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度
企业责任报告

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

我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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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尊重和维护所有员工的尊严，我们公司
的政策和规范旨在保护员工的人权。

我们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反对任何形式的
非法就业歧视，致力于公正对待和尊重所有员工。

我们致力于为员工和客户展现最高标准的
健康和安全要求。

我们致力于持续提高我们的环保成效，包括
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控。

我们致力于为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社区带来
积极的影响。

我们坚持基于原则和法律的行为准则，以此
指导员工和供应商的决策和行为。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完整的“全球社会责任和可持续
性政策”：rockwellautom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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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董事长兼
CEO 的
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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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始终非常重视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并且我们在 2018 年采取了多项措施，使其成为了
我们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我对此感到尤为自豪。作为一家企业，我们唯一的关注点是帮助工业企业
及其员工提高生产率，充分利用稀缺资源。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推出了功能强大的新型可调速变频器，可充分发挥电机的最大工作能力，同时
尽可能降低能耗。得益于我们与 PTC 的全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所提供的软件可帮助操作员对企
业范围内的功耗进行可视化。我们还投资了旨在改善员工融入度和福利的计划，以及面向客户的员工
培养计划。
我们帮助客户实现手动、重复的物理过程自动化。通过自动化，员工能够专注于价值更高的活动 — 解
决问题、制定决策和创新。当我们通过利用工业物联网和信息软件的力量来补充这些功能时，我们的
生产力就达到了新的水平。这就是我们将互联企业变为现实的方式， 我们也以此帮助客户及其员工以
更智能、更安全的方法工作。
我们的新品牌承诺“拓展人类潜能”强调了人才在先进制造业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即充分利用人才和
技术。我们的先进制造研究院（AAM，专为退伍军人和女性提供技术培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
该计划的第一年，有近 100 名退伍军人毕业。我非常自豪的是，此计划既满足了客户对训练有素的
员工的需求，又帮助那些在军队服役的人员重新步入平民生活。AAM 充分反映了我们对终身学习和
STEM 教育的全球承诺，也是我们针对二者的重要投资。
最后，无论我们的具体职业如何，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从我们的工作中得到同样的东西。我们希望知
道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获得做好工作所需的工具和支持，我们将有机会继续前进。
罗克韦尔自动化所秉持的文化让每个人都有意愿，也有能力各尽所能，我们寻求多元化观点并秉持欢
迎态度。我们承诺每天都以正确的方式工作，长期坚持以诚为本并尊重彼此，也尊重环境。
我们重新将重点放在我们的客户、社区以及公司内部的人员上，并将其融入业务目标和社会责任之中。
领导这样一家公司是我的荣幸。
致礼！

Blake D. Moret
董事长兼 CEO
罗克韦尔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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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客户达 115 年之久

财务业绩

67 亿美元
可持续性

企业责任报告

实现 2022 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与 2008 年相比降低 30%

100
%
82

%

最大的制造工厂（24 个）
全部通过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标准体系认证

的垃圾延期填埋

8 次入选北美指标

销售额

17 次入选

20
18
概览

诚信

10 次
被评为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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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全球 80 多个国家/地区

员工

首次入选全美“女性最佳雇主”

23,000

一半以上在
美国境外

入选“中国杰出雇主 100 强”

根据人权战线发布的企业平等指
数，连续六年获得满分

千万
美元

慈善事业
我们与非营利组织、学术机构和企业合作，
为当地社区的居民创造更多可能性
64% 教育
18% 健康和公共事业
10% 民用事业
8% 艺术文化

安全

0.43

按可记录事故率这一指标来衡量，2018 年我
们的全球安全绩效保持业内最佳水平——相对
于私营企业以及电子制造业同行的平均值

15

通过 OHSAS 18001
职业健康与安全标
准认证的工厂

供应商多样性

超过 2.72
亿美元

我们投资了约 600 家由妇女、少数族裔、
LGBTQ、退伍军人或残疾退伍军人经营的美
国企业以及指定的小型企业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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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

客户
罗克韦尔自动化是全球最大的致力于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的

Irving Consumer Products 正在乔治亚州梅肯市

公司。我们整合了企业范围内的控制和信息，从而帮助工业

建设一家最先进的新工厂。我们的技术和支持服务

企业及其员工提高生产效率。

将有助于控制工厂的初始生产线并提供管理能源使

我们将人类的想象力与机器的潜力相结合，拓展人类潜能，

用所需的数据。

从而积极改变世界。从提高改善人类健康的药物生产效率到

“全新的全集成电机控制系统将支持我们公司专注于

减少汽车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我们所做的工作改变了人

管理能耗、减小环境影响，并实现我们的愿景，即

们的生活方式。

到 2020 年让每个北美家庭都拥有一款 Irving 消费
品。”该公司负责制造的副总裁 David Dennis 表示。

我们解决了将整个企业组织的数据、系统和流程整合在一
起的难题，为主管提供了相关、可靠的信息。我们将互联
企业变为现实，从而打造生产能力更强、更高效、更灵活
的企业。我们帮助人们以更加智能化的方式工作，积极改

这个耗资 4 亿美元的项目
计划于 2019 年开始，将创
造 200 多个永久性的技术

新工作

工作岗位。

变世界。

+200

我们支持可持续行业和应用
许多支持环境可持续性的行业和应用都使用罗克
韦尔自动化技术和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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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热

•

风能

•

太阳能

•

水/污水处理

•

水力

•

电动汽车

•

生物质能

我们借助产品、解决方案和服
务帮助客户实现可持续性目标，
旨在实现：

在 Faribault Foods 的明尼
苏达州工厂，主管可实时
监控整个生产过程，包括
WAGES（水、空气、天

• 减少废物

然气、电、蒸汽）消费数

• 降低排放

据。借助罗克韦尔自动化

• 提高能效

控件运行工厂的热能和能

• 实现法规和环境合规

量回收系统，该公司已经

• 保证人员、设备和流程安全

将每年的天然气使用量减

38%
1亿
天然气

加仑水

（每年）

少了 38% 以上，并将每
年的用水量减少了 1 亿加仑以上。该系统可完全再利用

水

罐头冷却处理产生的热量来加热用于浸泡、漂白和蒸
煮的自来水，并再利用冷却水来降低蒸煮过程中的罐
头温度。

空气

新系统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据，帮助 Faribault Foods
的三个工厂全部获得了安全质量食品认证。
“我们在不断改进我们的生产过程，不仅针对我们的

天然气

Faribault 工厂，还针对我们的 Elk River 和 Cokato 工
厂。”Faribault Foods 工程总监 Phil Hines 表示， “我们
选择了罗克韦尔自动化作为我们每个项目的控制合作伙

电

伴，因为其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设计有助于支持我们
的业务目标。”
公司总裁 Reid MacDonald 补充道，“我们不断对产品

蒸汽

和制造实践进行创新，以尽可能提高效率。Faribault
Foods 致力于成为所有客户的可持续合作伙伴，无论是
现在还是未来。”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自动化，帮助客户提
高智能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我们正在通过将工业自
动化的最佳成果与最新的数字技术相结合来构建工业未
来。我们正在拓展人类潜能，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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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艘氢动力船上的
先进自动化技术

佩蒂特国家冰雪中心减少了电气和
天然气的使用

“能源观察者”号是世界上第一艘由氢能
和可再生能源驱动的零排放船，正在进
行为期六年的航行，将访问 50 个国家/

不到一英寸的距离或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能决定速滑选

地区，并在 101 个停靠港停靠，以验证

手是站在领奖台上，还是站在台下的人群中。精确的冰

面向未来的潜在能源系统。“能源观察
者”号结合使用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包括

面温度、气温和湿度对于发挥最佳性能和实现奥运梦想
至关重要。

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锂离子电池

设施总监 Paul Golomski 通过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的最

和氢气生产，从而实现 24 小时的能源

新控制系统和专业知识，来监控和管理这些理想状态，

自主。

无论其是在工作场所、在家还是身处另一个国家都能

其能源管理系统的核心是我们的先进自

做到。

动化技术。借助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我

“我原以为会节省大量能源，但我们取得的成果超出我

们将帮助“能源观察者”团队在船上和岸

的预期。”他说道， “这些结果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可以

上监视、控制和优化能源，并就何时从

将节省下来的能源进行再投资，并作为一种在环境上、

一个能源转换到另一个能源制定明智的

财务上更可持续的社区资产运营。”

决策。

第1艘
氢动力船

第1艘
零排放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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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佩蒂特国家冰雪中心（一个美国的奥运训练场地），

佩蒂特国家冰雪中心建于 1992 年，是美国仅有的两个
室内 400 米奥林匹克速滑椭圆形练习场之一。每年有
超过 425,000 名游客使用此全球训练场地。

安全和可持续性
每年节省

1 百万
35%
2 百万

任何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其人员、

千瓦小时

机器和流程的安全。
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安全自动化供应商，我们
与许多世界上最安全的公司合作。研究表明，这些

天然气

最安全的公司同时也是生产效率最高的公司。LNS
Research 的一项新调查强调了这一发现，指出该行
加仑水

业中安全性最高的公司将文化、技术和程序结合在一
起，以避免安全事故，同时提高运营绩效。
调查发现，那些 EHS、运营和工程部门协同解决安全
问题的组织报告的事故率比没有采用这种协同方式的
组织低 15％。同时，通过使用变频器安全技术，75％
的公司提高了运营水平，60％ 的公司改善了财务
状况。
我们通过互联企业整合应用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帮
助客户创建更安全、更高效的工作场所。主管可以使
用我们与机器控制集成的变频器安全解决方案，实时
了解员工行为、机器合规性、安全停车原因、安全异
常和趋势。

产品合规性和披露
我们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经常在截止日期之前，努
力遵守我们销售产品的国家和地区的行业标准和法
规要求。在 2018 年，我们针对一些关于有害物质、
能效和生命周期产品影响的新法规和变更进行了处理
和准备。其中包括中国台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新
RoHS 要求、欧盟 REACH O5A 法规变更、欧盟 RoHS
中的新增物质、欧盟生态设计指令变更、欧盟“循环
经济”倡议要求以及更新后的欧盟 WEEE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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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

公司
我们已经迅速采取了行动。没有团队。没有工作组。只

员工融入度和包容性
我们拥有 23,000 名问题解决者，我们关心我们的客户和
彼此。我们关心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将影响世界，因
为我们致力于解决真正的挑战并拓展人类潜能。为此，
我们创造了一个绝佳环境，在这里，我们有能力也有意
愿各尽所能，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非常重

是行动。我们的 3,200 名人事经理各自选取了一份“单项
行动”，用来解决调查结果中提出的某项问题。作为年度
绩效审核的一部分，经理需对其“单项行动”负责。超过
1,700 项行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与此同时，我们的“全球
之声委员会”则专注于提升全体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灵活性。

要。我们融入其中后，就竭尽全力，尽情发挥。因此，

为了持续收集反馈，我们正在开展一系列“把脉”工作。我

我们能为客户和自己创造更好的结果。

们在巴西设立了投票站，每周对员工进行一次调查。我

罗克韦尔自动化重视每一位员工的意见。我们倾听的方
式之一是透过“全球之声”员工融入度调查。我们的员工融
入度指数得分始终保持稳定优异，但员工的参与度和行
动速度仍有提升空间。因此，从 2018 年开始，我们将开
展员工调查的周期由每三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
2018 年，共有超过 19,000 名员工参与调查，我们收到
30,000 多条文字评论。我们能够给予员工安全感、我们
的工作意义深远、我们的行事方式符合道德标准，这是
我们的三大优势。通过消除拖慢工作效率的障碍，继续
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职业机会和奖励，我们可以更进一步。

们运营与工程服务部的质量分部会进行季度调查。我们
与员工资源团体的成员一起开展了小组讨论。除了聆听
员工的意见外，我们还会审查薪酬福利和离职率等重要
数据，确保我们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并提高员工融
入度。
要想帮助客户实现互联企业的愿景，首先要确保员工之
间能够建立紧密联系。各抒己见、互惠互助的工作氛围
是高效协作的基础，因此我们十分重视每位员工的技能
和专业知识。我们的包容文化已成为公司发展创新的重
要动力。

检查你的盲点
我们是威斯康星州第一家举办“检查你的盲点”全国巡回活动
的公司。此次互动之旅将涉足全国数十个组织，帮助参与
者识别、承认并最终减少潜在的无意识偏见。此次活动是
我们的董事长兼 CEO Blake Moret 在 2017 年签署的“CEO 多
元性和包容性行动承诺”的一部分。该活动已获得 500 多份
签名，是美国最大的由 CEO 推动、旨在提升工作环境的多
元化和包容性的企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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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福布斯将我们列为“美国女性最佳雇主”的第一名，DiversityInc
将我们列为“值得关注的公司”，入选其“多元化企业 50 强”名单。此前的

旨在表彰获奖企业为解决全体女性（包括少数种族女性）的招聘、发展和

使员工建立紧密
联系

进步问题所制定的创新性组织计划。

我们的员工资源团体 (ERG)

我们从董事会做起，自上而下贯彻包容文化。超过 25％ 的董事会成员为

营造出了多元化、积极向上

女性和少数种族员工。在每个业务部门、每个职能部门和每个地区，包容

的工作环境，从而帮助员工

性变革团队都会积极践行包容文化，解决员工工作中的一切障碍。

建立良好关系，实现职业发

2017 年，我们是仅有的三家荣获“妇女促进会奖”的全球企业之一，该奖项

展，并为公司的成功做出贡
自 2017 年底以来，＃MeToo 运动使得各组织不得不重新审视其职场文化，
寻找解决性骚扰问题的途径。但早在此之前，我们北美全球销售和营销部
的包容性变革团队就一直在关注此问题。对我们而言，＃MeToo 提供了一
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更全面地审视性骚扰问题，学会更好地预防和处理破
坏我们包容文化的行为和情况。
要打造舒适、安全、人尽其职的工作环境，每一位员工都需要出一份力，

献。ERG 将具有相似特征
和价值观的个人联系起来，
这些特征和价值观包括种
族、性别、性取向、残疾状
况、年龄、军事地位和精神
状况。

因此我们与马凯特大学的学术和安全专家合作，开展“旁观者干预”培训。
参与者能够学到如何识别并安全地干预、防范和/或阻止不适当的评论、
动作和行为。迄今为止，我们已为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伊利诺斯州芝
加哥市和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销售部同事举办了此类培训。我们还在
女工程师学会全国会议上提供主题为“你可以阻止骚扰和欺凌”的培训课程。
为了激励职场之外的变革，我们优先与客户及合作伙伴分享我们的包容文
化，其中许多人是各自领域和行业以及其他专业协会的领导者。

13 个 ERG
56 个分会
20 个国家/地区
超过 5,000 个成员

业界领先的评测机构和指标一致认可我们在环境、
社会和治理等方面的实践。

职业妇女委员会庆祝
成立 25 周年
自 1993 年作为我们的第一个 ERG 成
立以来，职业妇女委员会不断发展壮
大，现已在 17 个国家设立 28 个分会，
2 次获评

17 次入选

成员超过 1,100 人。

8 次入选
北美指标
13

包容性领导
全球供应链副总裁 Ernest Nicolas, Jr. 入选了行政领导委员会 (ELC)，这
是一个培养黑人领导者的卓越成员组织。Ernest 是第一位入选这一由现
任和前任《财富》1000 强企业黑人首席执行官、董事会成员、高级管
理人员、企业家和思想领袖组成的全球组织的罗克韦尔自动化高管。
“ELC 笃信包容性领导的力量，”Ernest 说道。“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成
为一个充满活力、深思熟虑的领导者，并将包容性领导精神发扬光
大。我希望培养出下一代的黑人领导者，帮助他们成功'脱颖而出'，同
时确保他们沿着我们的道路前行，持续发掘和邀请这类优秀的人才进
入 ELC。”
我们的一些大型客户、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包括可口可乐、思科、
通用汽车、宝洁、辉瑞、普华永道和 W.W. Grainger，也都是 ELC
的成员。ELC 的会员审查流程十分严格，因此候选人必须具有超出
行政职责预期的重大慈善工作经验并取得优异成就。在过去的两年
里，Ernest 一直是我们公司联合公益活动的联合主席， 同时也是密尔
沃基城市联盟的董事会成员。

员工
全球

23,000

建立包容文化

9,000

名美国员工
22% 有色人种

名员工

30% 女性
31%
为女性
69%
为男性

14,000
名非美国
员工

17% 人事经理
21% 工程师
17% 专业人员
30% 其他
25% 人事经理
14% 工程师
32% 专业人员
48% 其他

2,100

超过
位领导者
完成了“明智、包容的领导力”培训
（自 2015 年以来），该培训旨在减
轻偏见对互动和决策的影响

超过

1,020

位领导者
超过

4,500
名员工
完成了“作为多元化合作伙伴的白人
男性”培训（自 2008 年以来），藉
此提升对优势群体动态和白人男性
特权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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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内部，我们对年度道德培训计划进行了扩展，将阿

道德和诚信
我们坚定不移地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正当的方式行
事。我们的客户、员工、股东以及与我们有业务往来的人
都重视与有道德、有原则的合作伙伴一起工作。

拉伯语添加到我们的语言列表。该培训每年都会根据现
实情况进行更新，现在有 15 种语言可供使用。我们还利
用培训来收集反馈。在参与我们的自愿调查的 4,300 名员
工中，几乎所有人 (99%) 都认为自己的经理拥有良好的道

道德协会连续第 10 年将我们列入其全球最具道德企业年

德品质且诚实守信。几乎所有人 (98%) 都愿意提出道德或

度名单。这份杰出企业的名单包括 135 家“认识到自己在影

合规问题，或举报错误行为。调查发现，员工愿意向经理

响和推动全球商界和社会积极变革方面的关键作用”的全

(92%)、人力资源部 (83%) 和我们的监察委员会 (83%) 等各

球企业。这项荣誉反映了我们的员工和承包商每天都在做

方相关人员报告问题。

出极具商业道德的决策。

我们是首批启动监察委员会计划的美国企业之一。自 1985

有些时候做出决策并不容易，甚至往往需要勇气。我们的

年以来，此计划一直是我们的道德和合规工作的核心组成

EMEA（欧洲、中东、非洲）地区渠道经理 Jeff Stewart

部分，为员工和公众提供可信赖的资源，帮助其提出问

认定我们的两家分销商违反合同，辜负了我们的信任，于

题、表达担忧并上报不当行为。我们会彻底调查所有可能

是终止了与这两家分销商的合作关系。虽然结束合作关系

涉及行为准则违规情况的报告。个人可以匿名联系监察

可能影响 Jeff 个人及该地区的销售目标，但对于客户和

员，我们会提供保护措施，防止任何恶意报复。

公司来说，这一决定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授予 Jeff 年
度诚信冠军的称号。

在 2018 年，员工联系监察员的次数为 519，高于上一年的
452 次。我们相信，不断增加的联系次数彰显了我们的“大

EMEA 地区副总裁 Neil Enright 表示：“我们有一个庞大的

声说出来”文化以及员工对“企业道德人人有责”这一观念的

合作伙伴生态系统，这些合作伙伴帮助我们进入市场，为

认可。我们在 2018 年进行了 150 次行为准则调查。根据

客户提供价值。生态系统的发展壮大有赖于我们与遵守商

调查结果，我们处罚了 32 名员工，并解雇了 20 名员工。

业道德的合作伙伴的合作，有赖于像 Jeff 和他的团队这
样有勇气挑战那些不支持我们政策和价值观的合作伙伴的
员工。”

我们在诚信方面享有极高
的声誉，但从未觉得理所
当然。这是我们在一个多

严于律己的同时，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合作伙伴遵守道德、

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受人

诚信和合规的最高标准。在 2018 年，我们发布了首份“合

尊敬的行业领导者和合作

作伙伴网络行为准则”，以便进一步确保我们的合作伙伴

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

理解我们的期望。该准则涉及反腐败、尊重他人、安全和
环境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全球商业道德峰会
Blake Moret 是道德村协会 2018 年全球商
业道德峰会的特邀讲师之一。超过 500 人
参加了会议，包括首席执行官、董事会成
员、首席法律官、首席道德和合规官、国
际团队成员、全球律师事务所合作伙伴、
学术专家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商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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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关系
我们与供应商一起，尽最大努力应对一切挑战，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履
行我们的承诺，帮助客户实现互联企业的愿景。我们与聪明的人员和诚实的合作

值得称赞的供应链
全球研究公司 Supply Chain

伙伴携手合作。

Insight 在仔细调研了全球的优
我们积极寻求行业领先的、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以及能够顺应当今多元化市场潮
流的供应商。多元化供应商体系可为我们带来最精湛、最丰富的专业知识。这不
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而且还能为我们业务所在社区的经济发展
做出贡献。

秀供应链后，将我们评为“2018
年值得称赞的供应链”。报告
研究了 655 家上市公司 2010
年至 2017 年期间的供应链绩

通过加入全国少数族裔供应商发展委员会、女性商业企业全国委员会和国家男女

效， 评选出 31 家优秀企业，

同性恋商会等全国倡议组织，我们得以在全美范围内结识各种合作伙伴。我们还

罗克韦尔自动化位列其中。

是技术行业集团的成员，这是一个专注于高科技供应链多样性的论坛，可供我们
“该奖项表彰了罗克韦尔自动

分享最佳范例并以技术行业的领导者为效仿对象，不断提升自身标准。
在 2018 年，我们投资了约 600 家由妇女、少数族裔、LGBTQ、退伍军人或残
疾退伍军人经营的美国企业以及指定的小型企业管理公司，花费超过 2.72 亿美
元。这相比我们 2017 年 2.5 亿美元的支出有所增加。与去年相比，我们在少数族
裔所有企业和女性所有企业（MBE、WBE）方面的季度支出也有所增长。

化全球供应链团队的创新能
力。”罗克韦尔自动化全球供
应链副总裁 Ernest Nicolas 在
供应链洞察全球年度峰会作领
奖致辞时这样说道。“罗克韦

我们增加了对直接提供商品的多元化供应商的支出，这是我们的战略重点。我

尔自动化全球供应链团队通过

2019

明智决策、积极主动地推动供

年，Allegis Group 和 Populus Group 将作为全新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寻找合同

应链运转以及持续改进，为公

们在多元化经营电路板、金属加工和金属冲压等业务领域均有所增长。在

工，从而大幅增加我们的间接多元化支出。Populus 是一家西班牙裔和退伍军人
所有的公司。借助这一合作关系，我们预计花费在 MBE 和 WBE 上的金额将增加

司和客户创造价值，是罗克韦
尔自动化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一倍。
我们的供应商对我们的定位以及我们所做的工作至关重要。我们重视所建立的合
作关系，我们将始终为供应商提供业务支持，并与供应商一起朝着工业自动化的
繁荣未来努力。

Populus（拉丁语意为公民）是经过认证的、退伍军人开办的少数族裔企业，
将帮助我们广罗人才。图：Christopher Boles（罗克韦尔自动化)、
Nicole Brown (Populus Group)、Christine DiPiazza（罗克韦尔自动化)、
Edward Herrera (Populus Group)、Emily Baker（罗克韦尔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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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荣誉
在过去的一年中，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各大工厂和员工获得众
多机构和新闻媒体颁发的奖项。

集团
• 《华尔街日报》：2018 年度企业管理 250 强
• 《福布斯》：首届全美“女性最佳雇主”
•

优信咨询：中国年度最佳雇主百强

•

人权战线
企业平等指数：连续六年在获得满分

•

DiversityInc 最佳多元化企业榜单中的最值得关注企业

•

大密尔沃基拉美员工协会：2018 年度最佳企业奖

Patricia Contreras

• 《密尔沃基商业杂志》：2018 年人力资源奖（上市公司）

员工
•

Erid Valdez

Erid Valdez，多米尼加共和国工厂经理： 制造业研究所，
年度制造业女性 STEP（科学，技术，工程和生产）优秀奖

•

Linda Freeman，业务拓展经理： Putman Media，最具影
响力的制造业女性奖

•

Patricia Contreras，社区关系总监：《商业周刊》最具影
响力的人物——全国百位冉冉升起的年轻高管

•

Lucia Galezewski，财务经理： 拉美裔企业责任协会，
2018 年杰出企业成就拉美青年™奖

•

Rebecca House，高级副总裁和总法律顾问：《密尔沃基
商业杂志》：管理之星奖，最佳企业顾问（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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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绩效
从绿色屋顶、太阳能领域到地热供暖和制冷，

5x

我们始终以最佳实践保护环境， 重点通过高效 威斯康星绿色大师
资源利用降低能源使用和用水量，减少浪费。

威斯康星可持续发
展商务委员会

2018 年，罗克韦尔自动化实现目标，旗下所有大型制造工厂均通
过 ISO 14001: 2015 系列环境管理标准认证， 这意味着我们的生产活
动、产品和服务均达到监管要求，同时确保我们的作业能够达到最
高环境标准。随着巴西容迪亚依工厂获得认证，我们通过认证的工

地球日：
地球日是我们员工及当地社区共同
庆祝的重大节日。为此，我们在新
加坡、印度和巴西种植树木。我们
在波兰卡托维兹的小型温室里种植
水果和蔬菜。我们手绘生态 T 恤，
并为格但斯克的学生提供花卉苗木
和相关用品。我们在中国哈尔滨和
威斯康星州莱迪史密斯清洁社区和

厂数量已经达到 24 家。

道路。

2018 年见证了另一个重大里程碑——我们实现了单位销售额产生的

莱迪史密斯工厂员工还举行了无声

温室气体排放量相比 2008 年降低 30% 的目标。在维持排放量不变

拍卖会，拍卖回收材料制作的手工

的前提下，尽管产出和收入大幅增加，但我们提前四年实现了原定

品，包括牛仔布制成的棉被、食品

2022 年完成的目标。 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下降。

袋制成的绿植吊篮以及各种用金属

我们将大部分能源用于建筑物的照明、供热和制冷用电。因此，大

丝制成的艺术品。

部分二氧化碳都是间接排放，其产生源头是发电厂，而非我们的工

我们在密尔沃基和威斯康星州里奇

厂（见第 19 页的图表）。我们的 300 多家工厂都对能源使用和碳

兰中心举行电子产品回收活动，而

排放进行了衡量和报告，其中 20 家是核心制造厂和仓库。在这些

中国上海的员工及其家人在社区里

生产基地中，能源成本在总运行成本中所占比例很小。

收集可回收垃圾，并指导社区居民
如何分类、包装和发送可回垃圾，

十多年来，我们每年回收或循环利用至少 80％ 我们制造的固体废

以便加工处理。

弃物。多年来我们都超额完成目标。2018 年，我们设定了更高的标
准，将废弃物回收率提高至 85％，最终我们完成的回收率是 82％，
接近该目标。

我们向密尔沃基的员工发放树苗和
LED 灯泡。我们也为纽约东锡托基
特的员工提供树苗、花卉种子和可

我们位于威斯康星州莱迪史密斯的工厂将废弃物运往巴伦县废弃物

重复使用的购物袋。我们在俄亥俄

发电厂后，废料回收率首先达到 100％。该发电厂在 450 华氏度的

州梅菲尔德高地和威斯康星梅库恩

锅炉中燃烧废弃物，用产生的蒸汽发电，为发电厂本身、附近的奶

工厂举行抽奖活动，奖品是家用堆

酪厂和社区供电。莱迪史密斯工厂也设有完善的回收利用计划。

肥器和 Ecobee 恒温器。

我们的用水量与 2017 年相比略有增加。水主要用于饮用、卫生以
及制造过程中的冷却和清洁。
我们遍及全球的所有分支机构都必须符合当地的环保和安全法规以
及我们自己的严格政策和规程。每年我们在全球各地开展全面评
估，在保证合规性的前提下，力争不断改进。2018 年，我们开展了
43 次内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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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

环境
标准化排放趋势

目标：截至 2022 年减排 30%（范围 1 和 2）

35

提前四年完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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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绩效
在可记录事故率（RCR）方面，2018 年我们的全球安全
绩效与同行相比仍然是遥遥领先。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保

与此同时，压接和切割大规格线材不再采用手动设备，
而是改用自动化解决方案。

持这一领先地位。我们 2018 年安全绩效的可记录事故率

“现场走动管理”可帮助管理人员和员工即时观察和讨论

位于领先的四分位数，但由于手外伤和人体工程学劳损

正在发生的活动，我们也进一步扩大范围，不仅包括

数量的增加，可记录事故率比去年有所增加。

EHS（环境、健康和安全）执行官，工厂所有层级的管

我们在年初注意到这一趋势，并针对此类损伤实施了点
对点的行为安全流程。一系列深入分析帮助我们确定了
目标工厂。我们派遣多学科团队访问了这些工厂。他们
研究事故审查记录，采访员工，并制定了针对这些工厂

理人员都能参与其中。沟通更顺畅，培训更多样。在员
工大会期间，100 多个“安全时刻”发布，员工对话拉开帷
幕。我们在各大工厂继续开展“保持安全”活动，着重关注
手部安全和人体工程学。

和其他工厂的纠正计划。计划包括工程变更、新流程和

许多引人入胜的教育活动在各大工厂同步开展。作为手

改良防护设备。

部安全月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在墨西哥蒙特雷的同事们

例如，此前员工在操作高机柜时，需要手动搬动和接插
产品，现在我们采用 Econo 升降机，员工在地面即可通
过机器完成所有的搬运和定位操作。

共同参与了几场游戏，深入理解了双手功能完善的重要
性。在游戏中，员工单手或仅用几根手指换尿布、泡咖
啡、系鞋带、扣衬衫扣子和充气球。
我们将在 2019 年继续重点关注手部安全和人体工程学。

安全
每 100 位员工的可记录事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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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健康与安全标准
认证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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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当地社区
巴西容迪亚依应急响应小组帮助扑灭了工厂所在工业园区的火
灾。在应急小组的努力下，火灾并未对附近的建筑物或植被造成
重大损害。

全球安全荣誉
新加坡人力资源部和工作场所
安全与卫生理事会第八次向我
们的亚太业务中心（APBC）
颁发了卫生与安全卓越奖。
APBC 还荣获东盟职业安全与
健康网络颁发的卓越奖。
在杜邦公司评选的国家安全和
健康奖中，我们的巴西容迪
亚依工厂在“防止切割和磨损
防护”类别中评分排名第一。
该类别的入围者还包括丰田和
Prometeon 轮胎集团旗下的倍
耐力。杜邦公司的该奖项旨在
嘉奖创建安全工作场所的公司

带领员工子女参观安全生产
波兰和墨西哥蒙特雷工厂的员工子女参观了他们父母工作的地方，并了
解了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他们学习我们的安全要求、安全标志、
个人防护设备以及光栅如何防止员工进入未授权区域。

和专业人士。
与此同时，Team Prevent
Poland 在年度奖项评选中将我
们的波兰工厂评为健康商业黄
金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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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

群组
只有人才得以发展，自动化和技术的进步才是
有意义的。在埃森哲一项针对 CEO 的研究中，
超过 75％ 的受访者表示利用新数据创新至关重
要，否则，他们将失去市场份额。但超过半数的
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该领域未找到合适的人才。
如果没有足够的技能和人才，互联企业的承诺就
无法实现。我们必须像投资技术一样投资人才，
加大对他们的教育和培训。从学龄儿童到大学
生，从新员工到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我们慈善
事业的大部分专注于员工的发展。我们启发创新

千万
美元
2018 年慈善
我们与非营利组织和学术机
构合作，为当地社区的居民
创造更多可能性

的思想家和问题解决者，培养下一代的 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袖，培养他们对
于终身学习的热爱。

64% 教育

18% 健康和公共事业

10% 民用事业

STEM 教育
我们开展的教育项目旨在激发人们对于 STEM 教育和职
业生涯的兴趣，特别针对弱势学生群体和年轻女性。
我们与领先的非营利组织 FIRST®（For Inspir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技的灵感与认
识）、“实战引路计划”(Project Lead the Way, PLTW) 和心

8% 艺术文化

在澳大利亚，我们资助了三支 FIRST 机器人大赛参赛团
队和一支 FLL 团队。员工志愿者包括高级应用工程师
Kerryn Sakko 和我们的澳大利亚 STEM 负责人。“我可以
通过 STEM 帮助孩子成长，提升他们的社交技能和技术能
力。”她说道， “他们建造的东西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处理
故障的技巧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真正的创新。“

智研究学会 (ST Math) 合作，共同让 STEM 教育变成一件

我们第一次赞助 FLL 印度项目。我们的全球 STEM 大使

有趣、令人兴奋，又很酷的事情。

Jay Flores 参加了印度的 FLL 全国锦标赛，我们的同事

2006 年以来，我们累计为 FIRST 提供超过 2500万美元的
资金，资助其开展课后 STEM 编程项目。2018 年，我们继
续加大对全球教育的支持力度。多年来我们一直支持非营

Mukta Misra 发表了主旨演讲。印度员工也担任大赛的评
委。印度是 Jay 亚太宣传行程的一部分，他还将拜访亚太
地区积极投身 STEM 活动的同事。

利组织“TOUCH 社区服务”，并通过该组织资助了一支新加

“通过支持 FIRST 在各地的项目活动，我们的员工在个人

坡 FIRST LEGO League (FLL) 团队。我们也是新加坡国家

和专业方面不断成长，同时也为培养行业未来人才做出了

FLL 锦标赛的赞助商。二十多名新加坡员工在锦标赛中志

重大贡献，”Jay 指出。“借助 STEM 项目，我们可以深入

愿担任导师、教练、评委以及裁判。

当地社区，接触年龄较小的孩子，更好地鼓励他们对科学
技术的好奇心，并将其作为终生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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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助力推出
MathMINDS 游戏

罗克韦尔自动化
FIRST 赛季亮点

215
65

FIRST
机器人
大赛

K-8 密尔沃基合作学校 Escuela Vieau 和 Rogers

赞助团队
其中每个团队至少 1 名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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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科技
挑战赛

300

108 18

FIRST
乐高
联盟

FIRST 乐
高联盟少
年队

Street Academy 的学生得以率先体验心智研究学会的
最新产品——MathMINDs 游戏。该故事书桌上游戏为
教育工作者、学生和家庭提供了高度互联的数学、历
史和识字体验。我们资助了“撒哈拉以南 (South of the
Sahara)”，这是第一套以加纳、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
加的事件为基础的主题游戏。

多名志愿者

支持团队和竞争活动

“通过 MathMINDs Games，学生将能够了解数学如何
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MIND 的首席执行官 Brett
Woudenberg 表示。“该游戏使得学生可以在课堂之外
接触数学，并与数学建立起积极的关系，这将帮助他
们为应对后续在高等教育和 STEM 工作中面临的挑战
做好准备。”
该游戏荣获 2018 Academics' Choice Award™，这是一
项领先的国际教育奖，旨在表彰在智力开发媒介和玩
具方面的卓越成就。

FIRST LEGO League 印度团队

在中国提供教育支持，进行
STEM 激励
区域学校的学生与我们在上海研究中心实验室
的大中华区办事处员工的孩子们一起参加了
为期一天的实验，以及其他旨在激发他们对
STEM 的兴趣的活动。同时，我们 50 多名上海
同事担任志愿者辅导员，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
业。2018 年，这些员工共提供了 140 多个小时
的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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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女孩：编程冒险
中学女生在由 Maydm 组织的首次编程冒险 (Adventures in Programing) 夏
令营中建立了自己的网站，Maydm 是一个专为有色人种女孩和青年提供技
术领域技能培训的非营利组织。该夏令营在密尔沃基工学院进行，旨在为
女生提供体验大学校园生活的机会。
营员们还拜访了我们公司，并与我们的一些女
性同事会面，从而了解职业机会并深入了解工
作场所中的女性。我们举办了夏令营的最后一
天庆祝活动。女生们将自己的网站向大量的家
庭成员和社区与企业领导人展示，其中包括我
们的首席技术官 Sujeet Chand。

FIRST 学生和导师完成国际实习后
返回
从 Riverside RoboTiger 到国际实习，Javion Mosley
的 STEM 经历将他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带到中
国上海。作为 Riverside 高中的毕业生及 FIRST 成
员，Javion 现在正辅导他的前团队。他也是威斯康星
大学密尔沃基分校 (UWM) 的大三学生和罗克韦尔自
动化的应用工程实习生。刚过去的这个夏天，Javion
在上海交通大学 (SJTU) 自动化实验室和我们的上海
工厂度过了三个月，这是我们国际交流生实习计划的
一部分，我们于 2016 年与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
校和上海交通大学启动该计划。
“我拥有的不同文化的视角将影响我余生的工作和生
活。”Javion 表示。“我们公司会对人员进行投资。这是
一个让我学习并将所学知识带回工作中的一个机会。”
Javion 也参与了我们的中学实习生计划，这是他的
罗克韦尔自动化 FIRST 导师 Emily Ralph 推荐的一个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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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行业现在需要的技能与我们所学的有所不同，未来需要的技能也
会与现在所教的不同。为了帮助培养全球人才，让学生为和技术
本身变化一样快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我们在全球设立了 150 多

自动化学习实验室
全球网络

个自动化学习实验室。
联合包括微软、PTC、Ansys、发那科、思科、Endress+Hauser
(E+H)、Amatrol 和 FESTO Didactic 在内的行业领导者，我们与高
等院校合作，向学生介绍现实挑战并解决实际的客户问题。学生
采用的先进工业自动化技术与当今现代化互联制造业中所采用的
技术相同。
“我现在正从实际的工厂收集数据，以用于课程中。”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的机械工程助理教授 Sangkee Min 表示。威斯康星大
学麦迪逊分校是最近开设的罗克韦尔自动化工业互联企业实验室
的所在地。“学生将能够通过实验室模拟实际工厂车间的情况。”
实验室位于工程学院中，“该实验室将会是一个将人们与创意

每年

30000 名学生
150 多个实验室
亚洲

90 多个

美洲

50 多个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逾

5个

和技术相连的空间，充当创新研究和解决方案的跳板，为我
们的学生补充更深层次的知识和做好更多准备工作。”院长 Ian
Robertson 表示。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 (UWM) 在继续建设互联系统研究
所，这是该州首个涉及工业物联网 (IIoT) 技术的综合性学术产业
联盟。学者将与业界携手开发新技术应用。各企业可以测试概
念、培训员工并分享前沿的想法。学生将接受实践性学习。
该研究所是 UWM 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Lubar 商学院和 Lubar
创业中心以及罗克韦尔自动化和微软以及其他机构之间的多学科
合作项目。该研究所于 2019 年春季开业。
中国教育部和自动化协会针对我们开展智能制造认证计划的工
作授予我们年度自动化企业和年度自动化人物的称号。发那
科、E+H 和思科与我们合作推出该认证，认证将在教育部指定的
高校提供。除此项目外，我们在中国还设有其他 70 多个自动化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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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学院
到 2027 年，美国制造业预计将创造多达 350 万个新就业岗
位。由于劳动力老龄化和当代技术技能的缺乏，其中大多
数岗位可能会空缺。退伍军人是可以帮助弥补缺口的一个
未开发群体。每年约有 20 万退伍军人，其中近 30％ 的退
伍军人具有非常适合高级制造职业的技术背景。
看到这个机会后，我们成立了先进制造学院 (AAM)，这是一
个与 ManpowerGroup 合作的技术培训计划。AAM 为退伍军
人提供了将军事经验转化为有需求的高薪行业所需技术和
技能的全面教育。
自从我们于 2017 年推出该计划以来，我们举办了五次为期
12 周的培训课程，共有 97 名参与者。我们从美国各地的所
有军队分支机构招募，并对退伍军人进行与美国大多数工
厂相同的现代自动化和控制技术的培训。大多数 AAM 毕业
生都能胜任制造和生产环境中的岗位。
“我是一个终身学习迷，正是这一点将我带到这里。”海军退
伍军人 Kevin Williams 表示，他是我们最近的参与者之一，
当前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 Darigold 工作。我们“绝不仅仅是做
好准备成为机械或自动化专家，我们也可以发挥主导作用”。
位于乔治亚州萨凡纳的 Owens Corning 聘用的前美国空军
成员 Jeremy Pellot 补充道，“从军队出来没有学位会有点困
难，因为我具备工作所需的技能，但是没有受过教育。这
让我有机会去做我过去几年一直努力想去做的事情。”
AAM 毕业生离开时已做好准备投入当今的数字化制造业工
作中。他们的新雇主，也就是我们的客户，对他们的印象
很深刻。
“我们最初只承诺为两名学生提供工作，但我们对该计划和
所会见学生的才能都非常满意，我们已经决定聘用三名学
生。”我们的一个招聘客户指出。“随着我们不断发展，我觉
得我们未来会继续采用该计划。”
2019 年，我们将 AAM 培训课程的次数扩大到六次。该开创

到 2028 年，将空缺

240 万
个制造业岗位

性计划不仅有助于填补对未来制造业至关重要的人才和技
能空缺，还有助于回报为我们国家做出牺牲的服役人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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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和制造业协会

员工志愿者奖
每年，我们都会表彰一些员工，他们将自己的宝贵

Harbor District 准备开设
首个公园

时间无私奉献给所在社群或世界其它地方对他们来

Harbor View Plaza 于 2019 年开业，距离密

说很重要的事业。为了向他们所提供服务表示敬

尔沃基总部仅有几个街区。该广场将在城

意，我们会向他们选择的慈善机构进行捐赠。

市的南侧提供公共海滨通道和绿色空间。
以往，密尔沃基港周围的土地完全是工业

Engineering our Future™ 奖

用地。

该奖项表彰对 STEM 教育和建立才华横溢且技能

新广场将设有儿童游乐区（其设计宛如代

娴熟的员工的培养机制所做出的奉献和贡献。

表世界各地港口的集装箱）、无障碍独木
舟/皮划艇下水及靠泊点以及野餐和休息

全球：Jason Smith，
英国桑德巴奇
志愿者组织：STEM Learning，

区。我们出资 60 万美元，充当确保广场获
得额外资金的催化剂。

这是一家由政府、英国慈善信托

“我们公司在社区和邻近区域历史悠久，”

和雇主组建的合伙企业。Jason

我们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Blake Moret 表

是 STEM 注册大使。

示，“这个广场将为我们的员工、密尔沃基

美国：Emily Ralph，

大社区和该地区的成员提供一个独特的娱

美国威斯康星州 MEQUON
志愿者组织：FIRST Emily 是

乐教育目的地。”

FIRST 机器人大赛和 FIRST LEGO
League 团队导师。

故乡英雄奖
该奖项表彰员工为自己社群所做的志愿工作。

Mehrdad Erfani，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
志愿者组织：Dast2Dast 致
力于满足无家可归人员的需
求。Mehrdad 共同创立了该非营
利组织，以及“Miles for Cause”慈
善自行车骑行活动，在该活动
中他骑行 7000 英里，为各种慈
善机构筹集 35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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