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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公民责任的承诺由来已久，这可以追溯到 80 多年前，当
时我们的创始人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个人资金以推动我们的
社区和教育发展。长久以来，我们的领导者将相同的承诺一任
又一任地传承给他们的继任者，生生不息。在此期间，我们公司
不断变革，紧跟市场形式和行业变化，持续推动创新，以创造更
美好的未来。

我们坚信，强大的社区有助于打造实力雄厚的公司，反之亦然。
全球 TI 人都怀有同样的信念，因此他们积极参与各种志愿服
务、慈善捐助、心理辅导、可持续实践活动等。

除了坚守企业公民责任，我们的全球人员每天都努力工作、坚
持创新，将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TI 已拥有 44,000 多项专
利，并在模拟和嵌入式处理半导体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创新和
持续发展，让家居、汽车、电子产品和工厂更加安全、智能和高
效。

过去五年间，我们在研发领域投入了 70 亿美元，并节省了近 21 
亿加仑的水和 145 万 MMBtu（百万英热单位）的能源。我们还
在教育领域投入了 2 亿多美元，重点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领域中的弱势学生群体进行资助。

2016年，我们：

• 鼓励慈善机构和员工慈善捐献了 3,500 万美元，其中 
2,060 万美元投入了教育事业。

• 改进了跟踪系统，员工志愿服务时间增加了 22%，达到 
159,000 小时。 

• 节能项目增加了 26%，其中270 个项目将在未来数年对环
境产生积极影响。实现了示范性的安全业绩，据美国劳工
统计局数据，我们表现在行业中位列前茅。

• 用于制造集成电路的金属完全来自经认证的无冲突资源

2017 年，我们将继续发挥所长：坚持正直经营；帮助我们的客
户解决最大难题，包括让汽车和工业设备更安全、更具互联性
和更节能；成为合格的环境管家；成为社区中的优秀公民。您
可以始终信赖我们对“正直、创新和承诺”核心价值观的持续
践行。

Rich Templeton 
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主管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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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欢迎关注 2016 年德州仪器 (TI) 企业公民责任绩效摘要
在 TI，我们每年都会对自己的绩效进行测评和总结学习。我们坚信，合乎道德而
负责任地经营是开展业务的唯一方式。我们希望本报告中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
的关键指标绩效摘要能帮助您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公司和公民理念。我们仍致力
于持续改进业务运营的方方面面，您可以访问我们的 公民网站，详细了解我们
的企业公民责任和可持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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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我们是一家上市的全球半导体公司（NASDAQ 代码：TXN）。公司总部位于德克萨
斯州达拉斯，并在 30 多个国家/地区设有制造、设计和销售机构。公司的成立地
点为特拉华州。通过我们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10-K 表格，详细了解我们的所
有权结构和法律程序。我们设计和制造半导体，并将其销售给全球各地的电子设
计者和制造商。

North America 
United States

Dallas, Texas
Richardson, Texas
Sherman, Texas
Houston, Texas
South Portland, Maine
Manchester, New Hampshire
Sunnyvale, California
Santa Clara, California
Tucson, Arizona

Mexico
 Aguascalientes, Mexico

Europe
 Freising, Germany
 Greenock, United Kingdom

Asia
 Bangalore, India
 Chengdu, China
 Shanghai, China
 Shenzhen, China
 Kuala Lumpur, Malaysia
 Melaka, Malaysia
 Ho City, Taiwan
 Taipei, Taiwan
 Baguio, Philippines
 Pampanga (Clark), Philippines

Korea
 Seoul, Korea

Japan
 Aizu, Japan
 Miho, Japan
 Tokyo, Japan

Facilities
Manufacturing
TI headquarters
Facilities and manufacturing

★

★

* TI has manufacturing, design and sales operations in more than 30 countries worldwid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report, we define major locations (significant operations) as 1. all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and 2. design and sales offices 50,000 square feet or larger and/or with employee populations greater than 100 as of Dec. 31, 2016.

Major worldwide locations*

*TI 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地区设有制造、设计和销售机构。为了达到本报告的目的，我们将主要地点（重要机构）定义如下：1. 所有制造工厂；2.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面积达到或超过 50,000 平方英尺并且/或者员工数量超过 100 人的设计和销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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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
我们坚信自己对全球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肩负责任。自 
1930 年成立以来，我们就承诺正直经营，这仍是我们当今开展
业务的基石。与我们的创始人一样，我们也致力于成为社区中
的优秀管理者。

通过审视绩效指标（例如劳工、道德、环境、安全和健康），我
们对自己的管理体制进行评估并明确需要改进的领域。自从 
2012 年开展这些自评以来，我们在这五个领域的绩效得到了持
续改善。2016 年，我们在所有地区的运营机构再次获得低风险
评估评级。虽然一直以来我们所有运营机构的风险都很低，但
是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位于亚洲和日本的工厂的风险略高。 

2016 年，我们还评估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该目标
计划已于 2016 年 1 月生效。这些发展目标以及未来 15 年的相
关目标包括保护地球、确保繁荣发展以及其他目标。我们的评
估表明，我们早已在诸多领域为实现 2030 年目标做出了贡献。
我们将继续审视这些目标以及自己在该领域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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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绩效摘要
我们的 2016 年企业公民责任绩效摘要概述了公司在 2016 日历
年中的社会和环境绩效。我们已精简 2016 年报告并将多数公
民责任内容转载到 网站上，因此可以快速透明地报告更新内
容。

2016 年的关键绩效指标现已包含在绩效摘要和全球报告倡议
组织 (GRI) 索引。GRI 是一个国际独立组织，可帮助企业、政府
和其他组织了解商业活动对重大可持续问题的影响并对此进
行沟通。 

在核心层面上，我们根据 GRI 的 G4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编制
绩效摘要、GRI 索引和公民网站。这表示，针对我们的利益相关
者确定的每一个首要公民责任问题，我们都报告了如何处理问
题，并至少包括一个 GRI 绩效指标。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详细了
解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和公民责任计划，或者使用上方菜单栏在
我们的 2016 年企业公民责任绩效摘要中查找具体信息。

除非另有说明，绩效摘要的范围以 TI 及其全球子公司的 2016 
年绩效为基础。环境数据来自所有制造工厂以及面积达到或超
过 50,000 平方英尺的租赁和自有非制造工厂。我们的全球环境
影响有99%来自于这些基地。

作为公民责任报告流程的一部分，我们每两年实施一次利益相
关者评估。这可帮助公民执行委员会在确定绩效摘要和网站重
点的时候了解并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请参阅利益相关者的
参与，了解其他详情。

在绩效摘要和公民网站中，我们使用“TI”、“公司”、“我们”
和“我们的”等术语来指代 TI 运营机构。所有货币均以美元形
式提供。

重大报告变化
2016 年没有发生重大报告变化。我们继续使用 GRI G4 指南
进行披露。我们已开始评估在 2017 年报告中采用新的 GRI 标
准。GRI 标准于 2016 年 10 月发布，是 GRI 报告披露的最新进
展。GRI 标准将于 2018 年 7 月取代 G4 指南。

保证
2016 年，我们继续采用既有的编制流程，以确保此处所呈现信
息的准确性和可审计性。我们当前并未寻求对公民责任内容的
独立保证，而是专注于解决对利益相关者最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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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我们治理结构的目标是为决策和监督提供帮助。我们的领导负
责在全球管理符合道德规范的业务实践。我们的董事会成员经
验丰富，具有多样化的背景和技能；每年他们都会推举我们的
主管人员，包括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业务部门带头人以及
首席合规官。

我们有三个董事委员会：审计、薪酬以及治理和股东关系。每年
报告一次我们的公民责任计划和绩效的各方面情况。请访问我
们的治理网站，详细了解这些委员会。

治理实践 2016
董事会总规模 12

董事会体制 单一制
独立董事占比 92%

男性占比 58%

女性占比 42%

年龄范围：30-50 岁占比 无
年龄范围：>50+ 岁占比 100%

少数民族 17%
董事会年龄限制 70 岁
每年召开的董事会会议次数 TI 代理声明
审计委员会会议 TI 代理声明
董事会成员出席率 (%) TI 代理声明
董事会任期（年） TI 代理声明
所有CEO 薪酬 TI 代理声明
董事会成员平均薪酬固定部分 (%) TI 代理声明
可变/基于绩效 (%) TI 代理声明
基于期权的薪酬 TI 代理声明
具有所需法律诉讼代理声明披露的董事会被提名者人数 无
向高管薪酬顾问支付的费用 TI 代理声明
现有审计员雇佣年数 TI 代理声明
向政府缴纳的税金 SEC 10-K 表格
是否有专门应对可持续发展/环境、安全与健康/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董事委员会？ 是，治理和
股东关系 是
是否采用了“薪酬话语权”（包括非约束性）规定？ 是
附则/章程是否包括空白支票优先授权？ 否
是否指派了外部高管薪酬顾问？ 否
审计员是否已在最近的年度股东大会中获得批准？ 是 
是否有分类/分期分级董事会体制？ 否
是否有两个/多个具有不同表决权的股份类别？（排除面向高管/董事/员工的无投票权的优先股） 否
是否有两个/多个具有不同表决权的股份类别？（包括面向高管/董事/员工的优先股，但排除无投票权股份） 否
是否有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的签字？ 否
高管薪酬是否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相关？ 否
董事薪酬是否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相关？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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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目标
与 2010 年基准相比，2016 年 TI 成功减少了生产每块芯片所需的能源、水量和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此外，公司在 2015 年设定了两个多年目标，以到 2020 年进一
步降低温室气体 (GHG) 排放量。 

第一个目标是将美国制造工厂的能源强度*降低 50%（参照 2010 年基准），以实现
美国能源部“更好的建筑，更好的工厂”计划目标。截至 2016 年底，我们已将能源
强度降低了 39%。第二个目标是将 1 类和 2 类温室气体排放降低 15%（参照 2015 
年基准），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GRI 指标
有关 GRI 所需的其他绩效数据，请参阅 GRI 索引。

年度目标 
TI 设定年度和多年目标来激发业绩提升和实现成本节省。本绩效摘要提供了这些
目标以及每个目标的实现进度的概述。本报告的相应部分和绩效数据提供了全年
绩效的更多细节。灰色单元格表示数据不可用和/或不适用。

绩效总结

 *  我们的美国制造工厂生产每个图案所消耗的初级能源1，与 2010 年基准2相比，已对 80% 的生产负荷实现了标准化。1存在于自然资源且未经任何转化或转换流程的
能量。2针对工厂开工和停工情况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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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安全
我们制定了积极的安全流程和目标来维持我们的安全绩效，而我们的安全绩效也继续位于行业前茅（基于半导体行业协会排名）。

环境
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的全球运营活动中尽可能高效地利用资源。

供应链
我们与供应商合作，实现负责的、多元化的和具有竞争力的供应链，同时促进我们业务所在社区的发展。

社区 
来自全球的员工为了让当地社区变得更强大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特长。

描述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安全性：离岗天数、受限或转岗事件（发生率） 0.08 0.12 0.08 0.08 0.08 0.14 0.08 0.07 0.08 0.07

半导体行业结果* 0.80 0.90 0.8
安全性：可记录事件（发生率） 0.20 0.24 0.20 0.22 0.20 0.24 0.20 0.16 0.20 0.15

半导体行业结果* 1.60 1.60 1.60

描述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用水量**（减少百分比 %） 4% 12%
公用事业费用：能源和水（节省金额以百万美元为单
位） $6 $10.1 $8 $10.2 $9 $9.7 $9.5 $11.1 $10 $10.1

生产和 组装/测试工厂的化学品消耗**
（减少百分比 %） 3% 3% 3% 3% 5% 5%

描述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少数族裔/妇女企业供应商支出（占美国供应链支出总
额的百分比） 5% 6.7% 5.5% 6.8% 6% 7.1% 6.5% 7.9% 6.8% 8.6%

将无冲突冶炼厂用于生产 TI 集成电路产品的供应
商** (%) 100% 100% 100% 100%

完成环境和社会责任评估的目标供应商** (%) 100% 99% 100% 100%
所有设施在环境和社会责任评估中都评定为低风险的
供应商** (%)

Base-
line 69% 80% 86%

描述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目标 结果
志愿服务时间**（增加百分比 %） 25% 33% 25% 53% 30% 40% 22%

 * 美国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局提供的行业数据。统计数据仅代表美国的情况。2016 年的数据在报告编制时不可用。

 **  2012 年或更晚设定目标。

年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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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数据 
该表显示了 2012 年到 2016 年的绩效数据。有关背景信息，请访问 公民网站上的相应部分。灰色单元格表示数据不可用。

类型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TI 营收 十亿美元 $12.8 $12.2 $13.0 $13.0 $13.4
亚洲 收入百分比 61% 60% 61% 61% 60%
美洲 收入百分比 12% 14% 12% 12% 13%
欧洲 收入百分比 14% 16% 18% 17% 18%
日本 收入百分比 11% 9% 8% 9% 8%
世界其他地区 收入百分比 2% 1% 1% 1% 2%

 * 百万英热单位 (MMBtu)
 **  全球尚没有用于计算电能中含有的可再生能源的标准，这些电能从混合发电供应商或我们业务所在地理区域的电网购买。2014 年以后，我们就不再尝试估算所购买的混合发

电电能中的可再生能源比例，也不会报告此类附带可再生能源使用情况，除非制定了统一标准，或者我们从供应商处得到更准确的信息。
 ***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 2014 年和 2015 年报告的每块芯片产生的废弃物数据不正确。

地区细分营收

公共政策

员工 

类型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企业捐助（仅限美国） $ $10,000 $10,000 $15,500 $12,500 $7,500
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仅限美国） $ $105,450 $114,300 $79,475 $99,000 $104,475

类型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员工（全球） 人员 29,600 32,000 31,003 29,977 29,865
男性（全球） 人员 19,099 18,583 18,656
女性（全球） 人员 11,904 11,394 11,209
亚洲（总计） 人员 11,400 15,000 14,415 13,726 13,805
亚洲（男性） 人员 6,219 5,962 6,133
亚洲（女性） 人员 8,196 7,764 7,672
美洲（总计） 人员 13,200 13,000 12,870 12,607 12,445
美洲（男性） 人员 9,716 9,517 9,455
美洲（女性） 人员 3,154 3,090 2,990
欧洲（总计） 人员 2,800 2,000 2,447 2,416 2,399
欧洲（男性） 人员 2,012 1,989 1,968
欧洲（女性） 人员 435 427 431
日本（总计） 人员 2,200 2,000 1,271 1,228 1,216
日本（男性） 人员 1,152 1,115 1,100
日本（女性） 人员 119 113 116
流失率（全球） % 9.1% 9.2% 7.8% 7.4%
亚洲 % 14.1% 13.7% 11.3% 10%
美洲 % 5.5% 5.6% 5.0% 5.3%
欧洲 % 4.7% 5.7% 4.9% 5.6%
日本 % 2.6% 3.4% 3.3% 2.3%
平均培训时间 工作时间 33.3 32.4 31.6 32.7 33.4

安全性：离岗天数、受限或转岗案件 每 100 名员工的案
件数 0.12 0.08 0.14 0.07 0.07

安全性：可记录案件 每 100 名员工的案
件数 0.24 0.22 0.24 0.16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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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能源使用（总计） MMBtu* 11,242,165 10,660,415 10,206,821 10,070,708 10,017,419
间接能源使用（总计） MMBtu 9,626,417 9,099,031 8,699,182 8,620,386 8,588,300
电气 MMBtu 9,575,872 8,742,480 8,653,277 8,567,814 8,534,080
区域供热 MMBtu 50,545 51,972 45,905 52,572 54,220
直接能源使用（总计） MMBtu 1,615,747 1,561,384 1,507,639 1,450,322 1,429,119
天然气 MMBtu 1,293,845 1,326,695 1,308,551 1,259,187 1,245,657
燃油（6 号） MMBtu 141,272 102,428 77,403 73,179 72,243
柴油 MMBtu 33,230 27,629 40,928 50,201 46,842
丙烷 MMBtu 143,729 101,022 77,574 65,166 61,790
汽油 MMBtu 3,880 3,611 3,183 2,589 2,586
可再生能源使用** 总电能使用百分比 20% 20.8% 18.6%
可再生能源消耗（总计）** MMBtu 1,915,198 1,880,742 1,607,912
购买的可再生能源** MMBtu 409,440 0 0
可再生能源 含量（附带）** MMBtu 1,505,758 1,880,742 1,607,912
节能项目 序号 181 112 223 213 270
节能 百万美元 $7.9 $10.2 $9.0 $7.2 $6.8
节能 MMBtu 305,199 199,483 344,778 283,234 321,177
每块芯片（代表性产品）的能量 2005 = 1 0.58 0.53 0.47 0.46 0.45
氮氧化物 (NOx) 排放（仅限美国） 吨 100.4 76.5 82.8 89.6 87.7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排放（仅限美国） 吨 94.2 103.5 101.8 105.8 95.87
温室气体 (GHG) 排放（总计） MTCO2e*** 2,415,741 2,326,888 2,399,183 2,408,435 2,396,162
直接（1 类）排放（总计） MTCO2e 827,275 938,159 1,065,259 1,085,622 1,076,947
二氧化碳 (CO2) MTCO2e 84,912 77,578 74,127 75,848 74,862
甲烷 (CH4) MTCO2e 24 1,193 1,164 1,203 1,192
一氧化二氮 (N2O) MTCO2e 20,466 19,120 21,687 21,274 20,808
氢氟碳化物 (HFC) MTCO2e 17,797 19,204 41,413 41,646 36,367
全氟化碳 (PFC) MTCO2e 567,820 701,219 783,961 810,687 819,753
六氟化硫 (SF6) MTCO2e 62,244 43,890 53,184 45,147 52,464
三氟化氮 (NF3) MTCO2e 74,012 75,955 89,723 89,817 71,501
间接（2 类）排放（总计） MTCO2e 1,588,466 1,388,729 1,333,924 1,322,813 1,319,215
CO2 MTCO2e 1,585,331 1,388,709 1,333,904 1,322,794 1,319,196
N2O MTCO2e 2,811 8 8 8 8
CH4 MTCO2e 324 12 12 11 11
每块芯片的温室气体排放 2005 = 1 0.59 0.55 0.52 0.52 0.51
废弃物生成量（总计） 公吨 35,887 32,345 32,599 33,437 32,124
有害物质（总计） 公吨 23,439 18,754 22,179 21,357 20,679
处置 公吨 1,018 1,509 2,419 2,673 2,687
循环利用 公吨 22,421 17,245 19,760 18,684 17,992
非有害物质（总计） 公吨 12,448 13,591 10,420 12,080 11,445

 * 百万英热单位 (MMBtu)
 **  全球尚没有用于计算电能中含有的可再生能源的标准，这些电能从混合发电供应商或我们业务所在地理区域的电网购买。2014 年以后，我们就不再尝试估算所购买的混合发

电电能中的可再生能源比例，也不会报告此类附带可再生能源使用情况，除非制定了统一标准，或者我们从供应商处得到更准确的信息。
 ***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 2014 年和 2015 年报告的每块芯片产生的废弃物数据不正确。

年度目标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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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万英热单位 (MMBtu)
 **  全球尚没有用于计算电能中含有的可再生能源的标准，这些电能从混合发电供应商或我们业务所在地理区域的电网购买。2014 年以后，我们就不再尝试估算所购买的混合发

电电能中的可再生能源比例，也不会报告此类附带可再生能源使用情况，除非制定了统一标准，或者我们从供应商处得到更准确的信息。
 ***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 2014 年和 2015 年报告的每块芯片产生的废弃物数据不正确。

类型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处置 公吨 1,499 998 959 2,306 2,687
循环利用 公吨 10,949 12,593 9,461 9,774 9,075
每块芯片的废弃物生成量**** 2005 = 1 0.45 0.40 0.49 0.51 0.49
水源（总计） 加仑 7,070,268,247 6,981,417,000 6,836,749,000 6,723,534,000
市政供水 加仑 4,551,775,260 4,693,117,000 4,493,402,000 4,274,950,000
井水 加仑 456,733,390 317,844,000 320,275,000 356,271,000
雨水 加仑 16,673,000 25,811,000 37,278,000 22,490,000
重复用水 加仑 2,045,086,597 1,944,645,000 1,985,794,000 2,092,313,000
用水（总计） 加仑 7,116,436,000 7,053,595,247 6,955,605,000 6,799,472,000 6,723,534,000
回收水 加仑 5,269,770,000 5,008,508,650 5,010,960,000 4,813,678,000 4,631,221,000
重复用水 加仑 1,846,666,000 2,045,086,597 1,944,645,000 1,985,794,000 2,092,313,000
节水项目 序号 36 19 46 127 123
节水 $ $2,179,000 $994,000 $1,305,000 $3,880,000 $3,300,000
节水 加仑 369,000,000 248,000,000 258,228,000 601,671,000 577,016,000
Water used per chip 2005 = 1 0.70 0.64 0.59 0.56 0.53
废水排放（总计） 加仑 5,689,055,551 4,572,654,000 4,400,263,282 4,115,455,000
城市污水管道 加仑 4,783,417,551 4,279,403,000 4,083,740,601 3,840,424,000
地表 加仑 905,638,000 293,251,000 316,522,681 275,031,000

年度目标

环境 (continued)

社区
类型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慈善捐助（总计） $ $30,669,246 $27,911,294 $26,168,945 $27,014,781 $28,418,107
类型:education $ $18,232,169 $17,746,536 $19,369,197 $18,705,977
类型: 社区投资 $ $5,674,211 $6,600,096 $5,439,778 $7,030,938
类型: 艺术和文化 $ $4,004,914 $1,822,313 $2,205,806 $2,681,191
员工捐助（总计） $ $5,229,338 $5,652,317 $5,758,757 $6,094,170 $6,608,784
类型:education $ $1,503,444 $1,686,295 $1,775,659 $1,951,841
类型：社区投资 $ $3,700,659 $3,576,349 $3,825,705 $4,124,752
类 型: 艺术和文化 $ $448,214 $496,113 $492,806 $532,191
志愿服务时间 工作时间 45,665 61,086 93,328 130,363 158,754
志愿服务时间价值 $ $1,011,023 $1,377,496 $2,153,077 $3,071,352 $3,83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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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我们的公民网站，详细了解我们的
公民理念、实践和计划。我们希望收到您
的反馈。 

TI 致力于构建更美
好的未来

citizenshipfeedback@list.ti.com

texasinstruments

@AroundTI

http://www.ti.com/citizenship
mailto:citizenshipfeedback%40list.ti.com?subject=
https://www.facebook.com/texasinstruments/
https://twitter.com/@Around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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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索引



通用标准披露

GRI G4 内容索引 – 核心
TI 赞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G4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核心选项）。该表是基于 GRI 指导的通用和专用标准披露的索引。该索引提供了一
种简单而标准化的方法来共享与 TI 及其利益相关者相关且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信息。

指标 通用标准披露 页面/响应/忽略

战略与分析
G4-1 来自组织最高层决策者的声明。 主管声明

组织概况
G4-3 组织的名称。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NASDAQ 代码：TXN）
G4-4 主要品牌、产品和服务。 SEC 10-K 表格  第 I 部分，第 2-4 页
G4-5 组织总部的位置。 12500 TI Boulevard, Dallas, Texas 75243
G4-6 组织业务所在国家/地区的数量，以及组织有重要运营活动或

与本报告所述可持续性发展议题密切相关的国家/地区名称。
TI 在 30 多个国家/地区设有制造、设计和销售机构。我们将 主要机构 重要地
点）定义如下：1) 所有制造工厂以及 2)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员工数量达到
或超过 100 人的设计和销售办公室。 

G4-7 所有权性质和法律形式。 I公司： SEC 10-K 表格
G4-8 所服务的市场（包括地理位置细分、所服务的行业以及客户和

受益者的类型）。
SEC 10-K 表格, 第 I 部分，第 5-7 页

G4-9 组织的规模，包括
 - 员工总数。
 - 运营机构总数。 
 - 净收入（针对公共部门组织）。 
 -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TI 拥有 29,865 名员工，并在 30 多个国家/地区设
有制造、设计和销售机构。2016 年，TI 销售了数以万计的产品并实现了 133.7 
亿美元的营收。 (SEC 10-K 表格, 第 I 部分，第 1 项，第 2、9 页；第 2 项，第 14 
页）。

G4-10 劳动力，包括：
 - 按地区和性别划分的劳动力总数。
 - 雇用人数方面的任何重大变化

员工 （全球劳动力）

G4-11 集体谈判协议所涉及的员工占员工总数的百分比。 我们目前不跟踪此百分比。根据当地法令的规定，位于我们全球任何经营机
构的员工始终享有结社自由和/或集体谈判权。

G4-12 描述组织的供应链。 供应链
G4-13 在报告期间出现的有关组织规模、结构、所有权或供应链的重

大变化。
在这一年中，TI未对其规模、结构、所有权或供应链做出重大调整或改变。 
年度报告, SEC 10-K 表格

G4-14 预防方法。 我们在业务的许多方面都运用风险预防原则进行管理，其中包括我们应对气
候变化和业务连续性的方法。此外，我们积极的化学和材料筛选流程可确保
我们使用的材料不存在无法了解和控制的危害。

G4-15 组织签署或其所认可的由外部制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章程、
原则或其他倡议。

自愿性标准, 道德

G4-16 组织加入的协会，本组织在这些协会中：
 - 担任治理机构的职位。 
 - 参与项目或委员会。 
 - 提供除日常会费外的巨额资金。 
 - 重视会员身份。

TI 加入了许多协会, 通过协会来努力实现各种政策目标。我们在某些组织中比
在其他成员更为积极，我们并不谋求参与每个协会的所有议题，也可能不谋
求在所有立场上保持一致。我们还与其他外部团体和联盟协作来推动政策落
实，从而促进增长、提高竞争力及支持 TI 股东、客户、员工和业务所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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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通用标准披露 页面/响应/忽略

确定重大考量面和边界
G4-17 包括在组织综合财务报表或同等文件中的实体。 TI 拥有两个可报告细分市场：模拟和嵌入式处理。TI 在“其他”部分报告其余

的业务活动成果。(SEC 10-K 表格, 第 I 部分，第 1 项，第 2 页）。本报告涵盖我
们财务报表中包含的所有实体的公民主题。 报告概述 

G4-18 定义报告内容和考量面边界的过程。 TI 的公民执行委员会在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后确定本报告的重点。作为此
流程的一部分，我们每两年开展一次正式的利益相关者评估。最近一次评估
实施于 2015 年。

G4-19 在定义报告内容的过程中确定的重大考量面。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G4-20 组织内的考量面边界。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的范围以TI及其全球子公司的表现为基础。报告概览 
G4-21 组织外的考量面边界。 根据 GRI 的定义，公司外部的重大考量面包括社区、供应链和产品使用。
G4-22 先前报告中提供的任何信息重述的影响，以及此类重述的原

因。
我们没有要报告的任何重述。

G4-23 从先前报告期间以来的重大变化。 报告概述（重大变化）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G4-24 组织所涉及的利益相关群体。 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但可能不限于员工、客户、股东、业务机构所在的社

区、学术界人士、公共官员、贸易协会、监管机构、非政府组织、分析师、投资
者、供应商、承包商、TI 退休人员以及潜在员工。

G4-25 利益相关者的鉴定和甄选的依据。 我们与在我们的运营机构中具有直接影响力或拥有利益关系的 利益相关者
保持联系。

G4-26 利益相关者参与方法。 我们每两年实施一次正式的 利益相关者评估, 帮助我们确定和更好地理解最
重要的环境、社会和治理主题。此类评估包括全球同业对标以及客户和员工
调查。在 2015 年实施的最近一次评估中，我们要求参与者根据他们所关心以
及 TI 应该报告的 43 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并对这些问题进行等级排序。

G4-27 在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中提出的重要主题和问题。 我们于 2015 年实施的最近一次评估确定了利益相关者关注的 热点问题 。

报告概况
G4-28 报告期间。 日历年
G4-29 前期最近一次报告的日期。 2016 年 5 月
G4-30 报告周期。 每年
G4-31 负责处理报告相关问题的联络人。 如果对 TI 的公民责任或本报告有任何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tizenshipfeedback@list.ti.com。
G4-32 所选的“依据”选项。 在制备本报告时，TI 在核心层面上参照了GRI G4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
G4-33 保证。 2016 年，我们继续采用既有的编制流程，以确保此处所呈现信息的准确性和

可审计性。我们当前并未寻求对公民责任内容的独立保证，而是专注于解决
对利益相关者最至关重要的问题。

治理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治理, SEC 10-K 表格
G4-34 组织的治理结构。 治理

道德和诚信
G4-56 组织的价值观、原则、标准和行为规范。 TI 的首份道德指南于 1961 年发布，并一直是我们开展业务的强大道德标准

基础。在 2015 年，我们更新了 行为规范, 这也增强了我们对指导我们如何开
展业务的“正直、创新和承诺”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我们向所有员工提供了更
新版的行为规范及所需培训，以保证他们符合相关要求。

通用标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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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标准披露

DMA
和指标 专用标准披露 页面/响应/忽略

经济表现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关于 TI： 关于我们, SEC 10-K 表格

G4-EC1 产生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 我们的 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提供关于我们财务业绩的信息。 社区投资

G4-EC2 由于气候变化而产生的组织活动的财务费用及其他风险和机遇。 我们尚未量化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财务影响。
G4-EC3 组织固定福利计划的义务范围。 我们有各种员工退休计划，包括确定的缴款、确定的福利和退休人

员医疗保健福利计划。这些计划的供款符合或超出所有最低资金要
求。 SEC 10-K 表格, 第 10 项，第 49 页：退休后福利计划。

G4-EC4 从政府获得的财政援助。 在全球各地，TI 获得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奖励。此类激励奖
励通常适用于投资设施设备，就业和研发的制造企业。请参阅 SEC 
10-K 表格 （第 II 部分，第 8 项，注 6，第 43-45 页）和 税收政策, f了解
其他详情。

市场占有率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员工
G4-EC5 标准入门级工资（按性别）与重要运营地区最低工资相比的比率。 TI 并不针对每个国家/地区设定最低薪资标准；但是，我们已确认我

们在业务所在的每个国家/地区向员工发放的薪资均高于当地最低薪
资标准。不论员工性别、种族、民族或其他保障特征如何，TI 根据合
法的工作相关因素向每名员工发放薪酬。

G4-EC6 从重要运营地区的当地社区聘用高级管理人员的比例。 招聘最优秀、最聪明的员工来我们公司工作是 TI 的一项策略。我们 
99% 的高级经理来自于我们的业务所在社区。 

采购实践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供应链
G4-EC9 从重要运营地区的当地供应商采购的比例。 少数民族/妇女拥有的企业 供应商支出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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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标准披露

DMA
和指标 专用标准披露 页面/响应/忽略

材料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环境

G4-EN2 所用材料是回收再造材料的百分比。 制造我们的产品所需的大部分采购材料为化学品。虽然半导体加工中
使用的大多数化学品都必须是超纯的，但是我们在某些工厂会收集并
重复使用氧化物浆料。在可行的情况下，我们还会收集加工过程中的
废酸以在减排设备中重复使用。在项目施工期间，我们会首选含有回
收产品的材料，但是目前我们不会跟踪为这些项目所采购的回收材料
总量。

能源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能源使用
G4-EN3 组织内的能源消耗。 能源使用
G4-EN5 能源强度。** 0.45
G4-EN6 降低能源消耗。 能源使用
G4-EN7 降低产品和服务的能源需求。 每块芯片每年运行所需的能源可低至 0.15 瓦特小时。2016 年 TI 将每

块典型芯片一年运行所需的能源平均减少了 7%。

水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用水
G4-EN8 总用水量（按水源）。 用水

G4-EN9 显著受用水影响的水源。 我们尚未获悉我们的运营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情况。

G4-EN10 回收和再利用水的百分比和总量。 用水

排放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废气排放, 气候变化

G4-EN15 直接温室气体 (GHG) 排放（1 类）。 温室气体排放（1 类）

G4-EN16 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2 类）。 间接（2 类）排放

G4-EN18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每块芯片的温室气体排放

G4-EN19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温室气体排放（1 类）

G4-EN20 臭氧消耗物质 (ODS) 的排放。 TI 仅在闭环制冷装置中使用 ODS。由于这些装置已达到寿命末期，我
们将逐步淘汰它们。

G4-EN21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重要废气排放。 氮氧化物 (NOx) 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排放（仅限美国）

污水和废弃物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材料管理

G4-EN22 总排水量（按质量和目的地）。 废水排放

G4-EN23 废弃物总重量（按类型和处理方法）。 生成和处理的废弃物

G4-EN24 主要泄漏的总数量和体积。 没有发生严重泄漏。

G4-EN25 根据巴塞尔公约附件 I、II、III 和 VIII 的规定视为危险废弃物的废弃物
运输、进口、出口或处置重量，以及通过国际运输转移的废弃物百分
比。

2016 年，TI 没有将任何危险废弃物运出国界。

环境

 **  与 2005 年基准相比，我们的全球制造工厂生产的每块芯片消耗的能源。不针对工厂开工和停工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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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continued)

DMA
和指标 专用标准披露 页面/响应/忽略

产品和服务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产品

G4-EN27 产品和服务的环境影响的影响减轻程度。 我们遵守国际公认的标准并密切注意理解和管理我们产品的环境和
社会影响，包括产品寿命末期。我们通过 CETRAQ 流程确保半导体制
造供应商承担相同的环境和社会责任。TI 教育技术供应商遵守类似
政策。

G4-EN28 售出产品及其包装材料的回收百分比（按类别）。 目前，我们无法确定客户或最终用户回收利用产品的百分比。TI 教育
技术部门参与了各种 回收计划。虽然 TI 无法掌控客户如何处理产品中
使用的半导体和产品报废问题，但我们公司就产品组件中使用的物质
提供详细信息，因此客户在 处理报废产品的时候可以做出明智决策。

合规性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环境

G4-EN29 因不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而带来的巨额罚款的货币价值和非经济制裁
的总数量。

2016 年，TI 就 2010 年至 2015 年间违反加利福尼亚水利局排水许可规
定而向该水利局缴纳 39,000 美元罚款。圣克拉拉市的地下水泵和处理
系统出现断裂和破损，导致未处理的污水被排放到地面，违反了相关
许可规定。每当出现问题，TI 都会立即采取措施以阻止泄漏，并采取纠
正措施以维修相关系统。

总计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环境

G4-EN31 环保支出和投资总额（按类型）。 TI 在环保相关资本方面支出大约 700 万美元，此外还支出了约 3,870 
万美元的环保相关运营费用。

供应商环境评估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供应链

G4-EN33 供应链中重大的实际和潜在负面环境影响以及所采取的措施。 在针对我们的供应链实施环境和社会责任评估之后，我们没有发现任
何重大的负面环境影响。

环境投诉机制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环境

G4-EN34 通过正式投诉机制记录、处理和解决的环境影响投诉数量。 2016 年，TI 未收到任何有关环境影响的投诉，也没有任何尚未回应的
待处理投诉。发生投诉时，TI 可利用数个渠道接受内部（员工）和外部
利益相关者提出的环境相关的问题、诉求或投诉。我们会将这些问题
转给 TI 环境专家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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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标 专用标准披露 页面/响应/忽略

雇佣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员工

G4-LA1 新员工聘用和员工流失的总数和比率（按年龄组别、性别和地区）。 员工

G4-LA2 提供给全职员工但不提供给临时或兼职员工的福利（按重要运营地
区）。

在 TI，全职美国员工和弹性工作制（每周 20 到 39 个小时）人员均可享
受所有福利，包括医疗、处方、口腔、视力、员工援助和收入保护。每周
工作时间不足 20 小时的弹性工作制临时员工或兼职员工不符合获利
条件。

G4-LA3 产假后重返工作岗位和保留率（按性别）。 当前，我们没有对产假后重返工作岗位的比例和保留率进行跟踪。

劳动/管理关系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员工
G4-LA4 关于运营变更（包括这些变更是否在集体协议中规定）的最短通知

期。
在美国，TI 针对轮班变更至少提前一周进行通知，对于裁员至少提
前 60 天进行通知（或提供代通知金）。在美国之外，TI 遵守当地劳动
法。

职业健康和安全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健康, 安全
G4-LA5 由正式联合管理工人健康和安全委员会（旨在协助监察及指导职业健

康与安全计划）代表的劳工占劳工总数的百分比。
TI 的所有制造工厂都有正规的环境、安全和健康 (ESH) 委员会。这些
委员会设有制造经理、ESH 专员和员工代表。

G4-LA6 伤害类型和伤害率、职业病、损失工作日、缺勤和工作相关死亡总人数
（按地区和性别）。

有关可记录工伤案件和损失/工作受限工伤案件率的信息，可参阅绩效
摘要。我们基于未到岗天数跟踪了因工伤或疾患而引起的员工缺勤情
况。我们的缺勤率是 1.7。我们没有出现与工作有关的死亡事件。

G4-LA7 职业病高发或高风险的工人。 TI 没有工人参与到特定职业病高发或高风险的职业活动中。我们有非
常强大的工业卫生方案，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作场所的化学品接触，
从而避免对工人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培训和教育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员工, 发展

G4-LA9 每名员工每年的平均培训时间（按性别和员工类别）。 平均培训时间

G4-LA10 技能管理和终身学习计划，旨在支持员工持续工作能力并帮助他们掌
控职业生涯。

员工可在其职业生涯中获得各种 发展机会。

G4-LA11 接受定期绩效和职业发展审核的员工的百分比（按性别和员工类别）
。

TI 不跟踪接受绩效评审的员工人数。在我们的许多组织部门中，我们
鼓励主管和员工进行更好的交流并提供在线资源访问权限以指导此
类交流，并因此见证了在员工敬业度、目标设定和符合公司优先事项
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我们全年会评估员工对于其自身目标和上级
期望的理解。

社会
劳动实践和体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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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劳动实践和体面工作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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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和平等机会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员工, 多样性

G4-LA12 治理机构的组成和各员工类别的员工细分情况（根据性别、年龄组
别、少数族裔成员和其他多元化指标）。

治理成果

男女同工同酬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员工, 薪酬与福利

G4-LA13 女性基本工资及报酬与男性的比率（按员工类别和重要运营地区）。 不论员工性别、种族、民族或其他受保护特征如何，TI 根据合法的工
作相关因素向每名员工发放薪酬。由于广泛员工的薪资率未涵盖法律
因素和个体化因素，比如从事特定工作、职责级别、工作绩效、技能、
资质、培训和经验，因此 TI 认为薪资率数据并不是反映薪酬公平的可
靠指标。

供应商劳动实践评估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供应链, 负责任的采购

G4-LA15 供应链中重大的实际和潜在负面劳动实践影响以及所采取的措施。 在针对我们的供应链实施环境和社会责任评估之后，我们没有发现任
何重大的负面劳动实践。

劳动实践投诉机制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员工

G4-LA16 通过正式投诉机制记录、处理和解决的用工实践投诉数量。 虽然我们会予以汇集以进行内部审查和采取行动，但目前不会公开汇
报用工实践指控，因为我们将此类信息被视为机密。我们致力于成功
解决与用工实践有关的任何质询。

雇佣制
TI-LA17* 员工在公司的任职期间（按平均服务年数）. 不足 10 年：48.9%

10-20 年: 26.0%
超过 20 年：25.0%

*Developed by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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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标准披露

社会
人权

DMA
和指标 专用标准披露 页面/响应/忽略

投资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人权

G4-HR2 员工在人权政策或人权考量面相关程序（与运营机构相关）方面的培
训总时间（小时），包括接受培训的员工的百分比。

所有员工都会接受关于 TI 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培训和指导，尤其是
与工作场所中涉及的正直和尊重相关的培训和指导。2016 年，我们向
选定的部分员工和全球所有安保人员提供了人权培训。

无歧视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多元化和包容性
G4-HR3 发生歧视事件的总数和采取的纠正措施. 虽然我们会记录歧视指控以进行内部审查和采取行动，但我们目前不

汇报歧视指控，因为我们将此类信息视为机密。我们致力于成功解决
与歧视有关的任何质询。

安保实践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道德
G4-HR7 安保人员在组织的人权政策或程序（与运营机构相关）方面接受培训

的百分比。
我们的全球保护服务组织有一份在全球维护安全和相互尊重的工作
环境的标准协议。这包括向我们所有的安保人员提供关于道德、合规
性和人权的针对性培训。

评估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人权

G4-HR9 已接受人权审查或影响评估的运营机构总数和百分比。 作为“电子行业公民联盟”(EICC) 认证审计流程的一部分，TI 成功审计
了两个运营机构的人权情况。我们使用 EICC 自评工具对全球所有制
造工厂进行了评估。 

供应商人权评估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人权
G4-HR10 使用人权标准筛选的新供应商的百分比。 由于新供应商在 TI 支出中占据非常小的比例，因此对 TI 没有重大影

响。
G4-HR11 供应链中重大的实际和潜在负面人权影响以及所采取的措施。 在针对我们的供应链实施环境和社会责任评估之后，我们没有发现任

何重大的负面人权影响。

人权投诉机制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人权
G4-HR12 通过正式投诉机制记录、处理和解决的人权影响投诉数量。 虽然我们会记录人权申诉以进行内部审查和采取行动，但我们目前不

公开汇报人权申诉，因为我们将此类信息被视为机密。我们致力于成
功解决与人员有关的任何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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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社区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社区

G4-SO1 实施当地社区参与、影响评估和发展计划的运营机构的百分比。 除了与当地供应商和民众领袖合作，TI 还通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
领导层参与及合作举措来积极投身当地社区发展，特别是在教育领
域。我们不进行正式的影响评估。

G4-SO2 对当地社区有重大的实际和潜在负面影响的运营机构。 2016 年，TI 宣布正采取措施以开始关闭位于苏格兰格林洛克的 GFAB 
制造工厂，将该工厂的工作转移到更具有成本效益的德国和美国工厂。
我们预计将于 2018 年底完成此工作。2016 年，TI 为该工厂寻找合适
的买方，但尚未成功。如果我们未能找到合适买方，那么正如 2016 年
所宣布的，该工厂倒闭或转让后将有 365 名 TI 员工受到影响。

反腐败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道德

G4-SO3 接受腐败相关风险评估的运营机构总数和百分比以及所发现的重大
风险。

我们对我们全球 100% 的制造运营机构进行腐败相关风险的评估。

G4-SO4 关于反腐败政策和程序的沟通和培训。 TI 为所有员工提供包括反腐败课程的道德和合规意识培训，99.9% 的
员工完成了这些课程。2016 年我们还更新了反贿赂和记录伪造政策，
并将定期发布内部新闻文章以提高人们对这个主题的意识。

G4-SO5 已确认的腐败事件和采取的措施。 虽然我们会记录腐败事件以进行内部审查和采取行动，但我们目前不
公开汇报腐败事件，因为我们将此类信息被视为机密。我们致力于成
功解决与腐败有关的任何事件。

公共政策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请参阅 治理, 优先权 和 企业政治活动。全球政府关系部副总裁每季

度会就政府关系活动和进展向 TI 战略领导团队和董事会提供书面更
新材料，并且每年会向董事会治理和股东关系委员会进行正式汇报。
我们会根据公司需求或政治现实需求调整工作重点和战略。

G4-SO6 政治捐款总额（按国家/地区和受援者/受益人）。 TI 的政治活动献金报告以及当地献金仅反映美国活动。我们不会在
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地区提供政治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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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竞争行为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道德
G4-SO7 反竞争行为、反托拉斯和垄断做法的法律诉讼总数及其成果。 有关涉及 TI 的重大法律诉讼，请参阅  SEC 10-K 表格, 第 15 页。.

合规性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道德
G4-SO8 因不符合法律法规而带来的巨额罚款的货币价值和非经济制裁的总

数量。
2016 年，我们没有因为违反法律法规而被处以重大罚款或重大非经
济性制裁。

供应商社会影响评估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供应链
G4-SO10 供应链中重大的实际和潜在负面社会影响以及所采取的措施。 在针对我们的供应链实施环境和社会责任评估之后，我们没有发现任

何重大的负面社会影响。

社会: 社会 (continued)

社会
产品责任
DMA
和指标 专用标准披露 页面/响应/忽略

产品和服务标签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质量和合规性

G4-PR3 组织关于产品和服务信息及标签的程序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信息类型，
以及重要产品和服务类别符合此类信息要求的百分比。

负责任的包装

G4-PR4 不遵守有关产品和服务信息及标签的法规和自律守则的事件总数（按
后果类型）。

TI 遵守装运和标签相关法规及客户要求。尽管可能出现微小的标签
错误，比如印刷错误或代码错误，但我们努力纠正这些错误，确保及
时、经济高效的产品交付。

营销传播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道德
G4-PR7 不遵守有关营销传播（包括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法规和自律守则的事

件总数（按后果类型）。
我们对 TI 的合规性记录感到骄傲。我们没有因违反有关法规而受到
重大罚款或处罚。

客户隐私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业务连续性

G4-PR8 关于侵犯客户隐私和客户数据损失的经证实投诉的总数。 业务连续性（隐私和数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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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前瞻性陈述的声明
此内容包含前瞻性声明，这些声明旨在符合《1995 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建立的
免责安全港的要求。这些前瞻性声明通常可以通过一些词语加以识别，例如 TI 或其管
理层“相信”、“预料”、“预计”、“预测”、“预期”、“估计”或其他类似字词。 

类似的，此处提出的描述 TI 业务策略、前景、目标、计划、意向或目的的声明也是前瞻
性声明。所有此类前瞻性声明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可能会导致实际结
果与前瞻性声明中的语句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有关这些因素的详细讨论，请参阅 TI 最
近提交给 SEC 的 10-K 表格 第 1A 项中的“风险因素”讨论。此内容中包含的前瞻性声
明仅在本内容发布时制备，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以更新前瞻性声明来反映后续事件或
情况。

平台标识是德州仪器 (TI) 的商标。所有其他商标均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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