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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世特每天都致力於為每位客戶提供一流的技
術、服務和價值。為達成這個目標，我們必須
向供應商夥伴傳達一個清晰而一致的資訊，表
達我們的需求和期望，我們的《供應商要求手冊》
和《企業社會責任供應商原則》因此而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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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世特認識到，作為一個優秀的企業公民需
要對所在地區產生積極的影響，這是可持續
發展的基礎。為此，我們堅守我們的全球《行
為準則》，對非傳統利益相關者承擔更大的
責任，確保持續改善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報告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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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重點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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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及環境

耐世特致力於在所有活動中都推廣關注健康、安全及環境責
任的文化。
• 我們為持續的環境改善設計產品、流程和服務
• 我們恪守與環保相關的法律法規及公司要求

• 我們節省資源、減少污染並加強可再生資源的使用，以達
到環保目的

續 發

續 發

續 發

展

• 我們承諾通過持續改善，最終達成零損工日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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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通過教育、培訓和認知培養將健康和安全植入我們企
業文化的方方面面

續 發 展

可

續 發 展

持

創造價值

耐世特通過以下途徑實現全球的利潤增長和
平衡發展 ：
• 創新

• 與知名的整車製造商 (OEM) 合作

• 發展地域、客戶及整車平台的多樣性

持

社區關係

耐世特通過以下途徑履行企業公民義務：

• 力求成為商務活動所在各個社區的首選企
業鄰居
• 為我們員工生活和工作所在社區的經濟繁
榮提供支援
• 鼓勵員工積極參與公司組織的社區活動

• 通過提供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
方面的教育機會來加強技術和經濟教育
• 通過支援讓員工參與的、對他人生活產生
積極影響的社區活動，或對我們的員工很重
要的活動來推廣協作精神

3

持

持

續

發
續
展
持 續 發展
發

續

發 展

4

耐世特汽車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2019 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簡介

本可持續發展報告包含耐世特汽車系統在 2019 財年（與
日曆年一致）的相關業績資訊。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

報告涵蓋耐世特的全球經營活動 ；本報告所載資訊適用
於在耐世特所擁有或共同擁有的場所、以及在耐世特控
股的合資企業工作的全部受薪員工和小時工。本報告內

這是耐世特汽車系統集團有限公司（耐世特、耐世特汽
車系統或公司）的第五份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每年一

度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是我們溝通可持續發展目標進展情
況的一種重要方式。我們努力通過平衡、透明的方式報
告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進展情況。在我們看來，本報告的
發佈是我們履行良好企業公民義務的一種方式。

我們自我聲明本報告符合適用的 2019 年《香港聯交所

（HKEX）環境、社會及管治（ESG）
》報告要求。本報告

以我們的五項重點可持續發展要素的管理方法為關注

點。這五項重要領域包括：商業道德，健康、安全及環境，
供應鏈，社區關係和創造價值。這五個要素代表我們企
業的可持續發展框架。

除 滿足《香港聯交 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要求外，
我們將 2019 年度報告內容進行了拓展，包括我們如何
幫助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UN SDG）的資訊。聯
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旨在提醒我們關注那些需要廣泛應

對的具體全球挑戰，從而為當前和未來的人類創造更可
持續的未來。

可

持

續

發

的所有財務資料均以美元為單位，另有指明的除外。

為確保本報告所載資訊的準確性與可靠性，我們制定了

內部控制措施和一套正式的審批流程，包括經過耐世特
披露委員會的最終批准。

除發佈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外，耐世特還提供可持續發
展相關資訊，以滿足整車廠的具體要求。我們還向 CDP

（前身是碳披露項目）提供資訊，並通過 EcoVadis（一

家專門提供企業社會責任（CSR）評級和行業記分卡服
務的公司）對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績效作對標分析。我們

將繼續根據該等和其他外部記分卡和排名，監控我們的
可持續發展績效，並努力提高對利益相關者的資訊透明
度、完整性和問責制。

如果您有任何回饋，或需瞭解關於本報告或者我們實施

可持續發展方法的更多資訊，可以通過以下地址和方式
聯繫我們 ：
總部

1272 Doris Road

Auburn Hills, Michigan 48326, USA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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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寄語

我們正在為我們的利益相關者、
全球社區和整個地球創造更加
可持續的未來。

柳濤

作為隨心操控的全球領導者，耐世特提供領先的轉向及

我們的環境、健康及安全——耐世特致力於推廣關注環

們致力於保護地球上的自然資源、實現技術突破並以最

將持續環境改善及生命週期考慮在內。我們評估資源、

傳動系統，包括為輔助駕駛及自動駕駛賦能的技術。我
高道德標準和透明度經營業務。

在逾 110 年的創新歷程中，可持續性始終是耐世特文化

的必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深植於我們的《行為準則》中，
而且與利益相關者的預期保持一致，也符合對自身卓越
的高標準要求。

我們將可持續性融入我們的全球業務戰略中，以便在以
下方面做出改進 ：

我們的產品——我們以滿足行業需求的可持續產品解決

方案成為領導者。通過持續創新及與全球整車廠的合作，
我們將繼續創造價值。例如，隨著全球電動車需求的增
長，我們能通過將轉向系統進行相似的設計實現傳統內
燃機到電動車的過渡，成為客戶推出燃油效率高、低排
放的全新汽車平台時的首選合作夥伴。

我們的供應鏈——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已深深滲透
到我們的全球供應商網路中。2019 年，我們引入了《企
業社會責任供應商原則》。它們展現了耐世特對遵從各

項適用法律，並以最高的道德標準、按照對社會和環境
負責的方式運營企業的期望。

我們的員工——耐世特多元化的全球人才基礎為解決複
雜挑戰帶來廣泛視角和豐富經驗，從而對我們生活和工

作的所在地產生影響。為了提升技能，我們專注培訓，
實現職業、個人和企業共同發展，並為員工未來發展做
好準備。

境責任的文化。我們設計的產品、流程、包裝和服務都

減少污染並加強可再生資源的使用，以達到環保目的。
我們通過教育、培訓和認知培養將健康和安全植入企業
文化的方方面面。我們力爭實現零工傷的目標。

我們的社區——我們力爭成為生活和工作社區首選的商

業夥伴。我們傾聽社區夥伴的訴求，在提升教育、醫療、
社會、公民和文化項目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以在當前和
未來提升我們的社區地位。

我們的客戶——我們在創新、物流、製造、質量和一致

性等構建可持續未來的方面的卓越表現經常為我們贏得
全球客戶的認可。不斷提升區域自治和能力不僅是滿足
客戶期待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實施全球佈局戰略
的重要一環。

在此，我謹邀請您閱讀本報告，進一步瞭解耐世特以及我
們如何利用自身優勢，為我們的利益相關者、全球社區和
整個地球創造更加可持續的未來。
柳濤 謹上

耐世特汽車系統

總裁兼全球首席運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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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耐世特

企業簡介

久的關係，成為我們客戶及供應商的首選夥伴。

系統、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及自動駕駛賦能技術的公司。

出發的解決方案 ：

耐世特汽車系統為一家全球領先的先進轉向及動力傳動
耐世特以其在硬件、軟件及電子上的自主開發及全面集
成能力作為全面服務供應商的競爭優勢。

作為隨心操控的領導者，我們專心致志及努力不懈，利

用在先進轉向及動力傳動系統的設計、開發及生產優勢，
為我們的客戶提供與眾不同的增值解決方案。我們開發

各種解決方案，為傳統及不同水平的自動駕駛在安全及
性能方面開創新時代。整體而言，我們為現今及自動化

未來的駕駛員創造更安全、更節能且更清潔的駕駛體驗。
我們將產品技術系統與 OEM 汽車完美結合的能力，印

證了我們逾 110 年整車集成專長 及產品工藝的歷史傳

耐世特憑藉以下優勢提供可配合實際需要及從整車角度
•

客戶至上 ：堅守承諾而受到尊重和信賴

•

創新求變 ：引領在轉向及動力傳動系統市場的創新

•
•
•

積極主動 ：細心聆聽，瞭解客戶需要

靈活機動 ：反應迅速，提供優質和高成本效益的解
決方案

全球化 ：不論何時於任何目標客戶市場，每次均致
力超越客戶和汽車所需

承。我們的文化激勵員工透過在本公司各個環節中專注
其核心價值（以人為本、卓越運營及發展壯大），實現個
人及職業成長。

我們矢志透過交付可靠且以安全為本的產品，及建立持

全球佈局

法國巴黎

德國呂塞爾斯海姆

德國慕尼黑

波蘭格利維採

中國重慶
中國武漢

波蘭蒂黑

中國北京 / 涿州

中國蘇州

美國薩基諾
美國大布朗克

日本東京

美國奧本山

摩洛哥蓋尼特拉

日本厚木

巴西比路賀利桑特

韓國首爾

墨西哥華雷斯城

印度金奈

墨西哥克雷塔羅

中國蕪湖

義大利都靈

巴西聖保羅

印度浦那
印度班加羅爾

巴西阿雷格里港
巴西雷亞爾港

中國上海

中國柳州
澳大利亞基斯博羅

印度尼西亞勿加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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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耐世特

耐世特概覽

15 個國家
12,820 名員工
全球團隊

全球

全球總部

auburn hills
1272 Doris Road, Auburn Hills

Michigan, United States

48326

產品

 電動助力轉向系統

 液壓助力轉向系統
 轉向管柱和中間軸
 動力傳動系統

 為輔助駕駛及自動駕駛賦能

2019 年總收入

35.8

28

億美元

全球佈局

4
14

個製造工廠
包括 ：

2

個非合併合營企業

個技術及軟件中心
個客戶服務中心

60+
全球客戶

包括 ：

寶馬集團、長安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東風

標 緻雪鐵 龍汽 車有限公司、菲亞特克 萊斯勒
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福特）、通用汽車

公司及附屬公司（通用汽車）、標緻雪鐵龍集
團、瑪魯蒂鈴木印度有限公司、雷諾 - 日產 三菱聯盟、上汽通用汽車有限公司、上汽通

用五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上汽 通 用五菱）、
豐田汽 車公司、大 眾集團，以 及在印度、中
國和南美洲的當地汽車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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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2019 年可持續發展的亮點與認可

2019 年可持續發展的亮點與認可

亮點

舉行了我們的第 4 屆年度
全球服務日活動

資本性支出投資
2.01 億美元

員工總計提供 15,500 小時的
社區服務

工程和產品研發投資
2.96 億美元

首份包含我們為實現聯合國
可持續發展目標所做貢獻的
報告

耐世特一半以上的受薪員工
是科學家、工程師或其他技
術員工

全球供應鏈管理近 900 家
供應商

會員

我們在下列支持可持續
發展的國家和國際組織
擁有會員資格 ：

EcoVadis
Inforum

密西根州汽車峰會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NQC

通過採用職責範圍文檔，擴大
耐世特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的
成員數量並提升規範化

耐世特在第三方可持續
性評估機構 EcoVadis
評估中獲得迄今為止的
最高分 59 分，排在第 86
百分位，並摘得企業社
會責任銀牌勳章
損工日與可記錄事故達
歷史新低

汽車工業行動小組（AIAG）環境可持續性指導小組
密西根商業領袖組織

歐洲汽車零部件供應商聯合會（CLEPA）
密西根州商會

密西根製造商協會的環境委員會
原始設備供應商協會（OESA）

西里西亞汽車與先進製造群聚（SA&AM Cluster）
.
——波蘭（西里西亞當地）
國際汽車工程師學會

汽車工程師協會的女性工程師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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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可持續發展的亮點與認可

第三方認可

在過去一年內，耐世特的領導力獲得行業和客戶的廣泛認可，屢獲殊榮。憑藉在產品和製造方面的創新、品質與卓
越的客戶合作關係，耐世特獲得諸多好評。以下按地區列出我們的成就。

耐世特公司和北美榮獲：

弗若斯特沙利文諮詢公司的工程和製造技術領導力獎

美國製造協會製造業領導力大獎——企業整合和技

術領導力獎

通用汽車年度供應商獎

通用汽車供應商品質卓越獎，以表彰耐世特薩基諾第
6工廠
通用汽車 Drive2Great 項目客戶關懷和售後服務
獎以表彰耐世特北美公司的服務和售後市場製造

表現

於2019國際汽車技術年會頒發的汽車創新技術獎，以
表彰靜默方向盤™轉向系統 和可收縮式轉向管柱

在 超級公司評選中，位列擁有3,000名以上員工公司
的第23位
耐世特/健康進社區項目獲得最佳回饋獎

耐世特巴西榮獲：

巴西政府最佳職場 獎（連續第三年獲此殊榮）

愛科集團卓越品質獎，以表彰耐世特製造的機械轉

向管柱

耐世特中國和亞太地區榮獲：

上汽通用五菱國際先鋒獎 和優秀響應獎，以表彰我
們的優質產品、出色服務和合作夥伴精神

福特2019年世界傑出供應商獎，以表彰電動助力轉

向齒輪

美國質量協會（ASQ）的國際卓越團隊獎入圍獎

美國質量協會的內部利益相關者創新理念——與會

者選擇獎

印度國家安全委員會卡納塔克邦分會頒發的傑出安
全獎

福特銀級製造獎，以表彰耐世特蘇州所生產的電動助
力轉向系統
HR圓才授予的大蘇州最佳僱主獎

前程無憂和應屆生求職網頒發的中國大學生喜愛僱

主獎

HR Tech和HR Salon頒發的候選人體驗金獎

耐世特法國榮獲：
最佳職場 認證

耐世特德國榮獲：
最佳職場 認證

耐世特意大利榮獲：
最佳職場 認證

耐世特摩洛哥榮獲：
最佳職場 認證

耐世特波蘭榮獲：

MotoSolutions的企業社會責任獎
萬寶盛華集團的友好工作場所獎

Moto Idea的十週年紀念獎，以表彰耐世特對波蘭汽
車行業產生的重大影響
標緻雪鐵龍集團的鉑金供應商卓越證書，以表彰耐
世特波蘭的卓越服務
蒂森克虜伯頒發的交付品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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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可持續發展的亮點與認可

通用汽車 2019 年「Drive2Great 項目客戶
關懷和售後服務獎」
，以表彰耐世特北美
服務和售後市場製造團隊，美國（第一行
左）
於 2019 國際汽車技術年會頒發的「汽車
創新技術獎」
，以表彰靜默方向盤™轉向
系統和可收縮式轉向管柱，中國（第一
行中）

2019 年 MotoSolutions 大會上頒發的企
業社會責任獎，波蘭（第一行右）

連續第三年榮膺巴西「最佳職場」認證，
巴西（第二行左和右）

福特 2019 年「世界傑出供應商獎」，以
表彰電動助力轉向齒輪，中國（第三行左）
通用汽車「供應商質量卓越獎」，以表彰
耐世特薩基諾第 6 工廠，美國（第三行
左中，最後一行左）

愛科集團「卓越品質獎」，以表彰機械轉
向管柱，巴西（第三行右中）

國家製造協會「製造業領導力大獎——企
業整合和技術領導力」，美國（第三行右）

萬寶盛華集團的友好工作場所獎，波蘭
（最後一行右）

耐世特汽車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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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企業管治
管理可持續發展

耐世特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

企業管治

改善我們的可持續性發展報告實踐。

耐世特的誠實、正直和良好的判斷力是助力我們獲得如
今聲望和成功的絕對基礎。因此，我們設立了一系列我
們在開展業務時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這一套《行為

耐世特致力於成為最高標準企業公民中的一員。

耐世特董事會對公司管理方向及業務負責並擁有普遍監

管權利，包括與可持續發展、環境、社會及管治有關的
事項。在編制本報告時，董事會由 9 位董事組成，其審

核及合規委員會、薪酬及提名委員會包括了多數獨立非
執行董事。

耐世特的企業運營遵從各項法律法規，並以最高的道德

標準管理企業。我們認識到每個個體的行動都反映了耐

世特以及深耕百年的「同一耐世特」文化。每位員工都有
責任遵照耐世特設立的標準，包括報告與相關法律相悖

的違法行為等。包括《行為準則》在內的全球合規標準，
幫助我們對利益相關者承擔更大的責任，幫助我們持續

準則》旨在阻止錯誤的行為，並鼓勵下列行為 ：
•
•
•
•
•

個人與商業往來中的誠信和道德行為

在耐世特的公開通信和所申報的文件中進行全面、
公允、準確、及時和可理解的披露
遵守適用的法律、規定和規範

立即報告任何違反《行為準則》的行為
遵守《行為準則》的責任制

授權所有員工報告潛在違規行為非常重要，這樣我們才
能開展調查，並在必要時採取改正措施。為確保這項工

作的順利開展，我們專門開設了道德熱線來方便大家提
出問題、尋求指導，或匿名舉報可疑的不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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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管理可持續發展

2015 年，耐世特成立了一個由跨職能跨國家的專家組成
的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SWG），其責任和權利包括 ：將
能夠直接影響耐世特可持續發展方向和表現（包括我們

的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流程）的政策、實踐與流程進行

戰略化處理，並據此作出行動。本報告反映了可持續發
展工作小組對可持續發展的領導與承諾。本報告經耐世

特披露委員會審核，並最終經過耐世特董事會批准之後
才予以發佈。

每年對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的成員進行評估，以確保其

能恰當地反映耐世特的五項重點要素 ：商業道德，健康、
安全及環境，供應鏈，社區關係和創造價值。這五項要
素整體代表了我們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框架。

耐世特的可持續發展框架符合香港聯交所的《環境、社
會及管治指引》報告要求。耐世特在 2016 年通過一個
綜合性流程識別該框架，以發展我們的企業可持續發展

監控和報告框架（SMRF）。每年，我們對該框架進行審
查和更新，以確定對我們的業務和利益相關者至關重要

的問題，並確保繼續符合香港聯交所規定的強制報告要
求（參見本報告的「重要性」章節，瞭解更多資訊）。

本報告給出了我們對標香港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

指引》的披露要求取得的成績，其中的綠色標記是對應

要求的唯一識別符。另外，我們還在本報告附錄 A 中附
上了香港聯交所（HKEX）參考表格。我們還盡可能提供
年度同比資料，顯示隨時間變化的趨勢。

2019 年，我們自願將耐世特對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
標的相關貢獻納入耐世特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如需進一

步瞭解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以及耐世特對實現這些目
標的貢獻，請參見本報告附錄 B）。

耐世特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

自發佈首份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以來，耐世特在每個可

持續性報告週期不斷強化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和理解。
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負責領導發展耐世特的可持續發展

專案，包括管理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流程 ；設立和制定
目標、可持續發展舉措以及關鍵績效指標 ；審查和更新
材料 ；並持續審查和修訂公司的可持續發展監控和報告
框架，以適應不斷變化的需求。

鑒於耐世特管理層對可持續發展的日益重視以及投資者

和客戶對可持續性報告透明性的要求與日俱增，我們為
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制定了職責範圍。

耐世特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的成員每月舉行一次會議，
評估工作進展、分享最佳實踐並制定行動計劃。小組成

員還負責採集耐世特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相關資料和資
訊 ；審查公司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準確性並簽字 ；在
實施公司可持續發展計劃時，根據需要或要求提供建議

或意見、支持和幫助 ；在全公司推崇可持續發展文化 ；
以及協助識別和監管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已識別的和潛在

的風險和趨勢，並對管理、緩解和預防這類風險提出建
議。

我們每年評估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的成員資格，確保各

位成員仍在擔任直接影響香港聯交所報告要求與耐世特
可持續發展框架一致性的角色或職能。

耐世特汽車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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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耐世特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
Kimberly Bostek，環境工程

Amalia Rebeca Chavez，國際傳播
Piotr Dembinski，國際傳播
Todd Hare，信息技術

Jason Hatfield，健康與安全

Erin Heinrich，全球市場傳播
Summer Hou，國際傳播

Crystal Huizar，全球供應鏈管理
Brandon Kalasho，法務

Cheryl Krieger，人力資源
Steven Leiger，內部審核

Virginia Li，董事會辦公室
Walter Lis，質量

Julie Malesky，組織有效性

Lynn Pavlawk，全球政府事務、企業社會責任及可持續發展
Kymberly Reeves，法務

Jerry Rush，全球政府事務

Martin Saltiel，健康與安全
Aaron Seyuin，工程

Myiesha Smith，社區關係

Caren Stajninger，內部審核
Luyi Wang，國際傳播

Sandra Wilk，國際傳播

Sharon Wisniewski，全球供應鏈管理

社區關係

創造 價值

供 應鏈

健 康、安 全及
環境

商業 道 德

耐世特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
五項重點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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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利益相關者的包容性和參與度

利益相關者的
包容性和參與度
與供應商領導團隊、
項目經理和客戶經理
舉行特別會議

與
客戶
經理的特
別會議和電話

年度全球服務日
經濟資助

合同談判

製造評估和流程計劃

社交媒體

評審

製造能力評估
報價申請

行業活動

現場產品演示以及車間參觀

整車廠可持續發展報告舉措
行業協會活動

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

技術和商務評審

衝突礦產報告

分地區進行本地驅動的參與
行動

面對面會議

面對面銷售會議

與高層領導的特別會議

與社區領袖會面，使耐世特
資源滿足當地需求

年度供應商會議

以電子、電話和現場方式回應
客戶的要求

與主要客戶經理、
客戶總監和執行管理層
的特別會議

技術活動

展覽會

社交媒體

客戶

社區

支持整車廠慈善團體

供應商開發活動
供應商調查

行業

供 應商

我們積極鼓勵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
從而以負責任的方式創造價值。參

與分析師和投資者的
特別會議

股東週年大會
中期報告

財報大會

季度全球電話會議

投資者考察活動和工廠參觀
貿易展、行業論壇和專業
論壇上的討論和演示
參與銀行會議

構

者
資

年度報告

展覽會、行業和其他專
業協會活動中進行非正
式討論

與方式包括 ：

投

分析師會議

全球貿易和行業活動

共同參與技術或研究小
組和委員會

的環境、社會、經濟和管治事務，

管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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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年度全球管理層
會議
年度目標設定

年度產品線管理層工作坊
自下而上的溝通管道

部門和地區全員大會

內部運營與辦公數字化資訊和溝通

員工發展計劃以及培訓計劃
員工活動

員工敬業度調查
道德熱線

監

面對面會議

在行業、展覽會和專業協會活
動中進行正式和非正式討論

共同參與技術或研究小組和委員會

按照監管要求提供資料和資訊

參與調查和配合其他資訊披露要求

員工與高管之間的
非正式小組溝通

內部網站（內聯網）
導師計劃

持續的內部電子郵件溝通
績效評審

高管主持的季度管理層業務更新電話會議
季度區域運營情況視頻更新
部門例會

社交媒體

耐世特汽車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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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重要性

對重要性的積極探索

耐世特的重要性問題是指可對我們創造、保留或破壞經

社會責任評估框架以及同行和關鍵客戶發佈的可持續發

濟、環境和社會價值的能力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問題

展報告等資訊。

和議題。對我們的利益相關者、經濟、環境、社會和組

其次，通過大量利益相關者參與的流程（包括向全球運

織至關重要的機會和風險，值得我們在可持續發展戰略

營委員會、員工以及客戶、投資人和供應商進行電子調

和框架中給予特別關注，也值得我們在可持續發展報告

研）
，我們進一步評估並精簡了潛在重要主題清單。我們

中給予高度重視。

要求各利益相關者評估各主題對業務增長和績效、品牌

作為一家承諾報告可持續發展事務的組織，分享我們用

和聲譽、公司文化、產品品質和安全以及監管的潛在影響，

於確定重要問題的流程和閾值是兌現承諾的重要組成部

並據此對主要問題進行排序，同時也將這些問題根據對

分。

更廣泛的社會期待的影響進行排序。

我們的流程

第三，耐世特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和耐世特全球運營委
員會對流程和結果進行最終審查，以驗證結果。

2015 年，我們首次確定了重要性流程。該流程説明我們
瞭解我們需要報告什麼內容及如何將精力集中到重要的
活動中。這幫助我們確立了代表企業可持
續發展框架的五項重點要素，這些要素直
至今日依然有效。

企業目標

2018 年，我們對重要性評估主題進行了細
微調整，以便更好地反映我們對利益相關

者之需求和關注的理解，以及利益相關者
提供的額外投入。

2019 年，我們積極對重要問題進行了更
全面的審查，並擴大範圍，將來自內外部

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具體回饋納入其中。該
流程包含一系列步驟，如右圖所示。

首先，我們全面審查了公開信息，將潛在
重要主題列為長清單。我們還審查了來自

股市指數、行業和全球認可可持續發展報
告協定和指南、第三方可持續發展和企業

識別
更新

確定優先性

可持續發展目標
審查

利益相關者目標

驗證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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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重要性的積極探索

我們致力於每年審查重要性評估流程和結果，確保我們

重要性評估流程的完整結果如下圖所示。

將重點放在解決對業務和利益相關者而言最為重要的問

最重要的方面按照往年相同或類似的方式評估，因為這

題。我們將繼續使用這一年度流程的成果，按需完善我

些方面在耐世特重要性矩陣中的位置並未發生顯著變化。

們的可持續發展框架和重點關注領域。

然而，我們也注意到一些關鍵變化。例如，
「材料」「安全
、

實踐」和「氣候變化」等議題對利益相關者和耐世特業務
的重要性已發生轉變，而「隱私」「多元化和包容性」
、
「廢
、
水和廢棄物」以及「公共政策」等議題對耐世特業務的重

要性發生了變化，但是對耐世特利益相關者的重要性並

優先主題的詳細報告
（含可用資料和目標）

未發生變化。

3.5

產品質量 / 業務流程標準化

3.0

創新

環境合規

市場形象

2.5

重要主題的敘述性報告
（含可用資料）

對利益相關者評估和決策的影響

氣候變化

間接經濟影響

材料

公共政策

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自由

強迫或強制勞動

2.0

人權評估

水資源

1.5

原住民權利

採購實踐

童工

客戶健康與安全

排放

經濟表現

安全實踐

反競爭行為

僱傭

培訓和教育

職業健康與安全

營銷和標識

客戶隱私

社會經濟合規
品牌識別 / 管理

供應商環境評估

非歧視

廢水和廢棄物

反貪污

供應商社會評估

能源

多元化和包容性

當地社區

勞工 / 管理關係

生物多樣性

1.0

0.5
需內部監督和
管理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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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0

沒有影響

0.5

健康、安全及環境

1.0

較低影響

1.5

2.0

中等影響

經濟、環境和社會影響的重要性
社區關係

供應鏈卓越

2.5

商業道德與誠信

3.0

3.5

重大影響

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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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吸引並留住頂尖人才
僱傭

吸引並留住.
頂尖人才
HKEX B1

我們的團隊

HKEX B3

耐世特作為一家歷史悠久、致力創新的公司，能在正確

的時間提供正確的產品，招聘並留住頂尖人才對於耐世
特在隨心操控領域的持續成功至關重要。

我們瞭解求職者最關心的問題。2016 年，我們成立了一
個焦點小組，負責確定求職者首要關心的問題 ：個性化

職業、組織內成長和晉升的機會、崗位的重要程度、公
司是否遵守道德規範及可持續發展。耐世特為有潛力的

新人提供這些機會。此外，我們的「同一耐世特」企業文

化專注於以人為本、卓越運營、發展壯大，可以幫助我
們留住頂尖人才。

耐世特提供一系列與職業發展相契合的培訓計劃、全球
發展和跨職能工作機會。

僱傭

HKEX B1

我們承諾遵守所有適用的僱傭法律，促進一個以尊嚴、
公平和尊重為核心的工作場所文化。這也是為什麼所有
受薪員工每年都要完成一次與我們政策、實踐和僱傭法
律相關的深度培訓。這一年度培訓和員工手冊涵蓋的主

題包括福利、薪酬、歧視、解僱、多樣性、平等機會、
公平勞動、騷擾、人權、升職、招聘、留用、休假、安全、
工作時間和防止暴力。

我們還致力於實踐公平、平等的僱傭。在耐世特，僱傭、
升職、獎金和其他相關的僱傭決策都基於績效。

我們相信每名員工都能為維護最高的道德與正直標準貢
獻一份力。員工可做的貢獻包括報告已知或疑似的違反
適用法律和准則的行為。

我們的全球合規標準（包括《行為準則》）可以幫助我們
更好地履行對股東負有的責任，並確保持續符合相關法
律法規的規定。

所有新員工都必須接受《行為準則》培訓。2019 年，公
司再次向全球員工發佈了《行為準則》培訓，以便員工溫
習其中的內容，並提醒員工耐世特對他們在工作場所的
行為有何期望。培訓的整體完成率超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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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並留住頂尖人才

我們的團隊
HKEX B1.1

我們的團隊包括 12,820 名小時工與受薪員工。在我們的

12,820 名員工中，8,568 名為小時工，4,252 名為受薪員工。
以上員工數據截至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不同類型（小時工、受薪員工）以及不同地區勞動力分佈
地區
巴西

小時工

118

受薪員工

49

總計

167

中國

986

1,002

1,988

德國

0

42

42

法國
印度

0

451

332

221

75

墨西哥

2,949

波蘭

1,107

摩洛哥
美國

亞太區
其他國家

歐洲、中東、非
洲及南美區其他
國家
總計

58

58

783

401

3,350

2,733

442

1,794

1,549

3

38

41

0

19

19

8,568

4,252

296

4,527

12,820

4,252 名.
受薪員工
8,568 名.
小時工

共計 12,820 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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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並留住頂尖人才

員工流失率
HKEX B1.2

員工流失率衡量的是自願或因為解僱、退休或相關原因
離開組織的員工。在為 2019 年報告準備人力資源數據時，
我們注意到 2018 年的流失率計算存在錯誤，並在此進行
更正。
2019 年各地區員工流失率

員工流失數

員工流失率（%）

地區

2018

2019

中國

662

523

28.25

德國

6

1

15.00

2.44

1,820

1,488

56.09

45.13

180

159
595

11.38

12.32

10.16

12.43

13

2

29.55

4.71

1

1

5.88

5.56

巴西

法國
印度

墨西哥

摩洛哥
波蘭

美國

亞太區
其他國家

歐洲、中東、非洲及南
美區其他國家
總計

35
7

61

1

622

3,408

36
4

38
10

2,857

2018

2019

16.43

18.95

11.48

6.72

12.76

2.33

25.98

24.15

6.03

5.90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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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並留住頂尖人才

2019 年員工流失率的性別分佈

1,038 8.00%

女性

1,184 9.03%

1,819 14.03%

男性

2,224 16.96%

2019年員工流失數和流失率（%）
2018年員工流失數和 流失率（%）

2019 年員工流失率的年齡分佈

2,048 15.79%

40歲及以下
41-59歲
60歲及以上

732 5.64%

394 3.00%

77 0.59%
85 0.65%

2019年員工流失數和流失率（%）
2018年員工流失數和 流失率（%）

2,929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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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培訓和發展

培訓和發展

HKEX B3

2019 年，為進一步強化人才管理工作，耐世特將技術和

此外，我們於 2019 年完成了
「同一耐世特」全球文化培訓，

部門發佈了這一框架）擴展到全球供應鏈管理、項目管

為支援流程的持續改進，我們通過合併現有招聘系統進

行為能力框架從工程部門（2018 年，我們針對工程職能
理、內部審計和質量等企業內的其他職能部門員工。該

框架可有力地識別員工能力，更好地幫助企業各職能部
門主管分析員工能力，並識別需要改進或存在能力差距
的領域。

全球 85% 以上的受薪員工完成了這一培訓。

行全球招聘流程的標準化，並採用這一全新系統為新建
印度軟件中心和摩洛哥工廠招聘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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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和發展

HKEX B3.1

下圖展示了按性別和僱員類別劃分的受訓員工人數和比例。

Number and Percentages of
Employees Trained by Gender
按性別劃分的受訓員工人數和比例
女性
男性

總計

1,934 54.48%

5,915 63.81%
7,849 61.22%

Number
and Percentages
of Employees Trained by Employee Category
受訓百分比（%）
2019年受訓員工人數及

按僱員類別劃分的受訓員工人數和比例 *
高管/高級管理人員和經理

98 80.92%

基層/中層管理人員和經理

678 95.08%

專業人員

3,311 102.33%

技術人員

銷售人員

3,187 39.66%
56 81.60%

行政支持 519 80.19%
總計

7,849 61.22%
2019年受訓員工人數及 受訓百分比（%）

* 2019年超過100%的受訓比例 – 包含了2019年離開公司的員工所完成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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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和發展

HKEX B3.2

下表顯示了按性別和僱員類別劃分的員工接受培訓的平
均小時數。

2019 年按性別劃分的平均培訓小時數

19.91
小時
女性

16.90
小時
男性

Number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raining Hours Completed,
by Employee Category
2019 年按僱員類別劃分的平均培訓小時數
高管/高級管理人員和經理

17.46

基層/中層管理人員和經理

24.22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銷售人員
行政支持

38.64
8.70
11.88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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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全員恪守商業道德
勞工準則
反腐敗

恪守道德是耐世特
及其業務的核心
勞工準則

反貪污

HKEX B4

HKEX B7

動與僱傭的法律，反對僱傭歧視、強迫勞動或僱傭童工，

我們遵守全球政策，促進符合倫理道德的行為，以合規

耐世特堅定維護員工的人權與尊嚴。我們尊重並遵守勞

維護結社自由及勞資、移民、隱私及薪酬方面的權益。
我們不會在知情的情況下，與提供不安全產品或服務、
違反勞動或僱傭法律、或者以體罰作為懲戒措施的供應

商合作。如有任何人員發現耐世特僱員、客戶、供應商、
或其他與耐世特進行商業合作的第三方違反了任何相關

法律，都應主動向人力資源部門上報。員工也可以向我
們的內部道德熱線或法務部門報告可能的違規行為。
HKEX B4.1

HKEX B4.2

我們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童工和強迫勞動。在我們經營
業務的任何國家，我們從不僱用 18 周歲以下的人員。迄
今為止，我們尚未採取措施消除或減輕業務中的童工風

險，因為我們有嚴格的僱傭慣例，絕不僱用 18 周歲以下
的人員。

HKEX B7.1

耐世特致力於預防行賄、受賄、恐嚇、欺詐、洗錢的行為。
的方式進行商業運營。我們遵守適用的全部相關反貪污
法律法規，並且從未受到任何涉及貪污的法律指控。
HKEX B7.2

我們提供多個管道報告可疑活動或行為，例如涉嫌的貪

污和賄賂事件，具體包括 ：直接向主管或經理報告 ；向
我們的人力資源、法務部或其他相關職能部門報告 ；以
及通過電話或網路向我們的道德熱線作匿名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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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加強社區建設

本章節——以人為本，加強社區建設
年度全球服務日

耐世特轉向未來基金

以人為本，
.
加強社區建設
HKEX B8.1

HKEX B8.2

我們對員工在全球範圍內參與的當地活動感到自豪。我

們的慈善捐助集中在一個或多個領域 ：社區合作夥伴、
職業和教育，尤其是 STEM 方面的教育，以及加強社區

建設。2019 年，我們的員工投入了 15,500 小時進行社
區服務。無論是獻血、清理公園還是指導青年從事科學
和工程事業，耐世特員工的慷慨投入在全球都得到了認
可。

HKEX B8

耐世特將與社會責任相關的政策文件都進行了妥善的記
錄。這些文件提出了社區投資、志願者、會籍、我們的

重點貢獻領域的相關內容，並指導我們如何展示對社區

參與的承諾以及如何評估社區對我們的資金投入和 / 或
時間貢獻的需求。我們將持續努力參與到我們經營所在

的當地社區中來。我們優先考慮資助耐世特員工生活和
工作所在社區中的各類組織，尤其是那些管理委員會或
領導團隊歡迎耐世特代表的組織以及為耐世特員工提供

這些基金通過以下 3 種獨特的方式為社區提供支援 ：
•

為攻讀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或商業專業大學學

•

向耐世特開展業務所在社區的當地組織提供競爭性

•

位的學生提供獎學金
資助

根據需要提供可自由支配的慈善捐款，用以滿足社
區的即時需求

2018 年，耐世特還設定了社區貢獻度的基準，以後每個

日曆年結束時都會根據這個基準衡量我們的貢獻。所述
基準為 ：全球貢獻總額達到 60 萬美元。2019 年，我們
的捐款略低於我們的目標，但志願者服務小時數卻超過

了往年。慈善捐款和志願者服務小時數的同比趨勢如下
所示。

全球年度財務貢獻和志願服務小時數

年度

志願服務機會的組織。

2016

會管理的基金 ：

2018

2019 年，耐世特支持了 4 個通過密西根薩基諾社區基金
•

轉向未來基金

•

教育基金

•
•

改善社區基金

耐世特獎學金

2017

2019

慈善捐助（美元）
40 萬美元

30 萬美元

60 萬美元

50 萬美元

志願者服務小時數
13,500
13,500
13,000

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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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加強社區建設

年度全球服務日

耐世特於 2019 年 7 月 19 日舉辦了第四屆年度「全球服

務日」活動，籍此踐行耐世特對「創造一個更安全、更清
潔、更美好的世界」的承諾。耐世特員工參與了 20 項公

司組織的志願者活動，跨越全球四大洲 ：北美洲、歐洲、
南美洲和亞洲。僅在活動當天，超過 625 名耐世特員工
組成的志願者貢獻了超過 1,600 小時來支持當地社區。

世界各地的全球服務日活動
美國密西根州奧本山

耐世特員工在「Focus: HOPE」
（ 底特律一家致力於為有需
要的家庭打包食物的非盈利性組織）進行志願者活動。
巴西阿雷格里港

志願者們花了一整天時間為當地一家公立學校粉刷牆壁
和重建屋頂。

美國密西根州薩基諾

志願者們參與清潔和修整薩基諾的 Houghton-Jones 社

區花園，進行了一系列施工和美化活動，如搭建露台和
農作物出售攤位、粉刷大棚以及安裝新的入口標示等。
義大利都靈

志願者主要負責清潔和修整城市內的花園和遊樂園。
波蘭蒂黑

志願者舉辦了「慈善日」活動，邀請當地基金會的兒童到
耐世特度過一天，享受活動和了解公司技術。
法國維勒班特

耐世特員工與殘障學生度過了一天，幫助清理和裝飾他
們的學校，並為學生們做午餐。
德國呂塞爾斯海姆

志願者花了一天時間清掃當地動物收容所，並重新粉刷
了牆壁。

耐世特在澳大利亞、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
韓國和新加坡的辦公地點

來自這些地方的 570 多名耐世特志願者在當天進行了當

地社區清潔，提升健康、安全和福祉，並為不同機構捐
款及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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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回報

地球日

和員工工作和生活的社區。

教堂區廢棄的土地，從而使該區域附近的社區重煥活力。

一年來，耐世特始終堅持回饋我們業務經營所在的社區
美國

年度戶外高爾夫

2019 年，耐世特舉辦了第 7 屆年度「戶外高爾夫」活動，
為耐世特獎學金籌集了 40,000 美元善款。自 2012 年舉
辦以來，
「戶外高爾夫」活動共籌集了超過 300,000 美元

善款。耐世特向高中畢業生、耐世特實習生、合作教育

耐世特薩基諾工廠與薩基諾盆地管理局合作，以恢復大

該項目是薩基諾盆地管理局最新舉措「授粉項目」的一部
分。通過使用農業種植技術，授粉項目的目標是種植花
期從五月到深秋的花卉，從而美化社區。此外，該項目

還致力於增進鄰里關係，減少犯罪，以及保護受威脅的
傳粉者和當地野生動物。

項目學生以及想要申請聯邦技工移民的非傳統學生提供
獎學金。

新設社區獎學金

耐世特新設兩項社區獎學金，通過五大湖地區聯盟進行
項目發放，主要關注與 STEM 相關的青少年活動 ：
•

根據學校回饋，交通成本往往成為該區域學生進入

STEM 學科資源豐富的學府學習的一大阻礙，為此，
耐世特向該地區的學校和課外俱樂部設立了一筆獎

•

學金，用於資助交通費用

通過合作夥伴關係，我們設立了一筆獎學金幫助學

生們享有學習 STEM 的公平權益。該獎學金共資助

了七個項目，包括中央密西根大學 STEM 卓越中心
的 Little STEMmers 項目，以 及 將齊 佩瓦自然中心
和該區域各類學校相結合的「理解 STEM 本質」項目

發佈 STEM 護照工具

耐世特發現了將員工及其子女與本區域 STEM 學科資源
豐富的學府聯繫起來的需求。為此，2019 年我們首發了

STEM 護照工具，通過向提供 STEM 學府提供補助，鼓
勵小學生追求更高的 STEM 教育。耐世特選擇向我們的

員工提供額外補貼，鼓勵其參與及創建了耐世特 STEM

俱樂部。只要耐世特家庭成員的 STEM 護照上蓋上一個

「章」，其子女便可收到抽繩背包和耐世特 STEM 俱樂部
定制杯。

人才遊

2019 年全年，耐世特薩基諾工廠組織了多個學生和教育
者的團隊參觀，鼓勵學生在製造業和 STEM 學科資源豐
富的環境中發掘職業發展機會。例如，來自薩基諾縣 14

所不同高中的 40 多名學生參與了耐世特組織的人才遊，
參觀耐世特在北美的製造業務。在人才游期間，學生和
學校工作人員能夠非常直觀的看到耐世特先進製造流程
中的技術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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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亞太地區

印度浦那警察局

耐世特與印度浦那扶輪社合作，為當地女警提供適當的

更衣、儲存和衛生設施。她們在當班期間缺乏這些設施，
其中很多人的輪值時間長達 24 小時。

中國貴州的圖書室

耐世特與「善城公益聯合會」合作，資助了「百所西部愛
心圖書室」的慈善專案。耐世特志願者在貴州省一個小

鎮援建了一所學校圖書室，為約 200 名學生提供書籍和
閱讀桌椅。

FIRST 樂高聯盟機器人大賽

耐 世 特 汽 車 系 統 舉 辦 了第 19 屆 年 度「Nexteer Ready
Set, LEGO!」資 格 賽， 小 學 生 們 將 競 相 角 逐 密 西 根 州

FIRST 樂高機器人聯盟錦標賽資格。參賽團隊需使用樂

墨西哥

獎學金

與聯合之路（United Way）合作，耐世特華雷斯城工廠
為該地區需要幫助的學生提供獎學金。

高技術設計、建造和程式設計機器人，完成至少 15 項

健康社區活動

來自大湖灣地區的 280 多名學生組成 32 支隊伍，參與

項目將一支流動醫療團隊帶到社區，提供往常社區居民

任務。

到 FIRST 樂高聯盟機器人大賽資格賽中。30 多名耐世特
志願者參與其中，協助賽事的成功舉辦。此外，耐世特
的部分員工常年擔任 FIRST 教練和導師。

耐世特克雷塔羅和華雷斯城工廠開展了「健康社區」活動。
難以獲得的有品質的醫療服務。流動醫療團隊為有需要
的人提供免費基層醫療和牙科服務，團隊已經為克雷塔
羅和華雷斯城分別提供了八次和兩次走訪服務。

每年，耐世特向所有 FIRST 項目捐贈 50,000 多美元，支

幫助癌症兒童

巴西

達成永久合作，為極需醫療幫助的癌症兒童提供幫助。

持 STEM 項目的發展。

年度多元化日

2019 年 9 月，耐世特巴西舉辦了「年度多元化日」活動 ：
活動由研討會、午餐時段的視頻播放、信息面板展示以

及工作日結束前的講座組成，以展示巴西工作場所的豐

耐世特克雷塔羅工廠與非盈利性組織 Banco de Tapitas
Banco de Tapitas 將回收塑膠瓶蓋所獲收入捐贈給所需
兒童，為他們提供幫助。克雷塔羅市的三家耐世特工廠
設立了瓶蓋回收桶，為該慈善組織提供支援。
德國

富文化和包容性。多元化日是耐世特巴西多元化和包容

慈善騎行活動

年齡層、種族及文化和 LGBTQ+。

幕，耐世特德國公司員工前往摩洛哥參加慈善騎行活動，

性項目的組成部分，主要有 5 個支柱 ：女性、殘障人士、

對我們的支持表達謝意

在 25 週年慶祝週上，耐世特巴西因其對 EMEF 移民學
校的貢獻而獲得殊榮。該學校與耐世特工廠位於同一社

區。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全球服務日，耐世特也曾為該
學校提供幫助。

為慶祝耐世特摩洛哥蓋尼特拉新建製造工廠的盛大開
為 Dar Al Fatayat 孤兒院籌集資金。員工從摩洛哥非斯
騎行到蓋尼特拉工廠，全程 25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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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世特轉向未來基金

耐世特的「轉向未來基金」由耐世特員工組成的委員會
管理。該委員會負責審核慈善資助申請，基於每份申請

的優勢和所請求的資金數量分配資助款項。申請人想要

獲得資助資格，就必須證明申請資助的活動符合下列一
個或多個條件 ：

波蘭

幫助有需要的兒童和青年

耐世特波蘭與「Zameczek」
（「小城堡」）基金會（一家

為身體和精神殘疾的兒童及患有絕症的兒童設立的兒童

及青少年中心）建立合作。該中心位於波蘭蒂黑工廠附近。
2018 年 9 月，耐世特員工參觀了該機構，從那時起，我
們便建立了合作關係。時至今日，耐世特一直為該機構
提供全方面的支持。具體來說，耐世特通過制定傳播策

略、在社交媒體、其他宣傳活動和投資者會議等形式增
加機構的知名度來支持該機構的宣傳與傳播。耐世特員
工還協助該機構的日常維護，例如粉刷房間、購買必要
設備、供應日常運營所需物品。

波蘭商業跑

耐世特波蘭連續五年合辦了「波蘭商業跑」活動。該活動

是波蘭全國最大的慈善賽事之一，將助人理念和宣導健
康的生活方式相結合。耐世特波蘭部分員工參與了該慈

善跑活動。籌集了超過 75,000 美元善款，為截肢患者購
買假肢。

•

改善國際關係或促進國際貿易

•

創建在種族、國籍、性別、技能和思想上更具多樣

•

•
•
•
•
•

促進企業家精神和商業創新

性的工作場所、社區和經濟體

提高在家庭、學校、工作場所、公共環境和全球背
景下的溝通技能

通過改進商業、數學、工程和技術教育，培養下一
代行業領導者

促進技術和交通創新

改善耐世特經營場所和客戶所在社區的經濟和生活
品質

為下一代創造一個清潔、安全的環境

2019 年，我們收到了 17 份撥款申請，並向其中 9 份申
請發放了總計 24,750 美元的資助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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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我們的供應商，我們的合作夥伴
嚴守高標準

拓展全球佈局
產品責任

我們的供應商，
我們的合作夥伴
HKEX B5

HKEX B5.1

耐世特與供應商關係建立在互相忠誠和互惠互利的基礎

我們的每一份報價和採購訂單申請都包含《耐世特供應

期合作關係。供應商為我們帶來了內部欠缺的獨特能力，

中傳達了我們管理整個供應鏈社會和環境風險的政策。

之上。我們與業內許多供應商建立了具有戰略意義的長
我們在全球所取得的成就離不開供應商夥伴的支持。

共

878
406

商要求》
（簡稱 NSR）和《通用條款條件》
（GT&C），其

家直接物料供應商

140

北美

歐洲

37
南美

295
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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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我們更新了《耐世特供應商要求》
，使其

在我們的《通用條款條件》中，我們向供應商傳達了我

《耐世特供應商要求》中，我們向供應商傳達了我們的

進口、出口、許可、批准、履行和認證有關的所有適用

包含一個特定章節列出了企業社會責任供應商原則。在

環境責任承諾，其中包括努力不斷提高對原材料、能源、
水和其他投入的使用效率。我們考慮到產品的生命週期
影響，並努力不斷降低我們供應鏈對環境的影響。

我們堅決履行環境責任，因此我們希望耐世特製造的所

有產品以及生產工藝中使用的所有材料和物質在設計、
開發、分銷、使用、處置或回收方面符合環境標準。這
些標準包括但不限於 ：減少能源消耗、減少排放、增加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實施恰當的廢物管理、進行環境測
試、提供員工和分包商培訓，以及符合監管要求。

我們希望供應商向其員工傳達能夠反映承諾的環境政策

聲明。供應商應提供遵守上述環境要求的證據，包括任

何政府的環境監管要求，如審計或測試結果報告。
《耐世
特供應商要求》還鼓勵供應商設法提供環境培訓，並強
烈建議其進行國際標準組織環境管理標準 ISO 14001 的
認證。如果發現供應商不符合其中一項或多項企業社會

責任原則，供應商必須採取糾正措施計劃，確保合規。
如果供應商未能遵守這些規則，耐世特保留對其的的處
罰權，包括將該供應商排除在耐世特供應鏈之外的最高
處罰。

們希望遵守與所提供貨物或服務的製造、標籤、運輸、
法律、規則、法規、法令、條例和標準。具體包括 ：與

環境事項、工資、工作時間、僱傭條件、分包商選擇、
歧視、職業健康安全和機動車輛安全的相關要求。我們

還明確傳達了我們的期望 ：任何供應商及其分包商在向
耐世特提供產品或服務的過程中，不得在其經營生產中

利用被奴役人員、服刑人員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強制或非
自願勞動力。供應商應根據要求提供合規證明，任何的

不合規都可能會導致供應商被排除在耐世特供應鏈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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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EX B5.2

所有（100%）新批准的直接物料供應商都要經過我們的

另外，耐世特的全球供應鏈管理還要求全部直接物料供

產和交付新專案或未來業務採購零件的能力。製造能力

直接物料供應商供貨之前都必須確認其認證狀態。具體

製造能力評估（MCA），旨在評估供應商根據客戶要求生
評估包括人權、僱傭合規性、健康與安全、環境和整體

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相關問題和意見。製造能力評估包括
到工廠現場進行的目視檢查。

應鏈遵守國際汽車工作組(IATF)的16949 品質管制標準；
來說，國際汽車工作組的品質管制標準要求供應商執行

公司責任政策，包括遵守反賄賂政策、員工行為準則和
道德政策。如果任何供應商未經第三方認證機構認證為

符合 IATF 標準，那麼耐世特將根據需要採用一個基於
風險的模型來驗證所述供應商是否符合 IATF 標準。所

述模型包括供應商的品質狀況、所提供零件的安全關鍵
特性以及供應商的認證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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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標準要求自己和供應商

我們的全球供應管理（GSM）團隊負責並推動這一方面
的持續改善。

2019 年，耐世特企業社會責任供應商原則已納入供應商
要求中。這些要求已線上發佈。企業社會責任供應商原
則確認耐世特的企業運營遵從各項法律法規，並以最高

的道德標準、按照對社會和環境負責的方式管理企業。
這些原則進一步概括了我們對誠信、正直和正確判斷力

原則的承諾。這些原則將擴展至耐世特全球供應基地中。
供應基地必須遵守的其他原則包括 ：
•

支援、尊重和促進國際公認的人權

•

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和強制勞動

•
•
•
•
•
•
•
•
•
•
•
•
•

堅持結社自由，並維護集體談判自由
廢除童工

此外，自 2019 年年中起，所有耐世特新供應商必須在

提供公平報酬

2019 年，我們還使用應用程式對衝突礦產（如錫、鎢、

消除就業和職業歧視
提供合理工作時間和充足的休息時間
尊重職業健康和安全

實施環境品質管制體系

在研究領域採取政策，使產品達到更高的環境標準

遵守製造國家及產品銷售和使用國家和地區適用的
法律法規

採用負責任的採購，保障材料來源的透明度

實施公平貿易政策，包括遵守所有適用的反貪污法
尊重動物福利

遵守供應商經營所在國家的現行法律法規

我們的線上供應商設置流程中確認已知悉我們的企業社
會責任供應商原則。

鉭和金礦）進行自動資料收集、驗證和管理。該應用能
讓我們簡化針對衝突礦產報告的供應鏈溝通，確定衝突

礦產的來源，評估相關風險，以便適應行業實踐和監管
要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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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區域自主性

2019 年，耐世特繼續多元化我們經過縝密思考的全球佈局，並向對我們的主要客戶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區進行擴張。
這些新建設施也將為我們在消費地區進行製造的方式提供支援，確保內部高效率、快速客戶回應，並縮短供應鏈。
中國蘇州的亞太技術中心 ：這座佔地 30,000m² 的技

中國武漢的電動助力轉向系統製造合資工廠：2019年

術中心於近期竣工，由研發機構、實驗室、測試跑道和

8月，作為耐世特的合資企業，東風耐世特轉向系統（武

及抓住增長機會，提高客戶回應能力和效率的絕佳例證。

東風和神龍汽車有限公司項目供應單小齒輪助力式電動

辦公區域組成。該中心是展現我們工程技術不斷全球化

該中心將提供內部自主的全面工程流程，並作為耐世特
亞太區總部。

印度金奈的電動助力轉向系統和動力傳動系統製造

工廠 ：這是耐世特在印度設立的第三家工廠。它於 2019

年 1 月開業，旨在擴大耐世特管柱助力式電動助力轉向

系統和動力傳動系統在該地區的生產能力，並於 2019
年 5 月投產。

摩洛哥蓋尼特拉的電動助力轉向系統和動力傳動系

統製造工廠 ：這是我們在非洲的首座工廠，從拔地而起

到最後落成僅用了 10 個月時間。2019 年第三季度，我
們著手一系列轉向和傳動系統專案的啟動，並將持續到

漢）有限公司在武漢的新工廠投入生產。該工廠主要向
助力轉向系統。

波蘭蒂黑的電子驗證實驗室：這座新建綜合實驗室

可提升我們歐洲、中東、非洲和南美地區在電子方面的
自主能力。

印度班加羅爾的軟件中心 ：該軟件中心於 2019 年 1

月開業，為滿足高級轉向應用中不斷增長的軟件安全性

和性能需求提供支援。這一新設施僱傭了近 200 名軟件
工程師，關注以生產為導向的軟件和驗證，以保障質量

和符合耐世特既定產品要求及外部法規要求。2019 年 9
月，中心的新建實驗室竣工，為關鍵軟件發展、測試和
驗證提供支援，並符合汽車軟件過程改進及能力評定

2020 年。該工廠將擴大我們的單小齒輪助力式電動助

（A-SPICE）標準。A-SPICE 認證是與德國汽車製造商建

的雷諾日產三菱、標緻雪鐵龍以及菲亞特克萊斯勒客戶

標準流程有利於改進軟件發展，確保符合整個行業客戶

力轉向系統和動力傳動系統生產，為我們在歐洲和非洲
專案提供支援。

中國柳州的電動助力轉向系統製造工廠：2019 年 6月，

耐世特將柳州工廠搬至公司所擁有的新建工廠內，為客

戶提供管柱助力式電動助力轉向系統及相關技術和服務。
這家新工廠將提高耐世特在亞太地區的產能，滿足中國
和亞太市場對電動助力轉向系統的需求。

立業務關係所需的認證，其重要性日益凸顯。此外，該
需求，因此得到廣泛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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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責任
HKEX B6

耐世特致力於提供世界級的優質產品。我們始終致力於

通過宣導、踐行和引領品質文化，滿足所有適用要求。
我們的文化建立在關注所做每件事的質量的基礎之上，
並注重預防。耐世特的每位員工都知道，他們將為自己
的工作和產品的質量負責。

我們從未停下改進的腳步 ：耐世特遵循行業領先的結構
化 問 題 解 決 方 法， 改 進 產 品 表 現 和 流 程。 我 們 使 用

Fast-X、DFSS、DRR、六西格瑪和 3L5W 等方法。耐世
特具有問題解決能力，能夠在無外部支援的情況下滿足
公司需求。相關培訓和認證也由內部人員展開。

當我們的客戶在車輛層面集成網絡安全時，我們在轉向
系統層面、在我們的先進轉向技術中集成了多層網絡安
全以提升安全性並進行最大程度的保護。我們的網絡安
全技術由特殊設計的半導體層面的硬件模塊和多層加密

軟件結構共同組成，能夠識別並授權轉向系統與其他車
內或外部控制器之間的信息流和命令流。

我們所有的製造工廠都經過國際汽車工作組 (IATF) 認

證，並由各個技術中心、服務中心和公司各辦公室提供
支援。

HKEX B6.4

耐世特在業務系統中採用分層文檔結構，包括業務系統
手冊、提供指導原則的高級政策、概述主要業務流程的
流程圖以及定義開展所需活動方法的詳細流程。

我們的質量管理體系（QMS）整合於我們的業務系統中，
規定了耐世特如何滿足全球政府產品安全合規性與報告
要求。該體系符合耐世特開展業務的各個國家的法律法

圖片說明
HKEX B6.1

HKEX B6.2

HKEX B6.4

我們的產品被視為安全關鍵產品。為此，耐世特制定了

極其嚴格的內部流程，用於升級和管理任何新出現的產

品安全和合規問題。重點是遏制，在必要時，和客戶一
起採取措施。鑒於我們產品關鍵安全件的性質，我們不
會公佈相關召回事件及程序的細節。
HKEX B6.5

耐世特尊重在業務過程中需要被訪問、收集、處理、使用、
傳播、披露和存儲的個人資訊隱私權。2019 年，耐世特

連續第四次獲得隱私保護認證。這一成就體現了我們始
終遵守歐盟 - 美國隱私保護原則，以及我們在履行資訊

安全和隱私保護以及人力資來源資料保護方面投入的大
量人力、流程和技術。

規。

HKEX B6.3

裝與標籤標準和規定，包括適用維修零件包裝標準與監

的可持續業務增長以及我們保持有別於競爭對手的能力

此外，我們的產品包裝與標籤設計滿足所有特定客戶包
管要求。

在耐世特，我們致力於保護公司的知識產權，這對我們

至關重要。耐世特遵守全部適用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
我們積極地為耐世特知識產權申請保護，以保護我們的
排他性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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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健康與安全文化
健康安全培訓

健康與安全文化
HKEX B2

HKEX B2.3

創新的培訓技術

Don Taylor ：閃亮之星
安全相關的國際嘉獎

在設計階段應用虛擬實境技術提高安全性和改善人體工程學

文化是指一套可展現機構或組織特徵的共用態度、價值

我們相信 ：所有事故都是可以預防的。我們不懈地努力

將 安 全視 為 每 個 人 的 職 責。 我 們 制 定了「邁 向安 全 」

及環境相關法律、政府法規及規定，甚至超越這些法規

觀、目標和實踐。安全是耐世特文化的組成部分，我們

（Steer for Safety）計劃，致力於通過開展主動性項目，
滿足安全和健康工作條件要求，從而保護經營場所內每

位員工、訪問者和承包商的健康和安全。根據已識別的

風險和機會，積極採取措施，為每位員工提供一個健康、
無害的環境是領導層的責任，而積極支援管理層達成此

目的是我們公司每個人的責任。這就是我們始終秉持的
健康和安全文化，也因為此，我們在全球的不同工廠共
榮獲 53 項國家安全委員會獎項。

耐世特的全球安全管理系統與個人擔當、主動性項目和

高度透明相符。每個級別的每個員工都有主人翁精神。
通過有力的舉措以及多種儀錶板系統，我們注重預防事
故的再次發生，有效改進關鍵指標，並幫助我們實現零

傷害、零疾病和零死亡的目標。我們通過教育、培訓和

提高意識來推廣健康與安全文化。我們還鼓勵所有員工

在目睹或知悉不安全操作或工作條件時勇於發聲。我們
始終堅持「看到什麼就說什麼的」的信條。

我們的健康與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在 25 個安全主題的基
礎之上，包括 ：領導層在推廣健康與安全文化、制定和
實施應急控制方案方面的角色和責任 ；人體工程學、工

業衛生和機器維護 ；以及個人防護設備的正確使用。耐
世特全球所有的生產基地每年都會進行一次健康與安全
自評，並每年或至少每兩年接受一次公司審核。我們工

廠的員工，即我們健康與安全的宣導者，負責我們健康

與安全管理制度所依託的一個或多個健康與安全方面的
事宜，以確保合規性。當我們的審查人員審查各個工廠

時，他們將徹底走查整個工廠，並採訪這些健康與安全
的宣導者，以驗證合規性。

確保始終遵守我們業務所在國家的所有適用健康、安全

和規則的標準。為實現 此目的，我們堅 持不斷地維護
ISO 14001:2004 環境管理認證計劃和 ISO 45001 職業管
理認證計劃。
HKEX B2.1

2019 年，因工作關係而死亡的人數及比率為 0。
工作相關死亡人數和死亡率（每100名工人）
2016

0

0

2018

1

0.007

2017

2019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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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EX B2.2

在耐世特，我們會跟蹤和報告每月和每年的全球損工率

和全球可記錄事故率。損工率描述的是特定時間窗內，

年度全球損工率
0.70

每 100 名全職員工中出現的損失工作日數量。損工率統

0.47

計的是 ：員工由於與工作相關的傷病而無法完成完整的
工作班次的數量。死亡人數不計入此比率。

0.30

可記錄事故包括所有導致無法參加工作活動、工作重新分
配、基本急救之外的醫療處理等結果的所有工作相關死
亡或疾病。

在我們行業，損工率和可記錄事故這兩項指標被廣泛視

為行業標準指標，它們比其他健康與安全指標，
（例如，
工傷引起的損失天數）
，更加精准，因為當某位員工因受
傷或疾病而損失多個工作日時，用後者計算可能會出現偏
差。

2013

1.71

安全文化的踐行者。右側圖表給出了同比趨勢。

2013

們在美國發起了「重塑自我健康項目」。這一免費項目主

要聚焦健康生活的五個方面 ：健康的體重、良好的營養、
日常鍛鍊、精神健康和健康習慣。員工可以在這五個方

面獲得許多相關資源，包括但不僅限於公司咖啡廳的健
康食品折扣、當地健身房的會員資格、員工協助計劃以

及全員減重大賽等。將近 1,900 名耐世特員工參與了該
項目。540 多名員工達到減重目標，整個工廠的參賽員
工共減重 9,803 磅。這意味著，在達成目標的所有參賽

者中，每人平均減重 18 磅。參賽者有機會贏得雪佛蘭科
魯茲 2019 款汽車或 10,000 美元獎金、2 週帶薪假期以
及 500 美元到 1,000 美元不等的現金獎勵。

2016

0.28

2017

2018

0.80

0.81

2017

2018

0.14

2019

2.72

明顯下降，這證明了耐世特的每位員工都是我們健康和

我們的健康和安全文化不僅停留在車間內。2019 年，我

2015

0.24

年度全球可記錄事故率

我們自豪地報告 ：2019 年損工事故和可記錄事故率均有

重塑自我健康項目

2014

0.38

2014

1.59

2015

1.40

2016

0.6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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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培訓

確保所有員工都獲得充分的健康安全培訓，是耐世特的最高優先順序任務之一。下表顯示了員工健康與安全培訓的小時

數（按地理區域劃分）。前幾年，我們追蹤的是健康和安全培訓課程數，但從 2019 年開始，我們將追蹤安全培訓小時數，
作為新的主要指標。

2019 年，我們共提供了 75,725 小時的健康和安全培訓，比 2018 年的 28,204 小時有所上升。2019 年，一方面我們將
安全培訓小時數作為關鍵指標加強了跟蹤，另一方面我們增加了許多新工廠，這兩方面成為了 2019 年培訓小時數增加
的原因。

Global Distribution of Employee
Training Hours Provided in Health and Safety
接受健康與安全培訓的全球員工分佈
北美
亞太
歐洲與南美
（也包括非洲工廠）

總計

39,329
11,608

20,022
7,816

16,374
8,780

75,725
28,204

2019年員工健康與安全培訓小時數
2018年員工健康與安全培訓小時數

創新的培訓技術

耐世特堅信，安全培訓是安全工作場所的核心基礎。通常，

此外，耐世特於每月開展健康和安全最佳實踐分享活動，

性。

全逃跑屋」形式的創新培訓摘得該獎項。
「安全逃跑屋」

我們採用創新的培訓技術，向團隊成員傳達安全的重要
例如，在中國柳州工廠，我們設置了安全道場。團隊成

員在動手實踐的環境中主動學習安全原則，並瞭解在不
安全工作時可能發生的情況。

並每年為年度最佳實踐頒獎。今年，波蘭工廠憑藉「安
的具體操作方式是 ：將團隊成員安排在一間屋子裡，並

向他們提出一系列安全問題，要求他們以問答方式解決。
目標是在規定的時間內正確回答所有問題，逃出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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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TAYLOR ：閃亮之星

安全相關的國際嘉獎

健康安全與醫療經理 Don Taylor 榮獲同行授予的諸多重

員會（NSCI）卡納塔克邦分會頒發的「2019 年 Utthama

2019 年，憑藉在安全領域取得的顯著成果，耐世特全球
要獎項。在地方層面，Don 榮膺五大湖安全培訓中心（位

於密西根州灣城）頒發的「終身成就獎 」。在州層面，
Don 榮獲密西根州安全會議（在密西根州急流城召開）

頒 發 的「2019 年 度 安 全 專 業 人 士 獎 」。 在 國 家 層 面，
Don 榮獲國家安全委員會（位於加州聖地牙哥）頒發的

「2019 年度傑出安全服務獎」。該獎項是國家安全委員

會授予個人的最高獎項，用於嘉獎個人在安全領域的優
秀服務和傑出貢獻。除 Don 外，僅有五名安全專業人士
獲此殊榮。在 Don 的領導及高級管理層的支持下，耐世

特在過去五年內的可記錄事故率下降 70%，損工率較同
期下降 66%。

印度班加羅爾的耐世特第 81 工廠榮獲印度國家安全委
Suraksha（傑出安全）獎」。憑藉在事故預防、遵循標準、
持續改進方面的突出表現及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全新舉

措，耐世特印度連續第二年獲得了印度國家安全委員會
的嘉獎。在卡納塔克邦註冊的 16,500 家工廠中，耐世特
位列頭 41 位，可謂實至名歸。舉辦一年一度的健康與安

全週慶祝活動是耐世特印度的最佳實踐之一。從領導承

諾開始，這裡每天都開展促進工作場所安全的活動和培
訓。

在設計階段應用虛擬實境技術提高安全性
和改善人體工程學

2019 年，耐世特先進製造工程部採用虛擬實境技術，改
進設計審查流程，並在設備建造前排除人體工程學和安

全風險。之前，我們在二維螢幕上採用三維模型，輔以

基本的物理模型進行設計審查。通過沉浸式虛擬環境，
我們能夠更便捷地找出潛在的問題並在設計階段予以糾
正，特別是針對複雜製造設備。如今，工程師可進入虛

擬生產環境，與流程互動，評估範圍、零件、防護機制、
夾點、手的間隙及開展維護任務。這項技術用於評估全

球項目。如今，投資有了回報 ：成本有所降低，項目延

遲也有所減少。使用沉浸式虛擬實境，可避免風險，降
低成本，最終提高裝配設備的品質和性能，並提高操作
人員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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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環境管理

空氣和溫室氣體排放

環境管理

27

個項目

年度

3,078 噸

監控和識別節約能源和水資源、減少空氣污染和溫室氣

體排放、循環和再利用材料，同時符合我們業務所在國

家的全部適用環境和氣候相關法律、政府規範和規定。
我們的環境管理方法包括與商業領袖、專家和當地工作
人員一起識別並利用合作，以此來應對一些最為嚴峻的
HKEX A1

HKEX A2

避免排放

1,010 萬 千瓦時
節約

能量

1,240 萬 升
節約

水

二氧化碳當量
溫室氣體排放

我們的環境管理方法以大量流程為中心，這些流程旨在

挑戰。

50 萬美元

節省

HKEX A3

作為耐世特戰略規劃流程的一部分，我們還對政策、實

踐和流程進行評估，以期將它們對環境和自然資源造成
的影響降至最低。我們評審和更新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監

控框架，評估我們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

制定新的目標。我們還完成風險規劃，並每年進行更新，

以檢查是否為設施設備報廢和環境責任提供了財務保障。
由於公司多數短期氣候型風險都與監管要求相關，所以
我們通過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持續對這些風險進行

評估和報告。每年會由第三方對我們的 ISO 14001 環境
管理體系進行審核，每三年進行一次再認證。我們通過

持續努力來減少和降低風險，提升環境管理體系、公司

政策及流程的有效性。通過這些努力，我們在 2019 年未
受到環保方面的任何罰款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處罰。

長期以來，將環境方面的可持續行動納入我們的業務流

程是我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憑借這種將環境管理整合

到運營的做法，我們能夠限制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的負面
影響，節約和減少使用能源和水資源，減少和再利用廢

棄物，以及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與此同時遵守當地、地
區和聯邦的法律和要求。
HKEX A1.5

HKEX A2.3

我們還制定了相關且有影響力的環境目標，例如每單位
產量每年分別減少 3% 的能耗、4% 的廢棄物轉移和 3%
的用水量。2019 年為了進一步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實施
了照明改造、流程效率等多個項目，預計今後每年能因
此節省接近 5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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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

空氣和溫室氣體排放
HKEX A1.1

HKEX A1.2

HKEX A1.5

我們的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源於生產設施的能源使

用。意識到我們在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發揮的

積極作用，2019 年，我們在此方面的目標是每單位
產量能耗降低 3%。我們很高興的宣佈，通過在聚焦
能量消耗最大和產生最多廢棄物的一些地方，例如建
築採暖與製冷、工業用水的處理和加熱、照明以及壓

縮氣體使用，我們在節能方面不斷努力，超額完成了
今年的目標。我們在 2019 年實施了多項新能源、水
資源和燃油節省的項目，可以讓我們在每年節省能源
消耗 1,010 千瓦時。

我們預計這些新項目每年可以減少約 3,078 噸二氧化
碳當量的排放。

針對 2019 報告年度，我們估計我們的業務活動所排

放的二氧化碳當量為 295,119 噸，較 2018 報告年度

下降 13.5%。以排放密度或每單位產出排放量計算，
我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了 9.9%。溫室氣體排放密

度的下降歸功於我們在美國密西根州薩基諾開展的排

放密度改善措施，以及我們為節約能源而做出的現場
工作。

不同範圍溫室氣體排放量匯總
指標

範圍 1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直接

範圍 2 溫室氣體排放量 - 間接

範圍 3 溫室氣體排放量 - 其他間接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每噸二氧化碳當量）

溫室氣體排放密度
（每單位元產出每噸二氧化碳當量）

附註 ：

2018*
2019
（每噸二氧化碳當量） （每噸二氧化碳當量） 變化率（%）
63,407

64,895

262,027

218,639

341,200

295,119

15,766

0.0113

11,585

0.0102

2.3%

-16.6%

-26.5%

-13.5%
-9.9%

範圍 1（直接）排放是指在生產運營內產生的排放，例如用於生產設備和蒸汽加熱的蒸汽鍋爐。

範圍 2（間接）排放是指由於使用電力、蒸汽和 / 或加熱 / 冷卻產生的排放，這些排放往往發生在生產運營邊界之外。

範圍 3（其他間接）排放是因作業而間接產生的排放。例如，耐世特溫室氣體排放清單中包含的範圍 3 溫室氣體排放源
是商務差旅過程中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 經過內部信息收集及報告實踐的改善，
我們對上一年度的水資源消耗、
能源消耗及溫室氣體排放預估進行了更新和優化。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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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

KEX A2.1

下表顯示了我們以千瓦時計量的 2019 報告年度能量使用分解數據。由於我們在 2019 年減少了產量，我們 2019 年的能源
消耗較 2018 報告年度減少了 11.5%，以單位產出能耗計算，我們的能源消耗減少了 7.8%。
能耗匯總（按燃料類型劃分）
能源

天然氣
燃油
煤

2018 年能耗 *
（千瓦時）
325,746,852

—
—

2019 年能耗
（千瓦時）
302,577,131

325,122,795

蒸汽

—

—

冷卻能源

—

汽油

柴油
丙烷

能耗總量（千瓦時）

能耗密度（每單位元產出千瓦時）

—

—

3,107,708

2,046,140

23.8

-15.7%

-32.3%

2,609,235

721,070,214

—

1,355,279

2,607,920

2,086,320

—

—

385,520,856

2,000,557

-7.1%

—

電力
熱能

變化率（%）

—

0.1%

4,432,336

112.4%

638,142,916

-11.5%

-34.2%

22.0

-7.8%

* 經過內部信息收集及報告實踐的改善，我們對上一年度的水資源消耗、能源消耗及溫室氣體排放預估進行了更新和優化。
為了遵守所有適用的排放相關法律法規，我們每個工廠

都會根據氣體排放允許條件或規定報告需求定期審查我
們的氣體排放。在本次報告時，只有美國密西根州薩基
諾的工廠需要監控其年度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右側表格
給出了具體數據。

總體來說，由於薩基諾工廠的運營調整，我們的空氣污
染物排放量相較 2018 報告年度有所上升。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匯總（僅美國）
污染物量（磅）

2018

2019

氨

2,252

2,030

鉛

—

0

一氧化碳
氮氧化物

PM10（一次源）

PM2.5（一次源）
二氧化硫

硫氧化物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2,974

變化率
（%）
-9.9%

9,321

213.4%

124,749

124,160

-0.5%

5,349

4,820

73,859
422

227

74,739

—

66,070

-10.5%

633

50.1%

0

94,671

-9.9%

-100.0%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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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耐世特對碳披露項目（CDP）的回應
包裝與廢棄物
水資源

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樣性

耐世特對碳披露項目
（CDP）的回應

包裝與廢棄物

HKEX A1.3

HKEX A1.4

HKEXA1.6

和多數全球汽車製造商一樣，我們也會產出有害和無害

廢棄物，多數廢棄物都可以循環、再利用和回收。但是，
其他形式的廢棄物都會送到垃圾填埋場，最終造成強效

如今，越來越多的公司將環境與社會責任融入日常經營

管理，措施包括減少公司因經營活動、產品及服務對環
境造成的影響，並主動向碳披露項目（CDP）披露有關
資訊。CDP 是一家國際組織，為公司及城市提供一個披

露其對環境影響的全球系統，進而審視自身的管理政策、
長期規劃和碳排放情況。得分越高說明與潛在氣候變化
相關的資訊披露透明度越高，從而為評估企業責任感提
供一定便利，為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和溫室氣體排
放法規做好準備。

在 2019 年報告年度氣候變化評估中，耐世特被評級為
C 級。儘管這與目前整車和零部件行業的平均評級 D 相

比已有所改善，但是我們依然大力推進這方面的工作，
以改善我們在氣候變化問卷調查中的 CPD 的響應，使我
們的評級能夠反映我們當前採取的行動和對氣候變化的

認識。我們的 2019 年水資源利用評級為 B-，這也反映
了我們針對水資源相關氣候變化問題採取的協調行動。

溫室氣體甲烷的排放。公司對所有有害和無害廢棄物進
行了妥善分類、搬運、運輸和處置，同時所有工廠都盡
量減少產生的廢棄物量。一般情況下，我們會將有害和
無害廢棄物處理後排入國有污水處理廠、處理 / 固化和

填埋、或燃燒後回收利用（有些作為其他行業的直接原
料加以利用）。所有產自美國的廢棄物料均在美國國內進
行處理。

2019 年，我們產生了 5,037 噸的有害廢棄物和 44,774 噸
的無害廢棄物。這相當於每單位產出對應 0.0001733 噸

有害廢棄物和 0.0015402 噸無害廢棄物。2019 年，我們

再利用、循環、堆肥和回收了我們產生的 87.9% 的廢棄
物。

作為 2019 年可持續發展舉措的一部分，我們的目標是在
去年基礎上將每單位產出的送往填埋場的廢棄物總量轉
移 4%。由於 2018 年實施的重點廢棄物減量項目以及

2019 年的減產，我們送往填埋場的廢棄物按每單位計算
減少了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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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世特對碳披露項目（CDP）的回應

有害和無害廢棄物處理匯總
處理方法
堆肥

全球有害填埋垃圾處理量
（噸）
—

深井灌注

—

焚燒

338

填埋

現場存放
回收

再利用

垃圾總量（噸）

垃圾產生密度
（噸 / 單位產出）

—

135

2,858

2,378

172

1,342

循環

41

119

—

其他

全球無害填埋垃圾處理量
（噸）

—

462

434

40,145

5,037

44,774

426

0.0001733

962

0.0015402

附註 ：由於四捨五入的原因，總量可能與相加數不符。

HKEX A2.5

用於公司成品的包裝材料類型取決於我們需要遵循的客

目前，耐世特沒有針對有助於降低對環境和自然資源影

由於包裝材料的回收和再利用發生在我們客戶所在地點，

是與能以公允價格提供高品質材料的供應商建立長期關

戶包裝規格。大部分包裝材料都易於回收和重覆使用。
我們無法追蹤被回收使用的包裝材料總量。

響的原材料的採購和使用制定政策。我們目前的關注點
係。作為公司環境管理體系流程的一部分，公司將持續
監控可持續原材料採購政策的任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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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世特對碳披露項目（CDP）的回應

水資源

HKEX A2.2

水在我們的製造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其功能包括非接
觸式冷卻水、零件清洗、加熱和（有限的）景觀養護用
途等等。

據世界資源研究所
（WRI）發佈的按區域測量流域的水壓、

季節變化和乾旱指數的《國家和流域水風險評估排名》，
我們 98% 的採水作業發生在水資源風險得分為中高危的

地方。因為我們的多數採水作業都發生在這些地方，我
們認識到我們必須通過提高工廠用水效率和增加水循環
來限制我們的用水量。

為了減少用水量，我們實施了正式的水資源（用水和排水）
資料收集和跟蹤計劃，並制定了「將每生產單位用水量

減少 3%」這一目標。2019 年，我們在全球總共消耗了

10.44 億升水，與上一年度相比減少了 3.8%。以密度計算，
相當於每單位產出耗水 35.9 升，與 2018 年相比增加了
0.3%。雖然我們沒有達到節水的密度目標，但是我們實
施的多個節水項目的直接結果是多個節水舉措，這些舉

措預估每年可節水 1,240 萬升。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
改進我們的流程並實施更多節水和效率提高計劃，以實
現年度節水目標。

HKEX A2.4

進行本次報告時，我們在全球沒有發生任何水源問題。
新建工廠在建立過程及接受盡職調查過程中需要考慮眾

多事項，水源問題是其中之一。因為我們認為清潔用水

的獲取是一個根本性問題，我們的全部設施均有功能完
善的水源供應，並為工人提供足夠的清潔和衛生服務。

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樣性
HKEX A3

HKEX A3.1

當在全球範圍內建設或租賃工廠時，我們會部署一系列
的全球工廠和環境規程和最佳實踐，以盡量減少對當地

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通過實施全球環境政策，我

們可以盡量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包括減少浪費、支持回
收計劃、盡可能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若適用）和
提升所有工廠的能源效率。

由於我們的在生產製造過程中使用自然資源、公用設施

和材料，因此，我們設計的產品、流程和服務都考慮到

了持續環境改善。通過電動助力轉向（EPS）系統的創
新設計和技術，我們能夠在減輕產品重量的同時提高產

品效率，以此進一步改善了我們的車輛燃油經濟性。通

過使用耐世特產品，我們的客戶可以將這種燃油效率傳
遞給消費者，從而有可能在全球範圍內大規模降低碳排
放量。

2018 和 2019 按照水源劃分的耗水總量
水源

地表水

市政用水供應或其他廢物處理設施
工廠直接收集和存儲的雨水

地表水，包括來自濕地、河流、湖泊和海洋的水
來自其他組織的廢水
耗水總量（升）

耗水密度（升 / 單位元產出）

2018* 年耗水量
（升）

2019 年耗水量
（升）

1,066,524,591

1,020,908,288

—

—

—

1,000

18,670,000

1,085,195,591

35.83

—

變化率（%）
—

-4.3%

—

-100.0%

23,242,000

24.5%

1,044,150,288
35.92

—

-3.8%
0.3%

* 經過內部信息收集及報告實踐的改善，我們對上一年度的水資源消耗、能源消耗及溫室氣體排放預估進行了更新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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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通過創新創造價值

通過創新創造價值
在耐世特 110 多年的歷史中，我們始終關注創新，這使

創新是耐世特及其業務的核心，為此，我們大力投資工

2019 年，耐世特主要關注在新興技術和相鄰市場的創新，

億美元，2018 年為 2.72 億美元。下圖列出了研發費用

我們能夠提供包括所有傳統產品線在內的全面產品組合。
繼續利用核心競爭力獲取額外的價值。在 2019 年已授權
的所有專利中，14 個為相鄰市場專利。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耐世特的全球專利組合包括

625 項專利申請和 853 項已授權專利。已授權專利增長
主要是因為前幾年我們的專利申請數量極多，這也證明

了我們在隨心操控系統技術領域中保持領先地位的能

Global Patent Filings/
Global Issued Patents

程與產品研發。2019 年，我們在研發活動上投入 2.96
和資本支出 (CapEx) 的同比趨勢。

$227 M

$243 M
$203 M

力。

257

233

2016

2017

每年全球申請專利數

每年全球獲得專利數

$193 M

$181 M

$201 M

234

203
91

72

$296 M

$272 M

106

2018

160

2016

2017

2018

工程與產品研發（單位：百萬美元）*

2019

資本支出（單位：百萬美元）

2019

* 附註 ：
2016 年至 2018 年分類已經調整，使其與今年報表相
一致。
工程與產品研發費用已計入損益表，研發成本資本化為無形
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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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創新創造價值

我們的員工是耐世特在隨心操控領域不斷創新和佔據領

先 地 位 的 推 動 力。2019 年， 我 們 全 球 受 薪 員 工 中 有
58% 為工程師。下圖列出受薪員工中工程師的比例（按
地區和年份）。
工程師比例

59%

57%
60%

北美
49%
48%
43%
40%

歐洲與南美

59%

54%
48%

亞太

42%
38%

印度軟件中心（ISC）

96%
96%
58%
54%
52%

全公司總人數佔比
2019
2018
2017
201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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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認可與獎勵創新
內部嘉獎

外部嘉獎

認可與獎勵創新
內部嘉獎

耐世特通過多種方式鼓勵持續創新，包括我們健全的知
識產權獎勵計劃。這個計劃的亮點在於耐世特創新名人
堂，對知識產權做出顯著貢獻和促進耐世特競爭力的個
人將獲得認可，並被列入創新名人堂中。

耐世特員工的「知識產權分」只要累積得十分，就可以入
選創新名人堂。其中，員工每貢獻一項專利、一份防禦
性 出 版 物 或 一 個 商 業 機 密 均 可 獲 得 一 分。Melvin L.

Wilcox 工程獎是公司最具聲望的獎項，由耐世特創始人

之一 Jacox 轉向齒輪的發明人命名。獲得該獎項的人可

耐世特創新名人堂及嘉獎

以獲得五分的獎勵。個人的「知識產權分」每增加十分，
其在創新名人堂內的等級就將上升一級。耐世特創新名

人堂認可五級成就 ：新人級（10 分）；青銅級（20 分）；
白銀級（30 分）；黃金級（40 分）和鉑金級（50 分）
。

自成立以來，共有 75 名員工成為耐世特創新名人堂終身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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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與獎勵創新

外部嘉獎

除了通過耐世特創新名人堂對員工進行內部嘉獎之外，
我們的創新技術也受到行業嘉獎。

2019 年，憑藉在企業整合和技術領導力方面的傑出表現，
我們獲得了來自美國製造商協會的行業嘉獎。該嘉獎主

要針對數字追蹤™製造系統的成功實施，證明了我們對

卓越製造的持續承諾和領導地位。數字追蹤™製造系統

（Digital Trace ™ Manufacturing）是目前汽車行業內最
先進、最全面、最集成的設計與製造系統之一。該系統
在統一的全球架構中運用最新的技術和資料分析。數字

追蹤™製造系統使耐世特能夠深入瞭解任何特定時刻的
全球運營狀況，並將在某一工廠中開展的設計或生產改
進快速便捷的複製到全球範圍。

此外，耐世特還因創建名為「1Link」的虛擬工廠平台獲得

嘉獎，該平台可為車間內的人和資料建立快速高效連接。
通過 1Link 平台，員工可借助移動設備便捷地獲取工廠

文件（如指導文件、控制計劃、打印文件等）
，幫助他們

當選官員到訪

州長 Gretchen Whitmer 到訪

2019 年 2 月 19 日，在薩基諾全球技術中心，耐世特榮

幸地接待了密西根州州長 Gretchen Whitmer。Whitmer

州長於 2019 年 1 月 1 日宣佈就任密西根州第 49 屆州長。
到訪期間，Whitmer 州長與耐世特高管會面。我們向州
長簡要介紹了耐世特的全球運營、對密西根經濟的財務

影響及公司的先進工程及研發舉措，並向州長建議考慮

將汽車技術發展作為基本要素納入公共政策議程。除了
與高管會面外，州長還參與了耐世特的員工大會，並與
媒體記者見面，回答記者提問。

此次到訪是耐世特計劃的幾項活動之一，目的是為公司

創造機會，提升知名度並與當選官員展開對話。例如在
過去一年內，代表耐世特美國密西根州薩基諾工廠的密

西根州參議員 Ken Horn 定期造訪耐世特並進行討論，
希望立法能夠引入相關稅收政策，使企業的汽車研發投
資可以進行州所得稅抵扣。

完成在車間內的工作。員工還可查看最新發佈的文件、
操作員培訓狀態和過往版本文件。

在 2019 年 12 月的國際汽車技術年會上，我們憑藉創新

轉向技術（包括靜默方向盤™轉向系統和可收縮式轉向管
柱），榮膺「汽車創新技術獎」。這些技術展示了耐世特

的轉向系統解決方案如何在重構未來移動「駕駛體驗」的
同時，保障超高安全性和性能。

在 美 國 密 西 根 州 薩 基 諾 全 球 技 術 中 心， 密 西 根 州 長
Gretchen Whitmer（中）在員工大會上回答耐世特員
工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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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 Haley Stevens 到訪

2019 年 9 月 4 日，耐世特全球總部接待了美國國會議員
Haley Stevens。 到 訪 期 間， 她 與 耐 世 特 總 裁 Mike

Richardson 及高管會面，關注耐世特全球領導力、與先
進汽車技術相關的研發活動及人才、貿易和製造機會和
挑戰。

國會議員 John Moolenaar 到訪

2019 年 8 月 21 日，耐世特在薩基諾分部接待了美國國
會議員 John Moolenaar。國會議員 Moolenaar 目前擔

任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會員以及第 4 國會選區 ( 包括米德

蘭，該市位於薩基諾附近，是耐世特許多員工的家鄉 )
代表。

到訪期間，國會議員 Moolenaar 與耐世特高管會面，隨

後來到測試車道，在這裡，我們針對部分技術（包括可

收縮式管柱、線控轉向、靜默方向盤™轉向和隨需轉向™
系統）進行了試乘試駕。

密 西 根 州 第 11 國 會 選 區 的 美 國 國 會 議 員 Haley
Stevens（ 中 ） 與 現 已 退 休 的 的 耐 世 特 總 裁 Mike

Richardson 及高管在位於美國密西根州奧本山的耐世
特全球總部會面

在美國密西根州薩基諾，密西根州第 4 國會選區的國會議員 John Moolenaar（左）向耐世特高管瞭解線控轉向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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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心操控的
附錄
領導者

附錄 A ：
香港聯交所參考

耐世特汽車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聯交所）的環境、社會和管治一般披露和關鍵績效指標

聯交所規定專案與關鍵績效指標
關注領域 ：環境

A1 ：排放物（一般披露）

有關提供廢氣及溫室氣體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
生等的政策及遵守對耐世特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A1.2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
每項設施計算）

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單
位、每項設施計算）

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單
位、每項設施計算）

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A1.6 ：描述處理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方法、減低產生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A2 ：資源使用（一般披露）

提供耐世特有效使用資源（包括能源、水及其他原材料）的政策的資料

A2.1 ：按類型劃分的直接及 / 或間接能源（如電、氣或油）總耗量（以千個千
瓦時計算）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與耐世特可持
續發展重點要
素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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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 2019 財年
回應情況的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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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香港聯交所參考

聯交所規定專案與關鍵績效指標
B3 ：發展及培訓（一般披露）

提供有關提升僱員履行工作職責的知識及技能的政策的資料
描述培訓活動（例如僱主付費的內部和外部職業培訓）

B3.1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如高級管理層、中級管理層等）劃分的受訓僱員
百分比

B3.2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受訓的平均時數
B4 ：勞工准則（一般披露）

提供有關防止童工或強制勞工的政策及遵守對耐世特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
及規例的資料

B4.1 ：描述檢討招聘慣例的措施以避免童工及強制勞工
B4.2 ：描述在發現違規情況時消除有關情況所採取的步驟
B5 ：供應鏈管理（一般披露）

提供耐世特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政策的資料
B5.1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B5.2 ：描述有關聘用供應商的慣例，向其執行有關慣例的供應商數目、以及
有關慣例的執行及監察方法

B6 ：產品責任（一般披露）

提供有關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
方法的政策及遵守對耐世特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B6.1 ：已售或已運送產品總數中因安全與健康理由而須回收的百分比

與耐世特可持
續發展重點要
素的一致性

體現 2019 財年
回應情況的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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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規定專案與關鍵績效指標

B6.2 ：接獲關於產品及服務的投訴數目以及應對方法

與耐世特可持
續發展重點要
素的一致性

體現 2019 財年
回應情況的頁碼
36

B6.3 ：描述與維護及保障知識產權有關的慣例

36

B6.4 ：描述質量檢定過程及產品回收程序

36

B6.5 ：描述消費者資料保障及私隱政策，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36

B7 ：反貪污（一般披露）

提供有關防止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的政策及遵守對耐世特有重大影響
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B7.1 ：於匯報期內（2019）對發行人或其僱員提出並已審結的貪污訴訟案件
的數目及訴訟結果

B7.2 ：描述防範措施及舉報程式，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B8 ：社區投資（一般披露）

提供有關以社區參與來了解耐世特營運所在社區的需要和確保其業務活動會
考慮社區利益的政策的資料

B8.1 ：專注貢獻範疇（如教育、環境事宜、勞工需求、健康、文化、體育）
B8.2 ：在專注範疇所動用資源（如金錢或時間）

25

25
25

26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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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所有聯合國成員國通過了《2030 年可持續發展

中，我們將耐世特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五項重點要素與

境可持續性的共用藍圖。該議程的主要核心內容為 17 個

舉例說明我們對説明實現這些目標產生了何種影響。

議程》，提出了實現當前和未來幾代人的和平、繁榮和環
全球目標，即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UN SDG）
。這些

17 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最相關的目標相映射，並

目標旨在呼籲所有國家建立全球夥伴關係，共同採取行
動。同時我們也相信，類似耐世特這樣的全球企業在推
動實現這一重要議程方面也能夠發揮自己的作用。下表
聯合國可持續
發展目標

相關的耐世特
可持續發展重
點要素

最相關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3.6 到 2020 年，全球公路交通事故造
成的死傷人數減半

3.9 到 2030 年，大幅減少危險化學品
以及空氣、水和土壤污染導致的死亡
和患病人數

耐世特貢獻示例
文化 ：

x 健康與安全文化

嘉獎 ：

x 向耐世特員工頒發的國家安
全委員會傑出服務獎

x 健康和安全領域國際嘉獎

勞動力 ：

x 耐世特全球《行為準則》
x 企業管治

x 為員工推出新的健康比賽

供應商

x《耐世特供應商要求》

社區 ：

x 年度全球服務日
x 全年回報

產品 ：

x 產品責任

環境管理 ：

x 空氣和溫室氣體排放
x 水資源

x 有害和無害廢棄物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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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可持續
發展目標

相關的耐世特
可持續發展重
點要素

最相關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4.3 到 2030 年，確保所有男女平等獲
得負擔得起的優質技術、職業和高等
教育，包括大學教育

耐世特貢獻示例
社區 ：

x 投資 STEM 和提供獎學金
x 年度全球服務日
x 轉向未來基金
x 全年回報

5.1 在全球消除對婦女和女童一切形

勞動力 ：

5.5 確保婦女全面有效參與各級政治、

供應商 ：

式的歧視

經濟和公共生活的決策，並享有進入
以上各級決策領導層的平等機會

5.b 加強技術特別是信息和通信技術
的應用，以增強婦女權能

7.2 到 2030 年，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
在全球能源結構中的比例

7.3 到 2030 年，全球能效改善率提高

x 耐世特全球《行為準則》
x《耐世特供應商要求》

社區 ：

x 巴西年度多元化日

運營 ：

x 能源效率

一倍

7.a 到 2030 年，加強國際合作，促進
獲取清潔能源的研究和技術，包括可

再生能源、能效，以及先進和更清潔

的化石燃料技術，並促進對能源基礎
設施和清潔能源技術的投資

8.5 到 2030 年，所有男女，包括青年
和殘疾人實現充分和生產性就業，有
體面工作，並做到同工同酬

勞動力 ：

x 耐世特全球《行為準則》

供應鏈管理 ：

x《耐世特供應商要求》和《通
用條款條件》

x 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原則

耐世特汽車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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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可持續
發展目標

相關的耐世特
可持續發展重
點要素

最相關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9.4 到 2030 年，所有國家根據自身能
力採取行動，升級基礎設施，改進工
業以提升其可持續性，提高資源使用

效率，更多採用清潔和環保技術及產
業流程

9.5 在所有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加強科學研究，提升工業部門的技術
能力，包括到 2030 年，鼓勵創新，

大幅增加每 100 萬人口中的研發人員
數量，並增加公共和私人研發支出

耐世特貢獻示例
運營 ：

x 最先進的設施

創新 ：

x 耐世特創新名人堂

x 申請和獲得的專利

x 服務電動汽車市場

社區 ：

x 投資科學、技術、工程和數
學學科及研究

12.2 到 2030 年，實現自然資源的可

運營 ：

12.4 到 2020 年，根據商定的國際框

供應鏈管理 ：

持續管理和高效利用

架，實現化學品和所有廢物在整個存

在週期的無害環境管理，並大幅減少
它們排入大氣以及滲漏到水和土壤的
機率，盡可能降低它們對人類健康和
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12.5 到 2030 年，通過預防、減排、
回收和再利用，大幅減少廢物的產生

x 環境管理系統
x 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原則

B.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