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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工业领域自动化专家会议圆满结束，

获西门子内外专家一致好评

欲了解此次会议更多信息，请点击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meeting/meeting2011/

2011年12月7日 -10日，西门子工业业

务领域主办的第十二届自动化专家会议

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举行。今年是自

1999年以来，西门子自动化专家会议举

办的第十一个年头。经过十一年来的精

心打造，专家会议在技术和应用专家心

目中已经发展成为自动化行业的标杆。

本着“专家服务专家”的思路，该会议

为与会专家提供了交流最前沿理念和技

术应用的广阔平台。通过富有成效的经

验分享，西门子技术专家与客户和合作

伙伴将共同创造卓越竞争力。

三天的会议吸引了3 0 0多名专家和用户

的现场参与，并聚集了1 9 0 0多名在线

参与者；西门子专家、产品经理、系统

集成商以及最终用户共发表了80篇技术

演讲，涵盖了自动化与驱动产品的新特

点，并分享了应用心得。此外，会议还

举办了三场技术专题讲座：工业基础设

施安全威胁与防护，EMC研究与应用和

节能解决方案。

2 0 1 1专家会议还通过网络直播和在线

互动的方式和参与者展开积极讨论。同

时，与会嘉宾还参观了西门子节能增效

卡车，并就西门子能源管理解决方案及

其应用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在1 2月9日

的颁奖晚宴上，大会为1 4 1位西门子自

动化专家颁发了证书，并有9位内外部专

家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如何提高生产力，节能降耗，优化运行

效率，是工业市场每一位参与者都面临

的挑战。西门子自动化专家会议这个平

台汇聚了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专家，通过

大家的协同合作，  我们有理由期待明年

更加创新与高效的自动化专家会议。

要闻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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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播报

西门子驱动技术集团已将旗下的所有电机

产品纳入一个产品家族，并将其命名为

“S imot ics”。这一整合的电机产品名称

能使客户在选择西门子电机时更加明确选

择范围。S imot ics产品系列几乎涵盖所有

领域，并成为驱动技术集团全集成传动链

驱动技术集团所有电机产品纳入 
Simotics产品家族

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电机产品包括

低压感应电机、用于运动控制领域的电

机、直流电机以及高压电机。凭借自身

在电机制造领域超过  1 2 5  年的经验积

累，西门子电机已成为可靠、节能、动

态响应与精准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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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冶金设备研发中心在沪设立

12月7日，工业业务领域冶金技术部上海新楼落成庆典在上海闵行莘庄工业园
区隆重举行，同时工程设计及生产制造中心也正式落成揭幕。

西门子为扩大其钢铁加工整体产业链的

本地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投资8 0 0 0万

美元。该研发中心将有超过4 5 0名本土

工程师从事全周期及现代化更新改造服

务，并为本地市场和出口业务研发领先

的设备组件。

凭借着服务产品，尤其是现代化更新改

造解决方案，西门子为中国的钢铁生产

者提供升级改造服务。现今，钢铁设备

的使用寿命超过了40年，对于中国最大

的一些钢铁企业来说，已有超过1 0 0个

设备的使用时间超过了10年。冶金技术

部总经理吕崇德先生 (Mr.  Jan Lueder)

指出“现代化更新改造已经成为钢铁生

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整体的

更新改造，中国的钢铁设备能够继续保

持竞争力，并在全周期内满足未来钢铁

生产的需求。这个研发中心的目标是技

术转让并分享专业知识以便能够向市场

推出简单易用、维护方便、价格适当、

可靠耐用的产品。加强本地价值链能让

我们更加贴近客户，针对他们的具体需

求研发产品。”

随着世界市场在2010年开始复苏，对于

钢铁产品和钢铁生产设备的需求也在增

长。同时，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大幅上

关于炼钢、轧机和处理线解决方案的更
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siemens.com/metals

涨以及环保规定的日渐严格都为钢铁企

业带来了新的挑战，现有设备更新改造

和优化业务正在超过新建设备的业务。

西门子冶金技术部已经针对改造和服务

市场有系统地拓展了业务组合，新增加

的9000平方米厂区将使西门子冶金技术

部的生产制造和组装能力得到大幅度提

升。

要闻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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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机械传动(天津)有限公司

常州分公司正式成立

2011年11月28日，西门子机械传动(天

津)有限公司(SMDT)在常州武进经济开发

区正式成立了常州分公司并举行了开业

典礼。西门子(中国)机械传动事业部总经

理和援凯，西门子机械传动 (天津 )有限

公司总经理Mr.Joachim Heussmann，

西门子 ( 德国 ) 机械传动服务销售总监

Mr.A.Luediger，武进区代区长臧建中、

副区长蒋锋，经发区党工委书记陆秋

明、管委会主任石旭涌，以及来自西门

子相关部门领导出席庆典活动。

S M DT常州分公司投资超过4 0 0万人民

币，占地2339平方米，各产品相应维修

设备配备齐全，是SMDT在华东地区首个

以售后服务为主的分公司，它的成立将

为华东及周边客户提供快速、专业的售

后服务，系西门子公司在常州投资的第

一家子公司。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工业业务领域驱

动技术集团机械传动部总经理和援凯先生

说，“提高客户满意度，是我们西门子机

要闻播报

械传动业务集团矢志不渝的追求”。同时

SMDT总经理Heussmann先生表示“常州

分公司的成立得到了武进区政府的大力支

持，在德国总部的支持下，在天津、合肥

和上海的同事们的配合中，常州分公司一

定能为东南区客户提供更便利的、更专业

的服务。”继山西分公司后，随着常州分

公司的正式成立，SMDT在全国各个地区

售后服务车间网络项目将持续展开，届

时，SMDT售后将真正实现中国范围内售

后客服服务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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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之道 赢之妙
2011西门子工业及建筑分销商大会隆重举行

以“渠之道  赢之妙“为主题的西门子工

业及建筑分销商大会分别于2011年12月

15日和17日在东莞虎门索菲特酒店落下

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 5 0位西门子工

业领域核心分销商代表及1 0 0位建筑领

域核心分销商代表、西门子 (中国 )的各

级相关领导等嘉宾参加了此次盛会。

此次大会包括全体大会，分组论坛，VIP

座谈以及颁奖晚宴等丰富内容：

在上午全体大会上，西门子(中国)工业业

务领域执行副总裁吴和乐先生, 高级副总

裁施铭德先生，王海滨先生以及冯博翰先

生以及IC业务领域高级副总裁肖松先生，

梁黔闽女士，安晓杰先生分别就工业及建

筑各业务领域的战略及业务发展问题做了

精彩剖析和展望。分销商管理部总经理杨

雪峰先生，商务经理陈绮春女士以及楼宇

与基础设施总经理朱涛先生就工业分销商

与建筑分销商的业务发展的重点工作也做

了详细介绍。合规官许文辉先生再一次在

大会上向与会的核心合作伙伴强调西门子

坚定的责任与诚信的从商之道。在大会的

演讲过程中穿插的新闻播报为与会者带来

了关于“GIVAS”“西门子计划在成都建

立工业自动化产品与研发基地”，“一站

年会回顾

式驱动技术节能解决方案”，“西门子低

压在地铁行业的重大突破”“南京南站-

西门子全方位楼宇自控”以及“FS18系

列火灾报警系统重大升级”等激动人心的

要闻。

在下午的分组论坛分会上，各事业部就

产品发布计划，业务发展策略等重点话

题和分销商代表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参会的西门子高级副总裁们还与部分重

点分销商进行了促膝座谈，就经济形

势，市场动态以及市场开拓措施等进行

了全面的交流与探讨。

在感谢与爱心为主基调的颁奖晚宴上，

西门子为40多位在各业务领域及区域做

出突出贡献的分销商颁发了荣誉奖杯。

“长期合作大奖”的揭晓将晚宴推向高

潮，此奖项的颁发代表西门子对长期以

来与西门子共同开拓共同发展的分销商

的认可与感谢。爱心捐赠是历年西门子

分销商大会的保留活动项目，也是晚会

上最温暖的环节。此次大会共筹集了将

近20万人民币的善款，将全部用于为鹤

庆县贫困小学的孩子们建造爱心食堂。

以曾经的辉煌汇聚今天的理想。我们感

谢一路与西门子走来的分销商合作伙

伴，因为有你，我们实现了有效的市场

覆盖；因为有你，我们的客户更加满

意；因为有你，我们的产品得到了最佳

的应用；因为有你，我们有信心继续共

同攀登一座又一座的事业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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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回顾

2011年12月15日，1112财年西门子机

械传动部 (MD BU)齿轮马达产品分销商

协议签字及授权证书发放仪式在东莞虎

门索菲特酒店举行。

本次授权的齿轮马达产品分销商共4家，

分别为北京盈冲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菲威锐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

曼伯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佛山市正大

机电配套有限公司。这几家分销商的销

售网络主要分布于北方区、华东区、华

中区以及华南区，这些区域都是国内齿

轮马达产品的重点市场区域。在未来的

2 ~ 3年内，每家分销商都将建立专业的

齿轮马达产品销售团队。希望通过专业

的销售队伍，真正实现与OEM客户的零

距离接触，以保持西门子齿轮马达产品

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仪式上，西门子 (中国 )有限公司工业业

务领域驱动技术集团机械传动部总经理

和援凯先生说，“随着西门子机械传动

(天津 )有限公司齿轮马达产品电机国产

化，我们的交货期将带来显著改善，与

此同时对关键生产设备的陆续投资也会

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大幅提

高。产品的综合实力要靠优质的销售渠

道去实现，因此针对OEM客户集中的市

西门子机械传动部齿轮马达产品分销商协

议签字仪式在东莞虎门索菲特酒店举行

场通过分销商发展来重新定位我们的销

售策略。”

同时，西门子 (中国 )有限公司工业业务

领域工业销售分销商管理部总经理杨雪

峰先生表示，“分销商一直是西门子在

华业务的重要合作伙伴，伴随着GIVAS

项目的深入实施，分销商中央管理部也

成立了专业的M D  t e a m。希望全新的

工业产品分销模式能为MD BU齿轮马达

产品在市场竞争上注入强大动力，加速

提升齿轮马达产品的销售额及市场占有

率，真正实现西门子与分销商的合作共

赢！”



西门子分销商学院自2011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帮助西门子工业业务领域分销

商的销售及管理能力。为了更好地规划及管理分销商的培训，西门子分销商管理部

于2011年10月份针对所有授权分销商进行了全面的培训需求调研。基于分销商的

能力现状及需求，西门子分销商学院将推出以下2012年分销商培训计划：

课程类别 课程名 学员范围 时间

高端管理课程 智道人道商道-战略领先之道 高层管理 3月份

销售团队管理及领导力 销售经理 3月份-8月份

管理课程 分销商财务管理 总经理，商务经理 8月份

领导力 总经理 2月份

销售技能课程 销售谈判技巧 高级销售 3月份-8月份

销售沟通技巧 初级销售 3月份-8月份

系统及平台介绍 POS系统，库存系统，
Training Pass系统，分销商
网站

综合 2月份

具体的培训安排请关注分销商管理部的相关通知。

西门子推出2012年分销商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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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姓名 公司名称 姓名

长沙恒威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欧阳平 沈阳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马丽静

青岛金亨利电气有限公司 张海玲 深圳市盈科新通科技有限公司 伍晓华

石家庄市众业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张轶儒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方城

北京莱凯威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曲金杰 深圳市盈科通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李勤胜

北京京仪敬业电工科技有限公司 郭维 东莞市耀兴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李肇光

山西同兴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郭艳霞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蔡旭如

北京天拓四方科技有限公司 高艳丽 南宁市西诺建筑电气经营部 雷震

淄博泰克尼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黄建国 四川西子电气有限公司 李钦

烟台科霖电气有限公司 龚波 重庆信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漆巧

哈尔滨博润电器有限公司 季芳 德阳东方汉德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王晓荣

沈阳斯泰瑞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张丽 南京欧凯自动化有限公司 王建国

沈阳丰凯思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白舫 厦门恒进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苏水生

大连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陈玉

同时为了感谢积极参与培训需求调研的分销商朋友，分销商管理部还特别抽选了以下25位问卷反馈质量最高的参与者，回馈
精美礼品。

公告专栏

分销商网络平台地址：
http://www.ad.siemens.com.cn/partner/
static/welcom.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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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112财年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工业业务领域销售集团分销商管理部重要的

信息化和流程化管理工具，E-flow(电子交互)平台于2011年10月8日正式投入使

用。此平台旨在实现分销商数据的电子化管理,第一期包含以下主要模块:

1）分销商授权信息在线审批；

2）分销商折让发放状态的公示；

3）分销商协议签署状态的发布及查询；

分销商管理部正在与相关部门开发更全面的电子应用模块 ,以实现更高效更方

便的分销商管理。

  时代来临
西门子分销商管理部 E-flow平台投入使用

公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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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罗盘

全球加强实施

《海外反腐败法》

如今，人们对腐败的接受程度大大降低。但是，从长远看，类似《反海外
腐败法》的措施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从而杜绝严重腐败，而不是只消除小
的违法行为，仍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反腐调查不但成为监管机构的一项
大业务，对律师也是一样。大型律师事务所正纷纷积极鼓吹其为该法案的
严格实施投入了多少员工和其他资源。

通过旅行社支付跨国旅游形式的贿赂。在

停车场送上塞满钞票的购物袋。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SEC)称，以上只是多年来美国

IBM公司贿赂亚洲政府官员诸多手段中的两

种。

今年3月，这家跨国电脑公司支付1000万

美元的罚金，就S E C对其提出的民事指控

达成和解。S E C诉称， I B M在谋求中国和

韩国政府采购其硬件产品时，违反了《反

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美国当局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可能违

反《反海外腐败法》的行为进行调查，提

起的诉讼、公布的和解乃至接收的罚金

都越来越多。纽约威嘉律师事务所 ( W e i l 

Gotshal & Manges)称，美国司法部和SEC

去年总共提起了7 4起指控，而5年前仅为

12起。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

公司越来越多地进入那些经济很大程度上

被政府控制的国家。“这都是全球化的一

部分，”一位监管者说。“在新兴市场

国家开展业务时，很难从合规的角度进

行下去。”

不过，还有另外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调

查可以为捉襟见肘的联邦财政提供资

金——前监管人员对此也直言坦承，

这种做法收获颇丰。伟凯律师事务所

(Whi te  &  Case)的研究结果显示，3年

内，案件和解给国库带来了30亿美元的

收入。当相关机构寻求国会批准其更大

的预算时，这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此外，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伯纳德•马多

夫(Bernard Madoff)之类的欺诈案发生

后，监管机构感到了证明其工作能力的

压力。《反海外腐败法》案件正是有力

的证明工具。

其结果是，对于那些在国外开展业务的

公司——不论是最大的跨国公司，还是

最小的投资机构——这个问题正变得越

来越棘手。即便是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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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罗盘

为客户或供应商安排的外出旅行，也可

能招致疑问。

美国的公司抱怨严格的监管规则对它们

构成了不公平的障碍，而美国以外的

公司则抱怨美国监管者的跨境管辖。据

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 ( B a ke r  & 

McKenz ie)称，实际上，涉及《反海外

腐败法》的6宗规模最大的和解案中，5

宗是总部设在美国以外的公司。西门子

公司 (S iemens)缴纳了有史以来最多的

罚金和利润追缴，在美国和德国总计缴

纳16亿美元，原因是该公司在阿根廷、

孟加拉、伊拉克及其他地方向政府官员

支付不当钱款，以获取合同。

其他国家政府正在效仿美国。英国的反

贿赂法于7月1日生效。经合组织(OECD)

有几条反贿赂方面的举措，但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2011

年的调查中指出，经合组织成员国中，

只有7个国家积极推行上述举措，2 1个

国家没有采取行动或力度极小，其余9个

国家则采取了适度的行动。

美国司法部反欺诈部门前负责人、现供

职于威嘉律师事务所的史蒂夫•蒂勒尔

(Steve  Tyr re l l )表示：“反欺诈部可以

利用这一领域脱颖而出。”监管活动的

规模越来越大，部分原因在于“这已成

为一种精明的业务模式，”伦敦伟凯

律师事务所的查尔斯•蒙蒂思 ( C h a r l e s 

M o n te i th )表示。“公司到了这里只能

任人宰割。监管者已经深谙此道。”

所谓的“行业扫荡”带来的经济效益尤

其可观。在这种“扫荡”中，监管机

构向某个行业的大公司的总法律顾问发

函，要求其提供关于各自运营情况的详

细信息。有人指出这相当于将调查外包

给被调查者本身。

这些调查通常集中在销售活动。“它有

可能是某种事前调查，由一条线索牵

出其他线索，”一位华盛顿的律师表

示。由于各公司通常担心被定罪会导致

破产，因此它们往往急于和解，而不愿

在公开审讯中为自己辩护，而很多情况

下，在公审中提出的相关事实其实并不

严重。一些公司甚至主动自首，以争取

宽大处理。

有评论者说，鉴于潜在案件的数量，这

方面存在巨大的灰色区域，并且在案件

的选择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主观性。

怀疑者则补充认为，许多做法应放在送

礼文化的背景下考虑，馈赠礼品是为了

建立人际关系。但监管者对这类观点并

不认同。“我们不会特意追踪处于法律

灰色地带的案件，”一位监管者表示。

“处于法律明确规定范围内的案件，已

涉及到数亿美元。”

各公司急于和解的另一个原因是，不知

情并不是一种充分的辩护理由。如果一

家药品制造商聘请了第三方分销商，而

后者向医院管理者行贿，以换取药品

“上架”，该制造商仍可能受到指控，

理由是它没有施行充分的内部控制。

“这正是问题通常所在，”达维律师事

务所 (Dav i s  Po lk  &  Wardwel l )香港办

公室合伙人林马克(Mark Lehmkuhler)

说。“决定做这类事情的公司经常把不

光彩的任务交给第三方，这极大地增加

了尽职调查的负担。”

关于腐败的规定包括两个方面：第一，

涉及行贿本身的违规行为；第二，相关

记录、账簿和内部控制等方面的违规，

这些相对容易证实得多。如果一家公司

报告地在美国，高管人员是美国居民，

或者在美国上市，那么，不实的财务报

告，比如虚增发票金额来掩盖不当的钱

款支付，就会让该公司和所有董事面临

指控。

随着这类调查愈演愈烈，不但产业公

司，就连投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谨慎。

“客户会特别出于对反腐败尽职调查的

担忧而放弃交易，”Ropes & Gray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Asheesh Goel说。“如果

事情无法弄清楚，他们干脆放弃。”

有些时候，《反海外腐败法》变成了一

种报复工具。例如，黑石 (B lack stone)

和华平(Warburg Pincus)投资于Kosmos

公司（一家设在达拉斯的石油公司，主

要业务在西部非洲）时，一名加纳官员

曾向美国司法部举报其存在违法行为。

为应对指控调查，Kosmos准备了大量文

件，花费了大量金钱，才终于让监管者

相信举报并不属实。不寻常的是，该公

司还收到一封确认函，表示没有确定地

发现任何不诚实行为。“监管双方都在

利用和滥用《反海外腐败法》，”一位

Kosmos的投资者说。

有关行贿的观念变化很快。仅仅1 5年

前，欧洲国家的人们还可以从报税单中

扣除贿金。1 0年前，世界银行 ( W o r l d 

B a n k )的官员还会解释诸如“适应性腐

败”和“职能缺失性腐败”等概念之间

的晦涩区别，他们的解释在听者耳朵里

似乎还有点道理。

如今，人们对腐败的接受程度大大降

低。但是，从长远看，类似《反海外腐

败法》的措施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从而

杜绝严重腐败，而不是只消除小的违法

行为，仍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反腐调

查不但成为监管机构的一项大业务，对

律师也是一样。大型律师事务所正纷纷

积极鼓吹其为该法案的严格实施投入了

多少员工和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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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支持

西门子 IA /DT/BT技术支持与服务网站历

经10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的、

成熟的信息交流与自助服务平台。14万

的注册用户、每月两千万的浏览量、数

万份的文档资料无一不记录着网站一步

一步发展壮大的足迹。越来越多的客户

能从网站支持中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

并且能够获得更多的技术知识、分享技

术经验，成为西门子产品的忠实用户。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网

站今后的建设和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用

户，西门子技术支持与服务网站按照西

门子全球统一的界面风格和规范，以

简洁、实用为主旨，正式发布了“找答

案”、“技术论坛”、“我的支持中

心”三个全新平台。较之以往的旧版

本，新版在页面设计、排版、功能等方

面均有显著的变化： 

“技术论坛”、“找答案”、“我的

支持中心”三个平台全部重新开发，

采用最新的 I T技术升级，为网站今后

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提供了功

能更为强大的平台

在页面布置上，“技术论坛”和“找

答案”中将与“我”相关的信息，统

一汇总排列，使用方便

“我的支持中心”中将各版的信息整

合，方便用户快速查看个人积分情况及

其他相关信息，统一查看各版中的收藏

内容，清晰掌握“我的奖励”信息

功能上也进行了优化，例如更加便捷

的上传图片、简化了发帖及回复的步

骤、为收藏的帖子添加个性标签等

目前，为了进一步推广、建设和完善网

站资源，西门子网站支持团队为广大网

友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各项活动：

首先，为了提高下载中心文档的质量，

给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文档支持，下载中

心的“找茬”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并为

广大关注文档质量、积极参加活动的网

友准备了精美纪念品；

其次，“找答案”迎来了5周岁的生日！

五年间，“找答案”成功的解决了4万多

个产品使用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在这值

得庆祝的时刻，网站支持团队为广大网

友呈献了一道趣味大餐——“找答案”

五周年嘉年华活动，游戏间体味它的成

长、它的发展；

“在线学习园地”  中以详尽的视频课

程和幻灯片演示，为用户提供西门子产

品、技术的全方位培训，方便用户随时

随地进行学习。其中的测试单元已有众

多产品试卷上线，数百位用户通过测试

已榜上有名，诚邀广大网友来这里检验

您的专业技术知识水平；

网站支持团队还将推出技术支持网站

W A P版，正在积极进行相关的问卷调

查，以便更好的满足广大手机用户日益

增长的使用需求。

西门子网站支持团队一直致力于提高网

站支持平台的交流效率和分享价值，通

过网友的积极贡献以及强大的西门子技

术支持工程师团队作为后盾，希望所有

使用产品和技术的用户都可以在此解决

问题并提高自己。同时，我们将继续为

如何营造一个快捷，高效，友好的交流

和分享氛围而努力。得到用户的肯定与

支持，是我们最自豪的事情。

技术支持与服务网站
努力创新 为您提供全方位的自助平台

欢迎访问技术支持与服务网站：www.4008104288.com.cn, 有了您的支持，我们一
定能做到更好！

网管邮箱：ad.cs3.slc@sieme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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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OP PS207电源
完美匹配 SIMATIC S7-200 CN PLC系统

作为工业电源领域的领军品牌，西门子

S ITOP电源家族以其超过10年的市场检

验和上千万台产品全球安全稳定的运

行，印证了西门子工业电源的品牌，同

时也牢牢占据了中高端电源市场领头羊

的位置。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为了在

竞争愈演愈烈的工业电源行业不断保持

自身的领先优势，西门子持续不断的优

化、创新产品组合。

2011年第三季度，公司发布SITOP工业

电源新产品——SITOP PS207电源，完

美匹配SIMATIC S7-200 CN PLC系统。

新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丰富S I TO P电

源系列产品线，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

产品选择，扩大西门子电源的覆盖范

围，从而能够满足更多自动化工程客户

的需求。

该系列具有60W和100W两种功率类型，

灵活的安装方式和紧凑的设计节约安装

空间，可广泛应用于小型的OEM设备控

制系统、配电箱或开关柜中。同时，产

品具有交直流宽范围输入特性和较强的

负载适应能力，可广泛应用于全球多种

供电网络。凭借西门子TIA平台，PS207

电源能够与SIMATIC S7-200CN系列无缝

集成，彻底避免了系统兼容问题。

1.完美的匹配特性
P S 2 0 7电源的设计和功能最优匹配S 7 -

2 0 0控制系统，特别适合为逻辑模块提

供24VDC电源，有效避免了不同产品电

磁兼容问题，同时可为S7-200CN 系统

其他设备提供可靠24VDC供电。

2.优异的技术参数
高效率、低功耗，可为客户节约成本，

而极低的散热量，也非常适合在分布柜

和控制柜中安装；宽范围的交直流通用

技术，适应所有单相供电网络；较强的

负载适应性能力，启动瞬间可提供150%

额定输出，可为容性、感性负载提供稳

定供电。

3.方便可靠的系统设计
通过绿色 L E D 指示，工作状态一目了

然；输出电压调节简便，可轻松解决负

载远距离供电时的压降问题；宽范围的

工作温度和可靠的自然对流冷却方式，

可在不同环境温度中广泛使用；完善的

短路和过载保护功能，可确保设备和人

身安全。

新推出的产品系列电源在中国市场
的定位如何？
西门子工业电源品牌在中国中高端市场

已经得到了客户广泛的认可，为了进一

步丰富产品线组合，满足中小型客户非

高端应用需求，西门子研发并新推出了

一系列面向中端市场产品，扩大西门子

电源的覆盖范围。

新电源和其他SITOP系列电源会有
质量差别吗？
对于工业电源而言，质量永远排在第一

位。所有西门子电源均来源于统一的设

计平台和测试生产工厂，凭借西门子工

业电源数十年的产品研发，测试，生产

经验积累，采用先进的设计理念，优良

的器件选型，一流的设备和完善的测试

流程，每一类型的电源设备均具有相同

的品质保证。

产品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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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节能管理
通过标准化的PROFIenergy协议，您能够以集中和协调的

方式将暂时不用的负载关闭，并对测量的能量值进行记

录。这样，就可在短暂休息期间将精智面板的显示屏关

闭，以降低电能消耗。通过PROFINET，通常可方便地将

设备集成到现有工厂结构中，并提供可靠的投资保护。

优化选择
根据可用的现场空间大小以及所需的可视化面积，可

选择一款最佳SIMATIC精智面板。宽屏幕显示屏的尺寸

为4英寸到12英寸。根据具体应用或可用的空间大小，

也可竖直安装触摸式精智面板。作为触摸操作的替代

方法，用户也可以选择可任意配置按键功能的按键式

精智面板。

高亮度宽屏显示
宽屏幕显示将可视化区域增加了高达40%，从而针对复

杂操作画面提供了扩展显示区域。这种显示屏还能够

清晰划分应用监视和应用操作到不同区域。SIMATIC精

智面板具有4英寸、7英寸、9英寸和12英寸宽屏幕显

示。

1600万色高分辨率显示可提供详细的过程显示和最佳

可读性。同时，这种显示屏的可视角度可达140 o，便

于读取。

显示屏的亮度调节范围可达0~100%，可满足不同应用

的要求。例如，亮度调节对于船舶上的应用来说十分

重要，可以减少电能消耗。

集成的高端功能
SIMATIC精智面板的特点是具备高性能。例如，它的显

示画面生成时间很短。无论显示屏的尺寸如何，所有

精智面板都具有归档、VB脚本和不同的视图浏览器，

用于显示工厂文档(如PDF文档)以及Internet页面。

NEW  一个新的特性是，系统诊断功能与SIMATIC控制

器协同发挥作用。以前需要使用编程设备才能获取的

诊断信息，现在可通过精智面板来读取。

宽屏显示的触摸操作屏

SIMATIC 精智面板
用于完成要求苛刻的人机界面任务

产品荟萃

所有SIMATIC精智面板都提供了相同的高端功能。

它们带有尺寸从4英寸到12英寸的高分辨率宽屏幕显示屏，可

进行触摸操作或按键操作，是适合于任何应用的理想选择。

它们与以前的SIMATIC面板相比具有众多创新，其中一点是，能

够在停机期间通过PROFIenergy来协调和集中关断设备显示屏，

以便降低能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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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在恶劣环境中使用
S I M AT I C精智面板坚固耐

用，通过了多种认证，适

合在世界各地以及在具有

较高要求的领域中使用。

从 7 英寸型号起的精智面

板都具有耐用的压铸铝外

壳。它们已根据AT E X指令

的防爆危险区 2 区和 2 2 区

进行认证，因此可在危险

区域内使用。另外，所有

精智面板都取得了船舶认

证。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按键操作
按键式面板的直观操作控制与成熟的手机键盘相当，

可方便、快速地进行输入。所有功能键都配有LED灯。

操作各个按键时可产生视觉回馈，便于操作员进行操

作。为了提高可靠性，所有按键在按下时都会产生触

觉反馈。

万一发生电源故障，可100%确保数据安全
精智面板具有集成的电压故障保护功能，在发生电源故障

的情况下，可有效保护所有数据，无需使用不间断电源。

一个创新之处就是，甚至对于插入式SD卡上的数据，也将

提供电源故障保护。

支持多种通讯方式
集成接口

SIMATIC精智面板可

以连接到PROFINET

和P R O F I B U S网络

中，并且提供了用

于连接USB外围设

备的接口。

项目传输得到简化

可以使用标准电缆并通过PROFINET/以太网或USB来下载

HMI项目，无需使用特殊电缆。各种设备参数设置可在组

态期间进行。无需在设备上进行附加设置。这样就简化

了调试过程。

项目数据和设备参数将被保存在设备中的系统卡，并保持

自动更新。该系统卡也可用于将项目传输到其他设备。

7-12英寸设备的接口

精智面板的突出特点
• 所有面板都具有相同的集成高端功能

• 宽屏幕显示尺寸从4英寸到12英寸，可进行触摸操作或按

键操作

• 有效的节能管理–显示屏的亮度在0~100%范围内可调–可

在生产间歇期间将显示屏关闭

• 万一发生电源故障，可确保100%的数据安全性•支持多种

通讯协议

• 使用系统卡来简化项目传输

• 可在危险区域中使用

产品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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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1日，西门子面向中国市场隆重发布全

新SIRIUS(国产)系列控制和保护产品。作为全球同

步的创新产品，SIRIUS(国产)秉承西门子全球统一

的质量控制标准和生产管理体系，结合本地化快速

响应的物流和服务体系，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方便可靠的设计、紧凑便捷的组装和安全可靠的操

作性能，以卓越的产品特性和有竞争力的价格服务

中国工业市场。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工业业务领

域工业自动化集团控制产品与系统工程业务部总经

理于缨表示：“西门子全球最新SIRIUS产品系列的

本地化，将为中国客户带来高性价比的控制元件。

我们相信，这不仅将有效提升西门子在中国低压控

制和保护领域的市场竞争力，也将更好地服务于广

大中国工业客户。”

SIRIUS(国产)系列包括接触器、热过载继电器、电

动机保护断路器和中间继电器等常用控制与保护产

品，所有元件采用模块化设计，7个尺寸规格涵盖

250 kW的功率范围，可为电动机等负载的控制与

保护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从设计和选型配置，

到组装、运行和维护，SIRIUS(国产)产品可全方位

满足客户的使用需求。

作 为 全 集 成 自 动 化 ( T I A )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SIRIUS(国产)系列产品应用领域非常广泛，特别是

O E M为主的机床、压缩机、暖通空调、电梯、塑

机、纺机、风电、铁路等行业。

西门子发布全新 SIRIUS(国产)系列控

制和保护产品

产品荟萃



《渠之道 赢之妙》|  2-2012 21

1.方便可靠的系统设计

SIRIUS(国产)系列产品提供全面的CAx辅助设计文档，可方便地满足不同层次的设

计需求。此外，由于采用模块化统一设计思路，选型配置更方便。所有产品均符合

CCC/CE/UL/CSA等认证要求，设计可靠性高。对于3RT6/3RT5接触器，从7A起每个

电流等级均可提供2级能效的产品，符合节能要求。

2.紧凑便捷的组装

SIRIUS(国产)系列产品45 mm宽度额定电流可达40 A，并且60 ℃  以下并排安装无

需预留间隙，安装空间更节省。此外，断路器和接触器之间可使用连接模块实现方

便、紧凑的连接，主要附件的装卸无需任何辅助工具，且45kW以下产品均可使用

导轨安装，组装更快捷。

3.安全可靠的操作性能

SIRIUS(国产)系列控制和保护产品具有超长的机械和电气使用寿命，维护成本低。

对于3 R V 6 / 3 R V 5断路器，绝大部分型号均可提供5 0  k A以上的极限短路分断能

力，保护可靠性高，并且可直接上锁提高检修安全性。由于良好的内部密封性，

SIRIUS(国产)产品在粉尘、潮湿环境下仍可保证可靠工作。此外，3RH6系列辅助触

点采用独特的双断点结构，接通能力极高，满足固态回路应用要求。

S00 S0 S2 S3 S6 S10 S12
45 mm 45 mm 55 mm 70 mm 120 mm 145 mm 160 mm
7.5 kW 18.5 kW 22 kW 45 kW 90 kW 160 kW 250 kW

3R.6 3R.5

断路器
3RV6/3RV5

接触器
3RT6/3RT5
中间继电器
3RH6

热过载继电器
3RU6/3RU5

产品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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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分享

西门子工业自动化集团在成都建立在华

最大的数字化工厂

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成都生产及研发基地项目

西门子在华最大的数字化工厂

西门子全球第三家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中心

培养本土化人才，助力西部产业升级

西门子与成都高新区于2011年10月17

日签署投资协议，计划在成都建立世界

领先的工业自动化产品生产及研发基

地。该基地将成为西门子在中国最大的

数字化工厂，也是继德国和美国之后西

门子在全球设立的第三家工业自动化产

品研发中心。

西门子计划建立的工业自动化产品成都

生产及研发基地(EWC)将于2013年上半

年投入运营。生产的主要产品为高端可

编程逻辑控制器(PLC)，重点针对中国和

全球工业市场。该工厂最突出的特点是

采用了“数字化工厂”的概念：即通过

在整个价值链中集成 I T系统应用，实现

包括设计、生产、物流、市场和销售等

所有环节在内高度复杂的全生命周期的

自动化控制和管理。它将在生产效率领

域引领最高的全球化标准，并将为客户

提供定制化的产品，成为西门子在中国

最先进的数字化工厂。

这一投资建厂计划进一步加强了西门子

与西部省市的合作。作为四川省的长期

合作伙伴，西门子的主要业务均已进入

活跃在自动化控制、交通、物流、医

疗、照明、绿色楼宇、低碳项目、能源

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

近年来，西门子持续增资、不断拓展在

中国的制造与研发设施，以向用户提供

节能、高效的产品与解决方案。以西门

子的核心产品之一PLC为例，作为自动化

控制解决方案的“神经中枢”，西门子

在同类型产品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即

将建立的生产基地与研发中心将进一步

巩固西门子在中国的制造和研发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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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钟声在2012浑厚的响起，天拓四方

的史册上又记载下了浓重的一笔。2012年1

月5日，“天拓四方八周年庆典 乔迁之喜暨

客户答谢会”在万众期待中拉开了帷幕。

来自西门子工业集团副总裁张天贵先生及

分销商管理部总经理杨雪峰先生分别为庆

典致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陕西等地的上百位合作伙伴欢聚一堂，庆

典活动中亮点不断，环节紧凑，气氛热

烈，处处彰显“和”的主题，受到了到场

嘉宾的一致好评。

本次庆典分为参观和晚宴两部分，下午4

时，随着西门子工业集团的领导到来，庆

典参观部分正式开始。天拓四方总部新办

公楼总面积2000平方米，按部门分层办

公，规划了大小不等的会议室、洽谈室，

并人性化的设置了员工活动区，如桌球

区，茶歇区。各会议室均安装了多媒体设

备，随时可以实现多端口电话会议、视频

会议的进行。

晚宴设在丰台总部基地玛雅岛酒店大礼

堂，以一曲饱含中华文化的《墨舞》开

场，揭示出天拓四方八年中一贯恪守的原

则：“和”，体现出天拓人追求和谐共赢

的做事风格。

至今，天拓四方扎扎实实地走过了八个年

头，虽然历经各种问题和困难，但是从未

踌躇不前，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自2003

年6月18日公司成立至今，签约的产品已全

面贯穿西门子工业集团的AS、SC、LD、MC

几大核心系列，销售业绩从2003年1000多

万到2011年的5个多亿，项目销售额也达到

5800多万，并形成了以冶金、矿山、港口

起重、物料输送、化工、煤炭、市政环保

为主要行业的项目形式。人员队伍从最初

的几个人成长为包括22名中高层人员、近

90名销售、十几名技术人员的150多人的

团队力量。 并且形成了以唐山、西安、太

原、郑州、天津、银川、兰州、新疆、洛

阳9个分公司及办事处为主干的销售网络.。

在西门子工业集团副总裁张天贵先生和分

销商管理部总经理杨雪峰先生的致辞中，

对于天拓四方八年来的成绩和贡献给予了

高度赞扬，肯定了天拓四方同西门子各区

域业务团队和项目团队的完美配合，在各

区域市场取得的良好效果。

天拓四方杨总、西门子工业销售集团副总

裁张天贵先生、分销商管理部总经理杨雪

峰先生、北方区总经理李东先生共同参与

了本次庆典的启动仪式，随着几只协作之

手的共同配合，点亮台上“天拓四方”标

志，舞台上庆典主题“和”字背板徐徐分

开，“天拓四方2003-2012八周年答谢”

主题背板呈现台前，大屏幕播放天拓四方

宣传片，为在场观众掀起整场庆典的第一

个小高潮。

在一曲天拓人精心准备的《北京欢迎你》

和唐山办事处同事自创的《勇往直前》诗

朗诵后，天拓四方最佳合作伙伴的评选再

次将会场氛围推上高潮。客户答谢会的内

容：评选天拓四方最佳合作伙伴。四家实

力雄厚、合作默契的实业集团最终获评天

拓四方最佳合作伙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的客户在支持着天拓四方的发展、壮大，

做为天拓四方的衣食父母，他们是天拓四

方的力量源泉，是他们在鞭策着天拓人的

脚步，推动着天托人勇往直前。

随着天拓四方合唱团最后一首昂扬的《飞

得更高》，将全场的热烈气氛掀到了最高

峰，在场观众和着歌声久久没有离场，我

们相信有了西门子的支持，客户的信任，

天拓四方将在8年的奋斗基础上，继续扬帆

起航，终将飞得更高！

工控的道路充满挑战和机遇，天拓人会在

磨励中不断前行，我们努力并期待着在西

门子的坚强后盾下，我们将与各界朋友携

手并肩，共历成长，同享彩虹！我们任重

道远，我们豪情满怀，我们将相互鼓舞，

志在四方！ 

八年磨砺 龙翔九天 共历成长 同享彩虹
天拓四方八周年庆典

伙伴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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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深圳市诚通达科技有限公司是西门子近10年的核心合作伙伴，现在专业致力于化

工、塑料改性、轻工、电力、食品、饲料等行业称重解决方案的研究与制造，集

产品设计、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是长期从事于称重和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高

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失重秤、检重秤、配料秤等系列产品。

公司网址：www.trustar.com.cn

伙伴风采

主要产品
西门子全系列称重产品、失重秤、检重

秤，基于西门子TIA的称重解决方案。

• 称重模块

• 称重传感器

• 皮带秤

• 给料机

• 冲板流量计

• 失重秤

• 检重秤

• 称重模块用TTY远程显示表

失重秤
失重秤能提供连续精准的喂料，保证产

品的一致性，减少物料浪费。能对各种

粉末、颗粒等干散料进行精确可靠的定

量给料。TRUSTAR基于西门子全集成理

念的失重秤控制系统更是在量程范围、

易维护性、可开发性、通讯功能上有了

质的提升。

检重秤
基于动态称重技术，实现将“在运动

中”的产品自动输送到秤台进行称量并

自动进行分类或剔除，在“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大背景下，自动检重秤

以其全自动化、高精度、100%检测率、

操作维护简单和功能完善等优点为食

品、制药、化工、电池等行业提供了保

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最

佳选择

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
深圳市诚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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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皂类生产工艺过程中，小料的添加以

往一般采用人工的方式用台秤称量后再

倒入到搅拌锅中。人工手动称量并加料

则每班需要三名投料员一名配料员，四

班制共需16名员工；自动加料系统则每

润滑油分装
定量分装，

液体灌装

客户要求

钛白粉 CBS HEDP 香精 甘油 色素 水 淀粉

Min 135g/min 60g/min 135g/min 1.5kg/min 3kg/min 1.0kg/min 3.0kg/min 60kg/min

Max 300g/min 300g/min 600g/min 2.5kg/min 10kg/min 2.5kg/min 10kg/min 100kg/min

精度 3‰ 3‰ 3‰ 2‰ 2‰ 2‰ 2‰ 3‰

整体解决方案
肥皂自动称重配料系统

多组分同时恒定量喂料，配方切换喂料精度控制，液体和粉体混配

班只需一人在线配料兼监控投料，一名

常白班备料员，四班制共需5名员工。选

用自动加料系统不仅可节约较多人工，

供料也更加稳定，也可减少人为添加带

来的少加、漏加、误加等风险。

① 实现手动操作和自动控制配料功能； 

② 生产过程监控：实时的工作状态和每

种物料的目标重量、实际重量；

③ 存贮配方预置，可随时进行配方调

用、修改、删除和查询；

④ 每批配料数据的历史记录保存，可随

时查询；

⑤ 在配料过程中，具有缺料自动报警；

⑥ 整个系统均为人机对话模式，操作简

单易用，维护方便；

化工批次
配料
批次给料，

增量法喂料

⑦ 采用双段控制重量，在保证精度的前

提下，提高配料之速度

⑧ 具有过冲量自动修正及系统自诊断功

能；

伙伴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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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进取 勤奋努力 欣欣向荣
青岛环海时代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年会隆重举行

继往开来
团结、勤奋、努力、欣欣向荣。2012年1

月8日，青岛环海时代科技有限公司2011

年年会在青岛汇泉王朝大酒店落下帷幕。

青岛环海全体员工及西门子山东区各级领

导参加了会议。大会继往开来，集中对

2011年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就

2012年的发展规划做出了战略部署。回

顾畅想、喜迎新春、恭贺新年！

青岛环海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系西门子

工业业务领域核心分销商，自2 0 0 6年

成立以前，大踏步前进，业绩剧增，

签约西门子AS SC MC CE LD产品，MC 

PM So lut ion  Par tner。现已以青岛为

中心，在潍坊、烟台和临沂建立了联络

处，年销售额超2亿，优质客户群1000

多个，员工83人。青岛环海拥有多名专

业技术人员，可为用户提供完善的从设

计到开发到调试到培训的一条龙服务，

服务范围包括：产品咨询、技术咨询、

技术培训、售后服务等，以良好的销售

服务及技术支持赢得了业界真诚认可！

会上，青岛环海总经理袁春雷先生及各

部门经理分别发言。袁总深刻回顾了

2011年的目标完成情况，客观分析了成

绩和不足，对2012年企业的展望计划和

社会责任、员工的成长及内部管理方面

做了详尽的安排。他希望：有一天，环

海像西门子一样成为职业化的象征；有

一天，每个环海人的名字就是这个行业

最高水平的代表；有一天，中国自动化

行业的精英都能出自环海。这也是每一

个环海人的梦想。

会中，青岛环海销售经理冯坤也对2012

财年销售部的战略指导思想和销售策略

等方面做了有针对性的部署，为销售工

作上新台阶统一了思想，指明了方向。

祥龙贺岁，团结奋进，青岛环海一直本

着团结进取、勤奋努力的工作作风，扎

实工作，敢拼敢闯，规模年年壮大，业

绩节节攀高，连续增长，取得了很好的

业绩，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行业人才。

年轻的环海人有活力，有激情，年会后

半程，同样展现了环海的骄人风采 - - -春

节联欢。大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欢乐迎春
晚会开始，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山东区

总经理白利平先生发言，充分肯定了青岛

环海公司的发展速度和成绩，并鼓励环海

做出更大的跨越，再争佳绩、再创辉煌。

会议从严谨的工作部署开始，到融洽的联

欢结束，又一次将环海人紧紧地团结在了

一起。环海人团结、勤奋、努力、欣欣向

荣的精神一直指引着他们攻破一个又一个

难关，打破一个又一个记录，有团结，有

激情，会努力，环海的明天将更美好。

伙伴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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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海晨工控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

年，为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工业自动化

与驱动技术集团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西

门子授权编码：24221733)。自2009年

正式签约西门子以来，连续多次荣膺西

门子TOP100、西门子年度增长率最快和

最佳贡献等殊荣，如同海上晨曦一般成

为华中地区一颗闪耀的新星。

公司通过多年积累的计算机硬件销售及

管理经验，借鉴国内外知名企业的管理

模式，摸索出一套属于海晨的独特管理

模式，展现出只有一流企业才具备的潜

质。

海晨之信赖——充分放权。以对待朋友

的方式对待员工，把他们视为合作伙

伴，尊重他们并赋予尊严，把他们视为

提高生产力的主要来源，而非资本支出

和自动化工具。大多数企业的规定都是

假设一般员工缺乏能力，只想偷懒，只

会把事情搞砸。而海晨的理念却是：充

分信任员工，他们自然会有好的表现。

他们自然会有好的表现。公司的一系列

管理政策也是基于此原则之上，各部门

有权决定本部门的规章制度和员工岗位

职责，费用支出，不得直接干涉其他部

门的工作。

海晨之尊重——自我考评、培训(管理、

销售、生活)。尊重员工并不代表溺爱员

工、放纵员工。而是给员工提供及时而

充分的培训，赋予合理及明确的目标，

给员工适当的自主权，让员工充满激情

信赖 尊重 关怀 严苛
武汉海晨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的投入工作。公司每周自行组织专业技

术技能培训，管理培训，经验交流等。

每季度末采取员工进行自我考评的方

式，对本季度工作做出总结，自己决定

季度奖金的发放。

海晨之关怀——旅游、生日礼金、节日礼

金、书籍借阅等。注重员工发展需求，各

项管理更人性化：公司内设小型图书馆，

供员工借阅，每年提供两次旅游机会和员

工拓展活动，领导协助中间60%的人，让

他们在晋升阶梯上顺利攀高。每一个成员

都以公司的形象为己任。

海晨之严苛——绩效考核。让员工也参

与设定一致的目标及价值观，大家广泛

地分享信息，以迅速掌握任务是否已经

完成，以及谁做得好、谁做得差。员工

喜欢彼此比较，也喜欢和标准比较——

如果这个标准是可以达到的。随时评估

员工的绩效，期望也相对提高，不过靠

的是同事评估的压力，而不是靠经理拍

桌子咆哮。公司注重的是团队的整体绩

效，而并非某个别员工，因此各部门彼

此间互相绑定。只有强大团结的团队，

才能创造最高的效益。

伙伴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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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胜之道，制胜之道

2500年前，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横空

出世了一位智者、哲人、军事思想家孙

武。孙武经过实践考察和潜心研究二十

余年完成的《孙子兵法》，让他在此后

的几千年一直充当着中国历史及近代国

内外“战争史诗”的编剧和幕后导演的

角色。 

《孙子兵法》虽然篇幅上只有5 0 0 0多

字，但对古代军事战争理论的各个方面

都有所论述，它被西方军事家誉之为 

“百世谈兵之祖”，比欧洲克劳塞维茨

的《战争论》 (On War)早2300年。如

今，这部名著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战

争著作，它的魅力延伸到政治、经济、

外交等领域，成为管理者的必读工具

书。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访问美国时，向美国总统布什赠送的礼

品就是一部精美绝伦丝绸封面的《孙子

兵法》，可见《孙子兵法》在世人心目

中的分量。

《孙子兵法》的核心是力求以智谋取

胜，尤其是在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孙子

的思想被视为“现代商战中的指南”。

商战与兵站最本质的区别是：兵战中，

两军对垒以击垮乃至击毙对方为胜；而

商战中，竞争对手之间则以能否获得顾

客更多青睐来决定胜负。虽然两者性质

不同，进行的场地不同，但其用兵之道

与经营之道都是为了决定胜负这一目标

则是相同的，其求胜的要求与途径也有

极多类似之处。

通过分享《孙子兵法》在商战应用中的

经典案例，可以深入领会与运用兵战智

慧制胜的艺术，对商战而言有许多可资

借鉴与得益之处。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这是孙子兵法上最重要的战术思想，

千百年来一直倍受推崇。作为一种智

慧，一种决策制胜方略，它同样适用于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适用于当前

的经济领域。

许多知名跨国公司在这方面做的非常成

功。美国阿肯色州发迹的沃尔玛，正是

因为运用了知己知彼的策略，使其在业

内迅速发展并成为世界零售业巨头。

沃尔玛的成功秘诀有许多，譬如低廉价

格、尖端科技和优秀的企业文化等等，

而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更为重要的因素

便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回

顾沃尔玛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

其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北美走向全球的

行动轨迹。在沃尔玛发展初期发现对手

都在重复相同的竞争模式，相比对手自

己没有任何优势，于是创始人山姆 ·沃尔

顿便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再结合运

用其压低物流运输成本策略，成功打入

零售业主流市场。 

直到现在，沃尔玛的总部仍蜗居在阿肯

色州一个只有2万人口的乡村小镇，但它

自由天地

《孙子兵法》——“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
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
战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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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的分店数量已经有5000个之多。

1 9 1 8年，山姆 ·沃尔顿开办的第一家小

店时，他就带领员工自己动手改造租来

的旧厂房，研究降低存货的方法，尽己

所能降低费用，实行低利润策略，吸引

了大批顾客，许多城里人慕名而来。很

快，1962年在阿肯色州罗杰斯城开办第

一家沃尔玛百货商店。随后沃尔玛从进

军小镇，占领小镇市场，再逐渐向全国

推进，以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在这个过

程中，山姆坚持即使在少于5000人的小

镇，沃尔玛也照开不误。

山姆在1983年又开办了山姆俱乐部，这

是实行会员制的商店，销售利润微乎其

微，仅为5 %～7 %，但这一超低价策略

的实施带来的却是销售额的大幅增加。

现在，沃尔玛在美国有传统连锁店1700

多家、超市9 0 0多家、“山姆俱乐部”

商店400多家，在其它国家还有1000多

家连锁店，组成了一个强大无比的“沃

尔玛帝国”。

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
用在现代企业中的解释就是，让企业所

有员工有相同的价值观。因为价值观是

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并

指导行为规范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一个

企业的基本概念和信仰，它贯穿于人的

整个活动的始终，也贯穿于企业整个活

动的始终，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

基石。

如松下电器鼻祖松下幸之助就毫不掩饰

自己对《孙子兵法》的推崇，他曾多次

强调松下成功的秘诀是使用了《孙子兵

法》中论述战争胜利条件时总结出的

“上下同欲者胜”，所有员工共存共荣

使松下电器大获成功。

松下电器从1918年的100日元起家，发

展成为在全世界设有230多家公司，36万

员工，年销售额近87万亿日元的世界第9

大公司。在位于大坂的松下幸之助历史馆

内能看到《孙子兵法》中“道”的书法、

松下幸之助“荣辱与共”的亲笔提词、

“松下七精神”、“松下员工信条”、创

办的员工杂志、员工旅游的大幅照片，让

人仿佛走进了一个温馨的企业大家庭。

历史馆副馆长恩田幸敏介绍，松下幸之

助提出了“松下七精神”，即：产业报

国、光明正大、和亲一致、力争向上、礼

节谦让、顺应同化、感谢报恩，每条都包

含以人为本的理念。正因为企业的生存和

发展离不开每个员工同舟共济，松下幸之

助使员工的能量发挥到极致，如企业最核

心的机密，松下幸之助都向员工公开，企

业的经营决策权下放到员工等。松下幸之

助还一再强调，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人才

的地方，兼而制造电器产品，在这一理念

的指导下，松下幸之助创办了“松下政经

孰”，公司每年用于人员培训与科研开发

的费用约占其全部营业额的80%，为企业

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这是松下电器多

年来享誉海外的成功秘诀。

“上下同欲”是作用极大的激励方法。企

业绩效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下有

没有共同目标，能不能团结一心，步调一

致。上下同心同德则无往而不胜，上下离

心离德则一盘散沙，不攻自破。

有所为有所不为

经常消费肯德基的人会发现一种奇怪的

现象，在开有肯德基的地方必定有麦

《 孙 子 兵 法 》 —— “ 故 知 胜 有
五 ： 知 可 以 战 与 不 可 以 战 者
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
欲者胜；以虞待不虞待者胜；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
知胜之道也。”

《 孙 子 兵 法 》 —— “ 途 有 所 不
由 ， 军 有 所 不 击 ， 城 有 所 不
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
受”。

自由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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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0多年前的中国明朝，燕王朱棣能够

击败建文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王爷造反

成功的第一人，正是在于燕王用兵喜欢

出奇不易，暗合了“夫战者，以正合，

以奇胜”。这是战场上的一个例子，在

竞争激烈的商场上更是屡见不鲜，海尔

集团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中国家电龙头企业海尔集团，其前身

是由青岛两家濒临倒闭的小厂合并成立

的青岛冰箱总厂。1 9 8 4年，张瑞敏上

任时工厂累计亏损已达1 4 7万人民币。

山东汉子张瑞敏利用中国古代的兵法思

想，把一个困难重重的小企业扭转成为

傲视群雄的海尔集团。张瑞敏的成功得

益于他的经营理念，就是要充分利用高

科技出奇制胜，创造市场，引导消费。

简单地讲，就是不去争夺现有市场的份

额，而是自己重新做一块“蛋糕”来享

受，即从产品的功用、性能等层面为人

所先。为此，海尔集团不遗余力地引进

国外最先进的技术，投入大量资金，还

当劳，而且距离相当的近。按照正常思

维，肯德基和麦当劳是竞争对手，应该

分开才是，否则会造成顾客分流。而实

际上恰恰相反，这也是他们打出广告的

一个方式，作为竞争对手他们推出不同

的商品，吸引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顾客

光顾他们的品牌。

就两个品牌而言，他们出现的顺序还是有

先后的，肯德基要比麦当劳出现的要早，

在肯德基店面的对面出现麦当劳是最好的

竞争手法也是最有力的，正所谓麦当劳不

可能与老牌子肯德基相比一样，他不可能

将自己的牌子做的犹如肯德基内容相同，

例如它们的区别，肯德基以炸鸡为主，麦

当劳以猪堡多样性为主，肯德基是百事可

乐，麦当劳是可口可乐，诸如此类相同又

不相同的地方，从而定位了他们在市场上

的消费者定位方向。

竞争对手有“好”有“坏”。“好”的竞

争对手有助于企业实现战略目标，可以增

强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改善所处行业的

结构。只有“坏”的竞争对手才对本企业

构成实际的威胁。所以，在竞争中应做到

“有所为有所不为”。虽然从长期来看所

有的竞争对手都可能对我构成或大或小的

威胁，但在许多特定的情况下，有些竞争

对手非但不是敌人而是“盟友”，因为合

适的竞争领域和竞争对手能够加强而不削

弱企业的竞争地位。

另外，企业要尽量避免与竞争对手在正

面对抗，避免过度的竞争，力求胜于无

形。

“同行是冤家”这话一直是在形容企业间

的竞争。美国梅瑞公司为协调自己与其他

同行的关系，缓和彼此的矛盾，别出心裁

地开设了一间“咨询服务亭”。此亭的宗

旨是：顾客如在本公司没有买到称心如意

的商品，它负责指引顾客到有此类商品的

公司去购买，即：把顾客推向自己的竞争

对手。“咨询服务亭”的开设不仅没有把

顾客逐走，反而引来更多的顾客。而且公

司与同行们的关系也大为好转。梅瑞公司

也因此得到更多同行的信息帮助，实现公

司的进步发展。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这一点，

许多企业间建立了战略同盟，在技术、

信息情报等资源上互相提供帮助。

出奇制胜，防不胜防

不惜债台高筑，建立海尔战略开发部

门。这个部门的首要任务就是专门研究

消费者的需求，然后将所有综合因素糅

合，研制、开发出与消费者需求相一致

的产品。

海尔最为知名的“出奇制胜”实例就是

利用市场补缺成功地推出“小小神童洗

衣机”。一般厂家总习惯地认为夏天人

们不需要洗衣机，夏天是销售洗衣机的

淡季。但海尔人认为“只有淡季的思

想，没有淡季的市场”。由于人们夏天

洗的衣服较少，人们潜意识里需要一种

省水又省电的小型洗衣机。海尔针对这

个需要开发出最少可以洗两双袜子的、

容量1.5升的洗衣机——“小小神童洗衣

机”，一举获得成功。

如今，海尔集团拥有数百项国家专利，生

产开发了七个品种、上千个规格的电冰

箱、空调、冰柜等高科技、高附加值系列

产品，其中70%的新产品及专利实现商品

化，公司已形成“两天一个新产品，一天

两个专利”的技术创新工作进度。

《孙子兵法》——“夫战者，以
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
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自由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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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集团正确运用市场补缺者战略化腐

朽为神奇，出奇制胜。事实上，有些

大公司的业务部门也推行补缺者战略。

强生公司在保健品上有1 2 3亿美元的市

场销售额，它有1 6 6个参股公司和子公

司，每个实体都有一个总经理，许多业

务单位实体实行补缺者战略，并在其相

应的市场上取得了领导地位；又如耐克

公司也一直不断地为各种不同的运动员

设计特殊的鞋来补缺市场，如登高鞋、

跑步鞋、汽车鞋、气垫鞋等等。并且每

创造一个补缺产品就设计不同的类型和

品牌，如耐克空中飞人乔丹或耐克飞

人，从而确保了该产品在补缺市场的领

导地位。

采用市场补缺者战略是一些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的首要选择，可以通过市场

细分完成战略资金积累，然后在此基础

上谋求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避实而击虚，兵因敌而制胜
近年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场席卷全球

的金融危机加速了经济市场内多方主体的

竞争和博弈，企业如何突围困境实现利润

用于导轨安装，组装更紧凑快捷；60°C

以下并排安装无需预留间隙，安装空间更

节省；断路器和接触器之间可使用连接模

块实现方便、紧凑的连接，主要附件的装

卸无需任何辅助工具。

此外，Sirius(国产)系列产品具有超长的

机械和电气使用寿命，3RV6/3RV5断路器

绝大部分型号均可提供50kA以上的极限

短路分断能力。保护可靠性高，并且可直

接上锁提高检修安全性。由于良好的内部

密封性，该系列产品在高污染环境下仍可

保证稳定可靠的运行操作。特别值得关注

的是，Sirius(国产)系列注重相同尺寸产

品的一致性及附件通用性，可减少库存产

品数量，用户在系统设计时选型更方便，

降低了库存和人员、时间成本。

 西门子公司的实践表明：研发出适应市

场的产品与解决方案，虽然对于企业的

成本控制与技术研发能力是一个考验，

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应对市场变化的创

新能力无疑将成为企业最终经营成功的

关键驱动力。

Tips: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今山东)

人，生卒年代不详，大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属

于同时代，是齐国贵族和名将的后裔。

学术贡献

《孙子兵法》是从战国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

战略著作，全书兵法十三篇是以道为核心主

线，以权谋为经线，以战争的一般进程为纬

线编织而成。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

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

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广泛应用到现代

经营决策和企业管理。

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
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
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
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
者，谓之神。”

最大化，是所有经营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孙子兵法》的“虚实”兵法蕴含的意义

是，企业管理者要根据市场的变化、竞争

对手的情况、顾客的需求而随时调整自己

的经营方略，更改产品生产方向，从而保

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著名跨国公司西门子就成功运用这一兵

法原则有效开拓了中国市场。

从2006年起，西门子公司开始自上而下

地推行名为“SMART”的战略计划，目

的是设计出符合简单易用 (S imple)、维

护方便(Maintenance fr iendly)、价格

适当(Affordable)、可靠耐用(Reliable)

和及时上市(T imely  to  market)的系列

产品，并通过采购、研发、生产、销售

等有效途径的降低产品价格。近年来，

西门子公司将“SMART”战略运用到中

国的医疗、工业自动化、楼宇科技等领

域，推出了一系列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取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如在  2011年3月21日西门子公司面向中

国市场推出全新Sirius(国产)系列控制和

保护产品，包括接触器、热过载继电器、

马达保护断路器和中间继电器等，产品采

用模块化设计，使生产、安装和维护更加

便捷，从而提高服务效率。7个尺寸规格

涵盖250kW的功率范围，为电动机等负

载的控制与保护提供安全、可靠的系统化

配置与应用方案；45mm宽度的系列产品

额定电流可达40A，45 kW以下产品均可

自由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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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区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7号 
电话：(010) 6476 8888  
传真：(010) 6476 4813 

包头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钢铁大街66号
国贸大厦2107室  
电话：(0472) 590 8380
传真：(0472) 590 8385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舜耕路28号
舜耕山庄商务会所5层
电话：(0531) 8266 6088
传真：(0531) 8266 0836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76号
颐中假日酒店4楼 
电话：(0532) 8573 5888
传真：(0532) 8576 9963

烟台

山东省烟台市南大街9号
金都大厦16层1606室 
电话：(0535) 212 1880
传真：(0535) 212 1887

淄博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心路177号
淄博饭店7层
电话：(0533) 218 7877
传真：(0533) 218 7979

潍坊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四平路31号
鸢飞大酒店1507房间 
电话：(0536) 822 1866
传真：(0536) 826 7599

济宁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火炬路19号
香港大厦361房间  
电话：(0537) 239 6000
传真：(0537) 235 7000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9号
津汇广场写字楼1401室 
电话：(022) 8319 1666
传真：(022) 2332 8833

塘沽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三大街广场东路20号
滨海金融街E4C-315 
电话：(022) 5981 0333
传真：(022) 5981 0335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建设北路99号
火炬大厦1308室 
电话：(0315) 317 9450/51
传真：(0315) 317 9733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东路303号
世贸广场酒店1309号  
电话：(0311) 8669 5100
传真：(0311) 8669 5300

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69号
国际贸易中心西塔16层1609B-1610室 
电话：(0351) 868 9048
传真：(0351) 868 9046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西路

内蒙古饭店17层1720房间 
电话：(0471) 693 8888-1502
传真：(0471) 628 8269

东北区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59号
财富大厦E座12-14层 
电话：(024) 8251 8111
传真：(024) 8251 8597

大连

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园区

七贤岭广贤路117号 
电话：(0411) 8369 9760 
传真：(0411) 8360 9468

鞍山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高新区东区

鞍千路452号  
电话：(0412) 558 1611
传真：(0412) 555 9611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西安大路569号
长春香格里拉大饭店401房间 
电话：(0431) 8898 1100 
传真：(0431) 8898 1087 

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15号
奥威斯发展大厦30层A座
电话：(0451) 5300 9933
传真：(0451) 5300 9990 

华西区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拓新东街81号
天府软件园C6栋1/2楼 
电话：(028) 6238 7888
传真：(028) 6238 7000 

绵阳

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

火炬广场西街北段89号
四川长虹大酒店四楼

电话：(0816) 241 0142
传真：(0816) 241 8950

攀枝花

四川省攀枝花市炳草岗新华街

泰隆国际商务大厦B座16层B2-2
电话：(0812) 335 9500
传真：(0812) 335 9718

宜宾

四川省宜宾市长江大道东段67号
华荣酒店233室
电话：(0831) 233 8078
传真：(0831) 233 2680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
大都会商厦18层1809-1812 
电话：(023) 6382 8919
传真：(023) 6370 2886

贵阳

贵州省贵阳市新华126号
路富中国际广场15楼C区
电话：(0851) 551 0310
传真：(0851) 551 3932

昆明

云南昆明市北京路155号
红塔大厦1204室 
电话：(0871) 315 8080
传真：(0871) 315 8093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33号
高新国际商务中心28层 
电话：(029) 8831 9898
传真：(029) 8833 8818

乌鲁木齐

新疆乌鲁木齐市五一路160号
新疆鸿福大饭店贵宾楼918室 
电话：(0991) 582 1122
传真：(0991) 584 6288

银川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北京东路123号
太阳神大酒店A区1507房间

电话：(0951) 786 9866 
传真：(0951) 786 9867

兰州

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589号
锦江阳光酒店2111室 
电话：(0931) 888 5151
传真：(0931) 881 0707 

华东区

上海

上海杨浦区大连路500号
西门子上海中心 
电话：(021) 3889 3889
传真：(021) 3889 3266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15号
嘉华国际商务中心1505室
电话：(0571) 8765 2999
传真：(0571) 8765 2998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沧海路1926号
上东商务中心25楼2511室 
电话：(0574) 8785 5377
传真：(0574) 8787 0631

绍兴

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北路

玛格丽特商业中心西区2幢
玛格丽特酒店10层1020室 
电话：(0575) 8820 1306 
传真：(0575) 8820 1632/1759

温州

浙江省温州市车站大道

高联大厦9层B1室 
电话：(0577) 8606 7091
传真：(0577) 8606 7093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228号
地铁大厦18层 
电话：(025) 8456 0550
传真：(025) 8319 7863

扬州

江苏省扬州市江阳中路43号
九州大厦7楼704房间 
电话：(0514) 778 4218
传真：(0514) 787 7115

扬中

扬中市扬子中路199号
华康医药大厦703室
电话：(0511) 832 7566
传真：(0511) 832 3356

徐州

江苏省徐州市彭城路93号
泛亚大厦1807室 
电话：(0516) 370 8388 
传真：(0516) 370 8308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新加坡工业园苏华路2号
国际大厦11层17-19单元 
电话：(0512) 6288 8191
传真：(0512) 6661 4898

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县前东街1号
金陵大饭店2401-2402室 
电话：(0510) 8273 6868
传真：(0510) 8276 8481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桃园路8号
中南世纪城17栋1104室 
电话：(0513) 8102 9880
传真：(0513) 8102 9890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关河东路38号
九洲寰宇大厦911室 
电话：(0519) 8989 5801
传真：(0519) 8989 5802

华南区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208号
天河城侧粤海天河城大厦8-10层 
电话：(020) 3718 2888
传真：(020) 3718 2176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汾江中路121号
东建大厦19楼K单元 
电话：(0757) 8232 6710
传真：(0757) 8232 6720

珠海

广东省珠海市景山路193号
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229房间 
电话：(0756) 337 0869
传真：(0756) 332 4473

南宁

广西省南宁市金湖路63号
金源现代城9层935室 
电话：(0771) 552 0700
传真：(0771) 552 0701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华侨城

汉唐大厦9楼10楼02区 
电话：(0755) 2693 5188
传真：(0755) 2693 4476

东莞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宏远路1号
宏远大厦1403室 
电话：(0769) 2240 9881
传真：(0769) 2242 2575

汕头

广东省汕头市金海湾大酒店1502房 
电话：(0754) 848 1196
传真：(0754) 848 1195

海口

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8号
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层1042室 
电话：(0898) 6678 8038
传真：(0898) 6678 2118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136号
中银大厦21层 
电话：(0591) 8750 0888
传真：(0591) 8750 0333

厦门

福建省厦门市厦禾路189号
银行中心21层2111-2112室 
电话：(0592) 268 5508
传真：(0592) 268 5505

湛江

广东省湛江市经济开发区乐山大道31号
湛江皇冠假日酒店1616单元

电话：(0759) 338 1616
传真：(0759) 338 6789

华中区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709号
建设银行大厦20楼 
电话：(027) 8548 6688
传真：(027) 8548 6777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濉溪路278号
财富广场27层2701-2702室 
电话：(0551) 568 1299
传真：(0551) 568 1256

宜昌

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95号
清江大厦2011室 
电话：(0717) 631 9033
传真：(0717) 631 9034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道456号
亚大时代2101室
电话：(0731) 8446 7770
传真：(0731) 8446 7771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88号
江信国际大厦14楼1403/1405室 
电话：(0791) 630 4866
传真：(0791) 630 4918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220号
裕达国贸中心写字楼2506房间 
电话：(0371) 6771 9110
传真：(0371) 6771 9120

洛阳

河南省洛阳市中州西路15号
牡丹大酒店415室 
电话：(0379) 6468 0295
传真：(0379) 6468 0296

技术培训

北京：(010) 8459 7518
上海：(021) 6281 5933-305/307/308
广州：(020) 3810 2015
武汉：(027) 8548 6688-6400
沈阳：(024) 2294 9880/8251 8219
重庆：(023) 6382 8919-3002  

技术资料

北京：(010) 6476 3726

技术支持与服务热线

电话：400-810-4288
  (010) 6471 9990 
传真：(010) 6471 9991
E-mail: 4008104288.cn@siemens.com
Web: www. 4008104288.com.cn

亚太技术支持（英文服务）

及软件授权维修热线

电话：(010) 6475 7575
传真：(010) 6474 7474
Email:  support.asia.automation@siemens.com 

名誉主编：杨雪峰

主编：张申申

本期编委: 谭玉 刘亚男 吴洁 李宇鹏 李德明 

来稿请发送至：shenshen.zhang@siemens.com

联系人：张申申

电话：010-6476 3192 传 真：010-6476 4884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7号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