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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CEVT

所有汽车制造商均面临技术的飞速发

展，这要求行业中的每个参与者都必须作

出改变。其中一项改变就是软件在车内应

用程度越来越高。每个OEM在应对不断

增长的软件需求时都存在着相同的问题，

这为CEVT带来了明显的优势。随着我们

转向自动驾驶汽车，更复杂的架构（包括电

气化和互联服务）将在量产后为汽车开发

提供支持。这些因素将推动CEVT进入全

新领域，让我们在履行现有承诺的同时，还

能通过新的服务创新和解决方案为吉利控

股提供支持。这仅仅是开始，未来还会有

更多精彩篇章。

CEVT是吉利控股旗下独特的能力中

心。作为一家创新和技术中心，CEVT通过

自身能力交付顶尖的行业成果，包括与外

部初创企业及合作实验室合作的成果。

我们采用全新的研发方式，满足未来

全球市场的需求。

这就是CEVT。

中欧汽车技术中心（英文简称CEVT）是吉利控股旗下的创新和技术公司，致力于为创造不

一样的明天而开发出行解决方案。我们具备强大的模块化开发、虚拟工程和软件开发实力，

为吉利控股旗下的所有品牌提供世界一流的技术支持。

吉利控股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吉利控股）是一家全球化的出行技术集团，拥有多个国际知名汽车品牌，业务覆盖从研究、开发和设
计到生产、销售和维修的整条汽车价值链。 

1986年，董事长李书福在中国浙江省台州创办吉利控股，公司于1997年启动汽车业务，总部现位于中国杭州。集团致
力于通过开发绿色环保的数字化出行生态系统，成为出行技术的世界领导者。浙江吉利控股集团雇有超过120,000名
员工，其中有近20,000人从事研发和设计。集团总资产超过3,000亿人民币，连续八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榜单。

>> 阅读更多内容

吉利控股的汽车品牌

CEVT是浙江吉利控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该集
团旗下有一系列特征和受众各不相同的全球知
名汽车品牌。其中，乘用车品牌包括吉利汽车、
领克汽车、沃尔沃汽车、跑诗达汽车、宝腾汽
车、路特斯汽车和全新的电动车品牌几何汽车，
商用车品牌则包括伦敦电动汽车（前称为伦敦出
租车）和远程商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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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致辞

作为吉利控股的创新和研发中心， 

CEVT致力于开发出行解决方案，创造不

一样的明天。要实现这一雄心壮志，我们

不仅需要履行今天的承诺，还需要在正经

历重大变革的汽车行业中领先一步。未来

将越来越需要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在

CEVT，我们的目标是走在创新出行技术

的前沿，同时关注可持续发展。

过去六年里，我们迅速成长，从2013

年只有几人的团队发展为2019年两千多人

的队伍。我们开发出CMA（英文全称为 

“Compact Modular Architecture”， 

意为“紧凑型模块化架构”），沃尔沃首款

荣获欧洲年度车大奖的XC40就是基于

CMA架构打造的。我们还交付了7速双离

合变速器（7DCT），它曾荣获2019年“世

界十佳变速器”殊荣。在开发完整架构和

整车方面，我们展现出了非凡能力，并成功

交付了多款领克车型。2019年，领克02获

得C-NCAP（中国新车评价规程）五星评

价，领克03+获得“年度性能车”大奖。我

们还有许多项目正在开发中。

简而言之，我们的工作为吉利控股创

造了显著的价值，也为我们在集团内赢得

了独特的地位。

员工热情和战略方法相辅相成
从一开始，可持续性就一直是我们工

作的重要因素。在CEVT的各个层面，我们

都有许多热情洋溢的员工实施和倡导可持

续解决方案，您在阅读本报告时将充分体

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2019年，在管理层的推动下，我们决

定实施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举措，与员工

的努力相辅相成。目的在于制定积极主动

的战略，让员工们的努力和热情助力实现

我们既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巩固我们的

可持续发展工作成果。

认识软件的重要性
目前，汽车行业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

化。自动驾驶、动力总成电气化、汽车拥有

和共享新模式等趋势，正影响着我们这个

行业。掌握未来客户看重的新技术和服

务，对于业务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考虑到软件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将软

件开发和硬件开发分开，从而优化软硬件

开发和软硬件接口的开发。为此，我们新成

立了Electrical Architecture and Fea-

tures（电气架构与功能）部门，扩大管理

团队，对这一领域予以适当关注，以符合它

作为吉利控股的创新和研发中心，CEVT致力于开发出行解决方案，创造不一样的

明天。要实现这一雄心壮志，我们不仅需要履行今天的承诺，还需要在正经历重大

变革的汽车行业中领先一步。未来将越来越需要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在CEVT，我

们的目标是走在创新出行技术的前沿，同时关注可持续发展。

未来将越来越需要
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CEO致辞



这就是CEVT 我们周围的世界 CEVT可持续性 价值创造 公司影响和发展 负责任关系 风险管理 董事会 / CEVT管理层

在未来出行解决方案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继续领先一步，我们采取了积极

主动的措施，增强我们的竞争力并加快转

型步伐。这一年，我们成功进行了组织结

构优化，力争实现两个目标：首先，增加运

营效率。其次，为能力转型释放空间，满足

不断变化的行业需求。

以能力为导向的公司
我们的旅程要求我们对能力进行持续

投资。

为了强调和培养关键能力，我们建立

了Strategic Technical Network（战略技

术网络）团队。这支团队由特定关键领域

内的专家组成，共享人工智能、电气化、聚

合物材料、用户体验、自动驾驶电气架构等

领域的知识。

我们的投资还包括改善HR流程。 

2019年，我们开始推行Leadership Mani-

festo（领导力备忘录），明确了CEVT优秀

领导力实践所需的特征。Leadership 

Manifesto以Courage（勇气）、Trust（信

任）和Care（关心）为指导原则，持续对话

和辅导是其关注的重点。

扩大我们的外部合作关系网
我们继续创造价值的能力不仅取决于

内部工作，还有赖于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

合作，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查尔姆斯理工

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本古里安大学等学

术机构，还包括初创公司。外部合作可以为

我们带来新的视角。本着这种精神，协作平

台MobilityXlab于2019年迎来了第2周年，

CEO致辞

我们是其中六个合作伙伴之一。迄今为止，

它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

2019年，我们与瑞典人工智能创新中

心（AI Innovation of Sweden）建立了合

作关系。该中心的目的是在瑞典人工智能

生态系统发挥引擎作用。此举进一步扩大

了我们的外部网络。我们的初创公司搜寻

计划Innoscout在这一年也建立了新的合

作关系，包括芬兰和以色列公司Noveto 

Systems。

以多元化为指导
多元化是塑造我们工作的重要因素。

环境、社会和道德议题贯穿于我们的日常

决策中。我们的员工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因

此我们可以在创造解决方案时融入各种视

角和观点，这是我们的优势。

作为一家中资瑞典公司，这样的双重

传统为我们带来了独特的公司文化。我们

鼓励差异性，并通过各种活动促进中瑞之

间的文化交流。我们注重员工能力，始终

以招募到顶尖人才为目的，提倡包容性和

多元化。

我们的公司价值观是：高瞻远瞩、另

辟蹊径、同心协力。由于前方道路挑战重

重，我们需要高瞻远瞩。未来全球市场的

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以可持续发展为主：更

清洁的汽车和更智能的出行解决方案，可

满足具有环保意识的现代消费者的需求，

在循环经济中实现规模化高效制造。为了

做到高瞻远瞩，我们已将可持续发展列为

管理团队的战略重点。

振奋人心的新篇章
自2013年创立以来，我们取得了众多

成就。未来几年，我们将继续创造机会，提

供价值，并为可持续解决方案做出贡献。为

此，CEVT将以我们公司的综合能力为基

础，将工作重心放在技术、创新和服务上。

我期待CEVT从2020年起，迎接更多振奋

人心的新篇章。

我们鼓励差异性，
促进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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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周围的世界
CEVT的目标是成为领先的创新和技术中心，为可持续出行作出贡献。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各项趋势、新的法律要求以及利益相关者不断变化的期望。 

这些趋势涉及客户体验、研发、技术，以及环境、社会和道德责任及表现。CEVT明确了一些影响我们业务的趋势。

注重体验
相比拥有物品，感受体验已经成为新的奢侈品。体验可以是数字体
验，也可以是现实体验，但作为暂离喧嚣的方式，体验正走向数字
化。

互联生活
互联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的范围包括沟通、商品消
费、娱乐等等。 

新的工作方式
人们以新的方式工作，比如新的创业方式、在家工作、工作到传统
退休年龄之外等。科技的进步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取代人类工作。

高端化
金融危机后，高端化的形式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消费者开始追求
更高水平、个性化、互联的服务。高端化既是创造价值，也是保全价
值。

客户行为和需求的变化 

正在转变的市场前沿
世界经济中心正在转移，不仅向东转移到亚洲，而且向南转移到中
东和非洲，由此产生新的市场和需求。由于收入增长潜力巨大，亚
洲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消费市场的中坚力量。

智慧大都市
智慧城市是城市化的结果。城市作为经济枢纽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而技术则被用来解决城市问题。

中产阶级受压
成熟市场的中产阶级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获得明显的收入增长。因
此，这些消费者在某些产品类别中降级消费，这样才能在其他产品
类别中升级消费。

多元文化
移民带来多元文化，而多元文化的增长在成熟市场最为迅速。社会
中不同群体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以及极右翼运动的抬头已成为现
实。

现代化家庭
与“已婚夫妇养育子女”的传统家庭模式相比，单身家庭的数量不
断增长，并且不同组合的人们以不同方式养育子女。

循环经济
环境压力促使市场参与者减少废弃物，重复利用材料，维修产品，
而不是生产、使用和弃置的线性模式。

共享经济
不同行业内，无论是B2C、P2P还是二者结合，共享商品和服务这
种模式正在逐渐增长，取代了传统的拥有模式。

健康生活
随着消费者对环境、环境问题和“富贵病”越来越关注，他们也越
来越希望拥有健康生活。

道德生活
道德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努力做出正面决定，并积极寻求具有负面
影响的消费主义的替代方案。意识、可用性和可负担性影响着消费
者对道德生活的兴趣。 

人口变化 对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关注日益提高 



CEVT | 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 第6页

这就是CEVT CEO致辞 我们周围的世界 价值创造 公司影响和发展 负责任关系 风险管理 董事会 / CEVT管理层CEVT可持续性

CEVT可持续性

世界正在不断变化。向可持续发展转

变的核心是联合国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今天，任何公司在所有事情上，都必须

考虑到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长期的环境

保护。另外，我们还需认识到，这是一段共

同的旅程，携手合作对于攻克众多复杂挑

战至关重要。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创

新既会起到推动作用，也会提出要求。

从一开始，可持续发展就是CEVT业

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CEVT可以在汽车

和出行服务设计的前期施加影响，同时提

升合作伙伴的表现。对可持续发展的关

注，渗透到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中，涉及公司

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从设计和材料规格

的选择、生产方法、能耗到产品寿命终

止。

CEVT的其中一项显著实力和竞争优

势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深深植根于

CEVT的文化中。这推动并增强了公司内

的可持续发展举措。为了在日常运营中进

一步推行这种覆盖整个生命周期的方

法，CEVT在2019年推出了一项新计划： 

Strategically Managed Sustainability 

（战略管理下的可持续发展）。该计划旨在

制定清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通

过积极主动的目标、计划和流程，在管理

层级跟踪进度。这对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

至关重要，因为它体现了合规性，并且有助

于促进品牌差异化，而合规性和品牌差异

化是长期增长和盈利的关键要素。

可持续发展治理
CEVT在日常运营和决策过程中充分

考虑到环境、社会和道德问题。公司价值

观和《行为准则》是员工的重要指导原则。

另外，我们还制定了一些公司政策和指令，

为员工提供更详细的指导。在公司政策和

价值观方面，CEVT不断加强落实工作，并

向员工提供相关培训。因为CEVT处于不

断变化的市场中，是一家与时俱进的公司，

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完善、落实和调整这些

系统工作。

创新和产品开发是CEVT的业务核心，也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基础。其中，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全世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共同目标。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trategically Managed Sustainability（战略管理下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将分析CEVT如何加大其
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迄今为止，被认为最相关的目标是： 

价值创造：可持续产品开发和
创新 

• 产品创新
• 质量
• 终端客户的偏好

转至8–11页，阅读更多内容

公司影响和发展 

• 公司文化
• 具有吸引力的雇主
• 技术领导力
• 资源高效型运营

转至14–16页，阅读更多内容

负责任关系：道德行为 

• 供应商关系
• 商业道德和诚信
• 对当地社会的贡献

转至18–20页，阅读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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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ISO 9001认证，在2019年6月获得ISO 

14001认证。这进一步完善了资源高效型

运营的系统方法，并改善了公司的环境表

现。

流程和绩效的评估采用加权计分卡。

计分卡的一半包含对主要项目的运营评

估，另一半包含战略转型、流程开发、组

织、员工等领域。CEVT的公司计分卡状

态每个季度都会审核并报送至吉利CEO

办公室。

重点领域
为了明确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

作重点，我们在2017年执行了重要性分

析，并在2018年对结果进行了验证。重要

性分析通过内部流程完成，基于内外部知

识和信息来源。这些信息来源包括SDG、

联合国全球契约原则等指导框架，以及汽

车行业趋势报告。有关CEVT的影响和利

益相关者观点的现有知识及文档也被纳入

考量范围。

•  CEVT确定了以下利益相关者群体：吉利

控股（所有者）、内部客户、终端客户、员

工和地方当局。

•  在重要性分析中确定的相关方面可分为

三个领域：“价值创造：可持续产品开发

和创新”、“公司影响和发展”以及“负责

任关系：道德行为”。本报告阐明了在这

些重点领域完成的工作。

2019年，我们也开始制定重点领域的

KPI、目标和后续行动。有关具体政策、管

理方法和活动的更多信息可在接下来几章

里找到。有关风险管理的信息可在本报告

的最后一章找到。

2018年以来，公司的Sustainability 

Forum（可持续发展论坛）汇集了来自公

司内不同部门的参与者。该论坛会探讨

CEVT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在产

品设计、开发等流程中如何处理这些问

题。

公司价值观
CEVT的公司价值观指导着员工承担

个人责任、勇于创新，并以未来为导向：高

瞻远瞩、另辟蹊径、同心协力。请转至第14

页阅读更多信息。

行为准则
《CEVT行为准则》旨在设定业务实

践标准、规范行为，并为员工和顾问在法

律、法规和惯例纷繁复杂的领域指明方向。

《行为准则》涵盖了环境、社会、人力资

源、人权和反腐败等议题。

为了确保所有员工和顾问都遵守《行

为准则》中的全部原则，CEVT制定了健全

的道德与合规计划。该计划包括《行为准

则》本身，以及反贿赂和腐败、利益冲突、

道德型领导等具体领域。

综合管理系统
我们实施了一项涵盖CEVT各个方面

的综合管理系统。这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平

台，目的在于不断完善业务、实现既定目标

和提高成本效益。该系统在2018年6月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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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创造：可持续产品开发
和创新

寻找创新、敏捷的合作方式是CEVT运营的工作中心，有助于我们充分利用资源，

并最终使吉利控股能以更智能的方式制定汽车和出行解决方案。 

虽然瞬息万变的世界和新客户需求可

能会给传统汽车行业带来挑战，但不断发

展的市场处于CEVT业务的核心。CEVT

设计和开发满足未来需求的出行解决方

案，不断寻求改进创新流程的各个阶段，

从而以创新的方式为合作伙伴创造价值。 

CEVT的一个成功要素是广泛的合作网

络。这让CEVT能够获取和分享知识，开发

前沿解决方案，并更好地了解未来市场的

需求。

CEVT一直在寻求合适人才。我们矢

志不渝地追求发展和创新，相信差异有助

于丰富创新过程。工作方式和全球招聘流

程的不断完善，以及CEVT与学术界和其

他公司之间的合作，都体现了我们的这一

理念。

未来消费者的偏好
人们对汽车的看法和看重的方面正在

转变。如今，消费者注重的是便利性和服

务，将来更是如此。市场上对环境足迹更

低的节油型汽车的需求不断增长，对长

租、共享汽车和简化购车方式也越来越感

兴趣。除了新技术之外，法律法规的变化

也推动了环境责任和电气化需求的增长。

可持续的安全出行方式、互联性、资源效

率和共享经济是影响汽车行业的重要趋

势。

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世界各地的人

们更加关注良好的空气质量，尤其是在亚

洲国家。因此，CEVT加大了在车内空气质

量方面的工作力度，为驾驶员营造安全的

空气环境。CEVT正在开展多个项目，努力

提高进入车内的空气净化效率。

在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偏好方面，

其中一个实例是与音频技术初创公司

Noveto Systems的合作。两家公司将共

同探索一种可动态控制和定向传输声音的

革命性技术。借助这种技术，车内的每位

乘员都可以收听自己的个性化音频内容，

而无需使用隔音耳机或可造成噪音污染的

传统音频扬声器。 

 

Noveto Smart Audio®可将车内的噪音污

染降低90%。

不断发展的市场始终处于
CEVT业务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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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创新
CEVT不断开发新的解决方案。创新

是开发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一

个例子是我们实施了一种创新管理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所有员工都可以向创新部

门提交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然后，创新

部门将对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解决方案进行

分类，并将其他方案发送给吉利集团的合

作伙伴，以评估直接实施的可行性。开发

成果将应用于下一个生产周期，而不会等

待下一款车型发布。另一个知识共享的例

子是每两周举行一次的可持续发展交流

会，参与者不仅包括CEVT内部不同部门

的代表，还包括外部代表，比如领克营销、

销售与服务部门的成员。会议期间，参与

者会就当前和计划中的工作内容互相交流

信息。

作为创新过程的一部分，My Sustain-

able Mobility（我的可持续出行）致力于

开发可持续的材料解决方案，进而减少总

排放量。2019年，我们提出了一项名为

Sustainability in Innovation（可持续创

新）的新举措。这项举措的重点是寻找对

环境影响较小、更轻量、可提高回收利用率

的新型材料，从而确保未来的循环经济。

模块化有助于实现更智能的开发
模块化开发的汽车制造方式具有许多

优势。例如，满足不同品牌和不同车型所

需的灵活性，高度流水线化的制造流程，

显著的规模经济，等等。

油或柴油发动机，以及混合动力传动系

统。该架构可以根据特定的客户需求量身

定制。我们在开发CMA时着重于在各个方

面实现出色的安全性，包括使用高强度

钢、创新的碰撞缓冲区，对乘员和行人都提

供保护作用。CMA还支持一系列高级主动

安全功能，例如360度环视和盲点检测。除

了高性能之外，出色的能源效率还确保了

CMA架构符合所有最新的排放标准。

借助系统，实现更可持续的开发
汽车和动力总成的电气化是未来趋

势，有望提高互联性、降低油耗，并改善都

市环境的空气质量和健康。因此，CEVT

的创新和技术开发团队正在积极探索

CMA系统的未来发展和动力总成的电气

化技术。其中一项挑战是找出并完善一种

结合各个相关方面的动力总成概念，以实

现并整合最佳系统。

数字化：虚拟产品开发
CEVT充分运用虚拟产品开发技术，

以及使用计算机辅助工程的模拟技术。在

流程早期进行复杂的计算、模拟和虚拟测

试，有助于实现更快速、更具创新性、针对

性物理测试更精确的开发。

虚拟测试技术发展迅速，现已涵盖几

乎所有类型的测试：道路安全、道路负载

数据、车辆动力学、空气动力学、燃油效率

和气候价值创造性能、声音等。除此之外，

这些新的计算方法还支持动力系统、重量

和燃油经济性的优化工作。加起来，虚拟

模拟技术已取代了数百项物理测试。

创新是开发过程
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CEVT的内部创新过程主要集中于三个

方面：

•  My Sustainable Mobility（我的

可持续出行）通过探索新能源和

材料解决方案，创造更可持续发

展的未来。

•  My Smart Mobility（我的智能出

行）通过开发智能解决方案，在新

的出行背景下满足个性化需求。

•  My Autonomous Journey（我

的自动驾驶旅程）探讨的是自动

驾驶所带来的可能性。

CEVT的模块化汽车架构可满足全球

市场最严格的要求。它具有完全的可伸缩

性，能适应一系列复杂程度各异的动力系

统和技术。领克01、领克02和沃尔沃

XC40均获得C-NCAP（中国新车评价规

程）五星评价，这三款车都是基于紧凑型

模块化架构（Compact Modular Archi-

tecture）打造的。模块化方法有助于实现

产品定制，以及高度流水线化的制造流程

和显著的规模经济。

为共享零件和通用接口开发更好的技

术解决方案也是CEVT的专长之一。模块

化原理具备普遍适用性：所有主要模块都

能以不同方式与架构相衔接。所有这些特

点共同促进了产品的更可持续开发。

CEVT的紧凑型模块化架构（Com-

pact Modular Architecture，简称CMA）

在长度和高度设计上具有可伸缩性，高坐

姿汽车和低坐姿汽车均能使用。它可以搭

载带前轮驱动和全轮驱动的三缸或四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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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导力
汽车行业，或者说是出行行业，正在

经历迄今为止最具变革性的社会、技术和

经济变化之一。这种变化主要由三个颠覆

性要素组成：电动汽车和替代性动力总

成、互联自动驾驶汽车，以及按需出行服

务。只有真正了解这些颠覆性变化的影响

和时间，并抓住新出现的适当机会，才能

在市场中取胜。

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并了解这种转型的

范围和规模，CEVT与世界上一些领先的

学术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CEVT还

建立了跨学科的专家合作网络：CEVT战

略技术专家网络。其目的是促进长期技术

和创新战略的发展，并为CEVT内外的跨

学科合作奠定基础。

电气化和碳足迹
环保法规和相关客户要求正在迅速发

展。例如，许多国家提出了与《巴黎协定》

相一致的气候影响行动计划。因此，中国

和越来越多的国家计划在2050年之前禁

止生产和销售化石燃料汽车。这将对节油

型汽车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并影响动力

总成技术开发的需求。CEVT致力于协助

吉利控股达成这方面的目标。这意味着我

们将踏上一段具有挑战性的旅程，需要我

们在几年内建立工程和制造能力，同时交

付相应的产品线。

CEVT重点关注的一个产品创新领域

是汽车电气化，目的是减少碳足迹。目前的

工作重点是通过开发高质量混合动力汽

车，降低油耗，同时为开发纯电动汽车做

好准备。

新的立法和规定要求我们在提高能源

效率、增加行驶里程、保障电池质量等方

面加大工作力度。接下来，我们将从价值链

角度处理碳足迹，重点关注电池生产的碳

足迹。我们将与其他组织合作开展这项工

作，例如与大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合作的共

同资助项目。

其中一个例子便是瑞典电动化交通实

验室（SEEL），该实验室由CEVT、斯堪

尼亚、沃尔沃汽车、沃尔沃集团、瑞典研究

院（RISE）和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合作

开发。其目标是增强瑞典汽车产业的竞争

力，帮助瑞典继续走在交通运输的创新前

沿，并加快瑞典成为无化石燃料国家的步

伐。

可持续材料
每一年，报废车辆都会产生大量废弃

物。这种废弃过程应得到妥善管理。各地

法规要求生产商生产不含有害物质的新型

车辆，并提高报废车辆的再用率、循环率

和再生率。因此，汽车零件的设计和生产

在降低报废车辆的环境影响方面起到重要

作用。

CEVT不断探索充分利用资源的创新

方式，并最终使吉利控股的合作伙伴能以

更智能的方式制造汽车和打造出行解决方

案。这一创新方式让实现欧盟指令

2000/53/EC等严格目标成为可能，该指

令对报废汽车及其零件的“再用和循环

率”（85%）及“再用和再生率”（95%）明

确规定了量化指标。此外，设计工程师还会

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碳排放、油耗等的

特定要求。

CEVT的研发团队不断努力开发更加

出色的新型材料和零件，其项目涉及产品

周期的各个领域，目的是改善健康性能、

耐用性和可回收性，并减轻车重。在内饰设

计方面，侧重点在于想方设法使用回收材

料和健康材料，以及减少或替代含有化石

能源的材料。我们正在开展多个项目，寻找

能够替代塑料的材料和更环保的生产方

式，例如使用需要更少化学品或能源的技

术。

寻找能够降低汽车终身碳足迹的材料

是一项挑战。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

现，例如用回收材料替代原始材料、使用

生物基材料而不是化石基材料等。但要进

一步减少碳足迹，减轻车重很重要。对于

搭载传统内燃发动机的车辆，减轻车重可

减少燃料消耗；对于搭载电池发动机的车

辆，则可以在减小电池尺寸的同时保持同

CEVT重点关注的一个产
品创新领域是汽车电气化，
目的是减少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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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驶里程。这可以通过添加天然纤维、

用较轻材料代替传统材料等方式来实

现。2019年，CEVT在悬挂系统中探索了

复合材料的应用，目的是了解如何使用模

拟技术预先对强度进行预测，以及如何针

对材料本身进行设计。

合作创新
CEVT携手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开启

了一项名为iTEM（传动电机一体化）的研

究项目。该项目着重于电力电子领域，将加

强合作并增进汽车工业和大学院校之间的

知识交流。项目目标是开发一款融入集成

式电子驱动的变速器。

其他合作创新的例子包括两个为期三

年、以“可持续技术”为主题的RISE和查

尔姆斯理工大学合作研究项目，CEVT、沃

尔沃集团、沃尔沃汽车公司和斯堪尼亚则

是行业合作伙伴。其中一个项目的目标是

优化混合动力汽车的内燃机。另一个项目

叫“循环经济中的电动机”，目的是构建更

可持续的动力总成系统，以便简单、经济

地回收材料。

2019年，我们完成了旨在通过更高效

的生产方法和设计来减少电力驱动系统的

环境足迹的研究项目，并取得良好的成

果。合作伙伴包括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KTH皇家理工学院和RISE。

侧重点在于想方
设法使用回收材
料和健康材料，以
及减少或替代含有
化石能源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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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Xlab
由瑞典领先的公司CEVT、爱立信、Veoneer、沃尔沃汽车、沃尔沃集团和
Zenuity创立的创新生态系统及合作平台。

>> 阅读更多内容

瑞典电动汽车中心
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卓越中心，由瑞典能源局以
及行业和学术合作伙伴（斯堪尼亚、沃尔沃集团、沃尔沃汽车、查尔姆斯
理工大学、KTH、Uppsala等）合作开展。 
 

Drive	Sweden
由瑞典政府（瑞典能源局、Formas和瑞典创新局）启动的战略创新计划，
工作重点是下一代旅行和交通。 

>> 阅读更多内容

SEEL，瑞典电动化交通实验室
电动汽车的测试平台，参与者包括查尔姆斯理工大学、RISE和CEVT、
斯堪尼亚、沃尔沃汽车、沃尔沃集团等行业合作伙伴。

瑞典软件中心
对内部软件的开发方法进行改进。

>> 阅读更多内容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能以跨学科的模式查看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在研
究、教育和创新方面的卓越成就。 

重点包括：
• 车辆工程

• IndPhd；驾乘舒适性和NVH（噪声、振动及声振粗糙度）
• IndPhd；高速稳定性，包括空气动力学和车辆动力学

•   动力总成
• IndPhD；iTEM（传动电机一体化）
• IndPhD；变速箱控制

• 自动驾驶
• 可持续轻质材料
• 数据科学（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大数据等）
• 互联和网络安全
• SUMMIT VR试验工厂
• 查尔姆斯车辆安全 / 伤害预防与事故分析及预防 
 

>> 阅读更多内容
>> 阅读更多内容

SECREDAS
CEVT与欧盟项目SECREDAS合作，围绕自动化系统的安全性、安防
和隐私性开发未来技术。

瑞典人工智能创新中心(AI	Innovation	of	Sweden)
一项国家性的中立倡议，在瑞典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发挥引擎作用，并
提供在工业界、公共部门和学术界的各个应用和研究领域中分享想法
的机会。

注重创新的外部合作关系概览

Vinnova	Project
性能可靠、对环境影响小的汽车零部件注塑成型项目，有多家瑞典
OEM和供应商参与。参与公司包括沃尔沃汽车公司、CEVT、斯堪尼
亚、沃尔沃卡车公司、IAC、Erteco、KD Feddersen、Polykemi、 
Standex、Kistler、Högskolan i Halmstad、吕勒奥理工大学、隆德大
学等。

SAFER
在这个能力中心，来自瑞典汽车行业、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38个合作伙
伴在交通安全研究和安全出行领域积极打造卓越中心。 

>> 阅读更多内容

CEVT | 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 第12页

http://www.mobilityxlab.com
http://www.drivesweden.net
http://www.software-center.se
http://www.chalmers.se
http://research.chalmers.se/organisation/?tab=projects&query=cevt
https://www.saferresearch.com/research#block-views-block-research-area-block-1


CEVT | 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 第13页

这就是CEVT CEO致辞 我们周围的世界 CEVT可持续性 公司影响和发展 负责任关系 风险管理 董事会 / CEVT管理层价值创造

M
o
b
ilit
yX
la
b

通过MobilityXlab开展合作
2017年12月，CEVT与Veoneer、爱立信、沃尔沃集团、沃尔沃汽车和Zenuity一

起加入MobilityXIab合作项目。MobilityXlab是大型公司和新创业者共同推动创新、向
出行未来迈进的合作舞台。

它为合作伙伴和初创公司提供了合作平台，目的是加速未来出行的发展。Annotel
是其中一家初创公司，现已成为CEVT的战略性业务合作伙伴。他们为安全关键型系
统提供准确、精准、一致的训练数据，增强软件的性能和可靠性。这很重要，因为机器
学习系统是通过训练数据进行编程的。因此，训练数据决定了产品的行为。机器学习
团队的一大瓶颈曾是不能获得一致的数据。

要了解有关初创公司和业务机会的更多信息，请访问MobilityXlab


>>阅读更多内容

案例

http://www.mobilityxlab.com/en/mobilityxlab?category=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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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影响和发展

公司影响和发展

CEVT的员工和价值观
CEVT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人

才。具有开创性的中欧合作让不同文化每

天都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这种跨文化交

流也给我们的瑞典和中国办公室带来新的

视角。这一切都体现在公司价值观中：高瞻

远瞩、另辟蹊径、同心协力。

公司价值观说明了CEVT的角色和公

司文化，是内部发展和评估过程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例如个人发展计划和绩效评估。

公司价值观还构成了各种领导力计划和

Leadership Manifesto（领导力备忘录）

的基础。

员工参与度
作为一家勇于创新、发展迅速的公司, 

CEVT依赖于出色、灵活的领导力和员工

参与度。从2018年起，CEVT使用Win-

ningtemp测评工具，实时检测组织健康状

况，并引导我们实现公司愿景。我们也通

CEVT是一家不断前进、充满活力的公司。员工是推动我们成功的最重要资

产。CEVT努力营造健康而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

过CEVT年度奖鼓励一年中表现出色的团

队，CEVT以这种方式表彰践行公司价值

观的员工。 

包容性和多元化
CEVT提倡包容性和多元化。为了引

领创新和产品开发，CEVT需要吸引和培

养各种视角、各种背景的优秀人才。作为一

家全球公司，我们不仅在瑞典招募人才，更

布局全世界，全力找到具备合适能力的人。

我们的多元化和平等性政策明确说明， 

CEVT对歧视零容忍，追求多元化的人

才。

CEVT也是IGEday（Introduce a 

Girl to Engineering day）的参与者，IGE-

day的主旨是吸引13至19岁的年轻女性学

习工程和进入工程职业。

高瞻远瞩
我们采用全新的研发方式，满足未来全球市
场的需求。

另辟蹊径
我们激励创新，鼓励每个人都参与探寻和开创新
的解决方案。

同心协力
我们的团队成员相互启发，以极强的凝聚力
完成共同的使命。

CEVT | 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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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影响和发展

这项性别平等计划的目标是，使员工男

女比例和CEVT校招面向的大学的学生男

女比例实现均衡。对于工程师，这意味着大

约70%男性、30%女性。2019年，CEVT 

的女性员工比例为27%。

中瑞跨文化交流
CEVT致力于中国和瑞典之间的文化

交流。除了核心业务（其中包括不同的合作

伙伴关系和两国之间的商务差旅）之外， 

CEVT还积极推进员工的内部交换。这些 

员工在全球轮换计划中被称为外派员工

（International Service Employees，简

称“ISE”）。

2019年，大约有40名来自中国的吉利

员工作为外派员工来到瑞典，大约有9名来

自瑞典的CEVT员工作为外派员工来到中

国。另外还有大约4名吉利员工参与了吉利

瑞典设计中心和吉利中国设计中心之间的

吉利全球轮换计划，这是以信息分享为目

的、为期三个月的员工外派项目。CEVT为

外派员工提供住宿、语言课程、随行子女就

读学校等服务。

在招聘来自吉利控股集团和其他国家

的员工时，我们遵循外派员工全球政策

（Global International Service 

Employee Policy，由HR负责）。

CEVT还会组织各种不同的活动，以 

促进公司内的中瑞文化交流。具体例子包 

括文化培训课程、语言课程、以文化意识为

侧重点的团队活动以及其他非正式活动。

极具吸引力的雇主
为了培养和吸引能力突出的员工， 

CEVT致力于建立优秀的雇主品牌。公司

与包括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

院在内的多所瑞典国内外大学建立了成熟

的合作关系。CEVT代表还会参加瑞典和

英国等其他国家的校园交流会，目的是通

过论文项目和实习机会与学生交流，搭起

学术和行业之间的桥梁。2019年，超过55

名学生参加了与CEVT合作的论文项目， 

39名学生参加了CEVT一年一度的暑期实

习计划。

2018年，CEVT在多项调查中被评为

具有吸引力的雇主。在任仕达雇主品牌调

研中，CEVT在“工作生活平衡度”和“工

作环境”类别排名第一。在由优兴咨询开

展的“瑞典最具吸引力雇主”调查中， 

CEVT同时位列专业人员和学生心目中最

具吸引力的前100位雇主。对于持有工程

学士学位的专业人员，CEVT在该调查中

排名第25位。在Academic Work的年轻

专业人员吸引力指数（YPAI）调查中， 

CEVT位列瑞典的前100个最具吸引力雇

主。

为了留住最优秀的员工及相关能力， 

CEVT在2019年开始了一项能力发展和职

业晋升通道计划。

组织发展
CEVT的员工队伍大约由2,000人组

成，其中40%是顾问。2019年，我们实施

了一项转型计划，目的是提高内部能力和

降低成本。这为员工创造了各种机会， 

CEVT现有员工中很多曾是我们的顾问。

CEVT的《行为准则》明确规定了结

社自由和集体谈判自由。所有CEVT员工

都受到集体协议的保护。公司与瑞典的各

个工会（Ledarna、Unionen、IF Metall和

Sveriges Ingenjörer）建立了密切的合作

关系，工会在公司董事会设有代表。

社会福利
CEVT致力于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

境，达到或超越法规要求和标准。我们制

定了一些流程、政策和指令，以最大程度地

降低健康和安全风险。这些政策涵盖了防

护服、人体工程学、独自工作、反骚扰、酒

精和毒品政策等各个方面。

所有与CEVT物理工作环境和社会心

理工作环境有关的事件和事故都须向健康

和安全专员报告。CEVT会跟踪具体事件

并采取相关措施，以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

似事件和事故。

公司还向医疗合作伙伴寻求支持，以

制定适当的规程并向员工提供健康方面的

建议。另外，CEVT还向员工提供健身和健

康津贴。每年，每位员工可获得2,500瑞典

克郎的免税健康津贴。员工可将此津贴用

于保健、运动和健康活动。

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平衡也是员工

健康的重要方面，也是吸引人才的先决条

件。CEVT希望有效分配资源，同时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场所方面向员工提供一定的灵

活性。我们通过员工问卷调查来了解工作

和生活的平衡情况。为了进一步关爱员工, 

CEVT还提供了冥想课程，并在CEVT新

领导者计划中添加了压力管理课程。

2018年员工效能调查的分数是 

3.68，2019年调查将在2020年1月开

展。2019年的员工病假率（在总标准工作

时间中所占的比例）是1.96%，2018年的

员工病假率则为1.52%。

学习型组织
CEVT通过部署学习管理系统(LMS），

协助公司制定和探索数字化的学习方法。

我们已经开始了传统课程和培训的数字化

转型，全力支持积极创新和探索的学习态

度。为此，我们开发了一个叫“学习圈”

（learning loops）的交互式数字平台，供

员工求索知识并与同事分享见解和技能。

这个新的电子学习平台将用于必修课

程（例如使用特定技术软件所需认证）和

和选修课程（例如项目规划、道德与合规

相关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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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影响和发展

领导力备忘录
随着公司的发展，我们对管理人员的

预期也会发生变化。我们推出了领导力备

忘录（Leadership Manifesto），以强调

CEVT希望管理人员展现出的领导力。领

导力备忘录以勇气、信任和关心为着重点，

并将辅导作为重要工具。CEVT在2019年

开始推行领导力备忘录，到目前为止涵盖

了公司内大约一半的管理人员。

Discovery
Discovery是一项内部发展计划，向

少数富有潜力的个人提供学习机会。在为

期十个月的时间里，这些个人将部分工作时

间花在学习上，以小组学习的方式共同学

习，相互指导，以提升某项特定才能。

资源高效型运营
CEVT主要通过产品开发和创新，提

供可持续且气候智能的车辆及出行方式，

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不过，公司

自身的运营也会对环境产生影响。CEVT

努力减少能源消耗、车辆测试和商务差旅

对气候的影响，在采购产品和服务时也会

考虑到环境因素。

在CEVT，废弃物（包括所有多余的技

术设备）会被分类回收。2019年，CEVT

回收了123吨废弃物。我们注重回收利用

和减少废弃材料的影响，进一步提高材料

回收率。这既节约了资源，又节约了能

源。CEVT本身的回收工作相当于每年减

少了71吨碳排放。

我们开始实行新的计算机和屏幕租赁

合同，该合同规定所有设备将在租赁期满

时由供应商处理。同时，所供应的计算机

应尽可能采用回收材料制造。对于电话，我

们已落实类似的合同。CEVT接受了

ATEA 100%俱乐部的挑战，其目标是所

有公司都应100%回收自己的IT设备。

对于公司的直接环境影响，差旅是最

重要的方面。我们与中国同事保持着密切

关系，同时作为一家跨国控股集团的旗下

公司，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交流互动。 

CEVT的差旅政策规定，网络/电话会议应

始终被视为面对面会议的替代方案。通过

视频或Skype开会的技术已经普及，并得

到持续改进。

我们一直与瑞典火车提供商保持合

作，为需要差旅的员工获得优惠的协议价，

以尽可能最好的方式提倡火车旅行。2019

年，公司有64%的国内差旅是通过火车完

成的。

CEVT在差旅方面致力于减少环境影

响的又一个实例是，我们为员工提供往返

于CEVT哥德堡办事处和赛维尔测试中心

的班车服务，每个方向每天六班车。该班车

于2017年底开通，这减少了员工自驾次

数，相应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因此降

低了67吨。

大部分使用过的电子设备会
被回收，或出售以供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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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IT VR试验工厂

SUMMIT项目侧重于虚拟现实（VR），以及如何用它重新定义目前需要旅
行才能实际验证的具体活动。CEVT与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弗劳恩霍夫-查尔
姆斯中心等机构合作，开发可用于分析新产品制造的虚拟试验工厂，目标是建
立友好、互动、精确的虚拟试验工厂。用户将能够从PLM和工程工具中轻松
获取内容，通过VR与同事见面，合作执行制造任务，并将结果记录在案。

“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提供了两次软件演示，让我们了解到如何将虚拟现实纳入我们的流
程中。下一步是在我们的一种工程应用中实施这项技术，以便开始将它应用到日常工作中。”

案例



这就是CEVT CEO致辞 我们周围的世界 CEVT可持续性 价值创造 公司影响和发展 风险管理 董事会 / CEVT管理层

CEVT | 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 第18页

负责任关系

负责任关系：道德与合规

商业道德
CEVT致力于公平、诚实地开展业务，

并遵守公司所在地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

律。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保持专业与守信，

在利益相关者中具有较高的信誉，并在日

常工作中恪守道德规范。

由于我们在本地和国际都有广泛的业

务关系，对于如何处理各种情况和正确行

事都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方针。《CEVT行为

准则》是将公司价值观转化为行动的指导

框架，涵盖了有关工作场所权利、人权、质

量和环境、商业道德等责任领域。《行为准

则》适用于所有CEVT员工、CEVT分支机

构、董事会成员、顾问，以及在CEVT指导

下工作的人员。

与供应商、业务合作伙伴和当地社区建立积极而负责任的关系，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建

立良好的关系，对于CEVT至关重要。CEVT作为哥德堡市的重要本土企业，使用当地

供应商，支持青少年活动等相关活动，为当地社会作出贡献。

CEVT于2018年更新了《行为准则》，

整合了有关反洗钱的章节，明确说明本公

司谴责以任何形式支持洗钱或恐怖主义融

资的行为。

为了满足集团层面的全球合规和道德

规范期望，CEVT于2019年开始实施浙江

吉利控股集团的合规管理系统。吉利控股

层面的合作有助于CEVT和所有吉利控股

下属公司协调并不断改进当地合规计划。

《CEVT行为准则》是将公
司价值观转化为行动的指导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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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
正如《行为准则》所述，CEVT反对一

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始终坚决遵守有关

司法管辖区的适用法律和公认商业行为准

则。在瑞典，CEVT须遵守瑞典反腐协会

（Institutet Mot Mutor）的“瑞典关于商

业中礼品、奖励和其他利益的准则”。

信息安全、数据保护和客户诚信
CEVT为汽车行业开发先进的出行解

决方案。公司价值存在于所产生的信息资

产中。信息资产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可以是

任何包含和承载信息的资产。在开展业务

时，CEVT员工既会产生敏感信息，又会收

到必须予以保护的敏感信息。因此，保全

信息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是CEVT作

为一家公司的重要任务。

在CEVT工作或代表CEVT的每个人

都必须确保自己在使用和处理敏感信息及

关键业务信息时遵守相关法律和CEVT政

策。所有供应商和业务合作伙伴都需要签

署保密协议。

CEVT已按照ISO/IEC 27001等公认

的国际标准，着手于改善安全状况。

CEVT在2018年的业务运营中实施

了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

要求，并任命了一位代表公司负责数据隐

私事务的数据保护官（DPO）。CEVT认

真对待所有隐私事务，确保包括顾问在内

的所有员工都了解相关数据隐私要求。在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生效之前，我们推

出了全面的教育计划，包括在线培训和课

堂培训，确保所有员工、顾问和管理人员 

（包括公司管理团队和CEVT CEO）都对

相关要求有着足够的了解和认识。

道德与合规培训
作为CEVT合规计划的一部分，我们

于2019年引入了“CEVT道德与合规培训

计划”。这些预防课程旨在确保所有员工

和顾问都了解CEVT道德与合规原则、相

关要求、在哪里找到指南，以及如何报告可

能的不当行为。

CEVT管理人员应在道德与合规方面

树立榜样，并在需要时向员工提供指导。

因此，我们对CEVT管理人员的培训要求

比其他员工更高。

关于道德的建议和关切问题的机制
我们鼓励员工报告实际或可能违反《

行为准则》的行为、事故和事件。可直接报

告给直属上级、其他管理人员或CEVT人

力资源部、法务部或安全部。此外，员工还

可以使用Winningtemp报告骚扰行为，或

者用这个工具识别有害的工作环境或身心

受到影响的员工。

通过制定举报准则和提供CEVT事件

报告系统，我们可以确保主题清晰明确，

并提供简单方便的报告方式。

供应商关系
良好的业务敏锐度是实现可持续长期

业务发展和盈利的基石。由于业务发展的

需要，CEVT会不断向供应商和分包商提

出对特殊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需要效率

高、响应迅速的采购流程，同时允许

CEVT取得主导权。

CEVT负责所有所谓的间接采购，其

中最重要的类别与设施、运输和咨询服务

有关。所有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商品和服务

在集团层面进行采购。

商业条款和条件之间需要达到很好的

平衡，同时考虑到CEVT和供应商的商业

需求，以创造健康、可持续的商业氛围。这

是为了确保我们符合道德和商业行为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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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关系

《CEVT行为准则》规定，业务合作伙

伴应遵守与《行为守则》相同或相似的原

则。《CEVT供应商行为准则》确保了业务

合作伙伴遵守CEVT的道德与合规原则，

例如法规、国际公约和可持续发展标准。

CEVT致力于公平对待所有业务合作

伙伴，并秉持诚信。业务伙伴关系建立在

客观和公正的基础上，尤其侧重于质量和

有竞争力的价格。

CEVT只会与具有良好的信誉和诚信

的业务伙伴合作。合作伙伴必须具有良好

的财务状况，才能履行与CEVT的合同。另

外，他们还必须接受CEVT合规要求，确保

其员工和顾问了解并遵守这些原则。

对当地社会的贡献
CEVT社区参与计划侧重于将哥德堡

发扬为具有吸引力的居住地和工作地。例

如，CEVT是林德霍尔姆开放日等多项学

术和专业论坛及活动的合作伙伴。

合法纳税
向当地纳税是公司的社会责任。 

CEVT致力于遵守瑞典和公司所在的其他

国家/地区的相关税法。如果税法没有明确

规定，在遵守法律法规的精神下，应以透明

性为指导原则。CEVT拒绝虚假报税。

良好的业务敏锐度是实现可
持续长期业务发展和盈利的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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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慈善团体
功能开发团队的慈善团体创立于2019年，其宗旨是通过慈善捐赠对社区和世界产
生直接影响。该团体目前每月在午餐时间会面一次，至少确定一项季度工作重点，
组织活动进行市场推广和支持。 

该团体已向Stadsmissionen捐赠冬季衣物，在献血车上献血，并在CEVT夏季派
对上筹集了超过7,000瑞典克朗，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无国界医生等机构。在
2019年底，该团体举办了圣诞节筹款活动，为哥德堡有需要的当地家庭送去温暖。

志
愿
慈
善
团
体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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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社会参与：负责任关系 

风险示例
• 供应商违反人权和/或其他法规

• 违反隐私法规和承诺

降低风险
•  供应商的行为准则正在制定中，将
包含在供应商合同中

•  与工会的密切合作

•  有关客户隐私和信息安全的政策
及规程

可持续发展风险

公司影响和发展 

风险示例
•  内部能力不足，无法成为领先的
创新中心

•  对顾问产生依赖

•  工作中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降低风险
•  雇主品牌建设、人才招聘和人才
管理

•  成为提供个人成长机会、具有包容
性和启发性的雇主

•  实施转型计划，以减少对顾问的
依赖

•  遵守或过度遵守健康和安全法规

客户价值：
可持续创新

风险示例
•  不断变化的终端客户行为

•  影响到CEVT业务和产品的新法
规

降低风险
•  用于项目管理的风险工具

•  公司注重创新

•  外部创新合作关系

风险管理

CEVT建立了健全的风险管理系统，

并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别在公司的不同级别

予以实施。基于ISO 9001:2015和

14001:2015的集成管理系统是其主要基

础。与流程相关的风险由流程负责人持续

监控。

CEVT财务部负责识别和处理财务风

险。外部财务审计工作每年都会执行。吉利

控股也会执行内部风险审计工作，侧重于

研发项目进度和交付。产品相关风险则会

通过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测试计划等处

理。

用于项目风险治理的风险列表工具
我们开发出了一种基于网络的风险列

表工具，用于报告和管理与项目有关的风

险，目前已在CEVT的各个层面实施。根据

影响的程度和概率，员工通过该工具对已

识别的风险进行描述和评估，并上报至适

当的职能部门。CEVT对风险的定义是对

先决条件的潜在负面偏离，并可能会对业

务、成本、时间、技术或质量产生负面影

响。风险应当避免、接受或消除。

CEVT会管理、降低或规避各种风险，以及短期和长期不确定性。CEVT在业务风险

管理方面采用一种综合方法，尽可能由公司内具有相关运营责任和经验的人员进行风

险识别、评估和响应。

CEVT的重大风险类别一般涉及根据

客户期望以适当成本按时交付项目和产品

的能力，以及根据市场趋势和需求调整创

新重点的能力。

可持续发展治理和风险管理
下表总结了CEVT的风险示例（基于

重要性分析和公司降低这些风险的方 

式）。有关降低风险的政策和流程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以上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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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 CEVT管理层

周海霞 
人力资源

魏刚 
业务办公室

杨大成
汽车开发

Björn Söderberg 
项目中心

Peter Rogbrant 
EA与功能

黄体华 
法律与知识产权

Thomas Müller  
动力总成开发 

彭清华 
信息技术

Didier Schreiber 
创新与Lynk & Co 
PPL

Carl Axell 
财务

方浩瀚
(Mats Fägerhag)
CEVT CEO

Fredrik Hedfors 
质量

胡石川 
采购

李东辉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副总
裁兼CFO

安聪慧
吉利汽车集团总裁兼
CEO，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董事会主席

方浩瀚 
(Mats Fägerhag)
CEVT CEO

Maria Wiese 
CEVT
工会主席

董事会 CEVT管理层

根据法规要求，尊重人权的话题未在单独的章节
中予以描述，但包含在描述CEVT如何防止歧
视、尊重结社自由、促进多元化、尊重客户隐私
以及关注工作和产品的健康与安全的章节中。 

要了解有关吉利控股集团如何应对可持续性的
更多信息，请前往http://geelyauto.com.hk/en/
corporate_governance.html 

联系我们：CEVT • Theres Svensson Gata 7  
SE-417 55 Göteborg • Sweden • info@cevt.se

这是CEVT的法定可持续发展报告

http://geelyauto.com.hk/en/
corporate_governanc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