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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来信

2020 年上半年发生了两件大事，而每一件都
将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导致 COVID-19 
疫情的病毒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做开展业务和
生活的方式。坦能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把明
尼阿波利斯作为公司总部。而 George Floyd 
被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杀害一事引发了长期被剥
夺正义的社区的痛苦反应，并在世界各地引发
了抗议。

CEO 来信

这份《2019 年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CSR) 关注的是这些事件
成为全球事件之前的几个月，但如果我不承认这些历史时刻，那么
就是我的失职。坦能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主人翁精神，而作为
一个好管家，我们尊重并重视我们的社区——这包括公司内部，
以及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和社区。我们对主人翁精神的关注也
决定了我们如何尝试理解我们今年经历的事件，同时决定了全球
疫情大流行如何与一个严重分裂、不平等的社会不可避免地相互
交织在一起。

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坦能公司致力于成为解决方案的
一部分。我们的员工带头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应对疫情和我们社区
的动荡。坦能基金会也越来越关注支持我们的社区，并正在寻找
为社会正义而努力的方法。最后，我们的领导层和董事会正在进行
重要讨论，讨论我们需要如何在公司和世界上践行我们的主人翁
精神和包容价值观。我们将在明年的 2020 年 CSR 中更深入地
探讨这些问题。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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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来信

我为我们的团队在过去几个月中应
对世界各地的困难事件的方式感到
自豪，并对大家表示感谢。
回顾 2019 年（我们随后将深入探讨），坦能公司在收购总部位于
中国合肥的合肥高美清洁设备有限公司后度过了活跃的一年。此
次收购为坦能的全球投资组合增添了另一个强大的品牌，从而进
一步巩固了我们在中国的市场地位。

在我们 2018 年提出的指导原则的帮助下，坦能社区在可持续企
业团队的领导下，朝着企业可持续发展宗旨和目标取得了进展。我
们共同：

 � 继续采用先进的电力解决方案，通过引入以锂离子电池和氢燃
料电池为动力的产品，在所有品牌和地区加大电气化努力。

 � 连续三年在 CDP 气候变化项目中获得领导水平 (A-) 分。
 � 我们在位于明尼苏达州 Eden Prairie 的新全球总部开始营造
友好的氛围。在那里，我们与一位家具中间商合作，“重新安置”
与大楼一起买下的 1,000 个工作站，而不是把装满 8 辆半挂
式卡车的办公家具送到垃圾填埋场。

 � 保持我们对销售和服务运营中安全改进的关注。这些团队正在
更智能地工作，同时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高水平的服务。自 2018 
年以来，安全事故减少了 30%。

 � 在我们的社区提供更多志愿服务。例如，我们位于密歇根州 

Holland 的团队 2019 年在其社区的志愿服务数量比以往任
何一年都多 185%，而部分原因是源自 Helping Hands 组织
团队的承诺。得益于当地领导层的努力，工厂的每位员工都有机
会回馈社区。

 � 通过我们的实习和 Junior Achievement 志愿者计划培养未
来的人才。让更多年轻人对制造和工程感兴趣对坦能和我们的
社区都有好处。

我还很高兴告诉大家，我们于 2019 年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

(UNGC) 的签署方。随着我们公司继续在全球扩张，我们明白展
示我们对 UNGC 在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领域的十项原则的
承诺的重要性。这份报告也是我们的第一次年度进展沟通，而且我
们在报告中描述了我们在日常运营、文化和规划方面的原则方面所
取得的进展。

总的来说，2019 年是坦能公司取得巨大进步的一年。我邀请您在
下面探索更多详情。

2020 年，坦能公司将庆祝成立 150 周年。尽管 COVID-19 疫
情大流行创造了目前的状况，但 2020 年有望成为又一个行动和
成就之年。一个半世纪以前，坦能公司还只是是密西西比河岸边的
一家小锯木厂。而我们员工过去和现在的才能、精力和远见已经使
我们成为一家国际知名和受尊敬的高质量设备制造商。我很期待
看到坦能公司在未来的样子。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这项伟大事业的支持。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Chris Killings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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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能为四大焦点领域确立了长期、量化、 
可衡量的目标。

年度亮点

产品 温室气体排放/能源

废弃物人员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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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3,500

185%
462,000 美元

99

12
750 个家庭

CPD 得分

减少 30%

2019 年 CSG 订阅提供了超过 8,600 MWh 电力，
这些电量能满足

在新产品发布时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衡量标准：

款在 2019 年销售的产
品是电动产品

连续三年 CPD 供应链计
划指定领导水平 A- 得分

坦能北美销售和服务分部安全事故

回收工业原料

志愿服务时数：

密歇根州 Holland 志愿服务时
间增加

捐赠资金：

4,500 
吨

年度亮点

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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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衡量标准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注释

产
品

开发可在一个或多个客户使用阶段类别中产生
可衡量的环境影响改进的产品。

设定的目标数 3 19 4 1 7 2014 年 8 月实施的流程

推出时达到的目标数 * 14* 4 1 6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达到推出关卡的项目

对内燃驱动产品或新技术/业务模式开展终生
生命周期评估 (LCA)。

完成 LCA • • 已启动 2016 年新增 T300 Recon LCA 于 2019 年
完成

制定符合温室气体核算议定书企业价值链（范
围 3）会计和报告标准的方法和工具，计算产
品组合对于水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制定长
期改善目标。

方法和工具开发 • •  • 已启动 2015 年新增

设立温室气体排放（使用销
售产品——范围 3 第 11 
类）长期产品组合目标。

• • • 已启动 2015 年新增

设立用水长期产品组合
目标。 - - - - 2015 年新增 计划完成时间待定

坦能公司 2019 年可持续发展企业绩效总结
坦能为四大焦点领域确立了长期、量化、可衡量的目标：

设立目标和衡量标准。

衡量标准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注释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和
能
源

到 2020 年，将范围 1 + 2 排放强度减少 25%。基准年份为 2012 年。（目标：32）
请在线查阅 
CDP 提交 33.6 36.7 40.2 41.5

百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每
百万美元收入  基准年份 
2012：42.6

针对范围 1+2 排放设立长期科学性目标。 • 批准  • 已启动 2015 年新增 SBTi 已于 2018 年初获得
批准

SBT：以 2016 年为基准年份，到 2030 年，将范围 1 和 2 的绝对排放量降低 25%。
（目标：24,360mT CO2e）

请在线查阅 
CDP 提交 29,572 30,427** 32,480 2017 年新增

mT CO2e
**重述，参见 CDP 响应中的
详细信息

完成范围 3（上下游）LCA。
请在线查阅价

值链库存 • • • • 在显示报告年份逐年完成并
向 CDP 报告

SBT：以 2016 年为基准年份，到 2030 年，将每美元设备收入的范围 3 使用销售
产品排放量降低 50%。（目标：407）

请在线查阅 
CDP 提交 734 760 814 2017 年新增 mT CO2e / 百万美元设备收入

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评估了所有类别，并选中一个直接材料类别进行试点参与。 • • • • •

供应链可持续发展—已确定计划并启动参与。 持续参与 持续参与 已启动 - -

任务 衡量标准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人
员
与
社
区

企业捐赠
员工志愿服务时数 3,836 2,655 2,058.5 2,234 3,107

坦能捐赠*** 462,303 美元 565,065 美元 465,497 美元 576,789 美元 854,762 美元

安全事故
经营 4.48 5.18 6.29 7.28 4.49

NA TSCC**** 1.88 2.69 6.5 4.31 3.45

重大事故
经营 3.58 4.07 3.52 3.85 3.14

NA TSCC**** 1.44 2.07 4.66 1.26 1.25

公司道德

问题梳理 15 21 18 13 15

解决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平均开放天数 53 85 65 121 18.8

任务

废
弃
物 我们针对废弃物的宏伟目标是填埋和能量回收零废弃物。我们的规模和材料转化基础设施情况让我们认识到，零废弃物可能无法实现或不切合业务实际。尽管如此，我们仍会不断审视我们的经营并寻求减废

机遇。

***包括坦能基金会资助支出、员工配套捐赠、设备捐赠和员工奖学金计划的总和。 
****坦能销售和服务北美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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