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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负 责 任 的

态 度
创 造 价 值



为达成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耐世特致力于以均衡及透明的方式公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完成情况。本年度

报告将协助我们继续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履行我们对公众做出的坦诚披露的承诺。

2015年，我们承诺全面评估对我们的业务及股东攸关重要的事项。此重大评估有助于我们了解事项报告及专
注于未来业务活动的方法，因为该等事宜与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息息相关。评估工作涉及按照多个准则对众

多可持续发展要素的评价，其中包括各项要素对业务增长及表现、品牌及声誉、企业文化、产品质量及安全的潜

在影响，以及股东与日俱增的社会期望与顾虑所产生的监管影响。

此重大评估的结果构成了我们可持续发展框架的基础。此框架概述了我们对可持续发展做出的首要承

诺，并凸显了我们投入的五项主要的重点要素。我们就各要素制订不同目标，以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表现。 
具体而言，我们通过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融入业务及文化，致力成为负责任的国际企业公民。我们将积

极与股东携手合作，在推动环境、社会及管治方面持续推动可持续发展与股东利益相协调。

耐世特的五项主要的重点要素为： 

我们凭借创新、与优秀的

整车制造商合作并发展地

区、客户及汽车平台交付

服务，努力创造价值，实

现营利性及均衡的全球性

增长。我们致力设计产品

解决方案，衡量整个产品

使用周期，争取实现客户

期望的环境绩效及价值。

我们对可持续 
发展的承诺

可持续发展

商业道德

价值创造

价值创造

社区

健康、安全及环境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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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们将就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提供更详尽的信息。我们期盼

每年都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再创佳

绩。 
耐世特致力于以负责任的态度

创造价值。欢迎读者对我们可持续

发展的举措提出意见及建议，帮助

我们不断进步。 

欢迎阅读耐世特2015年可持续发展
报告。 
本报告是我们提升企业发展可

持续性的重要里程碑。作为香港联

交所上市公司，本报告不仅确保了

我们与有关环境、社会及管治标准

的合规性，也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

更具知名度和透明度。

我们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融入

我们“以人为本、卓越运营、发展

壮大”的企业文化，致力于成为负

责任的国际企业公民。

我们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是一个全面而灵活的发展蓝图，以

五个重点要素为目标：健康、安全

及环境，社区，供应链，商业道德

与诚信及价值创造。  
以下专题彰显了我们一直以来

对以人为本、社会繁荣及全球环境

的承诺。我们为我们的成就而骄

傲，更为我们的正确经营之道而自

豪。 

劳伦特●布列松
总裁兼全球首席运营官
耐世特汽车系统

耐世
特的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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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行为准则及商业道德

严守诚信
准则

可持续发展： 
商业信誉及供应链
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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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环保措施、气候变化
及责任

取之正道

可持续发展： 
健康及安全政策与
实践

确保逾一
万两千名
员工平安
回家  

可持续发展：
社区投资

从今天起为
社会未来福
祉而努力

我们对可持续 
发展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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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诚信
准则
为雇员提供九种语言的全方位合规及道德培训，帮助他们
了解自身的权利及责任。

世特相信经商之

道贵乎诚信，在

一定程度是指，

所有雇员都可以

在处理道德问题

时公平发声。

耐世特汽车系统全球法律执行总监

Dante Benedettini表示：“面对竞争如
此激烈的商业环境，人们往往着眼于利

益得失。为求获利，界线变得模糊，甚

至有人会越轨。” 
因此，Benedettini与团队制定了

清晰的业务守则及合规政策，辅以全

方位的培训课程，帮助雇员树立正确

的观念。

耐

4



 Benedettini补充：“当你鼓励全球
所有员工团队寻找并指出问题，并做到

先知先觉，结果定必超乎预期，更可防

止许多问题的发生。”

修订准则 
耐世特原有的行为准则是公司于2010年
上市时制定，Benedettini认为“好像是法
律条文一般。”他负责修订整个计划，

使其符合新规定，更重要的是让全球所

有员工都更方便地查阅并了解该准则。

该团队以30家不同的公司为基准，
并在每个成功的合规计划中汇总了六项

主要元素，包括：
 
• 行为准则
• 全球适用政策
• 有效的培训计划
• 报告渠道（亦称为举报渠道）
• 集中化合规网站 
• 标准化调查程序及政策 

以上六项元素全部由Benedettini的
团队最新制定，现在构成了耐世特修订

版合规计划的基础。正式员工于2015
年开始受训，临时员工则于2016年开
始受训。耐世特已委聘专业的第三方供

应商负责设立并维护在线及电话报告渠

道及全球培训。 

真正国际化 
作为融合多种文化的跨国企业， 

Benedettini认为必须让所有员工方便
地阅读母语形式的更新数据。 

因此，针对耐世特全球设施使用的

不同语言，行为准则及所有的全球合规

政策包含以下九种语言版本：

英文 西班牙文

中文 意大利文

德文 法文

葡萄牙文 韩文

波兰文

报告渠道也同样如此。例如，如果

一名中国员工拨打耐世特的国际举报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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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会讲普通话的接线员便可为其提供

协助。同样，如果该员工在线上以书面

形式报告违规事宜，也可以使用中文提

交。所有员工均可匿名举报。

耐世特全球培训及着重商业道德和合规培训

•
3,100+

 
•

3,100+

 •

500+

•
20+

•

•

•

•

600+

耐世特的人力资源法律总监Tamika Frimprong及

合规顾问Catherine Colvin讨论最新版本的耐世

特汽车系统行为准则。该准则被译为九种语言在

耐世特全球各分支机构使用并执行。

课程名称

商业道德和
价值
网络

行为准则培训
和内容确认

网络

反国外行贿法
和反商业贿
赂法
网络

反歧视培训
面对面

合规概况
面对面

30
分钟

30
分钟

2
小时

2
小时

1
小时

全球

全球

中国

墨西哥

全球
人力资源团队
巴西
员工
印度
员工
中国
员工

受薪员工
（9种语言）

受薪员工
（9种语言）

受薪员工
（包括合资工厂
员工）

人力资源团队
和经理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受训员工



Benedettini表示：“无论员工身处

何方或使用何种语言，我们都能聆听到

他们的声音，确保人人公平发声。” 

一视同仁 
奉公守法及严守经营诚信是耐世特可持

续发展的准则。 
耐世特合规计划的口号是“道德与

合规并行”。该计划为员工提供指导，

说明了耐世特期望的员工行为方式。

耐世特合规计划的新政策和新程

序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违规风险，协助

员工按照法律和道德的要求行事。 
Benedettini表示：“行为准则可以

让员工了解我们一视同仁的态度，做到

真正的用人唯才。据我所知，员工希望

得到公正无私的对待。我们期望每个人

均可按照行为守则的要求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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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奉公守法，严守经

营诚信。我们明白，每位员工

都是公司形象及文化的代表。

公司所有员工均有责任遵守既

定标准，包括按照适用规定举

报违规事宜。我们的全球合规

标准（包括行为准则）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履行对股东负有

的责任，继续改善我们可持续

发展的报告。 

商业道德

欧洲采购流程经理Aneta Duszkiewicz于2015年出席由耐世特举办的供应商会

议，并在会上全面阐释了耐世特对其供应商行为准则及商业诚信的要求。



路板、电机、传

感器⋯⋯

2 0 1 5 年 ，
耐世特从全球约

1,200家供应商采
购了31.7亿个部

件。 
为给所在社区带来积极的影响，耐

世特秉持对社会和环境负责任的态度向

客户提环保型产品，并选择与具备同等

价值观的供应商进行合作。

电
耐世特汽车全球供应管理执行总监

Jim Corbeil指出：“由于供应商提供的
材料与我们的售价息息相关，因此，供

应商及良好的供应商关系对我们的业务

极其重要。”

合作方式
几年前，Corbeil决定采取长期合作
方式，强化耐世特与全球供应商的关

系。Corbiel认为这套新理念是真正的
供应商关系管理之道，可以在买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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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之间建立信任。这套理念正在

扎根。 
Corbiel表示：“我们希望与供应

商之间可以绝对言而有信，藉此建立

非常坦率的关系。” 
更紧密的供应商关系可以带来巨

大的价值，在增强耐世特的成本竞争

力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带来其他诸多

裨益，例如，供应商愿意在合约期满

后继续给予耐世特支持、更坦率真诚

的沟通、愿意为耐世特未来所需投资

新技术等。

耐世特中国供应商管理团队于2015年耐世特亚洲供应商大会期

间在中国苏州会晤，探讨最佳实践方法及供应商关系。

可持续性供应链建立于互信的基础之上。

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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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耐世特向供应商提供

公平公正的财务条款、为他们迅速有

效地解决问题、尊重并维护他们的知

识产权。Corbiel指出：“这正是待人
如己。”

清晰界定期望及要求 
耐世特锐意向所有合作供应商明确、一

致地传达有关其要求及期望的信息。

秉承全面透明的精神，Corbeil指
出，该等要求及期望已连同正式的条款

及条件，详细记录于供应商要求手册。

可在耐世特网站上查看该手册。

耐世特还设立了一条热线，便

于供应商或员工报告发现的任何问

题。Corbeil表示：“当他们发现问题
时，他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渠道反映”。

他又指出，耐世特的合规团队会对每个

热线电话反映的问题作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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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新方法
为评估旨在改善供应商关系的举措是

否有效，Corbeil向某家业内领先的供
应商关系调查机构寻求协助，在2015
年底对耐世特全球供应商进行调查。 
调查发现：在与供应商的合作关

系方面，只有全球两大整车制造商较

耐世特取得更高的评分。

一家匿名的供应商在调查中反

映：“耐世特是我们最好的客户之

一。交易绝对公平。”

Corbeil认为，上述意见证实，耐
世特在过去四年半中采用的方法行之

有效。 
他指出：“我们已达成主要指

标，也拥有信任我们的供应商。” 

通过向全公司及全球供应链推广质量文化，明确、一致地向合作供应商传达有关要求和期望的信息，我们致力于每

天为每位客户提供首屈一指的技术、质量及价值。

供应链

耐世特全球供应管理执行总监Jim Corbeil在最近北美供应商会议上寓意团结的横幅前
合影。耐世特汽车系统与全球逾1,200家供应商合作。



015年，耐世特将位于密
歇根州沙基诺设施内的两

座燃煤锅炉改造为天然气

锅炉，预计每年可节省

1,300,000美元的能源费
用，而且天然气锅炉每小

时可减少7.2公吨的碳排放量。
7.2公吨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5辆乘

用车一整年的排放量，环境效益十分显

著。

而这只是耐世特众多环保减排举措

中的其中之一。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

看，环保措施涵盖的范围极广，从遵守

法律法规到满足客户需求，以及保护环

境、减少废料及改进生产流程等等。 
实际上，耐世特汽车全球设施、

环境、公用服务及房地产经理Richard 
Harris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履行
一名企业公民的责任。”Harris及其团
队常会自问，“我们怎样做才是正确

的？”

2

行正道，
做正事 
节约资源、减排及回收材料的环保工作

10

环保认证 
耐世特的所有客户及全球供应商均致力

于成为环保管理者，并积极寻求志同

道合之人。为满足新的客户要求，汽车

制造商如福特、通用、菲亚特克莱斯

勒、宝马及丰田均要求供应商通过ISO 
14001认证（各组织为设计并实施有效
的环境管理系统而采用的国际标准）。 
耐世特全球所有的制造工厂均已符

合此项要求。耐世特汽车环境工程主管

兼全球环境管理协调人Kimberly Bostek
表示，认证程序比法律及监管要求更加

严格。 
认证包括年度审计及每三年一次的

重新认证审计，以确保有关组织始终遵

循所有的环境管理系统政策及既定程

序。

EPS BENEFITS
for Drivers, Automotive OEMs & Our Environment 

Decreases  fuel consumption 

Seamlessly integrates with
vehicle systems 

Modular, compact designs
(fits a variety of vehicles) 

 

Paves the way for Advanced
Driver Assist technologies 

EPS（电动助力转向）的优点
汽车驾驶者，汽车厂商和环境保护

降低燃油消耗

与整车系统无缝整合

模块化，紧凑设计
（适合于多样化车辆）

为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技术铺
平道路



耐世特汽车系统制造厂中使用的旧磨轮在附近的工厂回收，并转化加工为砂纸。耐

世特环境工程师（回收）Andrew Walker与耐世特汽车系统环境工程主管兼全球环

境管理协调人Kimberly Bostek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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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披露项目 
环境管理的另一举措是自发参与非盈利性

碳排放披露项目(CDP)。CDP旨在推动
公司及城市披露其对环境的影响，进而

审视自身的管理政策、长期规划及碳排

放。 
继2014年提交部分CDP报告后，耐

世特已于2015年完成其首份完整的CDP
报告。Bostek认为这次经验十分宝贵。
她表示：“在此过程中，你会发现自身

的缺失以及可改进之处。或者，你会明

白，我们今天做的事以及多年来做的事

是正确的。” 

我们持续不断地改进产品设计、流程及服务，厉行节约，并积极通过减少

污染和材料回收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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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和环境

节能目标及项目 
为实现气候中和的长期目标，耐世特

2016年的节电节水电及减废目标为： 

• 水电——较去年减少6%（按每标
准运行小时消耗一度电计算）。 

• 废物——送往堆填区的废料减少
4%（按每标准运行小时所堆填废
料的体积计算）。

其他节能及减废项目包括：

• 改用LED灯—自2012年起，已在
美国、巴西、中国、墨西哥、澳

洲及波兰更替或者安装了7,000个
LED照明系统，节省的能源费用
达1,000,000美元左右。

• 变频驱动器(VFD)升级—变频驱动
器（用于美国的制冷塔及供热、

通风及空调系统）仅在运行时才

耗能，每年节省的能源费用达

1,250,000美元左右。

环保措施实现双赢局面。H a r r i s表
示：“善用现有资源，提升我们的效

率，提高我们的利润。同时，在经营过

程中减少资源消耗也成为全球可持续发

展的元素。” 

欧洲新产品经理Radoslaw Bury解

释耐世特研发的技术对减少全球环

境污染发挥的作用。



确保逾一万两千名
员工平安回家

本急救、适当的

焊接作业通风系

统、操作员专用

机器及防蛇意识

培训。 
对耐世特汽

车系统的全球健康、安全、医疗及安全

经理Don Taylor而言，耐世特在全球各
地的业务所需的健康及安全程序是永无

休止的挑战。简而言之，无论是操作机

器人、辐射、激光还是工业机器，都不

容许存在丝毫错误。

因此，Taylor及其团队致力于教
育、培训及提高意识。 

基

耐世特的健康及安全文化于

集团各阶层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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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表示：“其目的在于确保公
司拥有正确的健康及安全文化。为此，

我们鼓励员工报告所看到的危险行为或

情况，并让他们知道，提出潜在问题不

会受到处分。”

持续培训 
耐世特为员工提供广泛而深入的培训，

课程涵盖正确使用灭火筒、密闭空间工

作、维持安全噪音水平及健康与安全。

完成培训后，员工还可以将有关知识与

家人分享，改善家人及社区的生活。 
一般课程（如Taylor提出的注意安

全）强调，无论是车间工人还是行政人

员，每个岗位对营造安全为上的工作环境

都至关重要。其他课程则会更具针对性。

耐世特全球人体工程学家Martin Saltiel（中）与墨西哥克雷塔罗人体工程学团队成

员Martha Lopez及Fernando Guillen一同出席在美国奥兰多举行的年度应用人体工

程学大会。该团队运用人体工程学理论研发新产品，并凭此项成就入围人体工程大

奖决赛。此外，耐世特旗下来自克雷塔罗的另一团队及来自澳洲基士堡的团队亦入

围决赛。 



以 人 体 工 学 为 例 ， 
Taylor聘请人体工学专家为
耐世特全球设施内的技工提

供培训，指导如何设计工

作、调校设备，以预防关节

炎、肌肉拉伤及其他重复性

劳损。公司鼓励状况有所改

善的员工报名参加公司的人

体工学杯赛。胜出者将获提名参加国际

比赛。

荣誉及奖项
耐世特的安全计划获全球肯定。在过去

三年，耐世特荣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143个奖项，以表彰其所付出的努力。
仅在2015年，公司便荣获了53个奖项。 
耐世特印度亦荣获2015年国家安全

委员会国家级大奖，以表彰其在设施内

实施并维持良好的安全制度及实务，而

墨西哥及巴西的工地也屡获政府赞誉。 
鉴 于 耐 世 特 的 设 施 遍 及 全

球，Taylor指出，健康及安全程序必须
针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断加以调

整。当被要求列举地区性工作环境危险

的例子时，他很快回答道：“眼镜蛇是

真正的威胁（因此印度有防蛇意识培

训）。”

耐世特所用的机器采用人体工学原理，专为

配合操作人员而设计，以减少肌肉拉伤、

关节炎及其他损伤。照片中的人员分别为

耐世特的UAW联合人体工学技术人员Troy 

Newberry；组装线技工Larry Williams；全球

健康、安全、医疗及安全经理Don Taylor；

及全球人体工学专家Martin Salt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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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教育、培训及提高意识，遵守当地的

适用法律及政府法规及规则，在我们的活动中

推广健康及安全文化。我们致力于为员工强化

健康及安全文化，最终实现零损失工作日事

故。

大家安全回家
Taylor表示，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获奖，或仅仅为满
足当地的法律法规要求，也不仅仅是为了减少医疗费

用、工人的赔偿金，或再培训及替换受伤雇员的费用。  
为了一个更简单的原因。 
Taylor说：“我要确保所有员工丝毫无损的回家。”
他补充：“大家知道，在耐世特工作，公司坚信可保

障员工安全，同时关怀员工及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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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和环境

Nexteer’s 2015 National 

显著提升

优质的安全表现

荣誉获得

工业安全服务

安全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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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万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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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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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职业病防范

耐世特荣获2015年美国国家
安全委员会国际安全奖



从今天 
起为社会
未来福祉
努力
耐世特雇员投入时间、发挥所长，改变现状。

0 1 0年夏季，耐世特工程师兼单车爱好者
François Roth 及Manfred Gerken骑上单车，
从德国吕塞尔海姆的办公室出发，前往621英里
（1,000公里）之外的耐世特波兰蒂黑工厂。 
抵达四日后，他们欣喜地为两地儿童慈善团

体募捐了4,657美元（4,300欧元）。自此，由二
人组成的耐世特单车团队阵容日益强大，并踏遍耐世特在欧

洲的各个分支机构，总行程约2,175英里（3,500公里），筹
得善款逾22,500美元（20,600欧元）。

耐世特汽车企业事务总监Luis Canales表示：“耐世
特雇员热心服务所属社区，不仅仅局限于欧洲或美国，而

是我们的每个经营场所。”

成就雇员改变现状
Canales认为，耐世特在为雇员创造机会，改变社区现状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雇员是竞选当地慈善机构的理事

会成员、举办筹款活动，亦或是指导青少年参与乐高®机械

人团队，耐世特都会投入时间及资源对雇员进行支持。

2

沙基诺社区基金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Reneé Johnston与2015年耐世特汽车
系统奖学金的受助人会面：凯特林大学主修替代能源的电械工程系学生Jeff 
Ayling及沙基诺州立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学生Connor Shina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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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les说：“我们所在的社区是雇员的工作及生活场
所。假如我们为社区投入，我们便无法为雇员营造良好的工

作环境。”

2015年，耐世特雇员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持当地社区的慈
善活动，义工服务时间近9,200小时。同时，耐世特在全球
的慈善捐赠及其他捐款合计约为600,000美元。 

聚焦共同目标
Canales致力于与拥有共同目标的机构发展合作关系，他表
示：“从业务角度来看，我们确实需要尽心尽力确保社区繁

荣，而我们也应履行作为社区企业公民的义务和职责。” 
其中一个目标是在社区普及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科学、技

术、工程及数学(STEM)知识。让社区成员用知识武装自己，
应对未来的行业挑战，从而找到理想职业，也帮助耐世特发掘

技术熟练的人才。Canales表示：“这些目标同时为我们及社
区带来裨益。”

 
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此类举措，耐世特与在世界各地设有

外展计划的机构如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建立了合作关系。计划

目前已在美国和波兰的设施内展开，Canales期望可以尽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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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世特的其他设施内推行该等计划。 

对社区的影响从不间断
密歇根州沙基诺社区基金的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Reneé Johnston赞赏耐世特的
投入不仅仅局限于工作职位，还囊括了

社区的各个组织及活动。

Johnston表示：“多年来，耐世特
始终致力于回馈其植根多年的社区。我

们十分荣幸与耐世特合作，创立耐世特

单车爱好者从耐世特欧洲分支结构出发横越欧洲，将骑单车的热忱转化为

募捐慈善基金的途径。

作为负责任的国际企业公民，为我们的当地社区带来积极的影响是我们的责任之一。为此，我们建立合作关系、随时与他

人分享知识及经验、积极参与讨论并交换意见、表彰及庆祝他人的成就、感谢人们对社区做出的贡献，以及与我们居住及

工作所在地的主要机构合作，为他人改变现状。

18

社区

来自中国苏州的一名耐世特员工对参加由耐世特

赞助的感恩节慈善义卖活动深感荣幸。此次活动

所筹得的善款用于资助该地区家庭购买日常用品

和衣物。

转向未来基金。”该基金是耐世特在

2013年创立的捐赠基金。

该基金通过三种途径援助社区：

• 为升读大学主修STEM及商业学
位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 在耐世特雇员为成员的委员会审
批后，由该委员会向当地机构颁

授具竞争力的补助金。

• 按情况酌情拨出慈善补助金，解
决社区的紧急需要。

Johnston表示：“此基金让耐世特能够
做出更大贡献，也让其雇员可以参与其

中。”



推动创新
各类产品，如我们突破性的电动助力转向(EPS)系统，可以
帮助驾驶员：

• 节省燃料。 
• 减少汽车碳排放。
• 增强“驾驶体验”
• 塑造乘用车及货车的“个性化”及性能。 
• 改善各种驾驶情况下的安全及转向操控。 

自1999年起，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效能已帮助节省超过30亿
加仑化石燃料。

传承悠久历史
凭借逾110年来的创新及打造转向及动力传动技术的经验，
我们的主要突破包括： 

• 首个助力转向系统。 
• 纵横滚轮转向。 
• 吸能转向管柱。 
• 前轮驱动半轴。 
• 无刷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展望未来
作为随心而动的引领者，我们已作好准备扩展内部技术，务
求：

• 促进辅助／自主／连接驾驶。
• 迎合高效、洁净能源的需求。
• 改善个人移动技术。

耐世特对未来的愿景始终如一：创新、负责任及可持续发
展。诚邀您与我们并肩前进。

⋯为人们、为繁
荣，为地球。
耐世特汽车坚信正道经营，即我们积极让股东参与环境、社
会、经济及管治事宜，以负责任的态度创造价值。  

耐世特简介
产品：电动助力转向、液压助力转向、转向管柱、中间轴及
动力传动系统

全球设施：21家制造厂、5个应用工程中心、11个客户服务
中心、3个汽车性能中心和1个系统工程中心

全球员工：逾12,000人 

全球客户：逾50家，包括宝马、菲亚特克莱斯勒、福特、通
用、丰田、标致雪铁龙、大众，以及印度、中国及南美汽车制
造商

全球总部：美国密歇根州沙基诺市

收入：34亿美元（2015年）

核心所在
我们致力于成为负责任的国际企业公民。我们「一个耐世
特」的文化体现为：

以人为本。员工获授权行事。我们鼓励有建设性的沟通及个
人发展。 

卓越运营。我们热切追求完善质量。我们以真诚和负责任的
态度及时制定明确的决策。

发展壮大。我们以客为专。我们不懈创新，致力于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

以负责任的态度
创造价值…

One Nexteer Culture

19



阿雷格里港，巴西 班加罗尔，印度 基斯博罗，澳大利亚

格莱维茨，波兰

蒂黑，波兰

苏州，中国

涿州，中国（合资）沙基诺，美国

巴黎，法国米尔福德，美国

都灵，意大利

慕尼黑，德国吕塞尔斯海姆

首尔，韩国

东京，日本

华雷斯，墨西哥

克雷塔罗，墨西哥

柳州，中国

武汉，中国（合资）

古尔冈，印度

卡萨格兰德，美国

北京，中国

全球布局

全球总部
3900 E Holland Rd
Saginaw MI 48601-9494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89-757-5000
www.nexteer.com

欧洲地区总部
33 rue des Vanesses
BP 68056 Tremblay en France
95972 Roissy Charles De Gaulle Cedex
France

中国地区总部
上海市长宁区
长宁路1018号
龙之梦购物中心大厦
2204-2211室，邮编200042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018号龙之梦购物中心大厦2204-2211室, 200042

HOLD FOR
FSC LOGO

HOLD FOR 
SOY INK LO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