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G电子： 
通过可持续发展改善顾客体验 
 

旨在实现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 案例研究系列 
很多组织目前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很好的理念，但可能还未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对组织顶

线和底线的真正影响和实际影响。UL 环境将为我们讲述不同行业中各机构的独特案例，以

及它们如何通过可持续实践不断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率。可持续发展的商业价值主要通过6
个重点方面进行评估：收益增长、投资者价值、购买者需求、价格溢价、风险规避和市场关

联性。每个案例研究都将触及以上这些方面，以证明开展和传播可持续发展方案的价值。 

战略 
世界领先的市场形象、产品领导力、顾客生活品质提升、成本降低和环境影

响最小化。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企业正从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组织寻求更为可持续的产品。*LG电子是最先

认识到这种上升趋势的主要品牌之一，并于1994年推出首个全球环保政策。公司在产品整个

生命周期过程中实施环境管理，并减少商业和运营活动带来的环境影响。 
 
LG电子通过一系列计划在2020年之前实现的环境目标，更新了其可持续发展战略。LG一直坚

持公司的核心原则之一——“创新科技，打造美好生活”，渴望提供能够改善顾客生活品质的

产品。公司专注于利用可持续发展推动创新，加强市场竞争地位并区别于产品，同时尽量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为有效实现上述目标，LG需要一个可信的第三方合作伙伴来评估、验证和认

证公司的产品和流程，为其提供信息促进其改进，并利用合作伙伴的公信力在市场中宣传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事迹。 

 

*谢尔顿集团和 UL 环境（2014 年）。聚焦：声明绿色。 

LG 与 UL 环境协作，

共同推动真实和有形

的结果——有助于识

别和管理商业机会，

并扩展 LG 的品牌组

合，同时提升公司整

体市场形象。 



 

解决方案 
创新技术，打造更好的品牌 
 
为了实现公司愿景，LG需要第三方技术专家来确保公司步入正轨。“与UL环境协作是一件‘毫

不费力’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可信的合作伙伴来帮助我们开发和实施一些运营策略，并在市

场中传达我们产品的可持续发展成就。”LG电子美国公司公共事务主管John I. Taylor说道。

LG的环境举措和成就主要围绕三个关键方面： 
 
减少化学品接触：在与UL环境合作期间，LG电子开发了更加健康、发光更低的产品，已能够

广泛着眼于产品对人身健康的影响，并推动顾客体验方面的创新。例如，LG的55EC9300型号

OLED高清电视是首款符合UL2819电子设备化学和颗粒排放标准，获得GREENGUARD金级

认证的电视。这是同类产品中的首个认证项目，开创了电视制造商降低化学产品排放，改善室

内环境的先例。 
 
降低环境影响：LG电子致力于理解其制造工艺和业务运作对环境的影响，并深入洞察其供应

链，以帮助产品开发。LG的产品“绿色创新”策略采取三重模式，专注于顾客体验、能源效

率和资源保护。公司确保其产品符合“绿色创新”标准的一种方式是：LG要求其移动手机（如

某些Sprint型号）进行ECOLOGO认证，以达到UL 110标准，从而降低环境影响。 
 
创新透明性：公司不断研究和引进全面的创新、绿色产品和服务，目标是发挥其在环境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领导角色。LG依靠UL 环境验证创新理念和技术，支持公司作为领先品牌在落实

环境管理和透明性方面的努力。例如，LG的智能电视是经UL环境获得产品环境声明（EPD）

认证的第一批电视。综合评价主要围绕原材料采购和运输、制造工艺以及运送方式和材料，并

衡量产品及其组件的可回收性能。 
  
UL 环境的专业知识为LG电子提供了在市场上自信地传达其产品成果的能力，同时UL的一系

列著名标准和认证将有助于LG为顾客、员工和利益相关方构建引人注目且可信的成功故事。 
 
*针对电子设备化学和颗粒物排放的 GREENGUARD 认证项目 



 

“以第三方支持的认证

和验证的可信度与顾客

以及公司合作伙伴和利

益相关方产生共鸣。我

们知道，UL 品牌已为

LG 开启机会之门，并将

继续让我们创新和引领

技术市场。” 
 
 
—美国 LG 电子 
公共事务 
副总裁 
John I. Taylor 



 

LG 预计

GREENGUARD 认证

电视的销售量将呈指

数级增长，2013 年已

出售数万台，截至

2016 年将增长到 100
万台。 

成果：环保成就 
衡量并管理以推动创新 
 
从顶线到底线，LG与UL环境的协作推动了真实和有形的结果——有助于识别和管理商业机

会，并扩展LG的品牌组合，同时提升公司整体市场形象。 
 
LG的55EC9300型号OLED高清电视是首款实现GREENGUARD金级认证的电视，达到了电

子设备化学和颗粒物排放的UL 2819标准。此项认证是同类中的首个认证项目，开创了电视制

造商改善室内环境的先例。这也是获得ENERGY STAR能源之星认证的首款OLED电视。据

美国LG电子家庭娱乐高级副总裁Heaven Lee所言，“LG的OLED电视因其产品和环保性能特

点而席卷整个行业。“世界上实现UL GREENGUARD认证的首款电视”的赞誉进一步提升了

其作为开创性、发光度低的产品在我们消费者中的地位。” 
 
LG的 9个附加OLED电视型号（ 55、 65和 77英寸级 4K超高清OLED电视）已获得

GREENGUARD金级认证。根据UL环境调查所示，如今，电视在家庭或建筑环境中所占的表

面积要远大于过去数十年。电视产品中的复杂部件、塑料和其他物质将导致接触化学品和甲

醛的潜在风险增加。“人们有90%的时间都会待在室内，因此产品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成

为重要的考虑因素。”UL 环境副总裁兼总经理Lisa Meier说道。“LG最新的OLED电视率先

获得GREENGUARD认证，证明公司在不断恪守对顾客的承诺，为市场带来更安全、更健康

的产品。” 



 

“智能手机通过 UL 认

证有助于具有环境意

识的顾客确认移动设

备最能满足其需求的

移动设备，而且经证

明，这是一种非常有效

的策略。”Taylor 表示。

2014 年，ECOLOGO
认证的 LG 移动手机在

美国的销售量比 2013
年上涨了 182%。 

此外，适合儿童的LG KizON可穿戴设备基于UL环境对产品有关避免有毒部件和危险材料、

可循环使用性以及能源效率方面的评估，已获得UL的ECOLOGO®铂金级认证。这种适合儿

童的独特可穿戴设备在美国被称为“GizmoPal by LG友好小发明”（Verizon Wireless威瑞

森无线公司专供），旨在帮助家长与因年龄过小而无法自己管理智能手机的学龄期前儿童

和小学生保持联络。 
 
LG移动手机，如Sprint型号，已得到ECOLOGO认证，达到UL 110标准，能够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ECOLOGO认证过程会深入探析LG的供应链，从而使企业更好地了解其环境影响。

认证同样影响到公司效益，例如UL 110认证的LG移动手机在美国销售量在一年内激增

182%。 



 

LG的无边硬屏智能电视（例如55LA6900型号）是第一批得到UL环境认证的产品环境声明

（EPD）的电视。综合评价主要围绕原材料采购和运输、制造工艺以及运送方式和材料，旨在

衡量产品及其部件的可循环使用性。“我们的智能电视的环保产品声明体现了我们对产品透明

的承诺，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创造不仅有助于保护环境质量，同时也能够保护消费者健康的产

品。”LG公司美国新产品开发主管Tim Alessi表示。  
 
由UL实现的第一次水足迹盘查是采用LG的洗衣机完成的。盘查过程评估了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的综合用水量。LG电子美国公司家用电器高级副总裁T.J.Lee说道，“UL的水足迹分析结果体

现了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跟踪用水量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在使用阶段进行跟踪。LG很自豪

成 为 水 足 迹 领 域 的 先 锋 ， 并 将 利 用 这 些 数 据 改 善 产 品 的 用 水 效 率 。 ”LG 的

WM8000HVA/WM8000HWA型号也是符合UL环境与美国家用电器制造商协会、CSA集团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共同开发的家用洗衣机可持续发展标准UL7003/AHAM 7003/CSA 7003的首款产

品。 

 

“我们智能电视的环保

产品声明体现了我们对

产品透明性的承诺，因

为我们正在努力创造不

仅有助于保护环境，同

时也能够保护消费者健

康的产品。” 
 
 
—LG 电子美国公司 
新产品 
开发主管 
Tim Alessi 



 

2014 年，LG 通过使用

其高能效的产品将排放

物减少了 4000 万吨，

已超过公司的预期目

标，即在一年内通过使

用 LG 产品将排放物减

少 3000 万吨，而这是

LG原本预计到 2020年

实现的目标。 

成果：可持续发展管理 
对于LG而言，提升顾客体验意味着壮大品牌，最终提升环保领袖地位。公司管理着商业运作

和产品开发层面的诸多严格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节约能源 
 
LG公司开发并向市场推广众多具有能源效率特征的先进LG技术，其产品通过减低能耗，从而

有助于降低顾客的电力成本，同时减少环境影响。 
 
例如，LG的创新型门中门设计由一个冰箱门内的隔室组成，更加易于拿取日常食物，不仅便

捷，而且节能—冷空气损失降低高达47%。同样，开创性的LG EcoHybrid热泵烘干机是第一

个荣获2014年美国环保署能源之星新兴技术奖的产品，与传统的电动烘干机相比，它的能耗

降低50%以上。 
 
有关UL环境和ENERGY STAR能源之星方面的这些举措促使LG提前实现了产品使用层面温

室气体排放量降低的目标。2014年，LG通过使用其高能效的产品将排放物减少4000万吨，已

超过公司的预期目标，即在一年内通过使用LG产品将排放物减少3000万吨，而这是LG之前预

测到2020年才能实现的目标。在这一成就的鼓舞下，LG制定了更具挑战性的目标，即依托出

色的节能性能，采用有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先进技术，促使到2020年的排放量比2007
年降低6000万吨。 



 

LG 正在逐渐增加消费

后再生塑料的使用，从

2011 年的 3298 吨和

2012 年的 4980 吨增加

到 2013 年的 5617 吨。 

资源保护 
 
经过在提升材料质量，改善产品结构和减小产品尺寸和重量方面的努力，LG已能够减轻冰箱

和洗衣机型号的重量。LG在其部分产品部件中使用再生塑料，并执行严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测试，目前正在逐渐增加消费后再生塑料的使用量，从2011年的3,298吨和2012年的4,980吨
增加到2013年的5,617吨。 
 
LG电子制定了更加绿色的包装指南并将此标准应用到电视和移动手机产品，从而有助于各产

品获得ECOLOGO认证。对于从2013年开始发布的新电视产品，LG能够减少一些产品的包装

尺寸，从而减少移动手机产品包装材料的使用。2014年，LG为附加产品进一步扩大了绿色包

装设计指南，帮助将包装量降低27.6%，从而节省了6500万美元以上，目前计划对各种海外生

产设施更广泛地实施这些指南。  
 
为了促进过时及废弃电子产品和包装的回收，LG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免费、简单的处理过程。

LG的网站，LGRecyclingProgram.com，会帮助消费者确定LG的授权回收站，以便进行资

源回收。LG的回邮项目会为顾客不需要的电子产品（包括美国的手机和包装回收）提供免费

预付运送标签。 
 



 

成果：伙伴关系与荣誉 
 
作为世界上可持续发展的最佳企业之一，LG的伙伴关系和荣誉对企业和品牌成功发挥着重要

作用。 
 
可持续性标准 
 
LG深知，达到UL可持续发展标准的认证能够证明产品符合某些环境绩效要求，从而有助于顾

客做出购买决策。公司尽早地、开放地采纳UL标准，更广泛地在行业应用，从而实现低环境

影响、高能源效率和资源保护。例如，LG是首批对智能手机采用UL 110标准，以及UL 环境

与AHAM和CSA共同开发的众多联合设备可持续发展标准的公司之一。 
 
绿色供应链 
 
为确保在全球市场的可持续竞争力，LG电子支持其业务合作伙伴开发和改进可持续管理系统，

并鼓励其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风险管理来分析和改善弱点。尤其是，LG需要其业务合作伙伴

在指导人权、道德行为和环保决策的《电子行业行为准则》的基础上遵守《供应商行为准则》。 
 



 

“在 LG，我们会以 360
度的视角考虑业务可持

续发展的相关影响。我

们相信，只要我们尽可

能减小对环境的影响，

就能持续改善顾客的生

活品质，同时积极影响

我们所处的社会。” 
 
 
—LG 电子美国公司 
董事长兼 CEO  
William Cho 

市场领导地位 
 
LG电子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可持续发展的公司之一，在2015可持续发展年鉴和2015全球100强
最可持续发展企业索引中获得了行业领域内的最高荣誉。在2015可持续发展年鉴中，

RobecoSAM与标普道琼斯指数共同发布了全球公认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授予LG最高奖

项，即竞争激烈的休闲性和消费性电子产品范畴内的金牌称号。由Corporate Knights发布的

2015全球最具可持续发展企业百强榜单旨在评选各个行业领域内整体表现最佳的企业，将LG
选为家用耐用品领域的唯一上榜得主。 
 
公司与UL Environment的合作被视为这些成就的主要推动因素，尽管已取得显著进步，LG知

道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宣布，LG电子是加入组织的首家总部位于韩

国的全球性电子行业公司。作为致力于社会责任的全球领先公司，LG电子积极参与解决全球

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LG 协同 
UL 环境 

提供标准指南 
和第三方验证， 
以支持其全球、 

社会和环保措施。 

未来 
与UL环境一同实现的主要认证项目和环保成就是LG多方面可持续发展策略的重要因素。LG
期望在环境绩效和创新方面更上一层楼，并以更智能、更安全、更健康的产品改善顾客体验，

这不仅有益于地球，还有益于商业发展。 
 
点击此处，查看UL 环境认证和验证的LG电子产品。 

UL 环境 

LG电子 

www.ul.com/environment 
www.l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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