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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2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66,387 $60,909 $68,281 $64,306 $68,735 $81,698  
( ) 
 

 159,313 162,191 157,073 160,537 171,175 174,429  
( ) 
 

 552 474 602 577 592 745  

 1.29 1.25 1.21* 1.17* 1.20* 1.17 9% 26%
( )
 

 12.97 12.71 12.67 12.27 12.87 12.64 3% 21%
( )
 

 8.99 7.71 8.15 6.94 7.50 7.40 18% 33%
( )
 

 1.83 1.81 1.71 1.63 1.66 1.80 2% 20%
( )
 

 58% 64% 68% 73% 76% 79% 36% 
( )
 

 $0.472 $0.024 $0.028 $0.647 $0.226 $0.079  
( )

* 2009–2011  (EPA) eGRID 

2007-2012

业绩成果 自 2007 年以来，波音公司的能源使用量在绝 
对值的基础上降低了 3%，在收入调整后的基础 

上降低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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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五年中，我们研发了两款新型
节能飞机并将飞机交付量提高了 
50% 以上。此外，我们在运营过程
中大幅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能
源使用量、有害废弃物生成量以及
耗水量。与此同时，我们还兴建并
投入使用了一个全新的大型制造
工厂，创造超过 13,000 个新的就业
岗位，并将年度收入额提升至 817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鉴于我们在环保领域的不懈努力，
美国环境保护署高度认可我们取
得的进展并授予波音公司“2012 
年度能源之星®合作伙伴”的荣誉
称号——我们已经连续三年获此
殊荣。

这是波音公司在展望下一个百年
发展目标时承诺的可持续发展 
方向。

随着业务的不断增长，我们对未来
五年的计划目标是实现零碳发展。
我们在工厂与运营部门的目标是
在 2017 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
量、水消耗量与固体废弃物垃圾填
埋量的绝对值零增长以及有害材
料经收入调整后的零增长。

我们的环保表现要更多地向工厂
以外扩展。波音公司正在研发全
新技术，致力于设计更清洁、更安
静、更省油的新一代飞机。

与目前同类飞机中燃油效率最高
的波音新一代 737 相比，处于研
发阶段的 737 MAX 将使碳印迹降
低 13%。

与其替代的飞机相比，全新的 787 
梦想飞机 和 747-8 飞机可以将碳
排放量降低 10% 以上；我们正在
与客户就 777X 开展讨论，这是一
种改进型飞机，预计可实现民航领
域最低的每座油耗。

九月份，我们完成了“环保验证
机”(ecoDemonstrator) 项目的第一
轮飞行测试，此项目有助于我们加
速开发环保产品、材料与设计。

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幻影眼” 
(Phantom Eye) 无人机第三次升空
进行试飞。此款无人驾驶的高空飞
机以清洁能源氢提供动力，仅会在
大气中留下水蒸气。另外，我们还
完成了 X-48C 的飞行测试，这种
研究机能够有效地将机身和机翼
融合为一体，从而实现显著提升燃

油效率与降低噪声的目的。

未来，波音公司将在全球环保领域
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帮助民用航
空业实现 2020 年碳中和增长的目
标。我们与多家国际合作伙伴展开
精诚合作，共同推动可持续航空生
物燃料的发展，从测试到生产再到
日常使用。我们与全球业界接洽，
力求在我们的产品中减少有害化
学物质的使用量并提高全球航空
运输网络的效率，此举将大幅减少
污染排放。

我们还要保持对突破性技术的持
续投入，以满足客户对于精准性能
以及革命性环保进步的追求。

在当前飞速发展的时代，波音公司
致力于成为负责任的环保领导者，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打造更加
卓越的波音公司，帮助建设更加美
好的家园。

詹姆斯•麦克纳尼  
波音公司董事长、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

金•史密斯  
波音公司环境卫生与
安全副总裁

我们的承诺：
领导寄语 我们在五年前立下远大目标，力求在减少环境印迹

的同时使我们的业务获得长足发展。在波音公司全体
员工的无私奉献与勤奋努力下，我们最终得偿所愿，并准

备在未来几年中取得进一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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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环保理念的设计意味着我们
的工程师需要“在设计中引入”更
具能源效率与用水效率的可持续
性材料，并“在设计中摒弃”碳排
放、有害材料以及社区噪声。我们
将这种策略称为“环保设计”。这
能够对产品进行分析并降低其生
命周期中的环境印迹，从设计与制
造开始，再延伸至运营使用以及退
役后的回收处置。 

新型技术
波音公司的“环保验证机” 
(ecoDemonstrator) 项目能够促进
技术革新发展，从而改善航空业的
环保表现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每
架“环保验证机”所测试与应用的
新型技术与材料都旨在令波音飞
机变得更加清洁、安静且省油。

“环保验证机”项目的核心内容在
于与航空公司、航空工业以及美国
联邦航空局的 “持续降低能源排放
与噪声” (CLEEN)  项目建立独特的
合作关系。在未来的几年中，联邦
航空局将会为项目的部分工作提供
资助；例如，测试为进一步降低温

室气体排放与社区噪声而设计的
机身与发动机技术。

回收退役的飞机能够大幅减少浪
费并缩减对于新材料的需求。波音
公司是组建“飞机回收再利用国际
协会”的发起人，该协会现已招募 
40 多名会员。

更清洁的产品
波音公司将继续保持应用新型创
新技术的先驱地位，以改进产品
与服务的环保表现。我们正在研发  
737 MAX飞机，相较于先前的飞
机，此款机型可将油耗降低 13%，
实现更少的碳排放量，同时可将社
区噪声印迹降低 40%。

787 为航空工业设立了新的环保标
准。梦想飞机采用了先进发动机和
碳纤维复合材料机身与机翼，与其
他同等尺寸的飞机相比，787 的燃
油效率提高了 20%，在整个生命
周期中具有更高的环保效益。

全新的 747-8 采用了先进发动机、
新式机翼设计，以及先进轻型铝合
金及复合材料，可将油耗与碳排放
量分别降低 14% 和 15%；相较于

其替代的 747-400，它的噪声印迹
减少了 30%。

未来飞行
波音公司正在研发的新型飞机设
计与推进系统可能是航空领域发
展的下一步目标，这也是可持续性
技术的重大飞跃。

氢动力“幻影眼”是一款无人驾驶
的长航时飞机，其设计旨在维持
长达四天的留空时间。2013 年 4 
月，“幻影眼”顺利完成第三次飞
行测试，成功地向人们验证了更加
清洁的燃烧推进系统仅会在大气
中留下水分。

2013 年初，波音 X-48C 研究机顺
利完成第 30 次飞行测试，从而为
近一年之久的测试计划画上完满
的句号，该项测试致力于验证翼身
融合体设计理念的空气动力特性。
飞行测试为翼身融合体的可行性
提供了有用的数据，这种设计能够
大幅提升燃油效率并降低噪声。

 

波音公司在密西西比
州的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斯坦尼斯航天中
心测试先进喷气式发
动机技术。包括陶瓷
基复合材料等材料的
创新性应用使得发动
机变得更加安静、轻
巧且高效。（波音公司
照片）

设计未来 对于持续改进产品的环保表现而言，技术与工程创
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波音民用飞机集团 75% 

以上的研发工作旨在推动环保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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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原本送往垃圾填埋场的固
体废弃物转为他用，这些垃圾足以
装满 13,000 多辆垃圾车；我们降
低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这些气体
相当于 87,000 辆汽车在一年内的
尾气排放量。波音公司在取得上述
进展的同时，还创造了飞机交付量
提升 50% 以上的佳绩。

能源使用量、用水量以及固体废弃
物垃圾填埋量的缩减是公司上下
为实现 2007 年制定的五年目标而
积极努力的结果，该目标旨在减少
波音公司运营所产生的环境印迹。
（详情请见第 5 页“成果”部分。）

美国环境保护署高度认可我们取
得的进展并授予波音公司“2013 
年度能源之星®合作伙伴”的荣誉
称号——我们已经连续三年获此
殊荣。

随着飞机生产量的持续增长，波音
公司在未来五年中将致力于实现
温室气体排放量、固体废弃物垃圾
填埋量与水消耗量的绝对值零增
长以及有害废物产生量的零“强
度”增长。

 

波音公司在环保表现方面取得的
改进成果应归功于由员工团队领
导的、遍布整个公司各处设施的创
新计划：

 在费城，翻新后的“支奴干”直
升机组装厂将始建于 1929 年的
建筑纳入其中，从而实现可持续性
环境改善以及相关成本节约。自然
光线透过工厂各个角落的新窗户
和天窗倾泻而下，减少了能源使用
量。新型天然气加热锅炉将能源效
率提升了 30% 并将二氧化碳排放
量降低了 14%。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道格
拉斯中心缩减了近一半的用电量
并将天然气的使用量减少了 70% 
以上，因而第三次荣获 EPA 能源
之星业界大奖。此项殊荣旨在表彰
五年内节能幅度超过 10%  
的工厂。

此外，长滩 C-17 运输机总装厂
也荣获了 EPA 大奖，这是波音公
司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重工业工
厂。2013 年，长滩工厂成为继波音
公司的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工
厂、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工厂、费城

工厂以及盐湖城工厂之后成功实
现无固体废弃物垃圾填埋的又一
环保工厂。

 我们最大的生产工厂位于华盛
顿州的埃弗雷特，该工厂在过去的
五年中节省了近 3300 万千瓦时的
能源，这足够为 2,540 个家庭供电
一年。通过替代通勤计划，工厂员
工减少了 5 亿英里的通勤路程。

波音公司采用无碳水电与可再生
能源替代近一半的电力总消耗量。
水力发电为我们西雅图地区的工
厂提供 80% 以上的电力。以发电
能力的标准排序，美国最大的一个
薄膜太阳能发电装置之一就位于
波音公司南卡罗来纳州的北查尔
斯顿新建总装厂房的房顶上。

波音公司设计的所有新型建筑与
主要翻修工程都能够满足 LEED 银
色标准或更高标准。

在整修后的费城“支
奴干”直升机组装厂，
阳光透过落地窗洒满
整个车间。采用更多
自然光并安装更加高
效的全新锅炉，有助
于在工厂大幅降低能
源使用量。（波音公司
照片）

归零创新 在过去的五年中，波音公司的工厂与办公大楼所节约
的能源足够为美国 44,000 个家庭供电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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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球旅行量将保持持续增长的
态势而言，针对维持并降低当前温
室气体排放量水平的有效策略变
得十分关键。目前，全球民航机队
大约由 20,000 架在役飞机组成，
预计这一数字将在 2030 年前翻
一番。据估计，航空业造成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在全球总排放量中占 
2%-3%，波音公司致力于确保此数
字不会因航空旅行量的持续增长
而有所上扬。

为实现这一目标，波音公司十分注
重制造更具节能特性的飞机，促进
可持续航空生物燃料的开发，并提
升全球空管系统的效率。

可持续性航空生物燃料
超过 1,500 次飞行已采用可持续
生物燃料提供动力，成功验证了在
无需对飞机或发动机实施任何改
装的前提下，替代燃料同样可以在
各种飞机上表现出卓越的效能。波
音 747-8 货机与 787 梦想飞机分
别于 2011 年和 2012 年首次依靠
生物燃料提供动力顺利横跨大西
洋与太平洋。

波音公司与多家国际合作伙伴
携手合作，旨在将生物燃料的开
发从“验证”阶段推广至生产阶
段——加速可持续生物燃料工业
的发展与商业化进程。

每天，全球有 100,000 次商业飞
行，由于空管运行与技术落后且效
率低下，这些飞行活动预计会浪费 
8% 的燃料并造成不必要的温室气
体排放。波音公司与业界集团及国
际监管机构展开密切合作，致力于
提高全球空管效率。

国际航空航天业环保组织
在航空航天业降低环境影响方面
取得有意义的进展需要飞机制造
商、供应商、客户及监管机构的全
球合作。这就是波音公司于 2011 
年牵头组建国际航空航天业环保
组织的原因。该组织的使命是帮助
航空航天业制订针对化学物质的
监管条例及其他环境问题与全球
供应链开展合作的通用标准。

例如，航空航天业公司需要确定并
报告在制造产品过程中所使用的
化学物质及其他物质。该环保组织
创立了一种自愿性的标准化方法，
以供各个公司与供应商在收集资
料时使用。这种通用标准使各公司
不必再单独建立各自系统，能够提
高效率、减少成本，并鼓励行业应
用具有责任感的环保方式来替代
这些化学物质。

此外，波音公司还在行业中率先寻
找制造与运营飞机过程中所用有
害物质的替代物。研发工作的重点
在于开发飞行防火所用“哈龙”的
替代物。2013 年，我们将启动两项
寻找“哈龙”替代物的行业合作，
从而将此替代物广泛应用于发动
机、辅助动力装置以及货舱之中。

 

波音公司在全球环
境研究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此研
究旨在帮助民用航空
业实现自 2020 年开
始达到碳中和增长的
目标。

促进全球协作 作为全球领先的航空航天企业，波音公司在帮助
民用航空业实现自 2020 年开始达到碳中和增长及 

2050 年减少 50% 碳排放量的目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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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成果 波音公司在 2007 年公布了首个五年环保成效目标。
我们在业务量空前增长的情况下超额完成目标要求。如

需了解有关波音公司绩效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boeing.com/environment 在线查阅完整版环保报告。

本部分报告的数据反映了下列工厂的环保表
现，它们代表着波音公司在美国境内运营的主
要情况：

阿拉巴马州: 亨茨维尔工厂

亚利桑那州：梅萨工厂

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工厂；埃尔塞贡多工
厂；杭廷顿滩工厂；以及长滩的波音防务、空间
与安全业务部门

堪萨斯州：威奇托的波音国防、空间与安全业
务部门

密苏里州：圣查尔斯工厂与圣路易斯工厂

俄勒冈州：波特兰工厂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工厂

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工厂与圣安东尼奥工厂

华盛顿州：奥本工厂、开发中心、埃弗雷特工厂、
傅德瑞克森工厂、肯特航天中心、墨瑟斯湖工
厂、波音北机场、2 号工厂、伦顿工厂与汤普森
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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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 boeing.com/

environment 查看我
们最新的环保报告以
及有关波音公司员工
如何开辟途径保护环
境并创造美好明天的
内容。

对于多元化社区以及我们所服务的客户而言，波音公司是
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合作伙伴、邻居和企业公民。我们希望
以更加清洁且高效的创新产品来创造美好未来并制订全新
的绩效标准。波音公司致力于奉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积
极促进世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并在充满竞争的全球市
场环境中大力提升股东与客户的价值。

请访问 boeing.com/

investorrelations查看我
们的年度报告并了解更
多有关波音公司财务绩
效与商业实践的内容。

请访问 boeing.com 了
解更多有关波音公司
及其杰出创新产品与
服务如何解决全球最
棘手问题的内容。

请访问 boeing.com/

community 查看我们
的企业公民报告以及
其他有关波音公司如何
改进全球社区的内容。

波音公司
100 North Riverside
Chicago, Illinois 60606
www.boeing.com/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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