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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在中国： 

致力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专注于为社会创造价值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专注为社会创造价值是西门子的重要使命之一。这也体现在西

门子的品牌宣言“博大精深，同心致远”上。作为优秀的企业公民，西门子是中国经济

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技术业务组合、创新、本地运营、人才发展和企业社会责

任活动，西门子致力于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为中国社会创造价值。 

 

通过发挥员工的核心技能并利用公司的独特资源，西门子能够将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和活

动带来的影响最大化。除了货币形式的捐赠，西门子还提供适当的产品及解决方案，贡

献知识和经验，并给予技术援助。员工也积极参与西门子和非盈利性组织合作开展的志

愿者活动。 

 

西门子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可追溯到 1937 年，时任西门子在南京的业务代表、国

际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为超过 25 万中国难民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并借助西门子在南京的办公场所兼其住所庇护了 600 多人。2006 年，西门子及其他几

家德国机构与南京大学共同修缮了拉贝在南京的故居，并将其改造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

纪念馆（“拉贝故居”）。2007 年，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和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

化解研究交流中心发展基金（“拉贝故居发展基金”）在西门子与合作伙伴的推动下成

立，致力于拉贝故居的建设以及国际和平学的研究。2016 年 11 月，西门子再次投入资

金支持拉贝故居发展基金，继续为发扬拉贝精神贡献力量。 

 

2012 年，恰逢西门子进入中国 140 周年，西门子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也跨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正式成立了西门子员工志愿者协会，为员工、企业和社会搭建了一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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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和跨界合作的平台。更为重要的是，西门子员工志愿者协会将逐步发展完善成为

由员工自主、自治的组织，进一步在公司内以及在社会上推广志愿者精神。 

 

多年来，西门子参与的众多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着重于三大领域：技术推广、教育推广和

社会发展。三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承。 

 

技术推广 

西门子明确承诺企业的商业活动应该着眼于未来。2016 财年（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西门子的环境友好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公司持续运营业务中创造了

363 亿欧元的营收。作为世界最大的环保科技供应商之一，西门子在 2016 财年利用环

保技术帮助客户与合作伙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21 亿吨。 

 

在中国，西门子利用创新、环保的技术，助力客户实现可持续发展。西门子为用电量相

当于一个五万人小镇的上海中心大厦提供了先进的能源管理和楼宇解决方案，从高低压

配电、能源自动化，到火灾报警控制和智能照明系统，让大厦全面实现智能化管理，提

高了能源效率，使大厦运行更安全 、可靠。 

 

此外，由西门子参与展馆节能改造项目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A 区成功荣获“绿

色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LEED）既有建筑运营与维护”金奖认证，成为中国展览馆

项目中首个获得 LEED 金奖的项目。 

 

从自身做起，西门子在环境保护方面也有卓越表现。西门子宣布于 2030 年实现净零碳

排放的目标，将成为全球首家实现这一目标的工业公司。此外，公司预计将最早于

2020 年减少 50%的碳排放量。 

 

西门子中心（北京）也是一项节能环保的绿色工程，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运营。西门

子中心采用全套节能措施，如热能回收、免费供冷和冷梁技术等。这些措施使得西门子

中心的能耗比未采取节能措施的同等规模楼宇降低 28%，从而实现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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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1200 至 1600 吨。通过采用无水小便斗和中水系统可减少水资源消耗 20%至 30%。

西门子中心（北京）获得了 LEED 金奖认证。 

 

西门子上海中心于 2011 年投入运营，它采用的综合环保措施包括高效能水泵和风扇驱

动、雨水采集和利用、节水卫生系统、热能回收及免费供冷。与按照中国最新的公共楼

宇节能标准 GB50189-2005 建造的楼宇相比，西门子上海中心节能约 30%，成为上海

市的节能新地标。西门子上海中心也获得了 LEED 金奖认证。 

 

教育推广 

西门子从两方面看待教育的重要性：对个人来说，教育是个人独立性以及获得平等机会

和自尊的重要基础；对社会来说，教育则是社会进步和生活质量提升的关键。西门子通

过支持中小学和高等教育，致力于培养中国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2016 年，西门子与教育部签订新一轮教育合作备忘录，面向“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

略培养创新型人才。西门子承诺为中国高校和职业院校培养创新型工程人才贡献力量，

把西门子在工业界最新的技术带到教育领域，把西门子的工程师培养机制、员工培训体

系、认证体系以及勇担责任、追求卓越、矢志创新的企业文化带进校园。 

 

西门子已与多所中国大学和职业院校开展了多样的合作。截至 2016 财年，西门子已与

院校合作在全国建成超过 300 个实验室。从教师培训、教育论坛到各种研讨会和讲座，

西门子已培训了 3000 余名参与一线教学的教师。此外，西门子已与伙伴院校合作编写

出版了 51 本工程类教材，还发起并独家赞助十届“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并连续赞助了七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培养了万余名工程人才。从 2011 年至 2015 年

底，西门子在中国的教育领域累计投入现金、设备等约合人民币 7.11 亿元。 

 

2016 年，西门子还与山东省教育厅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合作为山东省内高等职

业院校和本科院校引进德国工程教育经验和西门子的工程技术与经验，共同在“智能制

造”创新基地建设、人才培养、师资能力提升、工程竞赛等方面展开全方位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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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知识交流中心（CKI）是西门子在全球范围内与高校之间构建的最高级别的合作模

式。在中国，西门子与清华大学建立了 CKI 战略合作关系，以进一步促进双方在科研、

技术领域和人才方面的交流与合作。2012 年 10 月，西门子续签了为期 5 年的研发框架

合同，这也标志着 CKI 合作在中国进入了第二阶段。另外，由中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

准，公司在西门子中国研究院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合作大学共同培养博士后，

以促进双方的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 

 

西门子每年在高校举办 30 余场技术以及职业生涯讲座，并在众多高校举办“西门子企

业开放日”活动。截至 2016 年，西门子在全国 11 所院校建立了“西门子学生圈”。

作为由西门子资助、学生独立运营的社团组织，学生圈组织开展各项实践活动，使学生

获得专业职场指导，并获得参加“西门子学生圈夏季峰会”的机会。每年，西门子为应

届毕业生提供全职工作机会。来自国内顶尖院校的众多毕业生加入了“销售培训生”、

“研发培训生”、“商务培训生”以及“管理培训生”等项目。学生也有机会在暑期加

入 TOPAZ 西门子实习生项目。此项目提供“暑期夏令营”，包括培训、导师辅导及团

队活动等学习和分享平台，学生们彼此合作，共同成长。 

 

在基础教育方面，“西门子爱绿教育计划”是西门子在中国面向小学推广的环保科技教

育项目，旨在增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环保意识并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项目

于 2009 年 9 月启动，至今已经成功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喀什、深圳、重庆、

南京和西安这 9 座城市的 10 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中陆续展开，2500 余名西门子员

工志愿者参与此项目，并使 20000 余名学生受益。西门子员工志愿者们通过教授环保

教育课程来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成员及当地社区的环保意识。 

 

除此之外，西门子和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在中国联手创建了 5 所“西门子爱绿梦想

实验室”。实验室包括配有电脑的学习区、科学实验设备和图书角等设施。西门子还为

实验室配备了西门子探索箱和爱绿教案与教具，帮助学生获得有关环境保护的实践知识

和技能。2015 年，北京西门子西伯乐斯电子有限公司为“西门子爱绿教育计划”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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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北京合作学校捐款近 20 万元人民币，用于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如提供供暖系

统、监查系统和多媒体教学设施等。 

 

西门子也积极助力培养中国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人才。“西门子科技小创客”项目旨在

利用西门子的科技优势和创新理念，培养中小学生和教师的创新精神并进行科普。2016

年 6 月，西门子邀请小学生们走进西门子绿色大楼，了解“好奇号”火星探测器、体验

3D 打印技术并进行太阳能车组装比赛。2015 年，西门子和上海市杨浦区江浦社区签署

了“联手推进社区创新发展”的合作框架协议，为社区学生普及创新和科技知识。 

 

此外，西门子爱心助学项目也在教育资源缺乏的地区保持持续投入。2002 年到 2014 年

间，在云南省鹤庆地区，西门子及其全国各地的合作分销商先后捐资约 250 万元，捐物

价值 30 多万元，通过在当地兴建校舍、图书室，办助学班、设奖学金、节日慰问等多

种形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惠及学生达 6000 多人。2015 和 2016 年，西门子员工

和分销商又捐资约 26 万元人民币，除部分捐赠给云南省鹤庆地区，还捐赠给广西河池

大化瑶族自治县的“七彩小屋”，用于改善和丰富当地留守儿童的课余生活。 

 

社会发展 

西门子始终致力于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积极开展与环保相关的各项活动，扶持

中小型公益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援助，以及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提供及时的技术和

人道主义援助。 

 

为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减少碳排放，西门子员工志愿者协会在

“世界地球日”开展了多种活动。2014 年，在北京望京街道办事处和上海江浦街道办

事处的支持下，来自西门子和当地社区的 130 余位志愿者合作发布了“社区绿地图”，

倡导共建绿色宜居的社区。2015 年，在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和深圳 5 个城市联动

的废旧纸类回收再利用活动中，西门子共计回收废旧纸张 764 公斤，可生产品质良好的

再生纸约 650 公斤，节电 195 度，节水 13 吨，少砍伐树木 11 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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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中小型公益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西门子于 2013 年 9 月启动首个专业志愿者项

目“NGO 成长伙伴计划”，让西门子员工志愿者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帮助

NGO 解决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来自公司不同部门的 30 位志愿者组成团队，为 4 家公益

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涵盖机构管理、发展战略、人力资源、法务及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

业建议。 

 

西门子通过开展不同形式的公益活动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援助。2016 年 3 月，在国际

儿童读书日前，西门子携手公益组织在 13 个城市的 11 家分公司以及 7 家运营公司开展

捐书活动，为青海、四川等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募集近 3500 本图书。2016 年 4 月，

200 名西门子员工携亲友和合作伙伴以健走的方式为北京地区血友病患者筹款。2016

年 8 月，西门子室内合唱团走进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为唇腭裂患儿、家属及医护人

员进行慈善义演，倡导人道主义精神并传播志愿奉献的理念。2016 年 10 月，西门子员

工志愿者在国际盲人节当天陪伴广州盲人学校的视障学生游览华南植物园，传递对人的

关怀、爱护和尊重。 

 

在赈灾方面，西门子为许多突发灾难事件提供了快速和有效的援助。2015 年 8 月，天

津发生爆炸事故，西门子向救援工作紧急捐赠价值 300 多万元的医疗设备，包括移动式

C 形臂 X 射线机、P300 彩超、血气分析仪等。西门子医疗客户服务团队也快速响应，

紧急启动绿色维修通道，确保一线西门子医疗设备正常运转。在这之前，西门子也为包

括云南鲁甸、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在内的其它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提供技术和人道主义

援助。 

 

屡获殊荣 

西门子长期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屡获殊荣。2017 年初，在由中

国众多媒体举办的第 6 届中国公益节评选中，西门子荣获“特别致敬大奖”。2016 年

11 月，继公司荣获“社区项目和社会创新”奖后，西门子的员工志愿者协会再次在中

国欧盟商会举办的企业社会责任颁奖礼上荣获“员工发展奖”。2016 年 9 月，西门子

在中国教育领域唯一的官方奖项——“CSR 中国教育奖”颁奖典礼上被授予“最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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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奖”。2016 年 7 月，继连续四次荣登《南方周末》发布的“世界 500 强在华

贡献排行榜”后，西门子荣获“2015 年度最佳责任企业奖”。2016 年 5 月，西门子教

育推广项目入选德国商会 2016 年度“同心、同力、同行”最佳案例。2015 年和 2016

年，“西门子爱绿教育计划”连续两次被评为北京市“十佳企业志愿服务项目”。 

2015 年 11 月，西门子荣获第二届专业志愿服务亚洲峰会“最佳实践优秀机构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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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虹女士 

传播部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电话：+86-10-6476 3273 

传真：+86-10-6476 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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