政策中��这些�则。

负责任的监��� ESG 监�结�

董事�员�

ESG  �理层 �持者

ESG  领导 �员�

ESG  办��

监��负责 ESG 的正式监�，�年召开三��议，�审查战�
和计划进�

审����络�间��和�据隐�的��监�

�酬�监�年��行� MBO，纳� ESG 目标

���召开一��议，提供 ESG 战��向
首��行�  
首�财务�  
首��力�  

总�律顾问  
总�  
首�技术�

职��⻔和业务�⻔的�级领导者设�年� OKR，����召
开一��议，��据��目标监�进�

由 ESG 副总�领导
可持续发�创�  
��创�  
环�可持续发�  

ESG 报告  
战��维  
ESG 财务

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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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报告�架和标��过报告和���提升�任�

我们希�自己的�东和其他相���我们的 ESG 进�负责，
�此，VMware �年都�在 ESG 报告和 DEI 报告中主动提供
��的 ESG ����。我们还在财务�件（� 10-K �年�报
告和�托书）中总结� ESG 战�和进�的重�内�。

披露 ESG �据是赢得相���任的�键一环，这也是我们�
�领先的 ESG 报告�架和标�的��。这些�架还�响� 
VMware 2030 年议�的制�，�括�下内��

• 可持续发��计�则�员� (SASB)

• 温�气体议�书（GHG 协议）

• ��报告倡议 (GRI)

• 气�相�财务披露工作组 (TCFD)

• 联�国可持续发�目标 (UN SDG)

• 联�国���约 (UNGC) �则 

我们����佳���� Accounting for Sustainability 
(A4S) 等组织�作，继续��� ESG 相�的披露。A4S 的成
�旨在�励��领导者采�行动，�动向弹性业务模式和可

持续发�经济的转型。自 2019 年
�来，作为 A4S 首�财务�领导�
络�国��的一员，VMware 首�
财务�一�代�该�司� ESG �� 
我们的业务��。

查看我们的 10-K �年�报告、�托书��其他提�给 
�国证��易�员�的�件� 
ir.vmware.com 

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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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布的政策

监��档
�司�册证书
��
�司监��则
VMware �务战�

��规范��规性

供应�行为�则
VMware ����和�口贩卖的�诺
�作��行为�则
�业行为�则
VMware 环�政策

�员���

审��员�
�酬�员�
����购�员�
提�、监��相��员�易�员�

有�详细的监��档，请�阅 VMware �资者��资��
ir.vmware.com

��败
我们都应在���贿赂和��败斗�中发挥作用。为�
帮助��这些�胁，我们制����败计划，其中阐�
���贿赂�理���我们业务的各��面���的政
策、计划、�训��风险和�制评估。我们�用风险评
估来�动��和�制措���，��有针�性的�训�
����计划�进。 

���则
��一种��行为和�规的��是维持可持续且负责任
�业的�键。这种��是 VMware 诚��诺的��，也
是我们《业务行为�则》的基础。这些�则规���项行
为标�，不��是���律的行为。�们�� VMware 
�其��司的�有员工、董事和各级�行经理��我们 
共同的�业�值观����维护��有相���间的�赖
��。VMware 的“We All Own It”�规性营销活动侧重
于在��层面�动��规范��规性问题的责任落�。为
��� VMware 员工维护 EPIC2 �值观和��责任�的�
力，由��供应��理的保����询热线���提供�
种语���，�提供��举报选项。

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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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ora Energy Research 撰��一�白皮书，研��洲计算需�的未来场��其��洲电力消耗
和��的�响，VMware 为该白皮书提供�资料。此�还制��持续�进��，应用�理的趋势
来评估虚��在���洲计算需�的未来���面的�在�响。�盟�大的贸易协�“���洲”
(Digital Europe) 在其��的气�行动报告中采纳�这些调查结果。为�进一�讨论���转型和
�洲净���，VMware 的�共政策�队举办�一场活动，有�下��者���

Karl Falkenberg  前�盟�员�环�总干事

Daniel Mes   内阁成员兼�洲绿�协议�行副总�

Joe Baguley    VMware 副总�兼�洲、中东和�洲地�首�技术�

Nicola Acutt   VMware 环�、��和监��⻔副总�

 阅读 Aurora Energy Research 白皮书，���技术�何在�现�洲电力�⻔���面发挥�键作用�
www.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company/vmw-esg-aurora-

energy-research-report.pdf

�共政策�政���
我们的“政���和�共政策”�队�政�和政��员�作，为我们的技术、产
品和服务、�户、员工��我们的����寻�更��持。我们�各级政��作
制��我们的��业务和���值观相�的�共政策，��那些�我们有�共同
��和政策目标的行业协�和行业组织�作。 

在 2022 年的选举年中，VMware 政�行动�员� (VMware PAC) �诺��据
��国�议员在 ESG 和 DEI �面的领导力和行动力来为他们提供�持。我们已
经���几�国�“拥护者”，��应我们的七� Power of Difference (POD) 
员工资�小组和环�可持续发�倡导。VMware PAC 还为拥护者和我们的 POD 
负责�举办��响力�共政策活动，我们�请�其他�司的代��其员工资�
小组负责���该活动。在这些由 VMware 主持的活动中，��者们�重�的 
ESG 和 DEI 问题进行��有�设性的�话，�示� VMware 作为�业领导者的
�诺和贡�。 

���转型和�洲净���

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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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隐�和��
��现的隐�和������业规���体的监��务，而�
络攻击的�杂��和范围也在����。在 VMware，我们�
隐�和�据���满热情，�制���面的规�和�制措�来
帮助保护我们的 IT 基础架�。

我们�力于保护 VMware ��和���统的��性、保�性
和可�性，使其��未经授�的披露、删�、获�、��或破
�。我们�力�现��平的��保护标�，�括�据业务�
�、�同和相��律�规制�基于国际标� ISO/IEC 27001 
��行业�认��一�的策�。这些政策�用于�理、使用或
有�访问 VMware ��资产的�有�员，���有 VMware 
��资产和��处理环�，�括用于�持 VMware Cloud 
Services 的基础架�和服务。

VMware 还制���面的�规性计划，�赢得��保�户�
任。我们持续监�现有的和��现的��标�，���用的�
��成�我们的�服务�规性计划中

有�更���，请访问 VMware Cloud™ �任中�� 
www.vmware.com/cn/products/trust-center 

VMware 自用体验

作为 VMware 技术的首�采用者，我们的�� IT 
领域专� (SME) �有独��势，可�提供�馈��
�户��我们的�维体验，�括在��范围内大规
模使用 VMware 产品的�势和挑战。我们�其�为 
VMware 自用体验计划。 

我们�销��员和技术帐户�⻔�作，�过 Zoom 
�络研讨�、一�一�户�议和小组圆桌讨论��
�户��丰�知识和�佳��。IT 专业�员�任我
们的 SME（已经在使用计划购买和��的产品�服
务），�重视他们的体验。这可�让�户更��地使
用我们的产品，打消顾虑�开�体验，同时更�地�
��何��这些产品。 

查看 VMware 自用体验��，��更���� 

blogs.vmware.com/vov/

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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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国���约和 
可持续发�目标

联�国制�����约 (UNGC) 和可持续发�目标 (SDG)，紧
�呼吁各国�/地�和各�业共同�力协调战�和�维，�采
�行动�动�现��目标。自 2019 年�来，VMware 一�是 
UNGC 的��者，拥护�于��、劳工、环�和��败的��
�则。 

VMware 的 ESG 战�在一���上受�� UNGC �则和 SDG 的
�发。我们 2030 年议�中的可持续发�、平等和�任等成果
�我们认为 VMware 可�产生积��响的�体 SDG 相一�。
�过�各行各业的�司和�界各地的不同�业�作，我们可�共
同发挥作用。

协作�际行动

�任

平等

VMware �何�照可持续发�目标�行 2030 年议�

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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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超���任

成千上万�户的�键工作负载、设备和基础架��赖 VMware �决��，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项��。
为�户提供��且值得�赖的功����更�重�，尤其是在��日���的�络攻击可��破�经济和
政�稳�的情�下。 

“超���任”是 2021 年在���司范围内�动的一项计划，该计划�用�职��队和我们自
�的技术，�过更�地检测和�制内��胁的�响来进一�保护 VMware 的产品、�统和�
员。该计划的工作内�范围�盖���策�和��协议，�更�大的��验证�架。“超
���任”计划�过�持�下目标来�保我们继续赢得�维持�户的�任�

• �质量软件�使�队��创�可为�户提供��可�性、��性和可用性的产品和服务。

• 同事�����我们��转型，在替换传统环�的同时，不��力保护我们的环�和平�。

• 检测����扩�我们的��服务，�便��更�地检测或��恶�活动。

VMware 的年� R&D Innovation Offsite (RADIO) 活动让我们的��工�师��一堂，相�联�， 
��想�，���司内�提�的创�想�（�括“超���任”计划）中获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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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识�，必须不�证�自己是值得�赖的顾问，��在��时代为�户提供指导。我们的技术�决��不�需
�����性和���力，而且�户现在和未来都希�我们���负责任和��的�式行事。 

��未来，VMware ��力�过��� TCFD 的�作�����三��我们 ESG �据的保证，来进一��� ESG 
报告��。�� ESG 披露��和期�不�提�，我们�继续��自�报告的�佳��，�为符��界各地的�规做
��备。 

我们也知�，�有�过�资于研发���其他思想领��作，���时俱进，不�创�。�此，VMware �力于�
�主��的 Gaia-X �则，�创�可�动、可�且可�操作的联����据基础架�。Gaia-X 是由来自���界、
科�界和政���的代�共同开发而成，旨在倡导开�、��和��的��生态�统，�便在一��任的环�中提
供、�理和共��据和服务。

有� Gaia-X 的更���，请访问� 
www.gaia-x.eu

�����任，�向未来

Gaia-X 和 VMware

Gaia-X �不打算重�已有的东�，而是打算在�
硬件�操作�统、�据库、虚��和��的技术�
上��一�层。VMware 是�先����和���
需�，���工作负载�一�节点����一�节
点的需�的技术�一，�此是�场上较早阐释�操
作性和�动性��的�司，这些��是 Gaia-X 的
基石。”

“

Francesco Bonfiglio

Gaia-X 首��行�

https://gaia-x.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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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E100 是一项��倡议，汇���力于��采用可再生��电力的�
����响力的�业。

ii 为�� RE100 指导�见保持一�，该百���虑� VMware 购买的
可再生��工�。

iii 该�训�据不�括�����议、��课�、研讨�或�训的时间，
��括由 VMware 内�提供或��的�习。

iv IDC 受 VMware �托撰�的白皮书“Enabling More Agile 
and Sustainable Business Through Carbon-Effici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s”�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
vmware/en/pdf/company/vmware-idc-whitepaper-2020.pdf。

v �� 2021 年的�据��。

vi �计和��于目标现��酬。

vii ��于目标现��酬。

尾�

48



492022 年 ESG 报告

ESG 战� 可持续发� 平等 �任 ESG 绩�ESG 绩�

49

ESG 绩�



502022 年 ESG 报告

ESG 战� 可持续发� 平等 �任 ESG 绩�ESG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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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议���进�

我们认为，����于�现我们����的 2030 年议�和保持责任��
�重�。我们长�十年的�诺是一���，需��有相��的�持和��
���现这些目标。

我们��� 30 ��盖���司的 ESG 目标的��进�，��继续�期
��我们的进�，�便让相������情�。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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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描� ��进�

工作负载��� 我们��先�虑��性的��创�，�提��户����维的工作��和�� 
���。 我们�行“VMware 自用体验”�则（作为我们产品的���户），��现工作负载���提升。�过这些�力，我们也������型�户的资�标�。

��� 我们���业�有��作���作，�过��采用可再生��来促进向�� 
�的过�。 �� 2022 年 6 月，已有 30 ��作����� VMware 的 Zero Carbon Committed™ 计划。 

业务弹性 我们��保�物理基础架���布式办�的业务���力。
虽�应��冠�情的过��示�我们�大而稳�的远�办��力，但我们�在开发一�弹性评估工�来���理�员的�备工作。��，在 2021 年 2 月的�克萨�
州风暴期间，我们�识�还必须��员工的����。作为回应，我们正����队�作，在我们的紧��知 (EN) �统中��一项功��性，�便�����进行
筛选。

�布式�� 我们��资可再生��技术，��快向工作场��布式��的过�。 VMware 在其�于���尼亚州帕�阿�托的园����一����电�，这�有助于为�司提供�洁、可�的��，�在发生故�、自���或其他紧�情�时作
为��的备用��。

净���� � 2030 年，我们��现�维和供应链的净����，� 2019 财年为基�， 
�� 50% 的��量。

在 2022 财年，我们的范围 1 和范围 2 ��量� 2019 年基���� 84%，员工��时的��量�基���� 44%。���计算，我们的供应�中有 55% ��已�
诺设�科�目标。2021 年也是我们连续��年成为经认证的 CarbonNeutral® �司，��连续�三年 100% 采用可再生��供电。 

电�废物责任 我们������和环�负责任的�式处理�有电�废物。 我们为�散各地的员工发布�有�电�废物采购和可持续发�的�面指南。我们的“Follow the Sun”�持模式可为�布在�界各地的员工提供更卓�、更��的 
电�废物�理��。 

������ 我们�提��户� VMware �决��的����响的���。 我们发布� vROps 可持续发�仪�盘和�户脱�评估工�。我们正在提��据��性����功�，同时��可�过����工���的产品。

�响力�资 我们��资于创�，发挥��、环�和财务�响力 VMware 在�下领域进行��我们的技术路线图相一�的两项�响力�资�1) 地理�间�据捕获、处理和��，使�业�户��检测、监�环�和���响，���
其�先级�2) 专�于�过����司�现�� AI 和�据��来���洁��转型的软件。

�资���力 我们�在工作场�组�中的��地�大力�行节约用�措�。 我们�于��的���地产组�中都�����，�����理�统�成。为�继续�动��的节�项目，我们超过 90% 的办�园�都在��雨���措�。

可持续�计算倡议 我们����政��作，�动�行 IT 政策，使 IT 基础架�更�可�、可扩�、 
�活、��、经济��且可持续。

VMware 主张�持�下���1)《基础设��资和�业��》（��《两�基础设��》），其中�括���十亿�元用于�����力，�别是�用事业��气�
��措��2)《国�授���》，其中�括一项规�，��国����其��内����的 50 ��据中�，�� 3)《2021 年联邦拨���》，其中�括节��据中
���。

2030 年议���进� | 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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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where 
Workspace

我们��持�户�散在各地的员工，�论他们�在何处，我们都可��过�成 
式��任智�平����性�卓�的终�用户体验相结�，�而提�他们的工 
作��。

在 VMware 的 Anywhere Workspace �决��中，�动平��过 Mobile Threat Defense 得���，可为�户�散在各地的员工提供更�的��保�。我们还�
����验证选项，���终�用户体验，而且�论终�用户�于何处，�可��访问�业资�。

�元����性 我们��过�重�元�招�和�行��性领导来�动平等。 2022 财年，�性员工占我们��员工的 29%，� 2021 财年提�� 27%。2022 财年，我们�� 34% 的员工自认为是�性，16% 的�国员工自认为是代�性不足的
���体。此�，�级主���上级别的员工现在��司 DEI 目标�奖��酬挂钩。

服务�� 我们��过扩大员工�他们在����中选择的���组织的��贡�，继续 
��服务��。

2022 财年，81% 的 VMware 员工�����一项 VMware 基��计划。19% 的 VMware 员工��� 2 ��上的 VMware 基��计划。2022 财年，超过 30,000 � 
VMware 员工 (81%) �过 VMware 基��计划，为 102 �国�/地�的 14,000 �����组织提供��持。

���技� 我们��过���技��训来���� VMware �决��的�元���。 2022 财年，VMware IT ��提升� 62,000 ���员的 VMware �决��相�技�。�据 VMware 的�� SaaS 战�，VMware IT ��正扩�其��产品组�，
为�界各地的�员提供现代应用产品/服务。

���组织 
���转型

我们��过�持���组织的���转型��，帮助他们�快提升��� 
响力。

2022 财年，我们�过 VMware 的 Take 3、Good Gigs 项目和 Nonprofit Pricing 等计划，��我们为���组织提供的 TechSoup ���评估工��持，为 
1,005 ����组织提供�服务。 

供应��元� 我们��过���这些供应�的��来�持�元�供应�，�括小型�业、� 
性拥有的�业和其他代�性不足的���体拥有的�业。 我们向�元�供应���� 1.27 亿�元，�扩大�该计划，�先�虑�采购��用于��、��大、爱�兰和英国的�元�供应�。

同工同酬 我们��过�同工同酬的�诺来�动�性和代�性不足的�体的平等和�用。 我们�年进行两����酬��，�虑�响�酬的����，�工作、级别、任期、工作时间、地理��和绩�。我们�托�三��成的���据��显示，
VMware ��范围内�性员工赚�的��是同职�男性的 99%，而在�国，����员工赚�的��是同职�白�员工的 100%。

技术��碍访问 我们�使�有�都�使用我们开发和销�的技术。 VMware �年都���有产品的��碍访问进行评估和评�，��过我们的�持请�单�统和 Embedded Accessibility Strategist (EAS) 计划提供左���碍�
询、�训和�持。此�，我们还�力�保 VMware 产品的用户指南和�场��材料可供访问。

�布式办�
我们�打�一��满活力、�元�的��员工队�，赋予他们选择�和�活性。 
我们为员工提供�当的协作�力、技术和工作��，使他们����地�成工 
作，不受�制地发�自己的职业生�。

在我们��的员工问�调查中，有 93% 的受访者认为，VMware 正在履行其�诺，为员工提供工作地点的选择�和�活性。

�� 我们�在 EPIC2 �值观基础上，�过易于访问、�有��性和创�性的��和员 
工�力提升计划继续发�。 VMware 不��进��计划，�括��员工��津贴，�提供旨在帮助员工照顾自己和�现��的�面��组����、快乐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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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我们�使�户���过前���技术��生��性��������基础架� 
中，�而保护他们的应用和�据。

VMware ���研������作�����问题，�在 VMware ���告 (VMSA) 中�期披露已识别的可�用漏洞，VMSA �址为�www.vmware.com/cn/
security/advisories.html。

隐�设计 我们�过�“隐�设计”理����产品、服务和�用业务�营的设计、�� 
和�署��中，来赢得�户和员工的�任。

为�帮助主动识别和缓��隐�相�的问题，��隐��队���隐�审查��，该��在�队��或更��处理���据的业务��、应用或服务时�成。我们已
经制��《处理��业约束规则》(BCR-P)，这��我们�继续满足�盟《�用�据保护��》中�于来自 EEA（由 VMware 作为处理�处理）的���据国际传
输的标�。�查看我们的隐�声�，请访问�www.vmware.com/cn/help/privacy.html。���有� VMware 隐�计划的更���，请访问�cloud.vmware.
com/cn/trust-center/privacy

VMware 自用体验 我们��过�署 VMware 自用体验来�维自己的基础架�，��现��的�� 
性、可�性和��。 我们�销��员和技术帐户�⻔�作，�过 Zoom �络研讨�、一�一�户�议和小组圆桌讨论���户��丰�知识和 VMware 技术�佳��。

员工队�发� 我们�使我们的员工在��岗�上都有��获得晋升，�在��职业生�中不 
�成长。

2022 财年，我们���一��为 VMware Learning Hub 的��习体验平�，简��统一�获�职业工�和资�的��。这种�中式体验为�员量��制，旨在�
时获得用户�需的��相�且��于⻆�的内�。

�平和符��� 
规范的��

我们��用预测性技术功���过在��范围内��协作，在���值链中� 
动�平和�乎��的业务��。

VMware 为我们的《�业行为�则》进�课�发布�一种�形式，该课��过更易于理�的�际工作示�提��员工的���。我们在 2022 财年 100% �成�这项
年�必��训。

�响力倡议 我们��持�动有�于气�的 IT �决��的政策，���持平等和��性的� 
��响政策。

在 2021-2022 选举年，VMware 的政�行动�员� (VMware PAC) �诺��据某些国�议员在 ESG 和 DEI �面的领导力和行动力来为他们提供�持。我们已经�
��几�国�“拥护者”，��应我们的七� Power of Difference (POD) 员工资�小组和环�可持续发�倡导。VMware PAC 还为拥护者和我们的 POD 负责�
举办��响力�共政策活动，我们�请�其他�司的代��其员工资�小组负责���该活动。在这些由 VMware 主持的活动中，��者们�重�的 ESG 和 DEI 问
题进行��有�设性的�话，�示� VMware 作为开拓性的�业 ESG 和 DEI 领导者的�诺和贡�。

����� 我们�使我们的工�师和�业���据我们的�����规范和�理�则来开 
发、��和发布产品。 我们的���习计划办��正在制� AI ��规范，����提�采用行业和�术�佳��的��，促进在我们产品开发和业务�营中��乎��的�式使用 AI。 

�成式报告 我们�过��综�报告，�财务和�财务�据� SASB 和 TCFD 相结�。 我们在 2022 财年 10-K �年�报告和�托书中扩大� ESG 和 DEI 的披露范围。VMware 还针�未来场�进行�正式的 TCFD 气�风险评估和气��模。我们�继
续�进 ESG 报告满足 SASB 的��。

��� 我们��过监�、报告和��（�括�理层和董事�层面的��和监�），在 
���业倡导卓��营和���。

VMware ���由内�领导层和��成员组成的 ESG 监�结�，�指导� ESG ��� VMware 的�维和绩��理中。我们的监�结��括由�体 ESG 主题�员�
进行的年�监�。2022 财年，我们�监��员�的��进行��订，�便�我们的 ESG 进�进行正式的重点监�。我们的审��员�负责监��络�间��和�据
隐�事�，我们的�酬�员�负责审查 ESG 进�，�其视为�响��奖��付的一���。

可持续财务 我们�制��纳�可持续发�指标，�可持续发�纳�我们的财务决策��。 VMware 已��响力货币乘�模型保持一�，该模型�我们的财务决策同�进行，��映� VMware �期和长期业务战���重�的环�和��问题�带来的��
和风险。

http://www.vmware.com/cn/security/advisories.html
http://www.vmware.com/cn/security/advisories.html
http://www.vmware.com/cn/help/privacy.html
http://cloud.vmware.com/cn/trust-center/privacy
http://cloud.vmware.com/cn/trust-center/privacy


542022 年 ESG 报告

ESG 战� 可持续发� 平等 �任 ESG 绩�ESG 绩�

ESG �据

VMware 在�用�据��我们的决策�力和创��力�面有��久的历
史。自 2015 年发布首� ESG 报告�来，VMware 一�在��地�� 
ESG 绩�。我们�据领先的 ESG �架�量我们的�响，这些�架�括温
�气体协议（GHG 协议）、��报告计划 (GRI)、可持续�计�则�员
� (SASB) 和联�国���约 (UNGC)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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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业�� VMware, Inc. GRI 102-1

总��（百万�元） 12,851 

主�品�、产品和服务 VMware 2022 财年 10-K �年�报告�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
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GRI 102-2

��专�和申请1 9,443

总��� 3401 Hillview Avenue, Palo Alto, California 94304 USA GRI 102-3

业务�� VMware 办�地点�www.vmware.com/cn/company/office_locations.html GRI 102-4

�有�和�律� VMware 2022 财年 10-K �年�报告�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
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GRI 102-5

服务的�场 VMware 2022 财年 10-K �年�报告�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
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GRI 102-6

�业规模 VMware 2022 财年 10-K �年�报告�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
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GRI 102-7

报告期 2021 年 1 月 30 日 - 2022 年 1 月 28 日 GRI 102-50

报告周期 �年 GRI 102-52

报告联�� 电�邮件�ESG@vmware.com GRI 102-53

产生和�配的��经济�值 VMware 2022 财年 10-K �年�报告�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
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GRI 201-1

协�成员资� VMware 的 2022 年 CDP 气�变�应�措� GRI 102-13

相���体�� �东、�户、�作��、员工、��、环� GRI 102-40

�级决策者声� 2022 财年 VMware ESG 报告，���语（� 6 页） GRI 102-14

有�员工和其他工作�员的�� 2022 财年 VMware DEI 报告�www.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company/vmw-annual-
report-2022.pdf GRI 102-8

��倡议
我们����项��倡议，�括�RE100、CEBA、UNGC、The Valuable 500、1t.org、《气���》、�界经济论坛。我们�持
的��可持续发�项目可�现��可持续发�目标 (SDG)，�括�SDG 3、SDG 4、SDG 5、SDG 6、SDG 7、SDG 8、SDG 9、
SDG 12、SDG 13、SDG 15、SDG 16 和 SDG 17。有�这些项目的详细��，请�阅“VMware 的 2022 年 CDP 气�变�应�措
�”。�有这些倡议都是自�的。

GRI 102-12

http://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http://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https://www.vmware.com/cn/company/office_locations.html
http://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http://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http://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http://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http://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http://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mailto:mailto:ESG%40vmware.com?subject=Re%253A%202022%20年%20ESG%20报告
http://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http://ir.vmware.com/websites/vmware/English/5010/us-sec-filing.html?shortDesc=Annual%20Report&format=html&secFilingId=a2cc9d22-7367-4548-a985-cf96d6feae60
http://www.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company/vmw-annual-report-2022.pdf
http://www.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company/vmw-annual-report-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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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司监�

监�结� �司监��则�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
Guidelines%20(4.29.22).pdf

GRI 102-18

�理层�经济、环�和��主题的责任 VMware 的环�、��和监�战�由环�、��和监��⻔副总�领导，�由�下 ESG �理层�持者监��首��行�、首�财务
�、首��力�、总�律顾问、总�和首�技术� GRI 102-20

�行和��行董事�成员总� 10 GRI 102-22

董事�性别�元� 30% GRI 102-22、
405-1

��监����其�员�的组成 �司监��则�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
Guidelines%20(4.29.22).pdf

GRI 102-22

��监���主� �司监��则�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
Guidelines%20(4.29.22).pdf

GRI 102-23

提�和选择��监��� �司监��则�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
Guidelines%20(4.29.22).pdf

GRI 102-24

���� �司监��则�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
Guidelines%20(4.29.22).pdf

GRI 102-25

��监���在制��旨、�值观和战��面的作用 �司监��则�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
Guidelines%20(4.29.22).pdf

GRI 102-26

评估��监���的绩� �司监��则�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
Guidelines%20(4.29.22).pdf

GRI 102-28

���键问题 �司监��则�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
Guidelines%20(4.29.22).pdf

GRI 102-33

ESG 重�主题�单 �据隐�和��、�����规范、产品监�和设计、气���和�应、��和温�气体��、����和�共政策、���动、�
��技�和�训、�力资�、��性和���等、供应链责任、业务监�和��� GRI 102-47

��保� 

VMware �请� Apex Companies LLC (Apex) 作为独��三�来审查我们的 2022 财年温�气体 (GHG) �单和��消耗，�获得
��报告��性和��性的有�保证。�报告中��的审查范围�括��的范围 1 和范围 2 温�气体��、范围 1 和 2 ��消耗，�
���务��和员工��相�的范围 3 温�气体��。�报告的其���尚未得�独��三�的��保证。更���请�阅我们的 
Apex �三�保证书。

GRI 102-56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20Governance%20Guidelines%20(4.29.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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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司监�（续）

行为�则 �业行为�则�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20Policies/VMware%20Code%20
PDF_4.28.2021_INVESTOR_final.pdf

GRI 102-16 �则 10

�成�业行为�则�训的员工百�� 100% GRI 102-16 �则 10

有���规范的�议和顾虑的�制 VMware ��规范帮助热线�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24401/index.html GRI 102-17

�据隐�和��

�统性�和��性 VMware Cloud �任中��www.vmware.com/cn/products/trust-center.html#privacy GRI 418-1 TC-SI-
220a.1 �则 1

描��行为�告和用户隐�相�的政策和��

VMware 认为，保护���据�于��户和员工���任����促进创���重�。VMware 专⻔的��隐��队在���业内
开�工作，提供务�、创�且可扩�的隐��决��，�保护我们的�户�其基础架���我们自己的基础架�。为�帮助主动识别
和缓��隐�相�的问题，��隐��队���隐�审查��，该��在�队��或更��处理���据的业务��、应用或服务时
�成。 
此�，我们还��据��现的�律��和�规指南�期审查我们的隐�策�，���和��满足�户和内�相��员期�的隐��制
措�，���卓�的���据传输�制。我们已经制��《处理��业约束规则》(BCR-P)，这��我们�继续满足�盟《�用�据
保护��》中�于来自 EEA（由 VMware 作为处理�处理）的���据国际传输的标�。我们还在等待 UK BCR-P 申请的��。
�可�在 www.vmware.com/cn/help/privacy.html 查看我们的隐�声�，���有� VMware 隐�计划的更���，请访问 
cloud.vmware.com/cn/trust-center/privacy。

GRI 418-1 TC-SI-
220a.1

描�识别和�决�据��风险的��，�括使用�三��络�间�
�标�

VMware ��时��期披露可在一�或��受�持产品中�用且严重��为�键和重�的�开已知漏洞。我们制��严�的计划，
可主动识别和应����胁。一旦在我们产品组�的任何产品中发现漏洞，我们的�队���其进行��。��内����维，
VMware 还���研������作，�����问题。VMware �在 VMware ���告 (VMSA) 中�期披露已识别的可�用漏
洞，VMSA �址为�www.vmware.com/cn/security/advisories.html。
VMware 活跃于更��的软件行业����，于 2009 年成为 BSIMM 的早期成员，�于 2014 年成为 SAFECode 的成员，该组
织�力于提�软件产品和�决��的��性和��性。VMware 在开�软件��性�面���大量资�。我们为�界上一些�常重
�的 OSS 项目做��贡�，而且��种�式做�贡�，�括�� Linux 基��的开���基�� (OpenSSF) 和��生计算基�� 
(CNCF) 等组织。

TC-SI-
230a.2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20Policies/VMware%20Code%20PDF_4.28.2021_INVESTOR_final.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20Policies/VMware%20Code%20PDF_4.28.2021_INVESTOR_final.pdf
http://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24401/index.html
http://www.vmware.com/cn/help/privacy.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trust-center.html#privacy
http://www.vmware.com/cn/security/advisor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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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据隐�和��（续）

描���维中�相�的业务连续性风险

�长远来看，�快�气�变�相�的风险（����气�件、�平面上升、干旱、洪�和野�）可���我们的业务��我们的�
户、�作��和供应�的业务产生�来�大的不��响。�我们的办��、�据中�、供应�、�户或其他相��而�，在我们开�
业务�在的��获得�洁的�和可�的��都是�先事项。 
我们的任何主�办�地点都可��易受�气�变�和���气事件的不��响，这些事件已在�国和其他地��成��域性�期�统
性故�。��，由于气�变�，我们�于���尼亚州的总�预计��易受�未来�资���的�响，而�料��的�����气已
导�我们许��国员工�在的�克萨�州的电�中�。虽�这种�险目前在�期内�乱正常业务�营的评估风险较�，但�有可��
响员工上下�或在�办��保持有�联�的�力。 
�气�相�的事件�其��我们、�户、�作��和供应�开�业务�在地�的政�不稳�性的�力，有可���乱我们的业务，�
��三�供应�或�户和�作��的业务，�可��导�我们面临更�的�员�失�和额�的维护或���营成�。

TC-SI-
550a.2

�共政策

�司政�性捐助 0 GRI 415-1

VMware PAC 捐助2 31,000 �元 GRI 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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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队�指标

员工�量 37,500 GRI 102-7

向�职员工提供但不向临时工或兼职员工提供的�� VMware ���benefits.vmware.com GRI 401-2

��元�和��性的�诺 VMware �元�、平等和��性�www.vmware.com/cn/company/diversity.html �则 1,6

地�员工（�洲地�占�） 47.3% GRI 102-7

地�员工（亚�地�占�） 33.7% GRI 102-7

地�员工（�洲、中东和�洲地�占�） 18.9% GRI 102-7

��性别�元� 29.2% GRI 102-8 TC-SI-
330a.3

地�性别�元�，�洲地� 29.5% GRI 102-8 TC-SI-
330a.3

地�性别�元�，亚��日�地� 29.2% GRI 102-8 TC-SI-
330a.3

地�性别�元�，�洲、中东和�洲地� 28.3% GRI 102-8 TC-SI-
330a.3

31 岁�下的正式员工 21.9% GRI 405-1

31-50 岁的正式员工 64.6% GRI 405-1

50 岁�上的正式员工 13.4% GRI 405-1

�员工总� - 31 岁�下 36.9% GRI 401-1

�员工总� - 31-50 岁 55.1% GRI 401-1

�员工总� - 50 岁�上 8.0% GRI 401-1

�国 - ���国�/黑� 4.4% GRI 405-1 TC-SI-
330a.3

�国 - 亚洲� 32.0% GRI 405-1 TC-SI-
330a.3

�国 - ����/白� 53.9% GRI 405-1 TC-SI-
330a.3

http://benefits.vmware.com


602022 年 ESG 报告

ESG 战� 可持续发� 平等 �任 ESG 绩�

ESG Data | Fiscal Year 2022 (FY22)

描� 2022 财年 GRI SASB UNGC

��

员工队�指标（续）

�国 - ����/�丁� 7.1% GRI 405-1 TC-SI-
330a.3

�国 - �种� 2.1% GRI 405-1 TC-SI-
330a.3

�国 - 其他 0.6% GRI 405-1 TC-SI-
330a.3

���士（�国） 3.2%

LGBTQ（��） 9.4%

��军�（�国） 5.7%

(1) �理�员、(2) 技术�员和 (3) �有其他员工的性别和种�/���
体代�占�

我们的《2022 年�元�、平等和��性报告》� 26-31 页提供��员工�型划�的性别和种�/���体代�占�（�括�映��
性的指标）�www.vmware.com/cn/company/diversity.html。
VMware �力于研�不同�键�口�体的�据，�缩小���体�代�性不足的�体�间的��。我们设���体且可�量的年�
目标，�提升�国员工队�的�元��提�代�性不足�体的代�性。我们还�过创�来打���体验，�识别、扩�和�持��技
术行业中代�性不足的��库。有�我们促进平等员工代�的相�政策和计划的更���，请�阅我们的《2022 年�元�、平等和
��性报告》。�查看我们��的 EEO-1 披露，请访问�www.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
company/vmw-eeo-report-2021.pdf

TC-SI-
330a.3

�性�男性的基�工资和�酬�� VMware ��范围内�性员工赚�的��是同职�男性的 99%。 GRI 405-2

���酬的�� 
我们不����各地的�酬状�进行��，��响�酬的�种��（��职�、地理��和绩�）纳��虑范围。由�三��成的�
��据��显示�在 VMware，��范围内的�性赚�的工资是同职�男性的 99%，����员工在�国赚�的工资是同职�白�
的 100%。我们�这些成果��自�，�且坚决�力于�性别和种�界线�付同等�酬和提供同等��。

GRI 405-2

����

��职业发�计划的员工总� 18,998 GRI 404-2 �则 6

��研发�训的员工总� 14,323 GRI 404-2 �则 6

http://www.vmware.com/cn/company/diversity.html
http://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company/vmw-eeo-report-2021.pdf
http://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company/vmw-eeo-report-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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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员工�期�受绩�和职业发�评估 VMware 认为，�过�创��式制��的绩�规范，我们不�可���更�固的�际��，��员工�经理�间的��，还可��
保�业务环�中自�发生的变�保持�捷性和响应�力。为此，我们�励�年制�职业发�目标�开��话。 

GRI 404-3

员工�业�3 50% TC-SI-
330a.2

员工净��值 (NPS) 44

���动

VMware 基��赠�总额 11,137,000 �元

VMware �配赠予 7,576,000 �元

员工服务�习时长 79,040

����活动的员工�� 30,070

����活动的员工百�� 81%

�持的�����组织�量 13,907

VMware 大�研�基� (VMURF) 赠�总额 9,374,068 �元

��

���行为的�诺 �业行为�则�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20Policies/VMware%20Code%20
PDF_4.28.2021_INVESTOR_final.pdf

GRI 412-1 �则  
1、4、5、6

�供应��元�的�诺 VMware Responsible Sourcing�www.vmware.com/cn/company/responsible-sourcing.html GRI 414-1 �则 6

�元�供应���（�国） 126,000,000 �元

供应�行为�则 VMware 供应�行为�则�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20Policies/Supplier-Code-of-
Conduct.pdf

GRI 414-1 �则  
1、3、4、5、6

�作��行为�则 VMware 供应�行为�则�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20Policies/Supplier-Code-of-
Conduct.pdf

GRI 414-1 �则  
1、3、4、5、6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20Policies/VMware%20Code%20PDF_4.28.2021_INVESTOR_final.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20Policies/VMware%20Code%20PDF_4.28.2021_INVESTOR_final.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20Policies/Supplier-Code-of-Conduct.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20Policies/Supplier-Code-of-Conduct.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20Policies/Supplier-Code-of-Conduct.pdf
http://ir.vmware.com/download/companies/vmware/Corporate%20Policies/Supplier-Code-of-Condu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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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战�和�理

VMware 产品�环�的�响 IDC 受 VMware �托撰�的白皮书《�过���型���转型�现更�捷且可持续的业务》，2020 年 8 月 www.vmware.com/
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company/vmware-idc-whitepaper-2020.pdf

�则 8、9 

VMware 产品��的温�气体��量 超过 152,000,000 ��二���当量 �则 8、9 

气�战�、�理、风险和�� VMware CDP 2022 年气�变�问�调查（� 1 单元 - 监�，� 2 单元 - 风险和��，��� 3 单元 - 业务战�） GRI 102-15、
201-2 �则 7

讨论�何�环���事项����据中�需�的战�规划中 �盖�洁��、�和电�废物的可持续发�标���在我们的主�共同托��据中�选址战�的评估�阵中。此�，我们的 RE100 
�诺还�括我们的主�共同托�业务。

TC-SI-
130a.3

温�气体��

温�气体总��量4 347,395 ��二���当量 GRI 305

•  范围 1�自有/受��维的���� 2,685 ��二���当量 GRI 305-1

•  范围 2��使用购电而产生的间���（基于�场）5 0 ��二���当量 GRI 305-2

•  范围 2��使用购电而产生的间���（基于��） 66,884 ��二���当量 GRI 305-2

• 范围 2��使用�购制�而产生的间���（基于�场） 1,025 ��二���当量 GRI 305-2

• 范围 3��务���行6 3,131 ��二���当量 GRI 305-3

• 范围 3�员工��7 28,831 ��二���当量 GRI 305-3

• 范围 3��购�品和服务 200,603 ��二���当量 GRI 305-3

• 范围 3�资�品 81,341 ��二���当量 GRI 305-3

• 范围 3�其他8 29,779 ��二���当量 GRI 305-3

https://www.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company/vmware-idc-whitepaper-2020.pdf
http://www.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company/vmware-idc-whitepaper-2020.pdf
http://www.vmware.com/content/dam/digitalmarketing/vmware/en/pdf/company/vmware-idc-whitepaper-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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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温�气体��（续）

温�气体������指标9 0.08 ��二���当量/百万�元�� GRI 305-4

温�气体����员工指标10 1.73 ��二���当量/员工 GRI 305-4

温�气体����平�英尺指标11 0.55 ��二���当量/1,000 平�英尺 GRI 305-4

在�现科���目标�面的进� GRI 305-5 �则 8

� 2030 年，VMware �诺�

• �范围 1 和范围 2 的��量�� 50%（� 2019 财年为基�年） 相�于基�年的目标�现百���169%

• ���料和��相�的活动产生的范围 3 温�气体绝���量�� 50% 
（� 2019 财年为基�年）

相�于基�年的目标�现百���75%

• �员工���产生的范围 3 温�气体绝���量�� 50% 
（� 2019 财年为基�年）

相�于基�年的目标�现百���88%

电力

购电12 190,901 MWh GRI 302-1 TC-SI-
130a.1

�购可再生��总量 190,901 MWh GRI 302-1 �则 8

• �购总��属性�用额� (EAC) 79,984 MWh GRI 302-1 �则 8

• �购可再生��（不�括 EAC） 111,007 MWh GRI 302-1 �则 8

��可再生��占� 100.00% GRI 302-1 TC-SI-
130a.1 �则 8

电力��平�英尺指标 29 kWh/平�英尺 GRI 302-3

���耗 VMware 2022 年 CDP 气�变�应�措��� C4.4 节 GRI 302-4 �则 8

电�电量占� 12.42% GRI 302-1 TC-SI-
130a.1 �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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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

废物产生量（�） 331 GRI 306-2

回�（�） 261 GRI 306-2

�肥（�） 16 GRI 306-2

���埋场（�） 54 GRI 306-2

���埋场转�� 84% �则 8

废物计划覆盖�（��平�英尺占�） 56%

电�废物

��产生的电�废物总量（��） 119 �� GRI 306-2

R2 认证设�处理的电�废物总量（产生的电�废物总量占�） 96% GRI 306-2 �则 8

�地�划�的电�废物处理量 (%)�

• �洲地� 66%

• 亚��日�地�（�括��） 25%

• �洲、中东和�洲地� 9%

�

耗�量 143,451,942（�仑） GRI 303-5 TC-SI-
130a.2

用�覆盖�（��平�英尺占�） 64%

总��量（� m3 为单�） VMware �有大量提�淡�资�。 TC-SI-
130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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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Data | Fiscal Year 2022 (FY22)

描� 2022 财年 GRI SASB UNGC

环�

��环�

LEED 认证 20

绿��筑认证�间平�英尺占�13 39% �则 8

韦纳奇�据中�电�使用�� (PUE) 1.29 GRI 302-3 TC-SI-
130a.1

�资组�平�英尺 6,665（�千为单�）

供应链

�供应链�作�决气�问题 我们�年在 CDP 供应链平�上�大约 250 �供应���，���我们供应��体的气�成��。2022 财年，这些供应�约占我们
采购��的 75%，占范围 3 ��总量的约 71%。

GRI 102-9、
308-1 �则 8

科�目标�VMware �诺，� 2025 财年，�有 75% 的供应�（约 
250 �供应�）在�购�品和服务、资�品、上�租赁资产��上
��输和�销�面制�科�目标14

�� 2022 财年，我们 37% 的供应�已设�或�诺�现科�目标。 GRI 102-9、
308-1 �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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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据尾�
1 2022 财年末

2 不�括银行费用和杂项��。

3 使用员工净��值 (eNPS)（�向朋友或同事�� VMware 作为�主的
可�性有�大�）�量在 VMware 的����值 = 0-10�0-6 = 贬
损者�7-8 = 中�者�9-10 = ��者�eNPS = ��者 - 贬损者。

在��的员工�业�调查中，VMware 获得� 44 �的净��值，该
调查� 50% 的员工进行�抽样，有 50% 的样����调查。 

员工�业�调查模型于 2021 年进行�调�，�员工样�（抽样 25%）的
一���调查，调�为员工样�的三�调查（� 1、2 和 3 ��）（�别
抽样 25%、25% 和 50%）。��脉�都�括���作问题（�态），�
�基于业务�先事项（��，战��先事项、�队面临的主�挑战、调
�我们的思维模式等）的其他指标（动态）。

4 总��量��括范围 2 基于�场的购电��。

5 范围 2 购电���括我们的主�共同托��据中�使用的 VMware 
办��和 IT 设备，这两项都��在我们的 RE100 �诺中。这是�据
《未来�联����佳��》白皮书 (https://www.bsr.org/reports/
BSR_Future_of_Internet_Power_GHG_Emissions_Report.
pdf) �成的。 

6 �年�虑����响��提� 40%，��虑�“辐���”�� - 
该��可�量���行�环�的额��响，�括在����的��亚
�和��气等。 

7 �括远�办�的��量。

8 其他�别�括“�料和��相�活动”、“上��输和�销”、
“�维中产生的废物”��“上�租赁资产”。

9 ���� = 范围 2（基于�场）/��（�百万为单�）。

10 员工��� = 范围 2（基于��）/员工��。

11 �筑面积�� = 范围 1 和范围 2（基于�场）/平�英尺（�千为 
单�）。

12 �括 VMware 设�和主�共同托��据中�。 

13 �括 VMware 在�一�已获得 LEED/BREEAM 认证的�筑物内租
赁的办��间。

14 �� 2022 财年末，21% 的供应�（���）设��科�目标，�
有 16% 的供应��诺在 2 年内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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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26 日，VMware � Broadcom Inc. 签订���协议和计
划，规� Broadcom �购 VMware。��预计�在 Broadcom 的 2023 
财年�成，须经必�的�东和监�����，�满足���件。���成
�前，VMware �继续作为一�独�的上��司�营。�报告中的前�性
声��映� VMware �理层当前�其作为一�独�上��司�营的看�，
�未�虑���成� VMware 业务和�营�面的�在变�。

这些前�性声��� VMware ���制的风险和不��性，可��导�
�际结果�前�性声�中的内��在重大��，�括但不�于��议�易
�我们��户、供应�和其他业务�作��维持��的�力的�响，或�
�营业绩和业务的�响�在�议�易�成�前和�����业务相�的计
划、预测和其他期�的�力��议�易�的业务中��由于�议的�易和
业务��，在��和�用�键�员和员工�面�在的�难��成�议�易
先决�件的满足情�，�括���预期��获得监��⻔��或�时获得
��的�力�重大债务，�括��议�易有�的债务，��产生足�现�
�来偿付和偿还此�债务的需��当前计划和�维的中����易相�的
任何�律诉讼的结果��时�成或���成�议�易的�力�成功�� 
VMware �维的�力�在�议�易�成���有�业务的计划、预测和其
他预期��现协同�应的�力��共卫生��的�响，��大�行�（�括
�冠�情）和传染�，��任何相�的�司或政�保护����和��的
政策和行动，或政�维持国�或��经济和�场�行的政策或行动���
政�和经济状�，�括��上升、�货�胀的�响��制�业和��供应
链面临的挑战�其他国�、地�和��范围内的事件和趋势，���有政
�、经济、�业、竞�和监�性质的事件和趋势。

有�可�导��际结果�前�性声�中��结果�在重大��的其他��的
更���，请�阅 Broadcom 和 VMware 各自向 SEC 提�的�期报告和
其他�件，�括 Broadcom 和 VMware ��的 10-Q ���报告和 10-K 
�年�报告中��的风险��。��讯�中��的前�性声��在��讯
�发布�日作�。���律��，否则 Broadcom 和 VMware ��有�
务更�任何前�性声���映�续事件或情�。

Broadcom ��计划/前�性声�

其他��

在线内�
有� VMware ESG 工作的其他内�，请访问  
www.vmware.com/cn/company/esg

联��式
VMware 诚�相����报告和我们��上�盖的主题提供
�馈。请�问题或�见提�� ESG 办��，电�邮件地址为 
ESG@vmware.com

�标
有� VMware 或我们��司在�国和/或其他国�/地�的�
标或�册�标，请访问� 
www.vmware.com/cn/trademarks

其他��和标�是其各自�有者的财产。

https://www.vmware.com/cn/company/esg
mailto:ESG%40vmware.com
https://www.vmware.com/cn/trad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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