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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 低碳发展白皮书

技术支持：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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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PPO 开展核算企业碳排放、制定碳减排目标以及规划
长期低碳发展路线图的过程中德勤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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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致辞

这几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正由“幕后”走向“台前”。就在刚刚过去的夏天，北半球多个国家遭
遇持续高温天气，再次提醒我们采取行动的紧迫性。2020 年开始，OPPO 逐步将“绿色低
碳”概念融入到业务运营中；今年以来，我们首次在自身全球运营范围内进行碳盘查，不断
思考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大家眼前这份《OPPO 低碳发展白皮书》，就是这些探索过程的
一个初步结果。

在报告中，我们正式提出了 OPPO 的减排目标。OPPO 承诺 2024 年，自身运营实现碳达
峰；2050 年，自身运营实现碳中和。

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决心，也需要耐心。我们承诺，在“科技为人，以善天下”品牌使命的
牵引下，OPPO 会像坚定投入科技创新一样，咬定青山，为碳中和进程贡献力量。

在报告中，我们也明确了低碳发展的路线图。短期来看，OPPO 将通过节能技改以及大规
模使用可再生能源，努力实现设计、生产、办公、出行等方面的低碳化。与此同时，我们
也会积极带动价值链上、下游伙伴进行低碳转型，构筑绿色价值链，共同打造环境友好型
产品。中长期来看，OPPO 将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持续完善应用于工厂
以及数据中心的“碳账单”等智能化监控系统，有效整合各种要素资源，实现供需高效匹配。

对的路，不怕远。我们发自内心地希望，因为 OPPO 的存在，能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最
终走向一个至善的世界。这份报告是 OPPO 踏出的第一步，期待能与更多伙伴一起努力，
微笑前行！

绿色低碳，致善发展

陈明永
OPPO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2023 年 0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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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20 年，OPPO 提出 “科技为人，以善天下” 的品牌使命，正式将“绿色低碳”概念融入到业务运营模型
中，致力打造环境友好型价值链，为助力《巴黎协定》气候目标、助力全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品牌贡献。

战略的顶层设计固然重要，行之有效的贯彻也必不可少。在此次《OPPO 低碳发展白皮书》中，我们首
次就 OPPO 全球运营管辖内的碳排放情况进行披露，并正式向世界宣布我们有雄心的碳中和目标，并且
详细介绍了 OPPO 的低碳发展成果以及长期减碳战略。

温室气体盘查 低碳发展目标

2022 年，OPPO 首次针对全球范围内自身运营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展开核算工作。2021 年度
OPPO 自身运营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299,279.23  
吨 CO2e，范围一和范围二分别占比 3.08% 和 
96.92%。

OPPO 将在“科技为人，以善天下”品牌使命的牵
引下，坚定为碳中和进程贡献力量，我们承诺：
2024 年自身运营实现碳达峰，2050 年自身运
营实现碳中和。

低碳进程梳理 低碳发展规划

OPPO 一 直 积 极 致 力 于 从 源 头 减 量、能 源 替
代、节能增效、循环利用四个维度推动工厂、办
公楼以及数据中心温室气体减排。截止 2022 年
底，公司通过积极开展节能减排行动，已投产的
节能减排项目每年可实现自身运营范围内超过
6,000 吨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在明确自身运营中、长期减碳目标后，OPPO
将继续加大在低碳生产、低碳产品、低碳投资、
低碳数字化以及参与制定低碳标准五个方面的发
力以实现公司全面的低碳转型。



OPPO
全球温室气体
排放现状

299,279.23 
吨 CO2e

2021 年，OPPO 自身运营温室气体排放量

· 2021 年为 OPPO 碳盘查基准年

62.0%

全球工厂

31.9%

数据中心

6.1%

办公楼宇



2021 年自身运营
排放回顾
2022 年，OPPO 首次针对全球范围内自身运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展开核算工作，全面、准确
的盘查结果将为科学规划低碳发展路径提供基础支撑。本次盘查结果经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
限公司审计。

根据 ISO 14064-1:2018 和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与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的《温室气体
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OPPO 按照运营控制
权法 1 对涉及业务范围展开温室气体核算，覆盖中国、
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及土耳其等国家的共 11 个
工厂 / 仓库、21 处办公楼宇以及 9 个数据中心。

2021 年 度（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OPPO 自 身 运 营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量 为 299,279.23  吨
CO2e，其中企业实体控制范围之内的直接温室气体排
放（即 范 围 一）为 9215.42 吨 CO2e，包 括 固 定 源 燃
烧、逸散性排放和移动源排放。因运营外购电力和外购
热 力 所 产 生（即 范 围 二）的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量 为
290,063.81 吨 CO2e，范 围 一 和 范 围 二 分 别 占 比 
3.08% 和 96.92%。

核算范围 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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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OPPO 2021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一和范围二各排放源占比情况 运营控制权法 ¹：一个组织或其子公司拥有在运营层面引入和实施其运营政策的全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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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一 3.08%

外购电力 96.82%

范围二 96.92%

天然气 1.07%
CH4 逸散 0.91%
制冷剂逸散 0.55%
柴油 0.36%
汽油 0.19%
外购热力 0.10%



表 1：OPPO 2021 年不同业务单元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情况

不同业务单元的碳排放

在业务单元排放方面，全球工厂排放占比达到 62.0%，为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组成部分。数据中心排放
次之，占比达到 31.9%，而办公楼宇排放最少，占比仅有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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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厂         62.0%

数据中心         31.9%

办公楼宇         6.1%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 单位面积碳排放强度 )

全球工厂

数据中心

办公楼宇

122.9 千克 CO2e/m2

0.7 吨 CO2e/m2

69 千克 CO2e/m2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 万吨 CO2e)

全球工厂

数据中心

办公楼宇

18.6

9.5

1.8

0.9 吨 CO2e/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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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对标准普尔 500 企业的碳排放分析发现，一个行业可以“引发”自身
数倍的价值链上下游间接（即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例如电信服务业的范围三碳排放占比达到
93%，信息技术业的范围三碳排放占比达到 86% 。OPPO 深知推动价值链减排对助力行业乃至
全社会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性，2022 年 OPPO 首次开展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准备工
作，完成了重点排放类型识别、确定核算方法以及活动数据摸底工作，为下一年正式开展全面范
围三温室气体核算工作做好准备。

价值链温室气体
盘查工作进展

范围一：
直接排放

范围二：
间接排放

范围三：
间接排放

范围三：
间接排放

CO2 CH4 N2O SF6PFCsHFCs

上游活动 报告企业 下游活动

资本商品 燃料和能源
相关活动

运输和配送 运营中产生
的废物

商务旅行

租赁资产

雇员通勤

外购商品和服务

外购的电力、蒸汽、
热力、制冷自用

企业车辆

企业设施

运输与配送

租赁资产 特许经营权

售出产品的使用 处理寿命终止的
售出产品

售出产品的加工

投资

图 2：整个价值链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范围和排放概述 ( 来源：GHG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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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范围三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的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透明性和准确性原则，OPPO
将会不断完善核算方法、使用完整的初级数据、逐年增加核算类别以及温室气体纳入种类。

表 2：范围三核算工作进展

类别 1：
外购商品和服务

已完成针对重点供应商
的相关数据调研

类别 4：
上游运输和配送

掌握上游
主要供应商距离

类别 6：
商务差旅

具备商务差旅
统计数据

类别 7：
员工通勤

具备班车统计数据，已完成
员工的通勤方式调研问卷

类别 12：
售出产品的最终处理

已掌握行业平均废弃产品
处理方式数据

类别 9：
下游运输及配送

掌握下游
输送港口距离

类别 11：
售出商品的使用

已搭建典型产品
能耗模型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已完成

CEO 致辞       执行摘要       OPPO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OPPO 低碳发展目标       OPPO 低碳发展进程       OPPO 低碳发展路径       结语       附录



碳达峰

2024 年自身运营实现

2024
碳中和

2050 年自身运营实现

2050

OPPO 低碳
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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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碳中和这一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过程中，作为一家服务全球、软硬服一体的科技公
司，OPPO 将在“科技为人，以善天下”品牌使命的牵引下，坚定为碳中和进程贡献力量。OPPO
将通过将低碳发展纳入重点发展战略之一，并将其作为当前 OPPO 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
理（ESG）中的一个首要任务，并通过设立长期、科学的、有雄心的目标引导 OPPO 有效、有
序地完成自身运营和价值链的减碳，提升企业、行业的气候韧性，在减碳的同时引领企业及行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

基于此，OPPO 对低碳发展做出以下承诺：

2024 年
自身运营率先实现碳达峰

2050 年
自身运营实现碳中和

为确切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
《巴黎协定》等国际气候政策要求，实现“将全
球平均温升控制在 1.5℃以内”的目标，同时满足
国内“碳达峰碳中和”绿色发展需要，OPPO 作为
业务遍布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企业，
积极制定低碳发展应对策略，力争 2024 年实现
自身运营碳达峰，为实现中国“双碳”目标和“将
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 1.5℃以内”的目标做出积极
贡献。

OPPO 将通过持续开展节能减排挖潜、开展绿
电交易、采购国际绿证、采购碳抵消和碳消除配
额等方式实现自身运营 2050 年碳中和。OPPO
将秉承直接减排优先于消除，消除优先于抵消的
方式，这一策略符合实质性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
的国际标准，且与科学碳目标、PAS2060 等标
准基本原则一致。

自身运营
低碳发展目标

2024 年碳达峰 2030 年

减排量

2050 年碳中和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50.00

45.00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00

2030-2049 年 , 加快减排节奏

最后通过采用碳抵消方案
实现碳中和

4

3

2
1

图 3：OPPO 自身运营范围内的减碳目标路线图



6,000 吨 CO2e

截止 2022 年底，已投产的节能减排项目每年可实现自身
运营范围温室气体减排量

绿色生产

绿色产品

绿色数据中心

OPPO 低碳
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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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高效化利用低碳生产
自 2020 年开始，公司针对工厂范围内的
重点用能设备开展了一系列节能技改工
作，如针对重点生产设备、空气压缩机、
冷冻站以及照明等环节进行改造，以及通
过工艺创新的方式，减少生产环节的碳排
放。OPPO 于 2022 年开始探索安装厂区
光伏的可行性，以期提高自身清洁能源的
应用比例。

通过自动化导入
开展设备节能改造

OPPO 识 别 生 产 流 程 中 的 重 点 环
节，通过提升自动化水平进行设备
节能改造，进一步降低运营环节能
耗。比 如，针 对 切 角 机 高 耗 电 现
状，公 司 开 展 自 动 化 导 入，实 现
54% 的电耗下降。

宿舍工程改造后
采用闭式热水供应系统

OPPO 对公司宿舍进行改造，采用
闭式热水供应系统，系统由高效热
泵、变 频 供 水 泵、闭 式 储 水 罐 构
成，热泵实现大温差制热水方式，
相比传统热泵，节能效果明显。主
机控制逻辑采用夏季、冬季 2 种运
行模式，每吨热水能耗节约 25%。
目前已投用 3 套闭式热水供应系统，
每年可节约电耗约 10.8 万千瓦时，
减少碳排放量 56.9 吨 CO2e。

54%
切角机自动化电耗下降

每吨热水能耗节约

25%

10.8 万千瓦时
每年节约电耗约

56.9 吨 CO2e
每年减少碳排放量

自 2020 年开始，OPPO 一直积极致力于从源头减量、能源替代、节能增效、循环利用四个维
度推动工厂、办公楼以及数据中心温室气体减排。此外，公司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产品生命周
期管理，从产品原材料获取、产品使用以及生命周期结束阶段探索绿色低碳方案，最大程度降低
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截止 2022 年底，公司通过积极开展节能减排行动，已投产的节能减
排项目每年可实现自身运营范围内超过 6,000 吨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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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集中式
压缩空气站项目

OPPO 东莞总部采用高效集中式空
压站，其为一级能效空压站。该空
压站主机采用离心式无油机、变频
无 油 螺 杆 机 组、定 频 无 油 螺 杆 机
组、压缩热回收零气耗干燥机，主
机控制逻辑采用离心机 + 变频无油
螺杆机、离心机、无油螺杆机三种
运行模式。相较于常规空压站，该
系统每年可节约电耗约 280 万千瓦
时，减少碳排放量 1,476 吨 CO2e。

为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OPPO 对
车间的照明系统开展升级改造，高
效照明项目首先在东莞园区及重庆
园区的 4 个车间展开。具体举措为
使用更加节能的 12W LED 灯管替
换 现 有 车 间 内 的 18W LED 灯 管，
更换数量约达 4.2 万支。该项目计
划 采 用 ECM（合 同 能 源 管 理）模
式，并 于 2022 年 底 完 成 了 2000
支灯管的升级，预计于 2023 年底
完成其余灯管的升级。车间照明系
统升级完成后，可使园区每年用电
量减少 202 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
约 1171 吨 CO2e。

冷冻站主要担负着工厂厂房、办公
区、数据中心等冷负荷区的制冷任
务，为提高冷冻站的能效，OPPO
于 2022 年开展冷冻站能效优化升
级 项 目，率 先 改 造 滨 海 湾 B 区 的
F1、F2 和 F3 栋冷冻站，目前已完
成相关方案的制定工作。项目改造
内 容 包 括 采 用 高 效 设 备 如 高 效 机
房、高效离心机、大温差冷却塔、
高效离心泵，以及优化管路以及安
装智能控制系统等。该项目预计于
2023 年上半年完成，届时冷冻站能
效 EER 达到 5.1 以上。每年节约电
力约 103 万千瓦时，节约能源费用
150 万 元，减 少 碳 排 放 约 598 吨
CO2e。

车间
高效照明项目

高效
冷冻站项目

280 万千瓦时
每年节约电耗约

1,476 吨 CO2e
每年减少碳排放量约

202 万千瓦时
每年节约电耗约

1,171 吨 CO2e
每年减少碳排放量约

103 万千瓦时
每年节约电耗约

598 吨 CO2e
每年减少碳排放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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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利用 低碳工程

光伏发电项目 滨海湾项目

OPPO 积极推动绿色能源转型，探索可再生能源的广泛
应用。如计划在东莞工业园区铺设屋顶光伏，该项目已于
2022 年上半年开展市场调研及供应商考察工作，并于 9
月正式启动现场施工，铺设范围包括东莞工业园区 5 个厂
房以及 11 栋宿舍楼。屋顶光伏项目 1 期预计于 2023 年
上半年全部完工，实现年发电量 500 万千瓦时。该项目
产生的电力将用于 OPPO 自有园区的生产活动。预计每
年可节约能源费用约 50 万元，减少碳排放约 2905 吨
CO2e。 

为支撑 OPPO 碳中和战略的落地实施，树立引领碳中和
发展的行业地位，公司致力于在滨海湾打造首个 OPPO
碳中和园区。主要通过低碳建筑、低碳能源、低碳交通、
低碳社区、低碳环境、智慧园区等方面推进园区低碳化改
造和升级。项目于 2022 年完成相关策略的详细规划和评
估，将为 OPPO 节省运维费用及能源费用。

滨海湾项目是 OPPO 在滨海湾打造的首个碳中和园区项
目，也是企业碳中和战略在开发层面的重要实践。OPPO
也将凭借滨海湾园区的碳中和开发，跻身全球顶尖科技企
业“碳中和”实践第一梯队。从园区规划设计初期综合采取
可持续低碳策略与设计体量相结合，低碳建筑、低碳能
源、低碳交通、低碳社区以及绿化固碳五大方面入手，创
造一个零化石燃料的总体能源规划系统，并结合智慧园区
运营技术来确保碳中和总体规划的顺利实现。

项目整体采用的综合可持续策略预计可实现节能减碳
38%，太阳能光伏将降低 15% 的碳排放，未来还将采购
绿色电力，实现整体园区的碳中和目标。整体园区投入运
营后，每年将为 OPPO 园区节省运维费用及能源费用约
1.45 亿元，年减少碳排放约 18 万吨 CO2e。其中企业地
标建筑 OPPO 环与展览馆将以净零碳为目标，100% 使
用现场产生的太阳能来满足所有的能耗需求，并将申请国
际领先的建筑及节能方面的低碳认证。

500 万千瓦时
实现年发电量约

2905 吨 CO2e
每年减少碳排放量约

38%
节能减碳

18 万吨 CO2e
每年减少碳排放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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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湾 B 区零碳建筑

OPPO 在建设碳中和园区的过程中，优先选取滨海湾 B 区研发楼及食堂为试点，大力推进建筑的节能减排。采用被动
和主动式建筑节能技术，统筹能源系统，充分利用智慧楼宇等数字化技术提升能源效率，降低运行能耗。围护结构整
体热工性能通过平均 2000mm 深的外遮阳设施及玻璃选型优化，可在现行节能规范基础上提升 25%；通过使用太阳
辐射反射系数不小于 0.4 的高反射铺装材料、绿化屋面、太阳能光伏板，其面积合计达到屋面面积的 75% 以上，可有
效减少建筑的太阳辐射得热。

机电系统方面，冷水机组采用变频离心式水冷冷水机组和变频离心式磁悬浮机组，冷机 COP 能效等级可较现行规范
要求提升 12%；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比、风量大于 10000 m3 ／ h 的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单位风量耗
功率比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值低 20%；采用高效 LED 灯具，主要功能房间的设计照明功率密度不高于 GB50034—
2013《建筑照明设计标准》中目标值的 70%；采用满足二级能效的高效节能变压器，利用电梯群控、变频调速拖动、
扶梯感应启停及变频、轿厢无人自动关灯、驱动器休眠等电梯节能措施，实现建筑本体节能率达到 20% 以上。

与此同时，OPPO 积极探索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按照应铺尽铺原则，研发楼随建筑安装到
位的光伏发电量可实现满足 4% 的建筑年耗电量需求，并进一步通过接入厂房区域的光伏发电量，助力研发楼实现近零
能耗建筑达到 60% 以上综合节能率、食堂楼达到 50% 以上综合节能率的目标，力争建筑美学与功能双重目标的协同。

B 地块能源管理系统将整合至园区全球智慧指挥中心，除对单体建筑的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电气等各部分能源进行独
立分项计量，并实现远传。结合园区全球智慧中心 IoT 平台，进行同比、环比数据分析并诊断问题故障，优化运营管
理策略。滨海湾 B 区低碳建筑项目已正式立项，低碳建筑改造完成后将为园区整体的碳中和目标做出显著贡献。

16

图：OPPO 滨海湾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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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数据中心

携手服务商共同推进
数据中心节能改造

滨海湾
低碳绿色数据中心

对于租赁使用的数据中心，OPPO 积
极推动服务商采取各项节能减排措
施，例如，优化冷源控制系统使冷机
空调设备处于最高能效、提高送回水
温度、增加盲板隔离机柜冷热通道以
减 少 冷 量 损 失、荧 光 灯 改 造 成 节 能
LED 灯，余热回收办公制暖等，每年
可节约能耗 854 万千瓦时，减少碳排
放量约 4,501 吨 CO2e。

作为公司首个自建超大型数据中心，OPPO 滨海湾数据中心 100% 使用可再生能
源。 OPPO 滨海湾数据中心采用高效 UPS、中温冷水系统、磁悬浮冷机、板换、
雨水回收至冷却塔、外墙保温隔湿等措施，减低电力使用效率（PUE）和水分利用
率（WUE），其中 PUE 达到 1.27，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同时推动基础设施和业
务联动创新，积极研发与部署液冷服务器、光存储、GPU 集群等新技术，从源头
降低能耗。OPPO 滨海湾数据中心已获得业界权威的 Uptime TIER III 等级认证。
此外，数据中心采用雨水回收供冷却塔使用，每年可节约水量约 30,000 吨。
2021 年，OPPO 滨海湾数据中心 A 栋获评“碳中和数据中心创新者”评级，并在
2021（第十二届）中国互联网大会绿色低碳新型数据中心论坛上被授予《数据中
心低碳等级评估证书》。

为全面打造绿色智能引擎，OPPO 自研云类资源碳排放数据平台，完整收集并展
示全球私有云机房及服务器相关的碳排放数据，截至目前已减排二氧化碳上万吨。
OPPO 于 7 月上线 OPPO 云碳账单，并每个月将账单推送给所有云用户。

854 万千瓦时
每年节约能耗

4,501 吨 CO2e
减少碳排放量

30,000 吨
每年可节约水量约Uptime TIER III 等级认证

碳中和数据
中心创新者

数据中心低碳
等级评估证书

碳排放量
计算模型

碳排放服务

碳排放量
功率

( 或电压、电流 )

带外协议 : 
redfish、IPMI

云账单

1. 访问数据库

数据库服务器 2. 昆仑平台接口

图 4：OPPO 云碳排放数据平台运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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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品

原材料获取阶段 产品使用阶段

在原材料获取阶段，公司从产品包装设计到材料选择均践
行绿色低碳的理念。

在包装设计过程，公司以国际绿色包装“3R+1D” 为设计原
则，坚持推广和使用绿色包装的减量化、可回收、可循
环、可降解。

在包装材料选择方面，公司致力于使用低碳产品，同时减
少塑料产品的使用，协同贯彻降碳与减少塑料污染的理
念。2023 年，从欧洲市场开始，手机彩盒内的包装几乎
完全清除，实现包装材料 100% 可自然降解。同时，手
机产品包装中使用了约 45% 的再生纤维材料，这些纤维
的原材料来自于被回收的废纸或植物（如甘蔗和竹子的残
渣），通过资源的重复利用，减少原材料的消耗。我们还
将包装中印刷中使用的石油基墨替换为植物油墨，进一步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未来，公司将继续推进绿色包
装行动。

生命周期结束阶段

OPPO 建立了产品回收体系，在国内外市场开展以旧换新业务，推动旧手
机的回收和再利用；在欧盟等地区，OPPO 提供资金支撑当地的回收体系
运行，并加入废弃包装的“绿点”回收体系，与专业的第三方回收公司进行合
作。2021 年，国内市场手机回收量达到 120 万台，回收产品重量达 216
吨。2022 年，旧手机回收业务持续增长，国内市场手机回收量达到 130 万
台，回收产品重量达 240 吨。通过材料的回收再利用，提升资源利用率，
从而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为提升产品使用效率，OPPO 采用新的电池健康引擎技术
使电池更加耐用，最高能达到循环充放 1600 次后电池容
量仍能保持 80% 的剩余容量，大大提升电池使用寿命。

此外，公司采用结构模块化设计，更易于产品维修和更换
零部件，同时提供免费的系统和软件升级服务，延长产品
使用寿命，间接减少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

另外，OPPO 密切关注产品的能效表现，通过产品环境影
响 评 估（LCA）得 出 手 机 使 用 阶 段 的 碳 排 放 占比 达到
16%~18%，主要来源于手机充电时的电能消耗。目前手
机的充电能效可以达到美国 DOE VI（六级能效）标准，
屏幕、CPU+DDR、调制解调器、音频和摄像头的综合能
效得到进一步提升。

除此之外，OPPO 还通过智能管理手段提高能效，用户可
以选择节能管理选项，且智能耗电保护功能默认开启，当
手机电量小于 20% 时，系统将自动切换为省电模式。

130 万台 240 吨
回收产品
重量达

216 吨120 万台

2021 年国内市场
手机回收量

回收产品
重量达

2022 年国内市场
手机回收量



OPPO 低碳
发展路径

投资低碳化生产低碳化

产品低碳化

低碳数字化

低碳标准化



在明确自身运营中、长期减碳目标后，OPPO 将继续加大在低碳生产、低碳产品、低碳投资、
低碳数字化以及参与制定低碳标准五个方面的发力力度以实现公司全面的低碳转型。

生产低碳化
目前，OPPO 全球工厂的单位面积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已降低到 122.91 千克 CO2e/m2，为进一步实现低碳化生产，
OPPO 将加大力度开展能源替代、节能增效、碳抵消和碳消除、低碳管理四方面工作。

提 高 电 气 化 程 度 及 提 高 可 再 生 能 源 应 用 比 例，是
OPPO 实现范围一、范围二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手
段。我们将通过电动车替代汽、柴油车、安装厂区屋
顶光伏、采购绿电和国际绿证的方式实现能源替代。

首先，OPPO 全公司目前共有约 53 辆商务车，2021 年商务车消耗汽、柴
油而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约为 1,063 吨 CO2e，我们将对现有汽、柴油车辆
开展评估，待商务车接近报废年限时将商务车替换为电动车。预计到 2030
年，通过电动车替代汽、柴油车将减少 531 吨 CO2e。

其次，OPPO 已经计划在东莞厂区、滨海湾项目建设屋顶光伏，待项目建
成后可减少约 2.8 万吨 CO2e。在此期间，我们将评估其他厂区建设屋顶光
伏的可行性研究，如在重庆智能园区安装屋顶光伏，预计装机规模为 10 兆
瓦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量约为 4,000 吨 CO2e。

最后，我们将积极通过采购可再生能源电力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22
年，我们在南方电网的组织与支持下完成了公司首笔绿色电力采购工作，为
滨海湾数据中心采购超过 250 万千瓦时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用于 2022 年
第三季度供电，并获得广州电力交易中心颁发的“绿色电力消费证明”，后续
我们计划将用于滨海湾数据中心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采购量扩大 10 倍，以
期不断降低数据中心的温室气体排放。考虑到 OPPO 海外工厂所在的部分
国家暂未开展绿电交易，我们将通过采购国际绿证的方式抵消海外工厂的温
室气体排放。

能源替代

1,063 吨 CO2e
2021 年商务车温室气体排放约

4,000 吨 CO2e
重庆智能园区建成后可减少约

531 吨 CO2e
2030 年商务车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约

东莞厂区、滨海湾项目建成后可减少约

2.8 万吨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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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增效

工厂重点用能设备

在实现低碳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将不断开展对重点用能
设备的节能挖潜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节能增效减排。
目前工厂重点用能设备包括通用设备：冷冻站、空气压
缩机，以及生产设备：回流炉、贴片机、印刷机、老化
测试仪。

对于冷冻站和空气压缩机，我们计划在 2025 年之前完
成设备的升级改造，提高设备能效。我们计划使用高效
机房、高效离心机、大温差冷却塔、高效离心泵以及优
化管路等方式提高冷冻站的能效，以期达到节能减排的
效果，预计改造后可减少约 3,900 吨 CO2e。此外，我
们将逐步对多厂区的空气压缩机实施智能化升级改造，
预计改造后可减少约 2,800 吨 CO2e。

对于重点生产设备，我们将通过做好设备的日常维护，
保障设备的生产效率和稳定性，减少设备故障率、空转
时间来保证设备的稼动率和 OEE 等指标。同时使用
IOT、AI 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设备进行管理和监
控，我 们 将 首 先 对 重 点 用 能 设 备 安 装 智 能 电 表，在
OPPO 现有的能源管理平台中实现对设备的能耗实时监
控 和 管 理。之 后，我 们 将 通 过 安 装 制 造 执 行 系 统
（MAS）来实现企业内部各种设备之间互联互动，资产
及备品拉入到系统中进行高效化点检、保养、维修、领
用等信息化管理。同时实现各设备之间从出厂到报废全
过程的生命周期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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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抵消和碳消除 低碳管理
在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中， OPPO 将秉承直接减排优先于
消除，消除优先于抵消的方式，这一策略符合实质性降
低 大 气 中 温 室 气 体 的 国 际 标 准，且 与 科 学 碳 目 标、
PAS2060 等标准基本原则一致。因此，我们将通过主
动减排的方式实现大部分的减排信用，对于少量的剩余
排放，我们将通过高质量的碳抵消和碳消除方式来实现
碳中和。

在碳抵消领域，我们将持续关注 PAS2060 标准认可的
碳抵消类型，如 CDM、VCS、Cold Standard 以及国
内的 CCER。在碳消除领域，我们将持续关注生态碳
汇，在采购碳汇的同时，我们也将关注生物多样性和自
然资源的保护工作，这些工作也将和 OPPO 公益努力相
结合。

此外，负碳技术也将是我们持续关注的对象，我们在低
碳投资工作中，将加大对温室气体捕捉和储存技术的关
注，待这些技术更加成熟之后，我们也会积极应用，以
期尽早实现碳中和目标。

OPPO 已搭建公司层面的低碳管理组织架构，在运营减
碳、能源替代、规划减碳、产品减碳、业务支撑五大领
域设置了 16 个减碳场景。我们计划进一步加强企业碳管
理机制建设，细化碳管理工作内容，以期全面助力实现
低碳发展目标。

目前 OPPO 对于生产板块的考核指标以完成交付、保证
质量和控制成本为主，缺少能耗、减碳的直接考核指
标，我们将公司整体的低碳发展目标分解到生产板块，
如现阶段设置工厂单位面积、单位产量、单位员工的能
耗强度、碳排放强度指标。待能耗监控颗粒度达到设备
层面，对于设备层面的能耗和碳排放管理指标可增加不
同时间段、不同产品类型、不同生产速度的单位能耗、
单位碳排放强度指标。

最后我们将明确生产板块不同主责部门的节能降碳管理
工作职责，以期助力实现生产板块的低碳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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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低碳化 

产品低碳化实现途径

推进产品包装材料减塑去塑

鼓励供应商开展自身减排行动

探索报废产品绿色拆解工艺
并积极推动原材料回收

生命周期评价（LCA）作为对产品环境负荷或环境影响
评价的方法在国际上备受关注。尤其是最近几年，LCA
这一评价产品环境负荷的通用方法具有重要的地位，被
认为是对环境影响进行量化分析的最佳方法。LCA 系统
化地定量描述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各种资源、能源消耗和
环境排放并评价其环境影响。

截止 2022 年 12 月，OPPO 完成对 68 款典型手机产品
的碳足迹评价工作，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
放阶段。针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评价结果，OPPO
定制了符合自身情况的手机碳足迹减量方案，囊括原材
料与零部件创新、包装去塑减塑、绿色生产、产品能效
提升、产品寿命提升以及提供全品牌回收等服务。

通过分析手机产品碳足迹我们发现，70% 以上的温室气
体排放来自于原材料获取与供应环节，低碳产品设计和
供应商低碳管理将是我们降低产品碳足迹的主要抓手。

首先，我们将积极选用低碳原材料。如公司开发了高折
镀膜材料和高强 PEEK 材料，两种材料均弥补了现有的
材料缺陷，减少了加工生产、组装工艺的复杂性，在减
少生产成本的同时，降低生产过程的能耗和温室气体排
放。此外，手机产品中含有多种具备回收价值的金属，
如金、银、锡、铟、钴等多种金属材料 ，我们也将逐步
提高零部件中再生金属的应用比例。

其次，我们将不断推进产品包装材料减塑去塑进程。从
欧洲市场开始，2023 年手机彩盒内的塑料几乎完全去
除。我们将持续推进其他市场手机彩盒的减塑行动，并
通过精简包装以及使用新型可降解材料等方式实现包装
环节减碳和减少塑料污染的协同效益。

第三，我们鼓励供应商开展自身减排行动，如通过节能
技 改、采 购 绿 电 等 方 式 降 低 温 室 气 体 排 放，以 降 低
OPPO 产品原材料供应与获取环节的碳足迹。

最后，我们将积极探索报废产品绿色拆解工艺并积极推
动原材料回收。我们将计划联合下游产品拆解机构实现
大部分原材料的循环利用，并且通过优化拆解和原材料
回收方式。我们将积极开展量化废弃物处置环节“碳手
印”工作，通过回收利用废弃手机中的材料，废弃产品处
理环节的碳足迹为负值，即使回收材料没有再回到手机
生产价值链，但仍可以通过“碳手印”量化该举措对整个
社会产生的环境效益，以此推动更多企业开展废弃产品
绿色处置和推动原材料回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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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低碳化

环境

社会

公司治理

气候变化

自然资源

污染与废弃物

环境机会

人力资本

产品责任

利益相关方的反对

社会机会

公司治理

公司行为

主题 ESG 关键议题

水资源压力、原材料采购、生态多样性与土地利用

有害排放和废弃物、包装物料与废弃物、电子垃圾

清洁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机会、绿色建筑

劳动力管理、员工健康与安全、人力资源发展、供应链人力标准

有争议的采购

沟通可得性、金融服务可得性、健康保障可得性、营养与健康机会

董事会、所有制、薪酬、财务

商业伦理、财务透明度、贪腐和稳定性、财务系统稳定性

碳排放、产品碳足迹、财务环境影响、对于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产品安全和质量、隐私与数据安全、化学品安全、负责任投资、金融产品安全、
健康和人口风险

在投资方面，OPPO 计划以 ESG 投资重点关注方向为导向识别未来投资赛道。ESG 投资中“环境议题”主
要包括气候变化、自然资源、污染与废弃物、环境机会等主题； “社会议题”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产品责
任、利益相关方的反对、社会机会等主题；“公司治理议题”主要包括公司治理、公司行为等主题。

其次，OPPO 将逐步建立 ESG 投资机制，如构建包括事前阶段、事中阶段、事后阶段在内的符合国际社
会 ESG 投资要求的投资机制，实现在公司实际投资过程中考虑到 ESG 因素，最终实现对 ESG 投资产品
的全流程、全周期管理，鼓励公司提高 ESG 影响力，以期为社会和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表 3 ：ESG 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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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数字化

在近期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看框架公约第 27 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自动化
核算、在线监测等运用数字技术开展碳核算等内容不断被提及，碳管理数字化平台在未
来将逐步成为行业重要新型基础设施。

OPPO 计划在现有能源管理平台的基础上逐步构建搭建企业碳排放管理平台，依托碳
管理数据平台，我们将首先系统地形成常态化碳排放数据核算、统计与报告机制；此
外，通过智能分析、动态监控，提升碳排放监控能力，辨析自身重点排放场景；然后，
依据实际排放情况与预测分析，科学辅助业务单元做出减碳决策；最后，实现考核评价
量化，如针对组织内部各部门和业务单元，精准量化考核指标，科学评价碳排放目标完
成度与完成效果。

在企业碳排放管理平台的基础上，OPPO 后续将逐步构建供应商碳管理平台和产品碳
足迹管理平台，以期最终实现供应链、自身、产品三个维度排放数据的规范化、精准
化、高效化管理。

低碳标准化

碳排放统计核算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基础，是制定政策、推动工作、开展考
核、谈判履约的重要依据。

2022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及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
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强调在方法学研究方面，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开展碳排放方法学
研究，加强重点行业产品碳足迹等各类延伸测算研究工作。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标准化活动的重要力量，构建绿色标准体系离不开各行业
龙头企业的努力。为响应政策要求，并且积极发挥自身在行业低碳发展中的作用，
OPPO 将积极与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合作助力各类低碳标准、计量体系的建设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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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全球低碳发展持续升温，“双碳减排”、绿色环保成为国际重要议题。2015 年，第 21 届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通过《巴黎协定》，明确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温
升控制在 1.5℃以内的目标”。中国作为《巴黎协定》的缔约方，积极履行到 2050 年实现
净零排放的承诺。2020 年，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正式对外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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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会员企业，OPPO 对标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十项原
则，以全球化的标准、科学的方法为指导，制定 OPPO 碳中和发展战略，践行低碳发展理
念，助力全球、全国碳中和目标的达成。OPPO 积极响应国内外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指引，
制定低碳发展中期、长期目标：2024 年，自身运营实现碳达峰；2050 年，自身运营实现
碳中和。

OPPO 基于自身业务情况和“科技为人，以善天下”的品牌使命，通过新能源技术、新材料
科技创新等手段，用以指引企业从生产经营到产品研发，构建绿色低碳的业务运营模型，
打造环境友好型价值链。作为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高速发展的国际性科技企业，
OPPO 以身作则，在低碳发展领域注重节能减碳，积极引导和带动全行业上下游企业转
型，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中和，引领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积极构筑“绿色生产、绿色
数据中心、绿色产品”的绿色价值链，推动自身及供应链企业实现“生产低碳化、产品低碳
化、投资低碳化、低碳数字化、低碳标准化”。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转型以外，OPPO 积极
践行责任投资理念，探索不同的深度和路径参与 ESG 投资，改善投资活动环境绩效，发挥
绿色金融的独有作用，促进实体经济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

为了实现中、长期低碳发展目标，OPPO 有计划分步骤实施低碳发展行动举措，实现减碳
和高质量转型发展稳步协同推进，为实现国家“双碳目标”和《巴黎协定》“将全球平均温升
控制在 1.5℃以内”的目标 ，落实全球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一己之力。

此次《OPPO 低碳发展白皮书》是 OPPO 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将在第三次科技革命
的洪流中，稳抓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规避随之而来的风险，带着 OPPO 的愿景、使命和
价值观，“All for One，一切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战略宣言，和我们的合作伙伴、用户携手
迈进万物互融时代，共建开放、 共生、共荣的生态，助力全球经济和人类社会迈向更加绿
色、美好、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科技为人，以善天下



附录

本报告是对 OPPO 碳中和目标与行动规划的阐述，其中含有前瞻性
陈述，该前瞻性陈述具有不确定性，诸多因素可能导致实际结果不
同于报告中陈述的结果。

在 OPPO 开展核算企业碳排放、制定碳减排目标以及规划长期低碳
发展路线图的过程中德勤提供了技术支持。相应地，德勤不就本报
告内容对任何其他人承担责任和义务。德勤明确否认对任何第三人
的所有责任和义务。

声明审计
本次盘查结果经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审计

• 吨 CO2e ： 吨二氧化碳当量
• PUE ：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电源使用效率
• SBTi ： The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科学碳目标倡
• ISO 14040 ： 生命周期评估 ： 原则与框架
• ISO 14044 ： 环境管理 . 产品寿命周期评价 . 要求和导则
• PAS2060 ： 碳中和论证规范
• CDM ：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
• VCS ： Verified Carbon Standard，核证减排标准
• Cold Standard，黄金标准
• CCER，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国家核证自愿
减排量

• 汽油与车辆柴油消耗均来自公务车等移动燃烧源，其温室气体排
放因子来源于《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三章 移
动燃烧 表 3.2.1 和表 3.2.2 缺省值 ；
• 发电机柴油为固定燃烧源，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来源于《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二章 固定燃烧 表 2.2 ；
• 天然气消耗来自灶具等固定燃烧源，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来源于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二章 固定燃烧 表 2.4。
• 制冷剂的全球增温潜势值来自《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
• 中国电力供应排放因子来源于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电设施（2022 年修订版）》 ；
• 英国电力供应排放因子来源于 UK DEFRA, Defra 2022 ；
• 其他国家电力供应排放因子来源于 Carbon Footprint 于 2022 年
3 月发布的 Country Specific Electricity Gri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Factors. 

重点英文缩写数据汇编 排放因子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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