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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顿
ABOUT EATON
伊顿——全球商业动力之源

伊顿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动力管理公司，2013年销售额达220亿美元。伊顿致力于提供各种节能高效的解决方案，

以帮助客户更有效、更安全、更具可持续性地管理电力、流体动力和机械动力。伊顿在全球拥有约10.2万名员工，

产品销往超过175个国家和地区。

持续的创新能力使百年伊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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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the report
A Message from Eaton Leadership in China
Eaton’s Sustainability Strategic Framework
Powering China’s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Powering Green Manufacturing and Operation
Powering a Sustainable Workforce
Powering Strong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Eaton: Powering Business Worldwide

Eaton is a power management company providing energy-efficient solutions that help our customers effectively manage 
electrical, hydraulic and mechanical power. Eaton’s 2013 revenues were $22.0 billion. The company has approximately 
102,000 employees and sells products to customers in more than 175 countries.  

Eaton helps customers manage power more effectively to meet the world’s growing needs without consuming more of the 
world’s resources. Eaton solutions help customers reduce their energy consumptio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and 
protect lives. We’re shrinking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our customers’ operations, as well as our own. 

Dear Readers,

This is our 6th Sustainability Report in China. Thanks for reading. 
You can submit your comments to us by letter, email or fax. Your 
opinion counts and we welcome all of your pro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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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导读
ABOUT THE REPORT

Who

When

Where

Why

How

本报告是伊顿中国发布的第六份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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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公司”。

报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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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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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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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1、

G4）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26000：社会责任指南（2010）》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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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时间范围：2013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2 月 28 日。

报告发布周期：每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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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致辞

EATON LEADERSHIP IN CHINA

展望未来20年，新型城镇化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引擎，但也

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未来不断加快城镇化发展中如何应对能源匮

乏的挑战。能源挑战和城镇化发展相依相存，如何有效缓解能源压力、协调经济

关系，确保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挑战。

在中国城镇化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的过程中，探索“绿

色城市发展”，一方面我们需要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我们利用能源的

方式应该更加可持续，即加强对能源的高效利用。在新能源技术还未完全成熟之

时，尽可能提高现有能源效率则是最重要和有效的途径。

2013年恰逢伊顿进入中国20周年，我们推出了《能源创新与中国城市可持续

发展白皮书》，这个白皮书的大标题，集中反映了我们的心声：“大趋势下的必

由之路”。这也是我们多年来关注全球化所带来的能源需求问题和中国城镇化快

速发展进程中的能源消耗与效率提升等问题的系统思考和行动。

可持续发展孕育着无限商机。伊顿的核心理念是“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开展业

务的方式，同时也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无论身处历史长河的哪个时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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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的发

展成就以及伊顿中国的不断壮大，充分证明了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

长久以来，中国始终是伊顿全球战略发展的重要市场之一。伊顿在华业务经

过20年的稳步发展，所涉及的四大业务领域——电气、液压、车辆及宇航都已深

深根植于中国。同时，伊顿始终坚持本土生产、服务本土的理念，无论是为中国

C919大飞机项目提供高效的航空管路系统，还是为北京地铁提供节能环保的配电

系统解决方案，我们都始终坚持进入中国时所作出的承诺，不断助力中国市场本

土创新及能源动力管理的持续升级。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之路，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在倡导绿色发展的今

天，伊顿将有更多的用武之地。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并携手各行业领域的有识之士共同应对能源发展和动力管理等挑战，服务于中

国，贡献于中国。 伊顿中国区总裁

报告导读 管理层致辞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绿色制造及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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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EATON’S SUSTAINABILITY

STRATEGIC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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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

在和未来成功的关键。

 公司理念

 支持中国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念

 正当经营

 利益相关方

 2013可持续发展荣誉

可持续发展人才建设 共建美好社区 未来展望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标索引 外部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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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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努力工作，为实现伊顿未来愿景而贡献自
           己的力量。

环境与社区：我们努力改善环境和所在社区。

支持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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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商用和军用飞机提供燃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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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智能电网提供LED照明和智能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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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心
价
值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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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命

使伊顿成为市场上最受尊敬的公司。
愿
景 伊

顿
的
理
念

公司理念

报告导读 管理层致辞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绿色制造及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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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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咨询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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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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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名员工都可以、并应该成为诚实与诚信的典范。我们必须通过所言及

更重要的所行，把伊顿道德准则传播给我们的同事、合作伙伴、客户和供应商。

我们要实现伟大的目标，因此每个人的行为都要表明我们极其重视如何取得

这些目标。如果通过不道德的的方式取得，则一钱不值，亦没有生命力。”

——伊顿董事长兼CEO 柯仁杰

正当经营

伊顿所坚持的正常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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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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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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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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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同样也是好的业务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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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帮助客户提高能源效率，减少运营和产品的环

境影响，开发并分享创新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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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人才建设 共建美好社区 未来展望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标索引 外部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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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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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们开展了超过12000

小时的公司道德准则培训。

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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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点
诚信经营，透明管理，盈利能力，可持

续发展。

 沟通方式
股东大会，信息披露。

 回应
持续稳定回报股东，及时准确披露信息。

 关注点
产品优质，服务快捷。

 沟通方式
客户访谈，服务热线，客户满意度调查。

 回应
创新产品，制定产品质量提升计划，建立

客户体验中心，开展技术日、展会、路演

等活动。

 关注点
依法纳税，合法经营，技术输入。

 沟通方式
工作会议，专题会议，信息报送。

 回应
主动纳税，响应中国国家政策。

 关注点
公平、透明采购，共同发展。

 沟通方式
《供应商行为准则》，供应商大会。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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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点
基本权益，薪酬福利，工作环境，职业发展。

 沟通方式
全体员工大会，员工热线，员工内部期刊，

全球员工调查。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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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点
关注和参与社区发展，社区公益活动。

 沟通方式
社区活动，座谈与交流。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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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

当地政府
为利益相关方

创造价值

股东

供应商

员工

社区

报告导读 管理层致辞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绿色制造及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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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0月

9月

8月

7月

6月

5月

4月

3月

伊顿亮相海格智慧节能技术论坛，助力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伊顿在京发布了《能源创新及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白皮书》，以“大趋势之下的必由之

路”为主题，携手影响能源创新的各方决策者和倡导者，聚焦中国新型化城市发展的机遇

与挑战，探讨能源创新与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热点议题。

伊顿在广州举办生产设备制造商技术日，持续贡献中国机械制造业创新发展。

“哈尔滨工业大学-伊顿电气实验室、哈尔滨工业大学-伊顿液压实验室”开幕仪式暨

“哈尔滨工业大学-伊顿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揭牌，再次将校企双方产学研结合推向新

高度。

伊顿在香港举行了主题为“卓越动能，启动未来”的伊顿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技术日活动。

该活动以提升数据中心能源效益的主要趋势为讨论重点，旨在引领数据中心未来的能源管

理设计。

伊顿在上海新落成的伊顿亚太区培训中心举办了2013中航机电管路系统、电气传感及控制

产品展暨技术研讨会。

为支持四川雅安地震灾区抗震救灾，伊顿向灾区捐赠11万美元善款，以支持当地的救援工

作和灾后重建。

携手《WTO经济导刊》在北京举办“能源效率与可持续发展城市论坛”，同日发布《2012年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

在京举办交通基础设施及电力行业技术日，助力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管理发展。

携车辆动力管理解决方案亮相2013上海国际车展，伊顿的技术和产品可以帮助中国客户更

加高效、可靠和安全地使用动力。

加入地球一小时的活动，还发出号召邀请员工一同参与“我做绿V客”的主题环保活动，化

思考力量为环保行动。

伊顿中国2013可持续发展大事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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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可持续发展荣誉

在 CDP 全球 500 强气候披露领导者指数 (CDLI) 中以 100

分的完美成绩位居全球工业类企业首位

排名仅面向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中前 10% 在气候变化信息披露有

重大举措和成果的公司。这次排名是对伊顿多年来致力于节能减排、

提高能源效率、公开企业碳排放等所作出各项努力的一次重大肯定

百佳企业公民 100 强（《企业责任官》杂志评选）

由 2012 年 17 位上升至第 4 位，伊顿一直恪守正当经营的理念，致

力于成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并希望成为客户、股东、员工以及我

们工作和生活社区中最受尊敬的公司

获得道德村协会评选的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业 连续 7 年获此殊荣

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最受尊敬的企业
在企业诚信上所建立的良好声誉一直是伊顿最大的优势之一，以此

吸引和留住把握伊顿未来成功命脉的人才

获得美国健康商业集团颁发的“2013 健康生活形态最佳雇

主”，首次获“全球卓越奖”

唯一两家获颁“全球卓越奖”的企业之一，同时也是全球 65 家当选

“2013 健康生活型态最佳雇主”的公司之一。伊顿全球员工身心健

康管理项目“健康生活之源”努力帮助员工及家属消除有碍身心健康

的困扰，同时提供给他们健康生活所需的资源，获得了金奖的肯定

中   

国

全   

球

奖    项 价    值

获得《WTO 经济导刊》颁发的“金蜜蜂 2013 优秀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长青奖”

连续 5 年发布中国区可持续发展报告，从超过 1500 份的企业报告

中脱颖而出，凭借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长期坚持和不断创新在外

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独树一帜

获得《机电商报》颁发的“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者典范”
显示出伊顿作为行业领导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力

获得美境中国颁发的“2013 最绿色科技奖”、“2013 最佳

绿色公益项目奖”

绿色解决方案和“绿色动力”社区环保教育项目的创新解决方案具

有典范和指导意义

获得由中国消费者保护基金会等颁发的“2013（第五届）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100 强榜单及“2013 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特别大奖”

连续 4 年榜上有名，从 3000 多家公司中脱颖而出，成为获得特别

大奖荣誉的仅有的 5 家外资企业之一

混合动力系统获《汽车与配件》杂志颁发的“2013 中国汽

车及零部件行业发展创新大奖 ”之高效节能奖

是行业对伊顿混合动力系统可靠、高效、节能运行表现的认可，也

是对伊顿长期以来为汽车用户持续创造价值的极大肯定

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颁发的“中国城市客运行业首届

信用产品奖”
体现了伊顿在车辆方面的产品创新能力和动力管理服务能力

获得中华英才网第十一届大学生最佳雇主评选之“电气制

造业十佳雇主”

凭借系统的人才发展体系、完善的精英发展项目以及先进的领导力

发展计划等出色表现作为为数不多的外企之一获奖

报告导读 管理层致辞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绿色制造及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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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ING CHINA’S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引擎，与传统提法比较，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内

在质量的全面提升，也就是要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

变，其推进依赖于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伊顿历来将提高能源效率视为至关

重要的业务驱动力，将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机遇作为推动创新的催化剂，不断推陈出

新，用高效、绿色的产品和服务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

 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

可持续发展人才建设 共建美好社区 未来展望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标索引 外部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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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创新与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白皮书

2013年，伊顿发布以“大

趋势下的必由之路”为主题的

《能源创新与中国城市可持续

发展白皮书》，分析全球与中

国的能源大趋势，阐明在该大

趋势下伊顿的能源创新的理念

与观点，并且传播伊顿能源创

新的实践。
2013 年 6 月 5 日，伊顿携手商务部《WTO 经济导刊》第三年在北
京举办“能源效率与可持续发展城市论坛”。图为伊顿中国区总裁
周涛在论坛上做主题发言

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既是伊顿在业务上决胜于未来的关键，

也是伊顿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伊顿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

任，通过召开可持续发展论坛、发布白皮书、举办技术

日等多种多样的形式与渠道传播伊顿提高能源效率、持

续参与和贡献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理念和实践。

技术日

多年来，伊顿持续以“技术日”的方式展现和传

播伊顿的能源可持续解决之道。2013年，伊顿先后在

北京、香港、广州、上海、山西等地举办主题技术日活

动，全面展现伊顿如何把可持续的理念融合入实际的解

决方案，并介绍了其领先的绿色解决方案在矿业、交通

基础设施及电力行业、数据中心、生产设备制造行业、

石油天然气行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可持续发展论坛

2011年，伊顿加入由《WTO经济导刊》发起的“金

蜜蜂2020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作为“能源效率”议题

的标杆企业，就提高能源效率与能源创新的议题发起讨

论，并每年举办“能源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城市论坛”，

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以此搭建跨界交流与沟通的

平台，共同聚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

2013年8月，伊顿和全球领先的可持续发展组织

BSR共同在京举办了“合作共赢：能源和城镇化高峰论

坛”，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和代表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

产生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和挑战作深入探讨，推广政府、

企业和民间机构多方合作的经验。

伊顿亚太区总裁何钦鸿在主旨演讲中指出，面对全

球严峻的能源和环境趋势，伊顿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

内容纳入到伊顿全球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不断开拓

报告导读 管理层致辞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绿色制造及供应链

相关领域专家和代表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和
挑战作深入探讨

新兴市场和新的市场机遇，把公司打造成能源效率和动

力管理领域的领袖型企业， 持续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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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产品致力于提升能源效率

不间断电源设备和冷却设备帮助数据中心持
续、高效运转电气

汽车增压器和阀门减活系统提升引擎效率和
混合动力车辆

高压液压系统提升飞机燃油经济性和安全性液压

飞机襟翼缝翼系统减少飞机起降过程中的故障宇航

伊顿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不仅应用于商业、工

业领域，在与人们密切相关的家庭生活中也有其用

武之地。伊顿的xComfort系统为客户提供智能管理

家庭能源的途径。xComfort采用中央控制器来管理

家庭的照明、采暖、制冷和安全，客户可以通过计

算机、平板电脑或者智能手机远程控制家庭能源的

使用。伊顿的太阳能电力中心通过有效整合市电和

太阳能光伏（PV）电力，提供系统平衡（BOS）设

备的一站式服务，使住宅可以更加便捷、持久、经

济地使用光伏系统产生的电力。

      宁波国际金融中心智能照明

由伊顿承建的宁波金融新地标国际金融中心

的照明项目以控制光污染、科技节能为宗旨，高

效整合先进的技术、产品和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小巧的L1点光源灯可以被安装在室外花岗石缝隙

及阳台线槽中，有效避免光污染的同时在夜间营

造出繁星点点的效果。L2条状投光灯向内侧投射

灯光，即使在侧面也看不到发光的LED颗粒，在不

影响建筑整体风格的情况下有效避免炫光。项目

完成后的整体效果不仅确保了照明、基本的光源

细节，甚至足以完美保障灯光动作的构成能力，

完全超出设计师的预期。

案例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

除了可持续理念的积极传播之外，伊顿还用自身的

实践为行业树立榜样，直面能源管理挑战、发挥自身优

势、提升产品能源效率，为中国城镇化建设和人民生活

提供安全、可靠、高效的绿色动力。

提高能源效率

城市生活离不开建筑。伊顿通过整合尖端机械、

电气和建筑自动化系统技术等，提供高性能绿色环保建

筑设计的解决方案，在采暖、通风、制冷、照明等方面

降低建筑物运行的能耗。伊顿照明控制系统可以帮助客

户降低约20%-25%的建筑物能耗，伊顿的变频驱动器可

以帮助客户节约在采暖、通风和空调（HVAC）系统上约

10%-15%的能耗。

可持续发展人才建设 共建美好社区 未来展望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标索引 外部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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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

在城市，地面上的车辆川流不息，天空中的飞机往

来不停。伊顿关注中国交通建设的发展需求，开发绿色

环保、能源高效、安全可靠的交通运输方式。

伊顿提供全球最完整的商用车辆混合动力系统（包

括电油混合动力系统和液压混合动力系统），通过节省

车辆燃油消耗、减少汽车排放、降低整车的运营成本，

帮助客户节约25%的污染排放及能源消耗。在中国，已

经有超过3000辆城市公交车使用了伊顿的混合动力系

统，公交车燃油成本和排放平均降低25%。从2008年至

今，配备伊顿混合动力系统的车辆在中国大陆地区累积

行驶了约5亿公里，降低柴油消耗约5千万升，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约13万吨。

伊顿提供全球最先进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使新能

源汽车摆脱电池有限电量的束缚，实现自由随行。伊顿

的Row-R-Station充电站运用了直流快速充电装置，仅

需二三十分钟就可充电至80%，三小时内充电完全。这

对于新能源汽车的用户是一大福音，从此，只需利用在

停车场或高速公路休息区内停留的时间充电，汽车就不

必再担忧因为电力耗尽而滞留途中。

由《汽车与配件》杂志主办的“2013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创新论坛”于同济大学嘉

定校区举办。伊顿混合动力系统在“2013中国汽车及零部件行业发展创新大奖”中斩获

技术组高效节能奖。

荣膺该奖项是行业对伊顿混合动力系统可靠、高校、节能运行表现的认可，也是对

伊顿长期以来为汽车用户持续创造价值的极大肯定。

报告导读 管理层致辞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绿色制造及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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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制造及供应链
POWERING GREEN 

MANUFACTURING AND OPERATION
伊顿始终严格要求自身的生产流程，在环境、安全与健康各方面追求卓越。可持

续发展是伊顿业务和价值的核心，这不仅仅局限于通过产品、服务为客户创造可持续

发展的条件，更需要在自身的生产过程中同样贯彻可持续的理念。伊顿在供应商的选

择、合作与沟通中也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广泛传递可持续的绿色实践。

 安全健康环保

 供应链管理

可持续发展人才建设 共建美好社区 未来展望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标索引 外部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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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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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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顿的 MESH 管理体系

伊顿的EHS程序作为一流的
多元企业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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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H战略主动性

安全健康环保

伊顿在全球所有工厂施行全球环境、安全与健康管

理（MESH）计划。MESH计划在环境、健康与安全（EHS）

的基础上，用统一的标准和评价方法来规范伊顿全球的

所有业务，使全球10.2万名员工共同承担起维护伊顿荣誉

的责任。伊顿中国同样采用MESH来严格要求我们在中国

的活动，坚持绿色制造过程中的安全、健康与环保。

EHS方针与MESH体系

  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承诺使业务和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避免

伤病、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防止污染是我们的EHS工

作的中心。

  员工

我们相信员工的安全与健康至关重要，一切事故、

伤害和职业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我们将在员工及其家

庭中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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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环境健康安全从业人

员培训人工时达到7799.4小时，总投入共计207,500元

人民币。

  业务整合

我们将把EHS结合到伊顿业务体系（EBS）的每一个

环节中，在EHS方面实现卓越是我们所有各项业务战略

决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做出决策时，我们将考虑相

关利益相关方的期望。

  合规

我们承诺遵守乃至超越伊顿道德及合规政策方面

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公司的要求。我们将努力建立“零

事故心态”，通过落实伊顿公司的EHS管理体系标准

（MESH），不断改进我们在EHS方面的业绩表现。

  客户、供应商和承包商

在EHS方面实现卓越是每个人的职责，我们将与

客户、供应商和承包商携手，通过EHS活动创造共有

的价值。

  社区和政府

我们承诺在安全的工作区内制造对环境负责的产

品，我们将参与各国政府及企业所在地旨在改善我们工

作和生活的社区生活质量的活动，并为此做出贡献。

报告导读 管理层致辞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绿色制造及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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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绿色安全生产

伊顿坚持不懈地提高对自身和供应商的经营管

理，为减少总体温室气体排放量、防止污染、以及保

护自然资源而努力着。我们在环境上的努力卓有成

效，获评CDP气候变化透明度领先企业，位居全球工业

类企业首位。

此外，我们持续关注自身在安全领域的表现。以

“零事故”为目标，加强生产安全的管理，开展“零事

故安全文化”运动，营造一个更安全、更具生产效率的

工作环境。2013年，我们开设了环境安全健康专业技能

在线网络课堂培训，使员工可以更灵活地学习相关技能

与知识。我们还举办了工厂管理层安全文化三天脱产培

训，使安全观念深入人心、安全技能得心应手。

      伊顿安全政策五大重要原则

1. 安全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础；2. 我们致力于消除导致人身伤害和职业病的状况；3. 所有工伤和职业病

都是可以避免的，零事故工作场所是可以实现的；4. 我们做出决策，并发扬保护我们及他人免受伤害的行为；

5. 我们采用正式的问题解决方案，降低风险，并持续改善我们的安全表现。

案例

2013 年伊顿中国 EHS 绩效

中国区EHS表现 2013年相对2012年 2012年相对2011年

电力消耗总量（千瓦时）＊

温室气体排放（公吨）

废弃物填埋量（公吨）

水资源消耗量（公吨）

合计应记录事故率（TRCR）（%）

缺勤事故率（DACR）（%）

80,247,089

59,748

3077.078

336,699

0.12

0.04

80,713,391

62,438

3271.68

358,123

0.11

0.05

↓ 4.5%

↓ 4.3%

↓ 6%

↓ 6%

↑ 9%

↓ 20%

↓ 1%

→ 0%

↓ 33%

↓ 6.7%

↓ 8%

↓ 28.5%

＊ 2013 年相对 2012 年数据包括天然气

＊ 2012 年相对 2011 年数据不包括天然气

可持续发展人才建设 共建美好社区 未来展望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标索引 外部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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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顿IDEAS计划

IDEAS计划是“创新成就卓越、推动业绩、节省成本”(Innovation Drives Excellence, Achievement, and 

Savings)的简称。伊顿IDEAS计划的目的在于鼓励供应商为我们提出降低成本、做出改进的建议。IDEAS将有助于

创建一种良好的环境，促进伊顿、供应商及客户之间进行开放式交流，谋求共同利益。IDEAS可以在产品设计、

生产改进、业务和管理改进、物流、采购策略、质量等领域缩减成本。

      《供应商行为准则》环境条款

在伊顿，环境考量是我们的企业经营和世界一流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供应商必须遵守所有与

环境有关的适用法律和规定。

1） 供应商应保留必需的环境许可证及牌照，并遵守其操作上和报告上的要求；

2） 供应商应符合有害物质规定及任何适用的有关禁止或限制特定物质使用或处理的法律规定；

3） 供应商在生产、维护及设施过程中应通过实施适当的保护措施，努力减少或消除废渣、废水及废气的

排放；

4） 供应商在管理、控制、处理及/或丢弃操作过程中产生的非危险性废渣、废水及/或废气时应遵守适用的

法律规定。

案例

案例

供应链管理

供应商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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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伊顿发布新版《供应商行为准则》，

对原有条款进行修改和增补，从遵守法律、劳工、健康

安全、环境、伦理道德、反腐败、礼品和娱乐政策等七

个方面列出了对供应商及分包商的最低要求。

供应商合作

伊顿通过与供应商的合作，把可持续发展理念传递

给供应商，引导他们同样承担起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

为社会提供更加绿色节能、优质高效的产品和技术，以

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报告导读 管理层致辞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绿色制造及供应链



Eaton 2013 Sustainability Report–China 17

可持续发展人才建设
POWERING
A SUSTAINABLE WORKFORCE

我们始终认为，伊顿未来的业务发展，依赖于不断创新的技术、开发方案以及人

才的综合能力。我们尊重和维护每一位员工的基本权益，努力营造多元、和谐、融

洽和富有活力的工作环境，关爱员工生活，助力员工职业发展，实现公司与员工的

共同成长。

 多元化与包容

 人才激励

 创新专注

可持续发展人才建设 共建美好社区 未来展望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标索引 外部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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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与包容

全球包容及多元化委员会是伊顿获得成功的重要

经验。伊顿遵循多元化发展模式，有很多业务和功能部

门，因此员工可以尝试不同的业务工作，开阔视野。在

中国，伊顿尊重人权，坚持平等雇佣，不因宗教、种

族、性别、政见、地域、肤色等因素歧视员工。遵守中

国《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平等雇佣

伊顿中国区总员工分布：

      伊顿积极促进女性人才在职场中的比例

为了更好地实现多元化，吸引和培养女性人才，我们开展了“促进女性人才在职场中的比例”的活动。

首先，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成立了由公司CEO和全球业务总裁组成的“全球包容及多元化委员会”，在亚太

地区成立了由公司高级业务管理层组成的“区域包容性委员会”，通过为包容性行动制定战略和重点措施来展

示公司管理层强有力的承诺。

其次，我们即将成立“伊顿资源工作组”，专注于女性人才培养。在一批精选出的女性员工的领导下，

该工作组将开展多形式的活动，探讨和解决女性员工的特殊需求。例如：关于女性在职场中如何平衡工作和

家庭的研讨会；女性员工职业发展规划的探讨会；女性员工接受公司高层管理者进行职业发展辅导并提出宝

贵意见的导师计划。

再次，我们还将创建一个弹性工作场所，让女性员工能够更有效地整合工作和家庭生活。

案例

  20-29 岁

  30-39 岁

  40-49 岁

  50岁以上

  男

  女

报告导读 管理层致辞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绿色制造及供应链

倡导“快乐生活，健康工作”的理念

我们一直认为员工的健康至关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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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并举，帮助

员工增强健康。同时我们也坚信富有竞争力的薪水能

帮助我们吸引和留住人才。

  平衡工作生活

我们持续关注员工的工作生活平衡，通过优化与

完善员工福利体系，创造健康、快乐的工作环境与氛

围，帮助员工保持最佳状态，不断提升员工的工作与

生活质量。

  弹性福利计划

2013年，我们对弹性福利系统进行了进一步的完

善，给予员工更灵活的选择空间、更简化的乐享生活福

利的购买流程，鼓励员工更自主地选择最适合自身及

其家庭的福利计划。截止2013年底，有35％的员工对自

己的福利计划作了选择调整，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

9％。员工对于弹性福利的认识与依赖度非常高，弹性

福利成为伊顿雇主品牌的一个重要元素。我们将会持续

优化员工的弹性福利，使得弹性福利体系成为员工实现

自身与家庭健康保障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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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健康管理项目

2013年，我们有更多的员工参与到身心健康管理项

目中来。健康饮食方面，公司为员工提供了一系列健康

饮食方面的知识讲座和自我评估。同时，倡导所有提供

工作午餐的伊顿工作场所，所提供的食物将配以“红、

黄、绿”的健康标识，并争取达到“绿色+黄色”占总

食物80％的目标。

我们倡导保持员工心理健康。公司提供的免费心理

咨询热线帮助员工及家属解决因为工作或者生活压力而

产生的苦恼。同时，公司还组织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如

趣味运动会、家庭日等，这不仅为员工提供一个轻松的

娱乐氛围，也使员工家属更加了解员工的工作环境，增

进员工与家属之间的交流。

      “倡导健康饮食”承诺活动

2013年底，伊顿中国发起了一项倡导员工自

发地改善饮食习惯的活动。在活动开展的短短一月

间，有2400多名伊顿中国的员工响应公司地倡导，

承诺将采取措施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

案例

重视沟通与融合

我们倡导坦诚开放沟通，鼓励员工提出意见和建

议，维护员工权益，并乐于为他们创造更适宜的工

作环境。通过公司内网、员

工内刊、电子

通讯以及员工

大 会 等 方 式 ，

保证员工能够及

时知晓公司的目

标、战略和经营状

况，分享公司的各

种 活 动 与 信 息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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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内网

人才激励

我们鼓励员工不断学习，并对他们的教育学习提

供资源支持，希望通过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发展方案，营

造按需学习的氛围，并完善晋升通道，引导员工职业发

展，进而促进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

时，通过道德热线、员工申诉咨询办公室、员工满意

度调查活动、意见箱和总经理邮箱等多种渠道，鼓励

员工积极反映问题和提出意见和建议，建设更多元和

包容的伊顿文化。

2013年，我们还参与了第三方的员工信任度调查

和文化评估，从外部中立的角度了解和倾听员工的

声音，对公司再创造卓越职场文化环境方面的政策

和具体实践进行评估，以寻求不断地改进和提高。

除了正式的沟通渠道，我们还鼓励丰富多彩的员工

活动，包括开展家庭日、周年庆、休闲旅游和文体

比赛等活动，以增加员工之间的交流、部门之间的

互动以及整个公司内部的凝聚力，创造更加和谐与

适宜的工作环境。

可持续发展人才建设 共建美好社区 未来展望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标索引 外部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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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顿构建多元化文化环境的三大举措

我们注重构建60、70年代管理者与80后、90

后员工之间沟通的桥梁。为了让不同时代的人融

合、和谐地工作，我们改变管理层的管理手法，主

动帮助60、70年代的管理层了解80后、90后员工的

工作心态与特性，从而提高员工融洽合作的效率。

我们重视女性员工的职业发展。女性员工因

为家庭和子女等原因在工作中承受比男性更大的压

力。为此我们专门开发了女性员工职业发展课程，

以期帮助女性员工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

我们致力于帮助本土人才与总部交流。我们不

仅帮助中国员工了解总部，也帮助总部或者其他地

区的员工多了解中国员工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

互相沟通配合，共同促进伊顿的发展。

案例

培养创新氛围

我们注重培养员工日常的工作创新，通过给员工授

权、鼓励员工跳出框架思考等方式培养创新的氛围。我

们专门设立了“持续改进部门”，帮助业务部门发现工

作流程和工作方法中的瓶颈，并提供各种工具，助力员

工找到解决方法，提升绩效，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创新的保障。

支持员工成长与发展

我们认为培训是提高员工专业技能和道德素养的重

要途径，伊顿大学为员工提供了丰富而又个性化的培训

机会。截止2013年底，伊顿大学一共组织现场培训137

场，覆盖员工2288人次，培训内容包括四大类型：

  伊顿精髓：如新员工培训、职业道德培训等；

  商务精髓：如项目管理、问题解决技巧课程等；

 自我管理：如时间管理、情商与压力管理、创新

性思维训练等；

  管理他人：如中层经理卓越领导力 (M-Power)、

一线主管卓越领导力 (FLL)、卓越班组长 (SLE)等；

伊顿大学授课形式多元化，通过讲授、案例教

学、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竞赛、游戏、演练以及

课后实践等形式，以内训为主、外训为辅，同时开

展一系列的强化、提升内训师授课能力的活动，以

确保授课质量，整体授课质量持续保持在4.5分左右

（满分5分）。

      设立创新激励奖

伊顿设置了一个创新激励奖项(Game Changer)，

由总部首席执行官颁奖，对员工而言，这是非常高

的荣誉。该奖项是用来认可那些有突破性创新和贡

献、帮助公司业务成长的员工，鼓励员工在工作中

持续创新。

案例

吸引和留住人才

我们相信“人才成就卓越”的理念，致力于吸

引和保留优秀人才。我们除了借助传统招聘方式，

还通过手机等移动平台和社交网络招募人才，并大力

推广“伊顿员工推荐计划”。为了推进伊顿雇主品牌

建设，我们向重点高校提供奖学金、设立研发基金、

共建实验室等，建立良好的雇主口碑。我们重视倾听

员工的声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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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学习

伊顿建立了“伊顿大学中国区”微信平台，集

中发送伊顿大学的热门培训课程信息、英语每周一

词，并开设了答疑功能，方便员工查询伊顿大学现

有的项目和服务信息，让大家随时可以进入学习状

态。截止2013年底，通过该渠道增加的员工自我学

习机会高达15,000人次。

案例

报告导读 管理层致辞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绿色制造及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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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 - 伊顿电气实验室”、“哈尔滨工业大学 - 伊顿液压实

验室”开幕仪式暨“哈尔滨工业大学 - 伊顿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揭牌仪式

创新专注

矢志创新是伊顿一百多年来始终不渝的企业信念，

也是我们能够保持行业领先的重要因素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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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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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高校合作

我们始终坚持本土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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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们与

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建立了实验室、实践教育中心等，

将校企合作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伊顿创新人才激励措施

创新人才

激励措施

入职
培训

课程
培训

带教
培养

全球
思维

模拟
管理

导师
分享

所有新员工将接受为期六个月

在全球总部的入职培训

分配一位在全球总部，科研经验

丰富的工程师给每位员工作为导

师，他们将会与其分享经验

每位工程师的任务就好像项目经理，

通过培养员工管理项目中资金和资

源的能力，从而培养其商业头脑

参加相关培训课程，以丰富

专业知识

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担任大

学实习生导师的角色，培

养员工的管理技能

致力于培养工程师的全球性思

维以及建立广泛的工作网络

研创机构职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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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3年底，我

们总共有32项发明申请，其中11项专利申请和5项专利

已发布。

可持续发展人才建设 共建美好社区 未来展望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标索引 外部专家点评

伊顿中国研究院在上海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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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美好社区
POWERING STRONG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无论在哪里生活、工作和经营，伊顿都始终致力于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积极而持久的

改善。我们视公益活动为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发挥自身在人力资源、专业技

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聚焦契合伊顿理念和最需要我们的领域，携手外部专业机构，

用爱心和实际行动回馈社会，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快乐。

 赈灾扶贫

 绿色社区

 教育发展

报告导读 管理层致辞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绿色制造及供应链



Eaton 2013 Sustainability Report–China 23

赈灾扶贫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总是迅速伸出援手，

并持续关注灾后重建。在雅安地震发生后，伊顿慈善

基金第一时间向雅安灾区捐赠了2.5万美元。同时，伊

顿中国发动员工捐款，并通过伊顿慈善基金对员工捐

赠进行匹配，后续又捐款50多万人民币，以支持灾后

重建。

伊顿的捐赠将设立在上海慈善基金会-联合之

路（上海）专项基金下，在上海慈善基金会和联

合之路的共同指导下，伊顿将首批善款用于灾区

重建中的教育项目，在雅安当地三所学校设立了

“梦想中心”＊。截至2014年1月底，雅安三所学

校的“梦想中心”均已竣工。

*“梦想中心”：作为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核心教育公

益产品，是一个设计独特、分布在各个乡村学校中的标准化

多媒体教室。其基本配置为 3000 本图书，彩色可移动桌椅、

联网电脑若干、投影仪等。孩子们在充满现代感和活跃气氛

的环境中不仅能够开阔视野，更可以产生对知识的尊重，享

受学习的乐趣。

“我们愿意投入财力、

物力和人力来支持帮助和支

持灾区的重建工作。希望伊

顿的善款能够促进灾区学校

的教育发展，帮助到成千上

万的孩子。”

——伊顿亚太区总裁 何钦鸿

绿色社区

伊顿始终坚持身体力行，积极融入社区，为营造

一个健康绿色的社区环境努力，做一个富有社会责任

的企业公民。2013年，我们除与中国众多政府部门、

企业共同加入“地球一小时”的活动外，还积极组织

员工志愿者和上海外企志愿服务联盟的成员公司一起

参加植树活动。

      台北厂区支持“世界地球日”活动

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持4/22世界地球日，伊顿

台北厂区的15位同仁、5位家属利用周六的休息时

间，与慈济基金会、拱北里合计近60位志工，共同

清扫了拱北里的主要道路汐万路二段及邻近巷弄，

并清除人行道绿地的杂草，维护社区环境的整洁，

赢得了社区居民的认同。

OPEX总监暨台北厂代理厂长陈文斌表示：“我

们鼓励同仁参与社区服务，这项环保活动可以协助

公司与当地社区紧密结合。”

案例

雅安市雨城区草坝镇初级中学“梦想中心”竣工

可持续发展人才建设 共建美好社区 未来展望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标索引 外部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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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

多年来，我们一直积极参与和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

通过选择和教育相关的项目将“进行终生教育”的理念拓

展到我们所在的社区，提高社区的教育发展水平。

  2013年9-11月，7位上师大的大学生参与伊顿-

上师大西部教育项目，来到贵州省安龙一中进行支教，

教授2200多名学生的数学、英语、政治、历史、生物、

化学、物理课程。安龙一中的八位老师来沪参加了三周

的教师培训并参与上海本地高中的特色教学成果展示课

程。11月7日至9日，我们赴安龙一中考察调研，对在该

校支教实习的师范生进行慰问，与支教学生亲切座谈，

邀请客座教授为安龙全县骨干教师开展讲座，并发放伊

顿励志奖学金。

  2013年12月，伊顿亚太区供应链团队的志愿者

带着安全教育的课程和游戏走进上海郊区的小学，与

170多名学生共同体验和学习如何防范危险和事故，避

免伤害。

“本次培训为安龙教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培训、学习平台。老师们对课程设置，中学运作，大学氛围，伊顿

企业文化和上海风貌都有了深入的了解，通过培训，更好地传播给更多的贵州教师和学生，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师大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副校长 柯勤飞

伊顿亚太区供应链团队教上海的小学生如何防范危险和事故

项目团队和支教大学生、结对的安龙一中高中老师合影

  2014年1月，伊顿与上海慈善基金会-联合之路

专向基金合作，参与“关爱进城务工者子女学龄前教

育”项目。在春节前夕，伊顿EHS亚太区团队来到“新

虹之星”看护点，为孩子们带去图书、玩具和新年礼物

的同时，还和孩子们进行了游戏互动。

报告导读 管理层致辞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绿色制造及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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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超越 引领 决胜

伊顿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紧密相联。

近年来，中国制定了多项城市发展目标，并将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寻求“积极稳健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列

为城市发展的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完善城

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这一切对于伊顿来说，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

伊顿在中国的21年，见证了中国经济腾飞的黄金时

期，也致力于为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凸显的环境、能源问

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上

的忠实伙伴，也因此获得了与中国共同成长的机会和力

量。今后，在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上，伊顿立志

做得更多。

未来，伊顿首先要超越的是自己。我们将一如既往

坚持我们最高标准的道德准则，并将我们坚持的原则传

递给我们的供应链伙伴、客户和合作伙伴。同时，我们

将增加在创新领域的投资，为中国提供更新更好的创新

技术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同时，伊顿将继续发挥好行业的引领者作用，我们

将继续以前瞻的思维关注全球以及中国面临的能源大趋

势，带领行业探索更节能、更安全的能源解决方案，同

时将行业影响力扩展到社会，激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氛

围，探索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之道。

在公司内部，我们将为员工营造更加开放、多元化

及和谐的工作环境，鼓励员工回报社会，将我们生活的

社区打造得更加幸福和美好。

我们致力于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领先企业，我们将继

续前行，为全新的时代提供全新的动力。

超越自己、引领行业、决胜未来。

可持续发展人才建设 共建美好社区 未来展望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标索引 外部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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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REPORT

This report supplements our global sustainability report, 
which is published as part of our corporate annual report to 
shareholders, and it contains specific information about our 
sustainability activities in China as well as an overview of 
our commitment to local stakeholders. This report reinforces 
Eaton’s commitment to sustainability in China, a market of 
great importance to us.

This report covers the operations owned and managed by 
Eaton in China, including wherever possible joint ventures. It 
covers data for the year 2013.

Inspiring China’s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This report is the sixth sustainability report issued by Eaton 
in China and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eaton.com.cn.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Eaton’s sustainability effort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eaton.com/sustainability. There you’ll 
find additional metrics about our performance, including a 
table that conforms to and cross-references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reporting guidelines and our expande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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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as emerged as a new leader of the global 
sustainability movement.  The pressures on the 
environment from the immense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entrepreneurial drive of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 and the far sightedness of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re all working together to place China at 
the forefront of thinking – and action – on sustainability. 

The new Chinese leadership has stressed several times 
that China’s biggest development potential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few decades lies in urbanization; to 
stimulate urbanization peopl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responsible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savings, while drawing support 
fro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s. This 
“new urbanization” has become a major strategy for 
construction and modernization. Its advancement 
depends upon the highly efficient use of energy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e of the largest megatrends that affects us and our 
customers in China is the ever-increasing cost of energy 
as urbanization continues at a fast pace now and into 
the future.  Protecting and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innovation are among Eaton’s highest priorities. 
Not only are we reducing our own emissions, energy and 
water consumption and waste production, but we are also 
helping our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reduce theirs. 

Sustainability has become deeply rooted in Eaton’s culture 
– no longer a choice but a business imperative. We are 
helping create a cleaner, safer environment in China. Our 
businesses – Electrical, Hydraulics, Aerospace, Truck and 
Automotive – develop products and solutions that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conserve energy, reduce emissions and 
manage resources. You can find those examples in our 
China Sustainability Report.

Beyond our products, services and technologies, we are 
particularly proud of how we do business.  Eaton’s goal 
is to be the most admired company by our customers, 
shareholders, suppliers and our employees.  We strive 
to be trusted neighbors—and caring friends—making 
a genuine difference in the lives of others everywhere 
we do business around the world. In China, Eaton and 
its employee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ir communities in 
many ways, from helping to provide a better education 
to local children to improving healthcare for the poor and 
disadvantaged.   

Last year marked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Eaton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We are confident that by supporting 
China’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its sustainability 
goals,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realize significant growth.  
Continued growth will enable us to further expand local 
employment, to inves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develop local talent that will enable our green technology 
to support China’s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while fostering 
a sustainable business environment.

Joe-Tao Zhou, president, Eaton China

A Message from
Eaton Leadership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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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a responsibility, Eaton regards sustainability 
as fundamental to our business and pivotal to our future 
growth and success. We are working with our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to meet the world’s growing needs without 
consuming more of the world’s resources. Through the 
responsible use of resources, we aim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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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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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ton’s executive-level Sustainability Guidance 
and Management Team (SGMT), which directs our 
sustainability strategy, reports directly to Eaton’s Senior 
Leadership Committee and Board of Directors. 

National & Global Recognitions on 
Sustainability

During 2013, we were recognized for our 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 by a variety of respected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nd globally. Notably, Eaton received the China 
WTO Tribune’s Golden Bee CSR Report Award for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We were also ranked among 
the very top 2013 China CSR Honor Roll Top 100 
Enterprises and granted the 2013 China CSR Special 
Award sponsored by the China Foundation of Consumer 
Protection. 

Other noteworthy 2013 global recognitions:

For the seventh consecutive year, we were named 
to the Ethisphere Institute’s “World’s Most Ethical 
Companies” list. Eaton is one of only 23 companies 
that has earned the honor every year since the list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For the sixth consecutive year, we were named one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magazine’s“100 Best 
Corporate Citizens,” moving from No. 17 to No. 4 
overall.

For the third straight year, Thomson Reuters named 
us to its “Top 100 Global Innovators” list in recognition 
of our unique inventions in power management 
technology.

Eaton’s
Sustainability Strategic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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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st year, Eaton released a whitepaper on Energy 
Evolution and China’s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commemorating the company’s 20-year commitment to 
sustainability strategies for China.   With the theme “The 
Only Way to the Megatrend,” the thought leadership 
piece outlin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energy 
efficiency as China promotes a new model of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We also hosted the symposium “Collaboration on Energy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with 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BSR). The half-day event brought together 
business, public-sector and academic leaders to discuss 
how they can work together to address the great energy 
challenges within the broad context of China’s massive 
urbanization.  

Eaton aims to further cement its position as a China 
sustainability leader. We hosted five sustainability 
symposiums in China since 2008, using the platform for 
Eaton and its partners and stakeholders to exchange 
ideas o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to achieve the common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Eaton solutions are sustainable by 
design

During 2013, Eaton invested $644 million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continue to launch power management 
solutions that decrease energy consumption,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nd help our customers increase 
their productivity and profitability. Since 2011, we have 
employed Design for Environment principles to reduc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our products across their 
lifecycles; in early 2014, we will integrate 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 principles to help us inspire new innovations 
that offer the greatest customer and societal benefits.

Powering China’s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n China, Eaton has made continuous investment in 
energy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example, more than 3,000 buses equipped with our hybrid 
systems operate in major cities in China and generate fuel 
savings of 25 to 30 percent along with similar reductions 
in particulate and nitrogen oxide (NOx) emissions. The 
buses have accumulated more than 500 million km of 
reliable service.  

Zhongtong Bus Holding Co., Ltd, a China-based bus 
manufacturer, has delivered 60 hybrid-electric buses 
featuring Eaton technology to the Jining transit bus 
operations in China’s Shandong Province.  The Zhongtong 
buses consist of a hybrid drive unit, power electronics 
carrier, inverter and customized control software, and are 
paried with a liquefied natural gas engine.  

During the year, Eaton also held Technology Days in 
Beijing, Hong Kong, Guangzhou, Shanghai and Shanxi to 
fully demonstrate how Eaton integrates sustainability into 
practical solutions and to introduce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ts advanced solutions for the mining, infrastructure and 
utilities, data centers,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nd oil and gas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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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 (EHS) performance 

Eaton is committed to reduc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our operations and safeguarding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our employees. Eaton facilities around the world 
adhere to one set of standards and are held accountable 
for meeting sustainability goals. We’re investing in new 
technologies and processes to upgrade our manufacturing 
plants and to make them cleaner, safer and more energy 
efficient.

Eaton unified standar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based 
upon Environmental, Health & Safety (EHS) policies, 
allowing a total of 102,000 employees all over the world 
to jointly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Eaton’s 
principles. 

In China, we are making a determined effort to enhance 
operations, manage ourselves and our suppliers,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prevent pollution and protect 
natural resource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integral to 
Eaton’s production operations. Beyond our own walls, 
we strengthened our supplier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processes and increased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among 
our suppliers. Seventy-eight percent of the key suppliers 
we asked agre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s Supply Chain Program.
 
During 2013, we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our commitment 
to employee safety and to building a Zero Incident Safety 
Culture, which aims to eliminate safety incidents at Eaton 
facilities worldwide. We integrated six life-saving rules into 
our corporate wide Safety Policy and implemented training 
globally to ensure all Eaton employees were prepared to 
adhere to these zero tolerance rules. Among the life-saving 
rules are the use of fall protection devices and hazardous 
energy procedures that must be followed at all times. 

2013 Eaton EHS Performance in China

Metrics

Energy Used 
(Kilowatt-
hours)

Carbon Dioxide 
Generated  
(metric tons of 
CO2 per year)

Waste To 
Landfill (metric 
tons of waste)

Water 
Consumed 
(cubic meters 
of water)

TOTAL 
RECORDABLE 
CASE RATE 
(Rate per 100 
employees)

TRCR(%)
DAYs AWAY 
CASE RATE 
(Rate per 100 
employees)
DACR(%)

80,247,089

59,748

3077.078

336,699

0.12

0.04

80,713,391

62,438

3271.68

358,123

0.11

0.05

↓4.5%

↓4.3%

↓6%

↓6%

↑9%

↓20%

↓1%

→0%

↓33%

↓6.7%

↓8%

↓28.5%

2013 V.S. 2012 2012 V.S. 2011

Powering Green Manufacturing
and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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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tering an inclusive and diverse 
workforce   

We respect diverse viewpoints and are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 culturally diverse workforce that leverages 
the rich range of differences that make each employee 
unique. We believe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drive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creativity. By engaging 
and embracing the differences of all employees in the 
organization, we can better achieve our targeted business 
results and fulfill our mission of being the most admired 
company in our markets.

Formed in 2012, our Inclusion & Diversity (I&D) office 
has further reinforced this commitment and focused our 
efforts. Following interviews and discussions with 1,500 
Eaton employees worldwide, we have developed regional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I&D in different regions, including 
Asia-Pacific and China. As part of our Regional Council 
objectives, we will begin two mentor pilot programs in 
Asia Pacific. In 2014 we are launching inclusion resource 
groups and will begin deploying I&D education sessions 
for all managers. 

Promoting an open and ethical 
workplace

Eaton is recognized as a global leader in ethical business 
practices. For seven straight years, the Ethisphere 
Institute has named us among the “World’s Most Ethical 
Companies”— a prominent list of firms that “go beyond 
making statements about doing business ethically and 
translate those words into action.”

To ensure a smooth integration of our acquisition of 
Cooper Industries, we provided Eaton ethics, values and 
philosophy training to 30,000 former Cooper employees 
in 19 countries, including 10,000 employees in China. 
We developed and deployed online training modules 
on Eaton’s worldwide anti-corruption and gift and 
entertainment policies to employees in sales, market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o ensure our compliance with growing regulations 
worldwide, we conduct an annual risk assessment to 
identify and mitigate potential business, compliance, 
legislative and other risks across our company. We also 
incorporated our anticorruption due diligence efforts into 
our formal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rocess, enabling 
us to evaluate the agents and distributors of potential 
acquisitions.  

We’ve formalized a third-party due diligence program to 
conduct compliance background screenings on all our 
third-party commissioned sales agents. The program 
covers all third-party distributors and beyond.  In China, 
our Legal and Compliance department has established a 
robust process to ensure fair and responsible operating 
practices, such as risk based due diligence on distributors 
and agents, internal audit programs to detect non-
compliance and irregularities and ongoing investigations.

Eaton’s Office of the Ombuds provides employees 
with an independent, neutral and confidential resource 
for identifying and resolving work-related issues and 
problems in China. Employee surveys provide us with 
a structured way to evaluate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to solicit ideas for how we can keep improving our 
workplaces.

Strengthening employee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The Eaton University China hub was started in 2011 and  
now offers over 1,500 online courses for local employees. 
During the year, we continued to expand our educa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employees—
both in number and access. A total of 2,288 employees 
completed 137 classroom learning programs and courses 
in 2013, and 15,000 employees participated in eLearning 
online courses.

Powering a Sustainable 
Work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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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o making Eaton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online learning programs available to all former 
Cooper employees in 2013, we launched new  frontline 
leadership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itiatives and English 
enhance programs to address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local employees.

Accelerating ability to attract talent with 
dedicated effort in innovation

Innovation has been intertwined with Eaton’s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Eaton’s future business 
development will also depend upon continuously 
innovating technologies, providing new solutions and 
developing comprehensive capabilities in our people and 
their talent. In March 2013, Eaton renamed its system 
of innovation centers, which are now called Glob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centers. By allocating global 
resources throug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systems, Eaton has effectively consolidated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alent and local executive power 
worldwide. This has led to providing top-class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management 
solutions to sustainably develop China and th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Meanwhile, Eaton has made extensive efforts to 
cooperate with Chinese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academia to drive progres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ivation of local talent. 

Eaton’s Glob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team in 
Shanghai bega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internship 
program in 2012 to recrui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China, offering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do research and gain insight through technical projects. 
In 2013, GRT expanded this program from the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o other top universities in China, 
includi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Tongji University. 
Through the program, Eaton recruits undergraduates 
to be Eaton’s brand ambassadors, creating a positive 
reputation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to help attract and retain 
the best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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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ton take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corporate giving 
than many companies—we let the people at our local 
facilities determine where we donate a large share of our 
contributions, based on the needs in their communities 
and the interests of local employees. These donations 
go to hundreds of local organizations every year. Eaton 
people also donate countless hours of their own time to 
local causes.
 
Eaton Charitable Fund and our employees in China have 
contributed a total of more than US$110,000 to support 
the reconstruction efforts underway in Ya’an, Sichuan 
province, following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 last year. 
On April 2013, Eaton Charitable Fund donated the initial 
US$25,000 to Shanghai Charity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earthquake relief and launch the employee matching 
gift program in China. More than 5,600 employees in 18 
sites contributed US$44,000 and the Eaton Charitable 
Fund matched the donations, making the total contribution 
US$110,000.

Shanghai Charity Foundation, United Way and Eaton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to screen and assess the 
programs and decided to use the contributions to support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children in Ya'an.  The first 
part of the contribution will be used to help build three 
Adream Centers in the earthquake-hit area to develop an 
education ecosystem.

Other notable examples of our local activities in 2013 
include:

Eaton has brought the Lifetime Education concept to 
communities and helped enhance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communities. In January 2014, Eaton cooperated 
with the Shanghai Charity Foundation United Way Fund 
to launch a 3-year project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which will cover 60 nursing 
spots and around 6,000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in 
Shanghai aged between 3-6 years. 

Powering Strong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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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initiated the Eat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NU) Western China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 
Since 2006, we have contributed over RMB1.5 million 
to SNU, continuing basic education programs in China’s 
underdeveloped regions.

We continued to support the Eaton Green Commuting 
Fund to support the community on green and low-
carbon initiatives. The program, partnering with the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in China, aims to promote 
Chinese people taking action on green commuting and 
living a low-carbon lifestyle. Eaton employees work as 
volunteers in the Green Power Community Workshop 
for local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We’ve donated $65,000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to 
Habitat for Humanity China to support its renovation of 
housing for the elderly. The grant helped those families 
get houses renovated to address urgent safety priorities 
for the elderly. 

We base our yearly contributions on a rolling average of 
our annual profits, so as we grow, so do ou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ies. Eaton people, including the senior 
executive team, volunteer their time, work and knowledge 
to serve the communities.
 
For example, Eaton’s Asia Pacific leadership team, 
led by president Curt Hutchins, assisted Habitat for a 
day by helping to paint houses. Eaton’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eam in Asia Pacific brought lessons and 
games about safety education to primary schools in 
Shanghai’s suburbs, helping more than 170 students 
learn how to prevent dangerous accidents and other 
safety hazards. We also actively organized employee 
volunteers and member companies of the Volunteer 
Service Alliance of Foreign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ee planting campaign at Qingpu of 
Shanghai. 

Sustainability has become deeply rooted in Eaton’s culture – no longer a choice but a business imperative. At 
Eaton we always regard it as a first priority to provide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answers to the major challenges 
in energy and power management and help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year 2013 mark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Eaton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We are confident that by 
supporting China’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its sustainability goals,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realize 
significant growth. We are bringing our best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in the field of clean mobility, green 
building,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which help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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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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导读 管理层致辞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绿色制造及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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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专家点评
EXPERT'S COMMENTS

夏   光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环境管理分会主任委员

我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之中，城市面临着环境压力大、转型任务重的特殊问题。建

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企业是推进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主

要力量，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问题以及自下而上的民众环境诉求，要用创新思维和实践探寻一

条绿色生态发展之路，贡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助力实现中国梦。伊顿中国2013年可持续

发展报告向我们展示了伊顿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

报告以“提高能源效率 贡献美丽中国”为主题，突出展示了伊顿主动迎接新城镇化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持续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提高能源效率，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伊

顿中国视可持续发展是现在和未来成功的关键，坚持正当经营，依托全球资源，坚持本土创

新，更将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拓展到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之中，助推中国技术创新和人才培

养。他们把环境保护作为企业经营和世界一流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供应商必

须遵守所有与环境有关的适用法律和规定，包括保留必需的环境许可证及牌照，并遵守其操作

上和报告上的要求，禁止或限制使用有害物质规定，在生产、维护及设施使用过程中减少或消

除废渣、废水及废气的排放等，不但保持自身的绿色生产，而且带动相关企业形成绿色供应

链。在目前我国还普遍缺乏绿色城镇化系统知识的情况下，伊顿创新性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

案对于中国企业摸索绿色城镇化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和示范意义。

希望伊顿中国坚持大眼界、大胸怀、大责任感，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贡献。

During the rapi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hina faces the arduous task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uilding sustainable cities is one of the keys 
to China’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while enterprises are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urban 
sustainability. With mounting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enterprises 
should explore new ways for green development to push forward China’s modern urbanization 
and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Eaton’s 2013 Sustainability Report has showcased its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in this regard.

Under the theme of “Inspiring China's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the report underscores 
Eaton’s commitment to green manufacturing. It also calls for suppliers to strictly comply with 
all relevant environmental laws and regulations so as to develop a green supply chain and 
drive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As China still lacks a knowledge system concerning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Eaton’s products, services and solutions offer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Chinese businesses pursuing the path of green urbanization. 

We hope that Eaton China will contribute to a more beautiful China with its broad vision, open 
mindset and strong commitment.  

Xia Guang
Director – General 
of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ranch, 
Chi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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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pleased to witness Eaton’s sustainable growth in China. In 2009, Joe-Tao Zhou, 
President of Eaton China, delivered a speech at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SR Forum and “2008 
Golden Bee CSR China Honor Roll” award ceremon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he said that “adversity tests the strength of commitment. Enterprises should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especially now.” His remarks left me with a deep impression.

Eaton’s Sustainability Report highlights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itiatives. Eaton has delivered 
the reports for six consecutive years, showcasing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The reports present detailed data, inspiring cases and show the determination of all Eaton 
staff, from their executives to ordinary employees. Compared with years past, the 2013 
report is more concise and clear-cut with its module design catering to the reading habits of 
the Internet era. Focusing on Eaton’s contribution to China’s new model of urbanization, the 
report reflects Eaton’s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forward-looking analysis 
of energy trends in China.

Yu Zhihong
Chief Editor of 
China WTO Trib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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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宏
《WTO 经济导刊》主编

我是伊顿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见证者。2009年，时任伊顿中国区总裁的周涛先生就参加了

《WTO经济导刊》举办的第四届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暨“2008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

榜”发布典礼，并作为嘉宾发言。面对当时的金融危机，他说“危难见真情，这个时候真正要

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步一步去实践的”，这句话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2011年，伊顿加入了《WTO经济导刊》发起的“金蜜蜂2020企业社会责任倡议”，并

作为标杆企业发起了“能源效率”议题，之后还与我们合作连续3年举办了“能源创新与可持

续发展城市论坛”，这一系列的行动，彰显了伊顿作为行业领袖的责任胸怀和气魄，在伊顿搭

建的跨界交流和沟通平台上，企业、政府、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共同聚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

镇化建设，共话责任，共创明天。

伊顿可持续发展报告可以说是伊顿系列责任行动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连续6年，伊顿每年

都会拿出呈现其可持续发展优秀业绩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有详实的数据、精彩的案例和伊

顿从高管到普通员工的责任决心。今年的这份报告与过去相比，内容更加浓缩，特点也更加突

出了，模块化的表述和设计贴合了读者在网络时代的阅读习惯，本报告聚焦伊顿对中国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贡献，体现了伊顿对中国可持续发展事业的关注和对中国能源大趋势的前瞻思维。

外部专家点评
EXPERT'S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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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表
亲爱的读者：

您好！感谢您阅读《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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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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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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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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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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顿
ABOUT EATON
伊顿——全球商业动力之源

伊顿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动力管理公司，2013年销售额达220亿美元。伊顿致力于提供各种节能高效的解决方案，

以帮助客户更有效、更安全、更具可持续性地管理电力、流体动力和机械动力。伊顿在全球拥有约10.2万名员工，

产品销往超过175个国家和地区。

持续的创新能力使百年伊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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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the report
A Message from Eaton Leadership in China
Eaton’s Sustainability Strategic Framework
Powering China’s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Powering Green Manufacturing and Operation
Powering a Sustainable Workforce
Powering Strong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Eaton: Powering Business Worldwide

Eaton is a power management company providing energy-efficient solutions that help our customers effectively manage 
electrical, hydraulic and mechanical power. Eaton’s 2013 revenues were $22.0 billion. The company has approximately 
102,000 employees and sells products to customers in more than 175 countries.  

Eaton helps customers manage power more effectively to meet the world’s growing needs without consuming more of the 
world’s resources. Eaton solutions help customers reduce their energy consumptio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and 
protect lives. We’re shrinking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our customers’ operations, as well as our own. 

Dear Readers,

This is our 6th Sustainability Report in China. Thanks for reading. 
You can submit your comments to us by letter, email or fax. Your 
opinion counts and we welcome all of your prospec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