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将竭尽所能，令GE重返增长轨道

绩效指标

单位：百万美元；每股金额除外 2018 2017 同比增长率

通用会计准则

总营业收入 $121,615 $118,243 3%

GE营业现金流（CFOA） $2,258 $11,033 (80)%

(17.4)% 1.3%

GE产业利润 $(19,759) $1,482 不利差异

不利差异

不利差异

不利差异

GE产业利润率

持续经营业务每股收益 (稀释) ,
即摊薄后每股收益

$(2.43) $(0.99)

每股净收益（稀释） $(2.62) $(1.03)

非通用会计标准*

GE产业部门有机收入 $109,340 $109,220 –
调整后的GE产业自由现金流（FCF） $4,515 $5,562 (19)%
调整后的GE产业利润 $10,203 $11,257 (9)%
调整后的GE产业利润率 9.0% 10.1% (110) 每股

净资产

调整后每股净收益（稀释） $0.65 $1.00 (35)%

亲爱的股东们: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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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作为GE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以来的首封致股东信。

我希望这封信能够让大家对GE的长期运营计划有所了解。俗话

说，日积跬步方能至千里。我希望大家能携手共进。我同大家

的目标始终一致。

和你们中的很多人一样，我一生都是GE的学生。我的启蒙恩师

们在GE开始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我的职业生涯中所接触到并付

诸实践的领导力和团队合作的理念，大部分都植根于GE著名的

管理哲学。

基于这一渊源，从其他公司加入GE具有一定的优势。拥有一个

全新视角的人可以提出新问题，并以不同角度看待挑战。虽然

我们面临诸多挑战，但GE的全体员工都正专注于解决问题，迎

难而上，并不断在提升多项业务指标上取得了进展。在这封信

里，我将逐一向大家分享我们为改善财务状况以及加强业务表

现所采取的行动。

显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2018年，航空和医疗集团的强劲

业绩，部分抵消了发电集团因执行力不足及所在市场业务疲软的

影响。我们已将与发电集团相关的费用入账，并与监管机构确定

了用150亿美元填补与公司保险续存业务相关的资金缺口。我们对

GE的战略、业务组合、领导团队和董事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

整，其中也包括对我的任命。

我们正竭尽所能，令GE重返增长轨道。与此同时，我们将需要

大家的支持和耐心以确保我们可以这么做。我对此满怀信心，

因为我们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三大要素：优秀的团队、先进的

技术和遍布全球的业务网络。

首要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团队。我担任CEO之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开始与GE的员工会面和交谈。从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遍

布全球的GE员工才华横溢，他们充满勇气、魄力和智慧。他们

深信必须对公司的运营进行改革。他们蓄势待发、志在必得——

因为GE对世界至关重要。

GE对世界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技术为世界创造可能性，并推

动世界进步——将人们安全送达目的地；为家庭、学校、医院

和企业提供电力；在患者最需要的时候提供更精准的诊断和护

理。我们的设备和解决方案应用于全球三分之二的商用航班1，

为全球提供超过2200吉瓦的发电量，应用于超过400万个医疗

设施中。这一庞大且宝贵的装机量使我们得以与全球客户的日

常运营紧密相连并时常为之负责，持续地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

并满足客户的需求。

这一愿景驱动着GE超过125年的持续创新，且在公司的任何发展

阶段都坚定如一。这正是推动我们更新飞机发动机产品组合的

动力——从美国陆军的T901涡轮轴发动机，到世界上最大的喷

气发动机GE9X。这是可再生能源集团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功

率最强的风力涡轮机Haliade-X的原因，Haliade-X的涡轮叶片长

度超过标准足球场。这是我们的工程师率先利用新燃气轮机技

术，在2016年和2018年两次创造了HA涡轮机联合循环效率世界

纪录2的原因。这也是医疗集团帮助医生开发更精准的诊断和治

疗方案，为过去被诊断为不治之症的患者带去希望的原因。

非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标准。请参阅CEO致股东信的补充材料中关于使用这些非GAAP衡量标准，以及与最具可比性的GAAP财务衡量指标进行对账的相关解释。

包括CFM国际，是赛峰集团与GE的合资企业，双方各持股50%。

2 联合循环净效率为62.22%（2016年法国能源公司EDF的Bouchain发电站装载的9HA.01），联合循环总效率为63.08%（2018年日本中部电力株式会社西名

古屋电厂装载的三台HA.01涡轮机）。



许多公司拥有强大的团队和先进的技术，却很少有公司同GE一

样拥有深厚且强大的全球网络。我们在180多个国家建立了本地

业务，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深厚的客户关系，早在100多年前就

已经投资非洲和亚洲这些新兴市场。我们很骄傲能成为客户成

长和发展中真正的合作伙伴——提供资源和经验，投资本地人

才和供应链，并引入其他合作伙伴。未来，在我们追求盈利且

创造现金流的增长过程中，这些网络将继续成为我们独特的竞

争优势。

凭借作为公司根基的这些优势，我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计划来

解决问题，明确前行方向，以聚焦两大首要目标。

首先，我们正进一步稳固GE的财务基础。简言之，公司现在负

债过多，我们需要全面迅速地减少负债。一旦有了健康的资产

负债表，我们将能更好地推动各个业务的发展。

我们计划保持严格的财务政策，目标是将信用评级维持在A，使

GE的产业杠杆率低于净负债与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比率的2.5

倍*，GE金融的债务股权比率低于4:1，最终与业内的股息水平保

持一致。

首先要降低工业业务和GE金融的杠杆率，为此我们已实施了重

要举措。我们已基本完成200亿美元工业资产的出售计划，还宣

布以超过210亿美元的价格将公司的生物制药业务出售给丹纳赫

公司。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择以产生现金流帮助降低公司的杠杆

率，包括留存在GE子公司贝克休斯和西屋制动的剩余权益，以

及欣欣向荣的医疗业务持续的灵活性。此外，我们采取了减少

GE股息这一艰难但必要的行动，相较之前的支付水平，GE每年

能保留约40亿美元的现金。

我们在GE金融采取的战略继续以降低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和减持

资产为主，以使其业务更精简，更专注。我们在2018年取得了

不俗的进展，完成了250亿美元资产削减计划中的150亿美元，

偿还了210亿美元的债务，并帮助工业业务获得了100亿美元的

订单。我们最近评估了为保险续存业务所留存的储备金。另外

我们还预留了额外的6500万美元税后储备金，与去年1月的计

划一致，我们计划在接下来的七年内投入约145亿美元的资金。

我们在2018年已投入35亿美元，2019年已投入19亿美元。

长期看来，改善财务状况的最有效杠杆是每个业务集团都将现

金的产生放在优先位置。为此，我们正不断改进每个业务集团

的日常现金管理，并利用精益管理实践来提高营运资本水平。

例如，航空团队应用精益和数字化工具来加快LEAP-1B的平均

生产周期，使发动机平均装配时间缩短了10天，即36%。这有

利于减少库存，提高生产力，最终产生更多可用现金。

我们正对供应链进行减损增速——从我们工厂的供应商和现场

服务团队，到我们客户的工作流程。这对于公司、我们的合作

伙伴，都大有裨益。

我们的目标是运营更强大负责的业务部门，令它们以最佳状态

为客户创造价值，提升营收和利润表现。

1  改善财务状况

2018年：投资未来

 

2 强化业务部门，从发电集团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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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Reservoir电池储能平台，可提高5%的效

率，并减少安装时间和成本。

推出LOGIQ E10，这是一款集人工智能，云服务

和先进算法于一体的新一代放射超声系统，具

有超越以往的数据收集和重建速度，可帮助医

生为患者提供真正与众不同的临床护理。

* 

 

非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标准。请参阅CEO致股东信的补充材料中关于使用这些非GAAP衡量标准，以及与最具可比性的GAAP财务衡量指标进行对账的相关解释。



我们在很多行业都有着坚实基础，增长可期。2018年航空集团

表现突出，业务利润增长了20%。团队共交付了1100多台CFM

国际的LEAP发动机，至2018年年底有11000多台未交付订单，

这一成绩对于仅开始生产三年的LEAP发动机而言，是了不起的

成就。同样在2018年，Passport发动机开始服役，GE9X完成了

首飞。

受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的驱动，以及

生命科学板块的生物制剂和造影剂需求的持续增长，医疗集团

营收的有机增长率为5%*。团队强劲的效率和执行力推动部门利

润率有机增长了100个基点*。

2018年，可再生能源集团营业收入增长了4%，按新增装机量3计

算，我们的陆上风力发电团队是全美排名第一的风力发电机制

造商。然而，因利润下降，公司正专注于通过提高生产力、降

低成本来实现利润率提升。

对于发电集团来说，2019年将是尤其需要变革的一年。2018年，

发电业务面临的挑战源于长期和周期性的市场压力，历史遗留

合同造成的持续盈利和现金压力，以及执行层面的一些问题。

展望未来，我们将持续依据最新的市场行情调整成本结构，我

们已经移除了总部的部分层级，以改善基础业务的问责制和成

本结构。

我们还需更好地经营发电集团，改进库存和材料管理、产品开

发和交付，记账和收款。例如，通过将收款的责任向客户关系

经理转移，发电部门能更好地提升现金的可见度，并在当季度

尽早收回货款。过去，我们通常在每季度的前两个月只能收回

35%的现金，在第四季度，发电部门将这一比例提高到了50%。

这类运营层面的提升将是艰难的工作，且是一个多年的过程，

但发电团队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进步让我深受鼓舞。

这些变革要真正生根发芽，各业务部门需要拥有更多的决策权，

减少对总部的依赖。从广义上讲，如果想运营更强大负责的业

务部门，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GE的运营模式。

一部分的改变是需要让我们的目标更精准。我们正投资高科技行

业。在这些行业，我们拥有规模庞大且关键的装机量，其对售后

服务和零配件的需求潜力巨大；在这些行业，我们的工程、制造

和服务规模提供了竞争优势。

我们宣布了退出GE贝克休斯和GE运输的计划，以使他们对自身

的战略方向和资本配置拥有更多的控制权。我们最近宣布出售

生物制药业务，使我们不必将过多的精力花费在资产负债表的

管理上，从而可以更好地准确规划医疗集团的未来发展。

Merkur海上风电站的66台GE Haliade 150-6 MW风力发电机可为50万个德国家庭供电。

改变无法一蹴而就，但我们将全力以赴

GE 2018年度报告

非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标准。请参阅CEO致股东信的补充材料中关于使用这些非GAAP衡量标准，以及与最具可比性的GAAP财务衡量指标进行对账的相关解释。

美国风能协会 (2019年1月19日)《美国风电行业2018年第四季度市场报告》。检索自网页：

http://www.awea.org/resources/ publications-and-reports/market-reports/2018-u-s-wind-industry-market-reports

我们发布了Haliade-X 12 MW，全球

功率最大的海上风力发电机。

我们推出了陆上风电机组平台Cypress，

该平台采用分段式、可定制的风机叶片

设计，更易于运输且更易于依据客户需

求定制。

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喷气式发动机GE9X的首飞。

GE9X计划在今年完成认证测试，将为波音公司

的新款777X提供动力，与由GE90-115B发动机驱

动的波音777-300ER相比，其燃油效率可提高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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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组了全球增长组织部门和全球运营部门，以更高效地服务

当地市场和各业务部门的需求。展望未来，我们的总部规模将更

小，职能聚焦在战略、资本配置、研发、人才和公司治理领域。

2018年，我们减少了超过4亿美元的总部支出，精简了总部和业

务部门的层级，以明晰各团队的职责，并提高其透明度。

总而言之，我们在重塑工作方式。长期以来，GE在精益管理，领

导力发展和创新方面拥有多年的传统，然而近年来的业绩却暴露

了一些差距。现在我们将通过聚焦以下三个方面来回归本源：

   以客户为中心。在拜访中国、中东、欧洲和美国客户的过程 

    中，我清楚地意识到，客户看重的价值和GE衡量成功的标准

    有时是不尽相同的。例如，当我在公司内部询问质量相关问

    题时，我经常听到的是质量的成本，这是在评估我们自己的

    问题，而非客户对我们产品和服务的体验。我们需要把关注

    点放在客户上，以客户为中心，提升客户的关注点。如果我

    们能成功地这么做，我们将会自然而然地获得自身的发展和

    业绩。如果客户无法取得成功，我们也将无法成功。

   运营绩效管理为先。这意味着不仅要设定远大的目标，还要

    确保有明确、可实施的方案。我花了不少时间与业务负责人

    一同评估详细的运营指标和流程，这样不仅了解我们选择做

    的工作量，更了解如何完成这些工作。

   设立少而精的目标。GE拥有我之前见过的公司所不具备的非

    凡愿景。总体来说这是好事，但我们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最

    关键的事项上，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到最好。从公司

    层面来说，我们致力于做好我刚才列出的两大首要目标：改

    善财务状况，从发电集团着手来增强业务部门的表现。我们

    将在每一个业务集团采用类似的方式来运营。

改变无法一蹴而就，但我们将全力以赴。

GE在多个市场拥有广阔的增长潜力，为此我深感激动。

在航空领域，航空出行的需求持续增长，预计2019年航空客运量

将超过45亿人次4。相对低廉的燃油价格提高了商业航空公司的利

润率，并支持着成熟机队的持续运营。与此同时，全球的国防支

出正处于十年来的最快增速5。

GE提供突破性动力技术的历史已超过百年。早在1919年，在

GE涡轮增压器帮助下，一架Packard-Lepere双翼飞机爬升至俄

亥俄州代顿市的麦考克球场上近30000英尺的高空。如今，GE

航空的发动机应用尖端先进的技术，包括碳纤维复合材料风扇

叶片、耐热陶瓷基复合材料（CMC）组件和3D打印金属部件，

在性能，可靠性和耐用性方面均为业界领先。

 

增长之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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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的业务部门

GE在延伸行业有发展机会

聚焦高科技的公司

发电

数字+金融+研发+全球增长+增材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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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90%的输电设施提供设备

提供了7,000多台燃气轮机和近6,000台燃煤和核蒸汽轮机

可再生能源

全球装机量超过400吉瓦

安装了40,000多台陆上风力发电机

航空

为三分之二的商用航班6提供动力

提供约70,000台航空发动机

医疗

每分钟进行16,000多次扫描

装配了400多万个医疗设备

贝克休斯，GE子公司

贝克休斯是全球首家也是唯一一家覆

盖油气行业全产业链的公司，GE正有

序对其进行剥离，以使两家公司实现

价值最大化

西屋制动

GE运输与西屋制动合并，成为铁路设

备、服务和软件行业的全球领导者

IHS Markit (2018年12月18日)《简氏防务年度预算报告》。检索自网页：https://ihsmarkit.com/products/janes-defence-budgets.html

包括CFM国际，其为赛峰集团与GE各持股50%的合资企业。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2018年12月12日)《航空业的经济表现》。检索自网址：

https://www.iata.org/publications/ economics/Reports/Industry-Econ-Performance/IATA-Economic-Performance-of-the-Industry-end-year-2018-report.pdf



我们是最早实现3D打印（也称为增材制造）工业化的企业之一，

3D打印扩大了设计能力，提高效率并简化制造流程。我们为CFM

的LEAP发动机生产了30000多个增材燃料喷嘴头，也将增材制造

应用到新型发动机上，包括GE9X，Catalyst涡桨发动机和T901。

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增材制造持续发展，它正帮助我们以行业领

先的规模优势，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

在能源市场，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共事业部门都面临着共同的挑

战，即为更多人提供可负担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电力，同时减少

排放并管理不同的燃料来源。

能源结构继续发生着巨大变化。预计到2040年，全球约三分之

二的新增装机容量的供能来自可再生能源。与此同时，对天然

气的需求仍在增加，部分原因是美国等市场的燃气供应充足，

价格低廉，以及特别是以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日益推进的

煤改气进程。7

GE决意引领这一转变。我们正在大力投资清洁能源，我们的涡

轮机和技术使客户能够在必要时向更可靠，价格更合理的燃料

进行转换，如天然气。在公司的产品组合中，我们正将硬件和

软件相结合来丰富可以提供的服务，帮助公共事业部门进行设

备维护并延长使用寿命。

最后，全球的医疗产业需要提高市场能力，提升效能并改善诊

治效果。人口老龄化，不断增加的慢性病及与生活方式有关的

疾病，驱动了新兴市场的医疗保健需求。在病患护理中对诊断

和监护设备使用的增加，则进一步拉动了对GE产品的需求。我

们的成像剂有助于识别创新药物最有可能对哪类患者起效，从

而帮助研究人员改进新式疗法的临床试验。

这些创新是GE的核心和灵魂——用创始人托马斯·爱迪生的话

来说，发现世界所需要的，努力把它们发明出来。我们的研发、

数字和增材制造团队服务于GE所处的各个行业，持续推进创新。

GE研发团队的1000多名科学家正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机器

人技术、材料科学、电力和生物电子医学等行业不断创造着未

来。新近重组的数字团队更像是一家初创公司，专注于为工业

物联网开发软件，他们所取得的技术突破将有助于我们工业业

务组合在未来几十年实现持续增长。

我衷心感谢GE的员工、客户、前同事和董事会对推动公司发展

的承诺和投入的激情。我在他们表示支持（“我们坚定不移地

支持你！”）和提供帮助（“我能做些什么？”）的话语中深

受鼓舞。我们仍有工作未完成，但我们已明确了改进的机会，

正在有的放矢、满怀动力去实现。

最近，发电集团的一位负责人Ernst Kraaij写信跟我说，他觉得当下

GE的处事之道和一句著名的谚语不谋而合，即“修其本而末自

应”。我深以为然。改变有时让人倍感艰难，但我们正拥抱现实，

执行预定的计划，为GE员工、客户和股东创造价值。当前更重要

的是我们做什么，而不是我们说什么。

感谢大家给我机会去赢得你们的信心和信任。

国际能源署(2018年11月13日)《世界能源展望2018》。检索自网址：www.iea.org/weo2018.com

结语

拉里卡尔普 (H.Lawrence Culp, Jr.)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201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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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胜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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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 可再生能源  航空

2018 同比增长率 2018 同比增长率 2018 同比增长率

收入：  $27,300 (22)% 收入：  $9,533 4% 收入：  $30,566 13%
盈利/（亏损）： $(808) 不利差异 盈利/（亏损）： $287 (51)% 盈利/（亏损）： $6,466 20%
盈利/（亏损）率： (3.0)% (860) 个基点 盈利/（亏损）率： 3.0% (330) 个基点 盈利/（亏损）率： 21.2% 130 个基点

订单总额： $27,460 (23)% 订单总额： $10,894 5% 订单总额： $35,517 22%
未交付订单价值： $91,876 (6)% 未交付订单价值： $17,269 16% 未交付订单价值： $223,527 12%

油气  医疗  运输

 

2018 同比增长率 2018 同比增长率 2018 同比增长率

收入：  $22,859 33% 收入：  $19,784 4% 收入：  $3,898 (1)%
调整后利润/（亏损）： $1,045 25% 盈利/（亏损）： $3,698 6% 盈利/（亏损）： $633 (1)%
调整后利润/（亏损）率：4.6% (30) 个基点 盈利/（亏损）率： 18.7% 40 个基点 盈利/（亏损）率： 16.2% (10) 个基点

订单总额： $23,895 39% 订单总额 ： $20,897 2% 订单总额： $5,684 17%
未交付订单价值： $21,492 (2)% 未交付订单价值： $17,409 (4)% 未交付订单价值： $18,925 5%

 照明  金融

* 

U 

F 

2018 同比增长率 2018 同比增长率

收入： $1,723 (11)%  资本持续运营： $(489) 93%
盈利/（亏损）： $70 盈利

盈利/（亏损）率： 4.1% 270 个基点

已停止运营: $(1,670) 不利差异

订单总额： $966 (16)%
未交付订单价值： $217 (10)%

GE金融收益： $(2,159) 70%

业务部门2018年业绩
（单位：百万美元）

8

愿景: 点亮现代文明，驱动社会发展，让电

力更可负担、更可靠、更可及、更可持续

业务部门：燃气发电、蒸汽发电、发电服

务、电网解决方案、电能转换、自动化与

控制、GE日立核能

员工人数：59,700

愿景: 让可再生能源电力可及、可靠、可负

担、惠及全球

业务部门：陆上风电、海上风电、水电、

艾尔姆风能（LM Wind Power）

员工人数：22,900

愿景: 为客户提供先进、高效的发动机、系

统及服务，帮助他们取得成功

业务部门：商用发动机、商用服务、军用、

系统、增材制造

员工人数：48,000

愿景: 提供LED、太阳能技术、网络传感器、

软件和互联照明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城

市和家庭实现节能高效

业务部门：GE照明、Current

员工人数：3,000

愿景: 为全球客户和GE工业部门设计、提供

创新的金融解决方案

业务部门：GE航空金融服务（GECAS）、

GE能源金融服务（EFS）、工业金融（IF）、

保险

员工人数：2,300

愿景: 提供先进的设备和数字技术解决方案，

提高客户在油气价值链中的生产力

业务部门：油田服务、油田设备、透平机

械和工艺解决方案、数字解决方案

员工人数：65,800

愿景: 凭借数字化解决方案进行精准诊断、精

准治疗和精准护理，让精准医疗成为现实，实

现更好的临床结果

业务部门：医疗系统、生命科学

员工人数：53,800

愿景: 成为铁路、矿业、海事、固定式电力和

钻井电机行业的全球技术领导者和供应商

业务部门：机车、服务、数字解决方案、

矿业、海事、固定式电力和钻井电机

员工人数：9,400

GE 2018 年度报告

非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标准。请参阅CEO致股东

信的补充材料中关于使用这些非GAAP衡量标准，

以及与最具可比性的GAAP财务衡量指标进行对

账的相关解释。

不利差异

有利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