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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是世界最大的高效能源和资源节约型技术供应商之一 

2016财年*西门子股份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订单与营收 
（持续经营业务） 

订单 

营收 

员工数 
（千人） 

利润与资本效率 
（持续经营业务与终止经营业务） 

总人数 (持续经营业务)   

德国                              

德国以外                       

净收益 

已动用资本回报率(ROCE) 

*金额相关数据如无特别说明，以百万欧元计 *2016财年：2015年10月1日-2016年9月30日 

86480 

79644 

351 

113 

238 

558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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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与中国精诚合作140多年 

1847年 
1904年 

1985年 

1872年 1937年 1994年 

2013年 

2008年 2016年 

维尔纳·冯·西门子创建了 

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 

制造公司 

在上海成立第1家 

永久办事处 

西门子与中国政府签署了 

全面合作备忘录，成为第 

1家应邀与中国进行如此 

深入合作的外国企业 

西门子中心（北京）， 

暨中国区总部落成 

西门子与中国发改委签署了 

延续全面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西门子在中国的第 

1家“数字化企业” 

在成都正式投产 

1994年，西门子（中 

国）有限公司成立， 

这是中国第1家由外资 

企业组建的控股公司 

时任西门子南京办事 

处经理的约翰·拉贝在 

南京为超过25万中国 

难民提供避难场所 

西门子为中国提供 

了第1台指针式电报 

机，标志中国现代 

化电信事业的开端 

西门子中国研究院 

正式成立 

2006年 



2017年3月 第4页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生产 销售 研发 

西门子是中国社会与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门子是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 

   2016财年营收额                欧元 64.4亿 

2016财年，西门子在华拥有约                 
名员工 

31000 



2017年3月 第5页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独立运营 

广泛的业务更加贴近市场 

过程工业与驱动 

医疗* 

数字化工厂 

交通 

风力发电* 发电与天然气 

发电服务 

能源管理 

楼宇科技 

金融服务 

我们广泛的在华业务覆盖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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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 

工厂、电网等设施及设备的自动化运行 

我们专注于电气化、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 

电气化 

电力的生产、传输、分配和高效利用 

数字化 

智能收集、分析和利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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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研发中心 

超过                 项 
有效专利和专利申请 

西门子中国研究院 
筹备于1998年， 
正式成立于2006年 

2016财年，“西门子 
中国创新中心计划”启动 

在研发领域与        所高 
校和教育机构合作 

超过              名研发人员 
和工程师 

20 

11000 4500 

87 

创新引领可持续的未来 



2017年3月 第8页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气候变化 城市化 人口变化 全球化 数字化 

西门子帮助中国应对发展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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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软件在全球有超过

77000家客户 

西门子驱动和控制系统安装在全球几乎所有港口的3000多台起

重机上 

西门子为全球150个大型体育场馆提供自动化和安防系统 

西门子通过节能改造帮助广交会展馆每年节约用电

270万度 

截至2016财年，西门子中国已为14个城市的31条地

铁线路提供信号系统，并于2016年获西门子全球首个长
期演进项目。 

  全球十大钢铁企业中，有8家是西门子的客户 

截至2017年初，西门子在中国参与共 18 条高压直流输电线路

的建设 

世界主要地铁公司中有1/2是西门子的客户 

西门子为全球15大风电设备制造商中的9家提

供驱动技术和产品 

西门子DF/PD热线自设立以来已为15.3万多家中国企业提供技术

支持 

截至2016财年，西门子高效燃气轮机*在中国累积订单

已近 160 台 

截至2015年，西门子与超过100家中国EPC合作开拓

近 60个海外国家市场 

我们让关键所在，逐一实现 

在全球各个角落，西门子是可持续发展的伙伴 

*含重型燃气轮机、工业型燃气轮机及航改型燃气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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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制造业的未来 

与教育部合作，支持院校建立实验中心，开发教材，

发起并独家赞助了10届“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

挑战赛，为中国培养创新型工程人才。通过大赛，

西门子已帮助培养超过16000名工程人才。 



2017年3月 第11页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1
1 

迎接制造业的未来 

为中集来福士旗下全球作业水深、钻井深度最深 

的半潜式钻井平台“蓝鲸1号”提供了先进的动 

力包系统， 包含DP3闭环解决方案，让平台可以 

更节能、稳定、安全地长年在海上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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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可持续的能源 

通过将西门子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与电厂多 

项自主创新技术相结合，上海外高桥第三发 

电厂以高于46.5%的供电净效率称冠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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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电量相当于一个五万人小镇的上海中心

大厦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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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安全 、可靠。 

发展可持续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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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能基础设施 

为珠海提供综合交通管理系统，实时收集、筛选

和分析海量数据，为城市管理者提供决策量化依

据和标准，为市民出行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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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海丁香国际商业中心提供了从配电工程

到楼宇自动化的整体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变

压器、中低压开关柜，以及楼宇自控系统、

消防、EIB照明控制系统等，让大楼更加安

全、智能和节能。 

打造智能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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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字化创造价值 

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成都生产及研发基地是 

西门子在德国外建立的首家“数字化工厂”， 

实现了从产品设计到制造过程的高度数字化。 

产品首检通过率达到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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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字化创造价值 

为蒙牛提供了Simatic IT Unilab平台和TIA解决方 

案，帮助其建成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覆盖蒙牛 

遍布全国的34个生产工厂实验室和两个研发型中 

心实验室。蒙牛也由此实现了质量数据追溯，保 

证食品安全，并使全产业链管理更加科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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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西门子合规体系， 

保持卓越的合规团队 

加强合规培训，提升 

员工合规意识和知识 

开展廉洁行动， 

构建廉洁商业环境 

我们笃行的主人翁精神使公司卓尔不群，西门子以可靠、公平与诚信赢取公众信任。 

——凯飒   西门子股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践行符合西门子价值观 

的负责任的行为 

西门子只做清廉的业务 

推进诚信企业文化， 

践行西门子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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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人才培养计划支持员工职业发展 

高绩效文化 
     全面的员工绩效评估 

     灵活的激励机制 

职业发展 
      青年人才系列成长计划 

      岗位轮替和任命 

      三大职业发展路径：管理、 

      项目管理和专家路径 

培养与学习 
西门子管理学院培训     

在线培训      

西门子学习日     

吸引人才 
社会招聘     

校园招聘     

伯乐计划（内部员工推荐计划）   

TOPAZ（实习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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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为社会创造可持续的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助力社会发展，促进业务增长 

西门子于2012年成立西门子员工志愿者协会，为员工、企业和社会提供志愿服务和跨界合作的平台。 

教育推广 

2009年9月至2016年12 

月，“西门子爱绿教育计 

划”已经帮助9个城市的 

20000余名儿童增强环保 

意识，获得环保相关科技 

的创新知识。 

西门子宣布于2030年在全 

球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 

由西门子参与展馆节能改 

造项目的广交会展馆A区 

荣获“LEED既有建筑运 

营与维护”金奖认证。 

西门子通过组织各种志愿 

活动助力社会发展，如环 

保活动，扶持中小型公益 

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及 

时的人道主义援助等。 

社会发展 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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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门子为客户、员工和社会创造价值坚定不移的动力与承诺。 

西门子让关键所在，逐一实现，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博大精深，同心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