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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解决方案
2019 年企业可持续发展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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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 2019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撰写寄语之时，我
很难不思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于全球经济、家庭和社
区的影响。有人认为环境和社会问题并非当前的第一要
务，现在讨论这些话题不合时宜。但就我看来，这些对
话的重要程度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危机所激发的创
新意识、协作精神和适应能力，将支持我们应对未来的
全球挑战。

在众多国家与地区，UPS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帮助
客户重新调整供应链和运送关键物资，到向人道主义救
援合作伙伴提供资金和免费运送物资，我们正在竭尽所
能，为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贡献力量。

如果没有全球近 495,000 名 UPS 员工的汗水和辛勤付出， 
我们便无法完成这些工作。员工的安全是企业的重中之
重，我们正通过多项措施保障员工的安全，包括加强卫生

清洁、提供防护装备以及引入紧急情况下的带薪休假计
划，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 UPS 员工保驾护航。

特殊时期，UPS 员工始终帮您安全递送货物，让您无忧。
我们将继续与全球客户、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合作，以期
共克时艰，在危机过后迸发出更加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韧性的心态奠定了 UPS 各项工作的基础，让我们从协助
社区灾后重建到形成更具可持续性的实践，在日新月异
的世界中不断发展壮大。

UPS 可持续发展历程回顾
多年前，我作为兼职包裹装卸工加入 UPS，一路走来， 
见证了公司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将业务拓展到国际
市场，成立 UPS 航空公司，并发展实施了从路线优化技
术到无人机递送等多项创新技术。

我们还建设了“流动实验室”，拥有 10,300 多辆低排放
货物运送车，并在过去十年中投资 10 亿美元用于发展可
替代燃料车辆、燃料和基础设施。我们了解客户期望在
减少环境影响的同时递送更多货件，因此，我们在 2009 
年成为首家提供碳中和运送方案的小包裹承运商。UPS 业
务资源部于 2006 年成立，致力于在全公司推行多元化和
包容性理念，目前在全球共有近 200 个分会。2016 年， 
我们设定了应对环境影响、推进员工安全计划及加强社
区建设的新目标。

大卫∙ 艾博尼 (David Abney)
UPS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来自首席执行官的寄语

世界瞬息万变。 
而 UPS 速度更快。

我们将继续与世界各地的客户、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合作，以期 
共克时艰，在危机过后迸发出 
更加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 “

2019 可持续发展的持续推进
我有幸在这些年中负责领导 UPS 的可持续发展计划。 
如今，变革的步伐不断加快，UPS 需要持续调整以保持 
领先地位。2019 年，我们通过多种方式推进可持续发
展，包括：

• 提前一年实现 2020 年可持续发展计划中的四个目
标，包括提供 1.17 亿美元的慈善捐赠额；志愿服务
小时数达到 2,000 万小时；植树 1,500 万棵；交通事
故发生率降低 3%

• 完成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可再生天然气采购投
资，减排量将超过 100 万公吨

• 为车队新购置 6,000 多辆压缩天然气燃料汽车
• 成立 UPS Flight Forward™，是率先获得美国 联邦航空

管理局 (FAA) 认证的无人机航空公司之一
• 设立年度”多元化和包容性地平线奖 (Diversity & 

Inclusion Horizon Award)”，以表彰提倡运用多元化
和包容性推动创新的业务单位

• 投资逾 10 亿美元用于培训和发展计划，帮助员工培
养技能及增加知识

尽管我们在 2020 年有望实现购置的可替代燃料及高科技
车辆占比达到 25% 的目标，但要达成 2025 年减少绝对排
放并在运营中使用更多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仍需再接再
厉。我们正在加速推进达成目标，最近刚完成对英国初创
公司 Arrival 的投资，此举将为我们增加 10,000 辆纯电动
汽车，进一步扩大车队规模。

提前规划，蓄力未来 
我很高兴看到 2003 年进入 UPS 董事会的凯萝·多梅 
(Carol Tomé) 担任 UPS 第 12 任首席执行官。我将保留
执行主席一职，并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从 UPS 董事会退
休。为确保两任首席执行官的平稳过渡和旺季业绩目标的
达成，我将在 2020 年底之前继续担任特别顾问一职，之
后将卸任并结束 46 年的服务生涯。9 月 30 日，UPS 首席
独立董事威廉·约翰逊 (William Johnson) 将担任非执行主
席一职。凯萝在 UPS 的资历、领导才能和深厚知识让她
完全有能力引领这家伟大的公司再上新台阶。

目前全球疫情刻不容缓，气候变化等挑战长期存在，UPS 
仍将竭尽全力发挥积极影响。凭借创新与协作，UPS 已无
数次攻克难关。我相信，我们将继续提供满足全球各行业
需求的解决方案。

在担任 UPS 董事会成员期间，UPS 致力于构建
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和世界的愿景与承诺令我深
受触动。多年来，大卫带领 UPS 不断前行贡献
心力，并坚定不移地倡导践行可持续发展，让
我心怀感激。我期待以此为基础，推动 UPS 的
可持续发展实现新跨越。

“ “

凯萝·多梅
UPS 候任首席执行官

大卫∙ 艾博尼 (David Abney)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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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们制定了 10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应对环境影响， 
推进行业领先的安全计划，并改善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令人自 
豪的是，其中四项目标已提前一年实现，其余目标也有望如期达成。
详细了解我们在 2019 年取得的进展。

可持续发展 
目标进展

请访问 ups.com/sustainability，详细了解我们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我们在 2019 年植树 280 万棵，累计植树总数达到 1,540 万
棵，提前一年实现目标。

截至 2020 年植树 1,500 万棵
（自 2012 年以来累计）

我们的交通事故发生率降低 3.1%，提前一年实现目标。

截至 2020 年交通事故发生率降低 3%
（每 100,000 快递员小时；2016 年基准）

UPS 员工及其亲友在 2019 年贡献了 300 万小时的志愿服务小 
时数，累计志愿服务总小时数达到 2,170 万小时，提前超额完
成目标。

截至 2020 年，志愿服务小时数 
达到 2,000 万小时

（自 2011 年以来累计）

2019 年的年度慈善捐赠额达到 1 亿 2,380 万美元，体现了 UPS 
公司、UPS 基金（我们的企业公民组织）以及 UPS 员工和退休
人员的长期承诺。

截至 2020 年，年度慈善捐赠额 
达到 1.17 亿美元

2019 年，绝对排放量较 2018 年下降 0.8%；但是，总排放量
仍高于 2015 年基准 5.4%。电子商务的发展及完成货件递送总
量的增长为我们带来了挑战，但我们仍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并相信对低排放车辆、可再生燃料和太阳能部署的投资有助于
我们加速进程。

截至 2025 年公司全球陆运温室气体 (GHG)  
绝对排放量减少 12%
（2015 年基准）

2019 年，UPS在美国完成 10兆瓦 屋顶太阳能电池板阵列的部
署，我们在欧洲 10 个国家的业务运营现已通过使用可再生电力
实现了近零排放。这些可再生能源投资产生的电力占我们总电
力需求的 3.9%。

截至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占比 
达到 25%

2019 年，我们继续为陆运车队投资采购可替代燃料 5.11 亿升， 
占公司陆运燃料使用总量的 24%。我们还承诺在未来几年内采
购 9.46 亿升可再生天然气。

截至 2025 年可替代燃料在陆运燃料总量的占比
达到 40%

2019 年，我们的可替代燃料及高科技车辆继续增加，车队规模
已超过 10,300 辆，包括承诺购置 6,000 辆以天然气为燃料提供
动力的汽车。2020 年第一季度，我们还宣布了对 Arrival 公司的
重要投资，将为我们的车队新增 10,000 辆纯电动汽车。

2020 年可替代燃料及高科技车辆在购置车 
辆总数中的占比达到 25%

2016 年，我们制定了截至 2020 年将员工敬业度指数提高 2% 
的目标。该指数来自 UPS 年度员工敬业度调查 (EES)。作为整
体企业转型的一部分，我们在 2019 年以 UPS 文化调查取代员
工敬业度调查，并计划每年进行一次调查。

截至 2020 年员工敬业度提高 2%

我们的失时工伤事故率 (LTI) 上升至 2.07，较基准增加 13.7%，
主要原因在于为应对电子商务增长的运力需求而雇用的新员 
工数量持续增加。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分享更多优秀案例，
拓展了入职安全指导计划，并改进了内部审查流程，以便更 
好地评估设施的安全性。

截至 2020 年失时工伤事故率降低 1%
（每 200,000 小时；2016 年基准）

聆听，学习，引领。
进入 UPS 即将满一年之际，我回想起当初吸引自己加入
公司的原因。首先，UPS 在诚信方面享有盛誉，能够做
到“凡承诺，必践诺”。无论是可替代燃料及高科技车辆行
驶里程达到百万英里，栽植树木 1,500 万棵，还是创造更
具可持续性的包裹递送方式，我们的承诺带来了切实的改
变，为同业公司树立榜样。

UPS 的雄心壮志也令我印象深刻。2016 年，公司宣布了截
至 2025 年将全球陆运业务运营的绝对排放量减少 12% 的
目标。尽管由于电子商务飞速发展，可以预见包裹数量以
及能源使用和排放量都将大幅增加，公司仍然设定了这一
目标。我们正努力克服这些挑战，并保持乐观态度。公司
在低排放车辆与燃料方面的投资已经初见成效。

即使我们已经取得一定进展，UPS 还能且必须承担更多责
任。客户期望我们能够帮助降低整个供应链对于气候的影
响。UPS 员工希望所供职的公司能在盈利与环保之间取得
平衡，同时兼顾员工福利。此外，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
者也在提高标准，对公司在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更
多期待。我们必须不断挑战自己，才能行得更远、走得
更快。

随着企业范围的转型继续推进，我们还在重新考量更加可
持续发展的设施和车队的可能性，例如由微电网和太阳能
供电的近零排放建筑，以及电动汽车的智能电网充电和电
池存储解决方案。

我们正协助实现可替代燃料和技术的商业化和规模化，包
括进行有史以来总额最高的可再生天然气采购，以及投资
初创车企以扩大电动递送车规模。我们还与非政府组织就
航空公司的环境目标展开合作，并探索采用更低排放航空
燃料的途径与方法。

来自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的寄语

能供职于这样一家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并
且目标明确的公司，我深感自豪。我们尚
未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正在深挖症结
并提出开创性的长期解决方案。

苏珊·林赛-沃克 (Suzanne Lindsay-Walker)
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兼环境事务副总裁

“ “

能供职于这样一家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并且目标明确的
公司，我深感自豪。我们尚未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但
正在深挖症结并提出开创性的长期解决方案。UPS 不止
一次为我们展示，群策群力能够帮助我们在完成目标时
取得巨大成就。当下亦不例外，UPS 员工投身抗疫前线
的努力与付出即是证明。这段前所未有的时期凸显了我
们的业务不断适应未来发展的需求，让我们始终拥有足
够的韧性。

过去一年中，我投入大量的时间用来听取建议、学习知
识，努力了解 UPS 的业务和可持续发展历程，包括我们
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方向。在规划 UPS 的可持续发展的
下一个阶段时，我们将依托过往数十年的发展，加速推
进客户服务举措，为员工及社区提供支持，同时降低对
于环境的影响。

10 亿美元 
自 2009 年以来投
资用于可替代燃料

及高科技车辆

首家 
由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认证的无人机航空
公司 UPS Flight Forward™

2,170 万小时 
志愿服务时间

40,000 个
UPS Access Point®  
快递取寄件服务点

3,500 多家  
由女性经营的企业

获得支持

160 多万英里  
环保驾驶日行

里程

2.5 亿公吨 
减排量通过使用 可再生天

然气 (RNG) 达成目标

125,000 名 
UPS 快递员

可持续发展数据

http://ups.com/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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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递送，以解燃眉之急
UPS 助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带来的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对医疗体系、经济和
社会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人们按要求居家以防止 
疫情的蔓延。供应链发生巨大变化，而大批医疗物资
必须尽快送往医院、检测站和诊所，让病人及时得到
救治。需求与限制的独特组合为我们带来巨大的物流
挑战。

113 年的全球物流经验让我们在应对这一挑战时独具
优势。

全球智慧物流网络
UPS 早在 1 月即着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带来的影
响，当时我们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业务开始受到
影响。我们向员工提供个人防护装备 (PPE)，帮助客
户调整供应链和运输方式来应对政府强制停工停产导
致的业务中断，利用 UPS 物流网络的灵活性，安排调
动资源来支持其他仍有需求的航线。这样的灵活性让
我们有所准备，在之后疫情席卷全球时能够作出有效
应对。 各国政府深谙 UPS 在全球商务中的重要作用，多国政府已明

确将 UPS 作为基础业务，使我们能够继续为客户提供日常必
需品和救生药品。

（接下页）

人道主义援助物流和社区支持
UPS 公司和 UPS 基金会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帮助社区 
针对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危机做好准备、做出应对及进
行重建，这些能力也让我们能够协助抗击此次疫情。此
外，当地 UPS 团队也与当地社区组织直接互动。我们通
过全球智慧物流网络支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带来的影
响，为当地、所在国家/地区和国际社区合作伙伴提供超
过 2,100 万美元的资金、免费运输与物流支持。这些支持
协助开展人道主义工作，并继续帮助当地社区逐渐复工复
产。对于当地社区的资助，我们优先考虑食品安全、教
育、医疗保健、财务的可持续性和现有计划的连续性。

例如，UPS 借调执行物流专家来协助公私合作，包括我们
与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合作，以帮助向全美医护人
员分发个人防护装备和必要物资。我们还联手 CVS 向美
国最大的退休居民社区推出无人机递送服务，惠及当地超
过 135,000 名居民。

无与伦比的团队 
UPS 员工已习惯于在需要时驰援，比如假日递送旺季 
或极端气候。他们在疫情期间更是不遗余力。UPS 快 
递员、飞行员、包裹处理人员及其他幕后人员以前所未
有的敬业态度和奉献精神投入工作。我们也采取多种措
施保障人员安全，例如调整作业流程，迅速完善操作设
施、车辆和飞机的清洁工作，并快速部署和补充手套、
洗手液及口罩等物资。我们在每一步都优先考虑员工安
全并满足他们的需要。

坚持到底 
如我们所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彻底打乱了人们的生活。
疫情期间充满不确定性，许多客户告诉我们，每当目睹熟
悉的棕色快递车驶入街道，便感觉生活恢复正常，有了盼
头。无论前景何时转明，UPS 都会竭尽所能，继续为全球
各地的员工、客户和社区提供支持。

世界各地 UPS 员工的奉献被深深铭记。 
UPS 快递员在民众居家防疫期间能够急 
人之所急，人们表达支持和感谢的信函 
也如雪花般飞来。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续）

尊敬的 UPS 快递员：
 我因为孕期相关的症状受
到困扰，是您送来的药物让
我免于辗转医院。我深知非
常时期继续这份工作非常不
易，也无比感激您的付出，
让我铭记在心。

感谢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OI8A_OzJg&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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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2020 年迪拜世博会的官方物流合作伙伴，UPS 在大会筹备期间扮演
着重要角色。尽管我们拥有管理大型活动物流的专业知识，曾服务于 2008 
年和 2012 年奥运会，但为期六个月的 2020 年世博会仍有别于其他盛事。

世博会设定了使用可持续建筑材料的目标，并将在大会闭幕后保留 80% 
的永久性建筑。UPS 将充分运用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数十年积累的专 
业知识，包括零排放和远程信息处理解决方案，力求减轻世博会对环境的
影响。鉴于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2020 年世博会已推迟至 2021 
年 10 月开幕，但举办可持续发展的世博会的承诺仍然是我们工作的重中
之重。

UPS 和 2020 迪拜世博会于 2017 年宣布达成合作，此后我们逐步提高公司
在迪拜的运力、技术和员工处理能力。世博会结束后，现有团队规模将会
保留，令 UPS 能够继续支持这一快速增长地区的商业和贸易发展。

推动可持续性发展的环保寄件解决方案
客户往往想要更环保地寄件，但并不清楚应该如何做。我们为客户提供一系列可选择的解决方案，实现低碳环保的运 
输之旅。

从这里开始：选择 UPS
我们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降低全球物流网络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需选择 UPS， 
即可实现更环保的包裹寄送。

措施
•  可替代燃料及高科技车辆

•  全球化、整合化、优质的物流网络 

•  使用低碳高效的运输方式，如铁路、 
海运及载货自行车 

•  优化路线，以确保货件的运送更有效率 

•  绿色建筑认证与可再生能源设施

下一步：选择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通过优化路线和/或增加同一区域内包裹的递送量，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可完全抵消或降低碳排放。

解决方案 

•  碳影响分析

•  UPS 碳中和服务寄件

•  UPS My Choice® 住宅服务

•  UPS My Choice® 企业服务

•  UPS Access Point® 网络

•  UPS Smart Pickup® 服务1

•  UPS Synchronized Delivery™ 服务2

•  根据包装尺寸按需包装3

更进一步：选择与我们合作
我们与客户开展合作，测量并管理其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设计更环保且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包装

措施

•  UPS 合作创新研讨会

•  供应链优化分析 

•  环保包装项目 

•  根据包装尺寸按需包装

资源循环利用举措 
Nespresso 是高品质胶囊咖啡的先驱。Nespresso 的胶囊虽是铝制品且可以循环使
用，但这些使用过的胶囊并没有被送到回收点。Nespresso 通过与 UPS 合作，在美国
成立了胶囊回收专项项目。

Nespresso 向消费者提供胶囊回收袋（已提前支付运费），让其可以寄回使用过的胶
囊。消费者可在 UPS 任何一个服务点投递回收袋、或寄回至 Nespresso 店铺、或其
他参与此项目的零售商。随后这些胶囊将被运至专门负责回收的合作伙伴，分离咖啡
渣和铝。铝经加工后再利用，而咖啡渣堆肥处理成用于景观美化的高质量土壤。

齐心协力迎接 2020 年迪拜 
世博会

推行电动车递送之经验谈 

2,500 万 
参观人次

100 多万次 
货件递送已由 UPS 在开 
幕式之前完成 

在阿联酋迪拜，UPS 正
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复 
杂的物流挑战之一。

UPS 正在探索一系列解决方案，以期提高市内递送效率并实现零排放，
包括采用电动车、三轮车甚至无人机。我们于 2012 年在德国汉堡启 
动了首个电动车递送试点项目，现在我们正参与世界各地不同城市的 
30 多个城市物流项目。在协作推行创新城市递送解决方案近十年之
后，我们对不同领域哪些方案最具成效了然于心。

来自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深度见解：
多家客户提高运送效率
与大型送货车相比，电动车更适合在人员高度密集的区域内多次停靠。
通常有数千潜在客户集中在园区生活和工作，园区的环境十分适合通过
电动车完成货物运送。

在都柏林三一学院，UPS 电动车从校园内的包裹生态中心进行递送， 
学生和教职员工可在一天中任何时段从储物柜中领取包裹。

1 目前在美国、英国和德国提供
2 目前在美国提供 
3 目前在美国和欧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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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裹运送低排放方面的投资

在每个工作日，UPS在全球范围内行驶超过 160 万公
里，道路行驶是进行试点车队创新测试的最佳方式。

扩展我们的可替代燃料车队
我们的 10,300 多辆低排放递送车共同组成了“流动实
验室”，不断收集替代燃料和先进技术在各种路线和工
作周期中发挥最佳作用的数据。2019 年至 2020 年 UPS 
宣布多项举措，使我们实现关于燃料和车队的目标又迈
进一步。
 
我们在全球购置更节能的车辆，并使用更清洁的燃料为
其提供动力。2020 年至 2022 年，我们将购置 6,000 余
辆重型燃气卡车、码头牵引车和中型厢式货车，配备
由 Agility Fuel Solutions 提供的压缩天然气 (CNG) 燃料
系统。截至 2026 年，UPS 还将购入 9.46 亿升可再生天
然气 (RNG)。我们从 Clean Energy Fuels Corp. 购买的 
6.44 亿升当量可再生天然气 (RNG)，是迄今为止全美 
最大规模的公司采购订单。与使用柴油或汽油相比， 
UPS 购入的 RNG 将至少降低 70% 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
排放量。

加快车队电气化 
自 2016 年以来，UPS 和 Arrival 公司已合作试推多款不
同规模的概念电动汽车 (EV)。我们宣布拟在伦敦和巴黎
共同组建包含 35 辆电动运送车的测试车队，而 Arrival 
公司是第一家提供符合 UPS 规格专用电动汽车的制造
商。2019 年，我们的风险投资部门 UPS Ventures 完成
了对 Arrival 的少数投资，并宣布承诺购买 10,000 辆定
制 EV。

行驶中的可替代燃料车辆

UPS 将在北美及欧洲部署 10,000 辆由电
动汽车制造商 Arrival 公司特别定制的纯电
动运送车。

我们将在 2020 至 2022 年期间购买 
6,000 多辆 压缩天然气 (CNG) 货车，这
使得我们的 CNG 车队规模近乎扩展一倍。

车队燃料需求将达到 9.46 亿升的可再
生天然气当量，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采购订单。

逾 10 亿美元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用
作投资并发展可替代燃料及高科技车
辆、燃料和基础设施。

2016 年

2017 年

2019 年 展望

2018 年

• 在 UPS 基金会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 的 
慈善支持下，Zipline 完成全球首次全国规模 
的无人机递送服务，将救生血液送至卢旺达 
的医院。

• UPS 与 CyPhy Works 展开合作，测试使用无 
人机将包裹递送至偏远或交通不便的地区。

• UPS 基金会为 Zipline 位
于卢旺达的第二个无人
机递送中心建设提供了
部分财力支持，这一举措
将有助于扩大医疗服务范
围，更好地为当地 1100 万
市民提供服务。

• UPS 对使用货车搭载的无人 
机进行住宅递送测试。

• UPS 基金会和美国红十字会使用 
CyPhy 系留式无人机评估受飓风 
哈维影响的地区所遭受的损失。

• UPS 基金会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 
为加纳四个 Zipline 配送中心的建设提
供资金支持。自 2016 年以来，Zipline 
已在加纳和卢旺达完成逾 3.5 万次救生
用品的递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 
UPS 基金会的慈善支持。

• UPS 在 WakeMed 保健与医院院区推出
其自有递送服务。

• UPS Flight Forward™ 获得美国联邦航 
空管理局 (FAA) 批准的第 135 号条例 
(Part 135 Standard) 认证，获批运营 
无人机递送业务，其机组人员全部 
为女性。

• 首次完成通过无人机进行的商业递
送 - 使用无人机将医学处方送至消
费者家中。

• 计划建设集中化的运营管理中心。

• 与 Wingcopter 和 Matternet 等无人 
机制造商展开合作，以生产运载能力 
更大、技术更先进的新型无人机。

UPS 无人机运送
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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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正能量， 
一次递送一份暖意 
当 Jenny Rosado 在 UPS 开始职业生涯时，还需要依靠写字板记录
货件的运送情况，距离现代技术的运用尚有时日。30 多年后，已获
得 UPS Circle of Honor 快递员殊荣的她，向我们回忆起往昔变化以
及留在 UPS 的原因。

我是 1989 年加入 UPS 的。当时我从大学休学一个学期，原本想要
返回学习完成学业。后来遇到一个朋友，他建议我不如来 UPS 试
试。我打算只是先做几个月看看，但我很快意识到，回去念书并不
适合自己，因此，我义无反顾地在这里留了下来。

如今已过去 31 年，当我想到公司这些年的变化，仍然觉得不可思
议。最为显而易见的便是技术的进步，举例说来，调度员过去联系
我们时常使用传呼机或在特定取件点留言。现在有了 DIAD [速递资
料收集器] 这样的工具，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保持联络。

UPS 对安全的关注日益增加，也让我倍感自豪。每天早上，主管 
都要在快递员出发执行日常工作前举行上班前的沟通会议 (PCM)。
过去，这些沟通会议大同小异，时间长了以后，快递员们可能并不
放在心上。我现在帮助撰写沟通会议的文案，希望能经常提醒快递
员，他们递送的最后一站是自己的家。我还要确保每天的会议探讨
不同主题。比如某一天可以是安全转弯，另一天则可能是滑倒和摔
倒。在这么做之后，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会议并且关注会议
的话题，让人想要学习更多知识。

我在目前这条路线上往返已有八年左
右，一些客户就像我的朋友和家人。“ “
除了撰写沟通会议的文案，我还会帮助指导和鼓励其他快递
员，尤其是资历尚浅的新人。这意味着不仅要向他们传授安全
工作的知识，还要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在同事情绪低落时，我
会尽可能地为他们加油打气。每周有几天我会使用正能量标语

鼓舞士气，或是指出当天存在的问题。我以这种方式帮助快递
员进一步梳理自身感受，让他们每天以正确的方式开始工作。
在不少人眼中，快递员是一项孤独的工作。但对我来说，我喜
欢与人相处，且行且驻、接触人群也是我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
之一。我在目前这条路线上往返已有八年左右，一些客户就像
我的朋友和家人。令我分外有成就感的是，如果发现客户明显
心情不好，我总有办法扭转局面，让对方积极乐观起来。很开
心能与不同的人互动，欣赏他人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

促进 UPS 女性员工的 
技术发展
从事技术类职业的女性常常成为办公室“独苗”。2019 年，UPS 为
此发起领导力峰会，重点探讨增加 UPS 从事技术类工作的女性员工
数量。

议程包括开设新一代女性领袖课程及研习会等，为团队成员配备相
应工具以向 UPS 女性员工提供更好的支持。共有 100 多位领袖莅临 
UPS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创新中心，以此为契机展开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推动多元化并提升包容性。峰会期间汇总的见解将用于编制 
2020 年及以后的女性员工技术发展指导方针。

UPS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大卫·艾博尼 (David Abney) 致闭幕辞
并参与问答环节。他分享了自己对于技术和创新的见解，以及多元
化和包容性的重要性。“我认为必须集思广益，确保不仅要聆听员
工的心声，更要合理吸纳其建议。”艾博尼表示。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针对如何在日益多样化和全球化的世
界中开展业务，女性领导者展现了相
当多元化的想法、经验和才华。
大卫∙ 艾博尼 (David Abney)
UPS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 “

Smart-grid technology enables 
simultaneous charging of an entire 

are also testing the potential for used 
batteries to be repurposed for on-site 
energy storage. 

Camden, U.K.

可持续操作设施
UPS 目前正加大投资操作设施的前沿技术发展，这将让我们比以往更高效地处理增加的包裹量。处理能力升级会导致能源使用量增加， 
因此我们正努力实现陆运相关温室气体减排以及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目标。

Once online, a battery 
microgrid and on-roof 
solar power will make this 
a near-zero-carbon facility. 
Electric and RNG vehicles 
will operate from this hub.

Visalia, CA 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维萨利亚
联网后的电池微电网和屋顶
太阳能发电装置将使该设施
实现近零碳排放。电动和
纯 RNG 动力车辆将在此中
心运行。

英国卡姆登
智能电网技术可同时为整个电
动递送车队充电。我们还在测
试论证将废旧电池重新用于现
场储能的可能性。

https://youtu.be/B6DNXmfkr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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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各地自然灾害日趋频发，破
坏力有增无减，如何有效应对显然不
仅是人道主义挑战，更是对物流的
考验。遗憾的是，最终通常有多达 
60% 的灾后捐赠物资遭到浪费。

多利安飓风 2019 年肆虐巴哈马之后的
情形即是如此。捐赠物资在送达时没有
具体的接收人，也没有用于对货物进行
分类、清点和周转的策略或资源。由于
道路、港口和通讯网络严重受损，因此
几乎不可能在岛上分配物资。

UPS 基金会与 Good360 希望合力打破
局面。Good360 致力于通过将捐赠者
的物资与有需要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匹
配，发展制定实物支持的优秀实例，
并推动更为积极主动和更具影响力的
捐赠，从而令捐赠者慷慨解囊的善意
得到有效传递。在与 Good360 及其现
场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为巴
哈马灾后恢复工作提供资金捐助和物
流免费运输。我们还帮助 Good360 制
定战略，克服灾害期间的常见制约因
素，例如仓库毁坏、机场关闭和人员
调动问题，避免因此影响幸存者接收
物资与捐赠。

我们希望能在整个救灾周期实施深思
熟虑的方案，而非仅仅提供紧急援
助。UPS 基金会与 Good360 将继续合
作，我们期待能够加快巴哈马以及未
来任何灾区的重建速度。

灾难应急响应物流

 与 UPS 基金会的合作有助于 
Good360 在恰当的时间向适合
的对象提供正确的物资。

Matt Connelly
Good360 首席执行官

“ “

与体现 UPS 多元化市场策略的供应商合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服务客户，并为社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Belle-Pak 是一家
成立于 1991 年的少数民族企业，是 UPS 的长期供应商，提供聚乙烯袋、运单袋和临床用袋等包装材料。副总裁兼联合创
始人 Yves Nahmias 分享了公司如何为 UPS 等客户推进包装的可持续创新。

认同价值观、共享成功

问：UPS 推进供应商多元化的努力包括确保供应商在自有供应链中
采取多元化举措。Belle-Pak 在这一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我们公司于 1991 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创立。我们与 UPS 合作已超过 
20 年，并在此期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今，我们在安大略省、马
萨诸塞州和佐治亚州均设有工厂，员工总数超过 240 人。我们为整 
个北美、南美以及欧洲地区的邮局和快递公司提供服务。

问：创新在 Belle-Pak 的业务运营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我们每年都会投资 300 万至 400 万美元购买新设备。公司努力将碳足
迹降至最低，并帮助客户减少碳足迹。因此，我们不断与 UPS 等客户
合作开发更具可持续性的包装产品，例如减少塑料袋材料的厚度。

我们还寻求物流创新机会。公司目前在亚特兰大设有仓库，可以更
轻松地直接向操作中心配送小额订单。这不仅为我们节省了资金，
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为 UPS 等客户提供服务。

Yves Nahmias
Belle-Pak Packaging Inc. 副总裁 

UPS 全球
价值链

UPS 是全球领先的物流企业，提供包裹和货物运输、国际贸易便利化、先进技术部
署等多种旨在提高全球业务管理效率的解决方案。我们投入大量资金、资本以构建
全球物流网络，从而提供该网络所支持的递送及服务能力。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全
球小包裹、保险和金融、物流和配送以及货运代理。我们通过全球物流网络所产生
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差异来权衡影响力。

每年 55 亿件  
包裹

495000 多名  
全球员工

400 亿美元  
用于支付员工 

薪酬，提供福利及
培训

572 架  
自有和租赁飞机

减少 426 万 
7000 公吨 

温室气体排放， 
通过多式联运 —— 
空运、陆运及铁路
等方式递送货物，
实现了最节能高效

的递送

占全球 GDP 总值  
3% 

的货物由 UPS 每日运送

40,000 多个  
全球 Ups Access Point®  

快递取寄件服务点

741 亿美元  
年度营业额

2,500 多座  
全球设施

2,660 万  
平方米的自动化设

施遍及全球

43 亿美元 
支持利用小型及多
元供应商产生的经

济影响

125,000  
辆货车

10,300 多辆  
可替代燃料及高科

技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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