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帝斯曼与中国共同发展

以使命为导向，以绩效为驱动，专注于营养、健康和绿色生活的科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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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斯曼概览

2020年数据

• 面向高增长经济体的销售额占比为 （营养板块约为 ）的全球公司

• 创新根植于帝斯曼的基因， 的销售额来自过去 年推出的产品

• 全球约有 名高度向心力的员工

• 使命导向战略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

• 被明晟（ ）和 评为 （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
领导者

动物营养与保健材料科学

人类营养与健康

销售额：
超过80亿欧元

食品配料

个人护理
与香原料

根据持续经营
包括合资企业 关联企业



煤矿开采 石油化工
营养、健康和绿色生活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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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转型，面向未来的帝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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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斯曼为广泛终端市场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

按最终用途市场划分的净销售（ 年，单位： ）

膳食补充剂

食品饮料

汽车 交通

电子 电气

早期营养

医药

动物营养

个人护理

其他

* 根据持续运营



Africa: 

73 employees

北美

拉丁美洲

欧洲

世界其他地区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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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斯曼全球员工分布

约 的员工位于欧洲以外地区（ 年）；约 名员工，包括合资企业 关联企业员工



• 提供动物精准营养、食品饮料、药物、医学营养、早期营养、营养改善、膳食补充
剂、个人营养和个人护理等领域的解决方案

Providing solutions for (precision) feed, food & beverages, pharmaceuticals, medical 
nutrition, early life nutrition, nutrition improvement, dietary supplements, personalized 
nutrition and personal care

• 个动物营养和 个人类营养预混料设施

50 animal nutrition and 15 human nutrition premix facilities

• 我们 以上皮肤护理产品组合的天然含量超过

>70% of our skin care portfolio is more than 90% of natural origin

• 领先的酶解决方案供应商，为全球酿酒行业提供节能的解决方案

#1 supplier of energy-saving enzyme solutions to the global brewing industry

销售额63.65亿欧元

提供行业中最为丰富的产品
Broadest offering in the industry

各大洲均有生产设施
约有 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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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业务概览

年数据



• 为电气和电子、汽车、食品包装、医疗、个人防护、商业海运和服装提供专
业的高质量可持续材料

• 到 年， 的工程材料最终产品中，包含重量超过 的可回收或生
物基

• 与 公吨化石基迪尼玛 纤维（ ）相比， 公吨生物基迪尼玛
（ ）产生的 当量减少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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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业务概览

年数据

销售额： 亿欧元
Sales:  €1,518 million*

全球领先的
高性能材料供应商

各大洲均有生产设施
约有 名员工

Facilities on all continents 
~3,000 employees

*Continuing operations
*持续运营



• 通过以使命为导向的创新项目，支持未来的业务机会和业绩增长：

– 发酵甜菊糖苷：用于降糖

– 项目：减少牛甲烷排放的饲料添加剂

– 藻类 ，用于可持续水产养殖

的销售额 来自于创新业务
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

在 个国家拥有 多个实验室
约 名科学家

参与 个以上学术网络
个以上公私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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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概览

年数据



七大增长领域推动创新渠道发展

精准
数字化赋能商业模式

精准营养

动物精准营养

预防
纯天然健康解决方案

肠道健康

免疫健康

减糖

菌种培养

医学营养

个人护理

动物肠道健康

蛋白质
推动可持续蛋白发展，满足全球人口需求

可持续食品蛋白

低碳足迹饲料蛋白

减少动物生产碳足迹

途径
可持续的原料生产

生物基维生素与类胡萝卜素

可持续脂质

营养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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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增长领域推动创新渠道发展

材料 Materials

健康与生活改善 个人防护

消费品

医疗

绿色产品与应用 海运

包装

全新移动性与连接性 汽车

电子

电气



帝斯曼车队
建立以使命驱动的
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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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全球25亿人提供服务
We are already reaching more 
than 2.5 billion people worldwide

我们的使命是
为所有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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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与价值 使命导向，绩效驱动

我们的能力与使命 为重点领域提供增长机会
构建一家成长型企业

支持长远使命的具体目标

我们的主要能力 应对大趋势和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家致力于营养、健康和绿
色生活的科学公司：

我们 年 年的目标：

高个位数的年均税息折旧及

摊销前利润增长

约 年均调整后净经营自由现金流增长

创造价值的企业并购

大趋势

公司

业务发展

营养与健康 气候与能源

资源与循环

绿色生活13

使命驱动增长机会



（定义和详细数据，请参见《 年帝斯曼年度综合报告》）

持续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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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已实现
的目标

Realization 
2020

GHG 结构改进
（对比 2016)
GHG structural 

improvement (vs. 
2016)

能源效率提升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year-
on-year

采购可再生
电力

Purchased 
renewable 
electricity

员工向心力
指数

Employee 
engagement 

favorable score

可记录伤害事故
率

Safety Frequency 
Recordable Index

女性高管占比
Female executives

美好生活解决方
案

Brighter
Living Solutions

未来目标
Ambitions

2030年，
绝对减排

30% 
（对比 2016)

30% 
by 2030 

(vs. 2016)

2030年，
平均每年提高1% 

以上
>1% average 

annually 
till 2030

2030年，
75% 

by 2030

2021年，
>75% 

by 2021

2021年，
<0.25 

by 2021

2021年，
25% 

by 2021

2021年，
>65% 

by 2021

~18% 5.7% 60% 76% 0.24 20% 63%



帝斯曼企业文化

文化罗盘 Our Culture Compass

文化罗盘是一个可以指引我们去往我们所期望未来的导航工具, 它为我们展示了公司文化的
前进方向，并让每一位帝斯曼人找到实现抱负的途径。
The culture compass is a navigational tool that helps us steer DSM to where we aspire to be. It 
shows us the future we’re aiming for, while allowing each of us to find our own ways of being 
DSM. 

文化罗盘还体现了我们以使命为导向的公司战略。为所有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景是我们文
化罗盘的核心，激励着我们开展各项业务，通过充分展现自我、表达主张的日常决策实现
更优的绩效。
The compass also reflects our strategy to be purpose-led and performance-driven. Our purpose of 
creating brighter livers for all sits at the heart of the compass – it inspires everything we do. And 
we deliver performance by being more of who we are, and by taking decisions every day that 
show what we stand for. 

罗盘最外围的六个部分是我们实现帝斯曼理想的方式，帮助我们明确帝斯曼所追求的企业
文化，同时指导我们的日常沟通和决策。
The six outer sections of the compass – our ways of being DSM – help us define the culture we 
want to build, and guide our day-to-day interactions and decisions. 

使命导向，绩效驱动

关爱

倡导可持续发展

我们是谁

我们的主张

为所有人创造
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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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斯曼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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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伊始，帝斯曼与中国共同成长

对华贸易（最早取得出售
尿素的许可）

在北京设立首个中国销
售代表处

在江苏江阴建立首个
生产基地

在帝斯曼中国园区建立帝斯曼中
国科技中心

帝斯曼完成收购烟台安德利果胶公
司部分股权 形成帝斯曼在中国的
亲水胶体增长平台

帝斯曼中国动物营养中心开业，
为中国畜牧行业提供支持。

帝斯曼完成收购江山制药公司，
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国维生素 市场
的地位

帝斯曼上海星火场地维生素 新
工厂正式建成

帝斯曼个人护理亚太技术与应用
中心在上海开幕

无锡尚德携手帝斯曼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定制化组件开发领域展开深入
合作。

帝斯曼动物营养与保健中国第
六家预混料工厂的盛大落成，
推动动物营养与保健业务优化
升级

在全球经济持续不稳定大环境下，坚
定持续发展中国市场

完成同能特在湖北荆州组建生产维生
素 的合资企业 益曼特健康产业
（荆州）有限公司

与阿里巴巴达成合作，开启帝斯曼
官方旗舰店

帝斯曼动物营养与保健中国第七家预
混料工厂在湖南衡阳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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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成为帝斯曼的本土市场

超过 名员工，包括 个生产场地在内的 个分支机构

截至2021年3月

帝斯曼中国官方微信

中国总部，上海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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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全球营养不良合作伙伴关系让多方受益

帝斯曼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为抗击全球营养不良建
立了长期伙伴关系： 年，该项目在中国提供近 余万份营养
加餐，配备 个标准化爱心厨房设备，受益学生人数超过 万人次。

帝斯曼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合作共同支持尼日利亚和马达加斯
加的微营养素补充计划。该合作伙伴关系将通过支持 非洲营养领导方案 ，
提高非洲的区域能力。

帝斯曼还参与多种营养合作伙伴计划，包括：扩大营养运动（ ）、美
国国际开发署（ ）、维生素天使（ ）、国际世界宣
明会（ ）和食品解决方案合作伙伴（ ）组织。

人、地球和利润：在衰退的社会里，即使成功也不意味着功成

大力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包括消除
饥饿。

参与非洲食品改善计划，解决卢旺达的营养不良问题。

通过展开宣传和建立公私伙伴关系，普及更健康的饮
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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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斯曼中国研发中心 为中国而创新

▪ 超过百名科研人员在帝斯曼生命和材料科学研发中心工作

▪ 约 是来自中国，美国，欧洲的著名高等院校博士

▪ 跟世界各地著名院校，科研机构的密切合作

生命科学

化工工艺

生物工程

人类和动物营养

食品创新应用

个人护理亚太技术与应用中心

测试中心

材料科学

• 性能材料研发中心

• 中国创新研发实验室（ ）



帝斯曼人类营养与健康和英国 博仲盛景公司就
新产品桑多安 本土化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确立，共同推
进辅助控制血糖解决方案的市场化，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好
产品

本土化解决方案与合作

帝斯曼个人护理亚太

技术与应用中心在上海开幕

年 月，帝斯曼与阿里巴巴达成合作，开启帝斯
曼 官方旗舰店。这是 在全球范围内首次与
电商平台合作

帝斯曼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
开发维生素应用配方新技术

帝斯曼与北京大学联合
开展高分子物理（结晶）

相关课题研发

帝斯曼参与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跨境动物疫
病应急中心（ ）中国办公室与中国
农业农村部共同创建的中国兽医现场流行
病学培训项目 ，为全国各地畜牧

所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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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为实现消除饥饿的目标努力

为 加油 项目帮助边远穷困地区学龄前儿童成长

• 关注学龄前儿童的营养改进

• 与安利慈善基金会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

• 帮助穷困地区 岁的儿童获取必须的营养支持

• 帝斯曼创新开发出含有 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的咀嚼片，取代传统的粉包。

• 帝斯曼动物营养与保健事业部发起 我们坐言起行（ ） 战略举措。推动畜
牧业可持续发展，助力全球动物营养与保健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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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中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 帝斯曼向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捐赠人民币 万元，及超过一亿片维生
素 产品

• 针对新冠疫情，帝斯曼携手职业心理健康中心推出帝斯曼中国员工关爱服务热线，
为员工和员工的家人提供严格保密的、专业的身心咨询和辅导

• 帝斯曼为全球超过 名员工免费提供了为期两个月的维生素与个人护理产品，
帮助员工在疫情期间提升免疫力

• 凭借营养健康领域的专长与为提升免疫力作出的突出贡献，帝斯曼中国获南方周
末第十二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颁发 年度战疫情优秀案例 ，并荣登
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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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应“健康中国 ”规划纲要，提升全民大健康意识

• 帝斯曼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中国扶贫基金会（ ）合
作“缤纷体验”慈善项目。帝斯曼已连续 年在中国 座城市举办“终
结饥饿，行走天地间”全球慈善义走活动，以提高全国人民的营养意识，
共有超过 名帝斯曼员工参与该项活动

• 帝斯曼与包括 提升营养运动 、美国国际开发署（ ）、维生
素天使（ ）、世界宣明会、食物解决方案伙伴（ ）在
内的多个机构达成营养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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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斯曼中国荣誉一览

年，帝斯曼两
度荣膺《经济观察报》
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奖

荣获《上海日报》 年中国女
性领导创新奖 ，彰显帝斯曼中国

包容与多元的企业文化

帝斯曼集团迪尼玛公司
莱芜场地获得高新技术

企业认证

前帝斯曼中国总裁、全球联合首
席执行官特别顾问蒋惟明博士荣
登《快公司》 年度 中国商业

最具创意人物 榜单

星火场地被授予 上海市厂务公开
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荣誉称号

帝斯曼丙烯酰胺降解酶
荣膺 荣格

技术创新奖

帝斯曼中国消费者教育活动 嘘！太
阳光的秘密 荣获中国香料香精化妆

品工业协会社会责任奖

帝斯曼中国获得 中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改革开放 周年本土发展推进者

荣誉称号

帝斯曼中国荣获 年中国
光通信市场最具品牌竞争力

企业十强

帝斯曼中国荣登国际前沿
商业媒体《快公司》 中国
最佳创新公司 榜单

帝斯曼中国获南方周末第十二
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颁发

年度战疫优秀案例

帝斯曼中国荣登 金蜜蜂企
业社会责任中国榜



26

连续 年发布帝斯曼中国可持续发展及财务综合报告

*最新报告点击链接下载或至帝斯曼中国官网下载：www.dsm.com.cn

https://www.dsm.com/content/dam/dsm/china/zh_cn/documents/DSM_Greater_China_Sustainability_Report_2020_CN.pdf
http://www.dsm.com.cn/
https://www.dsm.com/content/dam/dsm/china/zh_cn/documents/DSM_Greater_China_Sustainability_Report_2020_E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