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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所处的行业正在发生快速变化，思科与网络都正处重大市场变革的漩涡

中心。我们相信我们的长期战略，即注重提供基于集成产品、服务和软件平台的智能网络

与技术和业务体系结构，是帮助我们的客户达到其首要目标并推动我们自身走向长期成功

与发展的正确战略。” 

- John Chambers，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回顾 2012 财年，这是思科在适当坚持、因需调整与持续革新之间达到完美平衡的一年。

最令我们自豪的是，我们兑现了对股东、客户和合作伙伴的承诺。 

2012 财年是我们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思科每股收益的增长率超过了财年收入增长率的

两倍。我们还为大多数产品类别确定了未来的产品创新与市场份额增长计划，其中包括我

们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的产品类别。此外，我们通过向客户与合作伙伴提供特殊的价值，拉

开了与众多竞争对手的距离，我们也已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满意度。我们还

大幅提高了股东价值。尽管宏观经济的重重挑战，包括欧洲市场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与全球

政府开支的持续低迷，为我们行业的众多公司带来了影响，于思科而言，2012 财年仍是

财务稳健的一年。 

在此财年中，我们继续重点推进始于 2011 财年上半年的思科转型。我们投资于卓有成效

的项目、针对重要机遇重新调整资源、提高我们的领导能力、加强我们的运营准则。足以

为之欣喜的是，财年的运营费率低于财年年初时的运营费率。我们为到目前为止已取得的

进步而深感高兴，且将继续为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员工，以及您，我们的股东，创造

更为卓越的价值。 

正确的目标与战略 

我们的目标与战略 — 通过提供基于集成产品、服务和软件平台的智能网络与技术和业务

体系结构成为客户最具战略性的业务合作伙伴。于我们看来，此目标与战略既能帮助我们

的客户取得成功，也能为我们自身赢得成功。我们在运营商市场取得的成功，是我们制定

的目标与战略切实可行的最佳佐证之一。在此市场中，我们先从设备提供商转变为技术提

供商，再通过为客户解决最复杂的问题成为他们最具战略性的业务合作伙伴。在 10 多年

前，我们便设定了要在此市场中实现的目标，通过不懈坚持与因需调整，我们相信我们已

经与业内大多数同行拉开距离，因为我们已经帮助我们的运营商客户达到他们的技术与业

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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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在 2012 伦敦奥运期间的出色表现，您便可很好了解我们发展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

的能力 — 借此次盛会之机遇，我们与伦敦奥运会与残奥会组委会、英国电信公司以及 

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多家广播公司结成战略性合作伙伴，为 2012 伦敦奥运会的

参赛者、现场观众与屏幕前的观众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成果与体验。思科为 2012 伦敦奥运

会提供的网络基础设施支持 1,800 个 Wi-Fi 热点和 80,000 个数据链接，拥有的容量是之前

任何一届奥运会网络基础设施容量的四倍以上。思科技术与解决方案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为估计 1000 万名观众、76,000 名志愿者和 22,000 名运动员和教练提供了网络连接。 

思科多年来拥有的一大关键竞争优势，是我们能够把握市场变革，因势创新，帮助我们的

客户取得长期成功。市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云、移动化、视频、任意设备

、社会化网络以及虚拟网络等市场变化，无一不以网络为核心。勿容质疑，思科专注于推

进这些变化所创造的机会，而且在我们看来，我们正在这些市场变革中发挥前所未有的重

要作用。 

目前正在发生的重要市场变化，是向更具可编程性和灵活性的虚拟网络的发展。我们相信

客户了解，以集中的方式优化其网络的硬件、ASIC（专用集成电路）和软件元素将提供

一致的体验、策略、安全性和移动性。在我们看来，此次市场变化与我们的专业技能极为

契合：思科在 2009 年便通过推出 Nexus 1000V 系列引领网络虚拟化潮流，到目前为止，

这一全球第一款虚拟化交换机已经拥有超过 6,000 家生产客户。在上述每一变革的发展演

变过程中，思科几乎始终走在前列。我们的目标是集内部发展、内部创业、收购与合作之

力，继续引领此次市场变革。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2012 财年，我们继续围绕五大基本要务开展工作与投入资金，这些要

务分别是保持核心业务的领导地位（路由、交换和服务）、数据中心（虚拟化/云）、协

作、视频，以及针对业务转型的体系结构。通过把握市场变化与倾听客户需求，我们继续

坚持推进创新与保持可持续优势的目标，这一目标也是思科的生命线。 

执行 

我们都了解 2012 财年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因而对于我们在此财年创

下的收入与每股收益新高，应更倍感欣喜。此外，通过我们基于严格决策的运营模式、完

善的产品组合管理、强有力的营运执行以及对推动利润增长的重视，我们已经实现了所承

诺的利润增长率超过收入增长率。 

2012 财年，思科报告净销售额 461 亿美元，较 2011 年增长 7%。2012 财年的产品销售额

为 363 亿美元，较 2011 财年增长 5%。我们在 2012 财年的服务收入增长 12%，已达  

97 亿美元，充分彰显了思科作为战略性业务合作伙伴为全球客户创造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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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财年的净收入为 80 亿美元，较 2011 财年增长 24%。基于完全摊薄的每股收益为 

1.49 美元，与上一财年相比上升 27%。 

在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时期，我们稳健的财务仍是一大竞争优势。2012 财年年底，我们的

总资产达到 918 亿美元，其中包括大约 487 亿美元的现金、现金等价物和持有的全球投资

。在此财年，我们通过运营产生了 115 亿美元的现金收入。我们继续注重于通过有效方式

最大限度提高已投资本的回报，此财年产生的强劲自由现金流促成了增长。 

从地理分布角度看净销售额，2012 财年的业绩与 2011 财年相比，所有三个大区均实现收

入增长，其中美国的增长率为 6%；欧洲、中东和非洲 (EMEA) 的增长率为 4%；亚太、

日本和中国 (APJC) 的增长率为 13%。特别令我们欣喜的是我们在新兴国家获得的增长，

我们相信，俄罗斯、中国、巴西、墨西哥和印度将为我们的长期增长提供极大潜力。我们

计划继续投资于新兴市场业务，而且相信，未来几年新兴市场将成为全球 GDP 增长的 

主力。 

从技术产品角度看，我们看到所有主要产品类别均在 2012 财年实现了增长。在交换和 

NGN（下一代网络）路由方面，尽管很多同行企业都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我们在交换与 

NGN 路由方面相较 2011 财年分别实现 3% 和 2% 的稳定收入增长，我们将继续在主要关

键市场保持或者提高市场份额。在交换市场，转换至万兆以太网和我们的高度可扩展数据

中心 (MSDC) 客户产生的强劲需求，帮助我们在 2012 财年实现了固定配置交换收入的两

位数增长。在路由方面，因为有线向无线的市场变化，向我们的新平台过渡这一业务保持

良好趋势，并为我们赢得了真正的竞争优势。 

我们无线业务的发展势头让我们非常欣喜。利用对运营商 WLAN 的投资，我们已开发出

业界最具竞争力的产品系列之一，此外 2012 财年无线类别的收入较 2011 财年增长 19%

。安全类别的收入较上一财年增长了 12%。数据中心类别的收入与 2011 财年相比增长 

87%。依我们之见，我们在数据中心转向统一计算、存储和网络解决方案的这一市场变化

中率先做出反应的能力，帮助我们进一步确立了下一代数据中心领导者的地位。 

我们相信，向后 PC 世界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所不在视频要求，将推动我们的协作市

场走向成功。在 2012 财年，凭借我们的统一通信产品的稳定增长，协作方面的收入 

增长 3%。 

2012 财年我们在运营商视频方面的收入增长 11%。随着市场向云技术的推进，软件变得

日趋重要，同时为更高的利润增长创造了可能。我们相信，我们最近对 NDS 集团有限公

司的收购将帮助我们实现更快的利润增长，因为 NDS 将加快思科 Videoscape 平台的交付

，并扩大我们在新运营商市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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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财年，我们继续执行我们的内部培育、并购、合作和集成战略。从收购的角度看，我

们在 2012 财年完成了 7 项收购，我们相信每一收购均与思科的基本要务直接相关。从合

作伙伴角度看，我们继续与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并肩努力，专注于倾听客户的声音，不负

客户的信赖，为他们提供一流的解决方案。这些合作关系可能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可能会

发现在某些市场中我们与合作伙伴也存在竞争。对于存在合作机会的领域，我们会有效开

展合作。对于双方业务发生重叠的领域，我们会全力进行竞争。 

股东价值最大化 

我们会认真倾听我们股东的需求，因为我们期望提高股东价值。2012 财年，思科为每支

普通股支付 0.28 美元的现金股利，总计支付 15 亿美元。在 8 月份召开的 2012 第四季度

暨财年业绩发布会上，我们宣布我们在 2013 财年一季度的股利将提高 75%，以本信函当

日的股价为基础，将提升至每股 0.14 美元。依此计算，收益率达将近 3%，我们也将成功

跻身于股利收益率最高的大型科技股公司行列。2012 财年，思科还购回 2.62 亿股普通股

，平均每股购回价格为 16.64 美元，总购买价 44 亿美元。除了宣布 2013 财年一季度的股

利增长，我们还宣布计划通过股利支付和股份回购的方式向股东返还至少 50% 的年度自

由现金流。 

抓住未来的机遇 

面临新财年的到来，我们仍将高度关注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且相信我们已经为执行 

2013 财年的各大要务做好准备。我们将继续调整资源，确保我们的创新和投资符合股东

、客户和合作伙伴的最大利益。我们将集中精力实现提高所有关键产品类别的市场份额的

目标，其中包括我们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的产品类别。我们将继续努力实现利润增长，产生

长期股东价值。我们还计划继续利用摆在面前的机会，践行我们的目标与战略，赢得客户

业务，在地理区域取得成功。 

思科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我们拥有卓越的业绩记录、深厚的创新文化、帮助客户取得成功

的激情，以及为客户提供所需结果的能力。我们相信，我们预测和应对挑战与机遇的能力

已成为我们“基因”的根本组成部分，我们计划继续加倍努力，进行必要的调整和革新，

确保公司将来的持续成功。我们极为重视与您的合作关系，因为我们携手并肩才能让公司

继续引领未来发展。我坚信，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旅程，感谢您一贯的

坚守、支持与信任。 

John T. Chambers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2012 年 9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