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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首席执行官的一封信
我很高兴能够发布Pure首份ESG报告。那些与Pure Storage合作过或曾经任职Pure 
Storage的行业同仁，一定都会认可报告内的衡量基准与承诺目标，因为这就是我们一直
以来的经营理念，我们每一天都怀抱坚定的价值观在工作。这份报告旨在传达我们成就的
丰硕成果，更要向社会大众表明我们所承诺的企业责任，不只是为客户、合作伙伴或员工
努力，而是触及每一个人。

Pure审慎评估技术、运营、人资等重大议题后，得出了一个清晰的结论：Pure持续致力于
环境可持续发展，减少全球数据中心的碳排放，我们的不懈努力正在对当今世界产生重大
而直接的影响。Pure产品大幅降低了对电力、空间占用和散热的要求，其产生的废弃物
相较既有解决方案与其他同类竞品要少，因而有利于改善客户的环境足迹。

Pure的愿景是为创新者赋能，共同运用数据力量，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达成愿景，
我们的长期策略是提供常青且易用的数据平台，确保人人皆可将数据转化为有用信息和自
身优势。希望我们的报告可助力客户减少碳足迹，同时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我本人尤
其以Pure的影响力为傲，Pure一直全心帮助全球各地对抗气候变迁、降低污染，营造平等公
正的环境，并通过数据的优化使用，帮助大小企业释放自身潜能。

在深感自豪的同时，Pure仍会持续努力，期望未来更进一步发挥正向影响力。我们相信，
稳健经营、专注于改进所有ESG的重大措施，将有助于我们永葆竞争优势，在创造价值的
同时，将对环境的危害降至最低，正如Pure标志性的活力橘色，真正践行环保主张，守护
自然的盎然生机。

未来我期望继续携手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精进我们的各方面工作。

顺颂商祺，

查尔斯·吉恩卡罗(Charles Giancarlo)，

Pure Storage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下列几项报告重点，简明扼要地呈现出 
我们的承诺与付出： 

Pure技术 
相较全闪存系统同类竞品，直接碳排放量减少多达80%
Pure持续强化专为闪存打造的软件效能。我们的DirectFlasho®专利

技术以及Evergreen™和Pure-as-a-Service™订阅模式，将为客户

提供更可靠的产品、更持久的服务生命周期、更低的电力需求， 

从此帮助我们的客户改善财务与环保的可持续性。 

此外，Pure承诺在2030财年之前将每PB存储的 

直接碳排放量减少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Pure运营
在2020到2030财年期间，基于市场机制，将每位员工1

类和2类温室气体(GHG)排放量减少50%；到2040财年，

基于市场机制，实现1类和2类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

Pure人才
2022年Pure首次参与人权战线(HumanRights 

Campaign)最佳职场企业平等指标评分， 

斩获95高分（总分100）。
Pure Storage的工作环境多元化且富有包容性。我们的领导团队今年

将会发布包容性领导指数，旨在衡量工作流程并分享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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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Pure Storage 
Pure Storage是数据储存管理领域的全球先锋品牌，以重新定义存储
体验为使命宗旨，致力于简化数据使用与数据互动方式，同时专注于
正向引导客户、合作伙伴与员工。Pure凭借多样化的产品组合与服务，
赋能客户打造现代化基础架构、运营模式与应用程序，真正助力企业
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

Pure业务遍布39个国家/地区、拥有逾4,000名员工，每天都在践行
公司的五大核心价值：客户优先、坚持不懈、创造力、团队合作和个人
责任感。

客户优先

个人责任感

团队合作

创造力

Pure五大核心价值观

坚持不懈

欲详细了解Pure运营与商业架构，请参阅2021财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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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亿 10,000+ 85.2

>52%连续8年 $849亿

2022财年收益 客户

全球客户数129%年增长率

财富500强企业1 31%年增长率

净推荐值高居
B2B企业前1%

荣获Gartner 
魔力象限领导品牌

满意度

财富500强客户领导力
2022财年第4季度 
订阅服务收益(ARR)2

1：截止2022财年第4季度末
2：订阅年度经常性收益(ARR)是在季度末最后一天计算当前订阅合约

（包括Evergreen项目）总值的关键业务指标之一， 
外加本季按需扩增订阅的额外收益（乘以4）。

Pure Storage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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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产品与服务
为了减缓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冲击，构建可持续的技术基础设施势在必行。我们在设计
和制造产品及提供服务过程中，特别注重支持客户大幅降低自身的碳排放量，以先锋行动
践行环保承诺。

爆炸性增长的数据量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导致IT人员疲于处理不断上涨的数据储存容量需求，
同时还要管控成本，进而忽视了给环境减负的重要性。面对容量需求激增的趋势，数据存储
业界却仍以数十年如一日的旧式磁盘存储技术来建造系统，结果导致用电效率不足、产生
大量电子垃圾等负面影响。相较而言，Pure摆脱了传统平台势必会带来的效能减损，我们的
产品从设计之初就开始注重全面打造产品的高效能。

碳排放
相较全闪存系统同类竞
品，Pure Storage赋
能企业用户将数据存储
系统的直接碳排放量最
高减少80%。对比磁盘
产品，Pure Storage的
优势显而易见。

80%
大幅减少直接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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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实现优质效益

Pure结合顶尖技术、设计思维与专注提供客户最佳成果的精神，凭借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实现环保效益。
我们的核心技术整合软硬件架构，不仅储存密度、耐用度、效能无可比拟，更可持续优化，推动未来效能的
提升。我们相信，唯有将软硬件紧密整合，才能创造优质效益。

Pure成为储存数据管理界首选的最佳可持续产品，主要依托于我们开发出的关键技术，以及实施的卓越
设计决策：

•	 Pure DirectFlash®技术利用闪存实现无与伦比的储存密度与效能，相较SSD能够节省大量能耗

•	 Pure专为闪存打造的软件效能，结合DirectFlash技术打造更可靠的产品、更持久的服务寿命，可靠性
平均优于SSD的三倍；大幅减少电子垃圾。

•	 Pure始终在线的数据缩减功能进一步强化储存效能，在减少能耗的同时，性能不打折扣。竞品的储存
数据减量功能则往往以牺牲性能为代价，相较之下，Pure客户能够受益于自行打造的卓越储存系统，不仅
实现完整效能，还能做到碳减排。

•	 Pure所秉持的理念格外注重优质效能与易用性，让客户可以整合IT工作环境，做到总体碳减排，并推动
更高效的产品应用与资源重复利用。

•	 Pure独特的Evergreen™架构意味着我们的产品永不过时，不像传统系统必须进行大规模汰换。我们的
架构支持阵列的无中断升级，让客户持续享受最新软硬件技术带来的便利，并减少不必要的产品汰换与
相关电子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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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命周期分析

2021年，我们针对FlashArray™系列产品开始进行首次产品组合生命周期评估(LCA)1。
Pure在此次LCA中咨询了外部环保顾问商，评估FlashArray//X70产品与其他全闪存阵
列同类竞品的对比表现，并以相同方式进一步评估公司内部其他FlashArray系列，包括

FlashArray//C和FlashArray//XL。我们计划在2022年将FlashBlade及其他产品系列
纳入分析评估。

Pure FlashArray//C60：相较于混合阵列同类竞品， 
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与能耗，降幅高达75%。

FlashArray//X70：相较于全快闪阵列同类竞品， 
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与能耗，降幅超过84%。

FlashArray//XL170：相较于全快闪阵列同类竞品， 
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与能耗，降幅超过80%。

1 分析内容会进一步探讨生产、运输及产品生命遇期结束的
温室气体排放，LCA均经第三方严格审核。

2 在额定功率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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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成降低3类排放的目标，Pure致力于进一步减少

固态产品碳排放，期望实现每PB 66%。
大多数Pure客户都拥有不止一个存储阵列， 
因此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影响更大

每阵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

1 基于美国环保局的计算标准
2 抵消碳排的造氧量

132,634 5,938
行驶里程 汽油（加仑）

22,466公升平均小客车里程数

873 84.7%
植树（棵）

每年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生长10年2

PURE FLASHARRAY//X

全闪存阵列竞品同类竞品排放量 
每年62,290公斤的二氧化碳。

Pure FlashArray//X70排放量 
每年9,515公斤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减少量： 
Pure VS竞品

相比下，Pure每年可减少排放 
52,775公斤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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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green™存储系统优势

Pure Evergreen Storage架构能大幅减少碳排放，并灵活满足
客户升级或扩展存储的需求。我们持续改善技术，无缝提供最新软
硬件组件，更进一步拓展产品的可持续性，更棒的是，我们可以通
过Evergreen订阅服务实现这一切。简言之，Evergreen充分利用
Pure模块化升级架构，为本地部署的储存设备带来云端运行模式
的各种优势。

Evergreen为客户实现两大关键环境效益：

1.	 减少能源浪费：凭借Evergreen无中断升级，客户能够就地进行替代式升级，
相较之下，一般的数据迁移流程往往需用上数月乃至数年，期间还需并行运转
新旧阵列，重复浪费能源。

2.	 减少电子垃圾：渐进式升级阵列组件，再也不必像传统做法那样每次升级要替
换（和淘汰）现有的一整套系统。Pure专利级DirectFlash模块使用寿命更长，
搭配Evergreen订阅模式进行渐进式升级，可大幅减少电子垃圾的生成。

Evergreen Storage 
订阅模式实现创新

更完整的即服务模式

97%
六年前采购的 

Pure阵列至今 

仍在使用1

业务优化
•	 持续创新

•	 无中断升级 

•	 统一定价的Evergreen订阅

•	 减少碳足迹

•	 阵列和工作负载优化

•	 预测性主动式支持

1 根据公司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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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 as-a-Service™ 

Pure as-a-Service™拓展了Evergreen架构和订阅
模式，为客户呈上更加灵活、优化且高效的容量与
效能服务级别协议(SLA)。

Pure as-a-Service不仅具备Evergreen订阅模式的优势，还能赋
能企业：

1.	 充分利用设备，减少资源浪费：仅在必要时进行容量的缩放，
依据特定SLA标准，对设备容量进行合理选型，减少设备利用
不足的现象。Pure as-a-Service支持我们灵活服务于客户的
实际需求，随资源使用需求的增长而扩充设备容量，杜绝浪费。

2.	 重新利用和部署设备，对设备进行现代化改造，进一步延长
服务寿命：Pure会依业主情况对旧有设备进行现代化并加以
重新利用，以延长实体设备的服务寿命，大幅减少垃圾的生成。

“Pure FlashArray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高性能存储系统，

让我们能够为客户呈上完美无暇的流畅数字体验。 

不仅如此，有了Evergreen，我们可以 

继续拓展数字化服务，再也不必担心要投入 

高昂的成本或面临业务中断的风险了。”

+50%
提升控制器的资源利用率 -  

在投入使用的首年之内， 

Pure as-a-Service阵列 

相较传统购置模式即可

提升50%利用率。

28,000磅
将储存设备整合至既有机架和/或在 

同一机箱内替换全新控制器， 

便可缩减装置的占用空间， 

估计每年平均可减少 

28,000磅电子垃圾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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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护与安全性
为了维系客户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对我们的深厚信任，构建安全处理和管理数据的
能力至关重要。我们致力于开发能够防御数据遗失、毁损等安全性威胁的产品。

Pure设计的产品与服务相当地安全可靠，我们的储存设备能够执行主动式数据
保护，并可协助客户迅速从数据攻击事故中恢复。

Pure打造的现代化数据保护与解决方案组合，提供备份
和复原所需的重要功能，轻松保障数据安全，化繁为简： 

•	 双活集群，保障极致性能和始终在线的数据可访问性

•	 始终在线的数据加密

•	 高速数据迁移技术，确保在遇到故障或勒索软件攻击
时快速恢复受保护的数据

•	 不可篡改的快照，保护数据免受勒索软件的威胁

•	 预测性分析，在数据储存问题发生前及早预防，防患
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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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信任感

Pure负责资料安全与隐私的主要人员包括首席数字化抓进行官(CDTO)、
首席信息安全官(CISO)、网络安全工程副总裁，他们会定期与首席执行
官开会讨论Pure数据安全计划和新兴趋势。除了高管监督之外，Pure也
会定期进行渗透测试，并为产品和系统执行突发事件管理的沙盘推演，产
品团队则专注于漏洞管理及安全计划等事务。

数据安全和隐私要点
•	 Pure每半年对全体员工进行一次数据安全和隐私协议的培训。

•	 我们刚刚完成2022年首次SOC 2审核认证，并计划取得
ISO27001认证（信息安全管理国际标准），以期进一步加强数据
隐私与安全计划。

•	 2021年，我们与软件安全教育训练商Secure Code Warrior
合作，建立游戏化培训项目，提供额外培训，指导工程师为Pure
产品与服务编写高质量的安全码。

“我们不再称它为备份了。我们称它为数据保护。

我们在公司的生产系统中启用了Pure Storage。

它带给我们的绝不止是备份和恢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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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化供应链
Pure长久以来一直是供应链运营的尖端技术专家，凭借跨区跨洲的多点运营与制造，
建立起稳健可靠的供应链策略。我们的供应链强项在于独树一帜的弹性、适应力与响
应能力。我们与全球供应商合作打造了优质的供应链，可灵活应对各种实践挑战，同时
确保我们的工作方式符合道德和环保规范。

此外，Pure供应链2021年也导入一系列产品包装的焕新设计，以减少浪费，促进资源回
收和重复利用，让我们的客户从中受益，也为环保尽一份力。

“在供应链领域，ESG不只是个流行语
而已。对Pure来说，ESG是促进效能提升
的一大关键，同时又能优先践行环保主张。
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设计出高响应性、多
样化且以产品组合为基础的供应链，业务
足迹遍及全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机
会快速增长，灵活处理飙升的业务需求。” 

MIKE FITZGERALD，PURE STORAGE运营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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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的承诺

为打造合乎道德规范的供应链，我们计划于2022年面向所有非制造业供应商推行“采购行为准则”。“购买
行为准则”的内容与制造业供应商所适用的“供应商行为准则”相类似。“供应商行为准则”参照“负责任
商业联盟(RBA)行为准则”，随附在我们的主服务协议内容之中。

我们承诺为客户提供合乎人权的产品，不采用源自冲突区域的矿物原料。我们始终尽责查证，确保我们
的供应链内制造产品使用的黄金、钽、锡和钨原料皆不是直接或间接出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地区。
Pure产品皆不会标示内含冲突区域矿物的字样，并且我们会持续监控供应链，以信守承诺，做到合规。更多
详细信息，请查看我们的冲突区域矿物政策和反奴役与人口贩卖声明页面。

Pure所有签约制造商皆遵循RBA行为准则。我们还会追踪合作伙伴的ISO认证状况，确保所有关键合作伙伴
与供应商均至少持有一项ISO认证。随着Pure不断深化ESG工作，我们期许2022年能够收集更多供应链及
合作伙伴的相关信息。

“负责任商业联盟行为准则”包含：

•	 劳工标准

•	 健康和安全标准

•	 环境标准

•	 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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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
http://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
https://www.purestorage.com/content/dam/pdf/en/legal/policy-on-conflict-minerals.pdf
https://www.flashstack.com/content/dam/purestorage/pdf/legal/slavery-human-trafficking-statement.pdf


我们的运营
2021年ESG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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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温室气体排放
2021年，Pu re开始自行检测温室气体排放量。Pu re采用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
(Greenhouse Gas Protocol)的计量方法，自行检测全球产品组合与供应链的1类、2类
及3类排放量，测量范围包括建筑、数据中心、托管服务、合约制造、运输配送、商务差旅、 
员工通勤、售出产品使用和售出产品生命周期终止的处理。我们在盘点温室气体清单时，
会考虑Pure的预期增长及可能的发展机会，以持续改善数据收集与治理。Pure排放的温室
气体包括源自电力和燃料使用的CO2、CH4、N20等气体，以及建筑体内使用冷媒所排放的
氢氟碳化物(HFC)。 0

到2040财年，基于市场机制， 

实现1类和2类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

净零排放

50%
在2020到2030财年期间，基于市场机制， 

将每位员工1类和2类温室气体(GHG) 

排放量减少50%

Pure已完成首份温室气体清单， 
我们以下列目标承诺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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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 Storage 2020财年温室气体和3类排放

除了温室气体碳排分析之外，去年我们也实施了多项环保可持续计划。

•	 Pure超过60%的数据中心向环保认证供应商处购买能源，即使必须增加成本，仍以环保为
优先考量。我们专注于可再生能源采购策略，持续增加购买再生能源的比例。

•	 我们在整条供应链上与制造商达成无间合作，设计出精简高效的流程。Pure善用立面空间，
在减少碳足迹的同时，不以牺牲品质为代价。

•	 新办公室选址流程必须考虑可持续标准。我们选用的可持续标准包括：美国LEED认证、可再
生能源使用、LED照明、节约用水基础设施、高效平面图设计、邻近公共交通运输、可利用资
源回收措施，以及可持续物料使用。

查看Pure的GRI指数

查看Pure的SASB指数

 1类

 2类（以地理位置为准）

 3类

 售出产品使用* 

 已购物资和服务

 燃料和能源相关活动

 商务差旅

 资本物资

 上游运输配送

 员工通勤 

 售出产品生命周期终止的处理

* 欲了解Pure的优势竞争力分析，请参阅“Pure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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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sgbc.org/LEED
https://www.purestorage.com/docs.html?item=/type/pdf/subtype/doc/path/content/dam/pdf/en/misc/esg/2021-esg-pure-report-gri.pdf
https://www.purestorage.com/docs.html?item=/type/pdf/subtype/doc/path/content/dam/pdf/en/misc/esg/2021-esg-pure-report-sasb.pdf


公司治理与道德规范

业务道德实践涉及约束Pure员工、业务合作伙伴（包括签约商与供应商）
行为的组织标准、守则、价值观与规范。Pure业务道德实践管理以职业
道德、诚信和相互尊重作为基本出发点。

有关Pure公司治理做法的完整详情：

查看Pure运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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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urestorage.com/docs.html?item=/type/pdf/subtype/doc/path/content/dam/pdf/en/misc/esg/2021-esg-pure-report-operations.pdf


我们的人才
2021年ESG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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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持续创新的能力源于精英人才与团队的招聘、发展与留存。Pure在各项工作中
贯彻多元、平等、包容的原则。在我们看来，多元、平等、包容(DEI)并非各自孤立的
业务标准，而是一切工作成功的框架之本。

吸引精英人才的磁铁效应 ― Pure人才策略：

•	 通过一系列人才招聘、留持和发展计划，为我们的员工提供赋能支持

•	 Pure不断推进多元、平等、包容(DEI)的企业环境建设

•	 注重改善员工健康和福利

•	 Pure Good基金会提供各种社区服务机会 

欲了解更多，请阅读有关专项计划的完整报告：

查看Pure人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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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这是Pure首次发布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报告，为利益相关者提
供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与未来展望等讯息，报告Pure的年度进展。 
我们将ESG报告视为衡量效能和明确未来改善机会的重要工具。
Pure在开展一系列领域专家及公司各职能部门领导者专访与评论，
编撰出这份ESG报告。本报告遵循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标准与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的硬件产业标准，以采用最佳
实践，切实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首次ESG报告内容涵盖2019年 
2月1日（2020财年）至2021年1月31日（2021财年）的ESG数据、 
相关计划和活动。我们的ESG报告经过Pure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查尔斯·吉恩卡罗(Charlie Giancarlo)审核签署。欲详细了解Pure 
ESG项目或本报告内容，请发送电邮至ESG@purestorage.com
联系我们的ESG专项团队。

重要性评估

2021年初，作为Pure Purpose ESG战略的环节之一，我们执行了首次重要性评估，以明确
重大ESG主题及影响的优先次序。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致力于为利益相关者谋取丰厚
回报，而这项评估可以确保我们的工作有的放矢，从而产生最大影响力。

本次评估由第三方ESG顾问执行，收集并汇总了Pure高层领导者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团体
（包括投资者、客户与合作伙伴）的意见反馈。我们充分利用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反馈来
确定首要影响领域的优先次序。除此之外，本次评估也就ESG风险及机会提供有价值的
深度洞察，我们利用这些见解来精进管理实践，确保未来愿景规划符合ESG项目路线
图的要求。在评估结束时，由我们的领导团队验证Pure首要的ESG重大主题。这五大
重要主题构成了我们ESG计划和报告的基础。

•	 能源、碳排放和气候复原力

•	 数据安全和隐私

•	 业务道德实践

•	 人才招聘、留存和发展

•	 多样、公平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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