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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a key foundation at Eaton to conduct our business. It is also the way how 

we do our business. It plays a role not only in providing reliable, efficient and safe power management technology 

for customers, but also in taking the resolution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environment.

As a leader who takes initiative to face the global challeng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aton, with our 

innovative and leading power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has been engaged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New Urbanization and Five Major Development Concepts: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Sharing. We positively respond to the UN's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o boos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while stay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Eaton's pursuit of sustainability never ends. In the past year, Eaton actively promotes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serves new industrializa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other newly emerging industries 

to flourish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In all areas that related closely to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Eaton always adheres to our brand promise -- We make what matters work.

We are now in the year of 2018 --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in China, Eaton has witnessed the rapid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future, we will work together with our industry chain partners and cross-border 

fellows to continuously explore the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build and share a better bright future.

Howard Liu

President, Corporate China

President, Electrical groups, Asia Pacific

管理层致辞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伊顿开展业务的基石和方式，不仅体现在为客户提供可靠、高

效和安全的动力管理技术，更体现在持续提高人类生活品质和环境质量的决心。

作为主动直面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的领导者，伊顿通过创新且领先的动力管理技

术和服务，助力新型城镇化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和中国社会“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积极响应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同时助力经济和社会进步。

伊顿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永无止境。过去的一年，伊顿积极促进传统行业优化升

级，服务新型工业化、数字经济以及其他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贡献美丽中国的建

设。伊顿在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始终恪守着“动力因我们而

不同”的品牌承诺。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伊顿进入中国的二十多年来，见证了中国社

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参与和贡献了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未来，我们将与产

业链伙伴和跨界同仁共同努力，持续探索可持续发展之道，共建、共享一个更美

好的未来。

刘辉

伊顿中国区总裁

伊顿电气集团亚太区总裁 

管理层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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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顿中国

公司概况

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动力管理公司，伊顿致力于通

过提供更为可靠、高效和安全的动力管理技术，提

高人类生活品质和环境质量。2017 年，伊顿公司

销售额达 204亿美元，全球汇聚了约 9.6万名员工，

产品覆盖超过 175 个国家和地区。伊顿提供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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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顿公司深耕中国市场二十余年，自 1993 年进入

中国市场后，迅速发展在中国的业务。2004 年，伊

顿亚太区总部从香港迁至上海长宁区。大中华区约

有 1万名员工，27家生产制造基地和 6家研发中心。

如今，伊顿公司旗下所有产品都已在中国制造，节

能高效、绿色生产制造的理念已融入伊顿绿色工厂

和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

慈善基金捐赠比 2016 年增加

104.4%

员工总数约

11,000人

水资源消耗量比 2016 年减少

21.4%

2017 年可持续发展
大事记

河北青龙：9 月
“99 公益日”配捐为中国而教，

传递伊顿中国大家庭爱的力量。

6

济宁：12 月
位于山东济宁工业园区的太阳能

屋顶发电项目落成投产，每年可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约 4,500 吨。

9

三门：12 月
伊顿配电解决方案中标三门核电

二期项目，助力中国核电发展。

10廊坊：11 月
携手润泽国际信息港，打造中国

智慧园区典范。

8

西安：10 月
伊顿公司与法士特签署面向未来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共促中国汽

车行业发展。

7

湛江：1 月
伊顿电能管理解决方案为海上钻

井平台项目筑起供电保护屏障。

1

上海：5 月
首款国产大型客机 C919 成功首

飞。伊顿上飞公司负责设计了

C919 的“血管”—— 燃油和液

压管路系统。

2

北京：6 月
举办可持续发展论坛，探讨助力

中国新型城镇化之道。

3

安龙：9 月
携手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支持中西部教育发展。

5

朱日和：7 月
伊顿 UPS 助力中国建军九十周

年阅兵电力保障，喝彩强军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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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伊顿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业务的基石、商业发展的动力、公司现在和未来成功的关键。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伊顿将可持

续发展根植于公司战略和日常运营中，以环境友好和社会协调的方式，为客户和社会提供能源管理技术和服务。

可持续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深渗入到伊顿的愿景和价值观中，

是道德准则的核心，是伊顿经营管理的重要基石。从产

品的研发、合作伙伴的选择、员工的关怀，再到社区关

系的融入和维护，我们不断提升自身的可持续性，持续

为客户、伙伴和社区创造价值。

正当经营

依法合规、恪守商业道德是伊顿长期健康发展的内生动

力和根本保障。公司严格遵守运营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及

集团制定的《道德指南》《反腐败政策》《礼物与娱乐

活动政策》等合规标准与规范，设立相关的机构和制度，

形成系统的管理和监督机制，确保公平公正经营，杜绝

腐败，减少风险，营造诚信和谐的商业环境。

伊顿的产品遍及公用事业、商业及其他重要领域。因此，

伊顿始终将客户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视为重要议题：为

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时，注重客户隐私保护；在公司内部

运营时，严格遵守落实信息安全操作流程，降低安全风险。

在中国，我们努力探索，将伊顿公司理念与中国本土政

策导向相结合，形成伊顿在中国的特色可持续发展理念，

贡献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

协同发展。

伊顿目标

成为积极的环境管理者 成为客户和渠道合作伙伴的首选

供应商

成为业内包容性和多元化的典范 为员工提供有意义、有吸引力、

令人振奋的工作机会

确保员工安全、健康和幸福 让我们所在的社区变得更强大

开放

调动全球优势资源，推动本

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升

共享

与员工和社区共享可持

续发展价值

绿色

负责任采购，追求生产过程

“零排放”，持续开发绿色

产品和解决方案

创新

基于市场需求，提供节能高

效的动力解决方案，提高能

源效率

协调

加强供应链管理，积极参与

行业交流，推动产业链可持

续发展

违规举报渠道

电子邮箱 ethics@eaton.com

电话 10-800-711-1122 或 10-800-110-1046

网站
http://www.eaton.com/us/en-us/company/
ethics-compliance.html

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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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议题

根据集团 2017 年调研形成的实质性议题，并结合中国区实际情况，伊顿中国建立了系统的管理方式，同时将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s）纳入公司关注范畴当中，通过日常经营与实践，从各个领域贡献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利益相关方管理

伊顿重视对利益相关方的管理，密切关注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要求，通过多元渠道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互动，回应他们的

诉求。

类别 议题 管理方法 对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道德与合规

道德与合规 坚持“正当经营”，恪守统一的标准和

规范，通过与员工、合作伙伴和客户的

沟通与合作，降低运营的道德风险

目标 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目标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信息安全

股东价值

创新

坚持可持续发展作为经营业务的核心，

加强研发创新能力，为客户提供安全、

可靠、高效、持续的动力

目标 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目标 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目标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有积极影响的产品

员工

人才管理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员工权益，提

供公正、多元化的发展平台 目标 5：性别平等

目标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目标 10：减少不平等

包容与多元化

健康安全

落实推进环境、安全与健康（MESH）

计划，规范自身管理运营，为员工提供

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

环境

气候行动

研发环境友好型产品，推动工厂生产的

零排放，建立环保数据监测和可持续改

善机制

目标 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目标 13：气候行动

减少废弃物

环境管理与合规

社区 当地社区参与

投入资金、资源，积极与公益组织合作，

鼓励员工参加志愿者活动，参与社区

建设

目标 4：优质教育

目标 10：减少不平等

供应链管理 *
选择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符合的商

业伙伴，加强供应商的管理
目标 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利益相关方 期望和要求 沟通渠道 我们的回应

股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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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质的产品

• 快捷的服务

• 客户访谈

• 服务热线

• 客户满意度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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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政府

• 依法纳税

• 合法经营

• 技术输入

• 工作会议

• 专题会议

• 信息报送

• 主动纳税

• 响应中国国家政策

供应商及合作伙伴
• 公平、透明采购

• 共同发展

•《供应商行为准则》

• 供应商大会

• 可持续发展论坛或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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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起倡议或联盟

员工

• 基本权益

• 薪酬福利

• 工作环境

• 职业发展

• 全体员工大会

• 员工热线

• 员工内部期刊

• 全球员工调查

• 出台弹性福利计划

• 推广 EHS 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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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
• 关注和参与社区发展

• 社区公益活动

• 社区活动

• 座谈与交流

• 开展支持教育、环保、扶贫、助老等方面

的公益活动

• 鼓励员工志愿者活动

* 供应商管理是伊顿中国在集团总结的五类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基础上，额外识别出的一大领域



为空客 A380 设计制造的 5,000psi

液压系统每年可实现减排

74,000吨

长臂架稳定控制 BSC 技术，能够

有效降低长臂架车辆工作时臂架

80% 的振动幅度

车载加油蒸气回收 (ORVR) 车辆排放

控制系统可减少大约

95% 的碳氢化合物排放量

xStorage 住宅能量储存系统能为

家庭节省

50% 的能源开支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正飞快地渗透到

公共交通、航空运输、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重塑着

城市生活形态。在城市升级迭代的背景下，气候变化、

能源匮乏、能源效率低下等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日益凸显。

伊顿致力于为客户和社会解决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动力

问题，创新、节能、高效的动力管理技术和服务，推动

科技造福城市，驱动技术改变生活。

伊家动力，
驱动科技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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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出行

全球民用飞机制造技术正在向更加智能、更加多电的方向发展。伊顿创新研发高效液压及燃油系统，发动机金属屑

检测新技术，并运用复合材料及增材制造技术制造飞机零部件 , 帮助飞机减少重量，实现飞机的节能减排，推动绿

色航空发展。

推动绿色航空的相关举措

伊顿为全球顶尖的汽车制造商开发性能强大、高效节能的

动力系统。为解决传统汽油车辆带来的能源和环境问题，

伊顿开发了广泛应用于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的节能减

排技术方案。

在混合动力汽车领域，伊顿针对车辆在停车、行驶、加油

等情况下产生的油气蒸发问题，不断开发完善燃油排放解

决方案，帮助汽车制造商提升产品燃油经济性和减少油气

安全出行

公交车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主力军。公交车司机驾驶传统

燃油手动档公交车时，需要频繁手动操作，这对司机的

身体、精力带来负担。在交通拥堵严重的城市中，这一

现象更为严重。伊顿专为中国大中型公交客运市场设计

与开发了纯电驱动机械式自动变速器（EV AMT），将机

械式自动变速箱与驱动电机集成起来，显著减轻传动系

统的整体质量，降低整车能耗，同时改善了换挡质量，

为公交车司机提供方便、舒适、专注、安全的驾车体验。

地铁是都市中人们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北京地铁线路日

客运量最大超过 1,000 万人次。地铁一旦出现故障被迫停

运，将加重路面交通拥挤状况，影响正常通勤，高密度的

人流与车流也带来了安全风险。伊顿创新研发 ET1 动力

系统，该系统操作安全、可靠灵活，维护成本低，且能够

与地铁系统无缝衔接，有助于保障地铁平稳可靠运行。

使用复合材料及增材制造技术替

换传统金属铝制管路以减轻飞机

重量

创新研发高性能液压泵，减轻液

压系统重量，从而提升燃油效率、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创新研发新一代金属屑检测系

统，对发动机燃油进行健康监测，

从而提高发动机可靠性

案例：鼎立筑造飞机“血管”，
           助力实现绿色航空梦

2017 年 5 月，承载中国航空梦想与希望的首款国产大

型客机 C919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成功首飞。C919 大型

客机是中国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作为 C919 的关键部件供

应商和中国商飞的合作伙伴，伊顿运用其全球领先的航

空技术，支持伊顿上飞（上海）航空管路制造有限公司

为 C919 设计、开发和制造了被誉为飞机“血管”的燃

油和液压管路系统，并且一次性装配合格率达到 99%。

绿色安全 伊路出行

排放。车载加油蒸气回收 (ORVR) 车辆排放控制系统可

收集车辆在加油过程中蒸发的燃油蒸汽，从而减少大约

95% 的碳氢化合物排放量；油箱隔离阀（FTIV）可在发

动机不运作时有效阻止燃油蒸汽排放。

在电动汽车领域，伊顿与全球汽车标准组织共同建立了试

验室，收集、分析新能源车驾驶习惯、寿命循环等数据，

开发和完善适用于新能源汽车的节能减排方案。

纯电驱动机械式自动变速器（EV AMT）的主要优势

EV AMT

采用优化设计的机

械式自动变速器 ,
让大型客车的爬坡

度达到 20%

采用全铝制外壳，

减轻车体重量

集成机械式自动变

速箱与驱动电机，

降低整车能耗

“济南市近几年路堵越来越严重。以前开手动档的车型

我一天至少得挂上千次挡，每次下了车以后腿酸得要命，

胳膊也抬不起来。现在我开自动档的车型很轻松，开车

时注意力也更集中了。”

——济南市公交车司机

利益相关方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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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但仍然大而不强，

难以满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智能制造“十三五”

规划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对更智能、更精准、

更高效、更舒适的高端制造设备提出迫切的需求。

液压件是现代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础件，也是智能制造

和工业强基领域中的基础零部件，被广泛应用于工程机

械、农业机械、搬运机械、特种车辆、流程生产设备、

独立制造设备、可替代能源、油气海事设备等多个领域，

其制造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之

一。伊顿作为全球领先的液压产品制造商，秉持“产品

本土化、服务本地化”的目标，在中国发布 CMA 多路阀、

新型 CLS 工程机械负载传感多路阀、Axispro 轴控伺服

比例阀、Delta 马达等多款新型液压产品，为客户提供

更高效、智能、安全的液压产品解决方案，为丰富中国

高端液压产品种类，促进中国液压技术和工业智能化发

展贡献伊顿智慧。

伊顿不间断电源（UPS）打造稳定高效数据中心

智能精准 伊心制造

案例：降低升降臂振幅，提供更安全的

           高空作业平台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带来大量工程建设需求，施工中频繁

使用到长臂架车辆、高空作业平台等设备。工作装置的

臂架振动易为施工作业带来安全隐患，伊顿创新研发的

长臂架稳定控制 BSC 技术，能够有效降低混凝土泵车、

消防车等长臂架车辆工作时臂架 80% 的振动幅度，帮

助操作者提高工作设备的安全性。在高空作业平台方面，

伊顿采用高增益控制方式，结合伊顿电控系统和 Delta

马达，使设备平稳启动和制动，有效降低噪音、减少使

用空间，并保证伺服控制排量精确度，为操作人员提供

操作简便、安全的高空作业平台。

伊顿不间断电源（UPS）两大领先技术

大幅提高关键器件可靠性，近乎

实时的双变换模式切换，在保护

数据中心关键负载的同时实现系

统效率最大化

根据负载大小调节模块休眠，保

证电能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

系统效率

ESS VMMS

数字化医疗、信息化教育和在线购物等新生活

方式的普及，使承担着海量数据储存、传输和

计算的功能的数据中心，成为维持社会信息系

统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对安全可靠的电源供

应源提出极高要求。伊顿不间断电源（UPS）

在提高电能转换效率的同时有效保障电能质

量，提高整个数据中心的运行稳定性和运转效

率，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和运营成本。

除了打造稳定、高效的数据中心，助力各行各

业的信息化建设，伊顿不间断电源（UPS）还

作为备用电源，为石油石化厂现场作业、船舶

作用、海上钻井、航天设备运转等重要领域提

供持续不间断的电力保障。

可靠坚强 伊能护卫

医疗

UPS

阿里巴巴采用由伊顿提供的不间断电源 (UPS)、全生命周期服务等全套定制化能源解决方案，保障

“双 11”大数据中心顺畅运行，支付系统流畅对接

伊顿不间断电源（UPS）保障医疗设备持续供电，为生命安全保驾护航。同时，保障数据中心可靠安全运行，

助推医疗行业数字化、信息化发展

伊顿为教育行业数据中心与机房提供高效、节能的解决方案，保证信息化所需 IT 设备与数据

机房正常安全运行的同时实现节能高效的可持续发展，助力教育科研信息化
教育

生活

高级交流

直供模式

智能模块

休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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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建立多元低碳的能源供应体系，是

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伊顿支持微电网技术

发展，为风能、光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开发和利用

创造机会，助力建设安全可靠、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

案例：电力保障助力中国尖端科技发展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中心担负着我国几乎所有飞机、导弹、飞船等航空航天飞行器的空气动力试验研究任务。其计算机中心是

整个空气动力研究中心的“心脏”，遍布大型 IT 设备及精密仪器，对电力供应有着极高要求，容不得发生哪怕是一分一秒的

停机。

伊顿凭借 UPS 电力保障解决方案与全球领先的应急保障服务，肩负着为计算机中心提供电力保护，保障计算机中心稳定运行

的重任。伊顿坚固耐用的产品、创新的设计和先进的解决方案，成功克服了多项严格的测试和考验，有力支持中国空气动力

研究中心计算中心的稳定运行，助力中国尖端科技的进步和发展。

案例：xStorage 住宅能量储存系统——打造更加高效的家庭用电

当前，社会对于通过储能来利用电力和可再生能源、节约成本的需求越来越高。伊顿将电力和能源高效利用与家庭生活紧

密结合，创新研发 xStorage 住宅能量储存系统。该系统不仅具有 UPS 备援电力的功能，还可提供削峰填谷、调节用电等

智能电力管理，能为家庭节省 50% 的能源开支。xStorage 住宅能量储存系统确保家庭安全高效地获得和使用清洁能源，

从而提高整体生活质量，同时更好地支持环保事业。

清洁能源 伊网点亮

储能是微电网中的重要一环，可实现电能的削峰填谷，

在用电波谷时段充电，供用电波峰时段使用。伊顿研发

的储能变流器，可有效实现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

转化，并通过实时控制，进一步提升削峰填谷的灵活性，

降低整体能源消耗，高效利用能源，节约电费开支。

光伏面板

公共设施

交流负载（一般）

交流负载（关键）

功率表

xStorage

交流连接组件交流负载（关键）

直流连接组件

直流电

交流电

【Tips：用户能独立控制能源储备和释放哦 ~】

创新是伊顿的灵魂，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伊顿

中国立足本土发展和客户需求，遵循集团创新机制，培

养本土化创新人才，深化行业合作与校企合作，助推“产

学研”联动，在运营当地助力打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完善创新机制

伊顿中国于 2010 年挂牌成立伊顿中国研究院，由集团首

席技术官直接领导，秉持精益创业的创新理念，遵循快

速创新迭代机制，聚焦客户需求，通过跨部门合作的方式，

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投入保障创新技术开发。

扎根当地 伊路创新

伊顿中国创新迭代机制

1. 可行的商业模式

2. 深度客户洞察

加强校企合作

伊顿注重校企合作，把行业领先的经验和一流大学的学术能力相结合，加强技术合作和人才培养，为企业和社会发展持

续提供新的能量。

案例：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开设短学期课程

公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常态化合作，每年夏季对大二、大三在校学生开展短学期授课，提供创新、职业生涯规划、情

商培养等软实力培养课程，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动态，开拓视野，同时提升职业发展规划能力。

伊顿中国与高校合作方式

技术合作

与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的

科研团队合作，并提供资金支持，充分发挥

高校在学术和科研领域的前沿性，为伊顿在

产品开发提供坚实的科研基础

人才培养

积极响应国家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

划”，为高校学生提供专业辅导，使学生更

好的了解市场需求，将在学校所学真正与企

业所需相结合，更好地适应今后的职场生活

针对客户行业要求，研究

创新技术 / 改进创新技术

1

3 2
跨部门沟通协作，

与客户共同探讨并

验证创新技术

吸取经验教训，更

加明确客户行业要

求和客户需求



填埋废弃物总量

930.4吨

同比减少

48.7%

伊顿致力于改善人们生活和环境，在不断为客户提供创

新、可持续的动力产品提高生活品质的同时，也将可持

续理念融入日常经营活动。

伊顿不断夯实环境、健康与安全（EHS）管理，践行对

安全环保的承诺，提升其供应商履责的水平，打造可持

续供应链；伊顿重视员工成长与发展，努力打造成就员

工价值的舞台，以不断完善的管理机制，发掘各利益相

关方的潜力，实现企业、社会和员工价值最大化。

伊往无前，
坚定可持续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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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员工培训项目达

11,50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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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顿而言，EHS 管理不是遵守法律法规、抵御风险的

被动应对，而是公司经营正当性的评判标准之一，关乎

伊顿荣誉和公司上下共同秉持的信念。伊顿积极践行绿

色环保理念，打造安全文化，关心员工职业健康，推进

自身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和快速发展，力求成为全球行

业内 EHS 管理的典范。

伊顿孜孜不倦地追求 EHS 管理的日臻完善，在全球所

有工厂实施环境、安全与健康（Management System for 

Environment, Health, Safety and Security，缩写为 MESH）

计划，识别、评估和开展多项 EHS 改善项目，树立了强有

力的正向激励安全文化，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最大程度

地降低安全风险，保障伊顿的员工和其他相关方的健康和

安全。

伊顿重视自身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影响，不断完善集约

化能源管理机制，制定年度能源管理目标，识别高耗能工

厂和设备并加以整改。2017年，伊顿亚太区对11家工厂（5

伊顿 MESH 计划战略主动性的解读

伊顿济宁工业园太阳能屋顶发电项目及成效

深化 EHS 管理

家中国区工厂，6 家印度工厂）的压缩空气设备进行测漏

检测，共找到并修复 1,070 个压缩空气泄露点，降低压缩

空气能耗折合电费每年达到人民币 140 万元。

伊顿对所有工厂开展运营评估，将 EHS 作为评估重要领

域之一，考察工厂是否注重可持续绩效的文化的获得，

安全性文化的培育。伊顿还鼓励各工厂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开展形式多样的 EHS 项目和相关活动，帮助员工深

化 EHS 对自身实际工作价值的认知，打造低碳、安全的

工作场所。

工厂 活动内容

位于上海的亚太区总部
• 向员工征集 EHS 合理化建议

• 开展员工“与自然亲密接触”可持续发展主题照片征集活动

宁波工厂

• 开展安全月活动

• 近 100% 的员工通过 EHS 知识考试

• 向员工征集 520 条安全改善建议，采纳了其中的 341 条

• 开展低碳骑行等活动

西安工厂
• 开展开阔视野安全挑战活动

• 组织 EHS 知识竞赛、重点岗位 JSA 评选，节后自查及风险识别等活动

上海库柏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

上海合庆工厂

区域亚太总部

上海外高桥工厂

• 响应“地球 1 小时”活动，活动当天午间熄灯 1 小时

无锡工厂 • 开展“开启我的 60+ 生活”活动

常州工厂

• 开展环保健康安全周活动

• 安全检查

• 急救培训、救生规则及 MESH 培训等

案例：将绿色工厂进行到底

2017 年 12 月 12 日，伊顿中国携手南方

电网新能源公司共同打造的太阳能屋顶发

电项目在济宁正式落成投产。该项目使伊

顿济宁工业园成为伊顿全球太阳能光伏项

目覆盖面积最大的生产基地，进一步提升

工厂节能减排，促进绿色生产制造，真正

实现经济效益和绿色发展的双赢。

扫描二维码观看相关视频

覆盖面积：

5.3万平方米

总装机容量：

5.3兆瓦

全年总发电量：

约610万度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4,500吨 / 年

MESH
战略主动性

• 改善 EHS 绩效

• 业务的可持续经营

• 增加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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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将供应商的可持续性表现作为选择供应商的重要筛选条件之一，要求供应商在遵守适用法律法规和可持续发展协议

的基础上开展业务，同时建立机制帮助供应商进行持续改善，从而促进并带动供应商不断成长。

供应商导入

伊顿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承诺扩展到对供应商的考察中。公司建立供应商导入机制，制定严格的选用标准，以此来评估

和考察潜在供应商的履责情况，包括经营合规性（如是否使用童工）、EHS 表现等方面。例如，对涉及产品表面处理、

污水排放等业务的供应商开展环保和绿色生产审核，要求供应商必须具备相关资质和真实有效的环保证书，对筛查结果

不合格的企业坚决不予采用。

伊顿供应商导入机制

供应商沟通

公司定期与战略供应商高层进行互访，沟通双方未来可能

的合作的议题，以提高供应链竞争力。采购人员、供应商

开发团队、项目管理工程师根据项目需要，与供应商就项

目进度、产品改进等方面进行及时沟通，严控各节点风险

隐患，保障产品品质。

供应商管理

对于已经成为伊顿合作伙伴的供应商，伊顿工厂会定期向

供应商管理团队发送供应商绩效评估报告。当供应商在一

段时期内发生突出的质量问题时，伊顿会酌情启动供应商

质量提升机制，由工厂质量部门、供应商开发团队与供应

商共同合作解决问题。此外，供应商开发团队还通过现场

调研、提供改进方案、专人持续跟进等措施，帮助供应商

改善生产过程中资源浪费等现象。为进一步促使供应商更

为契合伊顿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伊

促进可持续供应链

案例：汽车零部件本土化生产与采购

伊顿燃油蒸汽系统中的阀类产品能够帮助更多中国汽车

制造商提升燃油经济性和减少排放，应对不断升级的排

放法规。公司将该产品的生产从韩国导入无锡工厂，产

品的国产化率达到 95% 以上，且关键零部件全部由国

内的供应商开发，在降低产品原料的生产运输成本和碳

排放的同时，助力本土供应商发展壮大。

1 2 3 4 5

采 购 部 门 对

潜 在 供 应 商

进行拜访、调

研、 评 估 以

及商务评价，

选 出 潜 在 的

目标供应商

通过审核的供

应商，被列入

批准的供应商

名单

供应商通过所

有的评估后，

进入伊顿的供

应商体系

供应商开发团

队对供应商进

行审核，全面

分析供应商的

产品、技术、

质量及量产管

理，得出评估

报告

供应商管理人

员、工程师、

工厂质量工程

师对进入名单

的供应商进行

审核，判定其

是否有能力为

伊顿开发产品

顿还建立健全优秀供应商奖励机制，定期召开供应商大会，

开展优秀供应商评选活动，表彰有突出贡献的供应商，并

邀请他们分享优秀实践经验，促进供应商持续提升自身履

责水平，更好地满足甚至超越终端客户的需求。

本土化采购

在遵循供应商选择原则的基础上，伊顿积极支持本土化采

购，带动运营所在地企业共同发展，为当地创造更多价值。

伊往无前，坚定可持续运营



伊往无前，坚定可持续运营

24 Eaton China 
2017 Sustainability Report 25Eaton China 

2017 Sustainability Report

1

3

人才是创新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伊顿致力于为员工创造公正、健康、体面的工作环境，和卓越的职业发展平台；伊顿

尊重、信任每一位员工，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身潜能，与公司共同成长。

WAVE 关注的四大维度

包容性伊顿资源社群（Inclusion Eaton Resource Group,

缩写为 iERG）是伊顿包容与多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 7,000 名员工注册成为会员。

iERG 专注于招聘、发展、维系和培训多元化人才，促进

改善绩效，提升伊顿创新能力。

2014 年，iERG 在中国在推出 WAVE（Women Adding Value 

at Eaton）和 ENGAGE（Eaton Next Generation Achieving 

成就员工价值

多元化的工作环境

伊顿认为包容和多元化战略是实现商业价值和自身愿景

的核心要素。包容和多元化不仅拓宽了获得最优秀人才

的渠道，使公司能够更高效地招纳各类人才，还可以使

不同性别、种族、行业或文化背景的人才在公司包容性

的文化格局中，运用其不同的视角和背景，发掘各自最

大潜力。

伊顿理解、尊重和保护员工的独特性和差异化，杜绝年龄、

文化、性别等歧视现象的发生。伊顿鼓励员工做出遵从

自己内心的、个性化的追求与选择，并勇于接受职场与

家庭生活的挑战，追求自己的人生。

伊顿还特别设立伊顿监察员办公室，员工可随时与监察

专员沟通反映工作环境中有待改进的问题，以促进公正、

多样化工作环境的构建。

Goals and Excelling）2 个社团。3 年来，伊顿亚太区已成

立了 13 个 ENGAGE 社团（中国地区 12 个）和 6 个 WAVE

社团（中国地区 3 个），吸引了众多员工的参与。

作为专注提高女性员工能力的社团组织，WAVE 针对女

性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从职业技能、职业

女性、社交网络、专业态度四个维度提升女性员工的能力，

帮助女性员工更好平衡工作与生活。

伊顿包容与多元化战略模型

GIC

RIC

iERG

LOP  员工领导

员工

多元化包容性支柱：人才 + 绩效 + 全球化 + 创新

多种视角的力量

运用不同的视角，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EBS 基础——志向性目标和领导力素质以及 HR 战略计划、伊顿领导力模式

结构

全球包容性委员会

区域包容性委员会

包容性伊顿资源社群

工具

基础

职业女性
（Working Mom）

工作生活平衡

亲子关系

（儿童节阅读项目、儿童开放日等）

营养与健康

（在妇女节邀请外部专家做培训）

2

4

职业女性与母亲角色无缝连接

提供个人和专业成长的机会 态度决定行为

专业态度
（Attitude）

高级领导小组会谈

形象管理

WAVE 咖啡馆

外部合作（中欧国际商学院）

社交网路
（Net working）

职业管理

工具

多元化

包容性教育

辅导计划灵活的工作

解决方案

职业技能
（Skill）

支持自身职业发展的技能培训

定制化培训

（职业生涯管理、销售技能培训等）

杰出女性奖

（女性工程师、女性管理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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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WAVE 组织“SWAN”奖评选活动，表彰

在销售、市场、项目管理方面表现优秀的女性。

员工培训与发展

伊顿鼓励员工持续学习、终生学习，并提供全方位的培训

体系、丰富的培训资源和多样化的学习方案，来满足员工

职业发展需求。

伊顿大学（亚太区）已建立完善的初级内训师培养机制，认

证的内训师超过400人。2017年，伊顿大学系统化搭建了“内

训师发展阶梯”，员工可以根据该阶梯从零基础发展到高级

别的讲师。通过内训师认证培训、绩效评估和专业升级，员

工可以不断完善自己的演讲技巧，提升领导力。

数说案例：

女性在商业领域也可以很出色

评选活动覆盖

3个国家和地区 278名候选人

18名

获奖者被授予“SWAN”奖

获奖者平均在伊顿度过

8年的美好时光

2017 年伊顿中国开展的员工培训项目

传统技能

培训项目

敏捷

学习项目

卓越班

组长项目

虚拟课堂

培训项目

面对面授课，以案例、演练和讨论等方式对

员工进行领导力、新员工培训、软技能提升

等方面的培训

通过 WebEX 在线会议应用程序创建虚拟学

习环境，为身处不同地方 / 国家的员工提供

领导力、软技能、项目管理、个人发展规划

等方面的在线培训

通过邮件和企业大学网站，向整个亚太区员

工开放课程内容

• 邮件学习：多媒体动画教学方式进行案例演绎

• 漫（画）学习：通过小故事，让员工轻松掌握知

识点

• 看板学习：为一线员工提供看板张贴的学习内容

• 书签学习：为员工提供一套 12期完整的漫画书签，

反复加深学习印象

伊顿大学（亚太区）与中国区人力资源、

工厂职能部门以及资深班组长共同规划、

设计和实施，为工厂一线班组长在沟通能

力提升、任务分派、激励员工等维度设立

了共计 19 门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快速适应

班组长角色的转换，同时对其课程进行有

效管理

卓越班组长项目

敏捷学习项目—书签学习

2017 年，

伊顿中国开展员工培训项目

166场

11,507人次

参加了培训

“参加《非财务经理的财务培训》学习，

我学会了通过阅读财务数据，掌握数字背

后反映的工厂运营现状，非常实用。”

—— 参加传统技能培训项目学员

“《沟通技巧》培训贴近生活，言简意赅，

生动有趣，对提高自身沟通能力非常有

帮助。”

—— 参加虚拟课堂培训项目学员

利益相关方反馈

员工关爱与福利

伊顿积极为员工创造轻松快乐的工作氛围，鼓励员工养成健康

的工作与生活习惯，降低身心疾病风险。伊顿开展“健康计划”

（Wellness Plan）项目，为员工及其直系家属开通心理咨询热

线，定期举办电话或现场健康知识讲座，确保员工可以便捷地

从多渠道获取健康知识。

2017 年，伊顿聘请专业顾问团队，向员工开展“了解你的数字”

（Know Your Numbers）健康专题活动，帮助员工进行健康管理。

除了提供国家法定薪酬和福利，在此基础上伊顿还额外实施一

项“弹性福利计划”（Flex Benefit），还进一步拓展了福利平

台的接入渠道，员工可通过手机或外网等方式随时随地订制自

己的福利计划。2017年，有84%的员工订制了专属的福利计划。

伊顿中国“健康计划”Wellness Plan 项目覆盖内容

压力管理 健康饮食了解你的数字

禁止吸烟 保持身体健康

财务健康管理

伊顿中国“弹性福利计划”覆盖的三大领域

员工

健康风险

   大病、工伤、

意外等

医疗需求

医疗保险、体检等

乐享生活

   牙医、健康课程、

旅行等

伊顿公司董事长兼 CEO Craig Arnold ( 右一 ) 参与 WAVE 圆桌研讨会

伊顿亚太区“SWAN" 奖奖杯



“支持社区共建”是构成伊顿愿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

顿将教育公平、环境保护和社会创新作为支持社区建设的

重点领域，发挥员工志愿者力量，携手公益慈善机构，用

爱心和实际行动，为社会带来积极和持久的改善，让每一

个人都能参与、见证和享受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伊马当先，
共建美好生活

2017 年，在中国捐赠超过

160余万元资金，

支持教育、环保和扶贫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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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2个

公益机构建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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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中国开展的教育公益项目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美好生活需要优秀的下一代去奋斗、去实现。

在中国，伊顿将教育公平视作公益战略的重点领域，长期专注于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在偏远贫困地区以及城市外来务工子女

学校，伊顿不仅带去了资金捐赠，更持续地输送着志愿者资源和优秀教育资源，强化当地师资力量，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教育，我们从未缺席

“上师大—伊顿联合支持中西部教育”项目

“为中国而教”项目

“校园缤纷计划”项目

“梦想中心”项目

“上师大—伊顿联合支持中西部教育”项目是中西部地

区的教育事业发展的公益项目。截至 2017 年底，伊顿中

国已为该项目捐赠资金近 300 万元人民币。

“为中国而教”是支持贫困地区支教活动及青年教育人

才培养项目。截至 2017 年底，伊顿中国已为该项目累计

捐赠 40 余万元。

“校园缤纷计划”是 2017 年伊顿中国和“仁人家园”共

同合作的公益项目。公司通过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 伊顿中

国公益基金捐赠资金近 14 万元人民币以支持“校园缤纷

计划”。

“梦想中心”是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的核心公益产品，是

设计独特、分布在各个乡村学校中的标准化多媒体教室。

截至 2017 年底，伊顿中国及员工陆续捐赠 140 余万元，

累计设立 5 所“梦想中心”，帮助 6,500 多位孩子获得优

质的教育课程。

案例：“99 公益日”，伊家人联合有力量

案例：为孩子打造“梦想中心”

2017 年，公司参与到“99 公益日”这一全民公益活动当中，发动员工及亲朋、业务合作伙伴们慷慨解囊，成功募集到

64,510.61 元资金，用于支持“为中国而教”2017-2018 志愿者教师项目运营。

伊顿中国已连续三年支持“为中国而教”，累计捐赠 40 余万元资金，用于资助前往教育资源匮乏地区全职支教两年的

志愿者教师，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和投身于乡村教育，让更多乡村的孩子们享有公平和优质的教育。

2017年9月，公司在济宁高新区黄屯镇中心小学设立了“梦

想中心”，并捐赠20万元，用于购买电脑、投影、平板电脑、

桌椅、书架和图书，以及开设梦想课程、教师沙龙和培训。

12 月 12 日，在伊顿液压大中华区总经理张海松、伊顿济

宁工业园负责人陈鹏、伊顿济宁车辆工厂厂长李旭刚的带

领下，伊顿济宁工业园的员工志愿者来到黄屯镇中心小学，

为梦想中心安装桌椅及书架等设施，亲手为孩子们“造梦”。

2014
四川雅安

2016
上海长宁

2017
山东济宁

捐建 3 所

梦想中心

捐建 1 所

梦想中心

捐建 1 所

梦想中心

“非常高兴伊顿能够捐赠支持济宁的学校，希望孩子们能够喜欢这个梦想中心，并从中受益。”

——伊顿济宁工业园负责人 陈鹏

伊顿鼓励员工参与到志愿服务中，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热情与智慧。

伊顿中国积极联合公益慈善机构，借助专业平台扩大公司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影响。目前，公司已经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为中国而教、创行等 12 个公益机构建立合作。2017 年，以“创造共享价值”为共同追求，公司

携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 伊顿中国公益基金”，为更多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公益机构和项目带去资

金支持和优质合作伙伴资源，助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伊顿凝聚员工力量的举措

进行社区领导力考核，

鼓励领导带领团队每

年系统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高层
参与

设立员工志愿服务委

员会，因地制宜开展

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

活动

组织
保障

通过志愿者公开招募、

号召团队参与等形式，

为员工参与志愿服务

提供机会

渠道
开放

评选“斯托瓦（Stover）
志愿服务奖”，表彰

和激励在社区志愿服

务方面的模范员工

激励
鼓励

伊马当先，共建美好生活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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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中国支持儿童阅读项目的举措

伊顿中国志愿者们参加海滩清洁活动

伊顿为上海浦东学前小学捐赠图书角 STEM 课程比赛 公司领导为 STEM 学习小组获奖选手颁奖伊顿鼓励员工身体力行，成为环境保护的积极践行者。伊顿总部及各个工厂因地制宜开展类型丰富的社区环保实践活动，

于点滴处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青少年是探索未来的接班人。伊顿重视培养青少的科技创新意识与能力，带领他们开展创新和实践，开启科学的大门。

案例：用阅读点亮流动儿童的童年

为响应“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 联合之路专项基金”发起的“关爱进城务工者子

女学龄前教育项目”，伊顿中国从 2016 年起，携手上海多阅公益文化发展中

心，为上海市闵行区来沪务工子弟的民办三级幼儿园开展儿童阅读项目。项

目运作一年后，在合作点之一的春苗幼儿园，有 60% 的教师开始进行幼儿阅

读陪伴活动，参与的家长达到 400 人次。

“感谢联合之路专项基金和伊顿中国一直的支持，通过这个项目，我们自身

也学习到很多。希望儿童阅读项目能够穿过时间，遇见改变，真正用阅读点

亮流动儿童的童年！”

——上海多阅公益文化发展中心创始人 周洋

1
读起来

捐赠适合 3-6 岁幼儿的绘

本，让老师、孩子和家长

一起读绘本故事

3
共同进步

帮助家长、教师和员工

志愿者掌握亲子阅读的

技能方法

2
学起来

通过阅读绘本故事，提

高孩子们的表达能力

环保，我们共同行动

科创，我们激活未来

案例：海滩清洁——用行动保护海洋和环境

越多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海洋垃圾对海洋生物、环境生态造成的不

可估量的影响。在国际海滩清洁日来临之际，伊顿中国携手上海仁

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共同组织了一场志愿者净滩活动，用实践行动

保护海洋和环境。

2017 年 9 月 13 日，在伊顿亚太区高层的带领下，20 多位员工志愿

者来到上海浦东南汇，清理了 178.89 公斤的垃圾。这些垃圾信息将

录入科研数据系统当中，为科学监测和管理海洋垃圾提供信息支撑。

案例：电气交通安全小博士课程，树立青少年电气安全意识

案例：“伊在行动”——带领孩子换个方式探索未来世界

公司携手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及创行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发起“电气交通安全小博士项目”。项目旨在鼓励高校学子设

计电气和交通领域的安全课程，共收到来自全国107支团队提交的近200份作品。2017年，伊顿联合创行，评选出优秀教案，

将精心制作的电气安全教育课程推广到幼儿园和小学，向学龄前和一二年级的少年儿童介绍电气交通安全知识，帮助他们

树立电气交通安全意识。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是一种综合、跨学科的学习方法，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协作能力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2017 年 11 月，“伊在行动”志愿者们走进以外来务工人员子弟为主的上海浦东学前小学，为孩子们带去一堂

生动的 STEM 课程——制作空气炮比赛。同学们和伊顿工程师们组队，一起制定方案、制作模型和比赛 PK，完整体验了

亲手把图纸变为实物的全过程。课程之余，伊顿志愿者与同学们共同见证了 STEM 学习小组的成立。伊顿希望，通过培

养孩子们的好奇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他们的成长道路和未来职业发展赋予更多可能。

在伊顿中国的支持下，上海多阅公

益文化发展中心荣获“蓝天至爱计

划·CSR 在行动”冠军，

获得100万元项目资金

和10万元机构成长资金



绩效回顾

34 Eaton China 
2017 Sustainability Report 35Eaton China 

2017 Sustainability Report

绩效回顾 EHS 绩效

中国区 EHS 表现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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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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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埋废弃物总量（吨）

930

1,812

1,615

1,200,000

1,000,000

800,000

600,000

400,000

200,000

0
2017 2016 2015

水资源消耗量（吨）

632,365

804,295

952,707

0.16

0.14

0.12

0.1

0.08

0.06

0.04

0.02

0
2017 2016 2015

合计应记录事故率（TRCR）（%）

0.1

0.13
0.14

0.09

0.08

0.07

0.06

0.05

0.04

0.03

0.02

0.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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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勤事故率（DACR）（%）

0.03

0.05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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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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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6 2015

电力消耗总量（千瓦时）

138,643,871

119,425,438

131,43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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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6 2015

温室气体排放（吨）

92,269

80,751

96,488

员工

2017 年，伊顿公司销售额达

204亿美元

2017 年，伊顿中国捐赠

166.4万元人民币

员工总数

约11,000人

员工男女比例 1.7:1
高层管理人员中的男女比例 1.8:1

开展道德准则培训小时数

超过14,000小时

伊顿中国开展员工培训项目

166场，覆盖11,507人次

人均每年接受培训小时数

17.8小时

E-learning 课程培训总课时数

18,375小时

参与培训人次数

24,500人次

11.1%

48.6%

32%

8.3%
员工年龄分布情况：

■ 25 岁及以下

■ 26-35 岁

■ 36-45 岁

■ 46 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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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伊顿将继续深耕责任土壤，与客户、行业伙伴、政府、

社区等利益相关方共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能源供应紧

张等挑战，致力于成为中国各界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忠

实伙伴。

伊顿将继续推动科技创新，通过提供更高效、更可靠的

创新技术产品和动力管理解决方案，将可持续的生产生

活方式拓展到农林业、制造业与工业、能源、建筑、交通、

家庭等个人生活和社会需求的各行各业，助力打造可持

续科创强国。

伊顿将抓住时代脉搏，深耕智能制造，推动信息化与自

动化充分融入到产品的研发与制造，同时通过信息化、

数字化、智能化，实现与客户的无缝联结、供应链的高

效协作，为市场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和更高价值。

伊顿将继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开展稳健运营，追求将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生产运营的每一个环节，并携手

供应商伙伴，打造绿色供应链，为持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保护环境作出贡献。

伊顿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为员工营造更加平等、开放、

和谐的工作氛围，提供实现价值的舞台。同时，伊顿致

力于寻找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在教育公益、社区环保

等方面共同前行。

责任荣誉

展望未来

附录

对标索引

报告目录 《GRI 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对标

管理层致辞 102-2；102-9；102-12；102-15

关于伊顿中国 102-1；102-3；102-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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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财富

“全球最受赞赏企业”

榜单

金蜜蜂

2017 优秀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

长青奖

纳斯达克

（NASDAQ）

全球可持续发展

50 强指数

2007-2018
连续 11 年

“百佳企业公民”

猎聘

2017 上海

“非凡雇主”

2017 合作伙伴

产品品牌奖 :
“能源之星”

2017 CGMA
全球管理会计

两项大奖

2017
“美国最佳雇主”

500 强



专家点评

本次报告是伊顿中国连续发布的第九份可持续发展报告，从报

告中，可以读到伊顿中国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真诚和不懈追求，

也可以深入了解伊顿中国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产业转型的前

瞻性思维和战略眼光。

体现了全球理念与本土实践的融合。报告在率先参考《GRI 可

持续发展报告标准》的基础上，围绕伊顿集团更新后的全球可

持续发展议题和中国本土政策导向和社会需求开展企业社会责

任实践，并在实践中回应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体现了企业品牌标语与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融合。报告沿用“动

力，因我们而不同”主题，设置了“驱动科技时代”“坚持可

持续运营”及“共建美好生活”三个篇章，围绕伊顿在产品服务、

自身管理运营及社会公益的亮点实践，诠释了伊顿 2017 年在

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内涵。

体现了利益相关方诉求与企业运营管理的融合。报告从中国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背景切入，着重体现伊顿中国通过自身管理和

创新产品，持续影响整个价值链，促进社会发展。伊顿中国不

断以技术和产品创新全力贡献城市可持续生长，不断完善 EHS

管理和供应商管理，努力营造多样化的工作氛围，并将教育、

环境和科技创新作为社会参与的重点领域，持续为社会带来积

极和持久的改善。

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要可持续的驱动力。希望伊顿中国进一步

以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指引，继续发挥动力管理行

业领先者的作用，探索和实践社会责任管理新模式，开拓社会

责任实践新领域，为行业和社会乃至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事业

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绿色发展是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

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

术创新体系。通过阅读伊顿中国的这份报告，我深切地感受到

了伊顿中国作为科技创新领域的先行者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构建低碳发展方式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

当前，中国正处于能源革命的关键时期，通过技术创新推动节

能减排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伊顿中国为我们展示了

可持续发展理念与企业业务有机融合的优秀模式：伊顿深耕于

高效、清洁、安全和不断创新的能源管理，无论是在航天、电力、

石油石化等工业制造领域，还是交通、教育、医疗、住宅等民

生领域，伊顿都能帮助客户节能减排和提升能源效率，助力社

会构建低碳高效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伊顿中国的绿色创新技术

为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数据中心、能量储存系统等提供了

高效的产品与解决方案，助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建设。

伊顿中国也将可持续理念融入日常运营实践，伊顿建立绿色工

厂，对供应商开展切实有效的管理，在绿色供应链的构建中发

挥了行业领导者的影响力。

希望伊顿中国能坚持自身技术创新的优势，为更多领域提供优

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助力形成绿色低碳产业链，与中国社会

共同探索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

《WTO经济导刊》杂志社 副社长，

国际 ISO 26000 专家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管理分会

主任委员

殷格非 夏光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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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这是伊顿中国发布的第九份社会责任报告。本报告阐述了伊顿中国秉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战略、管

理举措，重点披露了伊顿中国2017年在经济、客户、环境、员工和社区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实践和绩效，

部分数据或内容追溯以往年份。本报告范围与伊顿中国业务覆盖区域一致，并涉及部分全球业务及亚

太区数据。报告发布周期每年一次。

称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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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公司”；“伊顿亚太区”指代“伊顿公司亚太区”。

编制依据

本报告参考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GSSB）发布的《GRI 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GRI 

Standards）、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26000：社会责任指南（2010）》、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GB/T 36000：社会责任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编写指南》（CASS 3.0）编写。

可靠性保证

我们尽最大努力确保信息的准确性。报告中的数据均来自伊顿中国的正式文件和统计报告，且通过相

关部门审核。我们还邀请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专家对报告进行第三方点评。

报告获取

本报告有印刷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您可登陆 www.eaton.com.cn 获取电子版报告。

报告编制过程

前期准备 - 报告撰写 - 报告设计 - 内容审核 - 发布 - 收集反馈并制定提升计划

意见反馈表

尊敬的读者： 

您好！感谢您阅读本年度《伊顿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为更好地向您及其他利益相关方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促进对我们社会责任工作的监督，提高伊顿中国履行社会责任的

能力和水平，我们诚挚邀请您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问卷，对本报告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感谢您的

热情反馈和宝贵时间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 280 弄 3 号

邮编：200335

电话：（86-021）5200 0099

传真：（86-021）5200 0099

电子信箱：RHQCommunicationsAP@Ea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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