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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来信

首席执行官来信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上致开幕词。

我想借此机会，谈谈美国过去几周发生的令人痛心的事
件，因为我们至今仍面临着令人痛楚的种族不平等和偏
见问题。

我们为非裔社区持续遭受的痛苦、绝望和不公正而深感
遗憾。我们与他们同在。种族主义必须根除。

这些悲剧的发生让我们必须直面这个世界的不公平现
象。仅是自身不做种族主义者还不够，我们必须作为反
种族主义者，行使我们的公民权力，推动立法改革，以
终结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不公正的现象。我们支持通过
和平方式抗议，通过这样的社会运动，力求实现真正变
革和改革。NVIDIA 与他们同在。

企业也必须行动起来。NVIDIA 必须行动起来。仅是做一家
心怀善意、拥有包容性的雇主，为非裔提供平等机会，还
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系统性地为非裔员工创造
机会。从我做起，我们将加紧在公司各层面增加非裔员工
数量，并尽我们所能，与种族主义作斗争。

在我们面前有两场战斗。全球仍在奋力抗击 COVID-19 疫
情，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挑战之一。在短短几个月内，
这一宽度仅为人类发丝千分之一的病原体，已经肆虐全
球。

我们要感谢在这场危机中冲在最前线的人们：急救人员、
医护人员、以及各类服务人员，他们英勇抗疫，无私奉
献，每一天都在不断地激励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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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做一家心怀善意、拥有包容性的雇主，为非裔提供平等机会，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系统性地为非裔员工创造机会。
从我做起，我们将加紧在公司各层面增加非裔员工数量，并尽我们所能，与种族主义作斗争。”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NVIDIA 2020 CSR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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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十亿人都居家避疫，尽力减缓病毒
传播速度。同时，也有许多人在照顾家人
的同时无法谋生或工作。在 NVIDIA，我
们关闭了全球近 60 个办事处。尽管公司
对员工的需求因此而减少，但我们仍在持
续向合同制员工支付全额工资。为了让员
工有更多的储蓄，我们提早给员工加薪。
作为对社会的回馈，我们的员工捐款超过 
1,000 万美元，以帮助社区渡过难关。

NVIDIA 致力于将自身的技术和超算能力
应用于对抗 COVID-19 疫情。在分秒必争
且危在旦夕的当下，科学家们与 NVIDIA 
携手合作，以求飞速发展。他们正在使用 
NVIDIA 加速计算，对病毒进行测序和成
像，开展疫苗研发，找寻疗法，并构建能
够对医院进行消毒的 AI 机器人。

COVID-19 不会是最后一波病毒，但我们
可以让它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的终结篇。我
们现在就必须开始为将来的疫情爆发做好
准备。我们将与国际科学界合作，开发端
到端计算防御系统，以尽早发现威胁，遏
制病毒扩散，加快疫苗研发，并持续进行
测试和监控。疫情之下，医疗保健、运
输、零售和制造业（全球最大规模的行
业）需要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我们在计
算和 AI 方面的专业知识将帮助各行各业
进行重建。

利用 NVIDIA 的加速计算来挽救生命，
是我们公司宗旨的完美例证，即解决
普通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NVIDIA 
身处加速计算和 AI 这两种强大技术力
量的交汇点。我们制造的计算机是能
够助力当今科学家预见未来的时间机
器，是将研究人员带到科学最前沿的
飞船。有了 NVIDIA 的加持，科学家们
得以探索宇宙，小到量子科学，大到
银河系，从生命科学到智能的奥秘，
寻求对人类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的公司致力于推进当前这一时代
最重要的技术发展。我们的发明能够
帮助研究人员应对难以想象的科学、
行业和社会挑战。而我们的目标也比
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黄仁勋

NVIDIA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NVIDIA 2020 CSR 报告  高管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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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执行副总裁
来信
NVIDIA 的使命是开发能够改善生活
质量、应对全球挑战的革命性技术。

落笔的此刻，COVID-19 疫情当前，
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不但
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管理生活和工
作，同时也要保护我们的家人。

在助力医学研究人员的冠状病毒治疗和
研究方面，我们也身处最前沿，相关工
作包括：

> 我们加入了 COVID-19 高性能计算
联盟，该联盟与白宫科学技术政策
办公室、美国能源部、多家技术公
司和国家实验室合作。这项工作将
助力各地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该病
毒、相关治疗方法和潜在的治愈方
法。

> 我们向武汉大学捐赠了 43 万美
元，用于治疗和研究。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的医生正在使用 GPU 加速
的 AI 软件，以快速检测可能感染
COVID-19 的患者。该软件已在中
国 34 家医院中得到部署。

> 我们向所有冠状病毒研究人员免费
提供 90 天的 Parabricks 许可，它
是基因组分析工具包（Genome
Analysis Toolkit）的版本之一，该
版本使用 GPU，可将分析速度提高
50 倍。

> 我们呼吁全球 PC 游戏玩家贡献其
闲置的 GPU 和 CPU 处理能力，以
对抗冠状病毒。Folding@home 是

一个分布式计算项目，使用志
愿者的计算机来处理疾病研究
工作，其能够模拟蛋白质折
叠、药物计算设计和其他类型
的分子动力学。随着成千上万
的新用户加入，对该号召的响
应已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

我们的 CSR 工作
建立在我们长期
以来每日点滴努
力的基础之上，
即在企业整体范
围内，整合良好
的社会和环境原
则并付诸实践，
致力于成为负责
任的企业公民。

NVIDIA 2020 CSR 报告  高管来信

NVIDIA 很早就加入了全球抗击疫
情的队伍，致力于减缓病毒传播。
我们从 1 月底关闭了亚太地区办事
处，至 3 月，我们已经关闭了全球
各地的办事处。我们敦促员工将自
己和家庭的健康摆在首位，并开始
为员工提供远程办公资源。对于少
数从事核心工作的员工，我们也以
最高标准为其提供保护，并通过奖
金表达了对其努力工作的认可。在
此，我还要对 NVIDIA 同事们所做
的巨大努力表示感谢。在当下这一
历史上业务最繁忙的时期之一，尽
管面临诸多挑战，他们却没有放缓
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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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节能产品

> 增加员工多元化，促进包容性

> 最大限度地降低供应链风险，并遵
循最高的质量标准

> 减少我们的能源足迹，以应对气候
变化

> 评估与品牌发展相关的新兴风险和
机会

> 设置目标并监控落实进度

NVIDIA 2020 CSR 报告  高管来信

我们的 CSR 工作建立在我们长期以
来每日点滴努力的基础之上，即在企
业整体范围内整合良好的社会和环境
原则，并付诸实践，致力于成为负责
任的企业公民。近期的一些事件凸显
了公司在创建更公平的社会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相应地，我们将加倍努力
地倾听 NVIDIA 非裔员工，从他们身
上学习，为他们在公司内部创造机
会，并建立非裔人才网络。具体工作
包括建立一支专门的招聘团队，与历
史悠久的非裔美国人高校加深合作关
系，并在整个 NVIDIA 生态系统中，
为非裔及未被充分代表的开发者创造
更多机遇。

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打造最佳工作
场所，营造创意和创新的氛围。这一
点多次得到业界的认可，我们被《财
富》、Glassdoor 等媒体和机构评选
为最佳工作场所。

我们的设计团队旨在开发最节能的技
术，并利用良好的环境实践来开展业
务，以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小到当
地社区，大到全球社会，我们皆尽心
投入，积极回馈。

我们的 CSR 工作重点围绕以下重要
业务领域：业务模式和竞争力、网络
安全、多元化与包容性、员工健康和
安全、创新、供应链和产品质量、人
才管理战略和贸易问题。为实现这些
业务目标，我们的战略包括：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实现企业社会责
任和完成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例
如，我们的 AI 医疗保健业务取得了显著
增长，还为员工提供了丰厚的育儿福
利。2019 年，我们的董事会提名和公司
治理委员会开始监督 CSR 流程，我们在 
CSR、创新、性别平等和其他重要领域
再度获得了行业最高排名，不断吸引并
留住顶尖人才。

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我们每年在
相关性、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方面都在
持续提升。在这一充满挑战的特殊时
期，我们期待着将更多大胆的新创想转
化为有形的产品，以解决重要问题，并
提升人文精神。

此致，

Debora       Shoquist 
NVIDIA 运营执行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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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工作重点

确定工作重点
我们每年都会更新我们的问题分析，以确保我们的工作重点
始终与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市场趋势、业务风险和机遇保持
一致。

2020 财年，我们再度明确了 2019 财年的六大重点。2021 
财年，鉴于 COVID-19 疫情，我们将员工健康和安全列入优
先事项，且随着我们对雇佣更多非裔及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群
体雇员需求的重视，我们将多元化与包容性也列入了优先事
项。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对持续取得业务成功至关重要，也反
映了 NVIDIA 和我们的利益相关者最关心的主题：  

> 竞争力 / 业务模式

> 网络安全

> 多样性和包容

> 员工健康和安全

> 创新

> 供应链管理 / 产品质量

> 人才战略

> 贸易问题

从战略上重点关注这些领域使我们能够打造一个更加敏
捷、面向未来的公司。我们每年都会实施几个与工作重
点相关的计划，每个计划根据分配的业务目标提供不同
级别的回报。

我们将分三个阶段明确优先事项：

> 全年内，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会通过多种方式，收集
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于与其相关的优先事项的意
见。 根据收集到的反馈，对每项问题进行定量评分。

> 针对利益相关者根据其价值观分别对问题进行的优先
级排序，董事会提名和公司治理委员会成员、以及数
名高管人员将进行审查。这些信息的评估会考虑到我
们不断变化的业务、内部风险讨论、以及向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 CSR 委员会会根据利益相关者和高管的反馈，将问
题定位于矩阵中，从视觉上突出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
和高管最为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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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排放量和气候变化

运输和物流

回收和电子废弃物

员工敬业度

产品安全

业务连续性

贸易问题 网络安全

创新

客户关系

道德行为

人权 人才战略

供应链管理/产品质量

竞争/业务模式
 员工健康和安全

水

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材料可用性

社区参与 AI 的社会影响

合规性

透明度 

公司治理
公共政策参与

供应商环境管理

品牌与声誉

设施管理

废弃物

能源

对公司的影响

高低

我们对 2020 财年工作重点评估的调查结果与上一年相比发生了以下变化：

> 鉴于 COVID-19 疫情，我们提升了员工健康和安全的优先级
排名，将其列为优先事项。

> 为着重增加非裔及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群体的招聘，我们将多
元化与包容性提升为优先事项。

> 我们做了三处定义更改：
1) 在多元化与包容性中添加了“薪酬公平性”；
2) 在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中添加了“生产终端管理”；
3) 在人才战略中增加了“移民问题”。

> 我们移除了“反腐败”这一独立问题，将其纳入“道德行
为”中。

> 我们提高了品牌与声誉、气候变化、以及AI的社会影响
的优先级。

> 利益相关者提高了材料可用性的优先级排名。

本报告后面各节将讨论我们的工作重点。我们会定义每个问题，讨论它们对 NVIDIA 的重要性及相应的管理方法，并披露
任何相关绩效数据。

NVIDIA 2020 CSR 报告  工作重点

NVIDIA 2020 财年 / 2021 财年 CSR 工作重点

多元化与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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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创新

可持续发展目标 NVIDIA 的行动/倡议

人工智能、加速计算推动个性化医疗转型：基因组学界不断地从 DNA 获取全新深入洞察。最近的突
破包括有助于了解细胞水平突变的单细胞测序，以及可通过血检 DNA 来检测和监测癌症的液体活
检。但是传统上，基因组分析一直是测序流程中的计算瓶颈，使用 GPU 加速可以克服这一难题。为
持续推进 GPU 加速，助力关键基因组分析的开展，Parabricks 的团队（常驻密歇根州安阿伯市，
基因组学 GPU 软件开发者）加入了 NVIDIA 的医疗保健业务团队。

NVIDIA 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合力构建放射学人工智能中心 ：将 AI 集成到放射学工作流程中，可助
力医疗机构紧跟医学影像数据流的持续增长步伐。近年来，在诸如 MRI 和 CT 扫描之类的常规研究中
获取的图像数量已从数十增加到成百上千的量级。接受成像检查的患者数量的增加，使这一挑战更为
严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拥有全球顶尖的研究型医学院之一，它已经建设了一个中心，该中心使用
NVIDIA Clara 医疗保健工具包和强大的 NVIDIA DGX-2 AI 系统，开发用于临床放射学的 AI 工具。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推进学术研究：世界各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是发现和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面对
各自学科的重大研究课题，教授和研究人员正致力于寻找答案。借助强大的 NVIDIA GPU 计算资
源，学者们可借助 AI、机器学习和数据科学，更快地推进天体物理学和天文学、生物学、地球与
气候科学、人文科学、医学和物理学等领域的知识进步。

NVIDIA 与行业安全工作组合作：NVIDIA 与重要国际组织合作制定自动驾驶汽车的标准和法规。 
NVIDIA 还带领着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中致力于高度互联自动化车辆的专家组。我们与总部位于
德国的标准化组织 ASAM 合作，以更新用于模拟测试的语言和测试标准。通过这一合作，我们致
力于定义一个开放标准，用于创建模拟场景，描述道路拓扑表示、传感器模型、世界模型、以及
行业标准和关键性能指标，以改进用于自动驾驶车辆的验证方法。

NVIDIA 2020 CSR 报告  工作重点

确保工作重点契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12/17/ai-personalized-healthcare/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10/11/ucsf-ai-radiology/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03/27/how-ai-machine-learning-are-advancing-academic-research/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07/01/higher-standard-lead-industry-safety-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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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人才战略

可持续发展目标 NVIDIA 的行动/倡议

NVIDIA GPU 技术大会上的开发者多元化与包容性：NVIDIA 致力于推出针对女性的年度交流活动，将 
GTC 这一年度开发者大会打造成为更具包容性的活动。 在 GTC19 上，我们新增了针对女性的受邀参
与活动，该活动为期一天，包括在一些区域性会议上邀请嘉宾进行演讲，以及开设实操性 AI 培训。
在 11 月的 GTC DC 上，我们与高校和专业团体合作举办了为期一天的培训和交流招待会，以增加来
自非裔和拉丁裔社区的与会者数量。此次活动的女性参会者人数比去年增加了 60％。

NVIDIA 在 NeurIPS 上展示人才多样性：NeurIPS 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神经网络盛会。NVIDIA 赞助了
NeurIPS 的所有四个多样性研讨会，包括 Women in Machine Learning、Black in AI、LatinX in AI 
和 Queer in AI。

工作重点：供应链管理

可持续发展目标 NVIDIA 的行动/倡议

空中 AI 助力发现地面上的人权问题：在 NVIDIA 的 GTC19 上，人权观察组织探讨了其用于监测侵犯人
权行为的新工具，包括通过卫星和无人机数据进行遥感，对公共数据集进行分析，以及基于社交媒体
上发布的视频和照片进行调查。该非营利组织正在与利用 NVIDIA GPU 的全球 AI 软件提供商 Element 
AI 合作开展这项工作。

NVIDIA 2020 CSR 报告  工作重点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03/20/women-gtc-innovation-diversity-in-ai/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11/08/gtc-dc-diversity-in-ai/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12/04/diversity-inclusion-neurips/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04/04/human-rights-watch-ai-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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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并透明地回复他们的疑问。虽然我们并未设立正式的利
益相关者咨询小组来处理 CSR 问题，但保证至少有一位 
CSR 委员会成员会对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请求进行评
估，进而确定合适的回复方式。

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解决重要问题，是我们开展业务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所说的利益相关者是指可能受 
NVIDIA 影响的实体或个人，其行为可能会影响公司，我们
全年都在以多种方式就各种主题与他们进行互动。我们依
靠年度重点工作评估，以理解对利益相关者来说最为重要
的问题。这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与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

2020 财年互动:
利益相关者 2020 财年互动

董事会 我们向提名及公司治理委员会介绍了 CSR 战略、计划和风险。

在结合委员会的反馈意见后，我们向董事会全体成员简要介绍了最终优先事项评估。

我们向董事会提名和公司治理委员概要介绍多元化与包容性，全体董事会成员都收到了有关AI
的社会影响的简要介绍。 每次讨论 CSR 的委员会会议出席率平均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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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财年互动（续）

利益相关者 2020 财年互动

社区 我们继续与加州圣克拉拉和印度班加罗尔的郡政府部门合作开发新的企业园区。

我们组织的各项活动吸引了近 4,300 名青少年的参与，这些活动旨在帮助他们熟练掌握基本数学
技能，并通过与 NVIDIA 工程师一同参观我们的技术中心和职业圆桌会议来获得启发。 这些活动
帮助青少年人通过实践来解创新的AI技术。

请参阅NVIDIA 基金会年度报告，了解 2020 财年的活动。

客户/开发者 我们基于自身在责任商业联盟（RBA）中的“正式”类别成员资格，为客户提供自我评估问卷，并通
过工作组与客户合作。

我们每周都收到客户关于产品和社会合规、法律和法规问题的多项合规性请求。

八位客户要求我们参与 CDP。

我们对客户合同进行分析，以确认我们的优先事项符合其要求。

我们直接与客户合作，报告与冲突矿产有关的供应商状况。

我们在七个国家/地区举办了开发者大会，参会者近 21,000 人。在这些会议上，我们为女性以及非
裔和拉丁裔社区的成员提供了数百个席位，以提升开发者生态系统内的多样性。

员工和潜在员工 我们最近一次的全球员工调查得到了 95％ 的答复率。 我们将在 2021 年财年转而采用“倾向调
查”方式。

我们在 nvidia.com 上启用了更新版“人才招聘”和全新“包容性”页面。

我们组织首席执行官和资源社区（非裔、拉美裔、女性、退伍军人和初入职场的员工）开展持续
的讨论，包括 AI 偏见等主题。

在高校和专业招聘活动中，有 19,000 位未被充分代表群体应聘者参与其中。

我们为有意向在 NVIDIA 探索全新职业机会的员工开办了首个内部职业博览会。

更多与潜在员工相关的 2020 财年互动，请参阅此报告社会单元的多元化和包容性部分。

NVIDIA 2020 CSR 报告  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https://www.nvidia.com/en-us/foundation/reports/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_Corporation_CDP_Climate_Change_Questionnaire_2019.pdf
https://www.nvidia.com/en-us/about-nvidia/careers/
https://www.nvidia.com/en-us/about-nvidia/careers/diversity-and-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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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财年互动（续）

利益关系者 2020 财年互动

政府/公共政策参与

非政府组织 我们连续第五年在《人权观察》企业平等指数中获得 100％ 的评分。
我们参与了 Corporate Human Rights Benchmark、Global Child Forum、Know the Chain 
Benchmark、Children’s Rights Benchmark、以及 World Benchmarking Alliance Digital 

Inclusion Benchmark.

研究/评级组织 我们连续第六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并继续位列 FTSE4Good 指数、彭博全球平等指数、
全球 100 强、最佳企业公民 100 强名单和福布斯公平 100 榜单。我们首次荣登 Equileap 性别平
等指数。

此外，我们连续第四年入选《财富》杂志的最佳雇主 100 强，排名第 27 位。

总的来说，我们参与了 11 家研究/ 评级机构的评级活动： Blendoor、Corporate Knights、
FTSE4Good、ISS、MSCI、Oekom、RepTrak、RobecoSAM、Sustainalytics、Trucost 和 
Vigeo Eiris. 

NVIDIA 2020 CSR 报告  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我们深化了与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 AI 核心小组、国会技术人员协会、以及立法和行政部门的主要
官员的关系。

我们与美国消费技术协会（CTA）、美国计算机行业协会（CompTIA）、ESA 和美国半导体行业协
会（SIA）合作，以提供有关其政策倡导和发展的反馈。

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人工智能标准制定指南之前，我们与其合作并针对指南
提供了建议。

我们邀请了 NVIDIA 各领域的专家，为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政策顾问提供培训。

我们为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技术政策顾问主持每月一次的系列 AI 培训。

我们为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排名，全球位列第一的技术智囊团）主持 AI 
会议。

我们参与组织国会技术人员协会的交流活动和培训活动。

我们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第五届年度 GPU 技术大会（GTC DC）上接待了数个联邦机构。

我们为国会计划提供支持，为历史悠久的非裔美国人高校（HBCU）和大学（HBCU）以及服务于
西班牙裔的机构（HSI）创造技术相关的机遇，包括 HBCU 核心小组创新之家和 GTC DC 上为非裔
和拉丁裔社区提供的教育奖学金。

我们邀请了来自国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政策制定者参加 GTC DC 的政策论坛，包括邀请国土安
全部的重要国会工作人员和政策顾问，就网络安全领域的人工智能展开探讨，并与 OSTP 和 NIST 的
主要官员进行了对话。

https://www.nvidia.com/en-us/gtc-dc/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11/08/ai-cybersecurity-gtc-dc/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11/08/ai-cybersecurity-gtc-dc/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19/08/plan-outlines-priorities-federal-agency-engagement-ai-standards-development
https://www.nvidia.com/en-us/gtc-dc/
https://www.nvidia.com/en-us/gtc-dc/topics/ai-policy/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11/08/ai-cybersecurity-gtc-dc/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11/06/u-s-cto-cio-gt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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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财年互动（续）

利益关系者 2020 财年互动

股东 我们第 11 年参与 CDP，在气候变化相应评分方面的成绩为 A，在水资源安全响应评分方面的成绩为 
B。

在公司的年度拓展会议期间，我们向持有普通股票总额 19% 的股东说明了 CSR 问题。涵盖的主题包
括：人力资本管理、AI 的社会影响、公司与董事会层面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以及董事会参与 CSR。

供应商 我们一如既往地使用 RBA 分析工具对供应商进行持续评估。

我们平均每周向供应商发送 23 个请求。

请参阅"供应链管理”部分的 2020 财年 RBA 成员合规性"，了解我们在 2020 财年开展的所有活
动，包括 100％ 完成风险评估和针对所有适用供应商的自我评估，并收到来自高支出供应商的 10 
个 VAP 审计，并对我们 45％ 的战略供应商进行了审计复查。

NVIDIA 2020 CSR 报告  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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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治理

董事会治理
我们的定义：
董事会组成、委员会和领导层的独
立性、反收购措施、董事会成员和
指定高管的薪酬

NVIDIA（包括其董事会）致力于依照
健全的公司治理原则开展运营。我们的
公司治理结构可确保董事会和管理层具
有极强的责任意识并保持对股东的透明
度，同时无论是在当下还是未来，都能
促使做出良好决策。为确保满足长远利
益，我们的董事会负责监督管理绩效。
我们的总体行为准则、财务团队行为准
则、公司治理政策、董事会委员会章
程、公司注册证书和规章制度构成了 
NVIDIA 的治理框架。

至 2020 财年末，我们的董事会共有 
12 位董事，其中有 11 位（92%）
是独立董事。只有我们的创始人、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先生不是
独立董事。我们的规章制度和公司
治理政策允许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
行官角色由相同或不同的个人担
任，因此董事会可以灵活决定对公
司来说最适合的人选。目前，Mark 
Perry 是 NVIDIA 的首席董事，不过
他不是董事会主席。2020 财年，全
体董事至少参加了他们所服务的董
事会和委员会 75% 的会议。

董事的薪酬由董事会的薪酬委员在
咨询第三方公司并评估同行的薪酬
后进行评审，最终由董事会审批。
我们制定了任命执行官（NEO）的

治理快照

11
位独立董事

(共 12 位董事会成员)

解密董事会结构
所有董事会成员的

任期为一年

独立董事
使董事会能够灵活应变, 

放眼大局

多数票决
做法已被自愿采取

首席执行官职位的
继任计划
已制定完毕

年度绩效评估
在董事会和

董事会委员会中开展

公开披露
董事提名流程代理参与制方法，

实现董事会多元化

18%
的独立董事会成员是女性

https://investor.nvidia.com/governance/governance-documents/default.aspx
https://investor.nvidia.com/governance/governance-document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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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计划，旨在按绩效付酬，并吸
引、激励和留住高水准的高管团
队。NEO 薪酬偏重基于绩效的可变
现金和长期股权激励，仅在我们达
到预先制定的公司财务指标时才能
获得。我们的高管薪酬计划要求高
管人员保持有意义的股权，并制定
追回政策以实现基于绩效的薪酬。

CSR 治理
董事会提名和公司治理委员会
（NCGC）负责与管理层一同审查
并讨论我们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方面的做法。我们的企业社会责
任负责人每年都会审视利益相关者
的意见，并与 NCGC 进行年度工作
重点分析。我们的工作重点矩阵包
括对我们的利益相关者至关重要的
问题，例如气候变化、人权、以及
多样性和包容性。

合规性
我们的定义：
遵守所有适用政策、法律和法规，
包括罚款/ 处罚

我们视合规为我们开展的活动，以及我
们为确保持续遵守法律及政府和客户在
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方面提出的要求而
建立和维护的系统。合规性是确定我们
对自己负责的最低标准的基准。无论法
律是否做出相应的规定，我们都致力
于按照最高道德标准行事。

政府合规性涉及我们制造和销售产
品、管理办事处和聘用员工的市场的
运营许可，是我们业务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们遵守所有强制性政府法
规，以在适用的社区开展业务。我们
也遵守客户的要求，以便履行合同义
务。

我们的全球运营组织聘用社会和环
境合规性工程师。这些员工会管理
诸如人权、停产回收、有害物质和
冲突矿物等问题。我们的全球法律
和人力资源团队会定期接受法律顾
问和行业协会的指导，内容涉及贿
赂、道德规范、招聘和劳动实践。
销售运营团队负责监督客户的环
境、社会和道德要求，并跨职能部
门开展工作，致力于确保所有相关
团队的合规性。我们已在所有这些
职能部门中建立相应的机制，以便
保持主动合规性、评估绩效，并预
测即将出台的要求和法规。

NVIDIA 2020 CSR 报告 治理



17

所有 NVIDIA 员工都接受道德准则和
性骚扰方面的培训。自入职当年起，
他们需要每两年接受一次行为准则培
训，培训的内容包括环境和社会责任
问题。在 2020 财年，我们在全球范
围内推出了新的行为准则培训，截至 
2020 年 4 月，我们有 97％ 的员工完
成了该培训。

我们致力于长期诚信经营，因此必须
杜绝各种形式的腐败。我们的反腐败
实践包含公司及员工所采取的行动，
目的在于以合乎道德准则的方式开展
业务，并避免对我们与客户和政府的
合作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特别强调要制定合乎道德准
则的决策，决不参与贿赂或内幕
交易，避免利益冲突，开展正当
竞争，遵守国际贸易条例，践行
透明原则，并维护真实的业务记
录。为了维护公司声誉，我们制
定了许多有关这些问题的政策，
并且希望员工遵守这些政策。在
频繁接触客户、合作伙伴和供应
商的员工（例如销售、财务和采
购部门的员工）中，几乎全都已
经完成了额外的全球反贿赂和反
腐败培训。

NVIDIA 2020 CSR 报告 治理

道德行为
我们的定义：

与道德规范有关的政策、制度、
流程和绩效，包括道德热线和检
举者保护

我们力求使自身的所有商业行为符合
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我们的章程、
行为准则和政策可以指引我们在与客
户、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供应商、
政府监管部门、股东、员工和社区之
间的职业关系中把握自己的行为。我
们的长期行为准则简明扼要地阐释了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并明确了我们在
开展业务方面的期望。此准则适用于
我们的所有执行官、董事和员工，同
时我们希望所有与我们有业务往来的
第三方（包括咨询公司、承包商和其
他服务提供商），也同样可以遵循该
准则行事。此外，我们还建立了财务
团队行为准则，此准则适用于我们的
高管人员、董事，以及财务、会计、
税务和财政部门的员工。

我们致力于建设诚信的文化，我们的
目标是打造一种人人都能够恪守道德
准则，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遭到
报复的环境。任何员工都可以通过由
独立的第三方托管的公司热线，以保
密和匿名形式针对任何会计、内部控
制、审计、行为准则或其他关注事项
进行投诉。通过委托外部机构托管热
线，我们可以确保员工放心进行匿名
检举。鼓励员工向其经理、人力资源
代表或通过热线举报可疑的利益冲
突。我们针对检举违反我们道德期望
的活动的行为，制定了严格的“禁止
报复”政策。

https://www.nvidia.com/en-us/about-nvidia/company-policies/
https://www.nvidia.com/en-us/about-nvidia/company-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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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
我们的定义：

企业责任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政
策、披露程度、绩效）、外部保
障和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

NVIDIA 致力于弘扬一种注重诚信、
重视整体业务透明度的文化。我们保
持高度透明，以能够支持我们的业务
取得成功的方式构建信任。在本报告
中，我们将讨论透明度，因为透明度
与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息息相关。
我们按照全球报告倡议的核心标准进
行报告。自 2012 年以来，我们与 
Trucost 合作，确保温室气体
（GHG）排放数据和相关环境信息符 
AA1000 标准。

我们积极处理各项优先问题，应对业
务风险并提升绩效。我们发布了涵盖
关键工作人员、多样性、环境和供应
链指标的“信息板”，让利益相关者能
够深入了解我们的绩效。

今年，我们回应了客户的多项信息请
求，并直接与股东分享相关数据。此
外，我们还通过向环境、社会和治理报
告公司（如彭博社、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orporate Knights、JUST 
Companies、MSCI、Oekom、Robeco 
SAM 和 Sustainalytics）提供绩效数据，
提升了我们的外部定位。

2018 财年，NVIDIA 内部审计小组审核了
我们 CSR 计划的各组成部分，确保其包
含完备的治理结构。我们的内部审计团
队将 CSR 报告与同类公司进行了对比，
并对项目责任制、监控和沟通方面的相
关内容进行了评估。此外，他们还评估
了 CSR 报告中关键指标的准确性，包括
与社区捐赠、多样性和包容性、经济、
环境和员工相关的指标。

自 2012 年以来，
我们与 Trucost 合
作，确保温室气体
（GHG）排放数据
和相关环境信息符
合 AA1000 标准。

NVIDIA 2020 CSR 报告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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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经济

工作重点：

创新
我们的定义：
新产品、新技术和运营实践方面的创新；通过为使
用 NVIDIA  产品的开发者提供支持来实现创新；知
识产权保护；研发

推动创新已经深深融入 NVIDIA 的精髓之中。我们发明
的 GPU 定义了现代计算机图形技术，并奠定了我们在
视觉计算领域的领先地位。随后我们又推出了CUDA 编
程模型，使得通用型计算能够使用 GPU 的并行处理功
能。此后，我们将研发重点扩展到 AI 的革命性领域。

我们将 2020 财年收入的 26%（28.3 亿美元）投入到研
发活动中。自公司成立以来，我们总共为研发活动投
入了超过 200 亿美元的资金，并因此创造了对现代计
算领域而言至关重要的发明。

NVIDIA 拥有一个平台战略，可以将硬件、系统软件、
可编程算法、库、系统和服务结合起来，为我们所服
务的市场创造独特的价值。虽然这些终端市场的需求
各异，但我们利用 GPU 和 CUDA 作为基本构建基石，

借助统一的底层架构满足各种需求。得益于我们架构
的可编程特性，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内部开发的或由第
三方开发商和合作伙伴开发的各种软件堆栈，为多个
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终端市场提供相同的基础技术支
持。我们专注于基于 GPU 的视觉计算和加速计算平
台可为应用程序提供极高吞吐量的市场。

2020 财年，我们可报告的细分市场为 GPU 和 Tegra 
处理器。从 2021 年财年第一季度开始，我们可报告
的细分市场已更改为“图形”和“计算与网络”。我们以
自己的专有处理器为基础，创建了专门的平台，旨在
解决游戏、专业可视化、数据中心和汽车这四大市场
中的问题，在这些市场中，我们的专业知识能够发挥
关键作用。

我们的图形细分市场包括用于游戏和个人电脑的 
GeForce GPU、GeForce NOW 游戏流媒体服务和相
关基础架构、以及用于游戏平台的解决方案；适用于
企业级设计的 Quadro GPU；适用于基于云的视觉和
虚拟计算的 GRID 软件；以及适用于信息娱乐系统的
汽车平台。我们的计算和网络细分市场包括适用于 
AI、HPC 和加速计算的数据中心平台和系统；适用于
自动驾驶汽车的 DRIVE；以及适用于机器人技术和
其他嵌入式平台的 Jetson。

麻省理工学院文化 500 强
在《 MIT 管理评论》和 Glassdoor 的文化 500 强榜单中，NVIDIA 在敏捷性、创新和性能方面排名第一。

https://sloanreview.mit.edu/culture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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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以下因素，持续评估是否需
寻求以及从何处寻求针对特定创新和
技术的正式保护：

> 我们产品的制造地；

> 我们在不同国家的战略技术或
产品发展方向；

> 知识产权法在各个司法管辖区
中的存在及得到有效执行的程
度；

> 我们的业务和竞争对手的业务
在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意义。

工作重点：

业务模式和竞争力
我们的定义：
市场和全球竞争力，包括 NVIDIA  
的业务模式、市场领导地位和财
务成功；影响 NVIDIA 公平进入市
场的问题，包括：反竞争行为和
全球动荡

我们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判断新兴
行业变化的能力，以及开发新产品、
服务和技术（或升级现有产品、服务
和技术）以满足市场不断演变的需求
的能力。这些活动可能需要在技术、
财务、合规性、销售和营销方面进行
大量的投入。

如果我们无法预测目标市场不断变化
的需求和新兴的技术趋势，或者如果
无法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及时适当地
调整战略来利用潜在的市场机会，那
么我们的业务将会受到损害。

我们在自己拥有有限运营经验的市场
（例如汽车和数据中心市场）中投入
大量资源来开发技术和商业服务，这
势必会给我们的业务带来额外风险。
我们必须继续搭建必要的基础设施，
适当扩展在这些领域的业务，包括客
户服务和客户支持。我们必须满足不
断变化的客户安全和合规性标准。此
外，我们还要继续在研发方面投入大
量资金，而这些投资可能不会在短
短几年内为我们带来巨大回报。

如果我们的投资不成功，并且我们没
能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技术，
或者如果我们专注于未被广泛采用的
技术，则我们的业务、收入、财务状
况和运营状况都可能会受到不良影
响。我们无法保证坚持我们的战略方
向，必定能够产生对于客户、合作伙
伴以及最终对于股东而言，具有价值
的创新性产品和技术。

我们在 2020 财年 10-K 的第 7-12 
页，业务战略部份概要说明了对这一
问题的完整答案。

最受赞赏公司
NVIDIA 在《财富》杂志“最受赞赏公
司”名单的半导体类别中位居榜首。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经济

https://fortune.com/worlds-most-admired-companies/2020/nvidia/
https://investor.nvidia.com/financial-info/sec-filings/sec-filings-details/default.aspx?FilingId=1393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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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

网络安全
我们的定义：
专为保护网络、计算机、程序和数
据免受攻击、破坏或未经授权的访
问而开发的技术、流程和实践；产
品保护措施

我们将网络安全定义为旨在保护我们的 
IT 资产免遭未经授权的访问或攻击的措
施。其中包括 NVIDIA 的产品以及我们
客户和员工数据的隐私。我们意识到，
企业和政府正日趋频繁地出现引人注目
的安全漏洞，而且新危险也在不断涌
现，鉴于此，我们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尊
重隐私，并对我们收集的或用户与我们
分享的任何个人信息实施适当的保护。

我们的工作由一支包含网络安全、IT、
工程和法律专家在内的全球团队管理。
网络安全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由
高管级别的领导者负责组织，评测指标

并评估新出现的威胁。此外，我们还
在恢复计划中论述网络安全场景，通
过业务连续性计划对其进行记录，并
遵循 ISO 27000 等框架的信息安全标
准中概述的流程。我们根据频繁发生
的变化和层出不穷的的新知不断评估
和调整我们的安全措施。

我们已经为团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用以在发生网络安全问题时，确定我
们的应对措施类型和严谨程度。该团
队还会利用外部各方的帮助，例如计
算机安全公司和具有风险管理和治理
专业知识的公司。NVIDIA 董事会会

定期听取有关网络安全的情况介绍。

我们不断完善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培
训，以应对全球隐私法律中提出的新
要求。

2020 财年，我们

审查了所有战略

供应商的网络安

全和知识产权是

否符合 NVIDIA 标

准。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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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

贸易问题
我们的定义：
具备国际货物运输和销售能力，包
括出口管制、进口关税、配额以及
其他贸易壁垒和限制；与不断变化
的政治和贸易环境相关的监管、定
价和供应链影响；全球招聘活动和
招聘具有特定技能组合的人才

我们的半导体晶片由美国境外的第三方
生产和包装。2020 财年，美国境外销
售收入占总收入的 92%，在 2019 财年
和 2018 财年，均占总收入的 87%。截
至 2020 年 1 月 26 日，我们约有 46% 
的员工位于美国境外。

我们业务的全球性使我们面临着许多风
险和不确定性，这可能会对我们的业
务、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不
利影响，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包括:

> 国际经济和政治状况，包括英国决
定脱欧以及我们开展业务的其它国
家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

> 立法或法规要求的意外变更或强制
规定，包括税法的变更；

> 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员工聘用方面的
不同法律标准；

> 与我们的正常标准和做法不同的当
地业务和文化因素，包括《反海外
腐败法》和其他反腐败法律和法规
禁止我们从事的商业行为；

> 与进出口限制相关的进出口问题，
包括明确的出口限制、关税、配额
以及其他贸易壁垒和限制；

> 资本和贸易市场中断及币值波动；

> 因实施气候变化法规而增加的成
本，例如碳税、燃料或能源税以及
污染限制。

如果上述任何因素导致我们在美国
境外的销售延迟或取消，我们的收
入可能会下降。

全球经济瞬息万变，我们也已做好
应变准备。为此，我们使用外汇远
期合约来减轻外币汇率变动对我们
的运营支出产生的影响。而且，我
们会不断评估制造商和材料供应商
的所在地。

有关全球人才招聘相关风险的概
述，请参考： 2020 财年 10-K，第 
16 页。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经济

https://investor.nvidia.com/financial-info/sec-filings/sec-filings-details/default.aspx?FilingId=1393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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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连续性管理
我们的定义：
NVIDIA 无间断运营的能力，以及
可靠的业务连续性系统、基础设
施、政策和流程

业务连续性管理（BCM）侧重于保
护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的 BCM 
理念是识别真正的威胁及其对核心价
值观的潜在影响，并设计正式的应对
框架。我们相信，通过将冗余和多样
性嵌入我们的应对框架可以实现恢
复。由四位高管组成的 BCM 筹划指
导委员由以下职能部门的多位业务领
导提供支持：企业沟通、网络安全、
设施、财务、全球安全、人力资源、

信息技术和运营。每个职能部门都
有一个用于识别和处理潜在风险
的计划。

这些工作由强大的基础设施、系
统、政策和流程提供支持，旨在
降低风险，并在发生网络攻击、业
务中断或自然灾害等意外事件时保
护员工和客户的安全和维持他们
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认为，BCM 对于最大限度地
降低财务和声誉影响至关重要。
通过预测发生严重事件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降低这些风险，并能够让
公司免受不必要的损失.

NVIDIA BCM 计划

核心
价值观

筹划指导委员会

BCM 团队

识别
响应
恢复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经济

https://www.nvidia.com/en-us/about-nvidia/company-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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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全面的客户支持网站、多个 
NVIDIA 托管产品论坛和社区来支持客
户。我们的客户服务团队会追踪与消
费者的互动，并两周一次在内部分享
满意度报告。我们以多种方式衡量客
户满意度，并使用这些指标来提升让
客户满意的体验。衡量方法包括客户
满意率、已提交的支持事件百分比、
已关闭事件调查响应率和转介率。

我们的客户支持组织站在与国内和国
际合作伙伴沟通的第一线，与他们的
工程团队合作，在其系统和设备中测
试 NVIDIA 产品。对于将我们的硬件嵌
入其产品的合作伙伴，可通过 ISO 
9000 认证来监控硬件质量。

我们的支持组织已经采取措施，极大
地减少了软件团队整合客户反馈的时
间，使技术人员能够快速响应并提高
客户满意度。我们还使用从客户论坛
处收集的数据，为我们的研发组织提
供源源不断的反馈，从而了解实际有
效的部分以及客户希望我们做出的改
进。 

NVIDIA 遵守 GDPR，保护客户数据
并尊重其选择。可点击此处，进一步
了解我们的隐私政策。

我们为想要使用我们的产品创建创新
应用程序的开发者提供大力支持。我
们为开发者提供各种资源，包括并行
编程课程；用于调试、性能和测试的
增强工具；接触可提供定制服务和共
同设计行业特定的应用程序的高技能
工程师和专家；为各学科的大学科研
人员提供资金支持。我们的 GPU 技
术大会增进了全球对加速计算、计算
机图形、高性能计算、AI 和深度学
习的了解。

我们的客户包括一些全球超大的电子产
品、消费者品牌和汽车公司。因此，
我们已将责任商业联盟（RBA）行为准
则中劳动力、环境、健康和安全、道德
和管理体系等部分所述的标准整合到了
我们的全球运营中。我们使用这些标准
作为供应链的管理方法。

随着我们对供应商责任和环境可持续
性的关注，我们原始设备制造商客户的
咨询亦不断增加。信息请求主要与冲突
矿物、环境合规性、质量、消费者满意
度和道德准则相关。

GPU 技术大会
GTC 是一个全球性会议，提供有关当今计算领域最热门话题的培训、见解，以及与专家直
接接触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经济

客户关系
我们的定义：

我们认为对积极客户关系的承诺基
于我们作为负责任的供应商的角
色、我们对经销商合作伙伴及其客
户的承诺，以及对直销消费者的承
诺。

https://www.nvidia.com/en-us/gtc/
https://nvidia.custhelp.com/
https://www.nvidia.com/en-us/geforce/forums/discover/
https://www.nvidia.com/en-us/about-nvidia/communities/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ISO9001-Quality-Certification.pdf
https://www.nvidia.com/en-us/about-nvidia/privacy-policy/
https://www.nvidia.com/en-us/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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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年度 CSR 报告是 CSR 沟通的
基础，并可供所有利益相关者查找他
们所需的信息。它是我们每年参与的
多项评级、排名和指数的参考资源。

这些第三方支持有助于提高我们作为
强大的企业公民的声誉和品牌。我们
获得的重要认可包括：道琼斯可持续
发展指数、CDP、最佳企业公民 100 
强、人权观察组织的企业平等指数、
彭博社性别平等指数以及 JUST100。

利益相关者部分列出了我们在 2020 
财年收到的所有评级/排名请求。过
去几年，随着 CSR 在全球范围内成
为企业战略的核心元素，我们看到申
请加入这些名单的数量急剧增加。

奖项和荣誉
我们入选的知名商业媒体榜单包括：

> 《巴伦周刊》
全球最佳 CEO

> 《Fast Company》杂志
最具创新力公司

> 《财富》杂志
未来 50 强可持续发展全明星榜

> 《财富》杂志
100 大最佳工作场所

> 《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最佳 CEO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经济

为了管理这些询问和请求，我们将让
关键客户进行季度业务审核，并通过 
RBA 与他们就各种计划进行合作。某
些客户会在他们的记分卡上给环境、
社会和治理绩效打分。作为 RBA 成员
的客户通过该组织提供的工具来监控
我们的绩效，这些工具包括自我评估
问卷、经过验证的审计流程，以及
碳、水和废弃物的跟踪工具。

品牌与声誉
我们的定义：
NVIDIA 在半导体和技术行业的知
名度和声誉，以及对 NVIDIA 业务
活动的影响；品牌信誉和市场定
位；品牌形象和客户印象；作为声
誉指标的 CSR 绩效

如我们在 10-K 中所述，有几个因素
会影响我们的品牌与声誉。在日常工
作中，我们秉持诚信态度去做我们所
做的每项工作，从而构建更出色的业
务。我们通过 CSR 工作和报告，公
开利益相关者所期望的指标，以此让
他们信任我们，并树立了信誉。无论
是现有员工还是潜在员工，都认为我
们是绝佳工作场所，是受人尊重的客
户供应商，是股东长期成功的投资伙
伴。

http://d18rn0p25nwr6d.cloudfront.net/CIK-0001045810/174b2f06-ba5b-4e0a-b288-e33c46e9a0a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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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参与
我们的定义：
政治献金和游说工作的透明度，
包括通过行业组织参与；与政策
制定者接洽

通过公共政策参与，我们可以影响
政府的行动，并就直接影响我们业
务的问题向全球政府提供思想领
导。公共政策参与还是一个平台，
它可通过展现我们的技术来引导政
策制定者，从而增强我们在目标领
域的工作，并与各种组织就共同关
心的问题开展合作。我们专注于 AI 
领域的公共政策活动，特别是促进
对核心 AI 研究的投资，以及为科技
政策顾问提供培训资源。

AI 研究与标准
2020年，作为关注AI标准现状的专
家组成员，我们向美国国家标准与
技术研究院（NIST）和其他政府官
员提供了想法。我们还就这一主题
向RFI提供了意见。我们参与了半
导体行业协会政策规划的制定和宣
传，该政策规划建议对美国劳动力
和联邦研发项目进行大举投资。

作为 GTC DC 的一部分，我们召集
了一个由决策者和分析师组成的领
导小组，探讨了美国针对人工智能
的国家战略，重点关注标准、投资
和潜在的监管行动。

在 GTC DC，思想领袖们同台探讨 AI 融合
来自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兰利研究中心等的思想领袖们在 2019 年 GTC DC 上
探讨了 AI 的未来。演讲嘉宾包括：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AI助理总监 Lynne E. Parker; 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首席技术官 Suzette 
Kent；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IT实验室负责人 Elham Taba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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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09/19/ai-washington-top-things-gtc-dc/
https://www.nist.gov/system/files/documents/2019/05/24/federal_engagement_in_artificial_intelligence_standards_workshop.pdf
https://www.nist.gov/system/files/documents/2019/06/11/nist-ai-rfi-nvidia-001.pdf
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wp-content/uploads/2019/04/FINAL-SIA-Blueprint-for-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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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发展
我们是美国计算机行业协会
（CompTIA）劳动力小组委员会的联
席主席，该小组委员会支持基于技能
的培训、学徒制和认证方面的政策制
定。我们将面向 AI 领域美国非裔和
拉丁裔的 AI 培训教育奖学金与美国
国会非裔核心小组和美国国会西班牙
裔核心小组联系起来，为其劳动力发
展规划提供指导。

AI 教育
我们各领域的专家为国会政策顾问提
供有关 AI 技术的简介，与其分享有
关 AI 研发的深入洞察。这些顾问包
括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众议院能源和
商业委员会、以及参议院商业委员会
的工作人员。我们通过参与消费者科
技协会、娱乐软件协会、信息技术产
业基金会、半导体产业协会等组织，
加强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影响力。

2020 年 4 月上旬，我们加入了白宫
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美国能源部、
多家技术公司和国家实验室合作的 
COVID-19 高性能计算联盟。这项工
作将帮助各地的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 
COVID-19 及其治疗方法和潜在的治
愈方法。

我们没有政治行动委员会。2020 财
年，我们未进行游说活动，也未消耗
根据《游说信息披露法》要求注册的
资源。

加速 AI 采用
NVIDIA 高层通过我们广受欢迎的博客
来宣传公司关注的事业，例如政府对 
AI 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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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vid19-hpc-consortium.org/
https://covid19-hpc-consortium.org/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10/22/federal-government-adopti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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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社会

工作重点:

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
我们的定义：
与整体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相关的政策和实践，
包括审核和确保供应商满足最低标准或要求；供应
链透明度和披露；供应商多样性

我们要求自己和供应商都达到最高行为标准。我们同与我
们有共同价值观的供应商接洽，并严格管理供应链，以提
供创新产品，来满足客户对社会及环境意识的期望。

供应链管理
我们不会直接制造产品中使用的半导体晶圆或印刷电路
板，也不会制造公司的品牌设备。我们与世界一流的供
应商合作，完成制造流程的所有阶段，包括晶圆制造、
组装、测试和包装。我们会严密管理供应链，以对社会
和环境负责的方式提供创新产品。

自 2007 年以来，我们一直是 RBA 的成员，2018 年 1 月
成为正式成员。自始，我们就采用 RBA 准则，并将其要
素融入我们的流程中，包括审核关键供应商和进行内部评
估，以确认我们的工作涵盖负责任供应链管理的方方面
面。
台湾积体电路公司（TSMC）和三星负责制造我们所需的
半导体晶圆。对于公司或合作伙伴品牌设备，我们的两个
主要合同制造商是富士康和比亚迪。富士康、三星和 
TSMC 均为 RBA 成员。我们还与制造商签订合同，构
建、测试和分销我们的品牌设备。

自 2007 年以来，我们一直是负
责任商业联盟（RBA）的成员。
我们采用 RBA 准则，并将其要
素融入我们的流程中。

http://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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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求所有供应商遵守 NVIDIA 的
行为准则、我们的 CSR 指令、以及
与人权有关的政策。他们必须签署“制
造商环境合规性协议”，其中包括所有
相关产品的法规合规标准、社会合规
标准、化学品管理、以及 RBA 准
则。 我们还鼓励其基于 RBA 准
则，实现更高的合规性水平。

我们的评估流程包括使用 RBA 在线
系统，根据产品是否符合行业标准、
社会和环境标准、冲突矿产法和 RBA 
准则、NVIDIA 行为准则，对当前及潜
在新供应商进行审查。

对于战略供应商而言，将通过季度业
务审查（QBR）流程来部署和跟踪规
范协议，以确保这些供应商遵守我们
的要求。战略供应商包括生产或处理 
NVIDIA 生产材料的重要供应商，以及
我们密切管理质量要求的供应商，例
如设计我们品牌产品的供应商，以及
根据客户协议与我们合作的供应商。

与战略供应商的业务分配决策受季
度业务审核（QBR）结果的影响。
在 100 个 QBR 要点中，有 5 个分
配给了 CSR 问题，并且要求随季度
变化。每个季度，均按产品类别对
供应商进行全面评估，并且会对供
应商的绩效进行排名。

此外，在 2020 财年，我们审查了
所有战略供应商的网络安全和知识
产权是否符合 NVIDIA 标准。

除 RBA 之外，我们还加入了专注于
供应商责任相关问题的组织，例如
负责任矿物贸易公私联盟和电子工
业连接协会。

供应链和 
COVID-19 疫情
疫情期间，我们的重点是在保护员
工权益的同时，促进业务的连续
性。作为 RBA 的成员，我们正
在按照其流程来更好地了解病毒爆
发对供应链的影响。 我们已与客
户合作，对几家特定供应商进行调
查，以了解对工人工时和工资的影
响。由于工作场所受到影响，我们
预计今年的工作时间会增加。RBA 
和 NVIDIA 允许在紧急情况或其他
异常情况下对工作时长要求进行某
些豁免，例如病毒爆发及随后政府
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禁令。 战略
供应商已经通报了所有报告和审核
延迟，包括 VAP 审核和 ISO 续签
审核。 我们在遵循RBA行为准则
基础上，制定了相关指南。我们会
采取与 RBA 一致的指南，同时
仍要遵守 RBA 的行为准则。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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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我们致力于在整个供应链中维护员工
权利，并尊重对待所有人。自由选择
就业是许多供应链面临的重大问题。
我们基于 RBA 和负责任的劳工倡议
（RLI）来明确供应链中的任何风险
和影响，确定其优先级，并采取补救
措施。我们遵守 RBA 行为准则中有
关员工保护的关键原则：

> 禁止强迫、抵债（包括债务奴
役）或契约劳工、禁止非自愿或
剥削性的监狱劳动、禁止奴役或
贩卖人口。

> 对于员工在公司设施范围内的行
动自由及出入，不应设立不合理
的限制。

> 必须为员工提供以其母语撰写的
书面雇佣协议，其中应包含雇佣
条款和条件的说明。

> 所有工作必须是自愿的，员工可
以随时下班或终止雇佣关系。

RBA 准则符合联合国《企业与人权
指导原则》和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
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以及《联合国
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标准。

我们还遵守 RBA 关于社会和环境绩
效相关利益关系者投诉的指南。我们
使用 RBA 自我评估问卷和 VAP 审计
计划来验证我们的供应商已建立适当
的申诉机制，且已对员工进行了有关
使用这些方法的培训。我们通过 
RBA 在线纠正措施规划（RBA-
Online Corrective Action Plan）流
程，来管理与申诉机制相关的任何纠
正措施。

除了支持和配合 RBA 准则中自由
选择劳动力的规定之外，我们还遵
循《联邦收购条例》（FAR）和 
2015 年英国《现代奴隶法》的法
律要求。我们通过 RBA 经过验证
的审计流程来跟踪问题，并直接与
供应商合作来实施纠正措施。在发
现违规情况时，我们要求供应商向
员工退还聘用费。与工作条件相关
的政策（包括奴役和人口贩卖）可
在我们的网站中找到。

此外，NVIDIA 还是致力于负责任材
料贸易公私联盟（PPA）和负责任
矿产倡议的成员。PPA 为在刚果民
主共和国及邻国开展工作的组织提
供资金和协调支持，以推进可验证
的无冲突供应链的发展；调整尽职
调查计划和时间；鼓励从该地区进
行负责任的采购；提高透明度；并
提升区域内民间社会和政府的能
力。

我们致力于在整

个供应链中维护

员工的权利，并

尊重对待所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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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和代理人不得持有或以其他
方式破坏、隐瞒、没收或妨碍员
工获得其身份证件或移民文件。

> 不得要求员工支付雇主或代理商
的招聘费用或其他有关雇用的费
用； 任何此类费用应偿还给员
工。

> 在制造的任何阶段均不得使用童工。

https://www.nvidia.com/en-us/about-nvidia/company-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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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
所有战略供应商均已通过 ISO 14001 
认证。我们会监控供应商的环境足
迹，并在供应商管理流程中与他们合
作，共同制定目标并开展他们可以执
行的活动，降低对环境的影响。我们
会计算所有硅制造商和系统合同制造
商产生的的碳、水和废弃物数据，确
定每件产品和每项财务支出的碳排放
和用水量。

我们参与了 CDP 供应链计划，以及 
RBA 关于碳、水和废弃物的在线环境
调查。通过 RBA 环境报告收集的废
弃物数据包括无害废弃物、危险废弃
物指标，回收和处置率。此外我们也
参与到 RBA 环境保护可持续性工作小
组的工作。

更多信息，请参阅材料可用性部分。

供应商合规性
NVIDIA 制造供应商必须遵守以
下规定：

> NVIDIA 的行为准则

> NVIDIA 的冲突矿物政策

> 欧盟《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
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
指令》（RoHS）

> 欧盟《关于化学品注册、评
估、许可和限制的法规》
（REACH）

> 欧盟报废汽车标准

> 无卤素 / 低卤素

> ISO 14001:2015

> ISO 45001（取代 OHSAS
18001/中国 GB/T
28001-2011）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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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财年 RBA 成员合规性 

合规性元素 RBA 要求 NVIDIA 的绩效

对所有供应商进行风险评估 100% 100%

自我评估问卷（SAQ） 占 NVIDIA 支出 80% 的排名
靠前的供应商

100%

NVIDIA 的 SAQ 评估确定，在我们的最
高支出中没有被评为高风险的供应商。

经验证的审计流程（VAP） 25% 的高风险供应商 我们通过 SAQ，未发现高风险供应商，但
我们要求即使供应商的 SAQ 评分为中等或
低风险，也需进行 VAP 审计，以对 SAQ 
进行验证。

通过此流程，我们发现一家战略供应商存
在高风险。我们与中高风险供应商合作审
查其 CAP，并在必要时完成关闭审核。

我们审查了 2020  财年内供应商完成的所
有 VAP 审计，占我们战略供应商的 
45％。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审查了所有
有效的 VAP 审计，占我们战略供应商的 
75％。

我们审查了 2020  财年来自高支出供应商
（支出 > 100万美元）的另外 10 项 VAP 审
计。

纠正措施计划（CAP） N/A（因为通过 SAQ ，未
发现高风险供应商）

在 2019 财年和 2020 财年审计季，我们参
与了 11 家战略供应商的 CAP，无论其风
险等级如何。常见的调查结果包括职业安
全、紧急情况准备、工作时间、以及自由
选择就业等相关问题。

我们将继续进行监控，以确保供应商能够
展示高效的流程来确保合规性。针对不合
规问题的具体行动取决于调查结果和供应
商类型。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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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财年 RBA 行为准则绩效
RBA 
道德准则元素 NVIDIA 即供应商 NVIDIA 即客户

劳动力 我们更新了 NVIDIA 的行为准则，更加注重
人权。

相关 NVIDIA 员工参加了 RBA Learning 
Academy 的数门课程。

我们参与了 RBA 的负责任的劳动力倡议。

我们遵循《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
则》，《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
原则和权利宣言》以及《联合国世界人权
宣言》。

我们根据地理位置、制造流程、过去的 SER 绩效和公开报
告评估了所有合同制造商和直接材料供应商。

我们通过 VAP、CAP 或 RBA 工作时间模板追踪了供应商
的工作时间。

我们与供应商合作，确保其遵守零招聘费用和自由选择就业。

我们为八家供应商指定了 Learning Academy 课程，包括：
工作时间；工作时间记录系统；工作时间管理系统；招聘流
程；招聘与选拔；聘用并与外来务工人员一起工作；工资和
福利；创建激励工资制度；改善您的宿舍条件。

健康和安全 我们每年对 NVIDIA 所有办事处进行一次健
康和安全巡视

我们更新了环境、健康、安全和能源政策。

我们完成了涉及所有健康和安全问题的 CAP。

我们审核了属于 OHSAS 18001 的健康与安全改进计划，以
便与八家供应商保持一致。

我们为八家供应商安排了 Learning Academy 课程：有效的 
H＆S 系统、消防安全、管理空气排放。

职业道德 我们继续保持 RMI 会员资格，并参与了 
RMI 工作组的尽职调查数据收集和冶炼厂
项目。

我们与所有供应商合作，为我们的冲突矿物计划收集
冶炼厂数据。

我们与战略供应商合作，收集钴冶炼厂数据。

我们继续评估冶炼厂的指标，以满足 SEC 冲突矿物年度报
告的要求。

我们停止与不符合产品和冲突矿物要求的供应商合作。

我们为八家供应商安排了 Learning Academy 课程：供应链
道德准则；认识强迫劳动；防止强迫劳动。

环境 我们通过了 CDP 供应商参与度调查获得
评分 B-。

我们已完成 RBA关于碳、水和废弃物的
在线环境调查

我们参与了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工作组

我们计算了所有硅制造商和系统合同制造商产生的的碳、水和废
弃物数据，确定每件产品和每项财务支出的碳排放和用水量。

我们要求遵守环境标准。

我们审核了供应商的环境改善计划，以符合 ISO 14001 标准。

我们为八家供应商安排了 Learning Academy 课程：环境保
护；管理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水及废水管理；解决污水处
理问题；以及管理废弃物。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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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 我们参与 VAP 工作组。

我们将继续评估自身绩效，维持 RBA“完
整”会员级别。

我们对供应商进行了季度业务审核。

我们评估了在劳动力费用和结社自由方面是否遵守最新的 
RBA 准则。

我们为战略供应商实施绩效奖励制度。

我们为八家供应商安排了 Learning Academy 课程：了解供
应链责任；行业标准；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适用于工厂管
理）；供应链 CSR 监控；以及使用关键绩效指标。

产品质量
我们采用全面的质量管理流程，以
超越客户期望。跨职能团队负责管
理产品质量的各个方面。客户质量
工程负责为所有与质量相关的问题
提供直接的客户支持，并有助于客
户故障信息、客户观察到的故障率、

2020 财年 RBA 行为准则绩效（续）
RBA 
道德准则元素 NVIDIA 即供应商 NVIDIA 即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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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RMA处理等信息的收集。产品
质量工程使用八项原则（8D）方法
来指导根本原因故障分析和纠正措
施。 作为持续改进流程的一部分，
设计工程团队采用了推荐的设计增
强功能，整合到了下一代产品中。 

NVIDIA 已通过 ISO 9001 认证，并
已获得 IATF 16949 汽车质量标准
的“符合性认证”。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ISO9001-Quality-Certific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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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我们每 100 名全职员工的可记录
事件发生率是 .25，而我们的损失工时
事故率是 .01。几乎没有员工提出索
赔，并且我们处理的大多数事故都是
重复性的运动损伤。意识到这种情况
后，我们已经采取措施，通过我们的
人体工程学方案和在线课程来帮助受
影响的员工。

安全
我们的环境健康和安全（EHS）团队负
责监督全球 NVIDIA 员工的工作环境。
团队成员提供指导确保设施满足或超过
当地安全要求、推广安全工作实践并通
过培训、沟通和审核支持遵守适用的健
康和安全法规和政策。我们的全球 EHS 
管理框架广泛符合 ISO 45001，包括：

> 一组提供本地 EHS 问责的现场安
全官

> 与关键主题相关的全球适用的书面
化方案，包括承包商管理、阶梯安
全、人体工程学和车辆安全；以及
化学品管理

> 对我们拥有的和租赁的办公室进行
外部 EHS 审核和内部 EHS 检查

确保员工安全需要对紧急情况制定
规划。我们的志愿应急响应团队在
世界各地有 500 多名员工。这些志
愿者会协助疏散演习，并可能会接
受基础急救、心肺复苏、AED 或
灭火器培训，此外还接受应急准备
培训，这样在紧急情况或灾难中他
们能够迅速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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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

员工健康和安全
我们的定义： 

职业健康和安全绩效和政策：安
全标准（ISO 18001、OSHA）；
健康和福利方案; 安全实践

员工的工作能力取决于他们的身心健
康以及安全状况。我们的综合方案可
有力支持这些基本需求。

健康、安全和 COVID-19
为应对 COVID-19 疫情，至 2020 年 3 
月，我们关闭全球近 60 个办事处。
我们支持员工将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置
于首位，并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以
在需要时进行远程办公。对于仍保持
开放状态的重要实验室和办公室，我
们制定了频繁的消毒措施、温度调节
措施，并严格保持社交距离。

健康和福利
我们全年为员工提供有助于个人健康
的方案，包括健康分析、皮肤癌症筛
查和遗传性癌症筛查。我们在员工健
康和福利方面取得的成果可以从我们
的记录中看出。在 NVIDIA 的请假申请
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与工作有关。我
们的工伤损失大大低于行业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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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雇主 100 强
财富》杂志已将 NVIDIA 列
入“最佳雇主 100 强”榜单。

我们在《 MIT 管理评论》和 
Glassdoor 的文化 500 强榜
单中，NVIDIA 在敏捷性、创
新和性能方面排名第一，在
《人权观察》的企业平等指
数中得分为 100％。

Glassdoor 将我们列入“员工
选择奖：最佳工作场
所”名单。

优秀人才的顶尖之选
NVIDIA 连续第五年入选《财富》杂志的最佳雇主 100 强。我们还在其“最佳技术工作
场所”排名中位列第六。

工作重点:

人才战略
我们的定义：
全球人才的甄别和选拔，包括全
球招聘活动和针对特定技能组合
的招聘；领导层培养（包括专业
培养和培训），以构建和维护内
部领导层储备库

我们认为，才能突出的员工是我们
最宝贵的资源，他们在为利益相关
者创造长期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我们最终的成功和竞争能力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甄别、聘
用、培训和留住高素质的关键人
员。在竞争激烈的技术行业人才市
场中，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一种崇尚
动力、承诺和成就的工作场所文
化，让自己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我们公司的定位是吸引业内最具创
意、最有才干的人才，并使之为我们
充满活力的工作环境感到自豪。我们
拥有世界一流的工程师和开发者，他
们在充满激情、人才受到认可和重视
协作的高绩效环境中茁壮成长。

《财富》杂志已将 NVIDIA 列入“最佳
雇主 100 强”榜单。此外，我们还入
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全球最聪
明的 50 家公司”榜单以及人权观察组
织的企业平等指数。Glassdoor 将我
们列入“员工选择奖：最佳工作场
所”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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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tune.com/best-companies/2020/nvidia/
https://fortune.com/best-companies/2020/nvi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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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战略和
COVID-19 疫情
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为了保护员
工，我们在 3 月中旬前关闭了全球办
事处，并要求我们的员工将他们自己
自身及家人的健康置于首位。我们继
续向所有正式和临时雇员和以及合同
制员工支付薪资。当我们加入全球减
缓病毒传播抗争的同时，我们也开始
向员工提供资源以进行远程办公。

感染 COVID-19 或间接受到病毒影响
的 NVIDIA 员工将获得支持。在法律
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将为员工提供更
完善的冠状病毒医保，以消除诊断和
治疗途中的所有障碍。

此外，我们的人力资源、IT 和慈善团
队也为员工提供了多种资源：

> 一个信息全面的网站，内容包含工
作准则、IT 支持、福利、以及如何
参与公司的慈善活动以支持当地慈
善机构、邻里和小型企业。

> 为员工和管理人员提供相应的资

人才招聘
随着我们进入 AI 和深度学习的新
市场，面临的人才争夺竞争亦日趋激
烈。我们不断评估薪酬和福利的合理
组合，以便可以继续吸引最优秀、最
聪明的人才。为吸引和留住高质量人
才，我们：

> 参加专业和校园招聘活动

> 每半年进行一次薪酬分析和调整

> 每年评估福利状况

> 分析全球员工敬业度调查数据

> 参与“最佳工作场所”调查，获取我
们的优势和劣势的反馈

薪酬和福利
我们的薪酬战略有四个关键目标： 
吸引并留住全球优秀人才、奖励绩
效、专注发展，以及考虑薪酬总
额。我们的总体薪酬具有竞争力、
公平性和结构性，旨在鼓励员工投
资于公司的未来发展。我们的员工
享有全面且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福利
待遇。所有员工都有机会通过我们
的员工持股计划（ESPP）成为公
司的股东。我们大力投资并致力于
员工的长期成功。NVIDIA 的福利
包括灵活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
帮助员工应对压力和时间管理挑战
的方案，以及一系列便利的现场服
务。我们通过全球指导资源方案和
长期休假方案来支持员工生活中的
重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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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如何在家办公以及如何进行
远程管理的第三方学习资源。

> 关于疫情期间应对生活挑战的系
列心理健康网络研讨会。

> 针对员工子女的教育资源。

源和每周在线研讨会，以帮助
其适应远程办公和团队指导

https://www.nvidia.com/en-us/about-nvidia/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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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发展

通过我们的学习和发展项目，员工
可以在职业、职能、技术和管理方
面，接受更为正式的工作培训。

我们同时使用内部和外部创建的培
训内容，并且我们的员工可以通过 
NVLearn 门户学习数百项技术和专
业发展课程。员工可在线访问 
LinkedIn Learning、GlobeSmart、 
Udemyfor Business 以及 
Pluralsight 的课程，并可以我们公
司会员的身份访问电气电子工程师
协会和计算机协会的数字图书馆。

除在线内容外，NVIDIA 还为员工提
供各种实时学习体验，形式包括课
程、小组座谈、基于讲师演讲的论
坛、以及正式的内部技术会议。

我们在大多数被认可的教育机构
（包括 Coursera 和 EdX）提供学
费补助服务，并资助斯坦福专业发
展中心的高级技术教育项目。我们
还鼓励员工通过 NVIDIA 的深度学
习研究院来学习课程，深度学习学
院可为想要学习 AI 技术知识的开
发者提供直播和在线课程。

我们通过职业服务计划，提供一系列
的职业支持，包括定期举行的内部职
业博览会、以个人发展为主题的午餐
学习会、以及按需个人职业指导。

我们支持运营所在各地区需开展的
合规性培训，以及针对自身业务的
项目计划，包括ISO 9001合规
性、自动驾驶驾驶员认证、云安全
培训和 GDPR 意识。

有关我们如何招聘、获取、发展和留
住员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多元化与
包容性以及员工敬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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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vidia.com/en-us/deep-learning-ai/education/
https://www.nvidia.com/en-us/deep-learning-ai/education/


工作重点：

多元化与包容性
我们的定义：

与员工、供应商和董事会的多元
化和包容性相关的政策、实践和
计划；技术行业的性别平等

我们认为，多元化的团队有助于推
动创新，我们致力于创造一种包容
性文化，无论员工的性别、性别认
同或表达、退伍军人身份、种族、
民族或能力如何，我们都会给予支
持。

我们将多元化和包容性融入整个员
工体验中，并在三个核心领域推动
项目发展：招聘和聘用、发展和认
可以及员工支持。此外，我们致力
于提高薪酬透明度，并在平等就业
机会的原则下做出所有就业决定。

致非裔社区
5 月底至 6 月在美国发生了令人心
碎的事件，我们需要直面至今仍存
在的种族不平等和偏见，这一现象
令人心痛。

NVIDIA 与非裔社区同在，并将提供
帮助。尽管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许多人
所感到的痛苦、绝望和沮丧，但我们
将倾听非裔同事，并进一步了解。

NVIDIA 年度股东大会上，我们首席
执行官如是说：“企业也必须行动起
来。NVIDIA 必须行动起来。仅作为
一家心怀善意、具有包容性雇主，
并为非裔提供平等的机会，还远远
不够。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系统性

地为非裔员工创造机会。从我做
起，我们将加紧在公司各层面增加
非裔员工数量，并尽我们所能，与
种族主义作斗争。”

虽然我们的多元化计划着重于增加
与所有未被充分代表群体的互动，
但我们的工作将特别着重于加强与
历史悠久的非裔美国人高校以及支
持非裔美国人社区的专业组织的关
系。

招聘和聘用
我们优先招聘女性和未被充分代表
的群体，2020 财年的招聘活动中，
有  19,000 名背景各异的应聘者参
与。我们的策略包括:

> 安排专门的员工，针对专业人士和
应届生职位，寻找、推荐并培养未
被充分代表群体的应聘者。

> 使用基于 AI 的第三方工具编写工
作描述，消除意外的偏见。

> 确保技术性工作的女性面试者在面
试过程中至少与一位女性面试官会
面。

> 在面试日程安排中，为每位招聘经
理和面试官提供一份《公正招聘指
南》。

> 针对学术和专业招聘会，建设女性
及未被充分代表群体的招聘团队。

> 与历史悠久的非裔美国人大学和西
班牙语服务机构合作。

> 与我们的员工资源组织合作，以更
好地接触并吸引未被充分代表群体
的应聘者。

我们相信机会均等

绝不容忍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婚

姻或受保护的退伍军人身份、年龄、国籍、

血统、身体或精神残疾、遗传信息、医疗状

况、性取向、性别、性别认同、性别表达、

或受法律保护的任何其他特征而对任何人进

行歧视或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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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招聘渠道，以发现招聘流程
中对于女性和未被充分代表群体
的任何瓶颈。



我们如何追踪自身的进展情况
我们用于追踪多元化和包容性进展情况的指标包括

聘用
> 我们制定了内部目标，增加所聘用的妇女和未被充分代表群体员工。

> 我们会评估面试渠道，确保其体现出行业内未被充分代表群体的代表性。

留任
> 我们每年会对薪酬和绩效执行两次审核和分析。

> 我们会跟踪员工调查指标，着重关注女性和未被充分代表群体如
何看待我们的工作环境。

晋升和流动情况

> 与女性工程师学会、美国非裔
工程师协会、西班牙裔专业工
程师协会、以及退伍军人和
LGBTQ 组织合作，在高校中进
行宣传，开展招聘，并举办活
动。

> 在专业活动中招聘，包括 Tech
Up for Women、女性工程师学
会、Vets in Tech 和全国非裔工
程师协会。

> 通过 Rewriting the Code 奖学
金计划，为攻读技术学位的本
科女性提供指导。

> 通过美国促进科学基金会，为
女性提供奖学金。

> 向技术性女性组织、Black in AI
和 Latinx in AI、以及高校提供
我们开发者大会的免费入场
券。

发展和认可
为了帮助员工最大限度地取得成功
并确保持续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我
们会认可并表彰员工做出的贡献，
并鼓励终身学习。我们的策略包括:

> 通过职业介绍和咨询鼓励内部
人员流动。

> 通过指导、技术服务、协作学
习和在职培训加强女性发展项
目。

> 与导师和学员合作，以提供指
导和支持。

> 为出席技术大会的女性提供赞
助。

> 选出表现优异的员工进行表彰
和奖励。在过去八年里，“致
敬硅谷女性（Tribute to
Women） 奖”已通过其向女
性致敬的奖项表彰了 29 位
NVIDIA 领导者。

> 我们会监控未被充分代表群体相对于总体的晋升和流动人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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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NVIDIA.com 和我们的
企业内部网站上展现多元
化员工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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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长期育儿假，并在员工返
岗后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

> 提供全面的福利保障，例如在
体外受精、卵子冷冻和收养方
面。

> 向 300 多位领导者提供培训，让他
们意识到招聘和聘用中的无意识偏
见。

> 在面向经理级的合规性培训中，增
加帮助其认识到“无意识偏见”的相
关内容。

> 支持建立员工资源组并为其提供资
金，这些组拥有管理层的赞助和专门
的预算：Women in Technology、NV 
Pride（LGBTQ 员工和盟友）、Black 

> Women in Technology 项目计
划从总部扩展到了美国的另外
两地和印度的三处地点。

NVIDIA 育儿假计划
怀孕女性员工福利政策

父亲、养父母、养父母福利政策

周

新政策

旧政策

育儿假

6 周减薪 停薪6 周全薪
4 周减薪

孩子出生

弹性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全薪

孕假

周

新政策

旧政策 6 周全薪
1 周减薪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育儿假 弹性时间

全薪

停薪

公平的薪酬
我们致力于为所有员工提供公平的基
本生活工资。为了确保薪酬平等，自 
2015 年以来，我们每年都借由第三方
公司 Economist, Inc. 针对性别和种族
分析我们的薪酬措施，涵盖评级、教
育程度、工作年限、工作职能、家庭
情况和水平等超过 75 个维度。

公司尚未发现任何与女性薪酬或未被
充分代表群体薪酬相关的统计上的显
著差异。如果我们发现工资差距问
题，我们的人力资源组织将采取纠正
性措施。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实现
了薪酬平等，并计划在 2021 财年继
续实现这一目标。

请参阅多元化绩效部分，了解我们
用于跟踪进度的几个指标，并参阅
绩效部分中 2021 财年的目标，了
解进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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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支持
我们不断努力以个人和专业方式支
持员工，帮助他们创造一个可以把
工作做到最好的环境。这些努力包
括:

NVIDIAN Network、Early 
Career Network、Hispanic 
Latino Network 以及 NVIDIA 
Veterans。我们的首席执行官会
定期与这些资源组的联合组长会
面，了解他们的体验，推动支持
这些团体的项目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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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AI生态系统
在GTC DC, 我们举办了针对女性和未被充分代表群体的深度学习培训活动，并就工作场所如
何变得更具包容性以及研究人员如何改善AI技术以避免偏见展开了探讨。

生态系统包容性与多元化
我们每年都会在加州圣何塞举办开发
者论坛 —— GPU 技术大会。通过 
GTC，我们可以将包容性工作扩展到
所在的生态系统。

在2019 年的 GTC 大会上，女性出
席人数增加了 50% 以上，其中有一
名女性演讲者的演讲数量几乎增加了
一倍。GTC 连续第六年专门为女性
举办活动。

在 GTC DC 大会上，我们为 50 位初
入 AI 领域的女性再次介绍了颇受欢
迎的 Women's Early Career 
Accelerator （女性早期职业生涯加
速器），助力其访问我们的深度学习
课程，这些课程提供实践培训和交流
机会。我们还与合作伙伴 Black in 
AI、Latinx in AI 和传统非裔美国人
大学重新建立了联系，以欢迎来自这
些社区的几位新成员加入 AI 生态系
统。在 2019 年，《福布斯》称 GTC 
为适合想要进一步了解 AI 的女性的
顶级盛会。

其他提高参加 GTC 的女性及未被充分
代表群体技术人员人数的活动包括：

> 为 Black in AI 和 Latinx in AI 的成
员提供奖学金

> 为本地院校和女性参与技术的组织
提供免费会议通行证

> 向我们大学和开发者网络中的女性
施以援助并鼓励她们发言，从而将
2019 年的女性演讲者人数增加了
40%

> 在主要 GTC 网站上突出显示女性
演讲者，并在宣传材料中重点介绍

我们还参加了 Grace Hopper 
Conference，并在 NeurIPS 上赞
助了四场多样性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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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未来的 STEM 梯队
提高女性和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在技
术领域的代表性需要从长计议，因此
我们实施了一系列项目，让女性和未
被充分代表群体也能够获得 STEM 教
育。2020 财年，我们的活动吸引了近 
4,300 名青少年的参与，这些活动旨在
帮助他们熟练掌握基本数学技能，他
们还通过与 NVIDIA 工程师一起参观我
们的技术中心和职业圆桌会议而受到
启发，并通过动手实践活动了解创新
的 AI 技术。合作伙伴组织包括：
Breakthrough Silicon Valley、City 
Year、Girls Who Code、以及 Silicon 

Valley Education Foundation.

我们还向一家历史悠久的非营利合作
伙伴 Technovation 提供支持，以助力
其扩展 Technovation 家庭计划，该计
划致力于让教育资源匮乏的学生和家
庭了解 AI。具体工作包括帮助在三个
新地点（硅谷、奥斯丁和达勒姆）启
动该计划，并提供资金以扩展导师计
划。NVIDIA 和其公司的员工直接帮助
到了项目中的家庭。

同时，我们为一个更大的新项目提供
了支持，即在全美范围内，作为探索
计算机科学（Exploring Computer 
Science）课程的一部分，把 AI 课程
引入高中课堂。探索计算机科学
（Exploring Computer Science）是一
项以研究为基础的高中入门级计算机
科学课程和教师专业发展计划，为期
一年，着重于扩展计算机领域的参与
度。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06/28/ai-education-k-12-students-families/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11/08/gtc-dc-diversity-in-ai/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iridescent-awarded-625-000-in-new-grants-to-expand-ai-education-programs-300858875.html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06/28/ai-education-k-12-students-families/
https://www.nvidia.com/en-us/gtc/inclusion/
https://www.nvidia.com/en-us/gtc/topics/women-in-ai/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03/20/women-gtc-innovation-diversity-in-ai/
https://www.forbes.com/sites/maribellopez/2019/03/12/three-conferences-women-in-tech-should-attend-to-further-their-careers/#46eafa57b04e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12/04/diversity-inclusion-neur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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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平等性指数

最佳雇主 100 强 最具创新力的公司 LGBTQ 员工的最佳工作场所

员工敬业度
我们的定义：
通过政策和具体实践做法提高员
工敬业度，营造出通过员工调查
可认定为优秀的工作场所；实施
相关的调查反馈

《财富》

26 年来，我们不断突破并行计算领
域的可能范畴，并且取得了成功，原
因就在于我们对于自己的工作保持专
注和激情。为确保我们继续取得成
功，我们始终着力于维系让员工积
极投入其中、倍感鼓舞的工作环境。

最佳雇主

《快公司》

我们的企业文化源于五大核心价值
观，它们为公司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这些价值观帮助打造出一个蓬勃创
新、将失误转化为机遇的工作场所。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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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 核心价值观

创新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勇于冒险，快速学习。

我们提供令客户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并不断提高行业标准。
我们鼓励员工在遵循首要原则（而非共识）的情况下进行
创新。

我们深知探索之路难免犯错。我们会竭尽所能地预测并避
免这些错误。我们会坦然接受错误，从中吸取教训，并分
享收获。这让我们能够创造出超出人们已知范围的新颖产
品和服务，并借此创造未来。

速度和敏捷性

学习、适应和塑造世界。

我们居安思危并不断学习，并且会根据新的事实情况调
整课程。这让我们能以惊人的速度打造突破性的产品。
创造未来的道路上无关政治和层级。

一个团队

做最有益于公司的事情。

我们营造透明、开放和共享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可以激
励我们的员工，并使他们能作为一个综合性团队开展工
作。

我们开诚布公地坦言不同意见，因为冲突对解决差异、
改善想法和实现协调一致非常重要。我们注重实质而非
形式。通过把公司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我们可以
更轻松地实现NVIDIA 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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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最高标准。

我们聘用全球顶尖人才，我们的员工致力于成就非凡。
我们不断挑战自我，力求做到最好。

我们不以竞争对手为基准来衡量自我，而是努力精益求
精 ‒ 被我们称之为SOL（Speed-of-light）Test。我们
孜孜不倦，只为实现有价值的目标。我们正在打一场持
久战。

寻求真相，吸取教训，并分享收获。

我们在运营中践行最高道德标准。我们力求准确了解自
我以及我们的能力，认识到我们的不足并从错误中吸取
经验教训。

最敏锐地洞察现实可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找出错误的根
源并不是为了追责，这对学习和持续改进至关重要。我
们坦陈自己的信念，并且有勇气践行这些信念。

卓越与决心

智性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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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反馈
为跟踪敬业度和留任率趋势，我们每 
18-24 个月开展一次全球员工调查，
参与度达到 90% 以上。为了更快速
地解决员工的担忧，我们在 2020 财
年转而采用全天候的调研方式，持续
对对数据进行细致的分析，使我们能
够深入到某些团队或职位的特定问
题。

我们在调查中会征求 13 个方面的反
馈，包括企业文化的有力程度、敬业
度、满意度、愿景和方向以及平衡工
作生活的灵活性。这项调查反复告诉
我们，我们的员工对公司引以为豪。

我们致力于营造一种强大的工作场
所文化，为员工提供有效的申诉机
制。要报告认定不合适或非法的行
为，员工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报
告，包括我们的人力资源部门、意
见箱和第三方匿名服务。

衡量员工反馈

9
 

6% 
的员工能够自豪地告诉他人自己

在 NVIDIA 工作

95% 
的员工相信 NVIDIA 管理层在其

业务实践中是诚实且道德的

94% 
的员工表示，在加入 NVIDIA 
时，就感到自己受到了欢迎

92% 
的员工表示，NVIDIA

是一个优秀雇主

调研结果来自“最佳工作场所"  
2020 年美国《财富》最佳雇主

百强排名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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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全
我们的定义：
从生产到使用再到寿命结束的产
品安全，包括材料和组件的安全

安全是贯穿于我们工程文化之中的原
则，并融入到我们产品开发过程（从
设计和生产到最终用户体验）的每一
步。我们必须满足客户安全和合规标
准。如果我们的产品不符合要求，那
么客户可能不会将它们纳入设计策略
中。我们有能力获得适当的安全认
证，并符合行业安全标准，这可能会
影响我们未来的运营结果。我们已建
立产品安全技术委员会来监督整个产
品生命周期中的安全。

材料可用性
我们的定义：
材料可用性；材料所含内容物；
自然资源安全性；冲突矿物；用
于跟踪供应商的冲突矿物相关工
作进度的管理系统；产品供应情
况（主要供应商提供的成品） 

我们支持、促进并依赖全行业的努
力来验证我们产品中使用的矿物来
源，确保它们来自对社会负责的来
源，并且不会助长人际冲突。我们
的目标是在我们的产品中使用来自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钽、钨和锡
时，保证这些材料均属于无冲突矿
物。

我们是负责任的矿物倡议（RMI）
和负责任的矿物贸易公私联盟的成
员。我们支持这些旨在提高负责任
的采购透明度和降低人权风险（包
括强迫劳动）的实地计划。我们关
于冲突材料的尽职调查方案旨在保
证在所有重要方面与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的建议框架保持一
致。

查看我们的政策，以了解我们在监
控供应链中的冲突材料方面的目
标，以及我们为此而采取的措施。 
我们的政策以《经合组织关于来自
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的矿石的
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为框
架而制定。该指南提供了详细的建
议，帮助公司尊重人权，并避免通
过其矿产采购决策和实践而助长冲
突。

此外，我们还积极参与各种 RMI 工
作组，保证我们的项目与该组织对
其他矿物和材料以及高风险地理区
域的跟踪保持一致。我们会关注其
他法律要求（包括欧盟冲突矿物法
规），以确定未来对冲突材料和世
界各地高风险地区的任何要求。在 
2019 年，随着 RMI 计划的成熟，我
们开始调查供应链中的钴。至 2019 
年底，我们已经对战略供应商的钴
进行了调查。 我们计划在 2020 年将
范围扩大到所有供应商。我们已根
据要求向客户报告了初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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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vidia.com/en-us/about-nvidia/company-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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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且有伦理道德的 AI

在今年的 GTC Digital 大会上，我
们邀请专家围绕AI的道德伦理展开
了探讨。

Salesforce 的 Ethical AI 架构师 
Kathy Baxter 作客我们的播客栏
目，并以“关注 AI：在 Salesforce 
构建合乎伦理的技术”为主题发表
演讲。

另请观看福特格林菲尔德实验室
（Ford Greenfield Labs）的 
Deepti Mahajan 带来的题为“消除
自主技术领域的隐性偏见，超越
当下”的录制视频。

AI 的社会影响
我们的定义：
开发对社会有益的技术；支持开
发者和初创公司在开发阶段考虑
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例如偏见、
员工和道德问题）

AI 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技术变
革，几乎涉及所有行业，其中包括机
器人、网络安全、金融、医疗保健、
交通、零售和客户服务。我们打造了
先进的计算工具，为开发者、研究人
员和数据科学家在这些领域实现创新
提供开放的平台，助推这一变革进
程。我们每年培养成千上万的开发
者；与全球数千家使用 AI 造福社会
的初创公司合作；并与数十所大学和
研究机构合作进行开创性的 AI 研究。

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性
作为自动驾驶汽车行业绝大多数
初创公司、汽车制造商、供应
商、传感器制造商和地图公司的
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将安全放
在首位。专家们将安全融入我们 
NVIDIA DRIVE 计算机系统的每个
方面，包括适用于自动驾驶技术
的基础硬件和软件。我们开发各
种工具和方法，让技术可靠地发
挥作用。我们采用严格的工艺流
程，确保不会出现偷工减料。我
们在 2019 财年发布的《自动驾驶
安全报告》概述了安全工作重点
和流程。

为体现我们对汽车安全的承诺，我
们正在通过 ISO 26262（一项专门
针对汽车的侧重于安全关键组件的
国际标准），力求实现产品合规
性。2019 财年，顶尖的汽车安全
和可靠性公司 TÜV SÜD 对我们的
新型 NVIDIA Xavier 系统级芯片
（SoC） 进行了安全概念评估。

TÜV SÜD 认为该处理器的安全架
构适合用于自动驾驶应用，并于 
2020 年 5 月确定该芯片符合 
ISO 26262 的 ASIL C 级标准随机
硬件完整性和 ASIL D 级系统处
理能力（最严格的功能安全性水
平）。2021 财年初，咨询公司 
Navigant Research 发布了
《2020 年自动车辆计算平台报
告》，其中 NVIDIA 在开发 AV 平
台以赋力 AI 取代人类驾驶员的公
司排名中位列榜首。

面向医疗保健行业的 AI
我们致力于帮助科学家、临床医
生和护理人员借助 AI 来应对诸如
药物研发、疾病检测和个性化医
疗保健等重大挑战。

这些努力的关键在于我们开发的
NVIDIA Clara 平台，该平台可提
高诊断准确性，通过医学成像改
善疗效并降低护理成本。Clara 
还解决了一项基本问题：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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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8/11/13/xavier-milestone-safe-self-driving/
https://soundcloud.com/theaipodcast/ethical-ai
https://developer.nvidia.com/gtc/2020/video/s22701
https://www.nvidia.com/en-us/self-driving-cars/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20/03/23/nvidia-leads-autonomous-vehicle-report/
https://www.nvidia.com/en-us/healthcare/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self-driving-cars/safety-report/NVIDIA-Self-Driving-Safety-Report-2018.pdf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20/05/20/xavier-achieves-industry-first-safety-assessment/


48

传统的医学成像仪器，这些仪器原
本的使用寿命通常超过十年，但可
能不能运行 1,000 倍加速的现代应
用程序，从而无法受益于 GPU 计
算。通过连接到采用 NVIDIA GPU 
的服务器，这些旧仪器就能利用最
新最先进的成像应用。

我们还与全球合作伙伴展开合作，
以解决围绕医疗保健领域AI的基本
问题，例如患者数据隐私。2019 
年，伦敦国王学院与 NVIDIA 合作，
为 NHS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医院
推出了首个 AI 平台。通过应用一种
名为联邦学习的方法来保证安全和
数据治理，该方法允许参与的医疗
中心在不共享其专有数据的情况下
汇总其AI工作的结果。该合作正在
进展中。

以人为本的 AI
通过与领先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合作
创建全球功能最强大的AI超级计算
机，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成功实施 
AI 所需的知识，并了解了这一过程

中的陷阱。我们的内部研究团队不
仅在工作中运用最佳实践，而且为
解决方案的开发做出了贡献，由此
解决了 AI 的一些基本挑战（例如
数据隐私和偏见）。

我们普遍关注在 AI 领域保持不带偏
见的道德实践，我们的全球团队在
每项工作中都坚持最高的问责制、
透明度和可解释性标准。我们对外
分享我们的 AI 技术专业知识，以帮
助外界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全球 
GTC 活动中举办研讨会，以培训其
他工程师遵循最佳实践。与政府接
触时，我们强调支持积极使用AI的
重要性，同时要考虑到 AI 发展中固
有的问题。我们通过 AI 合作伙伴关
系，为研究做出了贡献。例如，我
们参与了刑事司法系统内评估工具
的算法风险研究。我们还与开发者
沟通，建议其在选择或创建模型时
应考虑潜在的算法偏差，且应在预
期的条件下，以预期的方式使用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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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developer.nvidia.com/first-privacy-preserving-federated-learning-system/
https://news.developer.nvidia.com/ai-can-generate-synthetic-mris-to-advance-medical-research/
https://news.developer.nvidia.com/first-privacy-preserving-federated-learning-system/
https://www.partnershiponai.org/partners/nvidia/
https://www.partnershiponai.org/report-on-machine-learning-in-risk-assessment-tools-in-the-u-s-criminal-justic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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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向世卫组织捐款 25 万美元。
我们的所有办公室都参与了疫情的
响应工作，其中 30% 的员工切身
参与其中。在这些员工的努力下，
公司及公司基金会也为新冠肺炎倡
议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Inspire 365

NVIDIA员工对支持我们生活和业务
的社区都心怀热情。通过我们在 
2020 财年推出的全新 Inspire 365 
倡议，NVIDIA 基金会助力将这种奉
献热情转化为行动。该倡议由四名
员工领导，与全球各地的员工倡导
者合力，旨在赋力所有NVIDIA员工
参与到其所在的社区中。

Inspire 365 使员工能够以其认为有
意义的合理方式，轻松地回馈社
区。 通过恰合心愿的礼物、灵活的
休假、以及各种活动和工具，员工
可以随时随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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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与志愿服务
我们的定义：
社区参与和互动；外展活动；支
持本地活动；企业慈善，包括资
金和实物捐赠及基金会赠款

齐心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下，尽管办公室关闭
让我们相距甚远，但 NVIDIA 员工
仍然团结一心，为受疫情影响的人
们提供帮助。迄今为止，员工和公
司向非营利组织捐款超过 1,060 万
美元，覆盖 34 个国家/地区，以支
持响应抗击 COVID-19 疫情。此
外，成千上万的 NVIDIA 员工参加
了全公司范围的挑战活动，鼓励员
工通过小小的善举，保护自己和社
区，同时遏制疾病蔓延。我们共完
成了 23,000 多个简单的活动，例
如从小型企业购买礼品卡，感谢前
线医护人员，支持当地餐馆，齐心

https://www.nvidia.com/en-us/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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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财年获得支持的前 20 家机构: 

> Abode Services

>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 Ashray Akruti

>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und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USA

> Huaiji Zhennan Primary School
(怀集镇南小学)

> Law Foundation of Silicon Valley

> LifeMoves

> Movember Foundation

>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 Navkshitij

> Orphan Outreach

> PTA California

> Second Harvest of Silicon Valley

> Stanford University

> Sukrupa

> Technovation

> The Society for Door Step Schools

> U&I Trust

> YWCA Silicon Valley

我们在 2020 财年
的影响

超过 530 万
美元

捐款

3,900+ 
家非盈利机构获得了支持

请参阅 NVIDIA 基金会年度报
告，了解 2020 财年我们在社

区中开展的活动。

捐赠快照
指标 2020 财年 2019 财年

参与基金会捐赠计划的 NVIDIA 员工 61% 32%

举办慈善活动的 NVIDIA 办公室 94% 73%

员工捐款额 1,853,728 美元 1,005,067 美元

志愿者人数 27% 18%

志愿者活动时间/货币价值 11,993 / 
304,982 美元

13,077 / 
322,871 美元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社会

在 Inspire 365 倡议启动的首月，我
们就在全球 46 个办公室中展开了近 
70 场活动。我们还为每位员工提供了 
25 美元的种子资金，以供其捐赠给他
们最喜欢的慈善机构，并开展了特别
的 2:1 配捐活动。

对于我们 2020 财年的业绩，这项新工
作的影响显而易见。2020 财年，包括
捐款和社区合作在内，NVIDIA 的慈善
捐款超过 530 万美元，并为全球 3,900 
多家非营利组织提供了支持。我们努
力和员工的参与重点如下。

机构名称按字母顺序排列。资助金额从 20,000 美元到 200 万美元以上不等。

https://www.nvidia.com/en-us/foundation/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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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我们的环境、健康、安全和能源政策为 EMS 提供了框
架。我们的专职 EHS 和 CSR 团队与全球员工密切合作，
执行我们的环境政策和实践，通过每年经过高管审核的目
标和指标来实现这些目标和指标。

07

管理体系
我们积极推动卓越运营，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为了
支持这一承诺，我们通过 ISO 14001 认证，采用全
面的环境管理体系（EMS）来识别和控制环境影
响，并不断提高我们的环境绩效。在此基础上，我们
正在实施能源管理体系，以期在 2021 财年取得 ISO 
50001 认证。

NVIDIA 的环境目标

类别 目标 目标日期/状态 2020 财年的进度

温室气体排放、办
事处和数据中心

至 2020 财年，每位员工的温室气体
标准排放量比基准年 2014 财年减少 15%

2020 财年/已完成 与 2019 财年相比上升 6.1%，与基准
年 2014 财年相比下降 15.1%

可再生能源 至 2025 财年末，全球业务中 65％ 的电力
来自可再生能源

2025 财年/新设目标 34%（2020 财年）

废弃物 公司硅谷总部每年的垃圾填埋转移率
达到 80% 或更高

每年一次/持续进行 在日历年 2019 年实现了 78％ 的转移
率

新总部大楼 公司硅谷总部大楼的 LEED 金牌认证 2022 财年/持续进行 进行中

能源效率 实施符合I SO 50001 标准的管理体系 2021 财年/新设目标 第三方审计在 2020 财年完成了差距
分析

https://www.nvidia.com/en-us/about-nvidia/company-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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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与
气候变化
我们的定义：
减少和减缓温室气体 (GHG)，包
括与产品制造供应链相关的温室
气体；气候风险和机遇

我们为全球数据中心和办事处计算范
围 1 和 2 温室气体排放量，收集所有
面积超过 50,000 平方英尺的数据中
心和办公室的主要数据（占范围 1 和 
2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94%），并估
算面积小于 50,000 平方英尺的办事
处的排放量（剩余 6%）。

2020 财年是我们的目标是，与 2014 
财年相比，我们将每位员工的范围 1 
和范围 2 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15%。
自最初设定这一目标以来，我们的业
务取得了大幅增长，2014 财年至
2020 财年之间的收入增长了 164%，
员工人数增加了 72%，办公场所占地
面增加了 32%。

尽管在过去六年中，我们的能源总需
求增加了一倍，但我们的范围1和范
围2排放绝对值仅增加 46%。 仅去年
一年，我们的能源总使用量增长了 
24%，但我们的范围 1 和 2 的排放量
绝对值仅增加了 10%。如果做一般化
处理，则相当于自 2014 财年以来每
位员工减排 15.1%，实现了我们 2020 
财年每位员工减排 15% 的目标。

我们快速且显著的业务增长和紧迫的
气候行动势在必行，这意味着我们必
须专注于战略定位，有效地管理业
务，并采购低碳和可再生能源，以避
免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

以此为目标，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符合 
ISO 50001 标准的能源管理体系。

此外，在 2020 年财年，我们制定了
一个新目标，即至 2025 财年末，我
们全球 65% 的电力需求来自可再生
能源。2020 年，我们 34% 的电力需
求来自可再生能源。我们估计，通过
兑

现这些承诺，我们将在 2019 财年至 
2025 财年之间，将范围 1 和 2 的总排
放量减少 25%，这与 1.5 摄氏度控温
目标相契合（参阅能源部分）。

我们的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包括:

> 范围 1：固定燃烧源（例
如，天然气、柴油燃料）
和 HFC 制冷剂排放物。

> 范围 2：所购买的电力的使
用（办公室、实验室、数
据中心)。

> 范围 3： 运营废弃物、商
务旅行、数据中心散热负
荷、产品运输、燃料和能
源相关活动产生的排放。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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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温室气体
我们不断拓展的业务会导致 GHG 排
放量超出我们的直接足迹。这是因为
我们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会产
生排放，一直延伸到客户对我们产品
的使用和处置。自 2014 年以来，我
们一直要求主要制造供应商报告其
能源使用情况、温室气体排放量数
据及其减排目标。

我们还要求这些供应商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须经过第三方核实。我们使用
这些供应商数据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
解产品制造的温室气体排放足迹，并
计算应归属于我们客户的一级供应
商的碳排放分配。 

我们通过 CDP 和 RBA 环境报告，跟
踪供应商的年度温室气体和碳排放
量。 2021 财年，我们将对供应商进
行调查，以更好地了解可再生能源的
性能和制造业供应链的能力。

报告和外部担保
每年，我们都会参与 CDP 气候变化
和水资源调查。参与者的得分基于他
们对与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相关的业务
风险、机遇和影响的理解和管理。在 
2018 年和 2019 年，我们得分为 A-。
请参阅我们的 2019 年 CDP 应对措
施。

我们已请 Trucost 根据 AA1000 保证
标准对我们的 2020 财年全球范围 1 
和 2 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范围 3 燃
料及能源相关活动（类别 3）和差旅
（类别 6）提供有限担保。运营中产
生的范围 3 废弃物提供有限保证。查
看担保声明。

请参阅环境目标表格，了解温室气体
排放、能源、水资源即废弃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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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水和废弃物

我们的定义：
能源和水的获取，废物管理；高
效的能源使用和保护；可再生能
源战略；水资源短缺；最大限度
减少固体废弃物（危险和非危
险）；妥善保管和处置危险废弃
物；回收工作和电子垃圾

我们致力于通过以降低环境影响的方
式推动卓越运营，从而保护环境。为
了支持这一承诺，我们使用全面的环
境管理系统 (EMS 识别和控制环境影
响，并不断提高我们的环境绩效。我
们专门成立的 EHS（环境、健康和
安全）和 CSR 团队与全球所有办事
处的员工密切合作，执行我们的政策
和实践，并通过可靠的目标和指标让
这些政策与实践变得切实可行。

请参阅设施管理，了解我们的运营、
产品和供应链 ISO 14001 认证。

请参阅环境绩效，了解我们跟踪的大
量环境相关指标。

能源
能源使用（特别是电力使用）是我们
范围 1 和 2 温室气体排放足迹的主
要来源。与 2019 财年相比，我们在 
2020 财年的总能耗增加了大约 
24%，其中 78% 的增长来自数据中
心运营。随着业务不断扩展，并通过
新的在线服务来实现多元化，这些运
营也在快速发展。

在我们的全球数据中心足迹出现这种
增长趋势的过程中，我们努力将环境
因素（包括能效）和可再生能源选项
纳入我们的数据中心选址和采购评估
中。过去的两年中，我们重新为美国
和全球的数个主机代管数据中心提供
了可再生能源。

随着我们数据中心业务的增长，我们
已经部署了专为 NVIDIA 服务器产品
设计的最新冷却技术。配电增加了电
压供应，以更有效地输送电能。冷却
解决方案与服务器机架紧密结合，以
定位并优化热传递。我们使用计算流
体动力学模型来增强数据中心设计和
服务器机架部署的散热。数据中心还
部署了白色表面以优化反射照明。可
控型高效 LED 照明安装在需要人工
照明之处。我们与客户和合作伙伴共
享我们的数据中心最佳实践和优化方
法，以进行部署相关的教育，并优化
部署。

2020 财年的总能源消耗中，我们
的全球办事处占一半。 随着我们
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扩展，我们正
在将能源效率纳入我们自有新建筑
物的设计中，且在评估新的租赁空
间时，也会将能源效率和其他可持
续性属性作为选择标准。随着我们
的建筑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
为设施管理团队提供了额外的工具
和培训，以确保持续的性能。

2020 财年，我们在印度班加罗尔
办公室和德国所有三处地点都签署
了新的可再生能源供应合同。在总
部成功实施太阳能电池板之后，我
们正在评估我们其他地点的现场太
阳能光伏发电的可能。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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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我们会在冷却塔的直接运作以及食
品服务、景观美化和卫生设施中使用
水。我们积极采取措施提高水的使
用效率，特别是在易受干旱影响的
地方，例如我们设有大型设施的加
利福尼亚州。随着总部的发展壮
大，我们正在实施节约水资源和减
少饮用水用量需求的措施。

我们最新的总部大楼于 2018 财年末
启用，其中采用了一系列节水措施。
这座大楼中安装了低流量卫浴设备
并使用循环水冲洗马桶，其设计目
标是减少 42% 的生活用水需求，并
减少污水系统中 91% 的饮用水用水
量。我们在建筑的冷却塔和景观灌
溉系统中使用再生水，并采用天然
抗旱植物形成景观。我们目前为总
部园区规划的另一座新大楼的设计
采用了类似的节水功能，并将循环
水用于冷却塔、洗手间冲水和灌溉。 

我们对水的间接使用领域包括产品
制造供应链。我们要求各主要制造商
跟踪和报告他们的用水情况，并与
我们分享他们的减排目标和举措。

废弃物
自 2008 财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跟
踪总部生成和转换的废弃物总量，
我们的填埋垃圾转换率年度目标是 
80%。2020 财年，我们整体实现了
78% 的转换率（75% 的运营废弃物
和 83% 的建筑项目废弃物得到了转
换利用）。去年，我们实施了一系
列措施来提高我们的转换率，例如
开展活动来提高员工相关意识，以
鼓励更好的垃圾分类；将废弃物跟
踪和回收要求添加到我们的设施项
目管理过程中；为全球设施团队提
供培训，包括我们的全球工作场所
指南中的最佳实践，以及“搜索垃圾
箱活动”，从而分析我们的废弃物来
源，宣传我们的废弃物分类方法。

我们的员工餐厅和餐饮活动是废
弃物计划的重点。具体举措包括
在我们的员工餐厅换用耐用、可
清洗的餐具，引入新的食物垃圾
跟踪系统，更换一次性用品（例
如食品袋），并与我们的食品服
务供应商合作，每周向无家可归
者收容所捐赠食品。

我们会产生各种类型的电子垃圾，
包括我们数据中心使用的服务器、
存储设备和网络设备；我们的员工
使用的计算机、显示器和其他电子
设备；以及我们的经营场所为开展
测试和其他目的而使用的 NVIDIA 
产品。我们与全球专业电子废弃物
供应商合作，确保对我们的电子废
弃物进行适当的跟踪、弃置和回
收。

请参阅环境绩效，了解各种废弃
物来源的数据。

我们鼓励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经理执行可持

续发展项目，至 2020 财年年底，他们已

在我们开展运营的所有地区完成了 140 

多项行动。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环境



56

2020 财年，我们又新增了一座认证绿
色建筑，这就是我们在波兰华沙新租
赁的办公室，该建筑拥有 BREEAM 杰
出认证，也是我们第一个获得 WELL 
标准健康建筑认证的办公室。我们全
球办公场所中的其他绿色建筑认证建
筑包括我们在印度浦那的办事处（内
部设施获得 LEED 黄金级认证）和
中国上海的办事处（LEED 白银级认
证）；我们的全新德国慕尼黑办事处
（BREEAM 黄金级）和位于加利福尼
亚州圣克拉拉的数据中心（内部设施
获得 LEED 白金级认证）。

通勤计划
2015 财年，我们在硅谷总部制定了 
Green2Work 计划，以支持我们的员
工使用其他通勤方式并降低通勤对环
境的影响。超过 45% 的硅谷员工和
承包商目前正在利用我们的一项或多
项通勤服务。该计划包括电动汽车充
电、长途和本地班车的税前补贴、面
向火车乘坐者的最后一英里班车服
务、为骑自行车通勤的员工提供的资

源、为共乘车和拼车提供的福利、旧
金山和弗里蒙特的班车，以及面向通
勤者的在线资源。我们总部有 39 个
电动车辆充电站，到目前为止已有 
962 名员工（17%）在车辆充电泊车
服务员的帮助下使用了这项服务。

2018 财年，我们开始在硅谷提供 
Scoop 拼车服务。到 2020 年 1 月，
使用 Scoop 的 NVIDIA 员工减少了超
过 635,000 英里的驾驶里程，由此使 
CO2 减排超过 575,000 磅。对于骑
自行车通勤的员工，我们提供储物
柜、淋浴和安全的自行车停放场地。
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帮助选用其他通勤
工具的员工，我们通过 Lyft 或 Uber 
提供紧急乘车回家服务。

可持续性家具
可持续性是我们《全球家具采购指南》中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 我们为美国、欧洲和
中东办事处新选择的标准办公椅采用了将近 2 磅的可回收渔网材料，并通过了Living 
Product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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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管理

我们的定义：
关于 NVIDIA 整体环境管理的政策和
实践；环境管理体系（ISO 14001）
和认证；绿色建筑实践/LEED 认证

我们的硅谷总部以及我们的产品设
计、采购和供应链职能部门均已通过 
ISO 14001 认证，自 2006 财年以来发
现的不合规现象为零。查看我们 2020 
财年的 ISO 14001:2015 认证。我们
将基于 ISO 14001 EMS 取得的成
功，实施能源管理系统，并期待在 
2021 财年获得 ISO 50001 认证。

请参阅环境绩效，了解我们跟踪的大
量环境相关指标。

绿色建筑实践
我们位于硅谷总部的最新建筑已获得 
LEED 金牌认证，并于 2017 年 9 月
投入运营。它的设计考虑了高水准的
能源效率，包括高性能的建筑围护结
构、高效智能照明系统，结合日光的
使用、地板下的空气分配、辐射加热
和冷却、空气和水边节能设施，以及
高效率锅炉和冷水机组。先进的楼宇
控制系统是大楼运作的基础。我们还
致力于为我们总部的另一座新建筑中
取得 LEED 金牌认证。除具有相似的
先进节能和节水设计外，这座建筑还
将采用亲生物元素和遮阳物，提供能
够容纳 2,000 块太阳能电池板的外部
格栅，以利用该地区每年 260 天的日
照。

https://living-future.org/lpc/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_ISO14001_2020.PDF
https://www.breeam.com/
https://www.wellcertified.com/


57

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我们的定义：
与应用 NVIDIA 产品实现环保相关
的影响，例如设计能够最大限度
提高性能同时尽可能减少能源用
量的产品；限制有害物质

无论我们是为驱动下一代平板电脑而
设计技术，还是创建支持高性能超级
计算机的设计，提高能效都是我们研
究、开发和设计流程中每个步骤的主
要目标。并行处理比同等计算形式消
耗的能源要少得多。

对于并行计算工作负载，GPU 的能
效比 CPU 高 10 倍。

处理器能效——台式机和
笔记本电脑
GPU 本质上比其他计算方式更节能，
因其针对吞吐量和每瓦性能进行了优
化，而非绝对性能。除一般的计算效
率外，GPU 游戏的能效对于我们图形
架构的成功至关重要，并有助于：

> 减少散热限制，以提供更高的性
能和更多的超频空间。

> 提供出色的游戏体验，同时降低
碳足迹。

我们集成了硬件和软件，以提高台式
机和笔记本电脑产品的能效。我们最
新的解决方案包括：

> 最大帧率（MFR）让用户能够设
置3D 应用程序和游戏的最大帧
率。它优化了功耗，同时能够为
用户提供更佳的感知和声学效
果。

> WhisperMode 通过智能帧率调整
和高效的游戏设置选择，可将笔
记本电脑风扇噪音降至最低。这
能够减少 GPU 产热，从而减少
笔记本电脑必须散发的热量。

“绿色”算力  
Green500 榜单排名前 30 位的超级计算机中，90％ 都采用了 NVIDIA 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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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11/19/record-gpu-accelerated-supercomputers-top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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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性能和效率
对于 AI 工作负载，NVIDIA GPU 的
能效是传统 CPU 服务器的 20 至 25 
倍。我们的 HGX-2 云服务器平台将 
16 个 NVIDIA V100 Tensor Core 
GPU 连接在一起，可作为单一巨型 
GPU 运行，提供 2 petaflops 的 AI 性
能。这达到了 AI 训练速度的纪录，它
能够取代多达 300 个仅采用 CPU 的
服务器，功耗水平仅为此前的 1/18。
在短短两年内，NVIDIA AI 系统将训
练图像识别模型 ResNet-50 的时间从 
8 小时减少至 80 分钟。随着 AI 采用
的加速，我们的重点从训练转移到推
理，使经过训练的模型能够在全球数
百万台超大规模服务器运行的实时应
用程序中运行。我们的 TensorRT 推
理软件甚至能够助力最大型神经网络

在数据中心、嵌入式和汽车等多种应
用中实时运行。与其所取代的基于 
CPU 的系统相比，采用 NVIDIA GPU 
和 TensorRT 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
占用空间和功耗仅为其 1/25，且运行
成本降低 90％，同时还能提供运行
所有AI模型的实用程序。

MLPerf 联盟提供了一种机器学习基准
测试，可测量系统性能，以进行从移
动设备到云服务的训练和推理。在所
有六个 MLPerf 训练类别中，NVIDIA 
均展示了全球一流的性能和多功能
性。我们的 AI 平台创下了八项训练性
能纪录，包括三项大规模整体性能纪
录和五项基于每个加速器的纪录。在 
MLPerf 的第一项推理基准测试中，在
离线和服务器数据中心场景的所有五

项基准测试中均名列前茅。在所
有商用产品中，我们的 NVIDIA 
Turing GPU 可提供最高的每个处
理器性能。在商用边缘和移动系
统级芯片中，NVIDIA Xavier AI 
计算机在以单流和多流边缘场景
下的性能排名最高。

NVIDIA 产品 MFR 关闭
平均功率

MFR 启用 
60FPS

平均功率

MFR 启用 
40FPS

平均功率
GeForce RTX 2080 台式机, 1080p Apps 1.00x 0.49x 0.32x

GeForce RTX 2080 台式机, 1440p Apps 1.00x 0.76x 0.45x

GeForce RTX 2070 台式机, 1080p Apps 1.00x 0.66x 0.42x

GeForce RTX 2070 台式机, 1440p Apps 1.00x 0.87x 0.63x

WhisperMode 耗电比较
我们在基于 RTX 2070 显卡的游戏笔记本电脑上执行了节能测量。我们基于 GPU 的笔记本电脑系统针对系统能效进行了
高度优化，但 WhisperMode 可使效率平均提高 21％。

NVIDIA 产品 WHISPERMODE 关闭 WHISPERMODE 启用

GeForce RTX 2070 笔记本电脑, 1080p Apps 1.00x 0.79x

*在 12 个基准测试中执行了最大帧速率和 WhisperMode 测试，包括《刺客信条：奥德赛》、《异域奇兵》、《战地5》、《巫师3》、《奇点灰烬:扩展
版》、《中土世界：战争之影》。以总图形功率（TGP）对功率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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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R 功率比较
我们在性能实验室中，针对台式机游戏，通过多项基准测试，对 RTX 2080 和 RTX 2070 显卡执行了节电测量。*结果表
明节电效果显著。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07/10/mlperf-ai-performance-records/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11/06/ai-inference-mlperf-bench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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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 部分高能效产品和技术：

NVIDIA TURING

我们的第八代 GPU 架构是全球最强大的 GPU 架构，能
以相当于前代产品 6 倍的速度模拟物理世界。Turing 
内部采用的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计算机图形，并实现了
万亿级的科学应用，这些应用旨在应对诸如极端天气事
件、癌症和核废料修复等全球性挑战。例如，四台配备 
8 个 Turing GPU 的 Quadro RTX 服务器，可完成 240 
台双核 CPU 服务器的渲染工作，而其成本仅为这些双
核 CPU 服务器的四分之一、占用空间仅为其 1/10，
功耗仅为其 1/11。

NVIDIA XAVIER

我们的 Xavier 系统级芯片集成 Volta GPU 架构、定制的 8 核 
CPU 架构、以及全新计算机视觉加速器。该处理器每秒可执
行 21 万亿次运算，功耗仅为 15 瓦，执行 14 万亿次运算的
功耗仅为 10 瓦。作为自动驾驶汽车的大脑，Xavier 的设计
符合 ISO 26262 功能安全规范等严格的汽车标准。

NVIDIA DGX SYSTEMS

NVIDIA DGX 工作站、DGX POD、DGX-1 和 DGX-2 都是
基于 NVIDIA Volta GPU 架构构建的 AI 超级计算机，其
具备的计算能力可显著加快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速度，
并创造出更智能的 AI。DGX 系统针对桌面、数据中心或
云进行了不同的设计，其高效能耗和快速计算意味着更
小的 IT 基础设施空间占用和更快的工作完成速度。

NGC

NGC 是一款 GPU 加速的平台，使数据科学家和研究人
员能够快速构建、训练和部署神经网络模型，以解决一些
最复杂的 AI 挑战。其目录中包括全面集成且经优化的深
度学习框架容器，可在任何加速计算环境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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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vidia.com/en-us/design-visualization/technologies/turing-architecture/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19/03/18/drive-ap2x-worlds-most-complete-level-2-platform/
https://www.nvidia.com/en-us/data-center/dgx-systems/
https://www.nvidia.com/en-us/gpu-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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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 JETSON

NVIDIA Jetson 是业内领先的 AI 计算平台，支持移动嵌
入式系统中的 GPU 加速并行处理。NVIDIA Jetson AGX 
Xavier SoC 的计算密度、能效和 AI 推理功能可为深度学
习和计算机视觉提供高性能、低功耗的计算能力，使其
成为计算密集型边缘设备的理想平台。

NVIDIA NVLINK

NVLink 互联技术让数据在 GPU 和 CPU 之间的传输速
度比 PCI-Express 快 5 到 12 倍。与 PCI-E 相比，它使
深度学习计算中可协同工作的 GPU 数量翻倍，并且能
够实现更灵活、更节能的服务器设计。

NVIDIA CUDA-X AI

NVIDIA 的产品回收网页为消费者提供了有关如何回收公司品牌产品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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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DA 是一种并行计算平台和模型，能够在低成本、高能
效的 GPU 上执行计算密集型计算。超过 600 个应用支
持 CUDA，其中包括高性能计算排名前 15 的应用。

EPEAT注册
EPEAT 计划独立验证电子产品，全球成千上万的私有和公共机构采购者均借助其来制定具有可持续性的 IT 采购决策。所
有 NVIDIA GPU 均支持 EPEAT 一致性，并向注册客户提供信息。

https://www.nvidia.com/en-us/autonomous-machines/jetson-agx-xavier/
https://www.nvidia.com/en-us/data-center/nvlink/
https://www.nvidia.com/en-us/technologies/cuda-x/
https://www.nvidia.com/en-us/csr/product-recycling/
https://greenelectronicscouncil.org/epeat/epeat-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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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运输和物流
我们的定义：
减少与产品包装、运输和物流相
关的环境影响

包装
在包装产品时，我们竭力保持平衡，
不但要做到绿色环保，还要保证客户
收到完好无损的产品。我们的所有
散装纸箱包装和 80％ 的消费品包装
为 100％ 再生纤维。我们竭尽所能
减少包装材料，增加可回收材料的
使用比例。无论是为终端用户包装
产品，还是为大批量运输准备产
品，我们的容器设计均以最大限度
提升包装密度、缩小整体包装尺寸
为目标。

2020 财年，我们持续执行三年前实
施的环保举措，包括设计更轻更小
的包装，并创建“芯盒”系统，以便可
以在不同产品 SKU 之间共享主要包
装和运输纸箱。考虑到产品保护，
只要需要塑料，我们都会使用可回
收的 HDPE-2 代替聚苯乙烯 PS-6 材
料。我们的首要任务包括：去除薄
膜层压材料的使用，采用这种材料
的包装在大多数社区都无法回收；
将品牌外观从墨黑色改为白色，以
便去除薄膜层压材料；以及将托盘
组件从塑料改为纸质材料。

对于汽车系统和我们的服务器产
品，例如 DGX-2 和 RTX Server，其
运输过程中需要使用大型纸板箱和
保护性泡沫材料，我们的目标是最
大程度地提高所有包装材料的可回
收性。

因此，我们的消费品（零售箱）包
装都保持了 70％ 以上的可回收率。
非消费品包装可回收率保持在 90％
以上。我们还在尽可能提供电子版
说明书，以此减少纸张使用。

其他回收和减少包装材料的措施包
括采用基于植物油制造的印刷油
墨，与利用配送中心的供应商合作
来尽可能减少填充/包装材料的运输
足迹，并在我们的所有包装上贴示
材料标签，让消费者更轻松地进行
回收。我们尽可能使用防潮袋、托
盘和散装纸箱，直接向零售分销商
发货，并使用现有包装提供退货授
权支持，以进一步降低环境影响和
生态足迹。

我们的主要包装供应商符合 NVIDIA 
林业管理委员会环境合规认证、 
ROHS 和 REACH 认证。

运输和物流
我们用于规划、填充和执行原材
料、半成品和成品出货的方法会对
我们的碳足迹产生影响。燃料是我
们整体货运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我们持续关注优化供应链和减少运
费支出，因此节省了成本并对环境
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们为优化物流
而做的努力包括：

> 高效配置包装以减少拣货和送货次
数；

> 确保分包商纸箱和托盘装满货，并
且高效组合;

> 在可行的情况下，使用轻质纸质或
纸板托盘，以减少装运重量；

> 在美国境内使用多式联运（海运/
卡车）补货计划，在美国境外采用
壹售分销；

> 要求供应商每季度报告其参与环保
举措的情况；

> 使用逆向物流解决方案，通过现场
或区域故障验证和修复的方式简化
产品退货，消除国际货运的需要。

我们从运输合作伙伴处收集与空
运、陆运和海运货物碳排放有关的
数据。我们的目标是确定据之制定
减排目标的适当指标。

我们所有包装上都贴

有材料标签，以便于

消费者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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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08 目标和绩效

2020 财年目标和绩效
高效和卓越运营 进度 备注

继续在 RBA 中保持正式会员身份。 100% 已实现

社会，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

从全球供应链到客户，落实对 NVIDIA 范围 3 制造领域气体排
放的跟踪、额度分配和报告。 

100% 已实现

环境，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

获得 100％ 符合 RMAP 标准的钽、锡、钨和金加工设施。 85% 此计算基于供应链中符合由负责任矿物保
证流程 (RMAP) 确定的处理设施的百分比。
我们供应链中的大多数“不合规”的冶炼设
施都包括早前合规的熔炉，其已暂时停止
运营，不再符合RMAP的合规性要求。

社会，材料可用性

对所有遵守 RBA 行为准则的积极供应商进行排名。利用我们
的 RBA 会员资格并使用 RBA 在线平台。

100% 已实现

社会，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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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风险供应商合作，以改善其 RBA 风险状况。 30% 30％ 的高风险或中风险供应商已成功降低 
RBA 风险绩效。我们在持续努力提升被认
为是高风险或中度风险的供应商 VAP 分
数，但我们预计，鉴于 COVID-19 疫情的
相关影响，报告和审计将有所延迟。

社会，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

请第三方审核完成 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差距分析。 100% 已实现

环境，管理体系 

继续跟踪规划中的第二幢新硅谷园区大楼的 LEED 金级认证要点。 100% 进行中

环境，管理体系 

招聘和留任 进度 备注

利用现有的培训和工具并评估潜在的新培训和工具，重点支持管
理者识别和减少职业发展、文化敏感性、沟通方式和管理发展等
方面的偏见。

100% 已实现

社会，多元化与包容性

通过与 Black in AI 和 Latinx in AI 合作，为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
提供赞助。如果这些群体参加我们的 GPU 技术大会，则为他们
提供参会费和差旅费，并在会上为这些团体举办交流活动。在 
NeurIPS 会议上赞助 Black in AI。

100% 已实现

社会，多元化与包容性

风险和声誉 进度 备注

向 NVIDIA 董事会概要介绍多元化与包容性以及 AI 的社会影响。 100% 已实现

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审核所有战略供应商的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是否符合 NVIDIA 标
准。

100% 已实现

经济，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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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财年目标和绩效（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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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和卓越运营

继续在 RBA 中保持正式会员身份

扩展季度业务审查流程，以吸纳更具战略意义的机械、零部件和 ODM 供应商

与被认为是高风险的供应商合作，以改善其 RBA 风险绩效状态

获得 100％ 符合 RMAP 标准的钽、锡、钨和金加工设施。

利用我们的 RBA 成员资格并使用 RBA 在线平台，对所有活跃的供应商进行排名，以确保他们遵守 RBA 行为准则

监测对其他争议矿物和材料的公开需求，尤其是即将颁布的欧盟法规。 实现供应商对钴的 100％ 响应率。

将俄罗斯 EAC RoHS 整合到新产品推出的流程中

依照 RBA 行为准则，进一步严格遵守隐私、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相关准则

我们硅谷总部园区的垃圾掩埋转移率达到或超过 80％

完成 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的第一阶段审核

继续遵循新总部大楼 LEED 金牌标准认证

向着新目标前进，至 2025 财年末，做到全球 65％ 的电力消耗都来自可再生能源

在美国追求零误工率

在美国，将与工伤损失保持在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根据经验修正评分小于 1 来衡量）。

招聘和留任

通过改善与非裔社区和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群体之间的联系来增加应聘者范围的多样性，并通过创造内部机会来确保员工多元化

通过与 Black in AI、Latinx in AI、Rewrite the Code、Recruit Military 和 ARCS Foundation 的合作，为技术领域的未未被充分代表
群体提供赞助支持

在 NeurIPS 上赞助 Queer in AI、WIML 和 Disabilities in AI，以及几场其他高规格大会

为新的多元化合作伙伴赞助 GPU 技术大会会费，并举办交流活动

风险和声誉

评估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成员资格

保持关键工作场所和 CSR 列表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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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cirb.com/guide-to-workers-compensation/experienc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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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单位：百万美元） 2020 财年 2019 财年 2018 财年

收入 $10,918 $11,716 $9,714

运营支出合计 $3,922 $3,367 $2,612

净收入 $2,796 $4,141 $3,047

毛利率 62.0% 61.2% 59.9%

所得税支出（福利） $174 （$245） $149

资产合计 $17,315 $13,292 $11,241

股东权益总额 $12,204 $9,342 $7,471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额 $17,315 $13,292 $11,241

研发经费 $2,829 $2,376 $1,797

收入（按地区划分）

109.1 亿美元
2020 财年 2019 财年 2018 财年

台湾地区
28%

中国
25%

亚太其他地区
25%

台湾地区 
29%

中国
24%

亚太其他地区
20%

台湾地区 
31%

中国
20%

亚太其他地区

欧洲
9%

美国
8%

其他国家
5%

欧洲
8%

美国 
13%

其他国家
6%

欧洲 
8%

美国
13%

其他国家
7%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经济效益

117.2 亿美元 97.1 亿美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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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民族 2020 财年 2019 财年 2018 财年
亚洲/印度 49.2% 50.2% 50.1%

欧裔 38.2% 38.7% 41.1%

西班牙裔/拉丁裔 3.4% 3.3% 3.3%

非裔美国人 1.1% 1.0% 1.0%

夏威夷原住民/太平洋岛民 0.3% 0.3% 0.3%

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 0.2% 0.1% 0.1%

两个或更多种族 0.9% 0.7% 0.5%

拒绝声明/未指定 6.7% 5.7% 3.6%

总计 100% 100% 100%

* 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数据仅代表美国

性别数据

2020 财年 
员工人数

男性 
80.5%

女性
18.9%

未声明
0.6% 80.9% 18.9% 0.2% 81.4% 1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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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
我们在财年结束时收集该报告的信息，所附图表中的数据点反映的是我们当时的员工/合同工数量。

有关我们采用方法的更多详情，请参见多元化与包容性部分。

种族/民族多元化快照*

2019 财年
员工人数

2018 财年 
员工人数

男性 女性 未声明 男性 女性 未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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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多元化快照

女性担任的职位 2020 财年 2019 财年 2018 财年

外部董事 18.2% 18.2% 20.0%

执行官 40.0% 40.0% 40.0%

领导者 10.5% 11.0% 8.5%

管理者 16.2% 16.5% 16.1%

技术职位 13.6% 13.7% 13.3%

全球员工 18.9% 18.9% 18.6%

新员工，全球百分比 18.8% 20.4% 19.2%

新员工，全球人数 265 501 353

不同性别的离职率
在过去几年中，男性和女性员工离职率一直处于相近水平。

性别 2020 财年 2019 财年 2018 财年 2017 财年 2016 财年 2015 财年
女性 6.9% 5.6% 5.4% 6.7% 9.4% 7.9%

男性 6.7% 5.7% 5.3% 6.3% 13.9% 8.2%

年龄数据

2020 财年
员工人数

20-30 岁 
22.0%

20-30 岁 
23.4%

20-30 岁 
23.5%

31-50 岁
63.0%

31-50 岁
62.5%

31-50 岁
62.7%

51+ 岁 
15.0%

51+ 岁 
14.1%

51+ 岁 
13.8%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2019 财年
员工人数

2018 财年
员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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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20 财年 2019 财年 2018 财年
员工 13,775 13,277 11,528

办事处 62 57 48

国家/地区 22 22 21

按类型划分的员工人数
区域 全职 兼职 合同工 实习生

美洲 7,576 10 1,363 98

亚太 2,596 0 404 64

印度 2,525 1 1,999 100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1,045 22 89 10

总计 13,742 33 3,855 272

员工类型（按级别划分）

高管 管理层 普通职员 总计

23 2,466 11,286 13,775
（0.2%） （17.9%） （81.9%）

新员工（按年龄组） 新员工（按性别） 新员工（按区域）

1,408
员工总数

1,408 1,408

20-30 岁
713（50.6%）

51+ 岁 
89（6.3%）

男性 
1,090（77.4%）

未声明
53（3.7%）

美洲
790（56.1%）

印度
229（16.3%）

31-50 岁
606（43.0%）

女性
265（18.9%）

亚太
234（16.6%）

欧洲，中东，非洲
15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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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绩效
我们会在财年结束时收集此报告的相关信息，所附图表中的数据点将在此期间反映我们的员工基数的快照。

员工资料

员工总数 员工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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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 2020 财年 2019 财年 2018 财年 2017 财年 2016 财年* 2015 财年
整体离职率 6.7% 5.6% 5.6% 6.7% 13.0% 8.7%

自愿离职率 6.5% 5.4% 5.1% 5.8% 7.2% 7.9%

* 由于一项业务的关闭，我们的离职率在 2016 财年有所增加。

环境绩效
由于四舍五入的缘故，下表中列出的数字总和可能不完全等于所示的总数，且出于相同原因，百分比可能无法准确反映
绝对数字。

有关我们的政策和目标的信息，请参见环境部分。

温室气体数据

指标

温室气体范围 1，全球总量（tCO2e）  2,817 2,675 2,370 2,571 2,419

固定式天然气  2,577 2,384 2,267 2,313 2,316

固定式蒸馏燃料油  46 54  43 78 71

汽油  80 119  44 42 16

制冷剂  114 118  16 139 16

全氟碳化合物（PFC）（圣克拉拉总部实验室操作） 0 <1 kg <1 kg 未跟踪 未跟踪 

温室气体范围 2，全球总量（tCO2e），基于市场  65,936  60,093 56,903 47,142 43,889

购买和使用的电力 65,882  59,282 56,460 46,721 43,487

购买的加热/冷却设备  54  811 443 421 402

温室气体范围 1 和 2 总排放量（tCO2e）a 68,753  62,767 59,273 49,713 46,308

每位员工的温室气体标准排放量（范围 1 和 2 总计/员工人数）  3.84 3.60 3.88 4.01 4.26

与 2014 财年相比，每位员工的温室气体标准排放量变化百分比 -15% -20% -14% -11% -6%

温室气体范围 2，全球总量（tCO2e）a, 基于位置  74,692 65,107 50,863 51,224 48,774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晋升
2020 财年，我们的员工中有 13.8% 得到晋升。在 1,907 个晋升名额中，女性占 364 个（约占公司晋升总人数 19%）。在
美国，有 570 个晋升名额给予了未被充分代表群体成员。2020 财年，女性依旧以与男性相同的比例获得晋升，分别为 
13.9% 和 13.8%。

根据 Radford 的《 2019 年第四季度劳动力趋势报告》，NVIDIA 在 2020 财年的离职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为 6.7％，而半
导体行业的平均离职率为 14％。我们的自愿离职率为 6.5％，远低于半导体行业 10％ 的平均水平。

女性员工及非裔和拉丁裔社区员工的留任率一直与同等类型其他人相同。

2020 财年 2019 财年 2018 财年 2017 财年 2016 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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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913 427,730 326,648 277,014 237,579

购买的商品和服务（间接采购）  224,687 254,071 190,734 150,741 159,976

生产资料  72,946 49,964 50,463 78,076 31,748

范围 1 和 2 中未包含的燃料和能源相关活动  27,885 24,146 21,613 20,246 19,055

上游运输和分销 b 30,380 38,352 28,590

运营中时产生的废弃物 c  752 991 405 240 839

商务旅行  31,285 51,525  31,360  25,064  23,285 

员工通勤 d 17,929 

上游租赁资产 9,329 8,681 3,483 2,647 2,676

范围 1 二氧化碳排放量（公吨） 2,698 2,551 2,349 2,427 2,398

范围 1 一氧化二氮排放量（公吨） 2 2 2 2 2

范围 1 甲烷排放量（公吨） 4 4 3 4 3

二氧化硫排放量（公吨）e 0.08 0  0.08  0.14  0.12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排放量（公吨） e 0.15 0.24  0.17  0.16  0.15 

一氧化碳排放量（公吨） e 0.26 0.31  0.25  0.44  0.41 

HCFC 制冷剂中的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排放量（公吨 
R-11e）e 

0.006 0.003 0.010 0.004

能源、废弃物和水
指标
使用的能源（全球）(MWh) 244,760 197,074 151,164 139,847 131,316

每位员工使用的能源（全球）（MWh/员工） 13.67  11.36  9.90  11.27  12.07 

购买和使用的不可再生燃料（MWh） 14,635 13,611 12,894 13,270  13,217 

购买的不可再生电力（MWh） 150,732 94,216 86,045 90,923 85,115

购买的蒸汽/加热/冷却及其他能源（不可再生）（MWh） 210 227  196  185  141 

为自用而购买或生成的可再生能源总量（MWh）f 79,184                                                                    89,020 52,029 35,470  32,844 

可再生电力占总电力的百分比f 34%                                                           49% 38% 28% 28%

室外太阳能的总发电量（MWh） 749 772 719 0 0

全球取水量（立方米） 315,599 319,713    265,030    213,625    196,309 

温室气体数据（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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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财年 2019 财年 2018 财年 2017 财年 2016 财年

未跟踪 未跟踪

未跟踪 未跟踪 未跟踪 未跟踪

温室气体范围 3（tCO2e）

微粒状物质排放量（公吨）e 0.09 0.10  0.08  0.14  0.13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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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 0 0 0 0 0

地下水 4,136 g 32,208  20,264  13,535  24,364 

直接收集和存储的雨水 0 0 0 0 0

来自其他组织的废水 31,644 47,737  13,796 0 0

市政供水系统或其他公共/私营水务设施 279,819 239,768  230,970  200,090 171,945 

循环利用的水所占百分比（内部） 0 0 0 0 0

全球耗水量（立方米） h 72,378 96,196  61,169 39,506  29,127

全球排水量（立方米） 243,221 223,517 203,860 174,119 167,182 

公司总部的废弃物总量（公吨） i 5,290 18,344 j  2,670 2,987 15,626 j

回收/用于堆肥的废弃物总量（公吨） 4,100 16,554 1,973 2,260  14,790 

垃圾填埋转移率 78% 90% 74% 76% 95%

回收的一般废弃物量 1,682 1,288  334 138 105

用于堆肥的一般废弃物量 1,116 1,008  874 799 651

回收的清洁纸量 19 29  102 145 70

回收的电池量 2  46  2 2 1

回收的有害废弃物量 2  4  0.4 1 1

回收的电子废弃物量 75 128  59  63 96 

回收的灯具量 0.3  0.2  0.5 1 1

回收的建筑/拆迁废弃物量 1,205 14,051 j  602 1,111 13,866 j

填埋的废弃物总量（公吨） 1,189  1,790  696  726  836 

填埋的一般废弃物量 945 617  474 480 349

填埋的有害废弃物量 0      0  0   0 0

填埋的建筑/拆迁废弃物量 245  1,174  223 246 487

我们已更新选定的历史值，可以反映方法的变化或数据的更改。例如，我们现在根据 WRI/WBCSD GHG 协议计算范围 2 基于市场和基于位置的排放量，并已更新前几年的
数据，以便与新方法保持一致。

2018 财年，我们开始报告范围 3 上游运输排放量。

经营中产生的废弃物的范围 3 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反映了我公司总部的废弃物。

2020 财年，我们开始报告范围 3 员工通勤排放量。

截至 2018 财年，已计算并报告了这些指标并更新了历史年份值。 消耗臭氧层物质（ODS）的排放来自氟氯烃； 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颗粒物排放来自柴油发电机。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VOC）来自柴油发电机和圣克拉拉园区实验室使用的溶剂（例如擦拭清洁）。

我们于 2018 财年开始计算全球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情况，不包括电网，但包括来自电力部门、公用事业机构和残留混合物的可再生能源。前几年的数据仅反映了来自硅谷
当地的公用事业机构的可再生资源。

2020 财年，印度浦那工厂可供使用的地下水量有所减少。

耗水量包括我们的新总部大楼中景观美化以及冷却塔中蒸发使用的水。

公司总部的废弃物数据是按日历年估算的。

作为建设硅谷新总部大楼的项目的一部分，我们积攒了大量的拆除残骸。2016 财年，88％ 的垃圾被回收利用。2019 财年，92％ 的垃圾被回收利用。

能源、废弃物和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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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损失工时的事故率（美国） 0.01 0.00 0.00 0.11 0.11

可记录的总事故率（美国） 0.25 0.00 0.17 0.19 0.19

死亡率（全球） 0 0 0 0 0

GRI 索引
2020 财年 CSR 报告应用了国际公认的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此报告是按照 GRI 标准的“核
心选项”编写的。

根据 GRI 标准，我们指出了必要的“一般性披露”的所在位置，以及每个与工作重点相关的“主题标准披露”（“材料管理方法主
题”和所选披露）。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在索引内直接回应与报告主页中的内容相关的披露或其他信息。

2020  GRI 内容索引

组织资料

102-1 组织名称 2020 10-K

102-2 活动、品牌、产品和服务 2020 10-K

关于 NVIDIA

NVIDIA 产品

102-3 总部所在地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

102-4 运营所在地 我们的运营点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印度和中国有重要业务。在 21 个国家/
地区设有办事处。

102-5 所有权和法律形式 2019 年代理须知

102-6 服务的市场 我们的运营点

2020 10-K

102-7 组织的规模 目标和绩效，经济

目标和绩效，多元化

目标和绩效，员工

NVIDIA 产品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员工健康与安全绩效
2020 财年 2019 财年 2018 财年 2017 财年 2016 财年

披露 说明 交叉参考或答复

 GRI 102：一般性披露 2016*

https://investor.nvidia.com/financial-info/sec-filings/sec-filings-details/default.aspx?FilingId=13938685
https://investor.nvidia.com/financial-info/sec-filings/sec-filings-details/default.aspx?FilingId=13938685
https://www.nvidia.com/en-us/about-nvidia/
https://www.nvidia.com/en-us/
https://www.nvidia.com/en-us/contact/
http://d18rn0p25nwr6d.cloudfront.net/CIK-0001045810/9c3103e5-0a34-43e0-ada3-7c309731dad6.pdf
https://www.nvidia.com/en-us/contact/
https://investor.nvidia.com/financial-info/sec-filings/sec-filings-details/default.aspx?FilingId=1393868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nvidia.com/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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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关于员工和其他工作人员的信息 目标和绩效，多元化 

目标和绩效，员工
NVIDIA 在全球各地聘用了许多合同制员工，他们在我们的运营
和管理职能部门担任各种角色。目前临时工占总人数（员工 + 合
同制员工）的 21.5 %。

102-9 供应链 社会、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

102-10 组织及其供应链的重大变动 无

102-11 预防原则或方法 我们不会特别应用预防原则。您可在 2019 年代理须知中找到董事
会在风险监督方面的职责描述。

2019 年代理须知

102-12 外部计划 社会，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

102-13 加入协会 社会，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

策略

102-14 高级决策者发出的声明 高管来信，首席执行官来信
高管来信，运营执行副总裁来信

道德准则与诚信

102-16 价值观、原则、标准和行为规范 治理，道德行为

102-17 关于道德准则的建议和问题的机制 治理，道德行为

治理

102-18 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

NVIDIA 有两个委员会负责制定有关经济、环境和社会主题的决
策，即高管级别委员会和员工级别委员会。NVIDIA 董事会级别的
提名及公司治理委员会负责监督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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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 说明 交叉参考或答复

 GRI 102：一般性披露 2016*（续）

http://d18rn0p25nwr6d.cloudfront.net/CIK-0001045810/9c3103e5-0a34-43e0-ada3-7c309731dad6.pdf
https://investor.nvidia.com/governance/governance-document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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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102-40 利益相关者团体名单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102-41 集体谈判协议 美国、加拿大、印度和亚太地区的员工未成立工会。巴西的员工
已成立工会，巴西员工占总人数的比例接近 1%。法国、芬兰、
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员工（占员工总数的 3.8%）均可参与工
会，但是，NVIDIA 在法律上不允许向他们询问参与情况。NVIDIA
员工中工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不超过 3.9%。NVIDIA在芬兰、
法国和意大利参与集体谈判协议。德国的员工在工作委员会中有
正式的代表，我们的法国办事处有员工代表。

102-42 确定和选择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102-43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方法 本报告未特别列明利益相关者参与。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102-44 提出的关键主题和问题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报告实践

102-45 整合财务报表中包含的实体 2020 10-K

102-46 定义报告内容和主题界限 工作重点

102-47 材料主题清单 工作重点

102-48 重述信息 没有任何重述信息。

102-49 报告中的更改 报告中没有重大更改。

102-50 报告期间 关于此报告

102-51 最近一次报告的日期 2019年6月

102-52 报告周期 关于此报告

102-53 提出报告相关问题时所用的联络点 关于此报告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披露 说明 交叉参考或答复

 GRI 102：一般性披露 2016*（续）

https://investor.nvidia.com/financial-info/sec-filings/sec-filings-details/default.aspx?FilingId=1393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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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4 根据 GRI 标准声明报告 此报告是按照 GRI 标准的“核心选项”编写的。

102-55 GRI 内容索引 GRI 索引

102-56 外部担保 环境，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

我们没有为此报告寻找外部担保。NVIDIA 的内部审计部门审核了我
们 CSR 计划的各组成部分，重点关注员工和供应链数据点。Trucost 
为我们的 CDP 报告提供有限担保，对范围 1、范围 2、以及部分范
围3的指标进行了评估，在本报告中有提及。我们的薪酬数据和同等
薪酬指标每年由 Economist, Inc. 进行评估。ESG 框架每年评估利益
相关者信息，以帮助我们指定工作重点矩阵。

* 除了GRI 303 和 403 适用于 2018 年版本的 GRI 标准，NVIDIA 的 2020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应用的是 2016 年版本的 GRI 标准；“2016 年”是指“标准”的发布
日期，而不是此报告所呈现信息的日期。 

2020 GRI 内容索引

经济

GRI 201：经济绩
效 2016

2020 10-K

2019 CDP 响应

客户
消费者
利益相关者
开发者
供应商
政府
社区

GRI 206：反竞争
行为 2016

经济、业务模式和竞争力 客户
政府
利益相关者

环境

GRI 302：能源 
2016

环境、能源

环境，产品的环境影响

客户
消费者
开发者
供应商

GRI 308: 供应商环
境评估2016

社会，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

社会，材料可用性

供应商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GRI 103: 主题和主题界限 2016*

材料主题 管理方法交叉参考 相关外部实体

披露 说明 交叉参考或答复

 GRI 102：一般性披露 2016*（续）

https://investor.nvidia.com/financial-info/sec-filings/sec-filings-details/default.aspx?FilingId=13938685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_Corporation_CDP_Climate_Change_Questionnaire_2019.pdf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documents/2020-05-15-NVIDIA-GHG-Assurance-Stat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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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GRI 401：招聘
2016

社会，人才战略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潜在员工
利益相关者

GRI 403：职业健
康和安全2018

社会，员工健康和安全 潜在员工
利益相关者

GRI 404：培训和
教育 2016

社会，员工敬业度 潜在员工

GRI 414：供应商
社会评估 2016

社会，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 客户
利益相关者
供应商

GRI 418: 客户隐私 
2016

经济，网络安全

NVIDIA 隐私政策

客户
消费者
利益相关者
政府

*除适用 2018 版 GRI 标准的 GRI 303 和 403 外，NVIDIA 的 2020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适用 2016 版 GRI标准； “2016”是指标准发布日期，而非本报告中提供
信息的日期。

2020 年 GRI 内容索引

经济

GRI 201: 经济绩效 
2016

201-1 产生和传播的直接经济价值 目标和绩效，经济

2020 10-K 

NVIDIA 基金会报告

201-2 气候变化带来的财务影响及其他
风险和机会

2019  CDP 提交

201-4 政府财务援助 我们已收到能源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
划局（DARPA）和国防部门为支持 GPU 相
关研究提供的资金。NVIDIA 的股东结构中不
包含政府成员。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材料主题 管理方法交叉参考 相关外部实体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GRI 103：主题和主题界限 2016*（续）

主题 披露 说明 交叉参考、遗漏和解释

GRI 200-400 主题特定披露 2016*

https://www.nvidia.com/en-us/about-nvidia/privacy-policy/
https://investor.nvidia.com/financial-info/sec-filings/sec-filings-details/default.aspx?FilingId=13938685
https://www.nvidia.com/en-us/foundation/reports/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_Corporation_CDP_Climate_Change_Questionnaire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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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206：反竞
争行为 2016

206-1 针对反竞争行为、反托拉斯和反
垄断做法的法律行动

2020 财年，我们未针对反竞争行为、反托拉
斯和反垄断做法采取任何法律行动。

环境

GRI 302：能源 
2016

302-1 组织内的能源消耗 目标和绩效，环境

302-3 能源消耗强度 目标和绩效，环境

302-4 降低能源消耗 我们在 2020 财年实施的能源消耗计划预计每年
可节省4,673 千兆焦耳的电力。这些预测是通过
工程估算得来的。计划包括升级到高效率照
明、HVAC 和控制系统；安装高效率的混合制冷
机并进行数据中心设备优化，以提高效率。

302-5 降低产品和服务的
能源需求

环境，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GRI 303: 水资源和
污水 2018**

303-3 取水量 目标和绩效，环境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主题 披露 说明 交叉参考、遗漏和解释

GRI 200-400 主题特定披露 2016*（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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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305：排放 
2016**

305-1 范围 1 GHG 排放 目标和绩效，环境

305-2 范围 2 GHG 排放 目标和绩效，环境

305-3 范围 3 GHG 排放 目标和绩效，环境

305-4 GHG 排放强度 我们的 GHG 排放强度比率为 3.84，而在基准
年份 2014 财年，这一比率为 4.52。计算该比
率时所选的指标是我们在 2020 财年全球的员
工和合同制员工总数为 17,902人。范围 1 和范
围 2 (68,753 CO2e) 均包含在强度比率中。

305-5 减少 GHG 排放量 环境、温室气体和气候变化

目标和绩效，环境

305-6 ODS 排放量 目标和绩效，环境

305-7 NOX、SOX 和其他重要的
气体排放量

目标和绩效，环境

GRI 306：废水和
废弃物 2016**

306-2 废弃物（按类型和处置方法划分） 目标和绩效，环境

GRI 307：环境合
规性 2016**

307-1 不遵守环境法律和法规 到目前为止，我们未因环境监管合规事宜而招
致重大开支。

GRI 308：供应商
环境评估 2016

308-1 使用环境条件筛选出的新供应商 2016 年，我们实施了新供应商流程，包括针
对环境和社会指标筛选供应商。2020 财年，
对 100% 的新供应商进行了筛选。

社会，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主题 披露 说明 交叉参考、遗漏和解释

GRI 200-400 主题特定披露 2016*（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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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GRI 401：招聘 
2016

401-1 新员工招聘和员工离职 目标和绩效，多元化

401-2 不向临时/兼职员工提供全职福利 我们为员工提供完善的福利（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NVIDIA 福利）。常规全职或在正
常工作安排下每周工作 20 小时以上或每年工
作 5 个月以上的美国员工可以注册参加 
NVIDIA 的健康与福利计划。每周工作时间低
于 20 个小时的兼职员工不能参加该计划。

社会，人才战略

NVIDIA  福利

GRI 403：职业健
康与安全 2018

403-1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 社会，员工健康和安全

403-9 工伤 社会，员工健康和安全

目标和绩效，员工健康和安全

GRI 404：培训和
教育 2016

404-2 员工技能提升计划和转岗帮助
计划

转岗支持可通过“员工帮助计划”（由 COBRA.
提供）实施。在某些情况下，NVIDIA 可能会
提供新职介绍服务。NVIDIA 的学习和发展组
织可提供技能培养和终身学习机会

社会，人才战略

404-3 接受定期绩效评估和职业发展评
估的员工所占百分比

全体员工都会接受定期绩效评估和职业发展评估

GRI 405：多元化和
机会均等 2016**

405-1 监管机构和员工的多元化 目标和绩效，多元化 

目标和绩效，员工

我们的董事会性别/种族多元化指数为 25%。
NEO 性别多元化指数为 40%，NEO 性别、
种族和民族多元化指数为 80%。

主题 披露 说明 交叉参考、遗漏和解释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目标和绩效，员工

GRI 200-400 主题特定披露 2016*（续）

https://www.nvidia.com/en-us/about-nvidia/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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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07: 结社自由
和集体谈判 2016**

407-1 可能无法实现结社自由和集
体谈判权利的公司和供应商

我们会要求供应商每年提交 RBA 自我评估问
卷，他们需要在问卷中对结社自由和集体谈
判相关的信息进行自我报告。我们会通过 
RBA 经验证的审计流程协议针对关键 1 级供
应商验证这方面的问题。

社会，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

NVIDIA 行为准则

企业责任指令

RBA 行为准则

GRI 408: 童工 
2016** 

408-1 极有可能会发生聘用童工事件
的公司和供应商

我们会要求供应商每年提交 RBA 自我评估问
卷，他们需要在问卷中对童工相关信息进行自
我报告。我们会通过 RBA 经验证的审计流程
协议针对关键 1 级供应商验证这方面的问题。

社会，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

NVIDIA 行为准则

RBA 行为准则

GRI 409：强制或
强迫劳动 2016**

409-1 极有可能会发生强制或强迫劳
动事件的公司和供应商

我们会要求供应商每年提交 RBA 自我评估问
卷，他们需要在问卷中对强制或强迫劳动相关
信息进行自我报告。我们会通过 RBA 经验证
的审计流程协议针对关键 1 级供应商验证这方
面的问题。

社会，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

打击贩卖人口政策

RBA    行为准则

GRI 414：供应商
社会评估 2016

414-1 使用社会条件筛选出的新供应商 2016 年，我们实施了新供应商流程，包括针
对环境和社会指标筛选供应商。2020 财年，
对 100% 的新供应商进行了筛选。

社会，供应链管理和产品质量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主题 披露 说明 交叉参考、遗漏和解释

GRI 200-400 主题特定披露 2016*（续）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about-us/documents/NVIDIA-Code-of-Conduct-external.pdf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about-us/documents/nvidia-corporate-responsibility-directive.pdf
http://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code-of-conduct/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about-us/documents/NVIDIA-Code-of-Conduct-external.pdf
http://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code-of-conduct/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about-us/documents/nvidia-combatting-trafficking-in-persons-policy-jan5-2016.pdf
http://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code-of-conduct/


81

GRI 417：营销和
贴标2016**

417-2 产品和服务信息及贴标不
合规事件

我们会考虑公司的 SEC 提交资料中披露的重大
不合规事件。2020 财年没有发生此类事件。

GRI 418：客户隐
私 2016

418-1 已被证实的关于客户隐私泄露和
客户数据丢失的投诉

我们会考虑公司的 SEC 提交资料中披露的已被
证实的重大投诉事件。2020 财年没有此类已
被证实的投诉事件。

GRI 419：社会经
济合规性 2016**

419-1 不遵守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法律
和法规

我们会考虑需要在公司的 SEC 提交资料中披
露的重大罚款事件。2020 财年，我们未因不遵
守法律和法规而支付巨额罚款。

*除适用 2018 版 GRI 标准的 GRI 303 和 403 外，NVIDIA 的 2020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适用 2016 版 GRI 标准； “2016”是指标准发布日期，而非本报告中提
供信息的日期。
**我们报告了与实质性主题无关的其他披露。

SASB 索引
这是我们对半导体行业技术和通信领域的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做出的首次回应。

由于我们是一家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SASB 不要求我们提供供应商的能源、水和废弃物的直接指标，因为这样会妨
碍与具备制造设施的供应商进行比较。我们监控供应商的环境足迹，并通过供应商管理流程与其进行合作，包括目标
设定及其可采取的可减少环境影响的活动。我们计算了所有硅制造商和系统合同制造商的碳、水和废弃物数据下，以
确定每产品和每项财务支出的碳排放量和水资源消耗量。

主题 准则 指标 计量单位 响应/位置

温室气体排放 TC-SC-110a.1 范围 1 温室气体总排放量 公吨（t）CO2-e 环境绩效

全氟化碳总排放量 公吨（t）CO2-e 环境绩效

TC-SC-110a.2 探讨范围 1 排放管理的长期和短
期战略或规划、减排目标，并根
据这些目标进行的绩效分析

N/A 2019  CDP  响应 第 35-48 页

主题 披露 说明 交叉参考、遗漏和解释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GRI 200-400 主题特定披露 2016*（续）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_Corporation_CDP_Climate_Change_Questionnaire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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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能源管理 TC-SC-130a.1 消耗的总能量 千兆焦耳（GJ） NVIDIA 是一家无晶圆厂半导
体公司，无自有制造设施。有
关如何与供应商合作以跟踪能
源、废弃物和水资源的探讨，
请参见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
化部分。

电网供电能源消耗占比

可再生能源消耗占比

水资源管理 TC-SC-140a.1 总取水量

千立方米（m³）

NVIDIA 是一家无晶圆厂半导
体公司，无自有制造设施。有
关如何与供应商合作以跟踪能
源、废弃物和水资源的探讨，
请参见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
化部分。

总耗水量

在基准水压力高或过高区域总
取水量占比

在基准水压力高或过高区域总耗
水量占比

水资源管理 TC-SC-150a.1 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有害废弃
物排放量

公吨（t） NVIDIA 是一家无晶圆厂半导
体公司，无自有制造设施。有
关如何与供应商合作以跟踪能
源、废弃物和水资源的探讨，
请参见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
化部分。

生产制造过程中排放的有害废弃
物中可回收物占比

实体应披露用于定义危险废弃物
和再生危险废弃物的法律或法规
框架、以及根据每个适用框架定
义的废弃物排放量

N/A

SASB 索引（续）

主题 准则 指标 计量单位 响应/位置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千立方米（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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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健康与安全 TC-SC-320a.1 讨论对评估、监控和减少员工
遭受人体健康危害所付出的努力

N/A NVIDIA 是一家无晶圆厂半导体
公司。 我们作为责任商业联
盟成员，管理供应链中员工的
健康和安全。 我们遵守 RBA 
行为准则，并要求供应商每两
年完成一次自我评估并参加审
核。更多相关信息，请参见供
应链部分；有关如何在整体企
业园区中管理 EHS 的信息，
请参见员工健康和安全部分。

TC-SC-320a.2 因损害员工健康和安全而提起的
法律诉讼造成的损失总金额

报告货币

实体应简要描述金额损失的性
质、背景、以及采取的任何纠正
措施

N/A

全球熟练劳动力
的招聘和管理

TC-SC-330a.1 外籍员工占比 百分比（%） 外籍员工占比未透露

外派员工占比 员工绩效

披露应包括对招聘外籍员工
和/或外派员工的潜在风险的
描述，以及应对这些风险的
管理方法

N/A 2020 10-K,  第16页

SASB 索引（续）

主题 准则 指标 计量单位 响应/位置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百分比（%）

https://investor.nvidia.com/financial-info/sec-filings/sec-filings-details/default.aspx?FilingId=1393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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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TC-SC-410a.1 包含 IEC 62474 可申报物质的
产品占收入百分比

百分比 (%) 约 42％ 的产品包含 IEC 62474 
可申报物质。

披露内容应包括对减少这些物质
使用量所作努力的讨论

N/A NVIDIA 正在与 Digital 
Europe 和欧盟委员会合作
研发可行的替代方案。

TC-SC-410a.2 服务器的系统级处理器能效 因产品类别而异 服务器的处理器能效未报告。

台式机的系统级处理器能效 因产品类别而异 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笔记本电脑的系统级处理器能效 因产品类别而异

披露内容应包括所有产品类别中
（即服务器、台式机、笔记本电
脑、工作站、上网本、平板电
脑、移动电话和存储设备的应
用）中针对能效的全新及新兴使
用模式设计所作努力的讨论。

N/A 2019 CDP 响应 C2.4a, 第 20-21 页

物料采购 TC-SC-440a.1 针对关键材料使用的相关风险
管理的描述

N/A NVIDIA 主要关注与公认 “争议矿
物”相关的风险，其中包括钽、钨
和钴。

材料可用性

2019 Form SD

知识产权保护与
竞争行为

TC-SC-520a.1 反竞争行为法规相关法律诉讼所
造成的总损失金额

报告货币 2020 财年，未发生针对反竞争
行为、反托拉斯或垄断行为的法
律诉讼。

实体应简要描述金额损失的性
质、背景、以及采取的任何纠正
措施

N/A N/A

SASB 索引（续）

主题 准则 指标 计量单位 响应/位置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_Corporation_CDP_Climate_Change_Questionnaire_2019.pdf
https://sec.report/Document/0001045810-19-0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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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项目 推荐披露 说明 NVIDIA 参考

治理 a.董事会监督

b.管理层的角色

描述董事会对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的监督情况。

描述管理层在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
评估和管理中的作用。

2019 CDP 气候变化响应：
C1. 治理 - C1.1 第 4 页

2019 CDP 气候变化响应：
C1. 治理 - C1.2 第 5-8 页

战略 a. 风险与机遇

b. 对组织的影响

c. 战略的弹性

描述机构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发现的气候
相关风险和机遇。

描述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组织的业务、战
略和财务规划的影响。

描述包括全球升温2摄氏度在内的不同情景对
组织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潜在影响。

2019 CDP 气候变化响应：
C2. 风险和机遇 - C2.2c 第 
10-13 页

2019 CDP 气候变化响应：
C2. 风险和机遇 - C2.3a 第 
14-30 页

在发布此报告时，我们尚未
完成情境分析，但计划在 
2021 财年完成一项情境分
析。

风险管理 a. 风险评估流程

b. 风险管理流程

c. 整合进整体风险管理

描述机构识别和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

描述机构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

描述如何将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的流程整合到组织的整体风险管理中。

2019 CDP 气候变化响应：
C2.2b 风险和机遇- C2.2b 
第 9 页

2019 CDP 气候变化响应：
C2. 风险和机遇 - C2.2d 第 
13-14 页

2019 CDP  气候变化响应: 
C2. 风险和机遇 - C2.6 第 
29-30 页

指标和目标 披露机构根据其战略和风险管理流程评
估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指标。

披露范围 1、范围 2以及（如果适用）范
围 3 温室气体（GHG）排放以及相关风
险。

描述机构根据目标进行气候相关风险、
机遇和绩效管理的目标。

2019 CDP 气候变化响应：
C5. 排放方法 - C5.1 第 
40-41 页

2019 CDP  气候变化响应：
C6. 排放数据 - C6.1 第 
41-59 页

2019 CDP 气候变化响应：
C4. 目标和绩效 - C4.1b 第 
33-34 页

NVIDIA 2020 CSR 报告 目标和绩效

TCFD 索引
这是我们首次对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回应。截至 2020 年 6 月，我们目前还不是 TCFD 的成员，但公司将在 
2021 财年对会员资格进行评估。

a. 气候相关指标

b. 范围 1、2、3 温室气
体排放量

c. 气候相关目标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_Corporation_CDP_Climate_Change_Questionnaire_2019.pdf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_Corporation_CDP_Climate_Change_Questionnaire_2019.pdf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_Corporation_CDP_Climate_Change_Questionnaire_2019.pdf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_Corporation_CDP_Climate_Change_Questionnaire_2019.pdf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_Corporation_CDP_Climate_Change_Questionnaire_2019.pdf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_Corporation_CDP_Climate_Change_Questionnaire_2019.pdf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_Corporation_CDP_Climate_Change_Questionnaire_2019.pdf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csr/NVIDIA_Corporation_CDP_Climate_Change_Questionnaire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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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报告
NVIDIA 2020 财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涵盖截至 
2020 年 1 月 26 日的财政年度的经济、社会
和环境绩效。

此报告是按照 GRI 标准的“核心选项”编写
的。自 2010 年以来，我们一直通过 GRI 进行
公开报告。今年我们将通过可持续发展会计
准则委员会和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组进行
披露。我们将持续确保社会影响活动与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

以前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2019财年
2018财年
2017财年
2016财年

我们根据管理者之间的对话及与多位利益
相关者的沟通确定了此报告的内容。在报
告期间，此报告中适用的范围、界限或衡
量方法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分发此报告
我们通过以下途径分发报告:

> 进行有针对性的员工沟通，
包括与高管沟通

> 分发给利益相关者以及我们
与之建立关系的组织

> 个别分发给全年都提出查询
请求的利益相关者群体

> 我们的社交媒体渠道，覆盖
人数达 2600 万人

欢迎您对此报告和我们的绩效提供
反馈意见。请将意见和建议发送至
globalcitizenship@nvidia.com或者
邮寄到：

NVIDIA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2530 
Zanker Rd. 
San Jose, CA 95131

截至 2020 年 6 月 10 日左右（除非此报告使
用了其他日期），此报告中包含的信息准确
无误。这些信息可能会发生变化，NVIDIA 
不一定会披露此类更改。在后续报告或提交
资料中，NVIDIA 可能会更新、修改、补充
这些信息或以其他方式进行修改。

此报告包含或通过引用方式涵盖的某些声
明（历史事实的声明或描述除外）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内容：我们的发展；我们的市
场机会；我们的产品和技术的性能、影响
和优势；我们的战略；我们的工作重点、
宗旨和目标；市场趋势；未来预测；以及
其他预测和估计。这些声明均为前瞻性声
明且基于我们当前的期望、评估和对我们
所在行业的预测，以及我们管理层的信念
和假设。我们特此提醒读者，这些声明仅
仅是预测，并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实际
情况可能会存在重大差异，而且有可能是
完全相反的。

我们 Form 10-K 格式的年度报告，Form 
10-Q 格式的后续季度报告，Form 8-K 格
式的当前报告，以及向证券交易委员会递
交的其他资料讨论了一些可能会使预测和
结果出现差异的重要风险因素，这可能会
对我们的业务、业务结果和财务状况产生
影响。除非法律要求，否则 NVIDIA 不对
修改或更新任何前瞻性声明承担任何责
任。

©2020 NVIDIA Corporation. 保留所有权利。
NVIDIA 和 NVIDIA 徽标均为 NVIDIA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地区的注册商标。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documents/FY2019-NVIDIA-CSR-Social-Responsibility.pdf
https://www.nvidia.com/content/dam/en-zz/Solutions/documents/FY2018-NVIDIA-CSR-Social-Responsibility.pdf
http://images.nvidia.com/content/crr/2017/sustainability/pdf/2017-NVIDIA-Sustainability-Report-Final.pdf
http://images.nvidia.com/content/crr/2016/sustainability-report/pdf/nvidia-2016-sustainabilityreport-final-v2.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sasb.org/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menu=1300
mailto: globalcitizenship@nvidia.com
https://www.fsb-tcf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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