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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集团从“行有道 · 达天下”的企业文化出发，

以“为世界创造微笑”为心愿，以“爱行天下温暖万

家”为履责理念，创建了“太阳花”企业公民品牌理

念，并以之作为集团社会责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

指南。其意在于，北汽集团要像太阳花一样追求光明

和幸福，同时，将仁爱和光芒撒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让微笑与和谐充满世界的每个角落。北汽集团的“太

阳花”企业公民品牌理念包括以下四大维度：携手关

联群体，与之共发展；关爱自然环境，与之共和谐；践

行社会公益，与之共温暖；体现先进文化，与之共进步。

只有将 CSR 理念融入到企业的发展战略之中，融入

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流程之中，北汽集团才能与利益相

关方一起构建一种良性的商业生态环境，通过创造

共享价值谋求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加强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沟通，从 2012 年开始，

北汽集团每年公开发布 CSR 报告。2016 年的 CSR

报告包含以下几方面议题：

公司治理—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

是企业健康成长的保证；企业发展—展示北汽集

团 2016 年的经营发展成就；品质至上—通过不断

的技术创新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改善用户体验，是

企业不能回避的责任；员工成长—善待员工，让员

工在和谐的工作环境中实现自己的价值；相关方责

任—与行业、供应链伙伴等真诚合作，共同成长；

绿色环保—以节能环保的方式造节能环保的车；公

益与慈善—乐善好施，不懈反哺，增进社区和谐，

提高社会福祉。

我们的 CSR

Starting from the corporate culture of "Your 
Wish · Our Ways", with the hope to“Create 
smiles for the world”, taking the responsibil-
ity concept of "Love for the world, Warmth 
to the society", BAIC Group creates a "Sun 
Flower" corporate citizenship brand con-
cept. And as a guiding ideology and action 
guide for the Group's social responsibility 
work, it means that we are like the sun flow-
ers to pursue the brightness and happin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send our 
love to those who need help, so that smile 
and harmony will fill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Our "Sun Flower" corporate citizen-
ship brand concep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our dimensions: Join hands with the group, 
develop together; Care for the natural envi-
ronment, harmonize together; Dedicate to 
social welfare, warm together; Reflect the 
advanced culture, progress together.
Only when the CSR concept is deeply rooted 
into the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strategy, 
into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process, can 
we work with stakeholders to build a benig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can we seek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s a 
whole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shared valu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with stakeholders, since 2012, we have pub-
lished CSR reports annually. The 2016 CSR 
repor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opics:
Corporate Governance-improve the mod-
ern enterprise system and corporate gover-
nance structure, is the guarantee of healthy 
growth of the enterprise; Enterprise Devel-
opment-show the success of BAIC Group's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2016; Quality First-
through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high-quality prod-
ucts, improve the user experience, which is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our enterprise cannot 
avoid; Staff Growth-treat employees well, so 
that employees in a harmonious working en-
vironment to achieve their own value; Stake-
holder Responsibilities-sincerely cooperate 
and jointly grow with the industry, supply 
chain partners; Environmentally Friend-
ly-produce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
tally-friendly cars in an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way; Philanthropy 
and Charity-devote to charity, relentless 
feeding, enhance community harmony, im-
prove social well-being.

Our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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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是国家“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北汽集团

实施战略转型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我们的经营指标

再创新高，产业结构再次优化，财富 500 强排名再上

新高度，一举跃居全球 160 位，向社会交出了一份满

意的答卷。这一年，我们的整车销售突破 280 万辆，

同比增长 15%；营业收入突破 4000 亿，同比增长

17.9%，超额完成年度挑战目标。 在行业产能全面

过剩，产品竞争进入红海的背景下，这一成绩的取得

实属不易，这一目标的突破也着实令人欣慰。但我想

给我带来更多振奋的却是北汽的另一些方面。

2016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销售 5.2万辆，猛增1.59倍，

持续国内领先，一度全球领先。2016 年，我们将万元

产值能耗降低到了 19 千克标准煤，比国家平均水平

的 600 千克，少了近 30 倍。2016 年，实施京津冀一

体化，我们在环渤海推动产业联动，北汽沧州、黄骅

工厂拉动产值近千亿，带动就业数千人。2016 年，北

汽智能汽车与无人驾驶不断开拓科技新境界，探索

未来智慧交通的发展路向。2016 年，北汽南非工厂

开建，一带一路的延长线上，中国品牌的形象正在不

断壮大。

智能、环保、共享，区域协同，国际合作，在新科技、

新模式、新文化交相辉映的今天，北汽正在践行一场

全面而深刻的转型。通过转型，北汽发展新能源汽车，

开启卫蓝之旅，要让蓝天白云成为我们的日常伴侣；

通过转型，北汽发展智能与无人驾驶，开启智慧之旅，

要让拥堵与事故永远成为过去式；通过转型，北汽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启联动之旅，要让区域协同，

共同富裕成就新时代的佳话；通过转型，北汽推动

国际化发展，开启环球之旅，要让盛世中国的品牌给

全世界带来福利提升。而在这过程中，北汽还积极推

动社会公益事业，开启公益之旅，让体育与文化健壮

中国的身与脑，让爱与救助联系每一个充满希望的心

灵。这就是北汽的转型之路。在这条路上，我们确保

利润，因为利润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在这条路

上，我们还确保社会责任，因为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要有诗与远方。

让我们以诗与远方为目标，推动企业与社会更美好的

未来。谢谢大家！

北汽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和谊

董事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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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ear of 2016 is the beginning of 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 but also the key year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BAIC Group. This year, our business indica-
tors recorded at a new high, with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nce again being optimized. And we 
ranked a new high at Fortune 500, jumping to 
the 160th, giving a satisfactory answer to the 
whole society.
Our vehicle sales exceeded 2.8 million, with an 
increase of 15%; operating income exceeded 
400 billion RMB, with an increase of 17.9% 
exceeding the annual challenge target. In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capacity excess, prod-
uct competition into the stage of Red Sea, the 
performance of BAIC is not easy. The break-
through of this goal is really gratifying. Howev-
er, what brings me more excitement is other as-
pects of BAIC Group. In 2016, our new energy 
car (sales at 52,000) soared 1.59 times, contin-
uing to be a domestically leading and once the 
global leading enterprise. In 2016, we reduced 
to 19 kg of standard coal per million yuan out-
put value of energy consumption, which is less 
nearly 30 times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 600 
kg. In 2016, in order to implement of the inte-
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e pro-
moted industrial linkage in the Circum-Bohai 
Sea Region, and BAIC Cangzhou, Huanghua 
factories contributed output worth of nearly 
100 billion yuan, creating thousands of jobs. In 
2016, BAIC smart car and unmanned driving 
constantly opened up a new real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loring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raffic. In 2016, 
BAIC South Africa plants started to build up, 
along the extensive way of One Road One Belt, 
and the Chinese brand image is growing.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aring, 
regional collabor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
tion, in today’s the new technology, new mod-
els, new culture, BAIC Group is practicing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BAIC will develop 
new energy vehicles, start up the tour of pro-
tecting environment, and make the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to become our daily com-
panion;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BAIC will 
develop intelligent and unmanned driving, start 
up the smart trip, and make congestion and ac-
cidents forever become the past;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BAIC will promote Beijing-Tian-
jin-Hebei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tart 
up the linkage tour, and make regional synergy, 
common prosperity achievements become the 
story at the new era; Through transformation, 
BAIC will promot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art up the global tour, let the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brand bring benefits to the world. In 
this process, BAIC will also actively promote 
the social welfare undertakings, start up the 
public welfare tour so that sports and culture 
can enhance Chinese’ body and brain, and love 
and rescue can connect with every hopeful 
mind. This is the road of transformation of BAIC 
Group. In this way, we ensure profits, because 
profits are the fundamental survival and devel-
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is road, we also en-
sur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cause life is more 
than the adversity in front of eyes, but also po-
etry in the distance.
Let us regard poetry and distance as the goal, 
promote business and society a better future. 
Thank you all!

Speech from th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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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社会公民，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

社会价值观的承载者。践行社会责任，更是企业义不

容辞的职责所在。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将社

会责任纳入到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实现社会责任

与企业决策、管理、运营的深度融合。

2016 年，北汽集团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把握宏观经济和汽车行

业发展“新常态”，大力推进创新转型，新能源汽车

领跑行业，制造服务业稳步加码，发展质量持续提

升，经营业绩喜获突破，取得集团“十三五”的开门红。

这是 13 万多名北汽员工与供应商、经销商等相关方

携手同心、精诚合作的成绩，也是北汽集团大力推进

向制造服务型和创新型企业转型升级战略的阶段性

成果。

加强社会责任管理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需要，也

是践行集团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北

汽集团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工作，以社会责

任理念为指引，以组织、制度建设为保障，积极探索

具有集团特色的社会责任实践。我们积极关切和回

应员工、客户、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和期待，

致力于人们绿色出行和高效运输提供全方位系统服

务，实现人、车、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产业链的龙头

企业，我们加强与上下游供应链伙伴的合作，在追求

经营增长的同时，推动共同成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

楷模；我们努力为员工提供满意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将北汽集团建设成为一个充满幸福感的和谐大家庭；

我们创立了“太阳花”的社会责任理念，通过扶弱救

贫、赈灾兴教等各种形式的公益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我们努力通过自己的经营行为和责任实践，在开放创

新、共享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积极探索，为国家的

经济发展、环境友好和社会和谐贡献力量，成为优秀

的企业社会公民。

今天，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面临的既是一条艰难的

战略转型之路，也是一条光荣的责任担当之路。北

汽集团的全体员工将满怀信心，心系社会，志向远方，

踏上新的征程。

总经理致辞

北汽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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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nterprise, as a citizen in the society, is 
not only the creator of social wealth, but also 
the carrier of social values. Shoulder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duty of the enterpris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must in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n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trategy, realiz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amo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In 2016, BAIC Group uphel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innovation, coordi-
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actively 
grasping the macroeconomics and auto indus-
try development "new normal", and vigorously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or-
tunately, we have the dominant status in the 
new energy auto industry, and our manufactur-
ing services steadily improve. The quality has 
witnessed a constant development, and busi-
ness performance was a breakthrough, which 
made our Group a fantastic opening of "13th 
Five Year Plan". This is the joint effort of more 
than 130,000 employees and our suppliers, 
distributo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and it is 
also the stage results of BAIC Group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manufacturing service and inno-
vative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trategy.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because of the needs of en-
hancing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is also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company to practice its core values. For a long 
time, BAIC Group has been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CRM and regards the concep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 guide to the organiza-
tion, as a guarantee to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ctively exploring the characteristic social re-
sponsibility practice of the Group.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and will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demands and expectations of stakehold-
ers, clients, partn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green and 
efficient transportation as well as a full range 
of system services to achiev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people, cars and nature.
As a leading company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we have strengthened the cooperation with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upply chain part-
ners. While pursuing the business growth, we 
become a model to actively fulfill our social 
responsibility. We strive to provide our em-
ployees with satisfactory working and living 
environment. We have created a "Sunflower" 
concep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the 
help of poverty alleviation, disaster relief and 
other forms of public welfare charity to return 
to the community. And through own business 
behavior and responsible practice, we strive to 
explore in the areas of open innovation, sharing 
the economy, green development and other ar-
eas of active exploration for the country's eco-
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nd 
social harmony and contribute to becoming a 
good corporate social citizen.
Today, standing on a new starting point, we are 
facing a road of difficult strategic transforma-
tion, a road of glorious responsibility. All staff 
of BAIC Group will be confident, sincere and 
ambitious to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Speech from the Genera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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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58 年，经过近 60

年的发展，现在已是中国汽车产业产品品种最全、产

业链最完善、商用车规模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领先

的汽车集团之一。

北汽集团的业务范围涵盖整车研发与制造、通用航空

产业、汽车零部件制造、汽车服务贸易、投融资等领

域。2016 年，北汽集团销售汽车 280 万辆，营业收

入4061亿元，在《财富》500强排名中位居第 160 位。

自 1958 年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出北京市第一辆汽

车—“井冈山”轿车以来，北汽集团先后自主研制

生产了中国第一代轻型越野车 BJ212 和第一代轻型

载货车 BJ130，建立了中国汽车工业第一家整车制

造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和中国加入

WTO 以后第一家整车制造合资企业—北京现代

汽车有限公司，收购了瑞典萨博汽车相关知识产权

等，创造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多个第一。

现在，北汽集团拥有“北京”、“绅宝”、“昌河”、“福田”、

“威旺”等自主品牌，先后引进“现代”“梅赛德斯 · 奔

驰”“铃木”等国际品牌，拥有乘用车、越野车、商用车、

新能源汽车和动力总成技术的专业研发机构，建立

了涵盖汽车零部件、汽车服务贸易、进出口和汽车金

融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产业向通用航空等领域的战

略延伸。北汽集团以北京为中心，建立了分布全国 10

余省市的八大乘用车、九大商用车生产基地，并在全

球 20 多个国家建立了整车工厂。

秉承“行有道、达天下”的品牌理念，北汽集团走规

模化、高端化、服务化、国际化和低碳化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努力建设制造服务型和创新型企业，力求成

为一个具为国际竞争力的汽车制造商，为追求幸福出

行与高效运输的人们提供科技、安全、品质、环保全

方位解决方案，成为高品质美好出行生活的引领者。

 Company Profile

BAIC Motor Corporation., Ltd. was established 
in 1958, and after nearly 60 years of develop-
ment, it is now China's leading auto company 
with the most diversified product variety, the 
most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the largest 
commercial vehicles, and the pioneering status 
of the new energy automotive market.
BAIC Group's business scope covers vehicle R 
& D and manufacturing, general aviation indus-
try, auto parts manufacturing, automotive ser-
vice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nd other 
fields. In 2016, BAIC Group sold 2.8 million 
cars, with annual revenue of 406.6 billion yuan, 
and ranked 160th in the “Fortune 500”.
Since the Beijing automobile factory in 1958 
produced the first car in Beijing-"Jinggang-
shan", BAIC Group has independently de-
veloped and produce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hina's light off-road vehicles BJ212 an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ight trucks BJ130, and es-
tablished China's auto industry's first vehicle 
manufacturing joint venture-Beijing Jeep Au-
tomobile Co., Ltd. and the first vehicle manu-
facturing joint venture-Beijing Hyundai Motor 
Co., Ltd. after China's entry to the WTO. We 
successfully merged and acquired the Swed-
ish Saab car and releva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tc., making various No.1 within the Chi-
nese auto industry.
Now, BAIC Group has its own brand such as 
"Beijing", "Senova", "Changhe" , "Foton"and 
"Weiwang”, It also has subsequently intro-
duced international brands such as "Hyundai", 
"Mercedes-Benz" and "Suzuki". Car, off-road 
vehicles, commercial vehicles, new energy 
vehicles and powertrain technology profes-
sional R & D institutions. Thus, BAIC is capable 
of covering auto parts of the estab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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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otive trade and services, import and ex-
port, and auto finance 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extension of the 
industry to general aviation and other fields. 
Regarding Beijing as the center, BAIC Group 
establishes the nationwide distribution of more 
than 10 provinces’ eight passenger cars and 
nine commercial vehicle production bases, and 
establishes vehicle factories in more than 2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dhering to the "Your Wish · Our Ways" brand 
concept, BAIC Group takes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road of large-scale, high-end, servic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w carbon. At the 
same time, we strive to build a service-oriented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 and strive to become 
a car manufacturer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
petitiveness, for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efficient transport of people, provi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fety, qual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l-round solution, as a high quality 
and better travel life leader.



15整车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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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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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19961961 1965 198419731966

5815
13

5中国五大汽车集团之一

五十八年发展历史
全球汽车行业排名十五

财富世界五百强排名一百六
十三万中外员工

井冈山牌轿车

井冈山牌轿车—中国

最早的轿车之一，北京

汽车制造厂成立，生产

出第一辆轿车
BJ212

BJ212 试制成功

BJ212 北京吉普

成立中国第一家整车

合资企业北京吉普

汽车有限公司，北京

吉普—中国第一家

汽车合资企业
北汽福田

北京福田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北

汽福田—中国最

大的商用汽车企业

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成立，

BJ130 轻型载货车量产

BJ130

集团概况

12



2003 2005 2009 20132002 2010 2014 2015 2016

336 248
160207

2014

2013

2015

2016
国际排名

营业收入

北京奔驰

北京奔驰—中国最具品牌

力的汽车企业之一

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合资

实现百万千亿目标，

收购萨博知识产权

北京汽车

更名为北京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成立北汽股份

北京现代

进入世界 500 强

北汽集团进入世界 500 强
行列；重组昌河汽车，昌河

汽车—中国首辆微车诞生

地、六年全国微车销冠

北京汽车上市

北汽股份在港交所主板成功上

市，北汽股份—在香港首发

上市融资额最高的中资汽车制

造商和北京市属国有企业

南非基地签约

北汽南非基地在

中南两国元首的

见证下成功签约

收购福建奔驰

北汽股份正式受让福建

奔驰 35% 股权

集团历史沿革

世界 500 强排名

$ 33374.5M

$ 43323.9M

$ 50566M

$ 54932.9M

13

北京现代—中国发展最快

的汽车合资企业



业务板块

自主品牌整车基地布局情况

新能源汽车板块

国际业务

金融板块

服务贸易板块

其他业务板块
现代装备

通用航空板块

整车板块

研发板块

零部件板块

自主品牌乘用车基地

自主品牌商用车整车基地

新能源整车基地

14



三个百万辆

1142000

1000000

1000000

第一个百万辆

北汽自主品牌

汽车企业燃油

限值达标率

（％）

研发投入占

营业收入比

（％）

北汽新能源的业绩

专利申请和

授权数量

（件）

北汽通航的业绩

集团员工

北汽国际的业绩

第二个百万辆

北京现代

第三个百万辆

北京奔驰

继 2013 年后，连续 4 年

销量超百万，总销量达到

46

159

13

1.8

5

134   

4.5   

4053   
134765   83   17   5.4

北京奔驰第一百万辆整车载誉下线。与此

同时，中国整车制造企业的首个“2016 年

度全球卓越运营最佳工厂—最佳大规模

制造厂商”大奖，也荣耀落户北京奔驰。这

标志着北京奔驰以世界顶尖的制造水平与

运营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2016 年 8 月 16 日，北京汽车自主品牌第

一百万辆整车正式下线。从 2011 年第一

辆整车问世到第一百万辆整车下线，北京

汽车用 5 年时间跨越了大多数车企需要用

8 到 10 年才能走完的历程。

北京现代全年销量增幅 7.5%，实现销售

114 万辆，这是北京现代继 2013 年之后，

连续第 4 年销售过百万辆，并实现累计销

量 800 万辆。

8000000

消耗量实际值与目标值的比

北汽集团

新增专利申请

员工总数（人） 男性占比（％） 女性占比（％） 员工流失率（％）

增速（％）

飞机订单签署共计（架）

整车出口（万辆）

52187

8

62

92.3

10.6

2741

整体达标率

北汽股份自主品牌

新增授权专利

整车销售（辆）

飞机交付共计（架）

累计建设渠道（家）

4

5.2

154

12.3

11.6

385

较 2015 年增长率

北汽昌河

连续卫冕时间（年）

经营收入实际完成（亿元）

网点（家）

新增授权发明专利

北汽新能源公司

网络分布（国家）

北汽用 5 年时间跨越了大多数车企

需要用 8 到 10 年才能走完的历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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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北汽集团被列入北京市国资

委“深化董事会建设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改革试点单位。在北京市国资委

的领导下，北汽集团优化了董事会人

员结构和授权体系，规范了董事会和

经营层的行权行为。我们还加强推进

集团的合规体系建设，对重点商业伙伴

进行合规审查，在知识产权管理和法

治宣传培训方面也积极行动，获得了

满意的成效。

In 2016, BAIC Group was listed 
into Beijing SASAC’s reform 
experiment company in order 
to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Board of Directors and en-
hance the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ASAC, we has enhanced 
and improved the structure 
of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empowerment system, and 
regulated executive pow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and execu-
tive managers. Meanwhile, we 
further accelerated the con-
struction of group compliance 
management, and investiga-
tion of key commercial partner 
compliance level. And we made 
active efforts to manage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conduct legal training, which is 
very effective and satisfying.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

业道德的根基。依法、

规范、科学、诚信，是

北汽集团经营之道。

徐和谊

北汽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导语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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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董事会构成

北汽集团根据《公司法》规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

发展要求，建立由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班子组

成现代企业治理架构，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围

绕公司管理和生产运营的各环节，建立健全系统内部

管理体制和组织架构，确保各项事业符合治理要求、

经营目标、区域开发和业务发展的需要。集团公司董

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

会，集团董事会人员共有 13 名，其中内部董事 7 名

（含 1 名职工董事）、外部董事 6 名。

1.2 合规体系建设

通过全面推进合规体系建设工作，北汽集团已初步

建立了全集团统一适用的，具有一定国际先进性的合

规管理体系。集团公司对下属公司实行以直接管理和

派出管理为主、以报备管理为辅的合规事务管理模

式，并以《行为准则》、《合规管理办法》、《合规举报

管理办法》3 项基本制度、3 项主要流程、18 项流程

表单、3 项信息化工具等作为支撑，涉及 12 个管理

领域。全年组织对 267 家重点商业伙伴进行了合规

筛查，检索信息点 3000 余条，出具了《2016 年度北

汽集团合规筛查报告》。集团法律事务部对公司所涉

的 38 项制度进行了合规审查，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

领域合规审查指引及利益冲突合规审查指引，组织合

规培训 28 场，参与培训人员达 600 余人。

1.3 知识产权管理

2016 年，通过对戴姆勒、西门子等标杆企业知识产

权管理工作进行专项调研学习，我们完成了北汽集团

第一个知识产权管理规划的制订。同时，我们还对知

识产权管理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完善，并且制定了《知

识产权转让与许可暂行办法》，制定了知识产权合同

的模板及操作指引，健全完善了集团公司的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

1.4 法治宣传与培训

2016 年，集团先后组织开展了“426”知识产权日和

“124”宪法日大型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包括制作宣传

展板、循环播放宣传标语、通过 OA 系统“法律与

合规”知识文档和《北京汽车报》、邮件等多种方式

提供知识产权、宪法相关法律法规和基础法律知识、

邀请外部专家培训、召开座谈会、撰写活动宣传稿等。

通过法治宣传日活动的开展，增强了企业员工的法

制观念，提高了法治宣传的针对性、时效性，从而推

动依法治企工作的深入开展，进一步落实北汽集团

“七五”普法规划要求。我们建立了“北汽法律人”普

法宣传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最新法律法规、公司法

律实务、法律前沿问题研究、工作生活中的法律常识。

采用新媒体方式，扩大普法宣传的覆盖面，使全体员

工可以随时随地、不受时空限制获得法律知识并进行

交流和沟通。

1.5 反腐倡廉 

为做好纪检监察各项工作，北汽集团以廉政宣传教育

月为重要载体，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贯彻落实廉政责

任制，全面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加强对招投标领域的

监督，打造“阳光工程”，开展效能监察，实现廉政风

险防控管理工作全覆盖。

Chapter1

关键词：

合规

诚信

廉洁

法治

Corporate Governance 1.1-1.5

1 徐和谊董事长出席 2016 年财富 500 强发布会与 
 《财富》杂志主编穆瑞澜先生（Alan Murray) 合影。

2 徐和谊董事长获得 2016 年“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 
 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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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是北汽集团调结构、转方式、

抓创新、谋发展的关键一年。一年来，

围绕战略转型和产业布局的既定目标，

北汽集团凝心聚力，砥砺前行，主要经

营指标再创新高，在自主品牌、新能源

汽车和国际化等业务方面都出现了可

喜的进展，集团整体品牌形象也进一

步提升。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行压力加

重的背景之下，我们取得的成绩来之

不易，这显示了北汽集团强大韧性和

发展潜能。

The year of 2016 is essential 
for the BAIC Group to adjust 
its structure, change its way, 
grasp its innovation, and seek 
for its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year, around the Group'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layout of the estab-
lished goals, we gathered to-
gether, to move forward. As 
a result, the main business 
indicators record a new high, 
emerging gratifying progress 
in own brands, new energy ve-
hicles and international busi-
ness and other aspects. The 
Group brand image is also fur-
ther enhanced.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ed pressure in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we have achieved hard-won re-
sults, which shows the strong 
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BAIC Group.要想把汽车产业培育成

为真正的民族工业和重

要的支柱产业，发展自

主品牌是核心，是根本，

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徐和谊

北汽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导语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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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确立生态化发展战略以来，

北汽新能源始终坚持全球化发展

思路，逐渐融合全球优质产业链

资源，构建适宜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的生态圈，主要涵盖创新链、

产业链、市场链、服务链和资本

链五个圈层。

2016 年，我们发布了战略转型的行动指南：

从“差异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国

际化、服务化”六个方向下功夫，打造北汽

集团的“杀手锏”。差异化—创建有竞争

优势的产品、服务与商业模式；电动化—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确立北汽新能源的

市场领导地位；智能化—加快智能技术

的开发，树立北汽智能驾驶技术的新标准；

网联化—用“互联网 +”重构从研发、生

产到服务的全价值链与业务链，建立基于工

业互联网的互联互通的企业运营模式；国际

化—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开拓北汽国

际化发展的新境界；服务化—提升全产

业链服务能力，构建汽车服务的新生态。

新能源生态圈

新能源

生态圈

战略转型的“六化”

产业链

创新链

市场链

服务链
资本链

1 2 3
4

5
6

智能化

电动化

差异化

网联化

国际化

服务化

战略

“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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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十三五”发展目标，北汽集团不

断创新求变，成功完成了产业布局的“三

级跳”。第一级跳：从立足首都到布局全

国，目前，北汽集团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

九大自主品牌乘用车整车基地，产品逐步

实现向全国市场的近距离覆盖；第二级跳：

从传统汽车制造到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

并举，北汽新能源已逐步掌握最核心的电池、

电机、电控系统技术，与此同时，北汽集团

还大力发展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分时

租赁业务和智能化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

完善绿色出行解决方案；第三级跳：制造

服务业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新能源、通用

航空和国际业务作为北汽集团的战略新兴

产业，业绩持续改善。零部件和服务贸易

业务也延续了一贯的稳健表现。

双品牌战略驱动

224500 87%

110000 10%

绅宝全年销量（辆）

昌河全年销量（辆）

同比增长

同比增长

产业布局三级跳

2
传统

汽车制造

新能源

汽车

传统

汽车

3
新能源

通用航空 国际业务

战略

新兴产业

1

北京

河北

江苏

江西 广东

湖南

重庆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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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战略转型

2014 年，北汽集团描绘了战略转型的宏伟蓝图：从

传统的制造型企业向制造服务型和创新型企业转型，

至此，北汽集团走上了战略转型的新征程。2015 年，

北汽集团又明确了战略转型的具体路径：以“互联

网 +”重构价值链，以结构调整优化业务链，这是一

条通向远方的独具特色的“北汽道路”；2016 年，我

们发布了战略转型的行动指南：从“差异化、电动化、

智能化、网联化、国际化、服务化”六个方向下功夫，

打造北汽集团的“杀手锏”。北汽集团将以“六化”的

精准导航，直达我们的目标。在品牌管理方面，我们

正在由粗放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从宏观管理向

全员品牌培育实践的模式转变。我们采取“3+3”品

牌战略规划，通过品牌管理推动品牌战略的落实，逐

步实现品牌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北汽集团构建全新

的统一形象管理、统一资源协同、统一全员价值观的

管控模式，实现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升，从而带

动品牌运营与管理业务的升级与转型。 

2.2 产业布局

在技术、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等方面，汽车产业都处

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这给传统汽车企业的发展

既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机遇。北汽集团锐意创新、大

胆开拓，实现了产业布局的“三级跳”。

 

 2.2.1金融产业布局加速，产融结合促发展

2016 年，为了实现产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北汽集

团加快了在金融产业领域的布局并初见成效。在金融

业务方面，我们成功战略入股九江银行，获得了向全

价值链金融平台拓展战略中关键性的商业银行牌照，

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为促进集团主业发展提

供了强大助力。北汽财务公司的业务创新工作也稳步

推进，外汇业务获得即期结售汇资质，电票业务正式

上线运行；产业链金融综合授信总额 51亿元，金融

支持效应明显。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9 亿元，利润总

额达到 2.6 亿元。北汽产投公司加快了战略新兴产业

的投资与并购整合，以及创新金融的业务布局。我们

重点围绕智能驾驶、轻量化材料、新兴制造业及汽车

后市场等战略新兴领域进行投资，完成投资项目 20

个；新设股权投资基金、创投基金、并购基金等各类

专项基金 12 支，管理资金规模超过了 200 亿元，产

业协同效应凸显。

2.2.2 北京通航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北京通航公司紧抓产业发展机遇，以飞机研发制造、

市场营销、通航运营、通航服务等为突破口，逐步完

善通用航空整体产业链条，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

2016 年 10 月 21日，常州固定翼飞机生产基地圆满

完成了首架 P-750 飞机的复装下线，这标志着北京

通航具备了该固定翼飞机生产、交付、维修的全方位

体系能力。北京通航还持续深化与意大利莱奥纳多

直升机及新西兰太平洋航空航天公司的合作，不断加

大对外合资合作力度，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2.2.3 鹏龙平台整体经营形势喜人

2016 年，北汽集团鹏龙平台整体经营形势喜人，营业

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加 31% 和 83%，特别是

在整车销售方面实现了扭亏为盈。鹏龙平台的经销商

网络布局持续完善，截至 2016 年末，鹏龙经销商网

络共有经销店 40 多家，形成了覆盖国内 18 个省 35

个城市的汽车经销商网络布局。除此之外，鹏龙平台

还积极探索后市场先进业务模式，孵化出一批优秀的

商业模式创新代表。其中，“黑马”维修项目和“车咖”

平台努力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修车用车体验；中都物流

建设配套物流网络，利用信息化手段持续优化物流供

应链业务流程。这些创新的业务模式，有力支撑了集

团整车主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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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华夏出行筹备组建

北汽集团 2016 年筹备组建华夏出行公司，该公司将

以智能化综合出行服务平台建设为基础，聚焦出行业

务和服务业务两大板块。今后，华夏出行将深化公务

出行服务，打造作为整体业务基础的信息技术平台、

充电桩网络和第三方支付平台，重点开展汽车租赁、

融资租赁、出租车、网约车等核心业务，并适时启动

旅行服务、市区智能穿梭分时巴士和二手车等延伸业

务，逐步建立华夏出行业务集群。

 

2.2.5 工业设计研究院

2016 年，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在正式加入北汽集团

之后，各项业务发展迅速。北京通州环球影城主题

公园项目是环球影城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旅游主

题公园开发项目，预计年接待游客超过 1000万人次，

计划于2020年建成开园。从环球影城项目开始立项，

工业设计研究院就跟踪了解项目方需求，组成经验丰

富、执行力出色的投标工作组，不断与客户进行深度

沟通，力求最大限度地了解客户需求。通过统筹安排

和精心组织，工业设计院圆满完成投标工作并最终

中标。2016 年 7月，由工业设计研究院下属北京国

际工程咨询公司参与项目管理的北京市北斗卫星导

航应用示范项目，通过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

室组织的里程碑节点检查评审会，这标志着项目按要

求顺利推进，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2.3 自主品牌

自主品牌发展之路或许很艰难，但却不容回避—

它是“凤凰涅槃”的必经之路。北汽集团发展自主品

牌，走的是一条双品牌战略驱动之路。沿着这条路不

懈前行，北汽集团的自主品牌发展渐入佳境。

2.3.1双品牌战略驱动

2016 年，以“北京汽车”和“昌河汽车”双轮驱动的

自主双品牌体系，成为促进北汽集团整体业绩持续

突破的重要动力。绅宝品牌的产品阵容已形成 D 系

列轿车、X 系列 SUV 的两大组合。北汽绅宝的 SUV

产品组成了 X25、X35、X55、X65 的家族化产品矩

阵，实现对细分市场的无缝覆盖。2016 年，绅宝全

年销量 224500 辆，同比增长 87%，年度销量再创新

高。其中，绅宝 X25 车型市场销量 62915 台，占细分

市场份额 23%，位列竞品组第 3，并陆续打开埃及、

智利和秘鲁等海外国际市场。昌河汽车的发展是北

汽集团全国总体战略布局中极为重要的一环。2016

年 11月 25 日，昌河汽车迎来了加入北汽集团大家庭

三周年的时刻。三年以来，在集团统一部署下，昌河

汽车走上了大步跨越的良性发展道路，产品质量、产

销能力等显著提升。昌河汽车全年整车销量 11万辆，

营业收入 41.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9% 和 21.6%。

2016 年 7月 26 日，在“2016 年工业企业品牌培育

经验交流会”上，昌河汽车等 76 家企业一同获得工

业和信息化部的“2015 年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

授牌。昌河汽车成为 2016 年唯一一家入选的自主品

牌汽车企业。这表明，昌河汽车在增强自主品牌培育

能力、提升品牌竞争力上成绩显著。自从进入北汽集

团后，按照集团规划，昌河汽车被打造成为集整车及

发动机产、供、销、研于一体的北汽集团南方基地，中

国领先的节能环保车型战略基地，新能源汽车的发

展基地 ; 打造成为与“北京汽车”并驾齐驱的第二大

自主品牌，走向了乘用车、商用车并行发展的道路，

企业形象渐渐开始转变，品牌发展也进入一个全新

的历史时期。

2.3.2 无人驾驶参加“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

2016 年，北汽与北京联合大学继续开展校企合作，

在自主品牌绅宝汽车 C70G 上开发智能驾驶系统。

依托北汽李德毅院士工作站，股份汽车研究院智能

驾驶工作团队全力以赴提供技术支持，在 C70G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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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传感器配置，完成算法优化和车辆测试工作。

11月，参加了江苏举办的“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

来自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 23 支车队参加角逐，

其中 C70G 获得高速道路自主驾驶测试第 4 名、城

区道路自主驾驶测试第 6 名的好成绩。大赛不仅考

察参赛车辆在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减少交通事故前

提下无人驾驶的交通场景识别能力，还检验了其在不

同道路环境下的适应性和正常行驶 4S 性能。

2.3.3 BJ80 越野车获军方采购

2016 年，通过经销商和大客户销售，BJ80 越野车共

计销售 4375台，其优越的产品品质、强化的产品性能，

获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更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多法

并举，军警并进”的销售思路，和“走基层、强信心，访

高层、促决心”的销售策略，北汽 BJ80 系列军车获得

了军方高层及基层部队的一致好评，在军警市场同步

快速推进，实现了从军队到武警、从将军到士兵、从日

常乘坐到执勤训练的全面覆盖。而 BJ80 维和、军援

车辆的改装和交付，则标志着 BJ80 越野车正式走出

国门，为拓展国家利益提供有力保障，在国际舞台上

展示中国军车的风采。

2.4 新能源生态圈

自从确立了生态化发展战略以来，北汽新能源公司始

终坚持全球化发展思路，逐渐融合全球优质产业链

资源，构建适宜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生态圈体系，

这一体系主要涵盖创新链、产业链、市场链、服务链

和资本链等五个圈层。

 

2.4.1创新链

北汽新能源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模式，融

合全球优质的新能源汽车产学研资源，打造支撑企

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开发的创新发展平台，构建四层次

的全球化立体研发体系。

2.4.2 产业链

北汽新能源通过资本投资及战略伙伴的发展模式，

全方位整合国际优质的核心部件（电池、电机、电控）

供应商资源，构建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如在动

力电池领域，通过北汽集团资本投资模式形成北京

普莱德及北汽 SK 两家参股公司，同时与哈尔滨光宇、

合肥国轩、三星等国内外企业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

系，确保国际一流水准的电池资源供应。

2.4.3 市场链

北汽新能源通过跨业态融合发展模式，形成新能源

汽车推广运营三大发展联盟，分别为出租与分时租

赁联盟、物流联盟和电商联盟。我们在北京七个郊

县形成纯电动出租车示范运行联盟，累积投放近

3000 辆，累计运营里程超过 3 亿公里，运送客人超

过 3000 万人次。通过自主建设及资本投资模式，成

立了三家分时租赁公司，涵盖私人、团体及公务出行

用车领域；同时联合首汽租车、Ucar 等国内分时租

赁企业组建分时租赁联盟，通过实时无缝电动车互

联共享，解决闲置和空载问题，提高交通效率。

2.4.4 服务链

北汽新能源通过联合建设、资本投资及战略协同等

模式，打造全方位的智 · 慧管家服务品牌，为消费者

提供实时全面的服务保障。在充电服务领域，我们与

青岛特来电公司合资建立北京特来电充电服务子公

司，与万邦集团联合发起众筹建设公用充电桩，与上

海电巴及国轩高科联合组建充换电服务公司，通过自

主建设私人充电桩、移动充电服务及充电宝配备等

方式，建设全国首家提供五位一体充电方案，构建充

电生态圈，解决用户里程焦虑及充电担忧。

2.4.5 资本链

北汽新能源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及银行授信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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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直接融资及间接融资渠道。2016 年 4月完成 A

轮融资约 32 亿元，企业注册资本金从 20 亿元提升到

32 亿元；凭借良好的信用，2016 年获得北京银行、工

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十几家国内大型银行授信支持。

2.5 拓展国际市场

北汽集团的国际化战略：整体布局、谋而后动、步步

为营、重点突破。虽然在国际化方面起步较晚，但北

汽对未来的国际化发展充满信心。北汽国际不仅是

北汽国际化战略的平台，更是北汽集团对外的一个窗

口。北汽不仅要走出去，同时还要兼收并蓄，并最终

实现“世界北汽”的战略构想。

2.5.1创新发展模式

北汽国际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海外研发、制造、

营销、服务网络产业布局，从汽车金融和租赁入手，

加强产业价值链拓展创新，完成运营能力升级并向产

业链上下游拓展，以客户为导向打造“差异化、智能

化、平台化”优质产品，以“高效、有效、盈利”为核心，

寻找利用外部资源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机会，提升

渠道建设能力，保障渠道利润，建立以全价值链输出

为导向、海外基地为核心的创新型发展模式。

2.5.2 南非制造基地奠基

2016 年 8 月 30 日，北汽集团与南非工业发展公司

共同投资的北汽南非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在伊丽莎白

港正式奠基启动。这是南非近 40 年内最大的一次绿

地投资项目。总投资达 8 亿美元的整车厂计划年产

量为 10 万辆，分两期建成。工厂建成后年销售收入

可望达到 13 亿美元，占南非汽车行业年销售收入的

10％，同时将带动当地逾 1.5 万人就业。工厂投产后，

将生产制造北汽旗下乘用车、越野车、轻型运载车及

其它适合市场的汽车产品，同时生产左舵和右舵汽车

产品，有望成为覆盖南非及其它非洲主要市场的汽车

制造基地，成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全球化战略新力量。

2.5.3 促进墨西哥社会经济发展

北汽国际将墨西哥定位为重要的战略市场。2016

年 6 月 2 日，北汽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隆重召开

BAIC 品牌上市发布会暨 BAIC 墨西哥首家 4S 店开

业仪式，这标志着 BAIC 品牌在墨西哥市场的实质性

进入。以 2016 年 4月北汽墨西哥公司正式成立为起

点，北汽在成为墨西哥“经济公民”的同时，充分发

挥 " 社会公民 " 的作用，通过打造墨西哥产业基地，

将北汽集团旗下的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汽车零部

件、金融服务等板块纳入统一平台，为墨西哥带来全

球投资、增加就业、税收提升、产业升级、环境改善

等众多切实利益。在实现北汽自身国内产能转移的

同时，促进墨西哥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出口创汇提升，

进一步扩大其区域影响力。

2.5.4 依托云南辐射南亚东南亚市场

2016 年 12 月 27日，北汽集团云南产业基地瑞丽项

目竣工。至此，北汽瑞丽将逐步由工程建设期向生产

运营期过渡，“一体四翼”全产业链羽翼渐丰。随着

项目的顺利竣工，北汽集团将逐步形成以昆明新能

源基地、瑞丽主机厂制造、芒市专用车改装三地联动，

立足西南五省，辐射南亚、东南亚市场的内外联动整

体布局，成为北汽自主品牌探索“走出去”实施路径，

并逐步打开南亚和东南亚市场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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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和谊董事长发布新能源概念车

2 北汽无人驾驶汽车

3 北汽南非工厂奠基仪式

4 北汽越野车 BJ80
5 北汽通航 P-750 飞机

6 北汽福田商用车全车系

7 北汽新能源全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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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3.1-3.3

品质至上

Quality 
First

Ⅲ



北汽集团借鉴 ISO 标准化理念，围绕

集团战略转型目标，探索并建立了质

量集团化管控模式，发挥全集团管理

平台作用，树立了“以质量为魂”的质

量理念，倡导“坚韧、执着、专注、极

致”的北汽工匠精神，全力推进质量管

理工作。通过制定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

以及持续改善的质量革新体系，确保了

全员、全价值链、全产品生命周期实现

标准化作业和质量管控。通过一以贯

之的不懈努力，北汽集团的质量管理不

断迈上新台阶。

BAIC Group draws on the con-
cept of ISO standardization, 
around the group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bjectives,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a qual-
ity group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ode, playing the role 
of the whole group manage-
ment platform. And we estab-
lish a "Quality as the soul" of 
the quality concept, advocate 
"Tenacity, Persistence, Con-
centration, Perfection” spirit 
of BAIC craftsmanship, and 
promote quality management.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ntinuous im-
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innovation system, we are to 
ensure that standardized oper-
ations and quality control will 
be realized in terms of all staff, 
full value chain, and whole 
product life cycle. Through 
consistent and unremitting 
efforts, BAIC Group's quality 
management continue to go up 
to a new level.

让每一个员工都流淌着

品质的血液。质量是立企

之本、强企之源。我们极

为重视产品质量的打磨，

提倡“紧烧火、慢揭锅”，

不会为了早日抢占市场

而拿出一个“还凑合”的

产品，要拿就一定是过得

硬、打得响的拳头产品。

徐和谊

北汽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导语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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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核心理念

把握客户需求的产品规划

实现需求增值的产品开发

建立融合高效的研发平台

确保价值落地的技术支持

在集团的统一部署下，北汽新技

术院围绕汽车前沿多个领域，整

合集团内外部资源，提升北汽集

团的核心竞争力。

为了推动自主品牌的发展，北汽集团制定了“开

放创新，集成发展，掌握核心，保持领先，创世

界级汽车研发中心”的战略。为此，北汽股份汽

车研究院把握客户需求制订产品规划，努力实

现由需求增值的产品开发，向为客户创造价值

而研发的 2.0 时代转变。

北汽集团新技术资源整合

自主品牌研发 2.0 理念

北汽股份根植工程师

“工匠精神”结合“互

联网＋”思维

为客户创造

价值而研发

1 2

3

4

5

车用智能网联

系统解决方案
众创设计

交互平台

新概念轻量化

智能整车开发

整车全生命周期

生态系统建设

汽车新材料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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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新能源 2016 年专利

北汽集团 2016 年专利和授权

745835
126%

2015

2016

1452 发明专利有效专利 新申专利

4053   新增

专利申请 2741 新增

授权专利 385 新增授权

发明专利

产品研发 品质管理 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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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产品研发

北汽股份汽车研究院秉承“开放创新，集成发展，掌

握核心，保持领先，创世界级汽车研发中心”的理念， 

把握客户需求制订产品规划，实现由需求增值的产

品开发向为客户创造价值而研发的 2.0 时代转变。北

汽越野车院则快速提升越野车专项开发能力，完成

BJ40、BJ80 系统产品投产及越野车新技术、新产品

的预研任务。而北汽新技术院则聚焦智能化、网联化、

电动化、轻量化等前瞻技术领域，为北汽新技术开发

提供新思路。

3.1.1北汽新能源构建全球研发网

为快速掌控新能源汽车的前沿发展技术，整合全球

优质资源和人才资源，促进研发的多元化发展，北汽

新能源规划在全球设立 7个海外研发中心。继 2015

年成立硅谷研发中心之后，2016 年 1月北汽新能源

底特律研发中心成立，该中心将立足美国汽车城，打

通信息通道，借鉴科技创意，紧跟创新趋势。2016 年

2 月，北汽新能源在西班牙成立巴塞罗那研发中心，

主要承担高性能运动车型的设计和研发。2016 年 4

月，北汽新能源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签订“中德汽车

轻量化技术联合研发中心”战略合作协议，该研发中

心将立足德国，通过技术研发、人才培养、资源整合、

业务融合等多方位发展，助力北汽新能源轻量化核

心技术能力的建立。2016 年 11月，北汽新能源与德

国未来交通公司签署“中德汽车轻量化工程中心有

限公司”合资合同，第五家海外研发中心挂牌成立。

3.1.2 积极开展联合研究

为了提升北京汽车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提高产

品品质，为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乘用车，北汽股份研

究院在汽车轻量化、智能化、混合动力系统集成等领

域与国内著名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合作。比如，在

智能化方面，北汽股份研究院与百度公司、清华大学

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共同致力于推进未来汽车的智

能化升级。合作方将在智能汽车、车联网、L3 级智

能驾驶、高精度地图及车载地图、联合品牌运营等领

域，建立紧密和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合作

领域技术开发、市场应用、资源信息共享和共同发展。

由北汽股份发起的这一战略合作，显示了传统制造业

与新兴互联网产业的深度融合。

3.2 品质管理

2016 年 9月，在 ANQ 亚洲质量组织年会上，北汽集

团董事长徐和谊荣获“2016 年度石川馨－狩野奖

（IKA）”。徐和谊董事长是中国 2016 年唯—位获

奖人，也是中国第六位获得此殊荣的质量人。“石川

馨—狩野奖”是由亚洲质量网组织（Asian Network 

for Quality，简称 ANQ，成立于 2003，共包含 17个

国家 / 地区的质量组织）于 2010 年设立的国际性质

量奖项，用于表彰在质量管理理论及实践操作上对

亚洲质量推进工作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个人。

3.2.1北汽股份的质量管理改善方案

北汽股份采取模拟用户试验评价、质量改进“快一秒”

等措施，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实施质量管理改善

方案。模拟用户试验评价：以模拟用户试验评价为核

心，提升早期质量问题检出能力，已发布《北汽股份

整车模拟用户试验规范》、《整车验证业务开展分工

报告》并实施，新车量产 100 天新增问题、上市 100

天售后立项问题均呈下降趋势，达到了质量问题早发

现早解决，将问题消灭在量产之前的目的。质量改进

“快一秒”：继续强化全员 TFT（课题小组）改进攻关

活动，每月召开 TFT点检会，质量问题改进进展分别

在总裁办公会和公司质量运营会上通报。2016 年共

计滚动立项 129 项问题，计划改完 104 项，实绩改

完 106 项，立项涵盖产品开发及量产各阶段，重点顽

固型问题改善效果明显。

Chapter 3

关键词：

研发 2.0

全球研发网

质量管理

用户体验

智 ·惠管家

Quality First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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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北汽新能源让质量隐患无处遁形

北汽新能源多年来保持行业领军者的地位，这与其

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密不可分。整车试验室、控制系

统试验室、驱动系统试验室、电池系统试验室和零部

件系统试验室等五大新能源汽车试验室，再加上一

个试车跑道，在层层条件严苛的试验下，不论是操控

性、安全性，还是实用性、适用性，北汽新能源让每

一处质量隐患无处遁形。北汽新能源还通过行业首

创“车辆远程监控平台”的大数据优化，让质量隐患

能被快速监测、定位和优化，故而使千台故障率较行

业平均下降了 30%，确保每一位用户都能拿到优质

好车。2016 年 9 月，北汽新能源在中国质量协会开

展的 2016 年全国汽车行业用户满意度测评 (CACSI)

中荣获第一名。

3.2.3 EU260 荣获 CCPC 纯电动车组冠军

2015 年，中汽中心推出了中国量产车性能大赛（“ 

CCPC 大赛”）。2016 年，共有 32 家汽车企业的 37

个品牌近百辆乘用车参加了本届大赛。经过两天零

下 35 度的极限挑战，2016 年度 CCPC 大赛的收官

之战于 12 月 8 日在内蒙古牙克石结束。北汽新能源

EU260 车队顺利完成全部项目的极限挑战，创造了

纯电动汽车在极限低温环境下的超强性能记录。在

本站比赛中，北汽新能源车队共获得组委会颁发的

5 个奖状，分别是极寒挑战成功奖、场地计时性能奖、

最炫车队奖、最佳人气车手奖和最佳车身设计奖。凭

借着艰苦卓绝的“高温”（新疆克拉玛依站）、“高性能”

（江苏盐城站）、“高寒”（内蒙古牙克石站）的优异表

现，首度征战 CCPC 的 EU260 居纯电动轿车组年度

积分榜首位，最终以 887.64 分的成绩获得 2016 年

CCPC 纯电动轿车组综合成绩大奖。

3.2.4 北汽镇江 BJ20 技术交底研讨培训

2016 年 8 月 10 日，在 BJ20 产品上市前期，北汽镇

江开展了一次深度的技术交底研讨培训，一方面提升

经销商的售后服务技术水平，同时也借助经销商的

经验和力量，为 BJ20 产品的质量严格把关。本次活

动邀请了全国 30 家重点经销商的服务技术专家，从

经销商的立场上来审核 BJ20 的产品质量缺陷，各

经销商对 BJ20 产品均高度重视，踊跃发言，共计收

到改善建议超过 70 条，同时由资深专业讲师讲解了

BJ20 的售后专业知识，着重培育重点市场，后续还

在全国各区域开展服务技能培训，为 BJ20 产品的成

功上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5 北汽福田实施质量提升

北汽福田以“打造卓越品质、超越客户期望”为主题，

2016 年 9 月启动公司“质量月”活动，开展质量知识

竞赛、检验员技能比武、红与黑质量成果巡展、金点

子征集等活动，积极打造卓越质量文化。在这些活动

中，员工参与率达到 60%。公司还建立质量队伍资

质认证制度，完成产品审核员、体系审核员、过程审

核员三支审核员队伍及 IQS 调查员系统培训和资质

认证，185人获得北汽集团认证证书。公司积极致力

于 TS16949 质量体系建设，于 2016 年 11月一次性

通过第三方认证，实现了 ISO9001向 TS16949升级。

3.3 改善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不只是体现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北汽集团将

用户体验改善的切入点扩展到了试驾、购车、服务等

与客户互动的全过程。无论是传统商务政策的调整，

还是客户端、O2O 等创新模式的采用，这一切都是为

了让用户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体验。

3.3.1调整商务政策提升客户满意度

为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6

年重新制定商务政策，在销售佣金部分新增满意度

激励，并调整运营评价激励考核方案，从客户视角出

Chapter 3 Quality First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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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提升经销商运营质量；在大客户佣金政策中引入

同类型客户年度内可累加政策，针对大客户群体加大

支持服务力度；销售支持政策中增加了适用车型，提

升客户购车体验；新设形象店智能展厅支持，提升客

户购车感受。同时，北汽销售公司还对经销商进行了

1700 店次神秘客入店检核。通过对终端客户的购车

感受调研得出，客户满意度水平持续攀升；调整运营

质量考核体系使得客户服务质量稳步提升。2016 年

增设经销商智能展厅支持，首批完成 36 家经销商网

络部署，帮助经销商提升管理规范，对经销商客户服

务薄弱环节实时监控，实时整改，进一步提升客户购

车体验。

3.3.2“星徽尊享试驾服务平台”提升客户体验

传统的试乘试驾越来越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客户消

费习惯和对车辆的体验需求，如试驾车型有限、试驾

形式较简单、时间短、试驾道路交通状况不佳等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奔驰销售公司推出“星徽尊享试驾

服务平台”，借助第三方服务运营商，为消费者提供

卓越的产品体验和奔驰专用车服务。“星徽尊享试驾

服务平台”包括店头试驾、上门试驾、预约试驾、市场

活动展示、售后代步车及商旅出行共6大基本服务形式。

它覆盖奔驰全系列乘用车不同型号最新的试驾车型，

并凭借丰富的服务形式、便捷的预定系统、高质量的

车辆整备状态，突破传统产品体验模式，让消费者在

日常用车场景中直观体验到奔驰产品的独特魅力。

3.3.3 线上客户服务互动平台—福田 e 家

2016 年，北汽福田在强化经销商、服务商、客户热线

服务等线下平台的客户服务能力的基础上，又重点推

出了线上互动平台—福田 e 家。“福田 e 家”是福

田汽车面向客户端的综合类 APP，集客户服务功能、

营销功能、会员功能、车联网功能、个人金融功能于

一体的社交互动平台。福田 e 家围绕客户全生命周

期提供增值服务，建立客户车生活生态圈。福田 e 家

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自主报修、救援、违章查

询等便利服务，APP 贯穿福田电商平台、服务系统及

异业合作保险等服务，为福田车主从购车到二手车置

换全过程提供便利的资源共享，真正享受到北汽福

田的极致服务。

3.3.4 北汽新能源的“智 · 惠管家”

为了让用户享受到更加细致周到的全方位服务，北

汽新能源推出了“智 · 惠管家”服务体系。“智·惠管

家”聚合了众多充电资源和售后服务资源，是一个以

O2O 模式打造的领先的售后服务体系。北汽新能源

建设了一个远程监控中心，只要车主愿意接受监护，

他的车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出现了电池电量不足或

者其他一些技术问题，北汽新能源都能通过这个远

程监控中心在第一时间进行远程诊断。公司为车主开

发了一个手机 APP，如果车快没电了，手机会立即通

知车主去充电，并且还告诉他附近哪里有充电站；电

充满后手机会提示车主现在可以去取车；车需要保养

了，也可以通过手机来提示。这种“智 ·惠管家”服务，

把“等客上门”的被动服务变成了主动服务，把“驻

点服务”变成了“网络服务”，把“保姆式”服务变成

了“管家式”服务，是北汽新能源改善用户体验的一

个成功创举。

1 徐和谊董事长获亚洲质量奖合影

2 北汽幻速

3 北汽新能源 EU260
4 北汽股份下属 5 个品牌代表车型

Chapter 3 Quality First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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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4.1-4.4

员工成长

Staff 
Growth

Ⅳ



员工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之一。

北汽集团以人为本，希望给员工带来

家庭般的温暖，同时注重激发员工自

我成长的动力和创业创新的激情。为

此，北汽集团不遗余力地为员工创造

和谐的工作环境和丰富的职业培训机

会，并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职业发展

通道。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实现员

工与企业的共同成长。

Employee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akeholders. BAIC 
Group is people-oriented, hop-
ing to bring family-like warmth, 
but also focus on inspiring 
employees to self-growth mo-
mentum and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passion. For this, 
we make every effort to create 
a harmonious working envi-
ronment for staff and various 
vocational training opportuni-
ties, and to provide them with 
a good career development 
channel. All these efforts ar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mmon 
growth of employees and en-
terprise.

我们要完善人才发展机

制，用好用活人才，建立

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

制，打通人才流动、使用、

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

障碍。

徐和谊

北汽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导语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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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焦五着力”实施体系

统战人士

高潜人才

领军人才 

校企合作

统战人士海外高层：借力统战人士，海外高

层次人才以及外籍专家，深度整合智力资

源。高潜人才海外人才培养：深化海外人

才培养项目以及高潜人才的深度开发培养，

打造国际化人才培训机制。领军人才企业

大学：整合各层次智力资源知识量，发挥

企业大学作用，创新管理思想，积淀组织

智慧。校企合作，博士后工作站：发展校企

深度合作，将高精尖智力项目转化为北汽

集团战略发展所用；引进高知识人才进入

博士后工作站。

智汇工程

着力推动改革探索

着力促进创新实践

着力实现提质增效

着力营造创业氛围

着力打造作风常态

5
（集团战略）

向制造服务型

和创新企业型转变

聚焦战略转型落地，要求

领导干部带头讲党课。

聚焦模范作用发挥，要

求优秀党员主动宣讲。

聚焦爱岗敬业，

要求普通员工。

3 三聚焦

五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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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在岗合并口径从业人员较“十一五”末增长

2015 年北汽集团合并口径从业人员 ( 万人）

“

"十二五"人才结构优化

十二五”人才结构发展规划

经营管理人才 技能操作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党群人才

“十三五”人才结构发展规划

经营管理人才 技能操作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党群人才

5% 61%3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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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北汽集团的重要资产，对内能够凝聚、激

励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外能够提升品

牌形象、输出价值观、提高集团的行业地位和国际影

响力。在从传统制造型企业向制造服务型和创新型

企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努力推动将工匠精神、创业

心态、创新意识、责任意识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融入

到北汽集团的企业文化内核之中。2016 年，通过顶

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传统手段与现代管理相结

合的工作模式，北汽集团体系化推进战略落地和创新

文化管理，实现企业文化建设的延伸，从动机角度抓

源头，增强文化激励效果，用“英雄人物”强化价值观，

以“三讲六行动”、“三聚焦 · 五着力”等为主题促进

战略转型的深化执行等举措，实现企业文化的提升。

 

4.2 人才队伍建设

的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体系。人力资源管理抓住集团战

略转型的大主题，在员工引进、培养、国际化、激励

等方面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开发“智汇”工程，增加

二级企业、派出人员创新力的考核内容，搭建德国戴

姆勒、荷兰英纳法海外人才培养基地，为战略转型做

好充足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2016 年，集团员工

接受职业培训共 525482 人次，培训学时 5190518

小时。

博士后科研课题 8 项。2016 年进站博士后 1人次，

科研课题 1项， 2016 待准备出站 1人次。与此同时，

4.2.1 北汽股份建设博士后工作站

北汽股份研究院先后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连理

工大学、吉林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开展合作，联合

招收博士后共计 7人。围绕研究院的技术需求，开展

依托博士后工作站相关项目及平台，汽车研究院积极

推动应届生招聘及培养，2016 年共计引进 63 名应

届生，积极推动校企合作及相关交流。

4.2.2 北汽昌河强化开展员工能力素质培训

培训：针对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累计开展培训

389 课次，培训人数达 12024人次；对标：组织各基

层单位骨干人员赴北京汽车分公司进行对标培训，累

计培训骨干人员 323人、总结吸收改善成果 283 项，

并通过内部培训宣贯，大大提高了操作人员和基层管

理人员的素质能力。

4.2.3 北汽常州公司完善员工培训体系

北汽常州公司按照技术、研发、管理和工勤序列打通

员工职业发展通道，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实

施以结果为导向的严格绩效考核制度，肯定优秀，鞭

策不足，注重员工能力提升，建立全方位培训体系，

间员工进行了一系列提升技能等级培训。本次培训，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技能提升与素养提升并重，员工

技能水平提升的同时还提高了精神素养，稳定了员

工队伍。通过专业老师对焊装、总装车间全体一线工

人进行的理论基础、机械识图、实操技能等方面的培

训，车间总体员工的技能水平及格率由 58% 提升至

88%，中高率从14% 提升至 77%，技能水平得到显

著提升。通过“最佳执行力”、“爱岗敬业好员工”的

培训提高了员工精神素养。期间培训老师还对生产、

工艺相关人员及车间骨干进行了精益生产培训，培训

以丰田为例，讲解精益生产在企业生产规划中的应

北汽集团提出了以集团"十三五"人才发展规划为“一体”， 提升员工的素质和专业能力，为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和以集团中层后备干部建设和青年人才培养为“两翼” 工作成果提供支持。2016 年 3 月至 5 月，公司

对车

用，以此指导生产合理安排，消除浪费、减少库存。

4.3 工会组织

北汽集团十分注重工会组织体系的建设。“十二五”

以来，北汽集团职工队伍迅速扩大，职工总数从

Chapter 4 Staff Growth 4.1-4.4

关键词：

凝聚力

人才结构

智汇工程

安全生产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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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的 6 万增长到 2016 年的 13.4 万，员工加入

工会的比率达 96%。全集团内的工会组织覆盖至湖

南、广州、河北、江苏、重庆、山东、云南等省份，目前

集团工会所属的独立法人工会组织增加到 128 个，工

会分会、小组 4000 余个，京外汽车零部件企业、4S

店等参股企业均实现了工会组织的有效覆盖。我们

建立了以主席高级研修班、青年工会干部培训班、专

业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机制。工会干部的整体素

质全面提升，各企业专兼职工会干部达 3000 余人，

本科以上学历超过 60％。累计 14 名来自中华全国总

工会、北京市总工会的科级以上青年干部进入北汽

工会挂职锻炼，北汽工会系统已经成为各级工会青

年干部培养锻炼的平台。

4.4 安全生产

2016 年北汽集团狠抓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的落实，把

安全生产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中之重。在全

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北汽集团安全生产情况总体稳

定。未发生重伤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全年无特

种设备和职业病事故；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为保证集团经营指标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截止 2016 年 12 月，北汽集团各单位共有安全管理

人员 1018 人，其中专职安全员 423人，兼职安全员

595人。在所有安全管理人员中注册安全工程师和

注册助理安全工程师 101人，占总安全管理人员数

量的 10%，专职安全员中注册安全工程师占比 19%。

2016 年集团各项安全投入共计 2.97亿元。

4.4.1安全标准化建设持续推进

北汽集团不断深入安全标准化创建工作，2016 年继

续组织新建以及外阜的生产经营企业开展安全标准

化达标工作，广州公司、越野车公司、福田瑞沃公司

等成功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升国家一级达标工

作。另外还共有 4 家单位实现达标，达标总数达 81

家，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本质安全管理水平；13 家已

达到复评年限的企业顺利通过复评。2016 年，北京

奔驰创建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示范企业顺利通

过国家安监总局评审，成为全国 15 家安全标准化一

级示范企业第四家通过验收的企业，也是机械行业

唯—家达标的企业。北京奔驰公司成立至今，连续

10 年实现安全生产“五个零”（安全生产事故死亡控

制指标为零、消防安全火灾事故为零、全年无甲方责

任重大交通安全事故、无重大设备事故、无食品中毒

事故）目标。

4.4.2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安全月活动是集团确定的每年安全生产的重点工作

内容，2016 年北汽集团根据北京市安委会安全生产

月活动方案通知精神，结合集团安全生产形势和全

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制定下发了《关于开展 2016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2016 年“安全生

产月”评比活动方案》和《关于做好夏季安全生产工

作的通知》，确定了“依法治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

的活动主题，全面细致部署“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

要求各单位以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为

载体，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北汽集团创造

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

4.4.3 加强安全生产培训

2016 年，北汽集团为提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专业

素质，会同北京市安全生产协会组织了 5 期安全生

产培训，为各单位监管人员在安全业务能力方面的提

升起到了促进作用。为提升培训效果，福田汽车集团

改善安全培训方式—模拟危险，体验安全培训，建

立培训道场，开发安全培训道具，组织员工开展体验

式培训及班组主题培训，改善员工参与安全培训的

兴趣和积极性，培训效果明显改善。

Chapter 4 Staff Growth 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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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5.1-5.3

相关方
责任

Stakeholder
 Responsibilities

Ⅴ



零部件业务发展方面，通过创新商业

模式、实施国际化战略、创新资本运

作等方式，使零部件产业的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使得供应

北汽集团责任当先，通过重点投资项

目的推进，助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和

"一带一路"等重大国家倡议的实施；

北汽集团坚持产业链协同战略，在汽

车

链合作伙伴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

BAIC Group value respon-
sibilities. We,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key investment 
projects, help national strate-
gies achievement such as the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
jin-Hebei integration and One 
Belt One Road. The BAIC 
Group adheres to the industri-
al chain coordination strategy 
and brings enormous changes 
to the auto parts industry by 
adopting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 implementing interna-
tional strategies and innovative 
capital operation. Therefore, 
supply chain partners and us 
can share the fruits of devel-
opment.

北汽集团得益于合作伙

伴之间多样文化的汇聚

交融，实现了跨域发展。

我们与合作伙伴越来越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

徐和谊

北汽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导语 Introduction



46

5.1 政府责任

除了履行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吸纳就业等基本的政

府责任之外，北汽集团还积极响应京津冀一体化发

展、一带一路等重大国策。经过精心的布署和实施，

北汽集团的沧州工厂、黄骅工厂和云南瑞丽等项目进

展迅速，成为企业响应国家政策的示范。

5.1.1北京现代助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北汽集团以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担当，乘势而上，以重点

项目的率先突破，带动区域经济加速发展，促进产业

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助力。

2016 年 10 月，北京现代沧州工厂竣工投产，这是最

近两年落户河北的最大体量的产业协同项目，是北京

市和河北省共同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所取

得的重大成果，既能帮助车企调整产能结构，又能带

动沧州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形成以整车制造为核心的

汽车产业集群，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5.1.2 黄骅工厂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布局

2016 年 7月，北汽黄骅分公司完成了 15 万产能的提

升，此举为推进精益制造体系建设和强化生产运营管

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依托北汽集团的项目建设，渤

海新区黄骅市汽车产业总体规划占地 33000 亩，打

造全产业链项目群，包括年产 60 万辆乘用车及新能

源车、10 万辆专用汽车、30 万台发动机、汽车零部件

加工、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汽车试验场、汽车物流基

地、黄骅港综合保税区汽车专区、黄骅港汽车滚装码

头等项目。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黄骅分公司已

经成为北汽集团京津冀协同发展布局和企业转型升

级的助推器。

汽云南瑞丽汽车有限公司项目于 2013 年 12月 25日

在云南德宏自治州瑞丽市奠基，2016 年 12 月 27日

5.1.3 北汽瑞丽勇当“一带一路”排头兵

作为北汽集团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项目，北

项目竣工，由工程建设阶段转入生产运营阶段。北汽

瑞丽工厂按照智能化、信息化、节能环保标准进行建

设，工厂设有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生产车间和

配套设施，形成了完整的汽车整车制造工艺流程。焊

装和涂装车间的机器人中自主品牌使用率超过 60%，

获评“云南省智能化示范生产线”，投产后具备年产

15 万白车身能力。以机器人上件、机器人点焊、机器

人滚边等自动化设备为主的焊装智能化示范生产线，

在 2016 年增强制造业核心专项项目中，以第一名的

成绩获得国家级专项评审。

5.1.4 APEC 绿色供应链年会上的经验分享

2016 年 7月 29 日，“APEC 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年

会暨能力建设研讨会”举办。本次会议的主旨是落实

《北京宣言》，建设 APEC 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加

强 APEC 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能力建设，为 APEC

推动绿色发展和价值链重构注入新动力。北汽股份

研究院在会上发表了“创建生态企业，引领绿色先锋”

的报告，就北汽股份在自主品牌生态建设上作出的努

力及取得的成果作了介绍，从 ELV、生态设计、轻量

化三个方面具体说明了北汽是如何将绿色设计、绿色

制造、绿色使用、绿色回收等生态理念贯穿于产品生

命线中，并最终达到构筑完善企业生态体系的目标。

5.1.5 服务 G20 科技创新部长会议

2016 年 11月，G20 科技创新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

为保证此次会议成功举办，北汽集团在车辆和人员两

方面提供了服务。车辆配置方面，北汽集团组建了一

支由北汽绅宝、北汽福田、北汽新能源、福建奔驰等

品牌车型构成的大会运营及技术服务保障车队，共计

115 辆；人员配置方面，集团相关部门、所属单位以及

“达天下”志愿服务团队共抽调 130 余名工作人员和

Chapter 5 Stakeholder Responsibilities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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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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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提供 24 小时驻会服务。“达天下”青年志愿

服务队以前曾服务过 APEC 峰会、跨国领袖圆桌会

议、ISO 大会等活动，具有丰富的大型活动服务经验。

这一次，为结合服务任务需要，集团团委为志愿者进

行了包括服务礼仪、外语口语、产品知识、路线演练

等在内的综合培训，确保服务万无一失。本次会议

服务中，北汽集团提供的车辆数量多、品牌多、型号多，

其中北汽新能源 EH300、北汽福田图雅诺、福建奔

驰 V-Class 等主力明星车型均亮相国际舞台，北汽

集团的志愿者为大会提供热情、专业、国际化的服务。

5.2 行业责任

作为中国汽车行业重要骨干企业之一，北汽集团不忘

履行促进全行业共同发展的重大责任。了解和借鉴

国外先进技术，与同行分享企业运营管理的经验，支

持行业性大赛，为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共同进步，北汽

集团在积极行动。

5.2.1参加海外车展，对标世界明星产品

目前由“世界汽车工业国际协会”认定及国际社会普

遍所公认的国际五大车展分别是美国的底特律车展、

瑞士的日内瓦车展、法国的巴黎车展、德国的法兰克

福车展和日本的东京车展。北汽集团作为我国五大

汽车集团之一，对如何开发出既符合市场趋势又满足

用户需求的明星产品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把握行

业发展方向，紧跟技术潮流，海外车展对标调研工作

自 2014年起已成为我们常态化的工作之一。2016年，

北汽研究院共策划组织调研团队参加了美国底特律

车展、瑞士日内瓦车展和法国巴黎车展。我们重点关

注造型新趋势及新潮流、智能座舱、节能技术路线等

以指引研发方向，和行业潮流保持一致；同时深度对

标车展上的明星新产品，挖掘其设计亮点，对中国汽

车行业现有产品的质量提升，以及新一代产品开发提

供借鉴和参考。

5.2.2 徐和谊董事长参加第 39 届 ISO 大会

2016 年 9 月，徐和谊董事长受邀参加第 39 届国际

标准化组织（ISO）大会，就北汽集团的标准化工作，

与全世界顶尖的管理大师和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

北汽集团全面贯彻和实施节能、环保、安全等相关国

际、国家、行业及企业标准。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北

汽集团的标准化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技术标准数

量已突破 3000 项，下属北汽股份被列为“国家高端

装备制造业标准化试点单位”，成为贯彻标准化的模

范。徐董事长表示，标准化工作将助力北汽与世界互

联互通，集团将不断创新标准体系，适应科技新浪潮

和网络新思维的快节奏；也将持续推动中国标准体系

和国际标准体系的进一步融合，与世界大家庭共担责

任，互利共赢。

5.2.3 支持“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2016 年 1月 23 日，“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第二届

年度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主题为“构建竞争创新、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出

席会议并发表演讲，他提出，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是

推动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弯道超车的“反击

战”，因此，推进新能源汽车业务已经成为北汽集团

最重要的发展战略。2016 年 8 月，“中国电动汽车百

人会”夏季论坛举行，徐和谊董事长再次受邀出席并

发表题为《从战略高度提升安全 , 打赢新能源汽车

升级战》的演讲。徐和谊董事长指出，安全已经成为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到现阶段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

题。这一方面暴露出我们在新能源技术和行业规范等

方面仍存在不足，另一方面也警醒我们必须要全力以

赴解决消费者所关注的基础痛点。

5.2.4 北汽新能源支持全国技能大赛

2016 年 10 月，北汽新能源支持并冠名首届全国机

械行业职业院校纯电动汽车服务技能大赛，本次大

Chapter 5 Stakeholder Responsibilities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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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20 个省市、55 所中高职校的 110

名选手，大赛引进世界技能大赛的理念和做法，第一

次采用新能源汽车制造与维修企业标准组织比赛，也

是第一次全部赛项用实车、用实际维修作业项目进

行的比赛。北汽新能源公司作为“北汽新能源杯”大

赛的冠名支持单位，对大赛给予了巨大支持，从比赛

题目设计、论证到反复试验优化；从提供解密的技术

图纸资料，到培训用到的实际零部件；从选派技术人

员参与指导教师培训，到大赛赛场每一个比赛工位

安排技术支持配合裁判工作，从提供全新的商品车

作为比赛实际用车，到比赛场地设备全方位技术保障，

做出了专业的、全面的、细致的支持。

5.3 供应链责任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北汽集团始终坚持构建

坦诚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与供应链伙伴一起

努力，打造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

5.3.1提升经销商维修技能

2016 年，北京汽车的新车型如 BJ20、X35、X55 等

相继投放市场，销量呈现井喷之势，对售后服务保障

和特约店维修技能带来压力和挑战，为保证服务能

力与销量递增的同步，销售公司适时对培训模式进行

优化。课件开发：全年共编制 10 个新车型课件，涉及

BJ20、绅宝 X55 两个新车型，包含 10 个电器系统、

150 余个零部件的结构及诊断。集中培训：全年共完

成销售区域培训 9 次、新车型专项培训 1次、省级技

术培训 12 次，涉及全国 16 个省及直辖市，涵盖 6 个

销售战区，参加培训的经销商 228 家，涉及相关技术

人员 300 人次。维修能力提升：通过考试及经销商

排故申请支援的次数已反映出阶段性的成果，有效

提升了经销商的技术水平，提高了车辆的一次修复率。

专项技术培训：10 月，销售公司开展了经销商技术主

管特邀培训，针对各店售后技术工作的特点，实现专

项量身定制的培训，以“规范性、专业性、高效性”为

目标，完善经销商的售后技术工作。

5.3.2 海纳川发布“1·2·3·3”研发战略

2016 年 11月，北汽集团零部件产业研发战略规划发

布暨新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在北汽集团“十三五”发

展战略以及战略研讨会精神的指引下，作为集团零部

件产业平台，海纳川公司加快核心零部件合资合作和

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步伐，全力打造北汽集团零部

件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与零部件供应商配套企业共同

发展。此次活动上，海纳川发布了零部件研发的

“1·2·3·3”战略。“1”即建立一个紧密跟随集团整车

厂的技术引导，集中提升新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充分

发挥总部技术中心和下属企业研发平台资源、充分利

用产学研合作平台的完整的研发体系；“2”即研发体

系由以总部技术中心为核心的第一层级，和以所属企

业研发平台共同构成的第二层级的两级研发体系；第

一个“3”即聚焦轻量化、智能化、电动化三大技术方

向上展开研发工作；第二个“3”即海纳川公司将大幅

度提高研发投入，在 2020 年将 3% 的销售收入用于

研发。海纳川公司围绕零部件研发体系和核心能力建

设，积极整合行业优秀资源，从而创造一个伙伴共同

发展的多赢局面。

Chapter 5 5.1-5.3

1 徐和谊董事长出席 ISO 大会并发表英文主题演讲

2 北汽现代沧州四工厂竣工仪式

3 北汽越野车 BJ40L
4 北汽集团为 G20 峰会提供车辆服务和志愿者

Stakeholder Responsibilities



49

1

2

3 4



50

Chapter 6

6.1-6.3

绿色环保

Environmental
Friendly

Ⅵ



绿色是北汽集团的重要发展理念之一。

多年来，北汽集团致力于全方位发展

生态建设工作，积极构建完善的企业

生态体系，力争以节能环保的方式制

造更加节能环保的汽车，争做引领汽

车行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促进工业

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开拓者。

Gree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BAIC 
Group. Over the years, BAIC 
Group is committed to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work, and active-
ly builds a sound enterprise 
ecological system, and strives 
to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
mentally friendly way to create 
more energy efficient and en-
vironmentally friendly vehicles. 
We lead the automotive indus-
try to fulfill green low-carbon 
cycle development and pro-
mot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s the pioneer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在生产方式上，我们要
按照人口、经济、资源、
环境协调发展的要求，
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生
产效率，实现低碳绿色
生产。

徐和谊

北汽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导语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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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 工业废弃物 生活垃圾

工厂车间

非金属

金属

分拣

废乳化液

废漆渣

废液压油

含油手套等

废磷化渣

废污泥

北京现代 4 工厂环保处理措施

荣达汇金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回收利用 100%）
衡水睿稻环保有限公司 进入城市环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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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00

80000

60+

截止到 2016 年度北汽新能源

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的贡献

节能减排

2016
北汽新能源

ECO

累计行驶里程（亿公里）

每天减少 CO2 排放量（吨）累计用户数量（人）

直接减少碳排放 63 万吨

相当于种植大树 320 万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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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绿色工厂

基于“自动化 + 信息化 + 智能化”的理念，再全面对

标安全节能、绿色环保、先进制造系统和可追溯质量

管控等多项符合现代高端制造业的行业工厂建设标

准，北汽集团努力打造绿色工厂的典范。

 

6.1.1北京奔驰的雨水集用综合应用示范项目

方案内容：在 2014 年部分厂区实施雨水收集项目的

基础上，北京奔驰各厂区内继续建设地面雨水收集

和调蓄系统，同时在新建厂房屋顶建设虹吸式屋面

雨水收集系统，累计建设约 14892 立方米的雨水调

蓄湖体和 11000 立方米的 PP（聚丙烯）模块组合雨

水调蓄池，两者联动控制和综合利用厂区内的雨水径

流，年均雨水控制与综合利用量达 36 万立方米，实

现雨水用量占公司年用水量的 20%。本项目收集的

雨水将用于厂区内的道路冲洗、绿化浇灌和景观补

水等，同时雨水调蓄、收集设施的建设还可以缓解市

政雨水管网的压力。项目进度：自 2014 年 3 月启动，

2016 年 11月完成所有厂区施工。投资回报：该项目

投资达到 5000 万元，收集的雨水仅有一部分能够利

用（水质难以满足生产的需求），按照利用率 50% 来

计算，可以节约用水 35 万立方米 / 年，预计投资回收

期为 10 年。

6.1.2 北汽昌河进行绿色企业申报

2016 年，昌河汽车各工厂排放污染物指标均低于全

年下发指标。各工厂废水、废气都设置了处理设施，

检测达标后排放，且废水均安装一套在线监测设备，

对废水因子进行 24 小时实时监测，并进行手工监测

比对，全年无超标现象。对各工厂产生的危险废物，

公司均按要求贮存于危险废物暂存库，并与有处理资

质的公司签订合同，定期转运。在参加景德镇市绿色

企业申报期间，景德镇市相关部门对昌河汽车的能源

环保、节能新产品和绿色企业创建等方面工作进行了

审核，并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认为，昌河汽车不仅为

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节能减排方面也走

在了景德镇市其他企业的前列。

6.2 绿色生产

北汽集团大量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

配套先进的废水、废气处理技术和设备，采用各种切

实有效的节能减排措施，力图真正实现生产过程的

低能耗、低污染。

6.2.1北京奔驰涂装车间 VOC 治理项目

项目背景：北京奔驰在生产中采用高效静电旋杯喷枪，

涂料的利用率高达 75%，但仍有 25% 的有机废气在

涂装过程中排放到大气中。随着北京市地方标准《汽

车整车制造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颁布实施，喷漆间废气必须增加处理设施。考虑到该

部分有机废气浓度较低，燃烧处理前必须进行浓缩。

方案内容：将喷漆室废气引入VOC 沸石转轮浓缩系

统，对大流量低浓度有机废气进行吸附。净化后的空

气排入大气，而沸石吸附的高浓度有机废气通过热

解吸释放，进入焚烧炉焚烧处理。降解效率达 95%

以上。项目进度：2015 年 11月，项目陆续启动了招

标和设计，到 2016 年 11月，项目施工完成并正式运

行。投资回报：该方案投资 2400 余万元，预计可减

少 VOC 排放 169.5t/a，按照 VOC 排污费 20 元 /kg

估算，每年可以节约费用 339 万元。

6.2.2 北汽银翔修建事故废水收集池

北汽银翔努力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节能、环保的高性

价比汽车产品和服务，公司开发的每一款汽车或发动

机均为节能环保型产品，并朝着轻量化、安全性、舒

适性的方向发展，每年产品研发费用投入占销售收入

的比例达 5%。厂区生产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噪音

以及一般工业固废治理等均严格按国家环保要求进

Chapter 6

关键词：

绿色企业申报

节能减排

雨水集用

VOC 治理

轻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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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理，如：废水通过二次处理进行循环利用、涂装

废气综合治理及余热利用回收等。厂区修建了一座容

量为1260m³的事故废水收集池，用于事故废水收集，

同时在雨水排口设立切换阀，遇突发环境事故可进

行切换，避免环境事故发生。企业设立了专门的医务

室、消防救援队、应急抢修队、消防车等应急抢险机构，

确保遇突发环境事故时将污染将至最低。

6.2.3 北汽常州公司的节能减排措施

北汽常州公司传承北汽集团优秀的企业理念，认真履

行国家省市地区的各项节能政策法规，已将节能减

排工作落实到具体工作中：1、通过更改厂区路灯照

明间距，采用间隔照明模式，完成了对厂区路灯照明

的优化工作；2、厂内 40 立方的空压机由早先上班开

下班关，改为生产需要时开关，极大降低了不必要的

能源损耗；3、根据实际生产任务情况，制定厂区电需

量计划，降低基本电费；4、于 2017 年 1月完成了涂

装车间五套喷漆废气处理装置的改造，增加了活性

炭吸附工艺，大大减少了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达到

了保护大气环境的目的。

6.3 产品环保

以低碳环保的方式生产低碳环保的汽车，是北汽集团

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在新能源发展、轻量化研发等

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让北汽集团向着既定的目标一

步步迈近。

6.3.1图雅诺获“2016 年度第一节能轻客”奖

为倡导节能减排事业的发展，紧跟国家绿色发展政

策，福田商务汽车作为行业中的领导者抢占先机推

出图雅诺国 V 新品、纯电动图雅诺 EV、匹配康明斯

ISF2.8 国 V（SCR）发动机动力的图雅诺等，打造绿

色商务汽车标杆。图雅诺核心技术源自德国斯图加特

福田汽车技术研发中心，车辆的承载、制动、悬架系

统、传动系统、操控系统以及密封噪音等整车性能均

达到德国标准。其中图雅诺国 V 集承载、操控、安全

和节油“四大升级”和更强劲更经济、更环保更低碳、

更加安全可靠等八大优势于一身，完美契合当下消费

者对绿色高端商务的各种需求，深受消费者青睐。正

是因为如此，图雅诺在 2016 年的国家大事件中频频

现身，在 G20 峰会期间，图雅诺完美护航，为与会嘉

宾提供安全保障，彰显中国绿色高端商务实力；随后

在 G20 科技创新部长会议上，图雅诺再次以优异的

表现给与会嘉宾留下深刻的印象，展现了福田商务汽

车的精工品质。

6.3.2 迈向汽车轻量化的新起点

近年来，北汽集团积极应对汽车行业新技术发展趋势，

在汽车的轻量化、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等方面积

极创新，努力让用户开上更加环保、更加智能的汽车。

2017 年 10 月 19 日，北汽集团零部件轻量化基地投

产暨北汽江森自控合资公司投资协议签约仪式，在山

东滨州的北汽零部件轻量化基地举行，这标志着北

汽集团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基地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

按照北汽集团的规划，到 2020 年，北汽将在滨州建

成产业规模达到 300 亿级以上的大型轻量化产业集

群，倾力打造集研发与生产发动机缸体缸盖、变速器

壳体、新能源车身结构件、底盘零部件等轻量化产品

于一体的全球轻量化汽车零部件基地。北汽集团将

以滨州轻量化基地为载体，迈向加速发展轻量化技

术的新起点。该基地的建设，也必将为北汽集团整车

的轻量化技术创新提供重要的零部件业务支撑。

Chapter 6 Environmental Friendly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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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爱行天下，温暖万家”的履责理

念，北汽集团在扶危济贫、环境保护、

社会服务、兴学助教、振兴体育等领域

广泛、持续地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将爱

心和温暖传递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让微笑和和谐充满每一个角落。随着

国际化业务的推进，北汽集团在海外

市场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力争成为

合格的全球企业公民。

Having faith in “Love for the 
world, Warmth to the society”, 
BAIC Group is engaged in var-
ious kinds of public welfare ac-
tivities in the fields of helping 
the poor, protecting the envi-
ronment, helping the students, 
revitalizing the sports, and 
so on. We will send love and 
warmth to those who need it, 
helping people, making smile 
and harmony fill every corner 
of the society. With the inter-
national business to promote, 
BAIC Group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lso actively fulfills so-
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rives 
to become a qualified global 
corporate citizen.

一个企业不能不赚钱，
但也不能只赚钱。企业
的效益不仅有经济效益，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
社会效益。

徐和谊

北汽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导语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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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志愿者在行动

青年志愿者是北汽集团践行“太阳花”企业公民理

念的主力军，CSR 活动中总有他们的身影。2016 年，

北汽共青团系统志愿者参与人数达 23913人，志愿

者累计服务时长 21673 小时。

7.1.1“美好北汽·与爱同行”

在第三届“青春志愿行 · 共筑中国梦”中国青年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上，作为北京市唯一的扶贫开发类项

目，由北汽集团共青团选送的“‘美好北汽 · 与爱同

行’—定向精准帮扶藏族地区贫困学生”经过路演

答辩荣获金奖。“美好北汽 · 与爱同行”是北汽集团

主动响应国家“援藏”号召，引领企业青年践行青春

责任而发起的志愿服务行动。自 2013 年启动以来，

北汽集团先后组织青年员工志愿者与四川甘孜、西藏

拉萨的 260 名藏族贫困学生签订了从小学到高中长

达 12 年的“一对一”帮扶协议。4 年来，在青年员工

志愿者与帮扶学生之间搭建起爱心桥梁，探索出了一

条企业“定向精准帮扶”的新模式。

7.1.2 志愿者赴内蒙治沙

2016 年 8 月 15 日，“北京现代 2016 年青年治沙公

益服务活动”拉开帷幕，50 名共青团员代表组成的

志愿者队伍，奔赴内蒙古正蓝旗宝绍岱诺尔开展公

益治沙活动。这是北京现代持续第九年开展内蒙古

荒漠化防治，在 4天的治沙活动中，志愿者不惧缺水、

干燥、日照强烈、风沙席卷等恶劣环境的挑战，沾满

淤泥的双脚始终奋勇向前，带着高昂的热情完成了种

植芦苇的任务，使干涸的盐碱湖重现葱葱绿意。

7.2 体育支持

北汽集团是企业参与和支持体育事业的先行者。组

建北汽排球俱乐部、北京奔驰支持中国网球公开赛，

这些都是商业与体育跨界合作的经典案例。2016 年，

北汽通航与国家跳伞队的携手又为这种跨界合作书

写了新的篇章。

7.2.1排球运动中的 " 北汽模式 "

自从与北京市体育局携手共建 " 北京汽车排球俱乐

部 " 以来，北汽集团精心布局，创新俱乐部运营模式，

实施优势资源配置，通过外援与本土球员的优势互

补，俱乐部连续多年取得优异成绩，更为国家队输送

优秀队员。在 "2016-2017 中国排球联赛全明星赛 " 

终选名单中，北汽排球俱乐部有 5 名球员上榜。北汽

集团独创的排球俱乐部运营的“北汽模式”，不仅为

国家体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还形成了体育营销促进企

业品牌发展的共赢局面。如今，这一成功模式正在被

对手竞相效仿。

7.2.2 同心十载  星驰中网

北京奔驰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首席赞助商，与中网携

手十载，持续打造顶级赛事。2016 年的中网阵容星

光璀璨：纳达尔、穆雷和大威廉姆斯等网坛巨星齐聚

国家网球中心，为中国观众呈献了一场场高水平的巅

峰对决。作为中网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的首席赞助

商，北京奔驰不断推陈出新，坚持为中网赛事提供尊

崇、舒适的用车服务，并借助强大的企业实力和品牌

号召力，全方位提升中网的赛事服务体验，为热衷汽

车与网球文化的观众打造国际顶尖水平的观赛享受。

为感谢北京奔驰长期以来为推动中国网球事业发展

做出的突出贡献，赛事组委会专门为北京奔驰颁发了

“同心十载  星驰中网”特别贡献奖。

7.2.3 北汽通航与国家跳伞队达成战略合作

2016 年 9 月 6 日，在北京汽车产业研发基地，北汽

集团联合国家体育总局，举办北汽通航与国家跳伞

队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并欢送国家跳伞队赴美

参加世界跳伞大会。未来五年，北汽通航将支持国家

Chapter 7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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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伞队的发展建设，创新开展多样化的航空体育赛

事与活动，推动这一项目的大众化普及。北京通航已

组建泛太平洋跳伞俱乐部，今后将精心打造“双人飞

机跳伞体验”“单人飞机跳伞体验”“飞机驾驶体验”

等航空运动项目，以安全运营为重中之重，为广大航

空运动爱好者及大众，提供一个参与和体验航空体

育运动生活方式的平台。

7.3 社会回馈

精准扶贫、兴学助教、应急救灾，北汽集团一如既往，

利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以饱满的热情回报社会，诠

释着作为一家财富 500 强企业的责任担当。

7.3.1云南巧家北京现代希望学校竣工

2016 年 6 月 1日，北京现代希望学校竣工仪式在云

南省巧家县包谷垴乡中心学校新校区举行。这是北

京现代继雅安希望小学之后援建的第二所希望学校。

作为“电教助学”公益项目的延续，北京现代在此次

竣工活动中还为学校捐赠了 1个电教室并配备 51台

电脑等电教设备，这是北京现代献给希望学校全校

学生最好的儿童节礼物。

7.3.2 北京汽车捐助玉树白扎乡寄宿制中心学校

2016 年 8 月 19 日，青海省玉树州白扎乡寄宿制中心

学校的孩子们迎来了新学期前最让他们欢欣鼓舞的

一天。北汽集团和北京汽车志愿者协会的代表们跋

山涉水 2000 多公里，为孩子们送去了室外乒乓球桌，

篮球架、投影仪、50 台电脑等总价值 15 万元的教学

物资，奖助学金 58200 元，以及北京汽车员工捐赠

的 20000 余册图书，北京汽车还特别向学校捐助了

一辆 SUV 绅宝 X55 作为学校的教学用车。2012 年，

北汽股份北京分公司成立志愿者协会，组织公司广大

志愿者通过认捐的形式资助贫困学生。一名员工认捐

一名贫困学生，支付学生一年学费，帮助其完成学业。

五年间，共有 239 名贫困学生得到“一对一”的爱心

资助捐款 16.7 万元。

7.3.3 昌河汽车开展抗洪抢险慰问救灾

2016 年 7月 18 日下午，昌河汽车九江工厂开展了赴

抗洪抢险一线的慰问活动。满载着八宝粥、方便面、

矿泉水的三辆昌河单双排货车由厂区出发，顶着烈日

驶往九江县永安乡长江大堤，慰问奋斗在抗洪抢险

一线的解放军战士。6 月 18 日晚，景德镇市全境普降

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达 213.7mm。暴雨强度大，历

时短，19日晚上游洪峰袭来，昌江河水猛涨造成内涝，

许多地势低洼区域的居住房被淹，交通通讯中断，民

众急需生活物资。面对汛情，昌河汽车工会第一时间

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召集各单位支会主席，统计受灾

职工人数，确定职工受灾地点，迅速反应，紧急行动，

组织协调，采购救灾物资慰问受灾职工。

7.3.4 北汽镇江设立“北汽助学基金” 

每年的 8月—9月，北汽镇江公司都会推选出当地 10

位考上大学的优秀贫困大学生，由公司出资承担他们

在大学期间的生活费用。首批接受资助的大学生已顺

利步入大学校园，他们纷纷写信向公司表达自己的感激

之情。推进精准扶贫，加大帮扶力度，是缓解贫困、实

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

建设的一场攻坚战，北汽镇江公司将一如既往，用实

际行动践行精准扶贫，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贡

献自己的力量。

7.3.5“七彩书屋”伴孩子们成长

“七彩书屋”公益项目是由北汽福田联合中国下一代

教育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全国性公益活动。2016 年已

是“七彩书屋”项目走过的第三年，三年来“七彩书屋”

项目已在全国 10 多个重点区域建立起近 50 多个“七

彩书屋”，送达图书 6.5 万册，惠及学生 4.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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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北汽福田向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累计捐

赠 76 万元用于“七彩书屋”公益项目，让知识陪伴孩

子们茁壮成长。

7.4 交通安全

根据汽车的产品特性和使用特点，北京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在日常产品营销和服务工作中，强化安全管理

意识，适时开展安全教育等活动，体现出成熟企业的

社会责任意识及担当。2016 年，北汽销售公司组织

全国经销商开展了 1811场次客户活动，参与人数 3.5

万余人，论坛传播贴数 0.2 万余篇。其中爱车课堂类

活动 979 场次，内容包含节油驾驶课堂、儿童安全讲

座、各季节行车安全注意事项等多个主题；自驾游类

活动 571场次，包含植树自驾、公益自驾等多种形式；

其他各类活动 261场次。此外，公司严格要求经销商，

在安排客户进行试乘试驾时必须检查客户驾驶证，按

照规定试驾路线行驶，保证安全驾乘体验。2016 年

7-8 月，全国多地遭强降雨袭击，造成城市多处内涝。

面对突如其来的汛情，销售公司携手经销商针对受暴

雨洪灾影响的涉水车辆，推出了“绅情关爱守护常在”

活动，免费提供救援、检测、配件折扣等帮助，为客户

送去温暖和专业的服务。共有 67 家北汽绅宝经销商

参与此次活动，救援维修车辆达 3000 余台。

7.5 全球企业公民

随着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北汽集团的公益慈善活动

也扩展到了海外业务运营所在的社区。扶危救难、爱

心助学，我们的善举让当地人民交口称赞，北汽集团

作为全球企业公民的形象，正在得到越来越多海外民

众的认可。

7.5.1北汽瑞丽为缅甸难民提供援助

2016 年 11月 20 日，缅甸北部地区多地发生局部武

装冲突。距离边境口岸不足 400 米的北汽瑞丽公司

厂区内能听到明显枪炮声。在了解到有大批难民涌入

中国境内，中国政府设置的难民安置点缺少生活物资

的情况后，北汽瑞丽公司工会迅速组织安排，为难民

安置点捐赠 200 箱矿泉水、20 箱方便面和 20 箱八

宝粥等物资。北汽瑞丽公司心系公益事业、履行社会

责任的举动，在驻地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受到了当地

居民和安置点难民的赞誉。

7.5.2 北汽国际爱心助学活动走进墨西哥

2016 年 12月19日，北汽国际“情满国际 ·与爱前行”

爱心助学捐赠仪式在墨西哥 Hidalgo 州 Bajo El Sol

市市政广场成功举行。北汽国际为 Bajo El Sol 市小

学购置书包和足球五百余个。此次活动是北汽国际

连续三年开展爱心助学活动的又一次重要实践，也是

再一次将爱心延伸至海外、提升国际化品牌形象的尝

试。作为树立 BAIC 世界品牌、打造世界级车企的重

要平台，北汽国际公司积极融入墨西哥当地，坚定履

行社会责任，为墨西哥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作出

更多努力。捐助仪式上，Bajo El Sol 市长和校长分

别就北汽国际投身教育公益事业表达了热烈的欢迎

和诚挚的谢意，并表示十分愿意进一步增强与以北

汽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加强沟通与交流，建立亲密友好

的伙伴关系。此次活动受到墨西哥当地各界人士的广

泛关注，4 家当地主流媒体、5 位校长，以及 300 余

名民众参加了此次捐赠仪式。

1 徐和谊董事长出席“北汽集团杯”全国跳伞冠军赛

2 北汽排球俱乐部再创佳绩

3 北京现代志愿者种植芦苇改造沙漠生态环境

4 北京汽车热心捐助玉树白扎乡寄宿制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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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7

p04-07

p08

p04-p08

p08

p08、
p26-27

p04-07、
p14

p04-10

p04-10、
p40-42

p42

p46-48

p26、
p46-48

p18、p43

p46-47、
p54-55

指标代码 指标意义 页码附录：指标索引

G4-1

G4-2

G4-3

G4-4

G4-5

G4-6

G4-8

G4-9

G4-10

G4-11

G4-12

G4-13

G4-14

G4-15

机构最高决策者（如 CEO、董
事长及相当高的职位）就可持续

发展与机构的相关性及机构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声明

描述主要影响、风险和机遇

机构名称 

主要品牌、产品和服务 

机构总部的位置

机构在多少个国家运营，在哪些

国家有主要业务，或哪些国家与

报告所述的可持续发展主题特

别相关

机构所服务的市场（包括地区细

分、所服务的行业、客户／受益

者的类型）

机构规模，包括：员工人数、运

营地点数量、净销售额（私营机

构适用）或净收入（公共机构

适用）、按债务和权益细分的总

市值（私营机构适用）、所提供

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

a. 按雇佣合同和性别划分的员

工总人数。b. 按雇佣类型和性

别划分的固定员工总人数。c. 按
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和性别划

分的员工总数。d. 按地区和性别

划分的员工总数。e. 机构的工作

是否有一大部分由法律上认定为

自雇的人员承担，或由非员工及

非正式员工的个人（包括承包商

的员工及非正式员工）承担。f. 
雇佣人数的重大变化（如旅游或

农业雇佣人数的季节变动）

集体谈判协议涵盖的员工总数

百分比

 
描述机构的供应链情况

报告期内，机构规模、架构、所有

权或供应链的重要变化，包括：运

营地点或业务转变，包括工厂的

启用、关闭和扩充、股本架构的

改变，其他资本的构成、保有及

业务变更（私营机构适用）、供应

商所在地、供应链结构、与供应商

关系（包括甄选和终止）的改变 

机构是否及如何按预警方针及

原则行事

 
机构参与或支持的外界发起的

经济、环境、社会公约、原则或

其他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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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代码 指标代码指标意义 指标意义页码 页码

p46-47

p01

p01

p18

p46-47
p54-55

p17-18
p46-47

p01、p04-07、
p50-51、p56-57

p10、
p38-43、
p58-60

p44-48、
p60

p46-47

p04-07

p11、p53-55

p25、p35

p25、p52-53、
p55

p11

p11

p52-55

p11

p11

机构加入的协会（如行业协会）

和国家或国际性倡议机构，主要

指以机构名义保持的成员资格

机构的利益相关方列表

报告周期（如每年、每两年一次）

机构的治理架构，包括最高治理

机构下各委员会。说明负责经济、

环境、社会影响决策的委员会

利益相关方和最高治理机构就

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磋商的过

程。如果授权磋商，说明授权对

象和向最高治理机构的反馈过程

为加强最高治理机构对于经济、

环境和社会主题的集体认识而

采取的措施

说明机构的价值观、原则、标准和

行为规范，如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

机构产生及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

包括收入、运营成本、员工薪酬、

捐献及其它社区投资、留存收益、

向出资人及政府支付的款项

机构在各重要运营地点对当地

供应商的政策、措施及支出比例

机构通过商业活动、实物捐赠

或免费专业服务等形式主要为

公共利益开展的基础设施投资

及服务及其影响

机构对其重大间接经济影响（包

括影响的程度）的理解和说明

通过节约和提高能效节省的能源

提供具有能源效益或基于可再

生能源的产品及服务的计划，

以及计划的成效

 
减少间接能源消耗的计划，以

及计划的成效

按质量说明，直接和间接温室

气体总排放量

按质量说明，其它相关间接温

室气体排放量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计划及其成效

按类别及质量说明，氮氧化物 
(NO)、硫氧化物 (SO) 及其它主

要气体的排放量

按重量及排放目的地说明污水

排放总量

降低产品及服务的环境影响的

计划及其成效

按类别说明总环保开支及投资

按雇佣类型、雇佣合约及地区划

分的劳动力总数，并按性别区分

按主要业务地区划分，只提供给

全职员工（不给予临时或兼职员

工）的福利

受集体协商协议保障的员工百分比

由劳资双方组建的职工健康与

安全委员会中能帮助员工监督

和评价健康与安全相关项目的

员工代表在总职工人数中所占

的百分比

为协助劳工及其家属或社区成

员应对严重疾病而安排的教育、

培训、辅导、预防与风险控制计划

与工会达成的正式协议中的健

康与安全议题 

按性别和员工类别划分，每名员

工每年接受培训的平均时数

加强员工持续就业能力及协助

员工转职的技能管理及终生学

习计划

实施了当地社区参与、影响评估

和发展计划的运营点比例

反腐败政策和程序的传达及培训

对公共政策的立场，以及在发展

及游说公共政策方面的参与

在对当地社区具有重大潜在影

响或实际负面影响的运营点实

施的预防和消除措施

在生命周期阶段为改进产品和

服务在健康与安全上的影响而

进行的评估，以及须接受这种

评估的重要产品及服务类别的

百分比 

程序要求的产品及服务信息种

类，以及需要标明这种信息的重

要产品及服务的百分比

按后果类别说明，违反有关产品

及服务信息和标识的法规及自

愿性准则的事件总数

客户满意度调查结果

G4-16

G4-24

G4-30

G4-34

G4-37

G4-43

G4-56

G4-EC1

G4-EC6

G4-EC8

G4-EC9

G4-EN5

G4-EN6

G4-EN7

G4-EN16

G4-EN17

G4-EN18

G4-EN20

G4-EN21

G4-EN26

G4-EN30

G4-LA1

G4-LA3

G4-LA4

G4-LA6

G4-LA8

G4-LA9

G4-LA10

G4-LA11

G4-SO1

G4-SO4

G4-SO5

G4-SO10

G4-PR1

G4-PR3

G4-PR4

G4-PR5

p11、p25、
p34

p54

p40-43

p40-43

p42

p42

p40-43

p42

p11

p40-43

p60

p18

p46-47

p46-47、
p60

p32-35

p22-24

p34

p34-35



尊敬的读者： 
感谢您阅读本报告。为提升北汽集团的社会责任实践，不断改进

我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我们希望倾听您的意见和建议。

请将您的意见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反馈到：

ggcbb@baicgroup.com.cn

联系方式：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品牌管理部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99 号
传真：010 - 8766 4048
网址：www.baicgroup.com.cn

本报告是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

2016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反映北汽集

团 2016 年在创造股东价值、完善公司治理、

引领行业创新、履行环境责任、满足客户

需求、促进员工成长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方

面的社会责任实践和绩效，报告内容涵盖

整车研发与制造、通用航空产业、汽车零部

件制造、汽车服务贸易、投融资、工业设计

等业务领域，本报告的发布将为公司的利

益相关方提供便捷的沟通渠道。

报告时间范围：本报告为年度报告，时间范

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日，部分数据和事实超出此范围。

报告组织范围：本报告所涉及的数据和事实

来自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机构。

指代说明：为便于表述，在本报告中，“ 北
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也以“北汽集团”“北

汽”“公司”“集团”“我们”等表示。

报告参考标准：本报告的编写主要参考全

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

指南》的第四代标准（G4）和《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CASS-CSR1.0）》，
同时突出公司的企业特点和行业特色。

可靠性保证：报告所披露的数据与案例主

要由北汽集团的各业务部门及分子公司提

供，北汽集团保证本报告中相关数据和案

例的真实性。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所示

金额均以人民币列示。

报告获取：本报告分在线版本和印刷版本

两种。在线版本可在本公司网站（www.
baicgroup.com.cn) 查阅和下载。

关于本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