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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导读
ABOUT THE REPORT

报告获取方式和延伸阅读
您亦可通过网站（http://www.eaton.com.cn/download_report.htm）阅读本报告的电子版。

报告发布周期
每年一次。

第几份社会责任报告
本报告是伊顿中国发布的第五份

可持续发展报告。

报告时间范围
2012年1月1日-2013年4月30日。

关键议题的界定
全球可持续发展重要领域、中国

可持续发展背景趋势、伊顿可持

续发展基本方向。

报告参考标准
参考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 可 持 续 发 展 报 告 指 南 》

（ G 3 . 1 ） 和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ISO 26000：社会责任指南

（2010）》编写。

报告可靠性保证
本报告不存在有意虚构事实、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事项遗漏，保证

其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

数据来源
报告所有数据均来自伊顿中国

正式文件和统计报告且通过相

关部门审核。

报告缩略语说明
为便于表述，报告中“公司”、“我

们”、“伊顿中国”指代“伊顿（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集团”、“伊

顿”指代“伊顿”。

报告范围
与伊顿中国业务覆盖区域一致，

并涉及伊顿在全球的部分业务。

报告改进
旨在发挥报告的对话作用，通过传递伊顿可持续发展理念阐释伊顿业务带来的价值和影响，和利益相关

方共同探讨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寻求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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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致辞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可持续发展，对于走过百年历史的伊顿来说，是始终不懈的追求，也是业务开

展的方式。

无论身处历史长河的哪个时期，伊顿都坚持“正当经营”，并将其居于公司的

愿景和日常业务的核心地位，公平诚信地对待业务、合作伙伴、客户、供应商，也

为伊顿的员工提供透明、信任、平等的工作环境和表达诉求的平台；无论位居全球

市场的哪个地方，伊顿都把可持续发展融入产品和服务之中，为客户带来更多积极

影响和更大价值。伊顿的发展成就以及伊顿中国的不断壮大，充分证明可持续发展

的推动力量。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不

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稳定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中

国经济率先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走出来，并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同时，中

国也加快了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既保证了速度，又提高了增

长质量。

中国经济的发展也给伊顿这样的跨国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中国市场是伊顿全

球业务中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伊顿在中国的投资不断增大，旗下所有业务集团都

已经在中国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并把亚太区总部设在上海。我们非常看好在中国

的业务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在中国年销售额达到20亿美元。对此，我们非常有

信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天人合一，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之一。今

天，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成为中国发展的方向。伊顿来到中国的这二十

年，既是将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带入中国的过程，也是充分学习和吸收中国传统可

持续发展思想的过程。我们致力于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忠实伙伴，也因此

获得了与中国客户、中国经济社会共同成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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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们增加投资，扩大本土研发和创新能力，贴近中国客户多元化、个性化发展需求，与本

土合作伙伴共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价值。2012年，伊顿继续推出创新型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客户达到

最为苛刻的能源和排放要求。我们还积极融入社区，身体力行回馈社会，不仅支持教育事业、倡导低碳

环保，而且还关注社区福利。

中国十二五规划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将节能环保、产业升级和创新等列为六大战略支柱的重要

组成部分，并制定一系列节能减排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目标，都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伊顿作

为一家领先的动力管理公司，在这一发展趋势下有着更大的发展机遇。伊顿在电气以及工业等多元化的

领域中始终力求为客户提供高效、可靠、安全的先进技术和产品，通过帮助他们解决动力管理中的棘手

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多元化动力管理企业，伊顿的产品应用非常广泛，可帮助客户安全高效地管理

电力、流体动力和机械动力。在中国鼓励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的今天，伊顿将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2012年，伊顿完成了对电气设备供应商库柏工业集团的收购，将伊顿和库柏整合为一家全新的企

业，此次斥资130亿美元的收购，是伊顿101年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收购案，也是伊顿一个变革性的里程

碑。它扩大了伊顿的细分市场，扩充了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也加强了我们在全球的业务布局，此

外，这次收购也使我们大大拓展了可持续发展产品与服务组合，因为其产品包括了支撑智能电网的LED照

明和智能控制技术。

扎根中国的伊顿将不断创新，并将继续整合我们的资源和能力进行更积极的创新，为中国和全球提

供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并通过培养工程和制造能力，使创新成果实现本地化生产。我们还将继续携手

研究机构、行业企业，拓展与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为我们长期的成长奠定更厚实的基础。

未来，伊顿还将和中国一道，共同创造更美好、安全、健康的世界。

周  涛

伊顿中国区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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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EATON
关于伊顿

公司概况

伊顿——全球商业动力之源
伊顿是一家逾百年历史的多元化动力管理公司，持续的创新能力使其保持在诸多工业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地位。伊顿的产品是全球客户动力管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建筑、飞机、卡车、汽车、机械

以及各种商业设施，应对全球诸多能源与环境挑战。伊顿的产品销往175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公司销售额

达218亿美元。

自1993年进入中国以来，伊顿通过并购、合资和独资的形式在中国市场持续稳步增长，旗下所有业务集

团——电气、宇航、液压和车辆都已在中国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并把亚太区总部设在上海。伊顿中国目前

拥有28个主要制造基地，超过21，000名员工、5个研发和工程技术中心，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

2012年，伊顿完成了对电气设备供应商库柏工业集团的收购。库柏工业集团成立于1833年，是领先的全

球电气设备制造商，其电气产品范围广泛，包括电气保护、输配电、照明和布线组件，其产品线提升了全球

终端市场客户的能源效率和安全性。该项交易预计于2014年开始实现每股收益增长。收购完成后，伊顿和库

柏合并成一家新公司，新公司总部将注册在库柏总部所在地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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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理念

使命
为我们全球客户提供安全、可靠、高效

和可持续的动力管理方案。

愿景
使伊顿成为行业内最受尊敬的公司。

核心价值观
客户导向——我们凡事以客户为中心。

员工——我们相信以人为本。

信任——我们信赖他人能正确行事。

尊重——我们互相尊重、互相关心。

尊严——我们尊重他人的自尊心。

诚信——我们诚实正直、崇尚道德。

伊顿的理念
 卓越：我们努力做到最好 

 沟通：我们开诚布公地进行沟通 

 学习：我们不断地学习、成长和改变 

 健康和安全：我们致力于确保所有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责任：我们信守诺言 

 包容：我们重视个体差异 

 创新：我们重视新的观念和想法 

 薪酬：我们提供富于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 

 参与：我们专注工作，致力于创造伊顿的未来

 环境与社区：我们努力改善环境质量和所在社区现状 

在中国，伊顿通过提供以下服务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为电力系统提供输配电、电源质量和控制产品及服务

 为工业设备和工程机械提供液压动力元件、系统和服务

 为飞机提供燃油、液压和气动系统

 为中型和重型卡车提供智能动力传动系统

 为汽车和轻型卡车提供零部件、发动机空气管理系统、电力传动解决方案以及专业控制组件

关
于
伊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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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中国20年
伊顿很早便与中国结缘，早在1972年美国前总统

尼克松访华之际，伊顿的不间断电源(UPS)产品就作为

国礼被赠与中方，成为中国首台UPS设备。

从1993年伊顿正式进入中国以来，伊顿把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和实践融入在中国的产品和服务，经过20

年在中国的持续投资和创新研发，中国成为伊顿全球

战略的核心之一，更加本土化的伊顿将为中国的产业

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

伊顿中国研究院实验室正式落成，

致力于研发能效管理技术，为本地

市场服务。

进入中国

业务延伸

战略发展

1993年

1996年

2004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07年

2008年

1997年

1998年

伊顿进入中国市场并设立首家合资企业，主要生产用于农业和建筑设备的转向器和液压摆线马达。

与苏州电器设备集团公司合作建立卡特拉-汉莫（苏州）电气有限公司，生产和销售电器电路保护装置。

伊顿将亚太区总部从香港迁往上海，并被上海市政府授予“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伊顿全新环保的亚太区总部在上海正式启用。

伊顿扩大位于苏州的电气产品研发中心，加强在低压和中压电气组件、系统和解决方

案方面的研发能力。

伊顿中国发布首份可持续发展报告，展示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环保行动和产品。

伊顿电气全球三大研发中心之一苏州研发中心的扩建项目正式竣工，表明了伊顿

致力于中国市场的决心和成为行业技术创新领导者的承诺。

伊顿（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主要负责伊顿在中国的投资和运营。

位于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的伊顿独资企业伊顿液压（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主要产品为方向

控制阀、叶片泵、阀组、液压动力系统、胶管和接头等。

伊顿在上海建成总部创新和研发机构——伊顿中国研究院，在

关键领域开展技术研发，迅速服务中国市场。

公司迎来百年华诞，作为一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企业，

伊顿在中国继续书写辉煌。

伊顿宣布完成了对电气设备供应商库柏工业集

团的收购。库柏中国区总部位于上海。



EATON IN CHINA 2012 SUSTAINABILITY REPORT 7

伊顿中国
可持续发展体系

SUSTAINABILITY IN CHINA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伊顿愿景、价值观、道德准则的核心，是我们百

年永续经营的持久动力。对伊顿来说，可持续发展不仅是自身的责任，

更是商业发展的动力、现在和未来成功的关键。

我们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逐步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高效

能、环境友好的动力管理解决方案，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客户应对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挑战，共同创建更具可持续性的世界。

 可持续发展理念 

 正当经营 

 利益相关方 

 2012可持续发展荣誉



伊顿中国 2012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8

可持续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为本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经营业务的核心，体现

在我们如何开展我们的业务，比如正当经营、

降低企业的碳足迹、保护和关爱我们的员工和

社区等。

可持续发展同样也是我们的业务模式，具体

体现在伊顿大力发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能

源效率的科技及解决方案、加大新兴市场和产业

的投入，成为动力管理领域的领袖企业。    

对于伊顿来说，可持续发展不仅是自身的

责任，更是商业发展的动力、现在和未来成功

的关键。

中国发展战略
伊顿将中国作为全球战略的核心之一，持续提升本土制造能力，为快速成长的中国客户提供支持。我们

的战略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动力管理为业务多元化发展的核心，创新组织架构和机制，整合全球资源，更

好地回应本地需求。

 优化组织架构，使其更为
适合本地市场

 持续提升本土创新能力，
以及制造、销售、售后过程

中的本地化程度

 以多元化业务实现地区平
衡、业务平衡和商业周期平衡

 根据经济周期进行资本投
资和业务多元化配置

 优化组织架构，使其更为
适合本地市场

 持续提升本土创新能力，
以及制造、销售、售后过程

中的本地化程度

 优化组织架构，使其更为
适合本地市场

 持续提升本土创新能力，
以及制造、销售、售后过程中

的本地化程度

   围绕
核

心   
本

土
化

  创
新

研

发

  多
元

平

衡

伊顿中国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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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持
续
发
展
体
系

正当经营的制度和准则
我们在全球恪守并实施统一的标准和规

范，设立相关的机构和制度，通过员工、合

作伙伴和客户，帮助公司发现商业环境中的

风险与挑战，把道德风险降到最低，保证以

“正确的”方式开展业务，创造“正确的”

利润。秉承诚信与道德至上的原则，推动我

们朝同一个方向前进。

全球道德与合规办公室：建议、汇报和

调查不当行为或令人质疑的业务做法，提供

24小时道德与财务诚信热线：监督合作伙伴/

客户/供应商的不正当商业行为。

申诉咨询办公室：员工可向其请教公司

薪酬福利制度、自身工作评价、职业发展、

绩效管理和对公司领导层看法等问题。

当地主管部门：解决薪资加班、绩效考

评、职位招聘、升职、纪律、骚扰、职业安

全等问题。

正当经营

“道德观是伊顿的灵魂，它总结了我们的优良传统，规划了我们的未

来，它使我们有别于那些不问是非的企业。为什么伊顿的员工如此勤奋、

如此成功？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坚信公司的价值观——这是使我们

极具竞争力的基础。”

——伊顿董事长兼CEO 柯仁杰

伊顿所坚持的正当经营，是我们处理任何事情的价值观和承诺，我们不仅关注业务成果，更关注如何

获取成功。正当经营不仅包括公平诚信地对待业务、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也包括为我们的员工提供透

明、信任、平等的工作环境和表达诉求的平台。

《伊顿道德准则指南》、《收/送礼和交际政策》和

《全球反腐败规定》等业务操守准则完整体现伊顿道

德价值观念。我们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员工始终以公司

倡导的道德标准指导工作实践，形成一种共享的价值

观。这种价值观引导着伊顿的员工，使他们无论身处

何方始终坚持同样的道德标准，这正是他们保持卓越

和活力的原因。

培训是树立员工合法经营意识的基础。我们编制

公司道德准则培训资料，开展全员反腐败培训项目，通

过面对面和在线培训（网络会议或基于软件的培训项

目），以清楚、简单、直接的方式让员工了解恪守道德

的清晰流程和充足资源，营造让员工自由提出问题或疑

虑的伊顿文化，确保道德政策始终与我们的业务相结

合。我们在讨论目标重要性的同时，还向员工表明如何

达到目标也同样重要。2012年，我们开展了超过9，000

小时的公司道德准则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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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训 绩 效解 疑

我们编制公司道德准

则培训资料，开展全

员反腐败培训项目、

让员工了解恪守道德

的流程和充足资源。

我们营造让员工自由

提出问题或疑虑的伊

顿文化，确保道德政

策可以清晰地传达给

我们的员工。

达成目标的过程已经和

成果同样成为我们对员

工绩效考核的维度。

能源挑战与伊顿的发展机遇
全球和中国的发展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减少资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资源配置

等重大问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

60% 至2050年，全球对节能建筑的需求量将增长60%

25% 至2020年，全球LED照明市场预计增长600%，复合年增长率达25%

70% 至2050年，粮食产量增长70%，能够养活全球91亿人口

150% 至2030年，每年商用航空飞行距离预计将增长150%

70% 至2040年，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液态石油需求量预计增长70%

400% 至2040年，中国电力需求将增长400%

1.5倍 至205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是现在的1.5倍多，占到总人口的80%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经营业务的核心，伊顿所有的业务旨在帮助客户管理动力：在电力、流体动力和机械

动力方面，我们可持续的技术能够在成本不断攀升、自然资源日趋减少的情况下帮助客户应对日益增长的能

源需求，因此，全球能源大趋势利于我们的增长。

面对种种挑战，伊顿相信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实践的力量，伊顿将大有作为。到2015年，伊顿业务预计增

长12%-14%。伊顿展望一个更可持续、更高效的世界：我们致力于服务全球大趋势、在未来市场中谋发展、

提供独一无二的动力管理方案，因为不断提高能效对于管理成本和减少碳排放至关重要。

伊顿道德准则关注的十二个方面：

1. 遵纪守法 

2. 如实记录、报告公司财务业绩

3. 尊重人权

4. 质量为本

5. 在尊重道德标准的基础上竞争

6. 尊重员工多元化原则和公平聘用原则

7. 避免利益冲突

8. 保护资产和信息

9. 诚信行事

10. 不向政府销售

11. 不做政治捐助

12. 环境、健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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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持
续
发
展
体
系

利益相关方
伊顿密切关注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要求，并积极回应他们的需求，以此追求可持续发展、保持市场领先

地位。

利益相关方

股东

关注点 沟通方式 回应

 诚信经营

 透明管理

 盈利能力

 可持续发展

 股东大会

 信息披露

 持续稳定回报股东

 及时准确披露信息

客户

政府

供应商

员工

社区

 产品优质

 服务快捷

 依法纳税     合法经营

 技术输入

 公平、透明采购

 共同发展

 基本权益     薪酬福利

 工作环境     职业发展

 关注和参与社区发展

 社区公益活动

 客户访谈      服务热线

 客户满意度调查

 工作会议     专题会议

 信息报送

《供应商行为准则》

 供应商大会

 全体员工大会     员工热线

 员工内部期刊     全球员工调查

 社区活动

 座谈与交流

 创新产品     开展技术日、展会、路演等活动

 建立客户体验中心     制定产品质量提升计划

 主动纳税

 响应中国国家政策

 建立公平、透明的采购原则和流程

 分享经验      实施本地化采购

 出台弹性福利计划     倡导工作生活平衡

 设立企业大学中国校区、网络学习系统和

   全面培训课程体系     设立领导力发展部门

 举行慈善捐赠活动     开展环保公益活动

 鼓励员工志愿者活动

伊顿中国2012可持续发展大事记

2月

7月

4月 5月 6月

8月 10月 11月

 伊顿北京办事处暨华北

区总部新址正式启用。伊

顿宣布了未来五年在中

国的战略发展规划，计划

到 2015 年，在中国市场

实现 20 亿美元的销售额

目标，这将是公司 2010

年在华销售额的两倍。

 伊顿中国研究院实验

室正式落成，致力于研

发节能电力管理技术为

大中华市场服务，进一

步推动伊顿在大中华市

场的发展。

 伊顿再次向上海师范大

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

2.5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6 万元），用于支持其

中西部教育发展项目。

 伊顿携手《WTO 经济导

刊》共同举办“可持续发

展与能源效率媒体论坛”。

 伊顿向中国民促会绿色

出行基金会捐赠 10 万元

人民币，用于支持社区环

保和低碳教育项目，倡导

公众选择绿色出行方式，

践行低碳生活。

 伊顿与哈尔滨工业大学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向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 10

万元人民币，用于设立

“哈工大 - 伊顿创新奖

学金”。

 伊顿向中华仁人家园捐

赠 2.5 万美元，用于上海

低收入老年家庭“适老

性”住宅改造项目。

 伊顿携手《WTO 经济

导刊》在北京举办“能

源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城

市论坛”。

 伊顿宇航集团携其先进的

技术和产品亮相 2012 年第

九届中国（珠海）国际航展，

带来了全球领先的液压系

统和发动机解决方案。

 伊顿举办工程机械行业解

决方案技术日，重点针对工

程机械行业，向客户和业内

人士全面展示伊顿应用于该

领域的领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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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可持续发展荣誉

区域 奖项名称 颁发机构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

《WTO经济导刊》杂志

《机电商报》杂志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低压电器》杂志

《培训》杂志

2012中国绿色产业科技发展论坛

中国

全球

 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连续3年）

 金蜜蜂2012优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外商及港澳台企业（连续
2年）

 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者典范

 中国社会责任特别大奖

“艾唯奖”“十大最具影响力品牌”

“2012年度中国人才发展最佳企业

“最佳绿色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和“最佳通信电源节能应用创新解

决方案”

 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业（连续6年）

 最受尊敬的企业

 绿色企业排行榜首位

 全球可持续发展50强

 百佳企业公民（连续5年）

“2012全球100大最具创新力公司”（连续2年）

道德村协会(Ethisphere Institute)

美国《财富》杂志

《新闻周刊》杂志

纳斯达克

《企业责任官》杂志（CR）

汤姆森路透

获“金蜜蜂 2012 优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外商及港澳台企业”奖

电气市场沟通经理韩剑缨 ( 左四 ) 代表伊顿领取《机电商报》杂志颁发

的“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者典范”

电气集团亚太区中亚配电业务市场总监赛纳吉代表伊顿领取

《低压电器》杂志颁发的“十大最具影响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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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中国20年

伊顿扎根中国，对解决方案、服务以及商业合作模式进行不断创

新，以满足中国社会对能源效率、低碳环保提出的更高要求，帮助中

国社会以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同时伊顿也获得高速成长。

20 YEARS CONTRIBUTION TO CHINA

 创新贡献中国

 合作创造价值

 沟通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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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贡献中国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在于需要创新的选择和思维方式。矢志创新是伊顿一百多年来始终不渝的企

业理念，也是我们能够保持行业领先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入中国20年来，伊顿始终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

念，持续提升本土创新能力，聚焦本土客户需求，调动全球优势资源，助推本土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人才培

养，提供更贴近客户需求的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

创新研发机制
伊顿重视最高端的前瞻性研发和技术创新。

2010年9月，伊顿在上海设立中国创新中心，

旨在为中国以及全球业务提供最前沿的技术创新，

推动公司的盈利性增长。

2012年2月，伊顿扩大中国创新中心，新增位

于深圳的研发团队致力于电源转换技术方面的创

新。伊顿中国创新中心专注于发展先进技术和解决

方案，包括下一代功率变换器、安全替代能源、环

保真空开关、先进的诊断和预测系统、数字化绿色

液压系统、节能汽车动力总成、电动车辆和高效率

充电技术等。

伊顿中国研究院经理陆斌博士向到访的媒体记者介绍位于上海的全新实验室

2012年7月，伊顿中国创新中心实验室落

成，新实验室配备了顶尖的硬件设备和软件工

具，以世界一流的设施支持在中国和全球市场的

研发创新。

2013年3月，伊顿将创新中心更名为全球研

究院（Glob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y，简称

GRT），通过管理和组织体系合理配置全球资源，

把全球的创新技术、人才和本土执行力进行有效整

合，为中国以及全球动力管理解决方案提供一流的

创新技术。



EATON IN CHINA 2012 SUSTAINABILITY REPORT 15

伊顿中国研究院演变过程

  9 月，伊顿

中国创新中心

成立，是伊顿

全球五大创新

中心之一。

  2 月，伊顿宣

布 扩 大 中 国 创

新 中 心， 成 立

深圳创新中心。

  7 月 25 日，

伊顿中国创新中

心实验室落成。

  3 月， 伊

顿 宣 布 将 创

新 中 心 更 名

为 全 球 研 究

院 （ G l o b a l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简称 GRT）。

2010 年

2012 年

2013 年

支持中心

工程技术中心

研发中心

研究院探索和提供最前沿的技术创新

针对特定市场和特定产品进行开发

在产品的交付和安装过程中进行服务

对售后产品进行客户支持

伊顿研创机构职能示意

2012 年 5 月，伊顿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推动中国技术创新。伊顿中国区总裁尚尔兵、伊顿中国研究

院经理陆斌博士被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以帮助广大

师生更好地了解全球领先的技术应用和趋势

2012 年，伊顿中国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关键绩效

伊顿全球研究院向哈尔滨工业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捐赠10万元人民币，设立“哈工大－
伊顿创新奖学金”。

万元人民币

10

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署了价值4.5万美元的
科研合作协议，致力于下一代无线电能传输
技术的研发。

万美元

4.5

哈尔滨工业大学来自三个不同学院的15名博士
生和硕士生获得了2012年伊顿创新奖学金。名15
10名哈工大学生在位于上海的伊顿中国研究
院参与了为期2-3个月的暑期实习。名10

根据不同产品的服务领域，伊顿在深圳、苏

州、台北拥有4家研发和工程技术中心，约1200

多名工程师。2012年我们在中国已经申请专利近

25项。

为了避免研发与市场脱节的困境，我们坚持

用是否安全、是否可靠、是否高效和是否可持续

来评估所有的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只要有一项

不符合就不会为这个创新方案投入资源。我们注

重贴近市场需求的研发，将商业化运作引入研发

和验证。

我们还将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广到与高

校的合作之中，通过把伊顿百年来的行业丰富经验

与高校的专业学术知识有机结合，助推中国的技术

创新和人才培养。我们已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8所知名院

校在技术研发和创新领域展开广泛合作。2012年9

月，我们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能源创新与可持

续发展校园论坛”，与广大师生分享全球可持续发

展领域的大趋势。

贡
献
中
国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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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创造价值
我们致力于借鉴伊顿在全球范围内的丰富实践经验，与中国产业界加强合作，从最大程度上为中国客户

提供优质、可靠的解决方案，与合作伙伴共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而努力。

伊顿获招商银行年度最佳供应商奖

随着当前银行交易信息量的暴增以及信

息传递方式的巨变，如何保障数据安全万无一

失，对作为银行业务中枢神经的数据中心提出

了更大的挑战，也成为银行各项业务能否顺利

拓展的首要问题。在招商银行总行数据中心，

伊顿电力专家9395系列UPS成为庞大机房的“中

流砥柱”，为3万平米的数据中心提供动力。

该数据中心是招商银行的全球商业、内部财务

及信用卡业务数据交换中心。数据中心的17台

伊顿9395保证了招商银行全国各分行、外部设

施以及在线活动提供不间断的商业运作。

2013年2月，

作为招商银行的

长期合作伙伴，

伊顿凭借高效、

可靠、节能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

深受招商银行的

认 可 ， 被 授 予

“2012年度最佳

供应商”称号。

“与伊顿合作多年，我们对伊顿的产品质量和服务

非常放心满意，特别是9395系列UPS基于高可靠性的

军用级设计，效率出众、外形紧凑，不仅能够全面满

足数据中心各类系统的设计需求，而且帮助我们大大

节省了运行维护成本，是我行业务顺利发展的电力保

护专家。”

——招商银行信息中心负责人

案  例保障电能的可靠性和降低电能消耗
从摩天大楼到体育馆、医院和家庭，哪里需要

可靠的电源，哪里就会有伊顿。伊顿是配电、电能质

量、工业自动化和电能控制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全球领

先者。伊顿业界领先的电能质量产品和服务在数据中

心和关键任务中的应用，中国第一，全球第二。

全球以及中国经济正不断向信息化、数字化的

趋势发展，使得数据中心已成为现代商业和经济发

展的重要基石。然而，作为用电大户的数据中心的

大量涌现和发展所导致的能耗问题，也给我们的社

区和环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有报告指出，到2040

年，中国的电力需求将增长400%，而2011年，中国

数据中心的能耗就占到了全国能耗总量的5%。作为

数据中心电力供应方面的领先解决方案供应商，我

们充分利用伊顿在配电和电能质量方面的优势，通

过提供高效节能、安全可靠的产品技术，帮助中国

客户应对棘手的能源问题。

针对数据中心的能源大户——不间断电源

（UPS），我们依托全球先进技术的典范以及首批

伊顿绿叶解决方案的产品伊顿9395系列UPS，采用

最先进的电力电子技术，充分考虑用户负载的实

际使用环境和特点，

满足客户打造节能数

据中心的要求。在中

国，我们凭借该产品

的卓越表现已经与通

信/IT、金融、政府、

制造等多个行业的领

军企业开展了广泛的

合作，如北京联通和

阿里巴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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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盘厂伙伴共同成长

在中国，伊顿提供全系列的中压/低压配电

及控制元器件以满足盘厂＊对各种行业应用的要

求，还提供多种低压/中压开关柜的授权设计方

案，致力于为盘厂提供高智能、创新性解决方案

以帮助其满足下游商业、工业和电力行业客户的

各种需求。

“伊顿盘厂支持计划”旨在通过灵活多样

的授权平台，帮助盘厂合作伙伴利用伊顿的技术

优势和行业专长更好的面对挑战，获得双赢。

2012年11月29日，伊顿公司与四川达卡电气有

限公司联合宣布两家公司已达成授权协议——伊

顿将其新一代12KV中压金属封闭开关xDLR的制造

技术授权于四川达卡。

案  例 与中国工程机械和工业共成长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市场，随着中

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稳步推进，中国在伊顿的全球战

略中的重要程度日益凸显。作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

世界级液压品牌，伊顿液压坚决执行本地化战略，

在产品制造、研发和工程应用上加速推进中国本地

化进程，构建专业优秀的本土化服务团队，为全国

范围内的客户提供动力源、控制元件、执行器、连

接件、污染控制和全套的液压系统，广泛服务于建

筑、农业、传统工业、冶金、矿山、船舶和园艺等

行业。凭借对工程机械产业的理解，以及世界级的

技术和创新解决方案，20年来，伊顿液压与中国工

程机械行业一路同行，并已成为中国工程机械产业

链条上不可或缺的战略合作伙伴。

“伊顿产品已经遍布中国工程机械主要OEM和机种平

台，伊顿将会继续在中国扩大投资，中国是伊顿最重要的市

场之一，伊顿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伊顿液压集团大中华区总经理 何力

为了给客户带来更全面、更高价值的系统解决

方案，伊顿不断拓展和丰富其液压产品组合，以不

断提高自身实力，增强市场竞争力。2012年，伊顿

先后成功收购了韩国第一油压公司和土耳其软管制

造商SEL，进一步丰富了伊顿液压的产品线和解决

方案，从而更好地服务中国市场。

2012年，伊顿为中国最大的采棉设备生产商新

疆石河子贵航农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大型自走式

4MZ-5采棉机配备全套液压设计解决方案，配备伊顿

重型静压传动系统、开式回路柱塞泵、控制阀组、转

向器和马达，以提高设备整体性能和生产力。

贡
献
中
国
20
年

伊 顿 12kV xDL 移

开式交流金属封闭

开关设备

“通过细致的技术和财务评估，我们决定引进伊顿

的xDL系统，并相信这一举措能够助力达卡取得进一步

发展，增强我们在电气制造市场上的竞争力。我们也对

伊顿在项目进程中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四川达卡首席执行官 李虎兵

＊ 盘厂：指专门做高低压配电柜（配电盘）的厂家，也

叫高低压成套电器加工厂。其产品用于电力输配电，比

如用于发电厂、变电所、配电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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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28 日，伊顿上飞（上海）航空管路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一周年。该合资公司已顺利完成 C919 液压和燃油输送系

统联合定型阶段的工作，并在上海浦东机场附近购置土地准备

于 2013 年开始兴建新的制造工厂

助力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作为一名中国培养的航空人才，能参加到贡献中国

大飞机的工作中，我感到十分自豪。”

——伊顿上飞（上海）航空管路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彭似强

中国航空业的市场规模未来20年一直能保持

20%左右的增长，这对中国未来数十年的能源效

率、安全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航空这一

长周期行业而言，拥有稳定可靠、高效经济的产品

和技术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处于领先地位的全球供

应商，伊顿拥有广泛的技术组合，无论是提高燃油

经济性，还是增强飞机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伊

顿的产品都大有可为。我们致力于将领先的解决方

案及前沿的技术注入中国航空市场，与国内众多航

空公司拥有广泛的合作，积极投身到中国航空事业

的发展中，助力中国航空梦想的实现。

 2012年7月11日，伊顿和中国商用飞机责任

有限公司正式签署供应商合作意向书，将为C919大

型客机项目提供货舱门作动器。

 2012年8月21日，伊顿赢得中国南方航空和

中国东方航空的订单，将向这两家航空公司的空中

客车A320飞机提供发动机驱动泵和交流电机泵两款

产品，帮助航空公司提高飞机性能，同时有效降低

飞机的生命周期成本。

 2012年11月13日，伊顿与中航工业机电系统

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航空

机电系统和部件，以及非航空的多个领域展开更加深

入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推动汽车行业绿色增长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和销售市场。据中

国汽车制造商协会调查显示，2012年中国乘用车和

商用车的销量达1,930万辆，同比增长4.3%。随着中

国经济走强，预计2013年中国车辆销售量还将实现

7%的增长。随着中国汽车市场不断增长，我们在为

中国汽车行业提供创新的技术和产品的同时，还与

国内汽车厂商通力合作，将最先进的核心技术转让

给他们，极大提高相关产业链的技术水平，增强中

国汽车产业核心技术实力。

在能源和资源的双重压力下，节能和新能源汽

车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我们提供全球最完整的商

用车辆混合动力系统及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支持中

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伊顿的创新混合动力技术可

以帮助客户降低30%-60%的污染排放及能源消耗。

在中国，已经有约2，300辆城市公交车使用伊顿的

混合动力系统。从2008年至今，配备伊顿混合动力

系统的车辆已在中国大陆地区累计行驶了3.7亿公

里，降低柴油消耗3，500万升，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排放100，000吨。

2012年伊顿采用多项改进方案，包括采用新

型的高容量电池、新型单相115伏交流辅助发电机

（Auxiliary Power Generator，简称APG）、将扭

矩扩展到1，165Nm的高性能离合器以及面向售后市

场的新型再生蓄电池，以全面提升其商用车混合

动力系统的燃油经济性、动力性以及系统投资回

报率。

2013年4月21日，伊顿宣布将提升其山东济

宁制造工厂两倍产能，以满足中国市场对气门和

气门驱动机构产品和技术不断增长的需求。扩建

项目已于2013年启动，并于2014年3月正式投入

运营。此外，伊顿车辆集团自2008年起还积极联

手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国内领先学术

机构就工程和创新项目展开合作，开发技术解决

方案，培养国内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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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实现共赢
伊顿公司成立百年多以来，始终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搭建各种平台与客户保持良好的双向

沟通机制，除举办客户支援大会外，伊顿还会定期举办诸如技术日、巡展、渠道大会等活动，加强与客户

和合作伙伴之间的紧密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并不断改善自身的服务，为客户提供更具针对性、成本效益

和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2012年，我们在中国共开展了10场技术日活动，并参与了中国国际工程机械、建

材机械、工程车辆及设备博览会和第九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伊顿能源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城市论坛

“能源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城市论坛”是伊顿从

2011年开始举办的系列论坛，旨在为探索可持续的

城市化发展之路搭建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与各界翘

楚在可持续发展、能源效率、环境责任等领域进行

深入沟通，经验共享及优势互补，为中国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贡献力量。2012年伊顿能源创新系列论坛

在北京和广州两地举办，聚焦能效管理。

2012 年 6 月 5 日，能源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城市论坛在北京召开。

论坛主要讨论了在新型城镇化和城市数字化这样的大背景下，

能源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问题

伊顿技术日

伊顿技术日是联结客户的重要纽带。在技

术日，伊顿通过展台和研讨会，向客户的研发团

队、产品经理和采购人员全面介绍伊顿最新的技

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加深了解，密切联系，谋

求共赢。

2012年，伊顿先后在上海、北京举办主题技

术日活动，向生产设备制造行业、数据中心和IT应

用、工程机械行业、矿业等领域的客户和业内人

士，全面展示伊顿应用于该领域的领先解决方案，

同时就行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展开广泛研讨。

2012年第九届中国（珠海）国际航展

2012年11月13日，伊顿旗下宇航集团携其先

进的技术和产品亮相2012年第九届中国（珠海）

国际航展。此次，伊顿带来了全球领先的液压系

统和发动机解决方案，并重点推介了专门为C919

大飞机项目而成立的伊顿（上飞）航空管路制造

有限公司。

贡
献
中
国
20
年

2012 年 8 月 7 日，伊顿在北京举办了数据中心技术日活动，

通过主旨演讲、技术研讨和现场产品展示等形式向来自相关领

域的 110 多家客户代表介绍了其性能卓越的数据中心和 IT 应

用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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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绿色动力
GREEN POWER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气

候变化、环境污染、能源紧缺等。伊顿以全球视野，站在发

展的角度关注环境问题，不断减少自身环境影响的同时，创

新产品和服务，帮助不同行业的客户提高效率、减少能耗，

应对全球挑战。

 降低运营环境影响

 提供绿色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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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运营环境影响
伊顿致力于在环境以及员工健康和安全保护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我们通过清晰明确的全球环境、安全

与健康管理体系（MESH）提升运营环节环境绩效。

严格环境管理
我们通过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力求运营的每

一个环节都遵循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进行有效管

理，实现环保承诺。

2012年，我们在全球MESH框架体系下，遵循同

样的理念，执行同样的高标准，培训环境健康安全

从业人员人工时达到9，366小时。

伊顿的 MESH 管理体系

使命：伊顿的 EHS 文化已经转变为：不仅仅符合法律

法规的要求，而且将自己建立为一流的多元化企业。

愿景：伊顿一直在积极努力，使自己在客户、股东和

员工眼中成为市场上最令人钦佩的公司，EHS 是这一

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增加价值，增强在市

场上的竞争优势。

MESH的使命、愿景

MESH战略主动性

伊顿的 EHS 程序作为一流
的多元化企业的模范

EHS 作为可以增加价值的流程

改善 EHS
绩效

增加
透明度

业务的
可持续经营

实施绿色生产
2012年，我们通过自身乃至供应商的经营管

理，继续为减少总体温室气体排放量，防止污染，

保护自然资源以及员工健康安全而努力。

2012 年伊顿中国环境、健康及安全（EHS）绩效

中国区EHS表现 2012年表现相
对2011年降低

2011年表现相
对2010年降低

温室气体排放

废弃物产生总量

水资源消耗量

合计应记录事故率
（TRCR）

缺勤事故率（DACR）

0% 每百万美元销售额

33% 每百万美元销售额

6.7% 每百万美元销售额

8%

28.5%

13% 每百万美元销售额

32.8% 每百万美元销售额

5.2% 每百万美元销售额

13%

8%

高
效
绿
色
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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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持续关注自身在安全领域的表现。2012年，我们在工厂开展“零事故安全文化”运动，协助工厂排

除安全事故隐患，以共同打造一个更安全、更具生产效率的工作环境。

伊顿深圳工厂推行的“零事故”安全活动

行动 项目 负责人 瓶颈

风险评估

1. 进行现场风险水平评估，以界定高风险区域和工位

2. 根据异常活动执行和更新工作安全分析（促进风险识别的照片、事故分享等）

3. 风险控制完成率监测

4. 将安全控制融入到标准工作流程

领导 能力

管理变革
1. 管理员的范围、角色和责任的界定

2. 在项目管理中增加EHS 控制

项目经理

/管理员 /

EHS

意识

领先指标 未遂事件、现场处理事故的趋势和根本原因分析 领导/ EHS

根本原

因分析

的能力

经验教训
1. 全体会议上分享未遂事件和现场处理事故

2. 分享伊顿其他工厂的未遂事件和现场处理事故

人力资源/

领导

安全评分表 含六个方面及绿、黄、红三个等级 全体

伊顿深圳工厂员工在汇报未遂事故和现场处理事故 伊顿深圳工厂每日 EHS 主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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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绿色解决方案
伊顿一直在不断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并将其融入日常运营和产品技术之中，通过为客户提供高

效节能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降低能耗，更好地管理电力、机械动力和流体动力，进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伊顿全方位的绿色解决方案

绿色解决方案 环保意义 典型应用及绩效

“绿色计算”
解决方案

 与传统技术相比，伊顿UPS能够节能最高
达10%，有效性达到99.999%以上。

 亚洲最大的电信数据中心之一，中国联通就
采用了伊顿产品。

伊顿绿色建筑
解决方案

 伊顿照明控制系统可以降低建筑物能耗约
20%－25%。

 变频驱动器降低采暖、通风和空调（HVAC）
系统能耗约10%－15%。

 伊顿位于上海的亚太区总部大楼全面应用节
能环保材料和设备，获得由美国绿色建筑委员

会颁发的“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LEED）金

级认证。

电液解决方案
 提高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时间和操作性能。

 采用伊顿电液系统的土豆收割机的运转速度
比同类产品高出约50%。

 帮助中国建筑设备制造商改进民用车辆的性
能，简化发动机设计，降低油耗和污染物排放。

“精益自动化”
解决方案

 帮助制造企业减少布线、测试和调试时间
85%，降低设计费70%。

 LifeSense液压软管提高设备的正常运转时
间和操作安全性。

 LifeSense液压软管项目于2011年启动，提
高了工作场所的安全性，减少了停机时间和污

染物泄露。

混合动力系统
 改善燃油经济性和车辆动力性能，并能够实

现发动机怠速启停功能。

 从2008年至今，中国已有约2300辆城市公交
车配备了伊顿混合动力系统，累计降低柴油消耗

3，500万升，减少排放二氧化碳排放100，000吨。

伊顿绿色标志产品

伊顿一直认为，可持续发展是经营业务的核心，伊顿产品的可持续性设计帮助客户的电力、流体动

力、机械动力具有更高效率，同时显著提高环境保护

效果。伊顿通过对具有环保效果的核心产品和解决方

案设计显著标识——“绿叶”，以表明其具有高效的

环境保护效果，使它们在市场上有清晰的区分。在制

定使用标准时，伊顿一直致力遵守所有认证组织所提

供的指导和建议，如欧洲联盟、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和国际标准化组织。伊顿“绿叶”标识只在获批准的

特定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中使用。

案  例

高
效
绿
色
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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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供应链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

供应商是伊顿业务的延伸，我们把可持续承诺从自身运营扩展到供

应商体系，促使供应商更为契合伊顿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价值理念和发

展目标，为本土终端客户提供优质产品，提升供应链可持续竞争力。

 供应商管理

 绿色供应链

 供应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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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管理
伊顿依据《供应商行为准则》，在全球范围内选择那些愿意遵循与伊顿价值观相符的工作环境标准及业

务惯例的商业伙伴。

我们要求中国供应商在企业经营中应全面遵守中国法律，及其它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涉及环

境、童工、被迫劳工、工资和工时、歧视、结社自由以及礼品和酬劳政策几个方面。我们严禁提供或接纳任

何那些在收受人看来可能是金额巨大的礼品和酬劳。

伊顿供应商管理机制

注：供应商对分包商是否遵循本准则负有完全的责任，并视分包商的违规行为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伊顿保留对分包商进行审核的权利，

供应商需提供配合。

伊顿有权进入供应商厂房或企业办公地点查阅出售伊顿产品或服务的相关记录，伊顿和供应商会就查

阅时间事先达成一致。如对伊顿业务构成风险，伊顿会要求立即查阅相关产品或服务的纪录，供应商需提

供配合。

 供应商

 供应商的分包商

 环境

 童工

 被迫劳工

 工资和工时

 歧视

 结社自由

 礼品和酬劳政策

与愿意并遵循与伊顿价
值观相符的工作环境标
准及业务惯例的供应商
结为商业伙伴

若发现供应商有违规行
为，伊顿以书面形式要
求对方提出整改计划

履行整改计划
中的承诺

未履行整改计
划中的承诺

伊顿终止与其
业务关系

礼品和酬劳政策

伊顿认为，提供或接受回扣、贿赂及其它非法收入的行为有悖于竞争的基本原则，还腐蚀参与者的

道德品质。上述行为包括向政府官员或雇员提供酬劳（可以是任何有价物品）。伊顿决不原谅和容忍上

述行为。同时，伊顿严禁提供或接纳任何那些在收受人看来可能是金额巨大的礼品和酬劳。任何违反有

关礼品与酬劳政策的规定的供应商，都将面临着即刻丧失所有目前和将来与伊顿进行业务合作的危险。

案  例

负
责
任
供
应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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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供应链
在2012年，我们采取多种措施，帮助供应商改善环境绩效：

 与供应商签署《EHS管理协议》，对合格供应商在环境、健康、安全方面提出要求。

 继续加强供应商评估，对其实行更为严格的筛选流程，提高他们的环境汇报能力。同时，我们邀请重

要供应商参加碳信息披露项目（CDP）。

 倡导供应商一起减少聚苯乙烯和聚乙烯包装。

 优化供应链管理，减少运输里程。

供应商沟通
与供应商的沟通有利于我们对当地客户的需求进行快速反应，提高供应链的竞争力。我们通过各种沟通

机制（如供应商大会）与供应商们分享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如碳排放目标和计划等，以期通过深入的探

讨和沟通，力求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先进、更卓越的产品和技术，满足甚至超越客户的需求。

2012年伊顿电气亚太区供应商创新奖

2012年09月07日，伊顿电气亚太区2012年供应商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重点宣导了伊顿电气供

应链战略及供应商增值倡议，还评选了2012年伊顿电气亚太区供应商创新大奖（Supplier Innovation 

Awards）。该奖项看重供应商的研发能力、质量管理、持续改善提升的精益生产能力以及组织应变能力及

并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精神，2012年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供应商获得该项荣誉。

“我们与伊顿的合作就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过程。由于提供给伊顿中国的产品是定制的，具有量少、种类繁多

的特点，所以对我们产品的质量、交货准时率、服务等要求很高。针对伊顿中国每个季度在审核中提出的改善项目，我们总

是积极回应，在伊顿中国的供应商评级中总是保持领先水平。同时，我们严格自我要求，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社会责任审核，

并与伊顿就此交流经验，共同进步。”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顾继业

帮助供应商实施绿色生产

2012年，伊顿中国的重要供应商之一东莞友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推出了一款大型单向机。为了帮

助该公司更好地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业务运营，伊顿中国除了对其在环境、健康、安全方面提出要

求，还帮助他们推行精益生产，提升管理水平。经过3-4个月的整合，东莞友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通过利

用铁架子、可回收利用的耗材减少纸箱、塑胶袋等包装材料的使用，设置定点回收处，循环使用耗材。

“与伊顿这样的国际化大公司合作，我们深感荣幸。20年来，我们受益于伊顿的管理、培训和交流，将其期望和经验融

入日常工作，提升整体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使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我们的公司更具可持续发展能力。”

——东莞友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嘉祥

案  例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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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深信，“以人为本”，才能“创造卓越”。

我们尊重和维护每一位员工的基本权益，珍视他们的独特

性和为伊顿奉献的价值，竭力为他们提供更适合发挥潜能

并兼顾生活平衡的条件。我们悉心倾听员工心声，创造更

多的机遇，与他们共同发展。

尊重人才发展
RESPECT TALENTS

 拓宽发展空间

 平衡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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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发展空间
员工是伊顿最大的资产，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依赖于不断创新的技术、开发方案，归根到底依赖人才的

综合能力。我们基于公司发展战略，为员工规划和提供多元化、系统化的培养项目，鼓励和帮助他们释放潜

能，应对未来挑战，获得持续发展。

基于战略的伊顿人才培养与发展规划系统

中层管理

人才储备—“伊顿精英培养项目”

高级管理
领导力进阶项目

未来领导发展项目

高级管理精英培养项目

研发工程师
销售工程师
制造工程师

工厂运作
人力资源
财务管理
供应链管理

专业精英
培养项目

管理精英
培养项目

人才招聘中心
人才信息共享 /

校园关系 / 雇主品牌

伊顿大学
提 供 适 时、 适 量、

适宜的学习方案

构
建
持
续
发
展
型
组
织

伊
顿
人
才
培
养
与
发
展
计
划

战略

环境

人力资源
需求分析

现有人力
资源盘点

人力资源
供给分析

吸纳优秀人才
在全球范围内吸收优秀人才，是伊顿获得成功

的重要经验。在中国，我们始终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遵循平等的原则，为不同性别、年龄、信仰的人才提

供公平的就业和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我们意识到，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更为

迫切，雇主品牌建设将令伊顿受益匪浅。

我们通过社交网络、员工推荐奖励计划等多渠

道选拔各类优秀人才。为推进雇主品牌建设，我们

在校园招聘中，通过设立研发基金、开展项目、提

供实习培训等方式，加深与高校的持续性合作，建

立良好的雇主口碑。我们注重了解员工需求和公司

所能提供的福利、成长机会间的差距，致力创造涵

盖工作、生活的优势条件，吸引并留住人才。

截至2012年底，伊顿中国区员工共17，407人。

“对许多职业化员工来

说，选择一份工作，薪资只

是一个方面，他们会综合地

考虑公司所能提供的发展机

会、工作的灵活性、直属领

导及共事的同事等多项因

素。对伊顿来说，雇主品牌

是个长远受益的事情。”

——伊顿亚太区人力资源部

副总裁 谢霭雯

1.6
1 男女员工

比例：1.6:1

3
1 高级管理人员

男女比例：3:1

26-35岁

25岁以下

36-45岁
45.99％

35.43％

15.31％

46 岁以上
3.28％

伊顿中国员工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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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培养员工
我们鼓励员工持续学习，并为员工的教育发

展提供资源支持，增强他们应对未来发展挑战的能

力。2012年，我们依托伊顿大学中国区培训中心的

各类教学设施和多维教学空间，全年提供免费在线

课程1，438门，新开发涵盖环境健康和安全、人力

资源、销售等方面培训课程10门，全年培训员工人

次较去年增长27%。

为本土员工开发mail-learning课程

依据为员工“及时、适量、定制”地提供

培训的战略目标，伊顿大学中国区培训中心针

对部分员工日常在线时间短的实际情况，结合

员工工作中遇到的普遍问题，创新性地开发了

mail-learning课程，通过邮件发送动画短片授

课，在形式和内容上灵活推进培训，帮助本土

员工更好地提升技能。

车辆集团举行健康饮食小竞赛

在2012年第四季度员工大会上，伊顿车辆

集团开展了一次健康饮食小竞赛活动。随机抽

取10 位员工，进行关于健康饮食的问答。通过

互动，向员工倡导健康饮食的文化，提高员工

对健康饮食的认识。

案  例

案  例

我们希望帮助员工充分释放发展潜能。结合公

司的发展战略，我们针对员工技能和管理双职业通

道，开发符合各发展阶段需求的重点项目，构建起

全方位的培训体系。我们重视挖掘和塑造员工领导

力素养，通过开展“伊顿精英培养项目”、“未来领

导发展项目”、“领导力进阶项目”，推进人才梯队

建设，提升员工与组织的综合能力。

平衡工作生活
我们追求为员工提供更佳的工作体验，持续改

善员工福利保障，创造宽松快乐的氛围，帮助他们

保持自己的最佳状态，提升工作和生活质量。

弹性福利计划 
我们相信富于行业竞争力的福利保障可以帮助

我们吸引和留用宝贵的人才，并且健康和福利保障

对每位员工及家人都非常关键。考虑到员工在不同

的人生阶段和不同的家庭情况下对福利的多样化需

求，2012年4月1日，我们开始实施“福随您动”员

工弹性福利计划。

该计划包括“风险保障、健康管理、乐享生活”

三部分内容，突破传统福利计划的局限性，赋予员工

福利选择的权利并最大化员工福利的价值。我们还在

平台上添加了一系列能够为员工家属购买的福利，受

到员工欢迎。我们惊喜地发现员工的积极性非常高，

2012年，已有7，300名员工加入到这一计划中来。

身心健康管理项目
我们认为员工健康至关重要，在高标准执行职

业安全和疾病预防管理工作的同时，我们推进实施

伊顿全球员工身心健康管理项目。2012年，围绕

“健康饮食和戒烟”主题，我们通过一系列健康饮

食活动，辅助员工健康地工作和生活，全面了解自

己的各项生理指标，积极改善饮食结构，不抽烟或

少抽烟，主动参与各类运动项目和养成平时健身的

习惯，有效疏解工作与生活带来的压力。

尊
重
人
才
发
展

“我在伊顿工作的12年

里，有幸在包括北美和亚洲

的四个地方，和十多位不同

的老板一起工作，体验了不

同的地域文化和不同的领

导风格。同时，我任职过5

个不同的岗位，这让我能

够不断地跳出个人舒适地

带，在领导力和执行力方

面都得到很好的训练。培

养员工、发展员工已是伊

顿文化的一部分。”

——金岩，凭借“伊顿财务管理精英培训生”项目

加入伊顿，现任伊顿液压集团亚太区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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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员工建立哺乳室

伊顿电气集团电能质量北亚区在深圳的近

5，000人员工队伍中，20多岁年轻人占据多数，

其中约一半为女性员工。为给哺乳期女员工在

工作期间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方便，山特、联

正、信瑞三个厂区分别建立了哺乳室，并配备

沙发、冰箱等基本设施设备。其中，信瑞厂区

还增加了育儿知识DVD、读物等更贴心的设计，

受到员工的广泛欢迎。

案  例同时，我们还为员工及其家人提供免费的健康

咨询服务热线，帮助他们解决由压力或其他因素致

使的苦恼，提高员工的幸福感与工作绩效。该项目

推行两年以来，共计收到来自伊顿员工及其家属近

1，000起的咨询求助。问题涉及工作压力和生活压

力、婚姻家庭和子女教育、人际关系等。

全方位沟通计划
我们始终以开放、坦诚的心态，倾听和接纳员

工的意见、建议，维护员工权益，并乐于为他们创造

更适宜的工作环境。2012年，我们进一步畅通沟通

渠道，通过申诉咨询办公室为所有员工提供独立的中

立保密资源，协助其识别并解决与工作相关的问题。

全年共处理550多起咨询案例。98%的员工参与了伊顿

全球员工调查活动，提出自己对不断改善工作环境的

看法。调查结果显示，员工参与度显著提高。

伊顿全方位沟通渠道

伊顿全方位
沟通渠道

全体员工大会、

圆桌会议

道德热线、

员工工作生

活帮助热线

满意度调查

和改善计划

员工申诉

咨询办公室

员工内部期刊

融洽“大家庭”
作为一家外资企业，伊顿更希望能在本土为员

工营造融洽的“大家庭”氛围。我们通过家庭日、

旅游、年会及保龄球赛、“超级工人”大赛等丰富

活动，为员工提供多元发展的契机，推动员工加深

交流与理解，倡导尊重与合作，增强归属感。

为了更好地表达对员工长期倾力服务和持续

贡献的感谢，同时加强“统一的伊顿”的宗旨，

自2012年1月1日起，我们对凡是在中国地区服务

年限达到5年、10年、15年、20年、25年的员工，

都予以纪念性表彰与奖励。奖励内容包括首席执

行官柯仁杰亲笔签字授予的个人成就证书和在线

礼品选购。

深圳工厂哺乳室

亚太区总裁何钦

鸿为资深员工谢

克辉颁发伊顿工

作十年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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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中国长期支持公益事业，致力于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我们

乐于贡献更多的资源，聚焦契合伊顿理念和最需要我们的领域，开展

志愿者活动，鼓励包括高层在内的全体员工积极参与，努力达成我们

与社区共同可持续发展的愿望。

爱心回馈社会
COMMUNITY SUPPORT

 支持教育

 低碳环保

 社区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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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教育
教育对于社区未来的发展影响深远。我们多年

捐赠善款支持中西部教育发展，同时，通过支教外

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捐赠图书馆等多元项目，传

达我们所信奉的“进行终生教育”的理念，帮助提

升社区的教育发展水平。

善款支持上海师范大学支教

安龙一中地处贵州省西南地区，区域差

异及基础薄弱等原因，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办

学资金及师资均十分紧缺。2006年至今，伊顿

每年善款支持上海师范大学赴贵州省安龙县第

一中学支教，带去发达地区先进的教学理念。

同时，提供图书购置经费，捐赠优秀学生奖学

金，激励学生更加奋发学习。

“你们的慷慨和无私、乐于助人的高尚情操，将

激励着我们不断刻苦努力，认真搞好学校各项工作，

把安龙一中办得更好，以此回报你们的关心、帮助和

支持。”

——贵州省安龙县第一中学

启动“绿色动力”社区环保教育项目

2013年初，伊顿亚太区总部在上海启动

了“绿色动力”社区环保教育项目，该项目

为伊顿量身定制“绿行棋”，并融入伊顿混合

动力、新能源等方面的动力管理解决方案。1

月底，绿色动力体验营首次走进学校和社区文

化中心，来自全球各地的伊顿亚太区志愿者和

小学生们，通过“绿行小达人”、“疯狂红绿

灯”、“标识爱跳舞”等互动游戏一起体验安

全、文明和绿色出行。

助老爱老 共筑美好家园

2012年9月，伊顿向中华仁人家园捐赠

25,000美元善款及电气产品，协助其修整并改

善老年人的居住环境。上海普陀区的周惠琴是

该项目的受惠者之一。她的房屋年久失修，安

全隐患较多。该项目对其房屋进行了全面改

造，伊顿亚太区总裁何钦鸿还带领员工亲自为

其房子进行粉刷。

案  例

案  例

案  例

社区福利
我们关注各种缺乏资源的群体，希望以尽可能

的资源支持，帮助他们获得新的发展。近年来，我

们特别关注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挑战，通过参

加社区“老人居家关怀日”，帮助老人做农活等行

动，为老年人送去温暖。

低碳环保
低碳环保是伊顿始终努力的目标，我们一直在

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2010年至今，我们与

中国民促会绿色出行基金会开展多次合作，支持社

区环保和低碳教育项目，倡导公众选择绿色出行方

式，践行低碳生活。同时，我们组织员工参加“低

碳工作日”、

“ 地 球 一 小

时”等多项活

动，倡导身体

力行，为营造

一个健康绿色

的社区环境尽

一份力。

伊顿志愿者帮助粉刷正在进行
改建的老年人住房

在项目进行回

访时，周惠琴分享了

她的体会：“以前房

子太破了，知道要改

造，但是想不到改得

这么好。我现在更喜

欢呆在家里了。”
伊顿宁波工厂员工驶出厂区向居民们宣传
低碳生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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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公司，伊顿进入中国市场20年来，积极回报社会和所在社区。我们每

年都会从当年的收益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善款，以实现自身成长的同时，确保对所在社区的贡献也能同步增

加。同时，不断发展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并完善管理制度，将高层参加志愿者活动纳入考核体系，鼓励全体

员工积极参与，开展丰富的志愿者活动。

伊顿近年主要捐赠项目一览

时间 项目名称 捐赠金额 合作方 受益对象

2006-2012 伊顿-上海师范大学西部教育项目
近180万人民币及30
万设备物资

上海师范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

贵州安龙一中3000多学生
及200多位教师

2008 汶川抗震救灾 逾200万人民币 各地红十字会 四川地震灾区

2010

2013

世博绿色出行项目

四川雅安抗震救灾

近7万人民币

40万人民币

民促会绿色出行
基金

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联合之路
（上海）专项基金

上海世博绿色出行林；四
川广元市参与农业温室气
体减排项目农户

四川雅安地震灾区

2012
绿色动力社区环保教育项目 10万人民币

民促会绿色出行
基金

员工及家庭、社区居民、
学校学生等约1000人

上海适老性住宅改造项目 逾15万人民币 中华仁人家园 上海贫困老年家庭

爱
心
回
馈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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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下一个20年
NEXT 20 YEARS IN CHINA
超越自我 赢在当下

伊顿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为本”，可持续发

展是我们经营业务的核心，它始终推动我们在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上前进。

伊顿来到中国的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实现飞

跃发展的黄金年代。中国除了要面临气候变化、

能源供应紧张等全球性挑战，还需应对城市化和

老龄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我们致力于成为中

国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忠实伙伴，也因此获得了

与中国客户、中国经济社会共同成长的力量。如

今，在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难题上，伊顿

立志做得更多。

我们绝对不会降低最高标准的道德准则，并将

我们坚持的“正当经营”的价值观传播给我们的客

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

我们将继续增加

在创新领域的投资，

利用我们的规模、业务

的深度和广度，整合我们

的资源和能力进行更积极的

创新，为中国和全球提供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并

通过培养工程和制造能力，使创新成果实现本地化

生产。

我们将持续携手研究机构、行业企业，拓展与

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为我们长期的成长奠定更厚

实的基础，确保无论在电力、液压、航空、还是车

辆动力领域的客户，都能在我们更高效节能、安全

可靠的解决方案中获得经济和环境上的双重收益。

同时，我们希望把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拓展到整个行

业和社会，助力中国实现可持续性的增长，这是伊

顿在中国的承诺。

同时，我们还将为员工营造更开放和谐的工作

氛围、提供展现创造力的舞台，使他们超越业务、地

区和文化，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鼓励每位员工坚持

伊顿精神，尽自己所能服务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社区。

我们致力于成为一个注重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

续发展的领先企业，充满力量的伊顿将持续前行，

为全新的时代提供动力。

我们展望未来，我们赢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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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OUR COMMITMENT TO CHINA

ACHIEVING 20 YEARS OF SUSTAINABLE GROWTH

Sustainability at the Core of our Growth 

Strategy

Achieving sustainable growth is a continuous 
and demanding journey, not a destination. 
During 2012, we continued to make progress on 
that trek, improving our performance across five 
key measures.   

Increase shareholder value through proactive 
governance and by providing safe, reliable,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power management for 
our global customers.
Improv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by reduc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our products and 
operations and the products of our customers.
Expand transparency through reports like this 
one and by sharing our data and best practices 
through cooperative efforts such as the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Foster a thriving workplace by protecting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our employees, building 
teams of diverse talent, and inspiring and 
promoting top performers.
Build stronger communities by investing our time 
and resources in local efforts that make everywhere 
we do business a better place to live and work.

Sustainablit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our company 
DNA. We are dedicated to contributing to a greener 
tomorrow and firmly believe that Eaton, our 
customers’ performance, and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In his keynote speech at the Eaton-hosted 
Sustainability and Energy Efficiency Forum in 
Beijing, August 2012, Alexander M. Cutler, Eaton’s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highlighted that 
sustainability will remain a crucial part of its China 
growth strategy. 

“Global megatrends, which are also highly relevant 
in China, such as rising energy costs and increasing 
demand for natural resources, climate change, 
urbanization,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enormous 
impact brought on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all resulted in Eaton increasingly positioning itself 
as a sustainable power management solutions 
company,” emphasized Cutler. “Today, businesses 
around the world face ever-daunting, ever-evolving 
energy challenges – with rising costs and mounting 
interest in sustainability. We are all a part of the 
solution in overcoming today’s energy issues by 
becoming more energy efficient and energy aware. 
Energy efficiency is a tangible, achievable goal that 
virtually all organizations and businesses can attain.”

In China, For Good

China is now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geographies 
in Eaton’s global business network. Our on-going 
commitment to this critical market is exemplified 
by our 20-year continued investment in local 
manufacturing, research & development and talent 
development.

Since 1993, when Eaton first began its China 
operations by setting up a joint venture in Jining, 
Shandong Province, our dedication has grown year-
by-year. All business groups now manufacture 
products and provide services in China, for China, 
as well as for global customers. China has become a 
key driver of Eaton’s global growth. 

As a global leading power management company, 
we are excited to collaborate closely in leading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this dynamic market, and 
we expect each of Eaton’s businesses – electrical, 
hydraulics, vehicle and aerospace – to realize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growth. Currently 
in China, Eaton employs a workforce of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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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owering of China’s 

Sustainable Society

Building on our renowned history in this arena, 
concrete accomplishments Eaton has made in 2012 
include:

• Eaton China was recognized for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CSR and sustainability, receiving 
more than 25 awards and honors including “Model 
for Implement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Machinery & Electronics Business, “China CSR 
Special Award” by China Associ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CAEFI) and “Excellent 
Corporate Citizens in China” by the Corporate 
Citizen Committee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 Sponsorship of China Energy Symposiums 
organized by Eaton since 2011 in order to prepare 
people and corporations for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come from embracing a culture 
of sustainability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The 
symposiums build on Eaton’s participation in the 
“Golden Bee CSR 2020 Initiative” launched by the 
China WTO Tribune in 2011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joint action among various corporations, 
organizations and countries, while pushing 
corporations to engage in CSR.
• Joined the China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BCSD), an invitation-
only coalition of leading Chines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registered and operating in China. 
Their joint objective is to adv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mong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social communities on critical sustainability 
issues. As a regional partner of the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and 
under its guidance, the CBSCD aim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local and foreign companies to share 
information, experience and best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leader 
in sustainability, Eaton was invited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WBCSD in 2010.
• Hosted four China symposiums since 2008, 
each time using the platform to release the Eaton 
Annual China Sustainability Report - reflecting the 
company’s ongoing commitment to embedding 

people and has 28 major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and five R&D centers, the majority of which design 
and produce products for the domestic market.

Our investment in 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Eaton’s ambitious, but attainable goal, announced in 
2011 is to achieve annual revenues of US$2 billion 
by 2015, doubling 2011 China revenues of US$1 
billion. 

Additional  growth initiatives in 2012 include the 
expansion of our Global Research & Technology 
Center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The Global Research & Technlogy organization 
is Eaton’s most forward-looking R & D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providing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 the company's global business. 

Our Center in Shanghai is focused on developing 
next generation power converters, safe solutions for 
alternative energ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vacuum 
switching, advanced diagnostics and prognostics, 
digital and green hydraulics, energy-efficient vehicle 
power-trains, electrical vehicle and high-efficiency 
charging technology. The Shenzhen team develops 
new power convers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electrical 
vehicle charging facilities, energy storage, motor 
drivers and renewable energy, as well as other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 solutions.

In 2012, we opened a new laboratory in Shanghai 
to driv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nd energy-
efficient power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for the 
local market. The new laboratory covers an area of 
more than 300 square meters and is designed to 
develop key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essential 
to driving business success in China and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he new laboratory is equipped with 
cutting-edge hardware equipment and software 
tools, providing world-class facilities to support 
green solutions and innov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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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focus in the corporate culture. Most recently in 
2012, Eaton and China WTO Tribune, a publication 
under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China, co-
hosted the Energy Evolution: Achieving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n China symposium in Beijing.

Sustainability Drives Customer Value

A particular high-growth area is Eaton’s vehicle 
business. China is now the world's largest vehicle 
market and sales in China-including passenger and 
commercial vehicles-grew 4.3 percent to 19.3 million 
units last year, according to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 Manufacturers. The organization forecasts 7 
percent vehicle sales growth in 2013 as the Chinese 
economy strengthens. China also has big plans 
in the field of aviation and Eaton aims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is progression. Achievements in 
2012 include:

• In China, Eaton has provided more than 2,300 
hybrid power systems for buses in Beijing, 
Guangzhou, and other cities in China. Buses 
equipped with Eaton’s hybrid systems have 
achieved 370 million kilometers of service while 
reducing fuel consumption by 35 million liters. 
• Announced doubling of manufacturing capacity 
at Eaton’s Jining, China facility to meet growing 
customer demand for valve and valve-train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Located within the 
Eaton Campus in the Jining Shandong Province, 
the expansion project began in 2013 and will be 
operational March 2014.
• Eaton signed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with AVIC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Ltd. at the 9th China 
International Aviation & Aerospace Exhibition held 
in Zhuhai, Guangdong province, moving forward 
plans for expanded cooperation in the areas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systems and components 
in aviation.
• Signed a letter of intent with 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 Ltd. (COMAC) to supply the 
cargo door actuation system for the COMAC C919 
program. The system’s lightweight design helps 
reduce overall aircraft weight and improve fuel 
efficiency.

Marking the largest acquisition in Eaton’s 101-year 
history, Cooper Industries  significantly expanded 
our portfolio of sustainable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cluding LED lighting for streets and other outdoor 
applications that are 30 to 60 percent more energy 
efficient than metal halide lighting. 

Closely Attuned to the Government Agenda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emphasized in 
their 12th Five Year Plan of 2011, has further 
embraced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Eaton now provides numerous more 
applications that meet society’s needs. We are a 
worldwide leader in diversified power management, 
with products widely used to help customers in 
China and abroad manage electrical, hydraulic and 
mechanical power. 

Our business is closely attuned to the 7-strategic 
pillars highlighted in the government’s 12th Five 
Year Plan including next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ergy sav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upgrade and innovation, new materials, as 
well as energy efficient vehicles, among others. 

We are well-positioned to continue powering 
business, while simultaneously contributing to 
Chinese society. A significant example of our 
alignment with government policy, and ability to 
make a real difference, is that China’s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requires in the “Industrial 
Energy Saving Plan for 12th Five-Year Plan” that 
by 2015, data centers in China must reduce their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PUE) rate by 8%. As 
a diversified power management pioneer, Eaton 
embraces comprehensive green solutions with high 
reliability and energy efficiency for mission-critical 
data center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edical,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ransportation industries. 

Improving 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 

(EHS ) Performance

Eaton is committed to being a global leader i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safeguarding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our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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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2012, we continued to expand our efforts to 
reduce GHG emissions, prevent pollution, conserv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rotect our workforce both 
through our own operations and those of our 
suppliers. In China, for the year:

• Indexed to sales, our total waste generated 
decreased by 33 percent in 2012 compared to 2011.
• Indexed to sales, we reduced our water consumption 
by 6.7 percent in 2012 compared to 2011.
• We continue to focus on our safety performance. 
Our Total Recordable Case Rate (TRCR) decreased 
by 8 percent and Days Away Case Rate (DACR) 
decreased by 28.5 percent.

Fostering an Inclusive, Ethical and Engaging 

Workforce  

We are committed to respecting, and developing, 
a culturally diverse workforce that leverages the 
rich range of differences that make each employee 
unique. We foster an inclusive environment by 
reinforcing behaviors that recognize, value and 
leverage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backgrounds 
of our employees. These unique perspectives help 
us generate more innovative ideas and make better 
decisions for our company and customers.

Eaton is recognized as a global leader in ethical 
business practices. We require that all employees 
abide by the Eaton Code of Ethics. In addition, we 
publish an Ethics Guide in 35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to help Eaton employees make ethical 
decisions and guide them to resources—including 
our 24-hour Ethics and Financial Integrity Help 
Line—when they need help.
 

During 2012, we expanded the reach of our legal 
compliance training program. Eaton employees in 
China have spent over 9000 hours in completing the 
courses of  anti-corruption and ethics code. 

Eaton’s Office of the Ombuds provides employees 
with an independent, neutral and confidential 
resource for identifying and resolving work-related 
issues and problems. We've already expanded this 
Ombuds service to employees in China We plan 
to expand these services to new employees from 
Cooper.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 managed 550 
cases from employees in China during 2012. 

Eaton’s global employee survey provides us with a 
structured way to evaluate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to solicit ideas for how we can keep improving 
our workplaces. In 2012, 98% percent of our 
employees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in China. 
Results for employees in China showed strong gains 
in employee engagement, manager effectiv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Eaton’s Code of Ethics.

During the year, the Eaton University China Hub 
continued to create new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in functional and leadership 
roles. 1,438 online courses were available for 
employees and 10 local courses on EHS, HR and 
sales have been newly developed. A new global 
program was developed to
address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our 
manufacturing frontline leaders. To increase 
flexibility in the deployment of our popular M 
Power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ourses for middle 
managers, in-person classroom training is now 
offered in addition to the online web conference 
format. Compared to last year, the percentage of 
training staff has increased to 27%.

Supporting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Eaton is successfully cooperating with a number 
of China’s most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to drive progres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ultivation of 
local talent. We have establishe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with eight major universities in 
China, including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EHS Performance 
in China

GHG Emissions

Total Waste 
Generation

0% per million 
dollars of sales

33% per million 
dollars of sales

13% per million 
dollars of sales

32.8% per million 
dollars of sales

Decrease Percentage 
in 2012 Compared 
to 2011

Decrease Percentage 
in 2011 Compared to 
2010

Water Consumption 6.7% per million 
dollars of sales

5.2% per million 
dollars of sales

Total Recordable 
Case Rate (TRCR) 8% 13%

Days Away Case 
Rate (DACR) 28.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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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addition, Eaton takes an active approach to 
corporate giving in China, based on the community 
needs and the interests of local employees. 
Notable examples in educational and community 
contributions in 2012 include:

• Donated US$25,000 (RMB160,000) to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NU) to sponsor its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 
Since 2006, through our Eaton Charitable Fund, 
we have contributed over RMB1.5 million to SNU, 
continuing basic education programs in China’s 
underdeveloped regions.
• Signed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with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IT) and donated 
RMB100,000 to the HIT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 to set up the “HIT-Eaton Innovation 
Scholarship.” The partnership serves to enhance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alent development.
• Donated US$25,000 grants to Habitat for 
Humanity China in order to support their Shanghai 
Age-Friendly Housing Project.
• Presented US$15,000 in grants to the Green 
Commuting Fund to support the community on 
green and low-carbon initiatives. The Green 
Commuting Fund, the strategic partner of the U.S.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in China, aims to 
promote Chinese people taking action on green 
commuting and living a low-carbon lifestyle in order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 Hosted a campus forum on Energy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th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ring global trends and 
information with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In addition to educ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program 
contributions, Eaton also encourages employees in 
China to actively engage in community initiatives. 
Our employees around the country volunteer 
thousands of hours each year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activities including educational suppor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unication and 
making charitable donations among other initiatives. 

Over our 20 years of China engagement, Eaton has 
performed as a responsible corporate citizen and 
has released annual sustainability report for the past 
four years. Looking on into the future, our role in 
China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Global megatrends including rising energy costs, 
climate change, increasing demand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soaring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ve created huge demand for energy, bring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power companies 
and industrial manufacturers like Eat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within China,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that collectively we must make 
a concerted effort towards 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and greener development. We must strive for 
maximum energy awareness and efficiency to 
make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ore sustainable. As an industry 
leader in power management, Eaton is positioned 
to partner with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both within China and abroad, to jointly promote 
innovative and energy-efficient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Learn more about our global sustainability 
efforts at Eaton.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Eaton’s sustainability 
efforts globall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www.eaton.com/
sustainability.

There you’ll find additional metrics about our 
performance worldwide, including a table 
that conforms to and cross-references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reporting guidelines 
and our expande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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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指标索引
GRI CONTENT INDEX

GRI指标 报告索引

1 战略与分析

2 公司概况

3 报告规范

4 管治、承诺及参与度

5 经济绩效指标

6 环境绩效指标

7 劳工绩效指标

9 产品绩效指标

8 社会绩效指标

1.1

1.2

2.1-2.6

2.7

2.8

2.9

2.10

3.1；3.3-3.9

3.12

3.13

4.1

4.4

4.6；4.11

4.8

4.9

4.12

4.14-4.17

EC1

EC2

EC3

EC6

EC7

EC8-9

EN2

EN3-7；EN16-18；EN26

EN8

EN27；EN29

LA1-2

LA3；LA8

LA7

LA10

LA11-12

SO1

SO2-4

PR1

PR3

PR5

PR6

P2-3

P2；P10；P16-18

P4-5；P6

P4-5；P16-18

P4；P28

P4 ；P6

P12

P1

P39-40

P41-42

P9

P30

P9

P5；P10；P25

P13；P20；P24；P27；P31

P20-22；P31-33

P11

P4

P14-15；P20-23

P29

P24-26

P28

P31-33

P26

P16-18；P21；P23

P21

P26

P28

P29-30

P21

P29

P28-29

P31-33

P9

P14-15；P21

P23

P16-18；P23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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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Profile Disclosure Index

1. Strategy and Analysis

2. Organizational Profile

3. Report Parameters

4. Governance, Commitments,
and Engagement

5. Economic

6. Environmental

7. Social: Labor Practices and
Decent Work

9. Social: Product Responsibility

8. Social: Society

1.1

1.2

2.1-2.6

2.7

2.8

2.9

2.10

3.1；3.3-3.9

3.12

3.13

4.1

4.4

4.6；4.11

4.8

4.9

4.12

4.14-4.17

EC1

EC2

EC3

EC6

EC7

EC8-9

EN2

EN3-7；EN16-18；EN26

EN8

EN27；EN29

LA1-2

LA3；LA8

LA7

LA10

LA11-12

SO1

SO2-4

PR1

PR3

PR5

PR6

P2-3

P2；P10；P16-18

P4-5；P6

P4-5；P16-18

P4；P28

P4 ；P6

P12

P1

P39-40

P41-42

P9

P30

P9

P5；P10；P25

P13；P20；P24；P27；P31

P20-22；P31-33

P11

P4

P14-15；P20-23

P29

P24-26

P28

P31-33

P26

P16-18；P21；P23

P21

P26

P28

P29-30

P21

P29

P28-29

P31-33

P9

P14-15；P21

P23

P16-18；P23

P19

Th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s sustainability guideline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widely used reporting frameworks for performance on human rights, labor, environment, 
anti-corruption, and corporate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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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专家点评
EXPERT'S COMMENTS

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绿色发展是我国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意味着今后我们要走一条加强资

源节约、加强环境保护来优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新的

道路。在这样的形式下，只有勇于承担包括环境保护

在内的社会责任的那些企业，才能够在中国生存和发

展，才具有真正的竞争力。从伊顿中国2012年可持续

发展报告中，我感觉到了伊顿中国正以这样的一种理

念和方式来履行社会责任、追求可持续发展。

报告以“动力之源 贡献中国”为主题，突出展

示二十年来伊顿始终致力于帮助中国客户以更为高效

和负责的方式管理动力、降低能耗。伊顿中国本着可

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持续提升创新能力，提供贴近

本土客户需求的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借鉴全球范围

内的丰富实践经验，与中国产业界加强合作，帮助通

信、金融、工程机械、航空以及汽车行业企业提高能

源效率，彰显绿色发展所创造的价值；更将可持续承

诺从自身运营扩展到供应商体系，提升整个供应链的

可持续竞争力。在目前我国能源结构还不能根本改变

的情况下，伊顿创新的技术、产品、服务、解决方案

对于中国企业探寻可持续发展之路、助推中国经济转

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示范意义。

报告语言平实易懂，多次引用利益相关方的证

言，可信性高；在延续以往设计风格的基础上，注重

图形、表格等多种表现形式的应用，使得报告更为生

动，阅读友好性上进一步优化。

希望伊顿中国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以高质的

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大的力量！

面临气候变化、资源短缺、人口增长等多重压

力，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和必然选择。在

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可

持续发展的趋势下，伊顿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多元化

动力管理企业，以绿色动力为引擎，通过不断创新的

解决方案、服务以及商业合作模式，以满足中国社会

对能源效率、低碳环保的更高要求，获得自身广阔发

展空间的实践，展现出了一家负责任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思维与竞争力。 

很高兴第三次为伊顿可持续发展报告做点评。在

《伊顿中国201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进一步体现

了将解决社会问题与企业运营发展深度融合的主导思

路。报告更为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经营业

务的核心”，诠释了自身可持续发展体系，并系统阐

述了伊顿进入中国二十年中推动本土以更清洁、更可

持续方式发展的努力和经验。

可以看到，伊顿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社区

建设、供应链等多方面，推进可持续发展理念、经

验与本土的有机结合，以合作创造价值，以沟通实

现共赢，为中国发展持续贡献高效的绿色动力。这

与报告主题“动力之源 贡献中国”形成强烈呼应，

亮点突出。 

与此同时，报告在议题选择上兼顾完整性和实质

性，结构合理，逻辑清晰，注重外向思维表达，语言

亲切，资料丰富，具有较好的可读性。

报告所披露的伊顿主动、深刻的履责理念和实

践，也让我看到了伊顿持续贡献中国的诚意。

夏光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
管理分会主任委员

翟齐
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
会（CBCSD）执行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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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are the key motiva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We are now following a new 
path of improved resource efficiency and strengthen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as we adv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se circumstances, only those 
companies that step forward and accept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k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ll be able 
to survive and grow in China while remaining truly 
competitive. In the Eaton China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2, I received a strong sense of Eaton’s philosophy 
and commitment to meet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theme of this report is “Energy Powering China”. 
Deeply informative, it highlights how Eaton has strived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o help Chinese customers with 
power management solutions and reduce their energy 
consumption. Eaton has consistently appli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continuously 
pushed innovation while providing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solutions to local customers. The report references 
Eaton’s practical experiences around the world, and 
shows how Eaton has strengthened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industry and helped companies in the 
communications, finance, engineering equipment, 
aerospace and automotive industries improve their 
resource efficiency while realizing the value of green 
development. Eaton has also broadened the promise 
of sustainability from its own operations to its supplier 
systems, raising sustain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the entire supplier chain. As China’s energy 
mix is not yet at a stage where it can be fundamentally 
altered, Eaton’s innovative technology, products, 
services and business solutions have value as a 
reference for Chinese industry in its search for a pat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for boosting the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report is natural and clearly understandable, with 
stakeholder testimonies lending credibility. Following 
past designs, the report is well illustrated with graphs 
and figures, and easy to follow.

We hope that Eaton continues to take on mor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and contributes more toward 
building a beautiful country.

Facing the pressure of climate change, resource 
scarcity and population grow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part of the global 
consensus and a natural area of focus. As China leans 
towards accelerating economic restructuring, changing 
its development model and push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aton, a diversified power management 
company,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Driven by green 
power and unceasing innovation of solutions, service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combined with the need to 
fulfill ever-higher requirements from Chinese society 
towards resource efficiency, Eaton has gained insight 
into broadening the sphere of development, showing 
thoughtfulness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maining a competitive but responsible company.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comment for a third time on 
the Eaton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report. In the Eaton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2, the desire to deepen 
the blending of solutions for social problems with 
company operations and development is expanded 
further. The report makes it very clear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t the heart of our operations,” 
explaining Eat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ystem 
and showing that Eaton’s 20-year presence in China 
has given it experience in local cle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we can see, Eaton has organically combined its 
vision and experie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lo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raining personnel,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he supply chain. Eaton 
creates value through collaboration and benefits for 
everyone through communication, granting efficient, 
green power to Chinese development. This boldly 
echoes the theme of the report, “The Source of Power 
for China”. 

The report is both complete and substantive in its 
choice of topic. It is thoughtfully structured and 
logically articulated, and it is emphatically open and 
sincere, with ample data and high readability. The 
report makes clear Eaton’s drive to implement its 
ideals and experience while letting us see the sincerity 
of Eaton’s sustainable contribution to China.

Xia Guang
Director – General of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ranch, Chi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Zhai Qi
Executive Secretary-General, China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BC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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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表
亲爱的读者：

您好！感谢您阅读《2012年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我

们非常重视并期望聆听您对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和这份报告

的反馈意见。您的意见和建议，是我们提高可持续发展绩效

的重要依据。您可以填写下表，通过邮递、电子邮件或传真

反馈给我们，我们非常欢迎并由衷感谢您提出宝贵意见！

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您对本报告的评价：

您对本报告的评价

您认为报告结构是否合理？

您通过报告能否了解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实践特点？

您认为报告是否友好易读？

您认为本报告的内容安排和
版式设计是否合理？

您对报告的总体评价如何？

非常好

□

□

□

□

□

好

□

□

□

□

□

一般

□

□

□

□

□

较差

□

□

□

□

□

您对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建议：

您对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280弄3号
200335
＋8621－52000099
＋8621－52000500
ChinaCommunications@eaton.com

   2013 Eat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China
www.eaton.com.cn

Building3, Lane280, Linhong Road, Shanghai
200335
＋8621 52000099
＋8621 52000500
ChinaCommunications@eaton.com

Dear Readers,

This is our 5th Eaton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Report.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s and reading. You can submit your comments to
us by letter, email or fax. Your opinion counts and we welcome all
comments from you.

Add:
Zip Code:
Phone:
Fax:
Email:

Reader Survey

Name:

Phone:                                                         Email:

Your opinions towards this Eaton in China 2012
Sustainability Report :

Your opinions towards the Eat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

目  录

1       报告导读

2       高管致辞

4       关于伊顿

7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13     贡献中国20年

20     高效绿色动力

24     负责任供应链

27     尊重人才发展

31     爱心回馈社会

34     展望下一个20年

40     附录1：GRI指标索引

42     附录2：外部专家点评

         意见反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