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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
2017年，江森自控全球团队利用近期协同效应，
通过长期战略合作推动公司业务向前发展。

江森自控提供智慧建筑与能源动力解决方案，
塑造智能互连城市与社区的未来。我们今天所
做的选择，将我们的技术和专业知识与未来的
机遇结合起来，从而推动公司业务、客户和世界
的积极发展。

加快发展

这一年，我们借助组合产品服务、交叉销售收益
和通力协作，帮助客户实现了目标，这些成果都
在下面这段三分钟的视频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观看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Txi7U-H29c&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Txi7U-H29c&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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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

销售额：

$30,100,000,000
每股收益： 

$2.60

13

41.4 42.8 37.2 37.7 30.1

14 15 16 17
销售额-单位：10亿美元

包含完整财务业绩的新闻稿

http://investors.johnsoncontrols.com/news-and-events/press-releases/johnson-controls-international-plc/2017/11-09-2017-115516669
http://investors.johnsoncontrols.com/news-and-events/press-releases/johnson-controls-international-plc/2017/11-09-2017-11551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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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森自控是全球多元化技术和工业领域的领导者，通过创造性地 
营建智能楼宇、高效能源解决方案、集成基础设施和新一代交通 
系统，并使之相互精准配合，实践公司建设智能城市和社区的承诺。 
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可追溯到1885年公司成立之初发明的 
全球首款室内电动恒温器。我们承诺帮助客户取得成功，通过战略性
地专注于发展建筑和能源两大增长平台，为各方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大
的价值。

江森自控概览

新亚太区总部大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受到认可
在2017年“迈向2040：企业创新与城市可持续
发展力”最佳案例评选中，江森自控亚太总部
大楼荣膺2017年上海企业可持续行动影响力
奖”。作为中国首座斩获三星级中国绿色建筑 
设计标识认证、IFC-世界银行集团EDGE（卓越
高能效设计）认证和美国绿色建筑协会LEED 
（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新建建筑铂金级 
认证的“三重认证”建筑，江森自控亚太总部 
大楼不仅展示了我们智慧建筑科技整体解决
方案，而且彰显了我们对中国和亚太市场的 
承诺。

观看视频

120,000  
员工总数，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服务

2,000 
全球办公地点

全球总部  

爱尔兰ㆍ科克郡、中国ㆍ上海、 
美国威斯康星州ㆍ密尔沃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2807Xj2pQs&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2807Xj2pQs&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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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科和江森自控历史性合并后的第一年，我们的全球团队在
整合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对于我们共同取得的所有成就， 
我感到非常自豪。2017年，江森自控销售额达到 301 亿美元，  
来自持续经营业务的调整后每股收益同比增长13%，达到2.60
美元。我们对经营结构进行了大规模重组，进一步调整了成本
结构，增量协同效应和生产力节约金额达到3亿美元，调整后
边际利润提高了90个基点。

我们不断优化产品组合和资本结构，完成了安道拓的业务分
拆，剥离了ADT South Africa、Scott Safety和规模较小的非 
核心资产。剥离这些资产后获得的收益大幅削减了合并相关 
债务。此外，我们还以约6.5亿美元的价格回购了1,570万股 
流通股。我们将继续把资源分配到可以加速发展和获得 
最高回报的领域。

2017年夏天，江森自控位于上海的亚太总部大楼正式落成 
启用，彰显了我们对亚太区，特别是中国，这个最重要的成长 
型市场的承诺。上海总部大楼不仅为中国绿色智慧建筑领域 
树立全心标准，也促进了江森自控智慧建筑科技平台市场的 
快速发展。

江森自控不仅致力于开发智能楼宇和新一代交通系统等先进
技术，而且在亚洲乃至全球助力建设智慧城市。今年，我们与 
职业橄榄球名人堂完成第一阶段历史性合作，共同将美国 
俄亥俄州坎顿市的一座占地60英亩的园区改造成为首座命名
为“江森自控名人堂度假村”，集体育娱乐于一体的“智慧城市”。

致利益相关者

“通过我们专注价值创造、坚持严格有序的资本分配，以及 
加快实现在我们占据领导地位的决胜市场中的业务增长， 
我们时刻准备着引领智慧建筑解决方案和电池技术的发展。”

探索“爱尔兰最智慧楼宇”——江森自控位于科克郡的总部
观看视频    

http://www.johnsoncontrols.com/media-center/news/press-releases/2017/11/09/johnson-controls-reports-solid-fourth-quarter-and-full-year-earnings-and-provides-fiscal-2018-guid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AjcNuSyachtt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AjcNuSyac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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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业绩
智慧建筑科技与解决方案业务凭借在暖通空调、智慧楼宇 
控制、消防与安全系统领域树立的值得信赖的品牌，在2017 
年创造了228亿美元的销售额。我们拥有市场上最广泛的产品
组合、集成解决方案与服务，以及庞大的客户群和强大的渠道
合作伙伴，占据着优势地位。我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启动泰科
和江森自控分支机构的整合工作，以便提供完善的智慧建筑 
解决方案。

我们引以为豪的创新之旅不断延伸，推出无数新产品和升级 
产品——包括新一代Metasys® 9.0楼宇自控系统，它不仅能够
帮助用户提高生产效率、节省运营成本，还能降低安装成本。

我们将继续投资于研发和销售领域，利用全球化规模扩大客户
基础和市场范围。随着智慧建筑科技的不断融合，我们时刻 
准备着引领潮流。

能源动力业务在2017年实现了73亿美元的销售额。我们的 
产品组合包含支持车辆电气化连续发展的全系列领先电池 
技术，并在传统铅酸电池和启停电池市场稳居第一名的位置。

今年，启停技术取得强劲增长，其中北美和中国市场的表现 
尤为突出。预计到2025年，全球使用启停技术制造的车辆 
百分比将从现在的40%左右上升到60%。随着汽车典型 
电力负载的不断增长，吸附式玻璃纤维隔板（AGM）电池 
技术也将迎来全新发展机遇。2015年，我们增投了8亿美元 
用于扩大AGM电池全球产能，2017年该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文化和领导力

江森自控拥有 优秀的高管团队 和董事会，专注于提升执行力、
创造股东价值以及打造面向客户的以价值为中心的文化。

John Donofrio接替Judy Reinsdorf，出任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法律总顾问。John不仅具有在全球多个行业积累起来的丰富
经验，还拥有睿智的商业头脑和成长型思维。Judy在任职 
期间，特别是在合并期间，为公司提供了诸多宝贵建议， 
展示了其个人的非凡领导力。在此，我向Judy致以诚挚的感谢。

http://www.johnsoncontrols.com/about-us/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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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 Joerres为公司全心全意效力了16年，在他退休，Jurgen 
Tinggren接替他出任公司首席独立董事。此外，我们还任命了
新董事W. Roy Dunbar和John D. Young。Roy 适应能力强， 
心思机敏，拥有跨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 
丰富工作经历。John拥有丰富的跨多学科领导经验，负责 
全球创新医疗保健解决方案业务。

我还想感谢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Alex Molinaroli，他带领
江森自控度过了前所未有的战略转型阶段，并为合并后公司在
智慧建筑与和储能解决方案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我们有信心在2018年及以后创造强劲业绩，构建发展战略， 
提升领导力，打造企业范围的运营系统和能力。我们将专注于
加快有机增长步伐，扩大毛利润率，改进可用现金流动，并 
根据长期增长战略调整管理层激励体制。

通过我们专注价值创造、坚持严格有序的资本分配，以及加快
实现在我们占据领导地位的决胜市场中的业务增长，我们时刻
准备着引领智慧建筑解决方案和电池技术的发展，并助力客户
随时随地取得成功。

我很荣幸能够加入江森自控大家庭。未来，我将秉持透明、 
简单、稳定、自信的领导风格为大家服务。我要感谢我们分散
在全球各地的12万名员工做出的卓越贡献和客户至上的敬业 
精神。同时，我也要感谢股东们一如既往的不懈支持。

George Oliver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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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繁荣

展望未来，把握机遇
基于全球五大发展趋势制定的发展战略，让江森自控得以帮助
客户获得成功。我们的智慧建筑科技与解决方案业务及能源 
动力业务基于得天独厚的优势，充分把握下述趋势带来的发展
机遇：全球人口结构不断变化，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全球 
城市化进程；在供应形势多变的情况下不断上涨的能源需求；
可持续发展实践和法规发生变化；以及数字技术的发展。 

以协同效应为基础实现卓越运营
基于江森自控运营系统，我们实现了规模优势和效率的最大
化，以及全球领先的产能实力。我们正在不断整合运营系统，
并将其应用到从制造、物流到工程、销售和市场推广的整个 
组织流程中。在此过程中，我们赢得了全球性认可，包括“2017
年业务转型与卓越运营奖”以及“制造业卓越运营最佳成就奖”。

通过分享和标准化全球最佳实践，我们在客户成功和忠诚度 
方面有显著提升。基于此，我们不但提高了营业利润率， 
还改善了整个组织的响应速度、敏捷性、质量和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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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森自控名人堂度假村凭借体育场这一里程碑赢得赞誉
在俄亥俄州坎顿市新落成的、宏伟壮观的Tom Benson名人堂 
体育场，由江森自控协办赞助的2017年职业橄榄球名人堂颁奖 
活动周就在这里拉开帷幕。这座体育场的正式启用标志着江森 
自控名人堂度假村第一阶段工作顺利完成包括一家酒店、球员 
保健中心、卓越中心、零售店和餐厅，彰显江森自控的卓越能力与
创新精神。与职业橄榄球名人堂之间的合作关系提升了江森自控在
国家橄榄球联盟社区的品牌知名度，而此前，江森自控也正是凭借
密尔沃基雄鹿队新建成球馆创始合伙人的赞助身份，与美国篮球
协会社区设立了关联。

智慧建筑科技与解决方案
随着内置智能技术的增多，建筑系统的互联水平不断提升。江森自控提供最全面的集成解决方案组合，可以优化建筑、 
园区和城市性能。作为暖通空调、消防、安防和楼宇管理系统的全球领导者，我们能够打造更安全、更舒适、更可持续的环境。

颁奖活动周 | 观看视频

密尔沃基雄鹿队球馆 | 观看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_tLL2HiF8&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mVZAwlcJ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_tLL2HiF8&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mVZAwlc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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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SI令嘉会医院患者和医务工作者受益颇多
我们基于对医院中临床、IT和公共设施协作方式的了解，助力 
提升医生治愈患者的能力，并促进患者痊愈。江森自控在上海
嘉会国际医院项目上应用了建筑侧系统集成（BWSI）理念， 
支持以患者为中心的整体医疗保健方案的实施。基于经过优化
的集成式基础设施，我们协助医院简化了通信和工作流程， 
降低了成本，最重要的是疗效改善，并提升了患者和职工的 
满意度。

新工具助力打造更加智能的构建途径
GRINNELL Mechanical Suite for Revit® 是一款建筑设计和
文档撰写应用，可以准确地绘制使用GRINNELL沟槽产品的
沟槽管道系统。我们的工具套件功能强大，可供用户在虚拟
模型中设计管道，从而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YORK®高效住宅系统重新定义舒适家居
最新推出的YORK住宅供热制冷系统可以动态调整冷热量 
和空气流，而不仅是单纯地打开和关掉设备。空气循环更 
准确、更安静，实现节能50%。YORK® Affinity™ 可变容量 
住宅系统支持 Wi-Fi连接，用户可以通过无线网络监控住宅
的舒适系统。Charge Assurance™监控简化了设备的安装与
服务。

C•CURE 9000更新版支持移动访问功能，提升高风险
场所的安全性
最新版本的泰科安防产品C•CURE 9000 安全与事件管理 
系统拥有Web客户端用户界面等功能，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
和可靠性。新版系统的其他主要优势包括自动化随机筛选 
功能，可为机场、研发中心和政府大楼等安全要求较高的 
场所提供更出色的防护。这些增强功能的推出，是基于通过
征求在安全要求较高和任务关键型环境中的安全专家的 
综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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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动力
江森自控能源动力业务是全球储能行业的领导者，公司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携手客户，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我们为各类 
交通工具提供先进的电池技术和解决方案，致力于研发、制造和销售智慧型铅蓄电池和锂离子电池产品。这些技术和产品都着眼
于未来和可持续发展。我们与供应链伙伴全程紧密合作，共同保护我们服务的社区和地球的环境。

美国市场的电池产能升级
为了满足汽车电池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江森自控今年进一步扩大了
美国产能升级项目的规模，在原计划4.5 亿美元投资的基础上继续 
增加 5,000 万美元的投资。这笔投资旨在将美国8个电池生产基地的
总产能提升1000万只电池。

第4000万只电池从茨维考工厂下线
2017年5月23日，我们设在德国茨维考的工厂制造出了第4000万只 
吸附式玻璃纤维隔板电池(AGM)。AGM电池是启停汽车的核心组件，
在全球市场的需求正不断增长。预计到2020年，欧盟28国生产的所有
新车中将有82% 配备启停技术。江森自控计划将AGM电池产能提升
三倍，即从2016年的1700万只增加至2020年的5000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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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中国汽车市场的致胜合作
2017年，江森自控推出创新商业合作模式“瓦尔塔力道” 
(VARTA® PowerZone®)，面向瓦尔塔在中国的渠道销售 
合作伙伴。该商业模式旨在帮助渠道合作伙伴提升服务 
能力和盈利水平，并且通过增加分销点的方式，有效缩短 
交货期。“瓦尔塔力道”的推出，顺应了中国汽车电池换装 
市场的发展趋势，确保B2B客户和终端消费者都能享受到 
世界一流品质的汽车电池产品和专业服务。

深受客户认可的卓越工厂
能源动力业务旗下的各制造工厂均遵循江森自控分级制造
管理体系进行管理和运营，在员工、流程和技术等方面都 
必须符合严格的“质量优先”控制标准。该运营体系卓著， 
通用汽车已连续两年向我们设在墨西哥Celaya、巴西 
Sorocaba 和哥伦比亚Cali的工厂颁发了“供应商质量 
卓越”奖。



132017年业务与可持续发展报告

创新在当下和未来铸就成功
我们着眼于未来，每一天都在为兑现智慧智能城市和社区的承诺而努力前行。江森自控上下一心，矢志追求创新，力争始终走在 
变革前沿，并研发出能够帮助客户获得成功的解决方案。

先进储能技术引领未来发展
随着对于燃油经济、驾乘舒适性和安全性的
要求不断提高，汽车上所需的编程模块和电气
元件正不断增加。现在的汽车上已装载超过
150个电气元件。不断演进的驾驶辅助技术 
对于汽车储能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江森 
自控正在不断优化其吸附式玻璃纤维隔板
（AGM）电池技术，以性能更稳定、容量更 
强大的电池产品满足汽车客户的储能需求。
此外，我们还与行业前沿的合作伙伴积极 
合作，开发更大容量的储能电气系统，从 
目前的12伏系统发展到更为先进的48伏 
系统，为整车制造商和消费者都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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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sys® 9.0楼宇自控系统提高了生产效率
通过全新一代Metasys® 9.0楼宇自控系统，大楼管理员可以
更便捷地查找关键信息并解决问题。增强型用户界面（UI）
支持个性化设置，从而帮助用户提高生产效率。新型IP控制
器提升了网络性能和带宽，也使设备集成变得更加简单， 
因此可以帮助楼宇业主降低成本，令他们的投资永不过时。

全新实验室提供先进的螺杆式压缩机测试
江森自控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Waynesboro成立了螺杆式 
压缩机行业最大、最先进的测试实验室，恪守了我们在美国
制造的承诺。实验室占地7000平方英尺，可以测试油、气和
加工工业使用的大型螺杆式压缩机，为燃气轮机燃料气体加
压、CO2和热泵系统等应用带来了先进技术。该实验室使用
氮气，能够针对多种气体建模。

iSTAR® Ultra Video荣获“最佳新产品”奖
一款可为小型场所提供集成视频监控和门禁控制的小型
设备，在2017年国际安全博览会（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nference & Exposition）上荣获“2017年最佳新产品奖”。
泰科安防产品iSTAR Ultra Video解决方案隶属于Software 
House业务单元，有了它，无需借助其他设备即可与网络 
连接，由此降低安装和基础设施成本。通过一台该设备， 
用户最多可以远程控制8扇门和8台IP摄像机，无需在各个 
场所安装服务器软件。

分布式储能技术助力电网保持稳定
江森自控在德国汉诺威的一家电池制造厂安装了一个 
1.5 Mwh/500kw 的分布式储能（DES）系统，以实现高峰 
调节，确保电网稳定。鉴于电池制造工艺的高能耗性质， 
电力公司往往需要将更多的发电站联网，方可满足工厂 
用电需求。DES系统旨在减少或消除用电高峰事件，使 
电力公司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能源需求。该解决方案将与
天然气发电机结合使用，最终实现每年7000个负荷小时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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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我们既是好邻居，也是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合作伙伴
在我们业务的方方面面，江森自控始终致力于造福我们的
社区和地球。在江森自控，我们肩负着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的重任。

全球慈善捐赠 
2017年，江森自控在社会服务、教育、艺术、环境和健康领域 
捐赠了1,670万美元。江森自控基金会为致力于社区完善的美国
非营利组织捐赠超过810万美元。我们还承诺将继续为美国红
十字会的“年度灾难捐赠计划”提供五年总计250万美元的支持， 
给予其最高级别的企业支持。

我们的员工慷慨地付出自己的时间、才华和资源，为改变世界 
人民的生活贡献力量。基于恪守承诺的企业文化，他们秉持 
江森自控企业价值观，让社区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 
美好。2017年，江森自控员工共参与了125,500小时社区 
志愿者服务。他们的志愿活动影响了全球逾230万人。

蓝天计划、环境领导计划、STEM领导计划及其他志愿者项目在 
全球提供了超过445,000美元的捐赠。

62% 健康与社会服务
17% 教育
13% 文化与艺术
3% 环境
3% 灾难救助
2% 公民及其他

2017



162017年业务与可持续发展报告

密尔沃基社区倡议促进青少年成长
“密尔沃基社区倡议”将江森自控密尔沃基总部附近三个 
困难社区作为重点帮扶对象。江森自控向21家专注于教育、 
健康、就业安置、艺术和住房供给的非营利组织注入投资。 
我们还与密尔沃基雄鹿队合作，建造了一座投资达到150,000 
美元的多功能运动场馆，帮助社区的青少年和成人培养 
技能和树立信心。该运动场馆包括六个篮球场、一个五人 
制足球场、一个足球场和其他休闲运动空间，四周环绕着 
一条长200米的跑道。除了这座新建的运动场馆以外，江森
自控与雄鹿队达成的合作承诺还包括在接下来的10年，每年
向社区发展项目捐赠价值60,000美元的物资。

技术培训项目，培养有用技能
在巴西，江森自控团队与非营利组织 Galpão Aplauso 合作，
帮助高危青年培养社交技能和专业能力，成为获得认证的 
安防系统安装人员。我们为期五个月的培训课程包括有关 
电子安防设备、计算机网络和视频监控的相关课程。我们 
最初在里约热内卢推出这项培训课程，目前正在拉丁美洲 
各国的多座城市进行推广，旨在帮助学生做好抓住机遇的 
准备，并为年轻有为的员工创造职业上升渠道。

“蓝天计划”鼓励员工参加志愿服务
江森自控“蓝天计划”通过提供补助金，让公司全球员工可以
与当地非营利组织合作开展志愿者服务计划。

在中国，来自上海、大连、广州和重庆等地的江森自控志愿
者连续7年来到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云南省香格里拉迪庆州 
民族中学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带领孩子们一起唱歌、
跳舞，组织各种活动，并和孩子们一起清理附近的河道垃圾。

在南非，江森自控安装了超过 5,200 套Lumkani火灾报警
器，保护生活在贫民区中的3万人免遭火灾威胁。这种火灾 
报警器在一定半径范围内实现无线连网，可为整个贫民区 
和城市发展社区提供重要火灾预警。集中式智能设备会 
持续扫描整个网络，当发现火情时，会向社区居民发送 
短信报警，同时向最近的消防局发送火灾发生地的GP 
坐标信息。

STEM 领导人项目推动体验式学习
江森自控支持K-12阶段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 
教育，STEM教育与我们的业务密切相关。我们为多个教育 
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与指导，吸引学生亲自参加实践项目。 
学生在探索基础概念和发现机遇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团队 
合作的经验、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培养坚持不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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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人权

将“价值观第一”作为全球员工的立足点
江森自控的最新道德规范《价值观第一》规定了全公司范围
的行为期望，指导我们为自己和利益相关方取得最佳结果。
该道德规范是公司在整合道德规划项目时推出的。

公司所有员工无论何时何地，做任何工作，都要遵守该道德
规范，它包含了公司的五大核心价值观：诚信为先、使命为
本、客户至上、着眼未来和同一个团队。

我们的“人权和可持续发展政策”重申了我们对可持续发展和
做良好企业公民的承诺。江森自控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的 
早期签署人之一，并致力于履行该契约的十大准则。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ValuesFirst.JohnsonControls.com

http://valuesfirst.johnsoncontrols.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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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讨会加强联系
“文化学习地图”活动引导员工理解新江森自控背后的发展 
历史，探索我们前进路上的变化，以及学习如何帮助客户 
致胜。2017 年，约有3万名员工亲临现场或者网络的方式 
参加了这一活动。该活动加强了同事们之间的联系，并 
提高了员工对公司不断发展的能力、产品和服务的认知。

我们通过“同一个团队”赢得胜利
2017年，江森自控整合了各项系统和政策，使所有员工紧密
联系，成为一个团队。只有我们的全体员工共同进步，我们的
客户才能蓬勃发展。

问卷调查提升员工参与度
今年，在整个公司范围内开展的“My Voice”员工调查为我们 
设立了一条基线。该问卷调查揭示了我们在与客户合作过程中
的机遇与优势，为下一步提高员工参与度的行动计划的创造 
基础。

“主席奖”表彰员工杰出表现
尽管我们整合了表彰员工成就的方式，但江森自控继续授予 
员工“主席奖”的最高荣誉，这项年度奖励颁发给那些表现特别
出色的团队和个人，他们帮助江森自控更好地服务客户、社区
和同事。他们取得的成绩反映了我们公司的价值观，并推动 
世界变得更美好。获奖者可以获得1万美元奖金，所有奖金 
将捐赠给他们所选择的慈善组织。 

员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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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和包容性

领导者“以不同方式思考”实现新目标
这项活动面向江森自控领导层，展示了我们致力于超越行业 
表现，在多元化和包容性方面实现积极目标。“以不同方式思考”
活动提供在线资源，帮助领导者在实施多元化举措时采用全新
的思考方式。

此外，我们重点支持新上任的领导者。我们强调在正式与非 
正式活动中均采用“领导者主导”的模式，分享看法，树立 
主人翁意识，并鼓励培养新人才。

可持续发展团体建立
业务资源团体（Business Resource Groups）将兴趣、经历或 
性格相似的员工联系在一起。小组成员追求个人发展，支持 
包容性员工队伍建设，并促进业务取得成功。今年，我们 
建立了可持续发展业务资源团体，联合了下列团体：非裔和 
非裔美籍、亚太裔、西班牙裔、新兴领导人、LGBTQ人群、具有
有形或无形残障的人群、退伍军人、具有国际文化知识的员工
和女性员工。这些团体乐于接纳每一名员工，并帮助江森自控
在我们所服务的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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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应商多元化方面继续处于领导地位
通过将多元化供应商以及小型或弱势企业纳入我们的客户
解决方案，我们为整个社会提供经济支持并取得竞争优势。
我们期望我们的关键供应商也采取类似的计划。

多元化发展支出（单位：十亿美元）

江森自控是十亿美元圆桌会议组织仅有的27家美国企业之一，该组织的成员公司上一年度对符合资质的女性或 

少数族裔供应商支出金额达10亿美元或以上。与我们合作的供应商已超过400 家，涵盖30多种产品和服务类别。

今年，我们因为多项“年度公司成就”获得了全美少数族裔供应商发展委员会颁发的“2017年度影响力奖”，并 

获得了通用汽车公司向多元化表现出色的供应商颁发的“2017 年度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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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记录工伤率

损失工时工伤率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事故/200,000 工作小时。包含来自 Scott Safety 业务（已于 2017 年 10 月出售）的数据。

健康与安全

江森自控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由江森自控运营 
系统推动，鼓励全球团队分享最佳实践和应用 
行业领先的标准。

我们推行零工伤文化，因此，工作场所安全至关
重要。环保合规也同样重要。跟踪并解决问题 
可以确保在一处发现的危险不会在其他面临类似
情况的地点重现。

整个 2017 年，我们的重点一直是将现有模型和
平台集成到江森自控运营系统中。正如我们的 
道德规范“价值观第一”中所述，我们保障自己和
他人的安全和健康，以便能够释放自己的全部 
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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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

今年，江森自控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领导力受到认可， 
获得了以下奖项：

• 2007 年起，被《道德村杂志》评选为“全球最具商业道德 
企业”

• 连续六年获得“中国最佳雇主”称号

• 被《DiversityInc》杂志评选为“值得关注的多元化公司” 

• 入选 Diversity Best Practices 的“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数”

• 被《美国退伍军人杂志》评选为“2017 年度最佳退伍军人 
友好企业”

• 被《少数族裔工程师》杂志评选为“少数族裔工程师雇主 
50强”

• 被《Workforce Diversity for Engineering & IT Professionals》
杂志评选为“劳动力多元化雇主50强”



温室气体 (GHG) 排放密集度 [二氧化碳吨/百万美元收入]

78.6 -2.2%* 

能源密集度 [千兆焦耳/百万美元收入]

629.0 -1.9%*

水密集度 [立方米/百万美元收入]

240 +0.7%*

废物转换 [从填埋垃圾转换的无害废物比例]

80.2% +7.3%*

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来自智慧建筑科技与解决方案业务、能源动力业务和江森自控
日立合资企业的数据。所有估计数值均基于发表时最佳可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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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先锋

信息披露透明化
我们通过全球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吸引整个企业的领导者
从运营、供应链和客户等各方面提高可持续发展表现。

2017年，全球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与公司高管层共同制定了
全新2025年可持续发展战略，整合公司合并后的持续 
发展目标和相关活动。此战略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以此推动整个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员工、 
合作关系、业绩和治理。作为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将2017年作为基准年，制定与温室气体排放、能源、
水、废弃物、安全与多元样化相关的全新 2025 年目标， 
并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逐年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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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江森自控支持联合国提出的消除贫困、保护地球、 
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通过我们开展业务的方式、 
提供的解决方案和回馈社会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详细了解我们的承诺

http://www.johnsoncontrols.com/-/media/jci/corporate-sustainability/reporting-and-policies/2018/sdg-infog-v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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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产品与合作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成立“负责电池联盟”推进最佳实践
江森自控是“负责电池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该全新组织致力
于对目前和将来电池的使用进行负责任管理。其成员企业和 
团体涉及交通运输、工业电源和固定电源等不同领域储能 
设备的制造、销售、密集使用，或者涉及这些产品的负责任 
管理、回收和再利用。成立不到一年，负责电池联盟已经成功
聚集了众多行业领导者和全球权威专家，提出了管理电池生命 
周期的最佳实践方案，包括构建闭环管理解决方案。在全球 
顶级独立科学顾问委员会和成员公司专家的支持下，负责 
电池联盟与世界经济论坛、可持续发展联盟和美国环保供应 
商合作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就推进最佳实践和推广电池 
生命周期管理展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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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科Connected合作伙伴门户网站促进解决方案集成
泰科安防产品Connected合作伙伴计划的全新门户网站使第
三方技术提供商能够更轻松地将他们的解决方案与我们的
解决方案进行集成。该门户网站为第三方技术提供商提供了
一个访问点，使其可利用全面集成文档、软件下载和培训 
资源。具备资格的技术合作伙伴还可使用私有访问的方式，
访问泰科安防产品的实验室并获取工程支持。这样，可以 
改进合作伙伴的体验，更快速地推出集成解决方案。

食物银行可从即插即用的 Verasys™ 控件中受益
密苏里州和伊利诺斯州最大的非营利食物分发中心正在使
用江森自控Verasys控制系统来减少能源使用量并改进运
营管理。圣路易斯地区食物银行一天要分发超过116,000 
磅的食物和个人护理用品，因而一直在寻求削减成本的 
方式，以便为需要的家庭提供更多食物。Verasys控制 
系统与Facility Explorer®结合使用，可以让食物银行远程 
监控它的虚拟谷类存储、制冷和冷冻仓库。Verasys集成了 
供热、通风、空调和制冷设备与控件，为中端市场中的楼宇
和园区提供高端楼宇自动化优势。

校园基础设施更新节约了数以百万计的费用， 
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阿拉巴马州桑福德大学正在与江森自控合作开展全校范围内
的性能基础设施和保护项目，预计可以在20年内节约5,100
万美元的开支，同时降低学校的碳排放量、能源用量和用水
量。该项目包括全新智能楼宇自控系统；可以更高效地冷却
楼宇温度并提升居住者舒适度的高级自动冷水装置；室内外
LED照明改造及控件升级；用于灌溉的雨水集蓄设备；以及
其他HVAC、电气和机械设备。节能绩效合同的签订让价值
3,100万美元的改进计划变得更加可行，因为通过节能实现
的公用设施和运营节约可以涵盖这项计划的成本。

调查显示对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注度与日俱增
2017年，江森自控对美国、加拿大和其他10个国家和 
地区中逾1,500家设施及高管人员进行了能源效率指标 
调查（Energy Efficiency Indicator，简称EEI）。结果显示， 
70%的受访组织比上一年更加重视能源效率，58%的受访 
组织表示将在下一年增加这一方面的投资。

从全球范围来看，削减成本仍然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77%
的受访组织将其视为非常或极其重要的投资驱动因素。在 
美国和加拿大，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和能源安全是最重要 
的驱动因素，分别占到92%和91%。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两项
因素分列位列第二和第三，也是调查开始之后降低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最高排名。

了解更多关于此次调查结果的内容

http://www.johnsoncontrols.com/media-center/news/press-releases/2017/10/12/-/media/d23ec7c884d34719b0ec5b00d3a8abe2.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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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

江森自控在环保领域荣获了诸多荣誉和认可，其中包括：

• 实现美国能源部“更好的建筑，更好的工厂挑战”目标 

• 2006年起，连续入选《企业责任杂志》的“最佳企业公民 
百强”

• 2009年2月起，连续入选“Calvert社会责任指数”

• 入选Corporate Knights与As You Sow 发布的2017年 
低碳环保企业 200 强榜单第五名

• 入选2017年CDP领导力名单和2016 年CDP气候指数A级 
排行榜

• 入选2017年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北美指数， 
这是江森自控自2007年起第10次入选

• 被能源之星评为能源之星最高效率企业

• 入选“Euronext Vigeo Eiris World 120指数”

• 入选“富时环境机遇100指数”；2007年起连续入选富时 
环境指数

• 2007年起，连续入选“Global Compact 100 指数”

• 2007年起，连续入选KLD社会指数

• 2010年起，连续入选由Maplecroft发布的“Maplecroft 
气候创新指数”

• 2002年起，连续入选“MSCI社会责任指数”。2017年该指数
包括World ESG Leaders（世界ESG领导者指数）、Socially 
Responsible Index on MSCI USA（社会责任MSCI美国 
指数）、Socially Responsible Index on MSCI ACWI（社
会责任 MSCI ACWI指数）、Socially Responsible World 
Index（社会责任全球指数）

• 2009年起，连续入选由《新闻周刊》杂志评选出的 
“绿色企业排行榜”

• 美国节能联盟：2016年节能之星主席奖

https://betterbuildingssolutioncenter.energy.gov/beat-blog/johnson-controls-achieves-better-buildings-better-plants-challenge-goal-improved-energy
http://www.thecro.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CR_100Bestpages_digitalR.pdf
http://www.thecro.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CR_100Bestpages_digitalR.pdf
https://www.calvert.com/calvert-responsible-indexes.php
https://www.clean200.org/
http://www.johnsoncontrols.com/insights/2017/enterprise/features/johnson-controls-recognized-as-world-leader-in-addressing-climate-change
http://www.robecosam.com/images/DJSI2017_ComponentList_NorthAmerica.pdf
https://www.energystar.gov/products/most_efficient
http://www.vigeo-eiris.com/wp-content/uploads/2016/10/Indices_World-120_112017-ok.pdf?x60030
http://www.ftse.com/analytics/factsheets/Home/ConstituentsWeights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what-is-gc/participants/search?page=2&search[initiatives][]=121&search[keywords]=&search[per_page]=50&search[sort_direction]=asc&search[sort_field]=&utf8=.
https://maplecroft.com/cii/cycle/three/
https://maplecroft.com/cii/cycle/three/
https://www.msci.com/constituents
http://www.johnsoncontrols.com/media-center/news/press-releases/2016/09/23/johnson-controls-earns-star-of-energy-efficiency-chairmans-aw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