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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及随心操控的引领者，耐世特汽车系统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耐世特汽车系统”、“耐世特”、或“公

司”）通过不断提升能力，为公司、股东、客户与社会创造价值。

耐世特致力于每年以均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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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表现，履

行我们信息透明化的承诺。 

2015 年，我们全面评估了对我们的业务和股东至关重要的事

项。基于评估结果，我们建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监控与报告框架

(SMRF)，确定了五项重点要素（图 1），同时刊发了首份可持续

发展报告。该报告展示了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

预期目标。 

2016 年，我们对已建立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做了更加深入的评估，

明确了需要执行和评估的具体措施——最终目标是确保实现对可持

续发展的承诺。 

在本报告中的关键绩效指标构成了我们汇报可持续发展工作进展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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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世特针对可持续发展

工作建立了一个可持续

监控报告框架，明确了

公司为达成预期可持续

发展目标需要采取的措

施。这些措施实现了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计划与

全球可持续发展最佳实

践、股东需求和期望的

完美结合。如需了解有

关可持续发展框架（包

括实质性评估、股东区

分、评估资料与方法及

可持续发展计划时间

表）的更多信息，请登

录 FPOwww 查看。

耐世特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

商业道德

创造价值社区活动

健康、安全及环境供应链

耐世特五项重点要素
耐世特可持续发展监控与�
报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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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一项评估中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

在所有接受评估的供应商中，我们排在

前 30%；在所有接受评估的汽车零部件制

造商中，我们在“公平交易”一项评级中

排名前 7%，在“环保”一项评级中排名

前 26%。

展望未来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对可持续表现

进行自我评价和报告。 

2016 年，我们针对各重点要素制定了明

确的目标和相应的评估指标。本报告介

绍了 2016 年度耐世特在环境、社会、经

济与公司治理方面的业绩，以及 2017 年 

（含）以后的可持续发展计划。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内容仅针对耐世特

全球业务办事处。耐世特的全球布局详见

封底。

欢迎阅读耐世特 2016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在耐世特汽车系统成为一家独立公司的六

年间，耐世特人奋起拼搏，专注于服务客

户、发展技术并提升盈利能力。凭借全

球员工的辛勤耕耘以及对卓越运营的不

懈追求，我们在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上稳步 

向前。

如今，我们将这一股前进的势头发扬光大,

将可持续增长的理念扩大至为公司、社会

乃至地球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也正是我

们的客户、投资者和社会大众所需要和期 

待的。 

分享成就

香港证券交易所（“港交所”或“HKEx”）

规定的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

度（2016 年生效，报告本年完成情况）为

公司创造了一个展示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

面作出的不懈努力及所取得成绩的绝佳机

会。其实,早在 2015 年我们就已启动可持

续发展的报告工作,主动刊发了 2015 年可

持续发展报告。

耐世特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脱颖而出。公

司在 Ecovadis（一个面向全球供应链的

供应商可持续表现评级合作平台）近期开

Luis Canales
全球企业事务执行总监
耐世特汽车系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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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的势头

负责人：

Luis Canales，全球企业事务执行总监

工作小组领导成员：

Jerry Rush（退休），企业事务

Kim Bostek，环境管理

Catherine Colvin，法务

Rob Desimpelare，材料管理

Todd Hare，信息技术

Kathy Keith，人力资源管理

Steven Leiger，内部审计

Frederique Mira，质量管理

Aaron Seyuin，工程

Myiesha Smith，企业事务

Don Taylor，健康与安全

Sharon Wisniewski，全球供应链管理

耐世特可持续发展团队

商业道德：遵守行为准则（参见第 4 页）
社区活动：改变世界（参见第 7 页）
健康及安全：勇于发声（参见第 10 页）
环境保护：留住天空之美（参见第 13 页）
碳排放披露项目（参见第 15 页）
供应链：履行我们的职责（参见第 18 页）
创造价值：创新（参见第 20 页）
经营情况（参见第 23 页）
港交所一般披露规则（参见第 24 页）
耐世特汽车系统简介（参见第 25 页）

Luis Canales

我们希望听到 
您的意见 
欢迎读者对我们可持续发展的举措提出意见和建议， 

请发送邮件至 nexteer.contact@nexteer.com 或登录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
aspx?id=PS-UIfftBUiaW-A9IIJJxbX1IdF7nhFGozfHPI
6VDehUQzNIWDMzQ081VVBTQ1dRV1pIMFEzMlJPQ
S4u 填写调查问卷。

耐世特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回馈我们运营、工作、生活所

在的社区。本报告展示了耐世特员工及其家人在我们首

个“全球服务日”参与各类志愿者活动的照片。有关 

“全球服务日”活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 页内容。



询主管，抑或是拨打耐世特道德热线求助 

（11 个国家），员工都可轻松获得帮助。去

年，我们接到了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美国

等地的员工拨打的求助电话。

耐世特合规顾问 Catherine Colvin 表示： 

“耐世特所有员工应恪守商业道德，行正道，

做正事，共同携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遵守
行为准则 
诚实守信、判断有据是耐
世特严守职业道德高标准
的基础。

面临涉及伦理

道德或法律问

题 的 艰 难 业

务决策时，耐世特员工可借助一系列通俗

易懂的合规政策和工具（图 2 和图 3）帮助 

决策。 

不管是选择参考公司既有行为准则，还是咨

在

我们致力于奉公守法，以公正、

公平、尊重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每年我们都对所有

全职员工进行雇佣政策的相关培

训。培训包含了薪酬福利、反歧

视、解雇、对养性、平等机会、

公平劳动机会、骚扰、人权、升职、

招聘、休假、安全、工作时间和

防止暴力等等话题。雇佣决策取

决于个人优点。

每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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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符合相关雇佣法律法规的 

规定。

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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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萨吉诺



商业道德和价值观培训
一名耐世特中国员工因公事曾受到当地一名

政府官员的帮助，因此想要给予谢礼。但此

前接受的行为准则培训让他意识到，送礼

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为此，他致电

耐世特亚太区法务总监进行咨询，并被告知

他的这一送礼行为可能会违反《海外反腐败 

法》，因此不应送礼。  

2016 年，耐世特全球 3377 名全职员工完成

了公司组织的《行为准则》培训。Colvin 指

出：“这项成果表明全体员工都投身到培训

中，共同承诺遵守商业道德”。这一课程如

今已成为新员工入职培训的一部分（图 4 和

图 5）。

公司致力于预防行贿、受贿、恐吓、欺诈、洗钱的行为。我们遵守

全球政策，促进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以合规的方式进行商业运

营。我们也遵守适用于公司的相关反腐败法律法规的规定。

反腐败
《行为准则》

反歧视
反骚扰
公平劳动机会
人权
防止暴力
安全的工作场所

《员工手册》
政策与信息

 平权措施与反歧视

反欺凌

反骚扰

出勤

差旅费用报销

多元化承诺

健康与安全承诺

沟通

补偿

机密与专利技术信息

多元化

教育机会

平等雇佣机会

礼品与赠与

工作时间

服务年限

招聘与升职

辞职与终止合同

休息时间

差旅

工作生活平衡项目
（下页继续）

中国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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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olvin 强调，一些员工还接受了额外 

的、与自身业务部门相关的培训。一些更

深度的、和其他合规政策相关的培训也在

年内陆续进行。2017 年，Colvin 计划先

在美国所有时薪雇员中全面执行《行为 

准则》的培训，随后推广至全球的时薪雇

员。Colvin 说，“不论是在全球的哪一个

国家或地区，我们都已正确的、合法的、

公司坚定维护人权与尊严。我们尊

重并遵守劳动与雇佣的法律，反对

雇佣歧视、强迫劳动或雇佣童工、

维护结社自由及劳资、移民、隐私

及薪酬方面的权益。我们不会在明

知供应商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使用

不安全产品或服务、违反雇佣法或

劳工法、使用体罚虐待）的情况下

继续使用其服务。如有任何人员发

现耐世特雇员、客户、供应商、供

货商、或其他与耐世特进行商业合

作的第三方违反了任何相关法律，

都应主动向人力资源部门上报。员

工亦应主动向法务部门或举报热线

举报供应商疑似违法行为。

耐世特通过员工个人成长与发展的

文化鼓励学习。员工通过在职业生

涯中参与教育或培训以提升其工

作效率。新员工学习其工作的基本

职责、接受反馈，而有经验的员工

学习新技术以适应技术、产品、政

策、实践和流程的新变化。一支训

练有素的团队能够帮助耐世特达成

业务目标。

劳动标准

发展与培训

（续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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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班加罗尔

29%

71%

全球受薪员工�
（按年龄）

39 岁及以下 40 岁及以下

19%

81%

全球受薪员工�
（按性别）

女性 男性

道德的方式运营我们的业务”，她认为耐世

特的可持续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简

单来说，我们致力于做正确的事”。•

图 4 图 5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
media/en/gui/43722/index.html



西哥圣克莱门特当地一所学校的儿童去年秋季返校时，

惊喜地发现了粉刷一新的教室，还有全新的学习玩具、

多功能型运动场设施与修理好的窗户，这是 80 多名耐

世特员工及其家人辛苦劳动的成果。

耐世特墨西哥的企业传播专员 Bárbara Morfín 说：“看到孩子脸上激

动欣喜的表情，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改善学校环境设施是耐世特首个“全球服务日”活动的成果之一，即为

北美、南美、欧洲及亚洲各地社区的环保和教育活动提供支持。 

墨

5 个时区 + 4 大洲 + 394 名志愿者 = 

1 个不一样的世界
“全球服务日”——耐世特员工
积极参与支持当地社区环保和
教育活动。

（下页继续）

墨西哥圣克莱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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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全球公益事业
2016 年 7 月 15 日，来自耐世特全球分

支机构的  394 名志愿者为社区贡献了共

计 1324 小时的志愿服务。至此，耐世特全

球员工累计志愿服务小时数超过 13500 小

时(图 6)，较前年增加了 44%。

耐世特全球企业事务执行总监  L u i s 

Canales 表示：“‘全球服务日’是耐世

特全体员工和家人与合作机构及慈善组织

共同投身公益实践的重要活动。它让我们

有机会回馈我们工作和生活所在社区。感受

到耐世特人跨越 5 个时区、在短短 24 小时

内——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影响，这让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耐世特世界各地“全球服务日”活动
•	 �美国萨吉诺：当地一处公园及附近市政

广场垃圾清理和游乐设施维修。

•	 �波兰蒂黑与巴西阿雷格里港：为当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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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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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人们给予我们的帮助和支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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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世特致力于成为业务活动所在各个

社区的首选企业邻居。我们努力增进运

营、工作和生活所在社区的经济繁荣 

（图 7），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公司组织的

社区活动，支持 STEM 教育活动(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以促进技术和经济教

育，通过让员工参与社区活动的形式倡导

协作精神，为他人改变生活现状，关注当

地社区。

社区投入

童慈善组织募款，儿童动手实践活动和

STEM 教育相关活动，包括在波兰举

办的试车跑道活动。

•	 �中国苏州、柳州、芜湖与涿州以及印度

班加罗尔：多处公园和公共场所垃圾清

理和设施维修，侧重于垃圾回收。•

（续上页）

Tychy, 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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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耐世特在志愿者项目中的参与度较去年

提高了 5%，完成了本年度预期目标。

在全球，社区活动始终面临着缺乏青年才俊投身 STEM 教育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耐世特致力

于在我们的社区中通过一系列职业教育合作项目、以技能为基础的志愿者项目、和慈善活动来提

升 STEM 教育。

这些举措不仅为公司的未来培养储备人才，更为我们的员工带来与年轻一代分享知识和热情的机会。

通过与社区的合作，我们希望激励那些能够改变世界的未来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和数学家们。

关爱之手

服务社区

年度资金捐助
 

 40 万美元

年度志愿者服务小时数 

13,500   全球共计
小时

美国萨吉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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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on Taylor 认为健康与安全

是一项永无休止的工作。

作为耐世特全球健康安全

及医疗经理，Don Taylor 的责任是确保所

有员工“毫发无伤”地回家。 

而这项工作面临如下挑战：耐世特的制造工

厂处于不断变化中——每周引入新员工、新

设计、新布局、新机器或新产品，因此需要

时刻保持警觉，不断改善安全措施，同时确

保拥有正确的健康与安全文化观念。

Taylor 指出：“正确的健康与安全文化观

D勇于发声
耐世特广受赞誉的健康与安全文化强调 

“强化意识、重在预防”

美国萨吉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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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要求我们鼓励员工报告所看到的危险行为

或情况。” 

创造“勇于发声”的环境
耐世特广受赞誉的安全文化先从领导层开

始，再传播渗透至整个员工队伍。Taylor 

及其全球健康及安全管理团队通过不断培

训（图 8）和分享最佳实践方法确保公司全

球员工的安全。公司健康与安全培训及改善

措施包括：

�• �核心健康安全审核——每年在耐世特

全球所有的生产基地开展为时一周、

涵盖 25 个审核模块的健康安全程序审

核。审核包含对机械设备、物料堆放

和储存、移动设备、行人安全、电力

安全和其他健康安全要素。这 25 个模

块涵盖了所有的关键安全需求，审核

完成后详细的整改措施和实施情况追

踪将贯穿接下去的一整年。

�• �安全文化变化培训——美国、波兰、

巴西和墨西哥的员工参加了为时1.5 小

时的课程培训，强调及时报告、并立

45% 15% 40%

即纠正不安全行为或情况的重要性，

以避免事故发生。参与培训的员工同

时也接受了甄别风险的培训，以及如

何指导他人发现不安全行为。

�• �安全规范纳入作业指导书——公司

将健康与安全规范纳入标准作业指 

导书。

�• �人体工程学与安全设计导入清单——

在设计和建造新机器时，公司工程师

和外部供应商应凭设计清单确认是

否融入了适当的人体工程学与安全 

我们遵守当地适用的健康与安全法律、政府法规及规则，建立并维护 OHSAS 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认证计划。我们坚持持续改进，
减少健康与安全风险，并满足监管机构的健康与安全要求。

我们通过教育、培训及提高意识，将职业健康及安全融入企业文化的各个方面，在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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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

健康及安全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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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要素。  

�• �全球健康及安全管理会议——

2016 年 8 月，耐世特 15 名安全专

家参观了美国萨吉诺工厂，并参加

了为期一周的安全实践课程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健康及安全愿景和任

务研究会、高空跌落风险防范、电

气安全作业规范、上锁挂牌/危险能

源隔离以及密闭空间作业。

�• �叉车灯具——耐世特波兰工厂安

全员提出了一项安全措施，即

在叉车前后安装射程约为  2 0  英

尺  ( 6 .1m)  的蓝色聚光灯，避免 

撞车。•

 

 

2016 = 0 

 

 

2016 = 0.38 

耐世特所有制造工厂应当遵守公司职业健康安全政策、规程及安全准则要求，确保公司业务活

动符合当地法律法规要求。管理层安全视察巡视项目与全球核心健康安全审核帮助我们监控每

周一次的健康安全巡视和研讨会的完成情况。此外，每个工厂的员工可参考书面安全计划指示

来降低作业风险，并且公司每月开展一次上锁挂牌稽核。

一旦发现健康安全问题，我们会以恰当的方式立即解决。我们要求所有员工、实习生、承包商

与访客及时报告发现的安全问题。报告方式可选择向直接主管或耐世特联系人报告，或通过设

于各个工厂的安全信箱举报。我们将定期评估所有工厂（图 9 和图 10）对于健康安全问题的

解决情况。

2016 年，耐世特 24 家工厂中的 12 家实现了 
零损失工作日。

安全作业承诺

工作现场

（续上页）

墨西哥圣克莱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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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图 10

损失工作日 (LWDC) = 任何由于与工作
相关的伤病所导致的员工损失一天或
以上的全天工作。

损失工作日率 = 损失工作日 
小时数 X 200,000

（100 名员工 X 40 小时 X 50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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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天空之美
世特全球各地的工厂，尤

其是位于气候暖和、阳光

充足地带的工厂，经常沐

浴在头顶的天空洒下的柔和自然之光下。

由于光线充足，白天作业时常常不用开灯。

耐世特全球设施、环境、公用服务与地产经

理 Richard Harris 说：“天空带来的裨益

不仅局限于节能降耗(图 11)。它还能帮助

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在柔和的阳光下工作

耐

通过节能降耗，以绿色环保的方式持续改进、节约资源。 

中国芜湖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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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让人心情变好。” 

保护天空仅仅是耐世特设法减少在地球上留

下的碳足迹的举措之一。为此，我们设定了

每年减少 6% 用电量的目标（按每标准运

行小时消耗一度电计算）。 

Harris 说：“在过去三年间，我们都达成

了每年减少 6% 用电量的目标。” 

节约自然资源

除了保护天空外，我们还在耐世特全球工厂

安装 LED 灯和感应灯，只有当有人经过时

才会亮起。公司在环保方面的投入还包括：

墨西哥：

•	 �发动机升级——改用配备有变频驱

动器的新型制冷塔。这种发动机仅

在运行时才产生耗能。

•	 �废水回收利用——生产废水经由

（续上页）

过滤系统回收处理后，用于浇

灌草皮和冲洗厕所。  

巴西：

•	 �太阳能热水系统——利用太阳能

为更衣室供应热水。

中国与波兰：

•	 �热能回收利用——空气压缩机

产生的废热经收集通过热交换

器处理后用于热水供应。 

2016 年，耐世特实施了一系列温室气

体控制措施，实现了  3751 公吨的碳

减排量(图 12 和图 13)。耐世特全球分

支机构总共节省的公用事业费和水电 

费分别达 3,854,697 美元和 2,500,884

美元。•

32%

68%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tCO2e)

范围 1 碳排放 范围 2 碳排放

图 12

每 1000 生产单位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tCO2e)

图 13

tCO2e = 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是量化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
体降低和碳积分的标准单位。
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用于衡量公
司/组织机构的碳足迹。

范围 1 碳排放 = 通过自有或受
控的来源（例如生产设备中的
蒸汽锅炉、大楼的暖气、火炉
使用的天然气等等）产生的直
接排放。

范围 2 碳排放 = 通过购买电力
（根据电力账单显示的用电量
计算）产生的间接排放。

0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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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6201520142013
范围 1 碳排放 范围 2 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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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司将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融入日常经营管

理，具体措施包括：减少公司因经营活动、产品及服务对环境造成

的影响，并主动地向国际性组织碳排放披露项目 (CDP) 披露有关信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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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监督碳排放情况。CDP 评分越高，代

表公司在披露气候变化数据方面越公开透明，有利于投资者更好地评

估所投资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和温室气体排

放法规调整的能力。 

继 2014 年提交部分 CDP 报告后，耐世特已于 2015 年完成了其首份

完整的 CDP 报告。鉴于 CDP 对于评分标准的变化,在 2016 年度的报

告中,耐世特等多家公司取得”环境意识提升”的评分——这一评分

的依据主要是公司近期正式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工作小组，并制定和执

行了可持续发展监控与报告框架 (SMRF) ，从而将可持续发展融入整

个公司的运营管理。 

耐世特根据全球最佳实践——尤其是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 (SASB) 与行业框架（如汽车行业行动小

组 (AIAG)）的标准建立了 SMRF 框架。SMRF 框架阐述了耐世特

可持续发展的五大重点要素——商业标准、健康安全及环境管理、

供应链管理、社会活动及创造价值——确定了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长短期措施以及公司日后披露可持续发展信息（即年度可持续

发展报告）时用于评估和报告目标完成情况的 GRI 和 HKEx 评估指

标。SMRF 框架所包含各重点要素的目的是将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

减缓与适应风险收益评估纳入业务活动。耐世特 2016 年度 CDP 评

分结果可在此查看：

•	  http://www.nexteer.com/wp-content/uploads/2016_Supply_Chain_

Water_Nexteer_Automotive_Group.pdf

•	  http://www.nexteer.com/wp-content/uploads/2016_Supply_Chain_

Climate_Change_Nexteer_Automotive_Group.pdf

耐世特碳排放�
披露项目

ISO 14001 = 旨在通过资
源的有效利用和减少浪
费以提升环境表现的一
套国际标准。它要求企
业/组织机构实行一套系
统的方法，解决与其运
营相关的一系列环境问
题，例如空气污染、水
资源及废水问题、浪费
管理、土地污染、减轻
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资
源的有效利用等。

耐世特旗下所有制造厂都建有 ISO14001 环境管理认证体系 (EMS)。ISO14001 是通过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减少

浪费以提升环境表现的一套国际标准。通过 ISO14001，我们的客户、供应商、员工和股东能够一目了然地了

解耐世特对环境的责任。每年，我们通过第三方进行 ISO14001 认证审计，并于每三年重新认证一次。

碳排放（图 12 和图 13）由每个工厂定期地根据排放允许条件或规定上报需求进行审查。虽然耐世特旗下所有

制造厂在生产中排放一定量的有害和无害废物，但我们对这些废料进行了妥善分类、搬运、运输和处置，同

时尽量减少产生的废物量。我们遵守所有适用法律法规要求，本年度未受到环保方面的任何罚款或其他形式的 

处罚。

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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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自然资源

耐世特致力于最小化对环境的影响，积极通过自身行动提升环保责任 

（图 14、图 15 和图 16）。为此，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全球的运营场所

减少浪费，支持回收，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能源效率。

我们通过《全球环境政策》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环保行动聚焦在保

护资源、减少污染物和材料回收上，具体有：

	•  根据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或监管报告要求，定期评估每家制造厂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  按照环境管理规程和最佳实践的要求，通过尽职调查和潜在环境

风险评估，尽力减少新建或租赁厂房、改建工程或关厂项目对环

境的影响。

	•  制定有关新建和已有设施设计、废物管理、空气质量、废水和

雨水处理、污染地表恢复、能源收集与环境绩效指标等的环境 

标准。

	•  制定风险规划，并且每年审核一次，确保为所有厂房设备资产的

报废与环境损害赔偿提供预算。

2016 年，耐世特全球公用事业组织针对本年度设定了水电用量较去年减

少 6% 的目标，并且达成了这一目标。此外我们还设定了送往堆填区的废

料较去年减少4%的目标，2016 年度实际废料产生量虽与 2015 年度持平，

由于耐世特全球制造工厂总体扩张了 10%，最终带来总体生产废料填埋比

例降低的结果。

EPS BENEFITS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环保优势

图 15

图 16

 

 
图 14

2016 年废弃物排放

可回收废弃物材料 (Kg), 
75.43%

无害废弃物 (Kg), 
13.56%

填埋废弃物 (Kg), 
4.63%

有害废弃物 (Kg),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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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环保优势

我们遵守当地适用的环境及气候法律、政府法规及规则。通过监测并报告相关趋势、风险、机遇和进展，我们不断向目标靠近。

在耐世特的管理团队的带领下，我们的运营活动中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每年回顾审核在可持续、能源使用和气候变化方面产生的影响。

我们通过持续努力来减少隐患，提升环境管理系统的有效性，保护资源，减少污染物，积极回收。

资源利用

美国萨吉诺



常情况下，美国边境一

天要受理  74 ,417 个卡

车、火车以及货轮运输集 

装箱。

为了保护超过 325 个入境口岸的安全，美

国国土安全部海关边境保护局 (CBP) 通过

稳定的合作关系，保护美国公众并促进合

法的国际贸易。

这就是耐世特自愿参加美国海关-商贸反

恐联盟 (C-TPAT)（即 CBP 领导的供应链

安全计划）的原因。成立该联盟的目的是

提高私人企业供应链在恐怖主义方面的安 

全性。

严格的安全措施

Rob Desimpelare 是耐世特转向系统业务

部门的材料经理，他认为在保护美国边境

问题上，耐世特致力于“做正确的事”。

耐世特采取的安全措施包括： 

•	 拖车安全

•	 集装箱安全

•	 门禁控制

•	  访问者、客户、供应商以及合同服

务供应商的筛选程序

•	  所有员工与合同服务供应商的背景

调查 

•	 发货与收货安全  

•	 信息技术安全 

•	 安全培训与警觉意识

通

履行我们
的职责
耐世特严格遵守边境安
全措施并要求供应商也
一同遵守

生产能力评估 (MCA) 是耐世特对所有新直接材料供应商工厂进行的实地访问与检查。通过 MCA，我们能够确认新供应商是否会对

人权、环境、劳动实践与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供应商筛选

275
188

477

50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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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贯穿耐世特全供应链的安全要求

耐世特全球供应管理团队采购流程高级分

析师 Sharon Wisniewski 表示：“我们

要确保我们在提高供应链安全性方面履行

应尽职责。” 

这就是为什么耐世特要求向美国工厂运输

产品的所有物流服务供应商与直接材料供

应商通过 C-TPAT 认证或采取安全措施。

未通过认证或未采取安全措施的现有供应

我们每天都致力于向每位客户提供一流技术、质量与价值。为此，我们在 

整个公司以及全球供应链(图17)传达质量文化、向供应商明确阐明相关要求与

期望。

我们致力于保障所有员工与分包商的福利、健康与安全以及向我们的客户提供

对社会与环境负责的产品。 我们对与我们的供应链有关的人权负有道德和伦理

责任并影响着当地社区。

供应商要求说明书（包括每个供应商必须遵守的政策与指南）旨在帮助我们实

现供应链管理的目标。

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风险管理

耐世特供应商要求（作为每份报价邀请

函及采购订单的一部分）给出了我们针

对供应链社会与环境风险管理制定的 

政策。 

我们遵守我们营业所在国家的所有适用

法律、政府规定与条例，并且我们已经

制定了规范员工行为的《行为准则》。

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应商在运营过程中能

够诚实公平地执行《行为准则》所列的

政策与法律。

我们鼓励供应商接受关于公司合规性、

道德标准、多样性与环境的培训并强烈

推荐现行 ISO14001。 

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应商在它们自己的供

应链中能够承担环境责任，减少产品在

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所有成品以

及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材料与物质应符

合关于设计、开发、分销、使用、处置

或回收的环境标准。供应商应向其员工

宣传环境政策声明（反映它们承担环境

责任的承诺）。 

一经要求，供应商必须向耐世特提供证

据，证明它们遵守上述所有要求。若供

应商未能满足上述要求或未能与我们共

同纠正不合规情况，则我们将终止与其

的业务关系。
商将被暂停承接新业务。

Wisniewski 说：“我们遵守道德准

则，希望我们的供应商也能做到这

点。我们的供应商也能反映我们的 

准则。”• 

印度班加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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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员工创新是耐世特未来发展的推动力

20

墨西哥圣克莱门特



在耐世特全球技术中心的墙

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入选

公司创新名人堂的 65 位

员工的名字。

公司设立创新名人堂的目的是向入选人员不

懈的创新精神致敬，他们入选的标准则是依

据专利数量、正式商业机密数量以及防卫性

出版物来确定的。 

我们明白，公司的成功是建立在行业先进知

识产权组合之上的，而这取决于创造这些组

合的创新者与发明者。 

（下页继续）

培养推动创新的人才
耐世特产品线执行及首席工程师  R i c k 

Nash 指出：“我们雇佣人才，然后向他们

提供技能与知识培训。我们公司能够提供一

个每天不断学习与创造新产品或产品特点的

环境。”

21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承诺将重点放在通过利用创新创造价值、与整车制造商合作以及提高地域

性、客户与车辆平台多样性来实现盈利的平衡增长。我们致力于设计考虑到产品整个生命周期

的产品解决方案，向客户提供预期的环境绩效与价值。 

创造价值

2010

89

2011

110

2012

87

2013

58

2014

59

2015

70

2016

72

图 18



耐世特企业工程总监 Aaron Seyuin 表示，

耐世特还通过持续正式教育、行业协会参与

以及有力的培训来支持员工的发展。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耐世特持

有 640 项专利，另外还有 459 项专利正

在申请中。(图 18 和图 19)Seyuin 表示： 

“强大的创新能力能够提高我们在客户及投

资者心中的技术声誉——当然，我们通过我

们最重要的资源——即全球各地的人才来吸

引客户及投资者，维护与他们的关系。”

Melvin l. WilCOx 工程奖 
2012 年，耐世特设立了以公司创始人之一

的名字命名的 Melvin L. Wilcox 工程奖。 

Seyuin 将该奖项描述为发明者的最高奖

项，代表非凡的知识产权贡献。 

Nash 说：“只有突破性变革的创新才能

获得这个奖项的认可。”每个提交的方案

都面临严格的审查，并且必须证明其不仅

能对耐世特的技术还能对其业务影响力以

及品牌宣传做出重大贡献。2016 年，第一

届 Melvin 工程奖颁发给对优化吸能式转向

管柱做出贡献的四名员工。•

（续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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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成立以来的 110 余年间，耐世特已发明了安全转向系统、摇头式转向管柱、无刷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等许多提高乘客安全与舒适度的产品。

安全是指导企业设计、生产与质量的基本原则。 耐世特的质量管理体系也满足 ISO/TS 16949:2009 标准。 

产品安全合规性与报告要求程序规定了耐世特将如何满足国际政府产品安全合规性与报告要求。该程序符合耐世特开展业务的各个国家的法律法

规。此外，我们的产品包装与标签设计满足所有特定客户包装与标签标准/指南，包括适用维修零件包装标准与监管要求。

耐世特尊重在业务过程中需要被访问、收集、处理、使用、传播、披露和存储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耐世特正在认证欧盟-美国隐私保护原则，该原

则规定了通知、选择、向前转移的责任、安全性、数据完整性和目的限制、访问、追索权、强制执行和责任，以满足隐私权和其他全球隐私条例

的要求。

产品责任 

2010

87

2011

73

2012

129

2013

97

2014

149

2015

173

2016

257

图 19

耐世特向员工提供各种培训，并正在实施全球培训管理体系，以跟踪培训标准

以及培训时长，从而达到改进课程以及分析培训效果的目的。 

耐世特员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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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信息
耐世特汽车系统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开曼群岛法例注册成立，总部位于美国，运营场所布局全球。

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股票代码：01316）

2016 年营业收入 
38.42 亿美元

耐世特 2016 年净利润
3.02 亿美元

查阅耐世特汽车系统 2016 年年度报告，了解更多: 
http://www.nexteer.com/wp-content/uploads/2016-Annual-Report.pdf

经营情况

公司名称 
耐世特汽车系统集团
（根据开曼群岛法例注册成立）

注册办公室地址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全球总部地址
1272 Doris Rd 
Auburn Hills, MI 48326
United States

香港主要营业地点
中国香港
铜锣湾
勿地臣街 1 号
时代广场
二座 3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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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规定项目与关键绩效指标
(KPis)

耐世特重点要素 2016�财年情况

A. 环保

A1：减排 —— 一般披露规则 环保（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EHS的一部分） 参见第 15 页

A1.1-1.6 关键绩效指标 <<link to separate doc>>

A2: 资源利用 —— 一般披露规则 环保（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EHS的一部分） 参见第 17 页

A2.1-2.5 关键绩效指标 <<link to separate doc>>

A3: 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 ——  
一般披露规则 

环保（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EHS的一部分） 参见第 16 页 

A3.1 关键绩效指标 <<link to separate doc>>

B. 社会

雇佣与劳动政策

B1：雇佣 —— 一般披露规则 商业道德 参见第 4 页 

B2：员工健康及安全 ——  
一般披露规则

健康及安全（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EHS的一
部分）

参见第 11-12 页

B3：员工个人成长与培训 ——  
一般披露规则

商业道德 参见第 6 页

B4：劳工标准 —— 一般披露规则 商业道德 参见第 6 页

运营操作

B5：供应链管理 —— 一般披露
规则

卓越供应链 参见第 18-19 页 

B6：产品责任 —— 一般披露规则 创造价值 参见第 22 页 

B7：反腐败 —— 一般披露规则 商业道德 参见第 5 页

社区

B8：社区投入 —— 一般披露规则   社区活动 参见第 8 页

港交所一般披露规则
港交所 (HKEx)《环境、社会与治理报告指引》一般披露规则与环境管理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图 20



推动创新

公司生产的各种创新产品（如：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可

以帮助驾驶员：

• 提升燃油经济性

• 减少碳排放

• 提升路感与驾驶体验

• 塑造乘用车和货车的“个性”与性能

• 改善各种路况下的安全与转向操控

耐世特自 1999 年起售出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已帮助节

省超过三十亿加仑燃油。

传承悠久历史

凭借逾 110 年来的创新和转向及动力传动技术的经验累

积，我们重大的技术创新与突破包括：

• 发明首个助力转向系统

• 发明摇头式可调转向系统

• 发明吸能式转向管柱。

• 前轮驱动半轴

• 无刷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展望未来

作为随心操控的引领者，耐世特正不断扩展自主技术，

务求：

• 促进辅助/自动/互联驾驶

• 迎合高效、清洁能源的需求

• 满足个人出行和移动互联的演进

耐世特对未来的愿景始终如一：创新、负责任及可持续

发展。诚邀您与我们并肩发展。

…为人们、 
为繁荣、为地球

耐世特坚持正确的经营方式，即与我们的利益相关方一起积

极参与环境、社会、经济及企业治理相关活动，肩负责任，

创造价值。

公司简介

主营产品：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液压助力转向系统、转向 

管柱中间轴、动力传动系统、先进驾驶辅助系统与自动驾驶

系统

全球布局：24 家制造厂、5 个应用工程中心与 11 个客户服

务中心

全球团队：逾 13700 名全职员工

全球客户：逾 50 家，包括宝马、菲亚特克莱斯勒、福特、通

用、丰田、标志雪铁龙、大众以及在印度、中国和南美的汽车

制造商

全球总部：美国密歇根州奥本山市

营业收入：2016 年——38.42 亿美元

核心价值

我们以成为负责任的全球企业公民为己任。耐世特独特企业

文化体现为：

以人为本。耐世特充分授权于员工。鼓励员工提出建设性意

见，帮助员工实现个人成长。

卓越运营。耐世特秉承精益求精的质量精神。公司领导层以

诚信淡担当，制定清晰的决策。

持续发展。公司坚持“客户至上”的理念，追求不懈创新，

致力于合作共赢。

肩负责任，�
创造价值…

One Nextee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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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布局

全球总部
1272 Doris Rd
Auburn Hills MI 48326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248-340-8200
www.nexte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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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区总部
苏州工业园区凤里街 72 号，215126

巴西阿雷格里港
澳大利亚基斯博罗

波兰格利维策

波兰蒂黑

中国苏州

中国北京/涿州（合资）

美国萨吉诺

墨西哥胡亚雷斯

墨西哥克雷塔罗

中国柳州

中国芜湖（合资）

印度古尔冈

中国重庆

印度班加罗尔

意大利托里诺

美国奥本山

美国特洛伊

印度浦那

巴西里奥港

德国慕尼黑

德国吕塞尔斯海姆

中国上海

法国巴黎

日本东京

韩国首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