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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始终在不断演
进中保持着自身独有
的灵魂。”��
奥博穆�(Oliver Blume)，2019�年�

“�不经历失败的人，说明
他从未尝试挑战自我。”��
费利·保时捷�(Ferry Porsche)，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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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报告设计

从供应商到产品回收，全价值链中与人、
环境和更广泛的社会进行负责任的互动
对保时捷至关重要，并深深扎根于其核
心。公司还通过当前《业务及可持续发展
报告》的设计确保了对生态的最小影响：
封面不仅部分由食品制造及其他过程中
使用的有机产品的残留材料组成，而且
纸张还通过了� FSC（森林管理委员会）认
证，并且减少或抵消了印刷过程中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

报告内容及期限

�GRI 102-46, 102-48
保时捷股份公司（Dr. Ing. h.c. F. Porsche AG）
借本文档发表其第四份综合业务及可持
续发展报告。保时捷股份公司于� 2017� 年�
3� 月17� 日基于� 2016� 财年发布了第一份
此类报告。报告每年发布一次。本文档以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的期限为基础。为确保完整性，报告中也
含有此期限之前的信息。除非另有说明，
所有数据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12�月�31�
日。报告的编辑截止时间为�2020�年�2�月。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数据均涉及保时捷
股份公司。对于因关键数字和数据采集
方法改变而对此前公布内容的修订，已
进行相应的标注。本报告末尾处列出了
财务分析及关键数字和数据简略版，详
细版则刊登于在线保时捷媒体新闻中心
（newsroom.porsche.com）。其中同样列出
了有关保时捷公司和其可持续发展项目的
更多信息。重要报告主题的管理方法包含
在“行动领域”章节中。

报告标准与审查

�GRI 102-49
本报告是根据“全球报告倡议”（GRI）
标准的“核心”（Core）选项编制而成。
报告末尾的� GRI� 内容索引列出了已报告
的信息以及其在打印报告和在线版本中的
位置。在实质性披露服务的框架中， GRI�
服务项目已审查了� GRI� 内容索引的结构
是否清晰，以及� GRI 102-40� 至� 102-49�
规定的信息是否对应于报告的各个章节。
除了通过内部报告和处理系统仔细收集
和记录数据，以及对其中包含的信息和
数据进行详细的内部合并和检查外，还
根据 ISEA 3000 （修订版）进行了业务审
查，以获得对�GRI�相关标准和要求的有限
保证。本报告所审查的信息已相应地作了
标记（ ）。独立审计师的声明载于本报
告第�199�页。

独立的非财务综合报表

根据《德国商法典》第� 289b�章第� 2�段
以及第� 315b�章第� 2�段的规定，保时捷
股份公司无需提交非财务报表和非财
务综合报表，并提请参阅大众汽车集
团� 2019� 财年非财务综合报表。此文件
最晚可从�2020�年� 4�月� 30�日起在网站
www.volkswagenag.com查看（德语和英
语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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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2019� 年标志着保时捷新时代的到来。9� 月初，我们
发布了首款纯电动跑车� Taycan，这是我们多年来致力
电气化研发的重要成果。围绕�Taycan�—�第六个车系，
我们创造了约� 2,000� 个新工作岗位并提供全面培训。
同时在祖文豪森工厂我们投资并开发了一条新的生产
线，以“厂中厂”的形式迈向可持续发展。

保时捷在�2019年同样取得了可观的回报。新车交付量
再创新高，超�280,000�辆车完成交付，比�2018�年增长�
10%。营业收入达到�285.2�亿欧元，同比增长�11%。不
计特殊项目的销售利润为�44�亿欧元，同比增长�3%。

我们的员工通过对新车型的热情、开拓精神和强大动
力使成功成为可能。新车型涵盖全新�911 Cabriolet、全
新 Cayenne Coupé、 911 Speedster、935、718  Spyder、�
718 Cayman GT4、新款Macan Turbo 以及三款全新�
��Taycan车型（Turbo S、Turbo和4S）。Taycan� 完善了我
们三种不同驱动系统的范围。我们追求明确的产品策
略：不断优化的的内燃机车型、动力强劲的插电式混
合动力车型以及先锋的纯电车型。

保时捷致力于创新。量产车的许多技术都源于赛车运
动。2019年是保时捷赛车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年。在�
GT 赛事中我们赢得了世界耐力锦标赛（WEC）的所
有冠军，同时在北美的IMSA跑车锦标赛中赢得总冠
军，并在竞争激烈的洲际  GT 挑战赛中获胜。此外，
保时捷首款纯电动赛车�99X Electric于去年秋天在电动
方程式锦标赛（FE）系列赛事中首次亮相，并在其首
场比赛中登上了领奖台。

正在实施的“保时捷� 2025� 战略”是我们公司活动的
基础。基于此战略我们在� 2019� 年做出的重要决定为
公司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外，过去两年中，我
们在收益计划上取得了良好进展，该计划旨在确保保
时捷未来经济的稳定性并包含能够提升收入的可取观
点。例如，我们采用了更多的数字化手段，减少了版
本数量，使用更多结转零件并提出新的经营理念。我
们相信未来通过这些举措能够实现� 15％� 的目标收益
率。

可持续发展是保时捷战略的核心支柱，我们深知保时
捷在经济、环境、社会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Taycan
工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该工厂，我们在祖文
豪森的整个主厂房都实现了碳中和。新建筑不仅节
能，而且电力供应均来自可再生能源。我们还利用公
司自有的热电联产机组，通过加工残余材料和废物
所产生的沼气来供热。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实现我
们“零影响工厂”目标的重要步骤。同时，我们坚
持一个明确的原则，即首先避免负面影响，然后减少
负面影响，最后消除负面影响。�

保时捷恪守社会责任，支持涵盖文化、体育、教育和
科学、环境和各种社会项目等领域的慈善活动，以上
我们主要在保时捷全球各子公司所在地来实现。无论
是改善儿童和年轻人的前途，还是支持弱势群体，善
举数不胜数。

随着我们踏上新的十年，2019� 年所有重要的举措仍
然适用：保时捷正在继续发展。凭借持续丰富的产品
阵容，我们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同时，汽车产业的转
型也带来了挑战，而我们正在思考随之而来的机遇。
我们正以积极的态度，与员工一起不断推动这一转变。

保时捷始终在不断拥抱变革，保持着自身独有的灵魂。

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

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的信

麦思格（Lutz Meschke）

执行董事会副主席，�
财务与信息技术

安福纳（Andreas Haffner）
人事

冯佩德（Detlev Von Platen）

销售和市场
瑞慕德（Albrecht Reimold）

生产和物流
奥博穆（Oliver Blume）

执行董事会主席
施德纳（Michael Steiner）
研发

施泰德（Uwe-Karsten Städter）
采购

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的信7 



重大事件回顾
业务发展回顾
展望

保时捷是可持续性出行的先驱。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基因。我
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一组清
晰的关键数据为指导，追求可
衡量的目标。以纯电动跑车�
Taycan�为例，这是一款融合了传
统与未来并极具吸引力的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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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配备天然纤维车身组件的718 Cayman 
GT4 Clubsport
在第一款�Cayman GT4 Clubsport�问世三年之
后，保时捷于� 2019�年� 1�月初发布了其继
任者：全新�718 Cayman GT4 Clubsport，它
代表了这一来自魏斯阿赫的成功车型
的进一步研发。这款近标准的中置赛车
首次以两种出厂版本呈现：为雄心勃勃
的业余车手准备的 “赛道日（Trackday）�

”版本以及为国家/国际赛事准备的“竞赛
（Competition）”版本。全新 718 Cayman 

GT4 Clubsport 的研发重点不仅仅是进一步
提升驾驶性能和更快圈速，也在于原材料
的可持续使用。718 Cayman GT4 Clubsport 
是第一款配备由天然纤维复合材料制造车
身部件的量产赛车。两扇车门及尾翼由一
种主要取自农业副产品如亚麻和大麻纤维
的混合有机纤维制成，其重量和刚性方面
的性能与碳纤维相当。

搭载高科技软顶的敞篷911车型

敞篷 911 车型已拥有数十年的传统并延续
至今。保时捷在新年伊始就推出了全新一
代 911 的敞篷版。新的敞篷版车型延续了
硬顶版的现代线条，但毫无疑问，它仍是
一款极具辨识度的敞篷保时捷 911。该车
搭载了采用镁合金的拱形活动顶篷，能可
靠地防止高速行驶时软顶产生膨胀。同时，
顶篷可在速度 50 km/h 下实现开闭。此外，
新的液压系统使顶篷开启时间减少至 12 秒
左右。

投资美国初创公司“Urgent.ly”
美国初创企业“Urgent.ly”是一家全球领先
的移动和道路援助平台。保时捷在2019 
年 1 月收购了其股份，同样收购其股份的
还有宝马。保时捷旗下风险投资公司

（Porsche  Ventures）联合宝马旗下的风险投
资公司�“BMW i Ventures”及其他公司，总计投
资  2100 万美元（约合  1850 万欧元）。�
�“Urgent.ly”平台支持北美，欧洲和亚洲的道
路援助服务。它利用人工智能和地理定
位实时连接驾驶员，服务提供商和汽车制
造商，从而协调最佳和最快的帮助。在
美国，一半以上的道路救援提供商都入驻
了该平台，为约 45,000 辆联网车辆提供
服务。

沃尔特·罗尔入选 FIA 名人堂

德国传奇赛车手沃尔特·罗尔（Walter 
Röhrl）在 1 月 30 日被授予了一项巨大的
荣誉，他成为首批进入赛车名人堂的拉力
赛车手和非 F1 世界冠军车手之一。颁奖仪
式于 1 月 30 日晚，在巴黎国际汽车联合会
总部举行。现年� 71� 岁的罗尔出生于巴伐
利亚州的雷根斯堡， 1968� 年，罗尔驾驶
着私家车开始了拉力赛生涯。 1972 年，
他成为了一名厂队司机，并立即跻身于世
界精英车手行列。罗尔总共驾驶着四个不
同品牌的赛车赢得了四次蒙特卡罗拉力赛，
并两次获得世界拉力赛冠军。  1981 年，
他驾驶保时捷 924 参加德国拉力赛，同年
驾驶保时捷 911 在 圣雷莫 参加世界锦标
赛；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开始协助
保时捷的跑车开发工作，第一款车型就是
保时捷 964 Carrera 4 全轮驱动跑车。罗尔
参与开发和调校的重点包括保时捷 959、�
Carrera GT 和 918 Spyder 超级跑车。此外，
罗尔自 1993 年以来一直以保时捷品牌大
使的身份活跃在世界各地。

该车开发过程中的重
点是原材料的可持续
利用，另外进一步提
升驾驶动力及圈速。

2019 年 1 月 30 日，
沃尔特•罗尔（Walter 
Röhrl）成为首批进入
赛车名人堂的拉力赛
车手和非 F1 世界冠军
车手之一。1972 年，
出生于雷根斯堡的罗
尔成为了一名厂队司
机，并于 1980 年代
开始协助保时捷跑车
的开发工作。他还曾
多年担任保时捷品牌
大使。

重大事件回顾

718 CAYMAN GT4 CLUBSPORT

911 CABRIOLET



911 GT2 RS Clubsport 赛道首秀

2019�年�2�月�2�日，在澳洲举办的巴瑟斯特洲际�GT�挑战赛的首回合赛上，众多赛车
迷见证了保时捷 911 GT2 RS Clubsport非常特别的赛道首秀，这也是该车首次面向公
众亮相。新车可缔造515kW（700PS）的强大动力，由保时捷品牌大使马克·韦伯
（Mark Webber）驾驶。 这位澳大利亚人在著名的全景山赛道（Mount Panorama Circuit）
小试身手让本国观众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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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于工厂车间开启自动驾驶测试

在路德维希堡的保时捷公司产业园区中，
保时捷与初创企业“哥白尼汽车（Kopernikus 
Automotive）”合作，开启了自动驾驶测试
项目。“哥白尼汽车”是一家来自柏林
的年轻公司，专注于车辆自动驾驶技术。
这次合作项目将致力于实现车辆以全自
动的方式往返于停车位和升降平台之间。
技师可以通过使用一块平板电脑操控车
辆迅速地自动移动至车间的指定位置。
这一测试项目是在“初创高速路（Startup 
 Autobahn）”创新平台架构下的一次合作，
由位于斯图加特的硅谷技术中心“Plug and 
Play”发起。自 2017 年初创高速路成立伊
始，保时捷就是这一创新平台的合伙人。
该平台旨在助力全球范围内的创新性初创
公司进入斯图加特。

MANFRED BRÄUNL

电气化：下一代Macan
2019年� 2� 月，保时捷监事会决定生产全
电动系列的下一代Macan。这将是保时捷
推出的首款全电动紧凑型SUV，并将于
2 0 2 0年代初投产，标志着继Taycan和
Taycan  Cross Turismo之后，保时捷系列在
电动汽车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基于Mission E Cross Turismo数据的开发者

大赛

为了纪念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
大会（MWC），保时捷邀请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开发人员为未来的保时捷跑车开发数
字移动设备。2019�年�2�月�26�日，保时捷
与位于柏林的科技初创公司“High Mobility”
合作举办了第二届公开的数字发展创新竞
赛�—�“保时捷�Next OI”开发者大赛。参
与者能够使用保时捷Mission E Cross Turismo
电动研究的开发数据，为保时捷未来跑车
测试他们的应用程序。特别的是，保时捷
正在寻找与驾驶体验的三个不同阶段相关
的应用程序，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在家、驾
驶和抵达。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保时捷的
客户仍然是这些过程和体验的核心，无论
他们是在家中、充电过程中、在路上还是
到达目的地，如机场。

灵活移动出行解决方案：“Porsche inFlow”

2019�年�2�月下旬，保时捷与慕尼黑移动出
行和金融科技公司“Cluno”联合推出了�
Porsche inFlow，在德国提供专属的、灵活
的车辆使用服务。客户通过�Porsche� inFlow�
可以以透明的月套餐费用驾驶保时捷汽车。
从预订和签订合同到汽车管理的所有处理
步骤均使用� Cluno� 应用程序以数字方式执
行。这代表着保时捷进一步完善了新的创
新出行系列概念。

保时捷中东地区新任首席执行官

Manfred Bräunl于2019�年�3�月�1�日被任命为
保时捷中东和非洲自由区（FZE）的首席
执行官。此前，Bräunl曾在保时捷中国担
任副总裁，为期五年。另外，他曾是位于
意大利摩德纳地区的玛莎拉蒂全球市场主
管，也曾在宝马担任高级管理职位。�
Bräunl 接替的是Deesch Papke，他被任命为
奥迪大众中东（AVME）集团董事总经
理。2005年至2010年间，以及2015年起，�
Papke 一直管理着这家位于迪拜的子公司。

向参赛者提供保时捷 MISSION E CROSS TURISMO 的开发数据

保时捷 MACAN 是真正的莱比锡制造



保时捷首款纯电动跑车Taycan
在  2019 年  9  月全球首发之前，保时捷 
Taycan 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备受瞩目。保
时捷在日内瓦车展上宣布截止2019 年 3 月
Taycan已经吸引了超过 20,000 名潜在客户。
这一数字在 9 月的法兰克福车展时已经增
至 30,000。到 2019 年底已达成 10,000 份
购买协议。

保时捷 917 车型50 周年

保时捷�917�在�1969�年�3�月�12�日于日内瓦
车展首次亮相。2019�年，这款意义非凡的
赛车迎来了它的�50�周年。保时捷凭借�917�
获得了巨大成功，赢得了� 1970年和� 1971�
年勒芒�24�小时赛的冠军。为此，保时捷博
物馆决定修复第一台�917，还原它�50�年前
最初的模样。在修复公司收藏的历史车型
时，保时捷博物馆十分注重保持原始材料，
并会考究展车的相关历史。另外，2019� 年�
5 月�14�日至�9�月�15�日，保时捷博物馆还
举办了一场名为“速度的色彩� —� 保时捷�
917�车型� 50�周年”的综合特展。共有� 14�
部展品展出，其中包括� 10� 款不同型号的�
917�型号，共计�5,507kW（7,490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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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 911 GT3 车型 20 周年

1999 年 3 月，第一代保时捷 911 GT3 于日
内瓦车展亮相，昭示着独具慧眼的跑车驾
驶者们迎来新纪元。相较于其他保时
捷 911，GT3 车型展现了更明显的保时捷赛
车运动基因。初代保时捷 911 GT3 由两届
世界拉力赛冠军沃尔特·罗尔（Walter Röhrl）
与赛车工程师罗兰 ·库斯莫尔（ Roland 
 Kussmaul），联合魏斯阿赫的保时捷赛车
运动专家们共同研发，将强大的赛道性能
与操控带到公路。随后，这款可合法上路
的运动精英历经数代进化，愈发迅猛、精
准与动感。而始终如一的是经典的自然吸
气式发动机、手动变速箱与后轮驱动，使
之成为目前最受纯粹跑车拥护者欢迎的 911 
车型。

莱比锡工厂再度扩建

莱比锡工厂的第五次扩建项目正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保时捷投入超�6�亿欧元扩建莱
比锡工厂，并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为总面
积达 75,500 平方米的新车身车间进行奠
基。这次扩建为保时捷位于萨克森州的
工厂和未来车型的生产绘制了重要蓝图。
下一代纯电动 Macan 的车身，将于下一个
十年初在该车间进行生产。

9,700 欧元奖金

保时捷的利润分配：在 2018 财年创纪录
的收益、利润和新车交付量之后，该跑车
制造商的员工获得了税前高达 9,700 欧元
的特别奖金。这项奖励是为了纪念保时捷
全体员工非凡的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
奖金本身分两部分支付：向保时捷员工
发放 9,000 欧元，作为 2018 财年的绩效
奖金，同时预留 700 欧元作为对保时捷 
VarioRente 养老金计划或个人养老基金的
特别款项。

Cayenne Coupé 丰富了SUV车型

2019 年 3 月下旬，保时捷大型豪华跑车 
SUV Cayenne 车系全球首发了全新车型 
—— 基于第三代 Cayenne 的全新 Cayenne 
Coupé。该车以其独特的动感轮廓和新的
技术细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也使它看
起来更具运动性。新车型的亮点众多，包
括一个独特的尾部，造就了更流线的外部
轮廓、自适应后扰流板、两个独立的后排
座椅以及两种车顶概念：标配的玻璃全景
天窗，或作为选配提供的碳纤维车顶。明
显更大角度的车顶曲线向车尾方向滑落，
让全新 Cayenne Coupé 看上去更具动感，从
而成为所属细分市场中外观最运动的车型。

莱比锡工厂

保时捷 911 GT3 车型 20 周年

保时捷投入超 6 亿欧元扩
建莱比锡工厂，这为保时
捷位于萨克森州的工厂和
未来车型的生产绘制了重
要蓝图。



22 21 重大事件回顾

由铁路运至中国的汽车

保时捷致敬设计套件中的材料生产车身零部件的智能冲压车间

保时捷车辆通过铁路运输至中国

在欧洲，保时捷使用铁路运输作为其物流
方式的传统由来已久。从 2019 年 4 月起，
这家跑车制造商已使用铁路来实现其洲
际间的物流运输。这一变化意味着部分保
时捷车辆将通过“新丝绸之路”运送至中国，
这条耗时 20 天的铁路运输线将车辆物流
所需的时间最大限度地缩短了三周。

保时捷致敬设计策略

在�2019�年�4�月中旬的纽约车展上，保时捷
展出了配备致敬设计套件的�911�Speedster，
这为全致致敬设计策略提供了初步展望。
其由保时捷赛车运动部，联合Style Porsche
与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共同研发，
重新诠释了从�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具
备独特跑车元素的保时捷�911�车型。这些
配备了前沿跑车技术的特别版车型引入了
生活方式——在保时捷的产品策略中最具
情感吸引力的设计理念和历史传承。其他
特别版车型将定时限量发布，911� 车型还
将从经典车型中选择性得沿用其传统元
素，并作为致敬设计套件的一部分。

哈勒智能冲压车间

保时捷和舒勒集团选择了哈勒作为智能冲
压车间的选址，它位于保时捷莱比锡工厂
紧邻集水区的一个 13 公顷的场地上。该
跑车制造商和位于Géppingen 的专家致力
于将更高的效率和数字化融入到复杂的
车身零部件生产中。保时捷和Smart Press 
Shop GmbH & Co.KG公司展开合作，在这
个项目上投资超过 1 亿欧元，并在此过程
中创造了 100 个工作岗位。该项目已于
2019 年下半年开始施工，计划于 2021 年
开始运营。

与上海同济大学合作

保时捷与上海同济大学联合推出了智能汽
车概念、中国城市化趋势研究等新项目，
并表示希望在未来加强合作。双方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于上海签署了一份合作
备忘录（MOU）。保时捷工程公司作为保
时捷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同济大学建
立合作关系，旨在科学、研究、教学、测
试设施和实践经验等领域展开富有成效的
交流。

911 Speedster 将致敬设
计 套 件 引 入 了 生 活 方
式，包括最具吸引力的
设计理念和历史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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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电竞超级杯（Esports Supercup）成

为首个虚拟赛车单一品牌赛

保时捷扩充了其单一品牌赛制的系列赛事，
包括保时捷电竞超级杯（Esports  Supercup）
这一虚拟世界锦标赛。“Supercup”这个名字
来源于保时捷单一品牌赛中级别最高的赛
事，强调了这个线上竞赛的国际性以及
与品牌的高度相关性。在过去的 25 年
中， Supercup 系列比赛为驾驶  9 1 1 
GT 3  C u p  的顶尖车手搭建了竞争的平
台。40 位“模拟赛车手”从全球资格赛中脱
颖而出，成功通过了 10 场线上组成的系
列赛，第一场比赛于 4 月 13 日在虚拟版
的美国 Barber 赛车公园上演。决赛于 9 月 
28 日在意大利蒙扎赛道举行，澳大利亚
选手 Joshua Rogers 最终名列榜首。锦标赛
共为选手提供了 10 万美元奖金。

保时捷 Panamera 10 周年

随着首款豪华轿车 Panamera 于 2009 年 4 
月的首次亮相，保时捷开创了新的细分
市场。得益于其运动性和舒适性的完美
融合，这款新车成为同级车型中的标杆，
并在过去 10 年的品牌历程中取得了相当
大的成绩，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同
时，Panamera 作为保时捷创新科技应用
平台，其搭载的先进技术随后亦拓展至保
时捷其他车型。截止目前，Panamera 全球
交付量超过 235,000 台。

原始用户手册重印

从 2019 年 4 月开始，保时捷经典车部门
发布了 700 多个原始用户手册的重印本。
从1952 年的 356 一直到 911（内部代号
996），确保了几乎所有早期车型的第一
手文档的访问权限。这些文件目前可以从
全球所有保时捷中心订购和交付。此外，
可以直接从保时捷经典车部门的在线商
店订购部分技术文献。尤其是老式保时
捷经典车的相关文件，不仅包括用户手册
本身，还包括大量技术信息，设置和使用
提示。

佩特拉·科维托娃（PETRA KVITOVA）

保时捷在现有单一品牌
赛中增加了一个虚拟世
界锦标赛，即面向全球
优秀模拟赛车手开放的
保 时 捷 电 竞 超 级 杯

（Esports Supercup）。

第 42 届保时捷网球大奖赛

今年  4 月，捷克球星佩特拉·科维托娃
（Petra Kvitova）在斯图加特保时捷体育场
的 4,400 名观众前赢得了保时捷网球大奖
赛的冠军，这是她第七次获得冠军。她在
决赛中击败了爱沙尼亚选手�Anett Kontaveit，
不仅获得了奖金和排名积分，还获得了一
辆保时捷 911 Carrera 4S Cabriolet跑车。

保时捷电竞超级杯（ESPORTS SUPERCUP）



限量版 911 Speedster
2019 年�5�月，保时捷推出了�911�Speedster。
这款敞篷双座跑车是一款纯粹以驾驶者
为中心，同时配备适于日常使用的赛车
技术。很多细节设计均基于�911 R�和��911�
GT3。911 Speedster搭载� 4� 升自然吸气式水
平对置发动机，可输出� 375 kW（510 PS）
的强大动力，同时带来激动人心的声
浪体验。保时捷为其配备了一款手动�6�
速运动变速器。这款车在如今的保时捷
跑车与1 9 4 8 �年获得上路许可的保时
捷�356�“No. 1”� Roadster� 之间建立起一
条跨越时空的纽带，并与限量版新款�
911 Speedster� 如出一辙� 。全新限量版�
911 Speedster�于�2019�年中在祖文豪森工
厂开始投产并持续至年底，限量生
产�1948�台。911 Speedster�是正值保时捷
跑车�70�周年之际发布的一款概念车。



28 27 重大事件回顾

保时捷产品线 20 年
1999 年 5 月，保时捷为其汽车项目引入
了一种创新结构：产品线组织。长期以
来，它一直被业界视为效率和灵活性的典
范。该产品线协调整个车辆的生命周
期——从概念到开发、生产、销售、生产
支持和生产结束。这种方法的特殊之处在
于每一条产品线都像公司内部的分公司一
样运作，并都直接向董事会主席汇报。
这一概念开创了先例，大众汽车在� 2016 
年也引入了产品线组织；其他公司也采用
了这一理念。在价值链上保持高效组织是
保时捷成功的关键因素。

调查程序全面结束

2019 年 5 月，斯图加特检察院针对保时
捷股份公司行政违规行为的调查程序全面
结束。检方针对部分保时捷车辆不符合监
管要求的问题，向保时捷股份公司做出处
罚决定。这一处罚决定的总金额为  5.35 
亿欧元，其中包括因保时捷公司监管失职
而处罚的  400万欧元以及没收经济所得 
5.31 亿欧元。没收金额主要根据公司的获
利情况而定。

保时捷投资软件专家Cetitec公司

保时捷收购了位于普福尔茨海姆的软件公
司 Cetitec 的多数股权。汽车软件和电子
系统变得愈发重要和日益复杂，该举措是
保时捷针对这一趋势所做出的积极布
局。Cetitec 公司 2012 年从位于德国卡尔
斯鲁厄的 K2L 有限公司中独立出来，目前
拥有约 100 名员工。该公司擅长汽车行业
平台解决方案的软件开发。保时捷已与 
Cetitec 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保时捷 914 车型50 周年

保时捷�914�在�2019�年迎来了�50�岁生日。
保时捷通过一系列专门活动为这款� 1970�
年代的标志车型庆生。最初于� 1969� 年推
出的� 914� 是德国首款中置发动机量产跑
车。12� 台展品在保时捷博物馆夏季大型
回顾展的特展�中�亮相。保时捷经典车部门
也以一场全年的经典车展览向�914�致敬。

研发中心的新基础设施

过 22 个月的施工期，保时捷魏斯阿赫研
发中心北入口于 2019 年 6 月 4 日投入使
用。这座两层的新建筑占地 1,300 平方米，
并设有工厂保安、访客接待处和身份验证
办公室。这样可以确保更轻松地进入中
心，特别是供应商和访客。由于有三条进
出场地的车道且车道上方的大型标志可指
明方向，因此进入开发中心也更为方便。

保时捷 914 车型50 周年

魏斯阿赫的新基础设施

根据斯图加特检察院的调查结果，董事会
旗下负责多部门发展的一个分支部门在对
车辆排气相关法规符合性测试中，出现了
疏忽且违反监督职责的情况。根据斯图加
特检察院的说法，违反监管职责是导致保
时捷车辆从 2009 年以来部分偏离法规要
求的原因。

保时捷股份公司没有就失职罚款的通知
提起上诉。因此，针对保时捷公司的诉
讼就此结束，这是解决柴油问题的又一
重要步骤。

保时捷最具代表性的914
最初于1969年推出，是德
国首款中置发动机量产跑
车。保时捷博物馆以一场
特别展览纪念其50周年。



保时捷赢得所有 GT组别总冠军

保时捷厂队车手  Michael Christensen 与 
Kévin Estre 摘得国际汽联世界耐力锦标赛

（FIA WEC）车手总冠军头衔。� 2019年6月
15-16日� 这对来自丹麦和法国的成功组合
迎来本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在勒芒 24 小
时耐力赛的赛场上与比利时车手 Laurens 
Vanthoor 共同驾驶 92 号保时捷 911 RSR 赛
车，并在完赛后挣得足够多的积分，并凭
借积分优势夺取总冠军。保时捷在本场耐
力赛之前就已提前获得了制造商冠军。客
户车队 Project 1 客户团队则成功夺得 FIA 
WEC GTE-Am 组别的车手和车队总冠军。
如今，保时捷已经取得了108场组别胜利，
巩固了其在勒芒历史上最成功的跑车制造
商地位。

718 Spyder 和 718 Cayman GT4
保时捷在2019 年 6 月中旬推出全新 718 
Spyder 和 718 Cayman GT4两名新成员。这
是两款感性十足、动力澎湃的顶级旗舰车
型，以纯粹的驾驶特性吸引着那些追求纯
粹驾驶乐趣、欣赏高度灵活性与享受澎湃
动力的跑车爱好者。其搭载的中置发动机
以完美得平衡布局发挥了关键作用。敞篷
版718 Spyder和硬顶版718 Cayman GT4首
次共享了相同的技术组件，其中包括全
新开发的4.0� 升六缸自然吸气式发动机和
一个六速手动变速箱。两车共同搭载的全
新高转速发动机输出功率高达  309 kW�
(420 PS)。GT4 代表保时捷的入门级GT公
路车，而 Spyder 则适合各种弯道。两者都
具备高效的空气动力学特性，完整的 GT 底
盘和强大的制动器。

客户车队 Project 1 客户团
队则成功夺得国际汽联
世界耐力锦标赛 GTE-Am 
组别的车手和车队总冠
军。如今，保时捷已经
取得了108场组别胜利，
巩固了其在勒芒历史上最
成功的跑车制造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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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阿赫的新型驾驶设施测试

为了应对未来移动出行的发展，保时捷魏
斯阿赫研发中心于 2019 年 6 月底在汽车
行业最先进的驾驶测试设施之一启动了运
营。该设施配备了用于传统、混合动力和
纯电驱动的试验台，突出了跑车制造商在
开发高效发动机方面的先锋作用。

保时捷Taycan三国巡游

今年 7 月，一辆身披涂装的Taycan原型
车在三周内陆续造访三个国家。第一站，�
�Taycan原型车由来自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
的中国车手李超驾驶，在上海保时捷体验
中心的测试赛道上顺利完成了中国的赛道
试乘试驾初体验；随后，原型车携手保时
捷品牌大使马克·韦伯（Mark Webber）亮
相英国传奇汽车盛会——古德伍德速度节；
最后，Taycan原型车由保时捷厂队车手尼
尔·贾尼（Neel Jani）驾驶，亮相纽约的
ABB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 （FIA Formula E）

（7 月 13 日至 14 日）的收官战。

保时捷工程公司的新任命

高层变动：从 7 月 1 日起，Peter Schäfer 先
生将接替雷德民先生（Malte Radmann），
担任保时捷工程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雷
德民先生自 2009 年起担任这一位于魏斯
阿赫的国际化工程服务公司的管理委员会
主席，并对公司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
响。尽管退休，雷德民先生仍以顾问身份
留在公司。

PETER SCHÄFER

保时捷 935 赛车限量生产
仅 77 台，且输出功率可
达 515 kW（700 PS）， 
外观神似传奇赛车保时捷 
935/78。

保时捷 935 (2019)

独家客户活动

2018 年 9 月，保时捷在加利福尼亚州拉古
纳塞卡赛道举行的“Rennsport Reunion”赛车
聚会上举行了全新保时捷935赛车的全球
首发仪式。保时捷 935 赛车限量生产仅 77
台，且输出功率可达 515 kW（700 PS），
外观神似传奇赛车保时捷  935/78。从 
2019 年 7 月起，44 位客户在一系列独家
赛事活动中收到了他们的保时捷 935，其
中一些采用了高度定制化的设计。其余车
辆将于 2020 年第一季度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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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伍德速度节 911 RSR 全球首发

古德伍德速度节全球首发

新款 911 RSR 于 2019 年 7 月在古德伍德
速度节上全球首发。保时捷对其捍卫国际
汽联（FIA）世界耐力锦标赛的冠军头衔
寄以厚望。这台赛车符合国际汽联 GTE 规
则，代表着最新的研发成果。新车由魏斯
阿赫研发中心打造，其各方面都得到了巨
大改进，并延续了 911 RSR 的成功之路，
助力保时捷在 2019 年斩获了一系列耐力
赛桂冠，包括冠军制造商和车手头衔，法
国勒芒 24 小时耐力赛以及在赛百灵和被
称为“小勒芒（Petit Le Mans）”的 Road 
 Atlanta 赛道举办的 IMSA 跑车锦标赛。

纳多技术中心的翻新测试道

2019 年 7 月 11 日，位于意大利的纳多
（Nardò）技术中心长12.6公里的高速环形
测试道和汽车动态平台经翻修后重新开
放。自 2012年以来，该试验场一直由国
际工程服务供应商保时捷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运营。改造工程总投资额达 3,500 万欧
元，共持续了七个月，是试验场战略发展
的一部分，其目标是始终为客户提供测试
未来车辆的完美条件。除了翻新著名的高
速环形测试道的复杂沥青路面外，还安装
了保时捷工程公司专门为纳多的高速测试
活动开发的创新护栏系统。

扩大豪华车租赁服务

保时捷继续扩大豪华车租赁服务 Porsche 
Drive，汉堡保时捷中心已于�2019 年 7 月
起提供该项服务，这使得在德国的服务点
增至 4 个。2019�年 12 月，保时捷在日本
东京新设立一处服务点，将这项服务带到
了亚洲。 Porsche Drive 自 2014 年在德国推
出，为客户提供租用保时捷现款车型的机
会。法国、瑞士和北美也提供该项豪华车
租赁服务。

与 holoride 合作推出后座 VR 娱乐系统

2019 年 7 月 16 日，在斯图加特的 Startup 
Autobahn “展览日（Expo Day）”上，跑车制
造商保时捷与初创公司 holoride 合作，向
保时捷的乘客展示了未来可作为选配的车
内娱乐系统。在这个概念中，带有传感器
的 VR 头戴设备与汽车连接，其虚拟内容
可以与车辆移动实时同步，在带来高度沉
浸式的体验的同时，也可以大大减轻晕车
症状。未来，这个系统还能够对导航数据
进行评估进而实现多种用途，例如通过判
断旅程时长对 VR 游戏的时长做出调整。
这项技术还可以与其他娱乐服务整合，例
如电影和虚拟会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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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车型亮相 Solitude Revival
2019 年 7 月下旬，保时捷博物馆珍藏的一
批传奇车型组队在 “Solitude Revival” 活动上
大展身手。该活动在斯图加特附近的 
 Solitude 赛道举行，距离祖文豪森的保时
捷工厂西南方向仅 15 公里。保时捷的车阵
包括一辆 1956 年的 550 A Spyder，这台车
曾在同年由 Hans Herrman在 Solitude 赛道驾
驶，以及 356 B Carrera GTL Abarth（1961），
由拉力赛传奇人物沃尔特 · 罗尔（Walter 
Röhrl）驾驶。为致敬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赛
道上举行的第一场方程式比赛，由  John 
Surtees 驾驶在 1960 年 Solitude 大奖赛中
获得第二名的 1960 年款 718 F2 单座赛车
也参加了活动。而两年后在助力 Don Gurney 
拿下一级方程式冠军的保时捷  8 0 4
（1962），则交由 尼尔· 贾尼（Neel Jani）
驾驶。贾尼的前队友 Marc Lieb也出现在赛
道上，他与传奇车手Hans Joachim Stuck一
同驾驶身披海湾涂装的 1970年款 917 KH。

911 CARRERA

保时捷正在创造 2,000 多个工作岗位来生产 TAYCAN

新的企业架构

2019年7月下旬，保时捷和投资方 Hülpert 
Automobile 在多特蒙德（Dortmund）举行
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动工仪式，该场地日后
将建成新的保时捷中心。这个位于多特蒙
德机场的项目计划 2020 年底竣工，这是
世界上第一个以新的企业架构为导向而设
计新零售试点项目。其原型店已于 2019 
年 3 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棕榈泉对外开放。
企业架构以 Destination Porsche 概念为指导
方向，旨在将全球范围内的保时捷中心打
造成保时捷社区的交会中心。

Taycan：员工培训计划

电气化是就业机会的创造者，截至2019年
底，保时捷在祖文豪森工厂新增了约 1,500 
个工作岗位，全部投入在首款纯电动跑车 
Taycan 的生产中。截至 2020 年第二季度，
将总共创造 2,000 个工作岗位，提高生产
能力以适应更高需求。 严格的招聘和保时
捷历史上最大的员工培训计划一同进行，
参与 Taycan 生产的员工将接受长达六个月
的专业培训，从而确保在一开始就符合典
型的保时捷质量标准。

电气化与数字化时代下的保时捷品质管理

新技术的应用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新思维及
工作方式，尤其是在品质管理方面。2019 
年夏季，保时捷开启了内容广泛的新培训
项目，同时调整了品质管理流程，更好地
拥抱电气化新时代。数字化和智能出行也
是这一变革的重要驱动因素：除了外观和
感知等情感品质外，如今内容和软件品质
也越来越重要。

911 Carrera 硬顶版和敞篷版

第八代� 911 家族推出入门级� Carrera 车型。
新车型提供硬顶和敞篷两种选择，作为入
门级 911，其 3.0 升六缸水平对置双涡轮增
压 发 动 机 的 输 出 功 率 可 达  283 kW 
（385 PS），较上一代 911 提升了 11 kW 
（15 PS）。新车承袭了 911 Carrera S车型的
诸多亮点标配。

全新  911 C arrera 硬顶
版 和 敞 篷 版 ， 搭 载 动
力强大的 3.0 升六缸
水 平 对 置 双 涡 轮 增 压
发 动 机 ， 输 出 功 率 可
达283 kW（385 P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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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日本新任首席执行官

柯实迈先生（Michael Kirsch）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出任保时捷日本的首席执行官。
他的前任  Toshiyuki Shimegi 自 2014 年以
来一直管理这家位于东京的子公司，
为保时捷近年来在日本销量的大幅增长做
出了重要贡献。柯实迈此前曾有三年时间
担任保时捷韩国首席执行官，并曾任保时
捷中国首席运营官，在汽车销售等领域取
得了巨大成就。

保时捷 Mission E 登上大银幕

保时捷 Mission E 概念车在摩比（Playmobil）
动画家庭电影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该电
影于 8 月初在慕尼黑举行了德国首映礼。
这款概念车是 9 月推出的 Taycan 的原型。
在影片中，特工雷克斯�· 达舍（Rex Dasher）
驾驶着这台白色的 Mission E出镜，为纪念
影片上映，摩比发行了配套玩具和第一台
遥控保时捷。自 2014 年以来，两家公司一
直在联合研发玩具，并在市场营销领域展
开合作。

保时捷数字在美国建立第二个基地

2019 年 8 月初，保时捷数字（Porsche 
Digital）在亚特兰大建立了美国第二家数
字中心，从而扩大了该公司在北美的业务
组合。商业专家，设计师和软件工程师
在该中心开发和优化新的数字商业模式。
除了客户门户网站“My Porsche”之外，该
团队还在开发一个电子商务平台和数字
服务。亚特兰大的保时捷数字中心与保
时捷北美总部同在一处。另一家数字中
心位于硅谷的圣何塞（San José）。保时
捷计划在� 2020�年将美国保时捷数字化业
务部员工增至� 45� 人。这家保时捷全资子
公司目前在全球运营着六家数字中心。柯实迈（MICHAEL KIRSCH）

摩比（PLAYMOBIL）动画电影中的 MISSIO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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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经典车“技术证书”
保时捷经典车部门推出了“技术证书”，这
是保时捷为所有经典车型制定的第一份详
细文档。当客户评估车辆的技术状况时，
该证书可为他们提供帮助。虽然不能代替
任何检查报告，但它是对车辆文档的合理
补充，有助于保值和延长使用周期。这份
证书的内容还包括用来识别技术缺陷的全
面测试。该“技术证书”可从德国所有 18 家
保时捷经典车部门的合作伙伴处获得。

保时捷发行创纪录的绿色债券

保时捷股份公司于 2019 年 8 月发行了迄
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份绿色债券，发行量
达到 10 亿欧元。这是首次由汽车制造商
进行的此类交易，这些资金将专门用于可
持续项目的再融资。保时捷发行的绿色债
券期限分别为5 年、7 年和 10 年，并提供
固定和可变两种利率。巨大的需求导致原
始订单量必增，保时捷以极具吸引力的条
件成功发行了债券，表明投资者对公司长
期发展的看好与对保时捷的高度信任。

Cayenne：三款全新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Cayenne Turbo S E-Hybrid 和 Cayenne Turbo S 
E-Hybrid Coupé 是该车型系列中的全新旗
舰车型。500 kW（680 PS）的系统输出
功率和  900 Nm 的最大系统扭矩可在 
3.8 秒内从静止加速至 100 km / h，最高
车速为 295 km / h。多种创新的底盘系统
（其中大部分为标准配置）可实现跑车灵
活性，长途舒适性和越野能力的完美结
合。 最重要的是，保时捷的混合动力阵容
现在包括新款 Cayenne E-Hybrid Coupé，其
系统输出功率为 340 kW（462 PS），扭矩
为 700 Nm，续航里程高达 43 公里。

投资以色列初创公司“TriEye”
保时捷在 8 月份进行了战略投资，收购了
以色列初创公司“TriEye”的少数股权。这家
新成立的公司开发了一种短波红外传感器
技术。通过提高在黑暗中以及能见度低的
天气条件下（如灰尘、雾或雨）的视力，
可以提高配备辅助系统或自动驾驶功能车
辆的安全性。该公司独特的半导体设计采
用了已注册专利的技术，使其能够以当前
成本的一小部分制造相应的相机。

保时捷专门利用其绿色债券为可持续项目融资

Cayenne Turbo S E-Hybrid 和 
Cayenne Turbo S E-Hybrid 
Coupé 是该车型系列中的
全新旗舰车型。其 500 kW 

（680 PS）的系统输出功率
和 900 Nm 的最大系统扭
矩使它们能够在 3.8 秒内
从静至加速至  100 km / h 
加速，并达到  295 km / h 
的最高车速。

CAYENNE TURBO S E-HYBRID

保时捷以极具吸引力的
条 件 发 行 了 绿 色 债 券 。
以 极 高 的 需 求 量 重 塑 了
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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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悼念费迪南德·皮耶希（Ferdinand 
Piëch）

保时捷前监事会成员费迪南德 ·皮耶希
（Ferdinand Piëch）于2019 年 8 月 25 日与
世长辞，享年  8 2  岁。奥博穆（O l i ve r 
Blume）先生向这位杰出的工程师和管理
者致敬，皮耶希对汽车的热爱和他对不断
推动技术进步的渴望，以及抓住理想时机
的能力使他在保时捷担任了多年的工程专
家，带领公司取得了杰出的工程成就。他
还做出了许多关键的战略决策，为公司的
成功发展奠定了基础。

Taycan 刷新北环纪录

2019 年 8 月 26 日，保时捷刷新纽博格林
北环纯电动四门跑车圈速纪录，测试车手
拉尔斯·克恩（Lars Kern）驾驶 Taycan 原型
车仅用 7 分 42 秒成功征服这条传奇赛道。
以非凡的圈速跑完20.6 km 长的单圈，在
这条最具挑战性的赛道上证明了 Taycan 乃
至该系列车型的赛道血统。

911 RSR

费迪南德·皮耶希（FERDINAND PIËCH）与费利·保时捷（FERRY PORSCHE）

泰格豪雅（TAG Heuer）与保时捷电动方

程式车队合作

2019 年 8 月下旬，泰格豪雅（TAG Heuer）
与保时捷就其与电动方程式（Formula E）
的合作达成长期协议，这家瑞士高级腕表
制造商将冠名并成为官方计时合作伙伴。
保时捷厂队将以泰格豪雅保时捷电动方程
式车队为名，加入 2019/2020 赛季的 ABB 
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这两个品牌
都能够在过去的历史中回顾参与赛车运动
的诸多成就。对保时捷来说，一个值得注
意的亮点是“保时捷制造的 TAG-Turbo”，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款发动机被用于一级
方程式赛车，在�1984 年和�1985 年两次获
得制造商冠军，并在�1984 年到�1986 年连
获三届车手总冠军。

新款保时捷 911 RSR 在银石赛道包揽冠

亚军

9月初，新款保时捷 911 RSR（2019 款）
在首次亮相的比赛中以冠亚军的成绩双双
登上领奖台。在银石赛道举办的国际汽联
（FIA）世界耐力锦标赛的赛季揭幕战中，
意大利车手 Gianmaria Bruni 和奥地利车手 
Richard Lietz 驾驶 91 号赛车率先冲过终点
线。卫冕世界冠军 Michael Christensen（丹
麦）和 Kévin Estre（法国）驾驶 92 号姐妹
车获得第二名。这对双冠王得益于世界冠
军车队的完美战术、强劲的驾驶性能、高
效的进站和可靠的赛车。

Macan Turbo 是新款旗舰车型

保时捷紧凑型 SUV 进一步扩充成员，推出
旗舰车型新款 Macan Turbo。与旧款车型相
比，新款 Macan Turbo 经过大幅改进，搭载
全新 2.9 升 六缸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
功率为 324 kW（440 PS），在发动机排量
减少 20% 的情况下动力输出提升了10%。
搭配选装的 Sport Chrono 组件，新款  Macan 
Turbo 从静止加速至 100 km/h 仅需 4.3 秒，
比旧款车型快了三分之一。最高车速为 
270 km/h（提升了 4 km/h）。制动性能也
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新款 Macan Turbo 的优
化底盘标配了性能强大的保时捷表面镀层
制动系统（PSCB）。

纽伯格林北环上的 TAYCAN原型车



保时捷携 99X Electric 出征电动方程式

8 月 28 日，随着保时捷 99X Electric 赛车
的正式发布，保时捷在加入  2019/2020 
赛季的 ABB 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的
道路上又树立了一个里程碑。保时捷采用
新颖的方式完成了这款车的首秀，选择了
一款实时视频游戏作为虚拟平台和一个使
用流媒体服务 Twitch 的国际游戏社区。车
手安德烈·洛特勒（André Lotterer）和尼尔·
贾尼（Neel Jani）共同揭开了新赛车的神
秘面纱，为活动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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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 Taycan 全球首秀

2019 年 9 月初，保时捷在北美、中国和
欧洲同步为旗下首款纯电动跑车举行了盛
大的全球首秀。全新Taycan 将保时捷的跑
车传承带向未来。全新保时捷 Taycan 是一
台极富运动性的四门轿跑，整体设计独
特，具备典型的保时捷性能特征，全面的
互联服务更强化了新车的日常实用性。同
时，凭借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车辆特性，全
新Taycan也在可持续性和数字化方面树立
新基准。首批发布的旗舰车型为全新 
 Taycan Turbo S 和全新 Taycan Turbo。两款车
型均为“保时捷  E 驱高效动力”（Porsche 
E-Performance）迄今为止的巅峰之作，也
代表着保时捷纯电量产车 Taycan 系列的性
能之最。随后，保时捷在 10 月中旬 推

出了该车系的第三款车型全新Taycan 4S。
其首款衍生车型 Taycan Cross Turismo，预
计在 2020 年底推出。

举办全球首秀的三大洲均是全新纯电动跑
车Taycan最重要的销售市场。三地选址也
分别对应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可持续能源管
理方法：位于美国纽约州和加拿大安大略
省交界处的尼亚加拉瀑布代表水力发电；
位于柏林附近新哈登贝格（Neuhardenberg）
的光伏农场代表着太阳能发电；以及距离
中国福建省福州市约 150 km 的平潭岛风
电场代表着风力发电。这场独一无二的三
地首秀通过 NewsTV.porsche.com在全球范
围内进行了直播。

全新保时捷 Taycan 准时启动生产

经过为期近48个月的建设，在来自政界、
商界和媒体嘉宾的见证下，保时捷于
2019 年 9 月 9 日宣布在祖文豪森生产基
地为全新 Taycan 开设的新工厂正式启用。
客户的车辆将在这个灵活、网络化、使用
4.0 生产技术的“未来工厂”进行组装。生产
对环境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使保时捷进
一步向“零影响工厂”目标迈进。保时捷全
球执行董事会主席奥博穆（Oliver Blume）
先生表示: “我们对环境和社会负有责任。
全新保时捷Taycan的生产已经实现碳中和。
我们位于祖文豪森的主厂既秉承传统，又
面向未来，这里承载着保时捷品牌的核
心。 ”保时捷新工厂反映了品牌的传统，
并传递出关于保时捷未来的清晰的信号，
在祖文豪森生产具有开创意义的 Taycan 就
说明了这一点。

德国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部长 
 Andreas Scheuer 亲临现场并表示：“在实现
碳中和生产的祖文豪森工厂，电气化正在
创造大约 1,500 个新的工作岗位。保时捷
正在就电动驾驶和德国制造领域做出重
要承诺。 ”巴登-符腾堡州州长  Winfried 
 Kretschmann 补充说：“全新保时捷 Taycan 
表明移动出行变革正在巴登-符腾堡州进
行。” 斯图加特市市长 Fritz Kuhn 对保时捷
的投资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该市的一大利
好：“在他人只是高谈阔论的时候，保时
捷早已付诸行动。”

TAYCAN 在中国、欧洲和北美同步举行全球首秀

在北美、中国和欧洲同步
举 行 盛 大 的 全 球 首
秀：2019 年 9 月初，保
时捷以旗下首款纯电动跑
车震惊全球。全新Taycan 
将保时捷的跑车传承带向
未来。

奥博穆（Oliver Blume）先
生表示： “我们对环境和
社会负有责任。全新保时
捷 Taycan 的生产已实现碳
中和。我们位于祖文豪森
的主厂既秉承传统，又面
向未来，这里承载着保时
捷品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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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总部位于克罗地亚的 Rimac 开发和
制造电动汽车部件，还生产电动超级跑
车。在电气化时代的大背景下，保时捷与
该公司建立了发展伙伴关系，并于 2018 
年 6 月收购了 Rimac 10% 的股份。

法兰克福国际车展上的八款新车

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第  6 8  届国际车
展（IAA）上，保时捷共展示了八款新车。
万众瞩目的当属品牌首款纯电动跑车 
 Taycan，先发的两款车型� Taycan Turbo� 和�
Taycan Turbo S�均现身车展。保时捷全球执
行董事会主席奥博穆（Oliver Blume）先生
表示：“Taycan 重新定义了保时捷。我们
致力于以最运动、最创新且最具感性魅力
的车型开启保时捷的纯电新纪元。Taycan
承载了保时捷的全部核心价值，展现了保
时捷70多年跑车制造的经验与积淀。” 在
国际车展期间，有 3 万名潜在客户展现出
了对 Taycan 的兴趣。其中，截至 2019 年
底，已有 1 万份采购协议达成。

在法兰克福国际车展（IAA）开始时，保时
捷宣布第八代 911 再迎来全新车型，包括
四驱版的 911 Carrera 4 硬顶和敞篷车型，
输出功率为 283 kW（385 PS）。Cayenne 车
型系列中的三款新混合动力车型也成为
车展亮点：系统输出功率为  340 kW 
（462 PS）的 Cayenne E-Hybrid Coupé以及输
出功率为  500 kW（680 PS）的Cayenne 
Turbo S E-Hybrid和Cayenne Turbo S E-Hybrid 
Coupé。保时捷紧凑型 SUV 系列的旗舰车
型 Macan Turbo 也首次在车展上亮相。此
外，保时捷还展示了从 2019 年�11 月开始
参加 ABB 国际汽联（FIA） 电动方程式方
程式锦标赛的赛车：保时捷 99X Electric。

在法兰克福国际车展览（IAA）上，保时
捷通过多款新车展示了“三管齐下”的产品
战略，包括激情澎湃的内燃机车型，动力
强劲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以及先锋的
纯电动车型。

阿克赛尔·伦德·斯文达尔（Aksel Lund 
 Svindal ）成为保时捷品牌大使

在全新�Taycan�奥斯陆媒体发布会上，保时
捷宣布由挪威顶级滑雪健将阿克赛尔·伦
德·斯文达尔（Aksel Lund Svindal）担任
保时捷品牌大使。他是曾获得两届奥运会
冠军、五届世锦赛冠军和两届世界杯总冠
军的杰出运动员，不仅代表着最高水平的
运动表现，也代表着耐力、勤奋和进取精
神。斯文达尔备受大家喜爱，为人脚踏实
地，并且是保时捷的忠实粉丝。自运动生
涯结束以来，他一直是可持续发展和环境
保护的积极倡导者，这使他成为保时捷的
完美品牌大使。

保时捷增持 Rimac 股份

2019 年 9 月初，保时捷增持了其在科技
跑车公司 Rimac Automobile 的股份，增至 

全新保时捷 Taycan 重新定
义了保时捷，并展现了保
时捷 70 年跑车制造的所
有品牌价值。

法兰克福国际车展上（IAA）的八款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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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时长跑为费利·保时捷基金会筹集 20 
万欧元

2019 年 9 月 14 日，约 3,200 名保时捷员
工在公司的祖文豪森工厂参加了第五届的
6小时长跑活动。每完成一圈，保时捷将
捐赠 5 欧元，最终捐款金额达到了 20 万
欧元。保时捷6小时长跑活动是一项接力
赛，员工组成团队并在公司位于祖文豪森
的主厂的长度正好是 911 米的跑道上跑
圈，以此致敬跑车标杆保时捷 911 。自 
2015 年首次举办以来，这项活动已筹集
善款 93.5万欧元。

保时捷韩国新任首席执行官

2019 年 9 月 16 日，Holger Gerrmann先生
正式接任保时捷韩国的首席执行官。�
G e r r m a n n曾在保时捷设计精品集团

（�Porsche Design）  担任了两年财务总监，
在那之前，他在保时捷汽车英国公司和保
时捷零售集团担任了九年财务总监。作为一
名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他曾在保时捷财务
部门任职，并担任保时捷股份公司首席执
行官助理。

HOLGER GERRMANN

与 Polyphony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保时捷和日本视频游戏开发公司 Polyphony 
数字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合作。在法兰
克福国际汽车展（IAA）期间，合作伙伴
宣布推出  PlayStation4 游戏机独占游戏 

“Gran Turismo Sport” 中的两款新车：Taycan 
Turbo S 和设计研究项目“917 live Legend”。 
保时捷的设计师目前正在开发保时捷 
 Vision Gran Turismo 项目，该项目将被打造
成可驾驶的虚拟汽车，并将于 2020 年底
发布。Polyphony数字有限公司为索尼互动
娱乐公司（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的子公司。

与波音公司展开城市空中交通方面的合作

保时捷和波音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以
探索高端城市空中交通（UA M）市场。
通过这种合作关系，两家公司将利用各
自独特的市场优势和洞察力来研究高端
城市空中交通工具的未来。此外，他们
还与波音子公司极光飞行科学（Aurora 
Flight Sciences）正在开发一种全电动可
垂直起降的概念车型。两家公司以及保时
捷子公司保时捷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Porsche Engineering Services GmbH）和保
时捷设计工作室（Studio F.A. Porsche）的工
程师将实施制造原型机并负责测试工作。

保时捷收获 IMSA WeatherTech 跑车锦标赛

的全部冠军头衔

在 IMSA WeatherTech 跑车锦标赛上，保时
捷 GT 车队成功将厂商、车手和车队全部
三项总冠军头衔收入囊中。2019 年 10 月
中旬，在亚特兰大之路赛道举行的赛季的
收官战中，两台身披可口可乐涂装的 911 
RSR 赛车分别以组别第五、第六完成比
赛。这场赛事标志着这台来自斯图加特成
绩卓著的 GT 赛车完成了第 50 场，同时也
是它最后一场比赛。这台赛车在  IMSA 
2019 赛季的共 11 轮比赛中赢得了 6 场冠
军。保时捷厂队新西兰车手� Earl Bamber  
(班博)�和他的比利时搭档�Laurens Vanthoor 
斩获赛季车手总冠军，他们驾驶着 912 号 
911 RSR 获得了车队总冠军。在 GTD 组
别，Pfaff 车队的 9 号保时捷 911 GT3 R 赛
车在本站成功站上领奖台。

霍根海姆赛道保时捷体验中心现正式开放

2019 年 10 月 12 日至 13 日，保时捷在霍
根海姆赛道开设了全球第七家保时捷体验
中心（PEC），开业仪式也是尽享跑车日
活动的一部分。占地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
的场地位于赛道中心，是来自欧洲各地客
户和车迷的新体验中心。场地包括一个客
户体验中心、试车道、动态驾驶区域和一
条越野道路。开幕周末吸引了约 7 万名游
客到访，其中 有大约9,000 名保时捷车主
驾车前往。位于意大利“Franciacorta 赛道”
的世界上第八家保时捷体验中心已经开工
建设，建成后它将成为迄今最大的保时捷
体验中心。在保时捷意大利的管理下，赛
道的改造和新客户体验中心的建设正在有
条不紊地进行中，并计划于 2021 年初对
外开放。

保时捷与波音公司联手打造高端城市空中交通市场

身披可口可乐涂装的 911 RSR

两大国际品牌的精彩合作

保时捷携身披可口可乐涂装的赛车出征
IMSA WeatherTech 跑车锦标赛2019赛季的
最后一轮比赛。2019 年 9 月中旬，在美
国亚特兰大之路赛道的 10 小时“小勒芒”
耐力赛中，保时捷厂队与全球饮料巨头携
手合作。这两台保时捷 911 RSR 将身披美
国饮料公司的红色背景和白色字体涂装出
现在赛道上。通过这种方式，两家公司谨
向他们在赛车运动历史上的共同成就致
敬，并为国际赛车运动协会（IMSA）成立 
50 周年增添一个特别的亮点。采用可口
可乐涂装设计的保时捷赛车在北美赛车界
有着辉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

保时捷携身披可口可乐涂
装的赛车在 IMSA Weather-
Tech 跑车锦标赛2019赛季
的最后一轮比赛中大放异
彩。2019 年 9 月中旬，在
美国亚特兰大之路赛道的 
10 小时“小勒芒”赛事
中，保时捷厂队与全球饮
料巨头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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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stian Rudolph 先生被任命为传播、可

持续发展与政策副总裁

Sebastian Rudolph博士从 2019 年 11 月 1 日
起担任传播副总裁，同时其职责范围又增
加了两个重要领域：与政策制定者和协会
的关系维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现在将得
到与传统的公共关系和新闻出版工作同样
的重视。因此，根据需要设立了“传播、可
持续发展和政策”的职位。传统、创新、开
拓精神、激情：作为公司与公众之间的接
口，正如 Taycan 的特点一样，这些都是保
时捷实现公司转型传递的价值观。纯电动
跑车的问世标志着保时捷新时代的开始，
它将品牌的历史与未来融为一体，并重新
定义保时捷为可持续出行的先驱。

Rudolph来到保时捷前供职于工业服务供
应商 Bilfnger，他在那里负责企业传播和公
共事务。在那之前，他曾在联邦交通和数
字基础设施部（前联邦交通、建设和城市
发展部）担任六年多的传播主管。在获
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他开始了自己的职
业生涯，先后在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
（ARD）、巴伐利亚广播公司（Bayerischer 

Rundfunk） 和 n-TV 担任了七年的电视记者。

德国市场的数字化汽车销售

2019 年 10 月下旬，保时捷与 88 家德国保
时捷中心合作，为即将上市的新车和二手
车开辟自己的数字销售渠道。保时捷将把
它发展成一个专供保时捷汽车产品和服务
的市场。目前，客户可以随时随地在线完
成购车和租车的最重要的几个步骤。保时
捷中心将只对客户进行身份验证并签订最
终合同。

投资以色列初创公司 Tactile Mobility
保时捷通过少数股权投资，加强了与科技
公司 Tactile Mobility 的合作。这家总部位于
以色列海法的公司是触觉数据领域的领军
者。除保时捷外，Union Tech Ventures和现
有投资者也参与了本轮投资。触觉数据能
够模拟触觉功能，通过算法帮助处理各种
传感器获得的数据。除了这些测量之
外，Tactile Mobility 的方法还有助于收集相
关车辆自身数据和道路状况的额外信息。
计划在 2020 年代早期将它应用到量产车
中。此外，它还具有预测维修和电池管理
优化等方面的潜力。

电动汽车保险套餐

全新�Taycan�还开创了保时捷金融服务的新
时代：保时捷金融服务除了为内燃机车型
提供保险服务之外，现在为电动汽车提供
服务。“Porsche CarPolicy”已扩展并纳入�

“Taycan Policy”，包括特别覆盖的电池和充
电站。随着全新 Taycan 的推出，数字保险
套餐“保时捷盾（Porsche Shield）”也得到
了扩展，现在可以预订“E-Cover”，包括在
现有汽车保险单中加入额外的保险组件。
这使得客户更容易将目光转向E 驱高效动
力车型。“E-Cover”不仅适用于全新 Taycan，
还适用于Cayenne 和 Panamera 车型系列
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保时捷金融服
务 总 部 位 于 比 蒂 希 海 姆 - 比 辛 根
（�Bietigheim-Bissingen），是保时捷的全资
子公司。

世界耐力锦标赛第三轮比赛中包揽冠亚军

保时捷在 2019 年 11 月中旬举行的国际汽
联（FIA）世界耐力锦标赛（WEC）第三轮
比赛中，以包揽冠亚军的出色成绩进一步
扩大了其在赛事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卫
冕世界冠军法国车手Kévin Estre与丹麦车手 
Michael Christensen驾驶着全新保时捷 911 
RSR 赛车杆位发车，在 2019 年 11 月在上
海国际赛车场举行的4小时耐力赛中以组
别第二的顺位冲过终点线，并最终夺得冠
军。他们的队友，来自意大利的 Gianmaria 
Bruni 与奥利地车手 Richard Lietz 驾驶着同
款 911 RSR以第三顺位冲过方格旗，并最
终获得第二。由于最先冲过终点线的法拉
利赛车被取消成绩，使得保时捷 GT 车队最
终获得了冠亚军。

保时捷登上领奖台：初战电动方程式摘得

第二名

保时捷在 2019/2020 赛季 ABB 国际汽联
（FIA）电动方程式上开局良好，保时捷厂
队车手德国人安德烈 ·洛特勒（ André 
 Lotterer）在沙特利雅得站举办的本赛季第
一回合比赛中获得亚军。总体而言，这是
保时捷在纯电动系列赛事中的振奋人心的
首次亮相。保时捷在赛季初完美展现了自
己的实力，同时也为接下来 2020 年的比
赛提供了更大的进步空间。保时捷受到了
来自电动方程式 Fanboost 的进一步鼓舞，
洛特勒在两个比赛日都进入了前五名，因
此每场比赛会获得 100 千焦耳的额外能量。

与 SAP 达成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9 年 10 月，保时捷与 SAP 建立了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几十年来，保时捷已成功
地使用了这家总部位于沃尔多夫的软件公
司的产品。双方都希望在未来从对方的专
业领域和经验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两家
公司将致力于共同开发数字化转型的新
解决方案。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侧重于数
据驱动的业务模型、人工智能和端到端
流程驱动的体系结构。当然，这不仅仅
是为了激发新的灵感，现有项目也将被
整合到合作中。

SEBASTIAN RUDOLPH

电动方程式的成功开局

正如 Taycan 的特点一样，
传 统 、 创 新 、 开 拓 精 神 、
激情，都是保时捷实现公
司转型传递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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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扩大快闪销售概念

保时捷通过灵活的保时捷极致体验-销售体
验店（Sales Pop-Up）扩大了销售力度。台
湾地区是第一个将快闪销售作为概念的
市场。从2019 年 10 月初开始，这家名
为“Porsche NOW”的限时门店在台北繁华的
市中心营业。除了展出的汽车外，参观者
还可以体验保时捷车主精品、Exclusive 
Manufaktur、虚拟现实和私人休息室。保
时捷从 2018 年开始推出保时捷极致体验-
销售体验店，将基本概念提供给当地销售
公司和经销商。保时捷极致体验-销售体
验店能够在短时间内灵活地搭建在人流密
集的地方，以便可以更直接地与客户互
动，并接触新的目标群体。

保时捷赢得洲际 GT 挑战赛所有冠军

保时捷首次在洲际 GT 挑战赛中赢得制造
商冠军头衔。11月，在世界上最重要的 
GT 3  级别锦标赛的赛季最后一轮比赛
中，Frikadelli车队派出的保时捷 911 GT3 R
赛车在南非的卡拉米（Kyalami）成功登上
最高领奖台。在一场堪称混乱的 9 小时
耐力赛中，厂队车手英国人Nick Tandy、保
时捷年轻职业车手挪威人Dennis Olsen以及
来自法国的Mathieu Jaminet 在关键时刻
掌控了比赛。保时捷凭借� GPX 车队由三
位厂队车手Kévin Estre（法国）、Michael 
Christensen（丹麦）、Richard Lietz（奥地
利）争取到的季军位置获得了关键积分。
车手总冠军头衔也由保时捷车手夺
得，Dennis Olsen�在澳大利亚的巴瑟斯特赢
得首轮比赛后，以他本赛季的第二次胜利
锁定了赛季冠军。

与卢卡斯影业共同呈现全新梦幻星际飞船

保时捷和卢卡斯影业（Lucasfilm Ltd.）的
设计师联手打造了一艘融合两个品牌经典
设计 DNA 的梦幻星际飞船。在两个月的时
间里，来自魏斯阿赫和洛杉矶工作室的设
计团队不断进行灵感交流，共同完成了一
场从设计构想碰撞到原型绘制，再到最终
具体概念诞生的跨界合作。这艘名为 

“ Tri-Wing S-91x Pegasus Starfighter” 梦幻星
际飞船被打造成 1.5 米（5 英尺）长的模
型，并于 12 月现身在洛杉矶举办的《星
球大战：天行者崛起》首映礼。

台湾地区首家保时捷 e 享空间

桃园是台湾的航空之都，现在也成为保
时捷 e 享空间的所在地。e 享空间在 2019 
年 12 月开业，位于桃园艺文特区，是台
湾市场的第一家，也是亚洲第五家。桃园
艺文特区是一个艺术街区，这里是杰出作
品与当地的艺术收藏家相遇的绝佳场所。
保时捷于 3 月和6月分别在泰国曼谷和韩
国首尔开设了保时捷 e 享空间，使其在全
球范围内的数量达到9 家。这些位于位于
市中心和城市热点地区的 e 享空间，是保
时捷未来零售战略的一部分。

坚定致力于 GT 赛事和电动方程式

2019 赛季是保时捷公司历史上最成功的
赛季之一，在三个世界上最重要的  GT赛
事中拿到冠军头衔，在其他各种锦标赛及
小型比赛中也表现出色，以及在电动方程
式中取得了良好的开局。保时捷将在 
2020 赛季继续其GT 攻势，届时将再次派
出� 4 台厂队赛车出征勒芒 24 小时耐力。
在北美，新款保时捷 911 RSR 在�世界耐
力锦标赛（WEC）取得了如此成功的开局，
也必将在 2020 年为捍卫冠军头衔而战。
保时捷车队由 18 名厂队车手、两名青年
职业车手和两位保时捷青年车手组成。内
部培养年轻车手，并系统地将这些赛车新
秀培养成为职业赛车手是保时捷的传统。
保时捷也将继续为客户车队提供强而有力
的支持。

新品牌大使：Jörg Bergmeister 和 Timo 
Bernhard
两位成功的赛车手共同担任保时捷品牌大
使：勒芒总冠军和两次世界耐力锦标赛冠
军得主Timo Bernhard，以及被称为“911先
生”的Jörg Bergmeister，他们都在结束职业
生涯后开始了新角色。在他们漫长的职业
生涯中，作为保时捷厂队车手，他们驾驶
各种赛车，无数次代表保时捷登上领奖
台，从而在塑造公众对保时捷的认知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Jörg Bergmeister曾成功拿
下诸多重要经典耐力赛的冠军，包括勒
芒、戴通纳、赛百灵、纽博格林、小勒芒
和斯帕等。Timo Bernhard是迄今为止唯一
一位在“保时捷金字塔”中获得所有类别年
度冠军的车手，还曾驾驶919 Hybrid斩获
世界耐力锦标赛冠军。 

保时捷成为价值联盟的核心成员

在保时捷，经济上的成功和社会责任是相
辅相成的，所以公司总是有意识地努力在
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从 
2019 年起，保时捷与大众集团一起成为
价值平衡联盟（总部位于美茵河畔的法兰
克福）的核心成员，这是第一家这样做的
汽车制造商。该联盟横跨越多个行业，其
目标是制定一套标准，使企业的价值主张
在人力、社会和财务方面得以体现，并评
估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合作项目：保时捷和卢卡斯影业的设计师联手打造梦幻星际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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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GDP的百分比变化
业务发展回顾

动态发展的世界经济

2019 年，尽管增速略有放缓，但全球经
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 2.6%（2018� 年为 3.2%）。
无论是世界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
经济增长势头都低于上一年。利率仍然较
低，而全球能源、大宗商品和消费价格均
较 2018 年有所下降。国际层面的贸易争
端日益加剧，例如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
冲突，加上持续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导
致经济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在西欧，全年的国内总产值增长减缓至 
1.2%（2018年为 1.8%），而北欧和南欧
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增长率都有所下降。由
于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未来格局仍不明朗，
目前正在进行的脱欧谈判也带来了不确定
性情绪。欧元区的失业率有所下降，平均
为 7.5%（2018�年为 8.1%），但希腊和西
班牙的失业率仍比较高。在德国，由于劳
动力市场形势良好，2019� 年GDP继续增
长。但0.5%的增长率较2018 �年（增幅
1.5%）明显放缓。在过去一年中，企业和
消费者的情绪都在持续恶化。

美国经济增长降至�2 . 3 %（2018 �年为 
2.9%），其增长主要由国内消费需求支
撑。失业率为 3.7%（2018� 年为 3.9%）。
为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美联储下调了关键
利率，从而摆脱了此前的收紧货币政策
和相对稳定的刺激政策。2019 年，美元
兑欧元走强。在加拿大，增长率降
至 1.6%（2018� 年为 2.0%）。尽管巴西
经 济 再 次 表 现 出 1 . 1 % 的 轻 微 下 降
（2018 年为 1.3%），但由于政治不确定性，
这个南美最大经济体的局势仍然紧张。

2019 年，中国经济在再次实现 6.2%
（2018� 年为 6.6%）的显著增长。鉴于与
美国在贸易政策上的分歧，中国继续实施
国家支持措施。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4.8%（2018�年为 6.8%），日本增长 1.1%
（2018�年为 0.3%）。

汽车市场

2019 年是全球汽车市场连续第二年出现
同比下滑。本报告年度内，销售汽车共
计 7, 960 万辆，比上一年下降 4%。虽然
欧洲的新注册数量略有上升，但中东、北
美、南美和亚太地区的市场都有所萎缩。

在西欧，汽车市场在 2019 年增长了 0.6%
，达到 1,440 万辆。最大几个市场的增长
数据有所不同，德国的新车注册量增长了 
5%，达到 360 万辆。除了强劲的劳动力
市场和更高的商业需求以外，淘汰老式柴
油车型提供的换车补贴也产生了积极影
响。法国同比增长 1.6%，意大利停滞不
前，西班牙大幅下降 4.7%。在英国汽车
市场，前几年的负增长趋势仍在继续，尽
管下降幅度较小（降低  2 . 4 %）。在西
欧，2019 年柴油车比例降至 32%（2018�
年为 36.4%）。

在北美地区，本报告年度内，乘用车和轻
型商用车（6.35 吨以内）的销量下降了 
2.3%，为 2,020 万辆。仅美国市场的销量
也低于前一年，下降 1.6%，为 1,700 万
辆。2019 年，对传统乘车的需求（下降 
10.1%）向轻型商用车（如 SUV 和皮卡车
型）（增长  2 .6%））的转变再次明显。
加拿大汽车市场延续了自 2018 年开始的
下降趋势，在报告年度内，下降 4.3%。在
南美市场，2019 年新注册的乘用车和轻
型商用车数量下降了 5%，为 430 万辆。
但是，巴西汽车市场的需求继续复苏，增
长率高达 7.7%。

重大事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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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尽管增速
略有放缓，但全球经
济 继 续 保 持 强 劲 增
长 。 全 球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增长 2.6%

（2018 年为 3.2%）。
在 西 欧 ， 全 年 增 长 率
减缓至 1.2%（2018 年
为 1.8%）。德国的国
内生产总值继续增长，
但 0.5%的增长率较
2018 年（增幅1.5%）
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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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量

新车

2019 年的交付量

欧洲 89,494

美洲 75,367

亚太地区、�非洲和
中东地区

115,939

与2018 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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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18 年小幅下滑之后，2019 年亚太
地区乘用车市场的销量显著下降了  6%，
为 3,400 万辆。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和印度
的需求下降。

与美国的贸易冲突给中国市场带来了很大
压力，在报告年度内，中国市场下降了 
6.4％。2019 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印度的
汽车销量下降了近 12%。日本乘用车市场
销量下降了 2.4％。

2019年：交付量增长 10%

从销量来看，保时捷在 2019 年是非常成
功的。尽管经济和政治上存在不确定性，
但保时捷的全球交付量再次大幅增加。极
富吸引力的产品阵容和强大的品牌吸引力
是关键因素。

回顾 2019年，保时捷在全球交付了 
280,800 台汽车，创历史新高。与� 2018 
年相比，增幅为10%。Cayenne 是这一增
长的最大贡献者，其销量提升 29%，达到 
92,055 台。2019 年推出的Cayenne Coupé�
贡献了约 15％的销售份额。Macan 仍然
是最受欢迎的车型，共向客户交付了 
99,944 台，增加了 16%。两款车型的成
功也凸显了保时捷在这一细分市场的强大
地位。911 车型成功向 34,800 名客户交
付，Panamera的交付量为 32,721 台。中
置发动机跑车�718 Boxster 和�718 Cayman的
交付量为20,467台。

2019 年 9 月，Taycan 开始投产，也为保
时捷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在美国市
场，2019 年共有 130 台车交付给客
户。Taycan 将于 2020 年初在德国、中国
和全球范围内上市。

Cayenne和 Panamera 的�E-Hybrid 车型很受
欢迎，前者交付了  17％，而后者大约交
付了  26％。特别是在欧洲，许多客户选
择了混合动力车型。Panamera 和 Cayenne 
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不包括德国）分别
为 60% 和 30%，其中 E-Hybrid 车型在 
2019 年秋季之后上市。

中国仍然是保时捷销量最大的市场，在
中国共交付了 86,752 台。比2018� 年增
加了 8%。

美国

美国：连续第 10 年增长

在美国，报告年度内向客户交付共计 
61,568 台，与� 2018 年相比增加了8％。
这是美国市场连续第十次超过上一年度的
交付量，其中包括交付给客户的 130 台�
Taycan。Macan再次成为美国市场上最成
功的保时捷车型，交付量为 22,667 台。
紧随其后的是  Cayenne，共交付  19,001 
台，以� 77% 的增幅在美国的交付量实现
大幅增长。P a n a m e r a  共向客户交付了 
6 , 6 2 5  台，而保时捷  9 1 1的交付量为 
9,265 台。718 Boxster 和 718 Cayman 在
美国的交付量共计3,880。除了新车外，
保时捷认可易手车的交易也创新高。其交
付量超过 25,100 台，增长 9%。可见除新
车外，美国客户对保时捷认可易手车同样
青睐有加。

加拿大：再次成为第六大市场

2 0 1 9  年，保时捷在加拿大交付新车 
9,025 台，比 2018 年增加 1%。 Macan 
仍是最成功的车型，共销售  3 ,487 台。 
 Cayenne 的需求增长最为强劲，与2018�
年相比增长 49%，共向加拿大客户交付 
3,129 台。其次是 911，销量增加了 1%，
达到 1,414 台。Panamera共向客户交付
了 609 台。718 Boxster 和 718 Cayman交
付量共计386 台。保时捷认可易手车的销
量增加了 9%，共向客户交付 2,796�台。

重大事件回顾

在 报 告 年 度 内 ， 保 时
捷在全球范围内交付了 
280,800 台汽车，创
历史新高，比 2018 年
增长了 10％。除此之
外，向美国客户总共
交付了 61,568 台，比
2018 年增长了 8%。
其中包括已经交付的 
130 台 Taycan。

58 



60 59 重大事件回顾

拉丁美洲：在经济动荡的地区稳健发展 
在拉丁美洲（巴西除外），尽管经济形势
动荡，保时捷仍能够保持稳定的新车交付
量。2019 年，保时捷在该市场共交付 
2,925 台新车。Cayenne 是增长最为强劲
的车型，也是最成功的车型，2019 年共
向客户交付 1,382 台，同比增长 20%。紧
随其后的是 Macan，同比增长 17％，新
车交付量为 757 台。2019年，保时捷向墨
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客户共交付了 467 
台 911 车型。718 Boxster 和 718 Cayman  
共交付 216 台，Panamera 共交付�103 台。
保时捷在该区域最大的市场依旧是墨西
哥，智利和波多黎各，这三个市场的新车
交付量占该区域总销量的 66％，新车交
付量达 1,938台。

巴西：同比增长近 30%
所有车型系列均有所增长。回顾 2019 年，
巴西市场新车交付量为 1,849 台，同比增
长 28%。Cayenne 的表现尤其突出，交付
量为 575 台，同比增长了 66%。Macan 共
交付 495 台，较前一年增长了 16%。其他
车型系列的数据也令人印象深刻：保时捷 
718 车型共交付 352 台，较上一年增长了 
28%。911 同比增长为 13%，新车交付 
238 台。值得一提的是，Panamera 也备受
巴西客户青睐，交付量达 189� 台，同比
增长 2%。

欧洲

欧洲地区（不包括德国）：交付量增长

强劲

2019 年，保时捷在欧洲实现了强劲增长：
全年共交付 57,876 台新车。与创了历史
新高的前一年相比，2019 年新车交付量
增幅达 15%。其中，Cayenne 表现出色，
向客户交付了 18,025 台新车，与 2018 年
相比增幅达 38%。Macan 仍然是保时捷在
欧洲最畅销的车型，共交付 19,807 台，同
比增长达 27%。保时捷 911 车型新车交付
同比增长 6%，达 9,603 台。此外，Panam-
era 车型共交付5,549 台，其中 Sport Turis-
mo 销量占比达 38%。中置发动机跑车  
718 Boxster 和 718 Cayman 共交付 4,892 
台。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依旧备受消费者
青睐。

德国：同比增长 15％

保时捷在德国市场总共交付 31,618 台新
车，同比增长 15％。Macan 的增长尤为
强劲，2019年交付 9,027 台，同比增长 40
％。跑车标杆 911 以 8,300 台新车交付量
位居第二。Cayenne 的增长也异常突出，
达到 7,124 台，同比增长 39％。Panamera 
共向德国客户交付 3,403 台。 718 Boxster 
和 718 Cayman 车型共交付 3,081�台。

英国：显著增长

2019 年，英国是保时捷全球第四大市场。
保时捷全年向英国客户交付的新车数量增
加了 23％，达到 15,365 台。跑车标杆 
911 实现了 22％ 的增长，交付量达 2,936 
台。Macan 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车型，交付
了 4,988�台，同比增长 18％。Cayenne 车
型的表现尤为突出，共交付 4,070 台，同
比劲增 83％。同样受欢迎的还有 718 车
型，共向客户交付 2,422 台。此外，Pan-
amera 的新车交付量为 949�台。

法国：Panamera 车型销量中插电式混合

动力车型占比 80%
2 0 1 9  年，保时捷法国共向客户交付了 
5,756 台新车，同比增长 17％。Macan 的
交付量为 1,912 台，比上一年增长了 27％
，再次成为保时捷在法国市场最受欢迎的
车型。其次是 Cayenne，共向客户交付了 
1,539 台（同比增长 53％）。911 车型交
付量同比增长 8％，达到 1,217 台。在四
门跑车中，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备受青
睐。就 Cayenne 而言，有 62％�的客户选
择 了 插 电 式 混 合 动 力 的 车 型 ， 对
于  Panamera 而言，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占该车型销量的 80%。

意大利：Macan 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车型

2019 年，保时捷在意大利的交付量同比
增加 28％，达 6,710 台。Cayenne 的表现
尤为突出，同比劲增 52%，达到 1,596 
台。Macan 仍然是意大利最受欢迎的车
型，共向客户交付了 2,917 台（同比增长 
40%）。客户对 911 的需求也依然强劲：
共交付了 1,177 台，同比增长 20%。2019 
年，共有  541 名意大利客户选择了 
 Panamera 车型。479 名客户选择了中置发
动机跑车 718。79% 的 Panamera 客户选
择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同时，54％

（即一半以上）的客户选择了 Sport Turismo
车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 Cayenne 交
付量中的占比从 2018 年的 16% 翻了一番，
达到 2019 年的 32%。

西班牙/葡萄牙：Cayenne 保持高增长率

2019 年，保时捷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新
车交付量达 3,542 台，同比增长 19%。最
成功的车型 Macan，共交付 1,379 台，同
比增长 15%。客户对 Cayenne 的需求仍然
高涨，广泛的市场需求让 Cayenne 成为葡
萄牙最受欢迎的车型，也是西班牙第二
受欢迎的车型。该车型共向客户交付 
1,055 台，较 2018 年增加了 64%。此
外，Panamera 共交付 509 台，911 车型
共交付 422 台，718 车型共交付 177 台。

瑞士：Macan 仍然备受青睐

去年，保时捷在瑞士交付了 3,722 台汽车，
同比增长  1 1 %。最受欢迎的车型仍是 
Macan，新车交付量为 1,415 台，同比增
长了 32%。Cayenne 共交付 897 台，同比
增长 33%，其中 33% 是插电式混合动力
车型。保时捷瑞士还交付了 854 台标杆跑
车 911 和 315 台 Panamera。同时，保时捷
瑞士交付中置发动机跑车 718 Boxster 和�
718 Cayman 共 241 台，较去年显著增长
了 30%。

中欧和东欧：连续第十年持续增长

回顾 2019 年，保时捷向中欧和东欧的客
户交付了 7,024 台新车，增幅为 12%，这是
该市场连续第十年保持增长态势。在中欧
和东欧最受欢迎的车型是交付量为 2,587 
台的  C a y e n n e，同比增长  2 1 % 。同
时，Macan 实现了 33% 的增长，共有 2,550 
名客户选择了该车型。 Panamera 共交付了 
873 台，911 为� 684 台，718 Boxster� 和  
718 Cayman 交付量为 330 台。

俄罗斯：Cayenne 和 Macan 实现两位数

增长

保时捷在俄国市场取得了成功的一年。 
2 0 1 9  年，保时捷在俄罗斯市场交付了 
6,023 台新车，同比增长 18％。 Cayenne 
的需求量最大，交付量为 3,666 台，同比
增长 29％。Macan 的新车交付量为 1,622 
台，同比增长 12％。2019 年，共有 455 
位客户选择了 Panamera 车型。911 车型
共交付了 204 台。约� 76 位客户选择了 
718 Boxster 或 718 Cayman。

北欧（包括比荷卢经济联盟和奥地利）：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备受欢迎

2 0 1 9  年，保时捷在该市场共交付了 
9,734 台汽车，其中在奥地利市场就交付
了 1,376 台。Macan 车型销量增长最快，
共交付 3,024 台，增幅为 40％。Cayenne 
的新车交付量也有所增加，为 2,615 台，
同比增长 8％。保时捷 911 共交付 2,109 
台，占市场总销量的 22％。 Panamera 共
交付 1,275 台，718 Boxster 和 Cayman 共
交付 711 台。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市
场表现异常突出，Cayenne 车型中插电式
混合动力车型销量占比 58％，Panamera 
中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销量占比占 70％。
此外，Panamera 的Sport Turismo 车型占其
交付量的 53％，体现了这一车型在该市
场备受青睐。

亚洲

中国：仍然是保时捷全球最大单一市场

2019 年，中国仍是保时捷全最大单一市
场，共交付新车 86,752 台，同比增长 8%。
其中最受欢迎的 Macan，共交付 34,619 
台，同比增加 26%。此外，保时捷共向中
国客户交付了 32,683 台 Cayenne 和 
13,170 台 Panamera（同比增长 4%）。双
门跑车也同样备受客户青睐。718 Boxster 
和  718 Cayman 车型共交付了  4,866 
台。911 共交付了 1,414 台。

2019 年，保时捷在欧
洲 （ 不 包 括 德 国 ） ，
实现了非常可观的增
长 ： 共 交 付 新 车 
57,876 台，同比增长 
1 5 %。 保 时 捷 在 德 国
本 土 市 场 共 交 付 
31,618 台新车， 同比
增 长  1 5 % ， 其 中 
M a c a n  的 增 长 强 劲 ，
达 到  4 0 % ， 共 交 付 
9,027 台。

性 能 新 境 — — 插 电 式
混 合 动 力 车 型 在 许 多
市 场 都 有 很 大 的 需 求
量， 80％的法国客户
和 7 9 ％ 的 意 大 利 客
户，在购买 Panamera 
车 型 时 都 选 择 了 插 电
式 混 合 动 力 车 型 。 瑞
士三分之一的 Cayenne 
客 户 也 选 择 了 插 电 式
混 合 动 力 车 型 。 在 北
欧 、 比 荷 卢 经 济 联 盟
和 奥 地 利 地 区 ， 插 电
式 混 合 动 力 车 型 的 交
付 量 占 比 很 高 ， 分 别
占 Cayenne 车型的 58%
和 Panamera 车型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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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29

15.4 %

285.2 亿欧元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1%。

销售利润（未扣除特别事务支出）

44 亿欧元

99,944
Macan 新车交付量
Macan 是最畅销的保时捷车型，同比增长 16％。

44.9亿欧元

86,752
员工人数
全球员工人数增长了 10%。

中国市场新车交付量
中国是保时捷最强劲的市场，新车交付量同比
增长 8%。

280,800
新车交付量
总体而言，保时捷新车交付量同比增加 
10%。

销售回报率（未扣除特别事务支出）显示出
健康的成本结构和持续的高盈利能力。

经营活动现金流

日本：911 备受青睐

回顾 2019 年，保时捷在日本的新车交付
量为 7,085 台，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 1%，
这是该市场连续第 10 年保持增长，创下
历史新高。跑车标杆 911 实现了最强劲
的增长，共交付  1 , 7 6 6  台，同比增长 
26%。Macan 也表现出色，向客户交付了 
2,232 台，增长了 9%。Panamera 共交付 
1,049 台，Cayenne 共交付 1,041 台。718
跑车共交付 997 台。

台湾地区：Macan 增长最为强劲

2019�年，保时捷在台湾市场交付量增长了 
10%，达 3,732 台。Macan 的增长最为强
劲，较上一年增长了 51%，共向客户交付 
1,475 台，紧随 Cayenne 之后。Cayenne 在 
2019年的新车交付量为 1,556 台，仍然是
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车型。718 Boxster�或 
718 Cayman 共交付了 255 台。911交付量
为 250台，Panamera 则为 196 台。

韩国：Cayenne 为最受欢迎的车型

2019年，保时捷在韩国的交付量基本与
上一年持平，共交付 4,288 台新车。�
Cayenne 实现了显著增长，交付了 2,332 
台。其他受欢迎的车型还包括  Panamera 
（新车交付量为 1,124 台）、718 Boxster 
和 718  Cayman （共交付了 731 台）以及
标杆跑车 911（交付了 100 台）。

亚太地区：增长最强劲的市场

得益于新加坡地区的强劲增长，亚太地区
是保时捷在 2019 年增长率最高市场，这同
时也归功于新西兰市场的表现（新西兰的
销售数据曾经是计入澳新地区的）。2019 
年，该地区新车交付量同比增加 41%，达
到 3,025 台。Cayenne 的增长最为强劲，增
幅高达 154%，共计 1,070 台。Macan 也实
现了高速增长，共交付了 1,090 台，比上一
年增长 84%。 911 也实现了 16% 的增长，
交付了 352 台。Panamera 共交付 312 
台，718 车型交付了 201 台。

中东，非洲和印度：Macan 需求旺盛

2019年，保时捷在中东、非洲和印度地
区，共交付了 6,891 台新车。尽管该地区
的汽车行业正面临着持续的挑战，保时
捷仍然实现了 7% 的增长。Macan 在该地
区的表现尤为亮眼，新车交付量为 2,278 
台，同比增长了 74%，而 Cayenne 依然最
为热销，新车交付量为 2,785台。尽管第
八代保时捷 911 在去年年中才引入该市
场，但去年 911 的销量仍赶超前年。保
时捷在迪拜设立的区域分部，通过在海
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GCC）、黎凡特、
印度和非洲等多个地区设立的 22 个进口
商和 65 个零售网点，为保时捷品牌在该
地区 21 个国家的运营提供支持。其中，
南非市场的销量占该地区总销量的 22%，
是 2019 年保时捷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最大
市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仍然是本区
域市场业绩的主要贡献者，其新车交付
量占该区域总销量的 58%。
 
澳大利亚：因组织结构变化而略有下降

尽管在组织架构上，新西兰销售数据不再
与澳大利亚一同统计，澳大利亚销售区域
仍是保时捷不可或缺的高销量市场。由于
新西兰销售数据的不计入，保时捷在该区
域的销量与去年相比也略有下降，降幅
为 3%，交付 4,166 台新车。需指出的
是，2019 年，澳大利亚整体汽车市场充
满挑战，汽车整体销量下跌约  8 %。�
Cayenne 同比增长 14%，交付量增至 
1,352 台。销量最高的车型仍然是 Macan，
交付了 2,009 台。911 依旧受青睐，共交
付 508 台。718 车型共交付 246 台，�
Panamera 共交付 51 台。

重大事件回顾

2019 年，中国再次成
为保时捷全球最大单一
市场，新车交付量创历
史新高，达 86,752 台

（同比增长 8%）。将新
西兰划分到亚太销售区
域 之 后 ， 该 区 域 成 为
保时捷全球市场中增长
最 快 的 区 域 ， 同 比 增
长 41%，达到 3,025 台，
而该地区对 Cayenne 的
需求也同比劲增 154%

（达 1,07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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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就我们的计划而言，我们预计 2020 年全
球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上一年的水平。我
们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金融市场动
荡和一些国家的结构性赤字是风险的来
源。与此同时，仍然存在的地缘政治冲突
也将阻碍着经济发展前景。因此，我们预
计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将表现出与 2019 
年类似的态势，但亚洲新兴经济体可能会
实现最高增长率。

我们还预计 2021 年至 2024 年期间世界
经济将持续增长。

根据我们的预测，西欧 2020 年的经济增
长将略低于 2019 年。其中的主要挑战依
然是结构性问题，以及英国脱欧所带来的
不确定因素。就德国而言，我们预计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将
不再那么强劲。劳动力市场形势将有望保
持稳定，并持续刺激个人消费。

我们预计，尽管美国 2020 年的 GDP 增长
将低于 2019 年，但经济状况将保持稳定。
美联储也可能在 2020 年进一步降低基准
利率。据我们预计，加拿大经济增长将保
持基本稳定。放眼南美最大的经济体巴
西，预计 2020 年的经济增长也将比本报
告年度更具活力。

我们预计 2020 年中国将继续保持较高的
增长，但经济活力将低于往年。与美国就
政府采取的贸易和财政措施所达成的临时
协议可能会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此外，
我们预测印度市场的扩张速度将保持与往
年相同的水平。但在日本，我们预计经济
增长仍将会表现疲软。

多元化汽车市场

我们预计，2020 年，全球汽车市场将呈
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根据我们的预测，
全球新车总需求量将与以往水平相
当。2021 年至 2024 年，我们预计全球乘
用车需求还将不断增长。预计到 2020 年，
西欧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将明显低于本报告
年度中的水平。英国脱欧带来的未知影响
很可能会持续加剧消费者的不确定性，并
继续抑制消费需求。近年来德国乘用车市
场的总体积极增长，预计 2020 年的需求
水平将明显低于上一年。此外，我们还预
计英国和意大利市场将显示出一定程度的
疲软，而法国和西班牙的消费需求将大大
低于本报告年度。

根据我们的预测，2020 年美国和整个北
美市场对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不超过 
6.35 吨）的需求将小幅下降。然而，SUV 
和皮卡细分车型依然会是市场的热门产
品。在加拿大，新登记车辆数量预计也将
略低于 2019 年。鉴于南美地区对全球商
品需求的依赖性，其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
市场将受到全球经济发展的高度影响。到�
2020 年，南美的新登记车辆数量将较上
一年有所增长。随着 2019 年对车辆需求
的增加，2020 年巴西还将在这方面进一
步切实增长。

我们认为， 2020 年亚太地区的市场规模
将与上一年持平。同时，中国市场的需求
量将再次小幅回升，其中性价比高的入门
级 SUV 车型仍将继续走热。在找到有效的
解决方案之前，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将
继续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对于印度
市场，我们预计其需求量较上年略有下
降。而日本市场需求量将大幅下降。

世界经济发展

保时捷全球 2020 年预测

我们预计 2020 年中国将继续保持相对
较高的增长，但经济活力将低于往年。

尽管美国 2020 年的 GDP 增速可能低于本
报告年，但经济状况仍将保持稳定。

放眼南美最大的经济体巴西，我们预计
其 2020 年的经济增长将比本报告年度更
具活力。

根据我们的预测，西欧 2020 年的经济增
长将略低于本报告年度。

但在日本，我们预计经济增长仍将会表
现疲软。

北美 中国

巴西 西欧 日本

预计德国 2020 年的 GDP 增幅将创下历
史新低。

德国

重大事件回顾

保时捷预计未来几年世
界 经 济 将 持 续 增 长 ，
但 全 球 汽 车 市 场 的 发
展将受到各地区条件
的影响。根据我们的
预测，2020 年全球新
车需求量将与 2019 年
的水平相当。2021 年
至 2024 年，我们期待
见证全球乘用车需求量
的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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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立足愿景，制定标准，将
可持续性贯彻整个价值链及公司
活动的各个层面。保时捷正在塑
造跑车的未来。

可持续性管理
可持续性战略
保时捷可持续性指数
可持续性发展的组织架构
可持续性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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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管理

保时捷在 2019 年修订了品牌可持续性发
展战略，其长期目标聚焦于在实现经济价
值增长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降低公司
对环境的影响。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正在公
司全价值链中发挥作用，提高公司活动在
各个层面上的可持续性。保时捷可持续性
指数还明确了 到2025 年公司要实现的目
标。

可持续性战略

每年，地球上消耗的资源多于自然产生的
资源。到 2030 年，全球人口将超过 80 
亿，在此期间，中产阶级收入群体的人口
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20 亿。这表明，在全
球范围内原材料储备日益短缺的同时，对
资源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

全球对资源的竞争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可
能导致市场发生巨大变化。由于更加严格
的政治法规，数字化的决定性趋势，变化
越发频繁的消费者需求，以及各个利益相
关方团体在可持续经济活动方面不断变化
的观点和要求，企业正面临着全新的经济
形势。简而言之，汽车行业正面临着历史
上最大的变化和挑战。

对保时捷来说，这些挑战也为设计和创新
方面带来了新的可能性。通过开发消耗资
源和原材料更少的突破性产品、技术和服
务，保时捷正寻求与其供应商、员工和客
户一起建立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通过这
种方式，保时捷可以确保其运营与环境和
社会均相容，同时也有助于自身经济取得
成功。

这一目标构成了保时捷新的可持续战略的
核心。鉴于此，保时捷还对战略行动领域
进行了修订，以求更好地为可持续性发展
中的关键问题搭建框架。保时捷的可持续
性活动目前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创新的移动出行

  可靠的合作伙伴

  环境零影响

这些新的战略行动领域突显了保时捷对公
司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承诺。由此，业务活
动的间接影响（例如，在供应链中的影
响）与商业运营的直接影响都是受到关注
的焦点。因此，保时捷意识到其品牌责任
已延伸至整个价值链中。

保时捷可持续战略的最终目标是使公司不
断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进一步加
强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保时捷拥有非常明
确的品牌愿景，即成为最具可持续性的独
一无二的跑车品牌。

这些新的战略行动领
域 突 显 了 保 时 捷 对 公
司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全 面
承诺。由此，业务活
动的间接影响（例如，
在 供 应 链 中 的 影 响 ）
与 商 业 运 营 的 直 接 影
响都是受到关注的焦
点 。 因 此 ， 保 时 捷 意
识 到 其 品 牌 责 任 已 延
伸至整个价值链中。

创新的移动出行

环境零影响

可靠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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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可持续性指数 
保时捷已根据“创新的移动出行”、“可靠
的合作伙伴”和“环境零影响”等新的行动
领域确定了适当的前瞻性目标，其中还包
括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目标。保时捷
利用自身可持续性指数为行动领域设定了
宏伟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必须在 2025 年
以前实现。

保时捷制定了可持续性指数，旨在设计
这一工具来整体衡量其所有关键的可持
续性发展要求。它受到了一系列跨部门
基准和最佳实践分析的启发。在保时捷
执行董事会的要求和保时捷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的支持下，该指数随后通过核心
可持续性发展团队协调，内部部门间研
讨会和专家讨论来确定。保时捷将持续
记录该指数关键数据的发展情况。

保时捷可持续性指数的活动集中在每个行
动领域内的三个议题，这些议题代表着保
时捷在确保企业可持续性时所面临的主要
挑战，其中涉及整个价值链和整个产品生
命周期中。所有议题均包含战略性和代表
性参数，这些参数反映了保时捷可持续性
活动的可量化部分。这样，具有不同单位
的不同关键指标就在可持续性指数中相互
抵消。

保时捷在这方面采用了什么方法？每个
关键指标的状态都是根据当前值和基准
年 2018 年之间的变化来计算的。因此，
关键指标被标准化和平均加权，并针对
每个行动领域进行相加，最终以 0 到 100 
的比例表述各自的状态。保时捷将力争
到 2025 年前在所有三个行动领域中实现 
100％的目标，这也是整个保时捷可持续
性指数的设立初衷，该指数是根据不同
行动领域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的。三个领
域的目标实现情况同等重要，这也确保
了特定行动领域的任何负面结果都不会被
其他领域的更好结果所抵消。

保时捷可持续性指数强化了其业务可持
续战略的核心目标：创造经济价值和实
现社会价值的增长，同时减少公司对环
境的影响。

2019报告年度状况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公司在“创新的移动
出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除其他因素
外，在“客户满意度”这个因素中的一些条
目的指数很高，促成了“创新的移动出行”
方面可持续性指数 34％ 的优异表现。“环
境零影响”方面的指数下降是由于以下因
素：2019 年实施的在产品生命周期内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对持续性更具有
中期意义上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例
如，纯电动跑车 Taycan 的推出，以及要
求供应商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来生产高
压电池。

创新的移动出行 可靠的合作伙伴 环境零影响

与 2018 年基准年相比，2019 年保时捷可持续性指数提高了

创新的实力
推动创新项目，增加专利申请，并
在新的服务领域中扩大活跃客户群
（如移动和互联服务）。

供应链透明度
针对所有生产材料供应商引入“可
持续性评级”，作为授予合同的约
束性标准，并根据保时捷可持续性
要求扩大有资格授予合同的供应商
范围。

二氧化碳排放量�–�供应链
通过使用更少的二氧化碳密集型材
料，原材料和供应商的制造工艺来
减少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公司
提高能源效率，由可再生能源为保
时捷工厂供电和供暖的过渡。减少
商业活动所产生的排放，例如员工
出行和差旅。

最具吸引力雇主
员工满意度高，在最具吸引力雇主
评选中名列前茅，以及提高女性在
管理岗位上的比例。

财务表现
高收入和高利润：
≥ 15 % 的销售回报率，
> 21 % 的投资回报率

二氧化碳排放量�–�产品
通过车辆电气化，扩大绿色能源的
使用以及发展再利用和再循环概念
来减少排放。

社会承诺
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专业培训中心和
岗位配置，提高项目资助的有效性，
利益相关方调查也显示其对保时捷
可持续性表现的满意度较高。

对客户的价值
在关于销售和服务的客户满意度调
查中排名第一，通过增加保时捷经
典车型的备件库存来保持车辆的使
用寿命。

创新的移动出行 可靠的合作伙伴 环境零影响

2025 年目标 – 概述 

34 % 13 % – 9 %

13 %

创新的实力
财务表现

对客户的价值

供应链透明度
具有吸引力的雇主

社会承诺

二氧化碳排放�–�供应链
二氧化碳排放�–�公司
二氧化碳排放�–�产品



72 可持续性管理71 

透明的内部结构明确了
职位和职责，帮助委员
会在整个业务中严格和
有效地处理可持续性议
题。保时捷全球执行董
事会是可持续性发展的
最高权力机构，作为可
持续性发展董事会定期
召开会议，确定公司的
基本战略方向。

可持续性发展的组织架构 – 概述可持续性发展的组织架构

 GRI 102-43
可持续性发展已成为“保时捷 2025+ 战略”
的核心跨领域议题，执行委员会主席直接
负责该议题的发展和执行，并由负责生产
和物流的执行董事会成员提供辅助支持。

保时捷的可持续性发展组织遍及整个集
团，这种透明的内部结构具有明确的职位
和职责，也促使可持续性议题可以在整个
业务中得到一致、有效的处理。为了进一
步加强可持续性议题，在日常运营中更牢
固地确立可持续性议题，并确保更严格地
执行此议题，保时捷在报告年度内批准了
《集团可持续性指导原则》。指导原则中
包含很多约束性规定，涉及组织流程，议
题管理，项目实施以及所有与可持续性相
关议题的沟通。

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是可持续性发展的
最高权力机构，作为可持续性发展董事会
定期召开会议，确定公司的基本战略方
向。它还决定意义深远的可持续性发展措
施和“灯塔计划”的实现。

政策和对外关系部门中致力于可持续性发
展的核心团队负责企业可持续性发展方面
的全部接洽工作。它负责协调所有可持续
性发展活动和项目，执行战略，并管理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该团队还确保与大众汽
车集团的可持续性活动和报告相结合。此
外，它还组织内部和外部的沟通，并不断
扩展同利益相关方的对话。

可持续性发展专家组负责制定可持续性活
动的内容，并向执行董事会提出恰当的建
议。它汇集了来自所有部门的相关成员，
每年举行四次会议。专家组的常任成员代
表公司中所有相关的专业部门，通常他们
是在各部门中担任领导者的人。在本报告
年度中，通过纳入其他相关子公司的代
表，加强了可持续性发展专家组内部的全
集团合作。此外，负责执行跨领域可持续
性战略的员工由每个部门委派到专家组。
为了进一步降低保时捷集团内部可持续性
管理的复杂性，专家组正在不断扩大，并
在组织结构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保时捷于 2016 年成立了自己的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这标志着品牌在扩大和加强与
公司利益相关方对话方面又迈出了关键一
步。此后，保时捷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一直
是执行董事会和整个公司的重要思想和动
力源泉。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由众多国际著名的科学
家和社会代表组成。其中，现任成员包
括：索尼娅·彼得森（Sonja Peterson）教
授，露西亚·莱施（Lucia Reisch）教授，
马克西米利安·哥格（Maximilian Gege）
教授，奥尔特温·雷恩（Ortwin Renn）教
授和克劳斯·托普弗（Klaus Töpfer）教
授。在 2019 年，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与保
时捷执行董事会举行了两次联合会议，还
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协调办公室和技术专
家举行了两次会议，与大众汽车集团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协商会议。委员
会的个别成员也更多地参与了管理相关的
进程，例如保时捷可持续性指数的核实和
战略可持续性管理的发展。委员会设立的“
未来宜居城市”项目还帮助加强了利益相
关方关于未来城市出行的对话。保时捷与
委员会的合作还将在 2020 年进一步扩大。

外部内部

为可持续性发展设定战略方向

制定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声明
明确指标和“灯塔计划”

相关议题的沟通对接
可持续战略的管理

委员会组织
报告

建议和动力的源泉

为可持续性发展专家组提供代表
告知部门策略和当前议题

提供报告数据

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兼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可持续性发展专家组 可持续性发展团队

专家部门和委员会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保时捷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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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保 时 捷 希 望 能 够 积 极
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
资 源 的 持 续 匮 乏 ， 并
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公司将重点放
在自身业务模式和相
关 价 值 创 造 过 程 可 能
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

可持续性发展目标

 GRI 102-47
2015 年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17 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 S D G）。这些目标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其目
的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
保护。

尽管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主要针对各
国和政府，但保时捷也希望能够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的持续匮乏，并对社
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将重点放在自己的业务模式和相关价
值创造流程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上。
考虑到内部和外部资源，保时捷正在利用
其可持续性发展活动来助力于以下七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4 – 优质教育

对保时捷而言，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此，公司为培训生和员工提供了极
为多样化的职业和专业培训方案，使所有
员工都有机会参加针对其需求的系统培
训。保时捷还以各种方式支持并参与教育
和科学领域，特别是在其公司所在地和国
际层面。例如，在斯图加特和莱比锡举办
的区域费利·保时捷（Ferry Porsche）教
育计划以及保时捷售后服务职业教育项目
（PAVE），该计划帮助全球保时捷经销商
组织实施并扩展了以实际需求为基础的当
地职业教育。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8 –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在整个供应链中，创造就业机会和尊重人
权是创造价值、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前提。
保时捷不仅要为自己的员工负责，为他们
的未来投资，还要在社会和人权领域对其
供应商施加更严格的国际认可标准。保时
捷在支持人性化工作环境的同时，还坚决
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或雇用童工。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9 – 产业、创新

和基础设施

保时捷代表着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为实现
这一目标，保时捷一直致力于扩展电动汽
车的高性能充电基础设施，持续寻找创新
的解决方案，并进行数字技术和未来趋势
的试验。我们一直相信通过合作可以实现
更多目标。在本报告年度，保时捷就与其
合作伙伴组织了“Mobility for a better world”
竞赛，以定义未来可持续移动的理念和
技术。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1 – 可持续城市

和社区

负责跑车生产的祖文豪森保时捷工厂位
于一个混合用地区域，工厂周围是居民
住宅区。因此，公司正直面城市化所带
来的挑战。因此，保时捷深感责任所在，
通过提供智能解决方案为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资源节约型生产流
程和产品，以及技术和社会创新，均是
公司实现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目标的关键
因素。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2 – 负责任消费

和生产

保时捷不仅致力于开发与环境和资源更加
兼容的环保产品，还在不断打造高效且环
保的生产流程。为此，经济，生态，社会
文化，功能和技术流程品质都起着核心作
用。同时，遵守国际上关于工作健康，安
全和环境保护的相关法规条例对保时捷而
言同样重要。同样，在整个保时捷供应链
中，符合伦理道德的观点和标准代表了更
高层的可持续性要求。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3 – 气候行动

保时捷正面临着突破技术界限，降低燃油
消耗，开发创新驱动系统的挑战。节约原
材料和能源是另一个重大优先目标。例
如，公司目前在生产中所使用的电能全部
来自清洁能源。在祖文豪森工厂生产的保
时捷首款纯电动跑车 Taycan，其生产过程
已实现碳中和。与此同时，公司通过碳补
偿机制不断减少内部用车碳排放的环境影
响。随着开发电动车型的步伐加快，保时
捷正在为全球气候保护和城市空气质量改
善做出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7 – 促进目标实

现的伙伴关系

保时捷深知，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可
持续性出行解决方案和未来的宜居世界。
因此，保时捷可持续战略的两个主要目
标是，与利益相关方保持长期稳定的沟通
交流，同时加强双方合作关系。公司在各
个合作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积极投
身于可持续性发展计划。通过这些合作，
保时捷正不遗余力地支持围绕可持续性发
展所产生的创新型和面向未来发展方式的
知识革新。

零饥饿无贫困

优质教育 性别平等良好健康与福祉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陆地生物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减少不平等

气候行动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水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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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员工增加

- 44 %

自�2014 年以来，斯图加特祖文
豪森工厂二氧化碳绝对排放量（
范围 1 和 2）减少 44%

两千

Taycan 创造了 2,000 个新的工作岗位

碳中和

Taycan 的生产实现碳中和

> 10 %
用于汽车生产的 10%的电力为自有发电

< 1 % 

保时捷员工流动率小于1%

50 % 

到 2025 年，每两台保时捷汽车
中就有一台是新能源车型 自 2014 年以来，保时捷实施 290 项措施以提高生产中的资源利用率

290 项措施

六小时员工慈善跑（3,200 名跑步者），为慈善机构筹集了 20 万欧元善款

20 万欧元 

保时捷至今生产的车辆中超过 70% 仍在路上行驶

> 70 %

五代人

在保时捷工作

可持续性数据 
保时捷全球

+ 9.6 % Ø 38 岁

员工平均年龄



保时捷是社会的一部分，参与公开
对话，确保信任和接受，创造收
入，塑造创新，创造投资和人才。
保证年轻人的福祉、工作和培训。

利益相关方管理
外部利益相关方对话
内部利益相关方对话
利益相关方问卷调查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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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利益相关方

 GRI 102-40, 102-42, 102-43, 102-44 

根据内部分析，公司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内部和外部）

媒体居民和社区

竞争对手

客户和商业伙伴

投资者和分析师

政策制定者和协会

员工

非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
科学团体和专家

利益相关方管理 

利益相关方沟通与对话

 GRI 102-42, 102-43, 102-44
保时捷的商业活动与世界各地众多相关方
的利益息息相关。公司在处理核心问题
时，特别关注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持续地积
极交流。对于保时捷来说，公开透明的信
息和意见交流是相互理解和社会认可的基
础。通过对利益相关方的全面管理，保时
捷旨在系统地确定各个利益相关方的期
望，并利用这些反馈对战略规划过程进行
重要反思。根据目标群体的不同，沟通过
程分为内部和外部对话。

外部利益相关方对话

 GRI 102-40, 102-42, 102-43, 102-44
信任是与外部利益相关方对话的根基所在,�
这也是维系保时捷与外部对话之间长期合
作的核心价值。保时捷深信，与利益相关
方的交流必须着眼于长期，并在持续的基
础上加以培育。保时捷认为，人们之间的
平等交流非常重要，而不是凌驾于他人之
上，这样彼此才能理解各自观点，打破障
碍，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这是通过一系
列不同的沟通渠道和对话形式得以实现�。

对于思想领袖、决策者和客户而言，获取
保时捷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包括：在全球
范围内以 13 种语言出版的《Christophorus》
保时捷杂志、保时捷Twitter 和 Instagram 线
上新闻中心、网络电视 9:11 Magazin 以及
保时捷网站。2015 年创办的地区性报纸 
《targa – 友邻新闻》（targa - Nachrichten 

fur die Nachbarn）帮助保时捷工厂附近的
当地居民了解最新消息。此外，居民们还
可以通过新闻通报函用及时了解例如即将
实施的建筑项目等问题。

保时捷还试图通过多种相关活动近距离与
利益相关方沟通，例如在保时捷各子公司
内定期举行对话峰会。自 2016 年以来，
当地居民有机会直接与专家探讨具体问
题。在本报告年度中，保时捷利用在斯图
加特祖文豪森工厂举行的一次活动，向附
近居民通报了当地建筑工程的最新进展。
约有 300 名市民借此机会了解了该项目的
进度信息，提出了问题和建议或发表了自
己的意见。

保时捷高度重视来自其利益集团的直接反
馈，将一对一的对话视为获取新灵感的有
效工具。通过一个专门的电子邮件地址

（sustainability@porsche.com），保时捷的
利益相关方可直接与相关部门联系。

保时捷每两年开展一次利益相关方调查，
是为了了解群体对可持续性问题的看法和
期望。在线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为可持续
性发展报告和与公司涉及可持续性发展方
面的战略提供了基础。

参与网络合作、可持续性发展计划和工
作小组也是保时捷加强与利益相关方对
话的一部分，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经
济、生态和社会问题的发展。为此，保时
捷加入各种专业机构，例如，成为“清洁空
气联盟”（Bündnis für Lufreinhaltung）的创
始成员、“城市移动平台”（Urban Mobility 
Platform）的成员，以及积极参与 “德国商
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German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行业对话。自 2016 年以来，保时捷还成
为了德国联邦环境管理协会（B.A .U.M）
的成员。2017 年，保时捷又加入“德国商
业道德网络”（DNWE），并成为巴登符腾
堡州“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宪章”的签署方，
标志着保时捷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此
外，自 2018年以来，保时捷一直是“可持
续数字化”（nachhaltig.digital） 的合作伙
伴 之 一 。 “ 德 国 联 邦 环 境 管 理 协 会
（ B . A . U . M）和 “德国联邦环境基金会 ”
（DBU）的联合项目旨在将数字化作为未
来可持续性发展的工具。

另一种对话途径是积极参与经济和政治协
会活动。活动中，公司代表自身利益和员
工的利益，同时也贡献相关的专业知识。
保时捷在所有相关的活动中都遵循公开、
透明和负责的原则，以及当前适用的法律
规定。同时，保时捷也在与各政党和利益
集团交往时保持中立。下表列出了保时捷
所属的一系列协会和团体：

–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
–  巴登-符腾堡州工业协会（LVI）
–  Südwestmetall（巴登-符腾堡州金属和电
气行业雇主协会）

–  斯图加特地区工商会（IHK）
–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促进会
–  德国美国商会（AmCham Germany）

内部利益相关方对话

 GRI 102-40, 102-42, 102-43, 102-44
集中协调、公开透明的内部对话是保时捷
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员工有大量的
机会提出他们担心的问题，并使用直接的
互动渠道，了解可持续性发展相关的话
题。比如，员工们可以通过员工杂志、各
子公司的时事刊物、内部电视频道或内部
网了解每日信息。此外，在报告年度内出
版的 Carrera 员工杂志的整个版本都探讨
了保时捷当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定期
的工作和部门会议、员工信息活动、专题
和创新周也是内部多元化沟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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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矩阵 
 GRI 102-44, 102-46, 102-47

业务相关性

对环境、员工和社会的影响

与
利
益
相
关
方
的
相
关
性

低级影响 中级影响 高级影响

替代性驱动系统和汽车排放
pp. 88–89

可持续材料
p. 97

新的出行选择
pp. 89–90车辆安全

p. 88

供应链中的责任
pp. 95–96

合规性和完整性
pp. 93–95

有吸引力的雇主
p. 91

职业健康
p. 93

机会平等和多样性
pp. 91–92

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和排放
pp. 97–98

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
p. 98

长期客户关系
pp. 87–88 员工发展

p. 92

保护生物多样性
p. 98

社会承诺
pp. 117–120

企业职工共同决策
p. 93

利益相关方对话
pp. 79–82

经济稳定性
p. 87

利益相关方问卷调查和重要性 
 GRI 102-40, 102-43, 102-44, 102-46, 

102-47, 102-48
自 2013 年以来，保时捷每两年展开一次
利益相关方调查，收集利益相关方对可持
续性和未来挑战的评估及期望。2019 年
秋，保时捷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一项匿名的
在线调查，邀请各利益相关方第三次评估
保时捷的可持续性发展活动。本次调查
中，共有 1,459 名来自欧洲和中国的受访
者完成了调查，其中约 79%的反馈来自欧
洲市场，约 21% 的反馈来自中国。除了
客户、商业伙伴、分析师/投资者、政界
人士和公共当局代表、媒体、非政府组织
和学术界的代表外，本次调查还首次向更
广大的保时捷员工展开了调查。由于获得
大量的员工反馈，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
采用了 50:50 的权重进行评估。此外，外
部利益相关方群体的反馈也得到了同等的
权重。

进行在线调查之前，通过与内部和外部专
家的沟通协调，共确定了“创新的移动出
行”、“可靠的合作伙伴”、“环境零影响”这
三个行动领域中的相关可持续性问题，并
对 18 个关键议题进行了表决。

除了完成主题评估外，保时捷的利益相关
方在回答其他问题时表示，他们认为气候
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不断变化的交通需求
以及能源和资源的持续匮乏，是公司目前
和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些观点也在利
益相关方和这些主题的相关程度上有相应
的反映。接受调查的利益相关方还证实了
这样一种观点，即可持续性与高档跑车的
制造在原则上不存在冲突，81%的受访者
明确表示，他们认为这些目标总体上并不
矛盾。

在个别的专家访谈中，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会成员也就保时捷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潜
在的机遇和风险给予了详细的反馈。他们
给出了具体的行动建议，以进一步提升保
时捷的参与度。讨论的关键领域包括，新
的出行选择、替代性驱动系统和车辆排放
以及同利益相关方对话。在报告年度中，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与保时捷执行董事
会讨论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并把
这些讨论作为确定适当措施的基础。未来
双方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2021年，保时捷将开展新的利益相关方
调查，并扩大调查范围至其他市场。

2019 年秋季，可持续发展专家组和保时
捷相关部门代表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在多
阶段的研讨过程中，研讨会评估了保时捷
的商业活动对环境、员工和社会的影响，
共涉及 18 个不同的议题。在研讨会期间
还评估了各个议题对跑车制造商的商业活
动的重要性。在报告年度中，保时捷将结
果汇总在一个重要性矩阵中，找出最重要
的问题，并说明他们之间的联系。研究结
果将用于公司可持续战略的持续发展。在
这份报告中，保时捷提到了公司价值观、�

“保时捷 2025+ 战略”、公司面临的风险和
机遇以及公司目标等所有相关主题。

重要性矩阵将利益相关方调查的结果与可
持续性发展专家组在研讨会期间发表的观
点联系起来，建立了两个维度来进行评
估，分别是，对保时捷业务的重要性�
（x 轴），即企业活动对环境、员工和社会
的直接影响，以及对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

（y 轴），即企业活动与利益相关方的关联
程度。作为该分析的第三个维度，保时捷
对 18 个关键议题与公司业务的相关性进
行了评级，并用不同大小的圆形符号表明
评估结果。通过四个级别来表示各个主题
与公司业务相关性：无、低、中、高。
 

研究结果将用于公司
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
持续发展。在这份报
告中，保时捷提到了
公司价值观、“保时捷 
2025+ 战略”、公司面
临的风险和机遇以及
公司目标等所有相关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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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和供应商必须齐心协力，共同发展，才能确保实现零
排放出行、全面的闭环回收和人性化的工作条件。鉴于保时
捷一直以来的强大的公众形象，它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具开拓性。”

商业合作伙伴

“在内部和外部都切实推广可持续性发展的概念非常重要，这样
才能促进员工采用可持续的方法来处理问题。保时捷应该忠于
自己，走自己的路。”

员工

“作为客户，我认为保时捷对可持续性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源
自它正在生产的混合动力和纯电车型，以及对现有燃油车型
的改进。”

客户

“未来，保时捷应该成为所有品牌的榜样，证明即使在高端产品
的生产中，也可以继续实现生态、社会和财务的和谐发展。”

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保时捷要时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既要传承品牌传统，也要拥
抱非常规的新鲜想法。”

媒体代表

“保时捷代表着创新、品质和开拓新视野。这一理念为保持高水
平的客户满意度、保障现有工作和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奠定了
基础。”

客户

“像保时捷这样强大的品牌可以改变某些社会规范。它必须履行
其作为行业领导者的责任，通过将可持续性发展与驾驶乐趣、
兴趣和未来联系起来，激励其他汽车制造商并投合客户的情感
认同。”

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利益相关方语录

 GRI 102-43, 102-44

保时捷利益相关方认为，保时捷应在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做出的主要贡献包括：

利益相关方管理



履行企业责任，时刻牢记可持
续性发展理念，追求明确的目
标，创造价值增长，对社会和
环境负责，全方位运营，创新
的移动出行，可靠的合作伙伴，
环境零影响。

行动领域
创新的移动出行
可靠的合作伙伴
环境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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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的移动出行

保时捷以创新的产品、领先的技术和人性

化的服务塑造未来汽车概念。不满足于当

下的成功是企业认知的一部分，也将确保

其未来的生存能力。保时捷为自己设定了

一项艰巨的任务，也就是在维护客户关系、

增强品牌吸引力、提供运动驾驶体验的同

时，也推动环保和资源节约型的汽车研

发。为此，保时捷将客户、供应商、服务

提供商和自己的员工融为一体，共同协

作。与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真诚合作可以建

立信任关系，进而保障财务稳定以及长期

保持和扩大就业机会，为地区和全球经济

提供动力。保时捷在动力、动感和个性化

移动出行方面几乎无与伦比，而现代汽车

结构的基本特征，如燃油效率、减少排放

和轻量化结构，也进一步增强了保时捷的

优势。“创新的移动出行”理念，帮助公司

将开创性、可持续移动出行与典型的保时

捷汽车性能完美融合。

2019 年保时捷通过重要性分析，确定了 

“创新的移动出行”涵盖以下主题：经济稳

定性、长期客户关系、车辆安全、替代性

驱动系统、车辆排放和新出行产品。

经济稳定性

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性与企业的成功并不
矛盾，前者反而有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
长期的经济成功也是高效可持续经营的基
本保障。

保时捷具有卓越的盈利能力，并设定了
最低销售回报率不低于 15％的战略性目
标。在报告年度中，保时捷采用了一种
新的方式对可持续项目进行再融资，即
发布了 10 亿欧元的绿色债券，这是迄今
为止发放规模最大的一笔，也是汽车制造
商首次发行的绿色债券。包括银行、养
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在内的 100 多家机构
投资者参与了该项目。

与此同时，保时捷正在进行多项重大投资
以确保其保持创新能力，并能够顺利融入
数字革命。数字化影响着公司的方方面
面——从内部流程到与客户的互动，再
到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开发。覆盖整个公
司的创新管理系统支持着新动力的创造，
推动着对新技术和趋势的测试，并鼓励
保时捷员工自发构建可持续性出行概念。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GRI）标准的规定， 
“经济稳定性”被归在 “GRI 201 ：经济绩效”
中。这些信息是根据保时捷全球的财务
分析、财务数据和增值计算来衡量和报
告的。

长期的客户关系  
在客户关系领域，保时捷在保持客户长
期满意度和忠诚度方面树立了高标准。
因此，“通过独特的产品和品牌体验来激
发客户热忱”是“保时捷 2025+ 战略”的四
个主要目标之一。针对客户采取的一系列
标准化措施均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因
此，销售和市场部门采用了多种措施，以
增强客户满意度和长期忠诚度，并进一步
优化客户在保时捷的体验之旅。

保时捷非常重视提前获取客户对未来新一
代汽车和汽车服务的需求，以便在产品开
发过程中参考并改进。保时捷还会定期收
集客户反馈，用于持续改进现有的汽车
和服务。公司还与保时捷车主共同成立了
保时捷顾问俱乐部，这样车主就可以随时
就汽车和概念提交意见和建议，或参与
到一些特殊的发展性活动中。

维持长期客户关系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
保持与客户的人际对话。具有高级资质
的专家组将以最快速度回答保时捷收到
的问题。2019 年，保时捷全球和全球销
售子公司就处理了约 141,000 宗客户问
询。在同一时期，国际客户互动中心还
回答了约 665,000 个涉及保时捷各方面
的问询。

随着数字化发展，市场比以往更加关注
客户的需求。未来的技术将为保时捷世
界带来更频繁、尤其是更具互动性的体
验。在不同市场，我们会为客户提供一
系列创新的沟通渠道，如应用程序、社交
媒体、实时聊天和即时通讯服务，以确
保他们与保时捷的沟通更轻松、更快速。
以上所有沟通选项都以人性化的方式汇
集在“My Porsche”客户门户和客户关系管
理系统中。

零售中的直接沟通是提高客户满意度的关
键因素。在此背景下，为授权保时捷中
心员工量身定制的资格认证非常有必要。�

“excite!”计划专门培训来自授权保时捷中
心、销售子公司和保时捷全球的员工，将
所有与客户的接触转化为独特的品牌体
验。该计划已在六个市场实施，帮助来
自�220 多家授权保时捷中心的约 5,500 名
员工更好地服务客户。

为筹备保时捷 Taycan 的上市，“客户互动”
为客户提供有关电动汽车各方面的专业建
议。这一项目还帮助经销商网络处理与电
气化产品有关的所有技术和非技术性问
题。在报告年度内，“走进 Taycan”（Road 
to Taycan）计划中特别开发的培训方案，
让保时捷经销商能够轻松回答与汽车相
关的问题，并快速解决有关电动汽车和
其相应服务的一般性询问。为期 18 个月
的“走进 Taycan”计划，以数字培训模块和
媒介以及基于课堂的培训为特色，确保
截至 2019�年，全球所有销售顾问都已为 
Taycan 的上市做好了专业准备。

在定期的委员会会议中，保时捷全球和其
销售子公司的代表对一致沟通措施进行表
决，以维护长期客户关系。在每月举行
的“产品和客户满意度论坛”执行机构会议
上，各责任部门报告当前有关产品质量和
顾客满意的全球发展情况。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的规定，保时捷关于�
“长期客户关系”主题的信息被归在GRI 418
：客户隐私中。保时捷高度重视个人数据
隐私和个人信息自主权。保时捷数据保
护管理系统为其数据保护战略奠定了框架
条件和基础。因此，数据当事人有权决定
如何处理其数据，这是保时捷内部永久奉
行的原则。此外，公司还发布了保护数据
的全球指导原则，以保障和推动数字化转
型。通过这种方式，数据保护可以独立且
无需指令地融入到公司所有相关流程中。
保时捷的数据保护系统和相关业务流程经
过一致性设计，确保公司始终遵守法律要
求。除了法定要求之外，保时捷还发布了
自己的指导方针，要求公司进一步遵守数
据保护原则，包括数据经济、以目标为导
向的收集数据和数据保密性。但是，由于
内部保密准则，保时捷不会公布具体数据
保护违规的报告。

车辆安全

车辆安全对保时捷至关重要，车内人员的
安全是重中之重。除此之外，确保其他道
路使用者的安全也不可忽视。
 
早在现代创新型汽车开发伊始，车辆安全
就是一项决定性标准。除了避免事故，
例如，汽车配备防抱死制动系统（ABS）、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ESP）和自动紧急制
动系统以外，减少事故对车内人员的影响
也是主要目标之一。为此，在新车型的开
发阶段，保时捷针对各种正面、侧面和尾
部碰撞，精确定义了车身的变形表现。汽
车还配备了由安全气囊和安全带组成的智
能约束系统。碰撞试验也被用于检查安全
系统的有效性。通过受控碰撞，研究整车
撞击墙壁等物体后的影响，并使用带有传
感器的碰撞测试假人，评估车内人员可能
受到的伤害。在此过程中，必须遵守一定
的生物力学极限，规定头部的最大加速度
或减速度等参数。

除了进行整车碰撞试验外，保时捷在开
发期间还使用了零部件试验和计算机模拟
来调整整车系统及其在碰撞下的行为，
并不断改进，直到可以量产。保时捷安
全战略定义了其中的基本准则，这不仅符
合国际性的法律法规，而且也满足公司内
部的要求。而公司的内部要求比法定的
最低限度更为严格，而且通过大量的案
例进行验证。由此，保时捷可以确保在发
生事故时，其驾驶员和乘客以及道路使
用者都能得到保时捷的高度保护。

汽车安全的最终目标是避免事故的发生。
因此，保时捷一直致力于开发预判系统。
未来，保时捷的车辆安全将继续为道路
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标准的规定，本报告
中有关“车辆安全”的信息被归在 “GRI 416
：客户健康与安全”中。

替代性驱动系统和车辆排放

保时捷计划在全价值链中持续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在可预见的未来，�正处于�使用
阶段的汽车将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最大
的影响，所以人们特别关注产品的混合
动力化和电气化、以及燃油发动机的改
进和碳中和燃料的使用。保时捷的首要
战略目标包括，持续的效率提升、替代
性驱动技术的开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和污染物排放的减少，以及生产资源节
约和环境友好型的汽车。关于未来电动
出行和汽车架构的主题都是 “保时捷
2025+ 战略” 的基石。

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公司将在中长期内
采用三管齐下的产品战略，同时涵盖优
化的燃油车、强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和纯电动跑车。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
将占保时捷新车销量的 50%。到 2022 
年，保时捷将在电气化领域投资超过 60 
亿欧元，从更长远看，保时捷还将进一步
提高电动汽车的比重。

在本报告年度中，保时捷首款纯电动跑
车 Taycan 在性能、驾驶动力和续航里
程方面都重新定义了跑车构造，同时也
标志着保时捷向私家车脱碳化迈出了重
要一步。这款车拥有� 20,000 多名潜在
客户，一经推出就反响热烈。Taycan 的
技术核心是它的 800 V 架构，能够兼顾
跑车驾驶性能和较短的充电时间。此
外，还可以连续多次加速也依然性能不
衰减。最大充电功率� 270 kW，Taycan 
的蓄电池仅需 5 分多钟便可充满100 km
续航里程所需电量（WLTP标准下）。
此外，全新� Taycan 的能量回收功率高达
265 kW（WLTP标准下），最大续航里程
可达 450 km。基于相同的平台，Taycan 
C r o s s  Tu r i s m o  将于  2 0 2 0  年底作为��
Taycan 的第一款衍生车型亮相。此外，
下一代 Macan 也将推出纯电车型。

电力汽车技术的突破依赖于两个方面：
基于需求的、可触及的和可使用的充电
基础设施，以及人性化的充电过程。因
此，保时捷不断致力于升级充电技术和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希望通过使用新产
品和服务，将充电转变为既快速又具吸
引力的个性化客户体验。保时捷持股的 
IONITY 合资公司正通过在整个欧洲建立 
350 kW 充电站来推动快速充电设施的
发展。该项目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底，
让 400 多座充电站投入运营。为实现家
庭充电，保时捷设计了一个输出功率高
达 11 kW 的壁装箱，从而能够让客户为 
Taycan 整夜充电。在汽车行驶途中，保
时捷充电服务向欧洲用户提供超过 
100,000 个充电网点的访问权限，并采
用中央计费的方式同客户结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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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出行选择

城市化进程、财富增长，全球对于移动
出行的需求愈发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
环境污染问题，引发了创新热潮以及汽
车和其使用方式变革的市场变化。这些
因素导致驱动概念的多样化发展，要求
汽车制造商寻求更高效的替代方案，促
进汽车使用模式向创新、灵活和需求驱
动型发展。数字化，互联化，以及客户
对高灵活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渴望更加速了
这一变革。

为了使个人出行更加可持续，使智能城市
变为现实，保时捷正在开发创新的产品和
服务，打造灵活便捷的出行方式。其中包
括开创性的停车解决方案（例如智能停车
位搜索，以及便捷免票停车位使用等），
需求驱动型汽车的使用（例如保时捷热
点的灵活使用模式和超值租金），与其他
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和电动汽车的最佳
应用，这些都得益于优化的充电服务和产
品（用于家庭和公共场所的充电）。敏
捷的跨领域团队正在讨论一些新概念，
目的是从客户的最新需求出发并将其付
诸实践。公司不同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
开放的信息政策，在不同市场中的早期
试点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都为这些讨
论提供了支持。

另一个关键领域涉及保时捷的企业流动性
管理选项，旨在确保员工的可持续移动行
为。部门间的项目促使保时捷在其工厂所
在地采取了全面的措施，以减少员工动行
为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该项目与位于市
区的祖文豪森的总工厂密切相关。在祖
文豪森工作的员工，以及居住在魏斯阿
赫的员工，每月可获得当地公共交通车
票和德国联邦铁路（Deutsche Bahn）提
供的工作票补贴。此外，保时捷工厂证
件还可以作为本地轻轨列车的商务旅行
票，往返于斯图加特威林多夫和祖文豪
森两站。保时捷也是斯图加特地区第一
家能够让员工在空气污染警报时，使用
公司证件作为免费公共交通车票的雇主公
司。

除电气化外，保时捷还寻求除节能措施
以外的其他选择，以减少燃油车使用阶
段的二氧化碳排放，使其几乎完全实现
碳中和。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技术之一
就是 reFuels，这是一种合成液体燃料，
只能通过可再生能源回收的氢气以及从周
围空气中吸收的二氧化碳（或有机废物
和其他形式的废物）生成。由于 reFuels 
可以应用于目前现有范围中，因此可广泛
且立即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保时捷正与
来自科学、工业和政治领域的合作伙伴
密切合作，大力开发用于系列生产的替
代燃料。例如，保时捷正在参加“reFuels –
重新思考燃料”项目，该项目是巴登符腾
堡州汽车行业战略对话的一部分，由各
州政府发起。

保时捷正为实现联合国的长期气候目标
做出自己的贡献，并致力于确保个人交
通的持续脱碳。通过全新的电气化战略，
以及在全球工业化方面不断加强的公司
活动，合作开发对气候零负荷的燃料，
保时捷力将成为该方面的技术领导者。

自 2018 年 2 月以来，保时捷已全面实现
无柴油化，在集团内部为应对德国城市
的氮氧化物污染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保
时捷决定停止销售柴油车之前，德国联
邦汽车运输管理局（KBA）曾下令召回某
些车型，为了在发动机控制软件中发现
异常后进行软件更新。

2017 年，由于发动机控制软件的个别技
术异常，保时捷在德国召回了搭载 3.0 升 
V6发动机的柴油版 Cayenne（达到欧 6 排
放标准）。至当年 10 月中旬，德国联邦
汽车运输管理局（KBA）批准了保时捷提
出的软件升级请求。此后，保时捷为召
回的相关车辆进行了免费的软件升级，�
德国�大约�96％ 的受影响车辆已得到相应
处理。

在本报告年度中，保时捷制定了一项工
作自行车计划，即在员工购买自行车时给
予员工诱人的福利。公司还特别规划扩
增祖文豪森工厂内的自行车停车位以及
淋浴和更衣设施。另外，保时捷研发了一
个专门拼车的应用程序，方便员工在通
勤路上拼车。司机和乘客可以输入他们
的出发地点、目的地和所需的出发时间，
然后通过�app 将这些请求组合起来生成个
人行程。

此外，保时捷还不断优化工厂停车场和
场地周围的流动性。通过安装数字设施、
固定式停车场和信息系统，以及推出保
时捷停车位� app （可精确显示免费停车
位），目前已经实现了相当大的改进。公
司还通过增加巴士往返路线，成功地减少
了工厂之间的交通量。

为私家车、保时捷公司汽车、租赁汽车所
准备的充电站，均向员工和访客开放。
工厂内的充电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为
确保汽车能够进行碳中和的本地旅行，
充电站使用经过认证的纯绿色电力。保时
捷还计划在公司生产的和租赁的汽车中
大幅提高电动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比例。

此外，公司还计划采取进一步措施减少交
通流量，积极塑造可持续的员工出行。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标准的规定，有关“新
的出行选择”主题的信息被归在“GRI 305：
排放物”中。

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KBA）下令于 
2018 年 7 月召回搭载 3.0 升 V6 发动机的
柴油版 Macan （达到欧 6 排放标准），以
进行相应的更新。2018 年 8 月�1 日，管
理局批准了保时捷提出的解决方案。自
保时捷于 2018 年 10 月宣布召回以来，
德国约有87％的受影响车辆已进行此免
费软件升级。

此外，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KBA）
还向保时捷发出了有关搭载 4.2 升 V8 柴
油发动机的 Cayenne （达到欧 5 和欧 6 排
放标准）以及搭载 4.0 升 V8 柴油发动机
的 Panamera（达到欧 6 排放标准）的召
回通知。2019 年 8 月，管理局批准了保
时捷为搭载 4.0 升 V8 柴油发动机的 Pan-
amera（达到欧 6 排放标准）进行软件升
级的提议，并于 2019 年 11月开始召回。
预计 2020 年第一季度，德国联邦汽车运
输管理局（KBA）将批准搭载 4.2 升 V8 
柴油发动机的 Cayenne（达到欧 5 和欧 6 
排放标准）进行软件升级。一旦技术解
决方案获得批准，保时捷经销商会立即
联系车主，召回行动将于 2020 年上半年
开始。

在德国柴油论坛上，保时捷还明确表
示愿意为搭载  3 . 0  升  V 6  柴油发动机
的   Cayenne 和  Panamera（1 8 4  k W  和 
221 kW）（达到欧5 排放标准）升级软
件。预计此提议将在 2020 年第一季度获
得批准，一旦获批，将立即启动该服务
活动。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的标准，有关“替代
性驱动系统”和“车辆排放物”主题的信息
被归在“GRI 305：排放物”中。本报告中
该指标所需的数据仅指生产和行政运营
所产生的排放。因此，所有车型的能耗
和排放数据都也收录在本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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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发展和培训不仅是保时捷文化和保时
捷准则� (Porsche Code)� 的核心组成部分，
更是“保时捷�2025+�战略”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数字化变革也为员工带来了新的要
求。因此，2017 年启动的 “Fit for Digit@l” 
计划在一系列公司网站上进行了推广。
在报告年度中，作为数字化战略的一部
分，保时捷主要关注了外部趋势的交流
和深入知识的获取。员工的高度兴趣体
现在 12,800 多个已完成的数字学习模块
中（这些模块的主题包括在保时捷的敏捷
工作和自动驾驶），以及保时捷 500 多名
与会者参加的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研讨会
和讲习班。

同时，保时捷也在不断扩大和优化各种培
训机会。在这里，与数字世界和数字思维
模式相关的技能也是至关重要的。2019 
年，保时捷开始重新调整其管理培训选项
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同时扩大现有的培训
组合，包括以混合学习方法为特色的新课
程（如在虚拟团队中工作）。在这个过程
中，年度资格和发展评估是个人资格和发
展计划的关键基础。2017 年推出的保时
捷学习平台(Porsche learning platform)和次
年开放的媒体实验室是数字化学习的重要
基石。这使得各部门能够在人力资源开
发的帮助下设计和制作自己的数字化学习
形式。目前，此平台的活跃用户现已超
过 26,000 个用户档案，表明保时捷员工
正积极利用这个自主培训学习的机会，以
提高技能。

保时捷学习平台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范
围更广的资质认证项目。例如，在本报
告年度开始时，面向保时捷总部及其德国
子公司的所有员工推出的数字学习模
块—— “高压指令 – 车辆技术基础”。此
模块的目的是让员工以合法的方式熟悉高
压主题，同时传授高压应用的基本知识和
电动汽车的基本原理。此次与人力资源开
发部联合的项目荣获了 “ComeniusEduMe-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标准的规定，本
报告中的  “雇主吸引力 ”主题被归在  
GRI 401：雇佣中。其测量和汇报参考了以
下参数：员工总数、员工结构、新雇佣员
工、人员流动以及育儿假申请。

机会平等和多元化

维护和促进机会平等及多元化对保时捷
来说至关重要，这也是公司的一项企业
原则。公司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同样
的机会，拒绝一切形式的歧视。保时捷
致力于多元化，采取积极的包容态度，
为公司创造一个促进员工个性并符合公司
利益的环境。作为大众集团的成员之一，
保时捷还签署了大众汽车公司 “Together-
4Integrity” 变革计划中促进和保护多元化
及机会平等的适用标准条例。

通过在报告年度中签署“ Charta der Vielfalt”
（多样性宪章），董事会和员工代表明确
地赞赏员工和更广泛社会中平等机会和多
元化的重要性和其附加价值。相互尊重、
宽容的互动，以及对不同视角（如不同
的技能、经验和观点）采取积极的态度，
都是为了实现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
创新能力、创造力和效率。保时捷会根
据资质和能力来选择、任命和提升员工。

提高公司范围内的敏感度是促进企业文
化的一个核心成功因素，并在管理层和全
体员工中树立良好的意识，让他们认识
到机会均等和多样性的重要及其附加值。
最高级别的管理层应作为关注焦点，将
他们作为榜样，对员工的行为会产生积
极影响。促进机会均等和多元化，以确
保在所有决策层面上的异质性（例如，
在性别、年龄、技能、经验、国际性和其
他类似方面）。在 2013�年生效的《平等
机会目标协定》中体现了这一主体的重
要性，该协定与奖金发放挂钩，旨在根
据平等机会提高妇女担任管理职务的比
例。领导力实验室、多样性座舱和用于
识别、实施和扩展多样性的专用工具被
用于使管理层有资格并敏感地处理各种各
样的观点。

平等机会部门立足于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
战略领域，是长期实施及保障机会平等
和多元化的催化剂与专家伙伴。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标准的规定，本
报告中的“机会平等和多元化”主题被归在 
GRI 401:雇佣中。其测量和汇报参考了以
下参数：员工总数、员工结构、新雇佣员
工、人员流动和育儿假申请。

员工发展

为了更好地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
保时捷鉴别并保留了合格的专业人员和管
理人员。此外，以需求和未来为导向的
培训、持续不断的资格进修以及公司内
部发展机会同样构成了保时捷人事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业培训、学术人才的培养是一切员工
发展的根基，比如双元制教育或保时捷管
培项目。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所有培训生
们在成功完成结业考试后可获得无限期的
工作合约。公司从根本上为各层级员工在
其职业生涯中提供可促进系统性提升的
丰富项目——例如为新员工打造的保时
捷入职项目 “保时捷热身 ”  ( P o r s c h e 
Warm Up)、针对后继管理人才的保时捷
培训发展计划，以及在生产领域举行的针
对不同目标人群的人才推动项目。为此，
在本报告年度中，为一级业务经理引入了
适合车间入职培训方案。自 2019 年以来，
保时捷为新任命的第二级管理人员提供
的专业课程补充了现有的模块化和国际
管理资格认证选项。

dia” 奖。
在保时捷� 2025+� 战略”和汽车行业深远
变革的背景下，使所有员工构建和扩展面
向未来的技能是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中至
关重要的一部分。对此，保时捷相应地
启动了战略能力管理项目。根据当前和未
来的任务，将记录各种技能、能力、工
作职能和要求，并将未来的要求与尚未获
得的能力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  能力
缺口可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和进修、  招
聘和新的培训重点来提前弥补。  在报告
年度中，战略能力管理在保时捷总部的
技术开发中得到了成功的推广，并转入了
正常运营。从 2020 年开始，该计划将在
保时捷全球的所有领域实施。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标准的规定，本
报告中的“员工发展”主题被归在GRI 404：
培训和教育中。其测量和汇报参考了以下
参数：参加培训措施的人数、每名员工平
均进修小时数。

                 可靠合作伙伴

可持续性已深深地扎根于公众意识中，并

已发展成为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保时捷

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视为一项企业责

任：只有共同努力，才能确保环境和社会

相容的行动。保时捷作为雇主和商业伙

伴的诚信和责任是公司理念的一个重要

方面。保时捷注重以人为本— — 不仅是

员工，还包括它所处的更广泛的社会中

的人。因此，道德行为至关重要。公司倡

导多元化和机会平等，系统地反对腐败，

并倡导维护国际公认的人权。

作为行动领域的可靠合作伙伴，保时捷在

2019 年重要性分析中涵盖了以下确定的

议题，如雇主吸引力、平等机会和多样

性、员工发展、企业共同决策、职业健

康和安全、合规性和诚信以及供应链中

的责任。

雇主吸引力 
持续维持雇主吸引力，是保时捷人事工作
成功开展的基础。在保时捷的人力资源战
略中，雇主吸引力是“保时捷�2025+�战略” 
的四个核心优先事项之一。这方面的基
准包括五个已定义的战略领域以及公司
准则。

企业文化的持续发展对保时捷来说尤为重
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近年来员工数
量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面对电动化、数
字化和互联化趋势，企业必须重新定位
自身发展。继保时捷准则� (Porsche Code)
的引入（该准则借鉴了新的文化准则，
包括心血凝结、开拓精神、运动动感和
家庭和谐四个要素）之后，在报告年度内
举行了一系列名为“管理实验室”的对话活
动，旨在发展并改进此准则。从组长到董
事会成员，共有 1500 多名管理人员参加
了研讨会，并在研讨会期间形成了对领导
力的共识。

保时捷努力确保其员工能够实现工作与生
活的平衡。通过各项措施为员工提供帮
助：当地的合作伙伴确保在分部附近托儿
所有充足的儿童托管位置。员工的孩子还
可以在整个学校假期内参加一系列的夏季
活动。此外，保时捷还通过家庭服务对员
工的各种生活境遇提供免费的个人咨询和
支持。在报告年度中，与 DHL 合作的快递
站点在魏斯阿赫和祖文豪森投入运行，使
员工收发快递更加便捷，以节省宝贵的时
间。当然，所有其他 DHL 客户也可以使用
这些站点。

保时捷充分考虑员工的个人需求，致力于
推行弹性工作地点和时间。因此，一个确
保工作灵活性的协议诞生了。这使员工能
够灵活地决定在何处以及何时在远离保时
捷工作地点的地方完成任务。更多的灵
活性条款还包括员工选择与当前生活阶
段相一致的弹性工作时间，以及照顾家
庭成员的探亲假。员工也可以自愿休假
或兼职。此外，很多员工会休育婴假。
之后，保时捷还会帮助这些人顺利重返
工作岗位，并在育儿假期间通知他们进一
步的资格认证，以简化重返工作的过程。
在报告年度内，共有  1 ,322 名（2018 
年：1,205 名）雇员休育儿假，其中 243 
名（2018 年：253 名）为女性，1,079 名
（2018 年：952 名）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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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与诚信

对负责任的运营管理来说，遵守适用的法
律和诚信行事是必不可少的。相关的指导
原则将诚信作为一种内在态度，而合规则
被定义为遵守规则。

合规性
在保时捷，以商业模式为导向的合规组
织、以及绝对合法的流程和预防与应对措
施确保了公司行为始终符合法律。保时捷
目前在其合规管理系统中关注六个所谓的
合规主题领域，如反腐败措施和防止洗
钱。为了避免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并支持
员工遵守法律，保时捷已在多年前成立了
合规机构。成员包括：保时捷股份公司首
席合规官、合规主题专员，以及保时捷各
分部的合规官。合规方案还包括一系列不
同的预防和反应措施。

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将定期确定行动需
求和预防措施。其中会考虑相应的业务模
型、相关的环境条件以及业务伙伴关系。
保时捷的关键预防措施包括采用和传达具
有约束力的规范、提供保密咨询，以及面
向管理人员和员工针对相关合规主题的风
险导向培训和信息。最终，行为准则将根
据保时捷的商业模式，总结了针对保时捷
的最重要要求。这些记录了对管理人员和
员工作为社会成员、商业伙伴和在工作场
所对所应承担的合规责任的期望。这些规
则也在方针中列出，包括如何避免腐败或
违反垄断法，如何处理利益冲突或慈善捐
助，以及如何防止洗钱等领域。为了能够
长久确保行为合规，管理人员和员工会定
期了解风险导向信息并接受培训。

保时捷的中心合规服务台是公司内部解答
有关合规问题和为管理人员和员工提供信
息的咨询平台，不仅将为所有关于合规主
题的问题提供专业解答，管理员或员工可
以在内部以保密且有据可凭的方式向合规
服务台举报犯罪嫌疑行为或严重违规行
为。在公司外部，保时捷的管理人员、员
工、客户和业务合作伙伴以及公职人员和
其他外部人员都可以使用检察院系统，匿
名提交涉及保时捷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根
据《数据保护法》的要求，监察员将对收
到的所有信息进行仔细审查，发现的任何
违规行为，均按照雇佣法和企业共同决策
制的相关规定作出适当回应。这包括采取
适当的对应措施和制裁个人不当行为。保
时捷集团合规机构、预防和处理措施的执
行状况都将定期向保时捷股份公司董事会
汇报。

合规培训由合规主题官员与人力资源领域�
合作负责。在发布此报告之时，主要形式�
为课堂培训。此外，还提供了强制性主题
的数字学习模块，如行为准则和自愿选
择，还有数据保护。计划逐渐在电子学习
培训课程中�增加其他合规主题。

合规主题专员在特定主题培训规划的基�
础上进行培训。他们以风险为导向确定�
重要目标人群与内容重点，并有组织地�
规范有关活动数量、举办频率和能力需求
的问题。（新）管理人员、初级管理人
员、新员工和培训生将通过固定的培训模
式接受培训。此外，还将针对特定主题和
特定目标群体开展重点培训。

例如，自 2019 年重新启动保时捷初级管
理人员培训计划以来，已提供各种形式的
合规培训，通过课堂和在线模块讲解一系
列问题。参与者还可以通过在线课程了解
公司的合规文化、管理和规则，包括行为
准则。作为通过企业版Sk yp e通信软件
（Skype for Business）� 演示的一部分，参
与者可以参与实时的多选问答。演讲者还
可以利用投票结果提供定性反馈，并在最
后回答任何未解答的问题。所有合规问题
（包括反腐败措施、洗钱预防和反垄断法）
都由合规主题专员在课堂上讲解。培训形
式包括讲座与案例研究，以及小组工作环
境下的实际案例解决方案，例如借助棋盘
游戏。

在保时捷“热身”（Warm-up）入职项目期
间，新员工将借此熟悉公司的合规文化，
这是每月例行的入门培训课程。这项活动
的精髓是采用了“世界咖啡馆” (World Café)
的讨论形式。在这里，新员工借助既定问
题深入研究行为准则和预防腐败的基本
规定，并在大型讨论会上展示解决方案。
此外，合规形象视频展示以及有关对员工
最重要的要求和期望的介绍对保时捷合规
主题计划予以完善。

保时捷的所有合规培训都具有约束力。年
内还将监督合规培训专员的培训进度，最
终培训状态还将报告给合规委员会、董事
会和监督理事会。自 2018 年起，人事部
门将员工的合规培训记录一同记入培训历
史档案中。

保时捷员工可访问内特网，了解有关合规
主题官员提供的培训课程更多的信息。除
了重要的集团和公司知道方针外，内特网
还提供联络人信息、集团外部的信息渠道
以及大量交流媒体如合规电影、宣传单、
手卡和检查列表。

行为准则于2019年更新，反映了集团合
规管理指南的要求。准则规定了员工合规
责任的所有方面。

-  作为社会成员:� 人权、平等机会和同等
待遇；产品合格和产品安全；环境保
护；捐赠、赞助和慈善；交流和市场；
政治利益代表；

-  作为业务伙伴:� 利益冲突；礼物、招待
和邀请；禁止腐败；与公职人员和政治
职务人员打交道；禁止洗钱和资助恐怖
主义；会计和财务报告；税务和关税；
公平和自由竞争；采购；出口管理；禁
止内幕交易；

-  在工作中：职业安全和医疗保健；数据
保护；信息、知识和知识产权的安全和
保护；信息技术安全；处理公司资产。

此外，对于存疑的问题，参与者还可在决�
策时进行自我测试。保时捷的行为准则实
施方式包括在互联网和内联网上发布，
在培训和信息活动中展示，并在相关的数
字学习模块中加以说明，以及在入职第一
天的迎新活动中向所有新员工分发宣传
手册。

诚信
诚信是指按照道德原则，负责任的、坚忍
不拔的、且符合个人信念地行事。作为保
时捷战略指导方针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
我们高度重视合作范围内的诚信。在零售
业中，诚信经营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
保时捷服务标准(Porsche Service Stand-
ards)中，诚信被列为最重要的一条价值标
准。这种高度的廉洁意识体现在领导层及
其带领的团队中实行。本报告年度内，他
们还向董事会进行报告。

为了能提高员工对诚信问题的敏感度，公
司启用了内部沟通措施，且这套措施需要
定期改进。在保时捷员工年度问卷调查
中，公司内部的行为诚信也被列为一个主
题，称为情绪晴雨表。如发现任何明显的
问题，将查明原因，人力资源和负责主管
则会考虑采取�相关优化措施。

企业共同决议制

 GRI 102-41 
企业共同决议制是保时捷企业文化一大支
柱。即使是在关键问题上，保时捷依然坚
持持续的对话，以及所有各级组织开放的
直接沟通。在一切涉及员工和企业的议题
上，雇主和工会都会进行持续的交流。保
时捷提供多种途径，让员工能够开诚布公
或者通过特殊渠道以保密的方式，向委员
会和决策机构提出建议、问题或投诉。

企业共同决议制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在数字
化时代尤为突显。保时捷员工代表已被纳
入设计流程的早期，以确保对与公司共同
决定至关重要的领域进行最佳合法的覆
盖，例如引入能够监测员工行为或绩效的
IT系统，与电子通信媒体有关的数据保护
措施和条例。员工代表和公司本身之间的
密切合作对于为新的数字工作环境确定公
司解决方案的过程也是至关重要的。内部
媒体让员工了解当前问题的最新情况，特
别是从员工及其当选代表的角度。此外，
保时捷工会是一个综合信息和公开讨论的
平台，其工作会议在德国的各个保时捷工
作地点举行。让所有员工及其选出的代表
及时、全面地了解企业流程和企业机构的
重大变动，是企业的一贯作风。这自然在
遵守国家法规、集体劳资合同和企业协议
的前提下展开。除了举办上述活动，保时
捷还通过多种方式维系这一企业常规——
例如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监管会、工会委
员会或内联网中的企业协议数据库。

所有公司员工都受集体工资协议和工作协
议的保护。在保时捷，薪酬框架协议用于
确保公平公正的薪酬。就未来劳动力市场
达成的另一个系列协议结合了各种工作时
间规定，如弹性工作时间、自愿休假和育
婴假。作为西南金属电气雇主协会的成员
公司，保时捷还积极参与金属和电气行业
与 IG 金属工会之间的社会伙伴关系。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标准的规定，本报
告中的“企业共同决议制”主题被归在
GRI 402：劳资关系以及GRI 407：结社自
由与集体谈判中。

健康保护与工作安全 
充满干劲、勤奋高效的员工是保时捷最重
要的资源。为了在今天和未来能够开发、
生产和销售高端车辆，保时捷健康管理同
样做出决定性的牺牲。除了为不同地点的
雇员提供职业保健外，在某些领域还提出
了新的促进职业健康的倡议。例如，保时
捷员工可接受全面的健康体检与咨询，并
就任何健康问题获得预防性医疗建议。这
项自愿体检由具有资质的医生在工作时间
进行。此外，保时捷健康管理系统还提供
有关合理饮食、放松技巧和有效自我管理
等课程，员工能够在工作岗位附近获得单
独理疗建议。

职业安全是保时捷及其员工的头等大
事。一套衔接紧密的工作和健康保护系�
统，是确保一致工作流程和法规顺利实
施的关键。其目的在于尽可能避免工作
事故和职业病。

工作安全与健康保护的核心流程已经实现
标准化，并通过受“集团工作安全指导方
针”约束。该方针是保时捷合规管理体系
的组成要素，对每位员工都具有约束力。
管理者应确保属下员工了解和遵守此方针的
规定。职业安全和工作方面的专家以顾问身
份向所有员工提供医疗咨询。根据《职业安
全法》的规定，依法被选定的代表将代表所
有工作人员参加职业安全委员会。

安全专家设计工作站、设备和设施，重点
是预防和安全。为了确保施工和装配现场
所有项目合作伙伴达到最佳安全水平，工
作安全小组中还在法定要求的范围外吸纳
了专门的施工现场专家。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标准的规定，本报
告中的“健康保护和工作安全”主题提被归
在 GRI 403：职业健康和安全中。其测量
和汇报参考了以下参数：事故数、停工日
数、死亡数和工伤率。目前本调查仅限于
保时捷股份公司和保时捷莱比锡股份有限
公司，计划在未来将调查范围拓展至整个
保时捷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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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年度中，大众汽车集团明确了高风
险原材料类目，并在多个项目过程中相继
对这些原材料进行了分析。保时捷正与选
定的供应商密切合作，对其中两种高风险
原材料进行分析。通过这种方式，整个供
应链的检查可一直追溯到原材料的来源。
还确定了所有相关的中间供应商，以便及
早发现人权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此
外，集团内部正在不断开发新的方法，以
确保负责的原材料采购。

保时捷深知其供应链责任，拒绝童工、
强迫劳动和强制劳动以及一切形式的现
代奴役和人口贩运。公开透明的原产地证
书和具有合同约束力的可持续性要求是确
保公平竞争及防止原材料相关开采的重要
步骤。

作为大众汽车集团的一部分，保时捷积极
参与有关德国联邦政府关于商业与人权国
家行动计划的行业对话。这些会谈旨在维
护整个供应链中人性化的工作条件。保时
捷还通过大众汽车集团加入了世界经济论
坛的全球电池联盟。全球电池联盟以整个
电池供应链上的公私合作伙伴为特色，致
力于确保整个电池原材料价值链中的社会
和生态可持续性。在对供应商的可持续性
要求的范围内，保时捷还要求其电池供应
商只能使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电池。在本报
告所述年度中，保时捷从这一举措中获得
了许多创新，包括确定材料来源的技术方
法。这帮助公司启动了首个以采用区块链
技术为特色的试点项目。保时捷利用这一
数字技术在其供应链中实现全面的可追溯
性，例如皮革座舱零件。试验员专门研究
天然产品的来源和加工过程，并在保时捷
鞍具上对其进行进一步加工，接着转变为
单独配置的内部配件。这些措施旨在实现
价值链中的完全透明。

2017年起，通过大众汽车集团为供应商
管理可持续性发展制定新的方针来确定内
部流程和职责分工。保时捷在报告年度中
通过采用其品牌特定的可持续发展指导方
针来应用相应的要求，从而促进了可持续
发展要求在其自身供应链中的实施。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标准的规定，保时
捷“供应链责任”主题包含以下内容信
息：GRI 204：采购实践，GRI 308/414：�

“ 供 应 商 环 境 评 估 / 社 会 评 估 ” ，�
GRI 408/409：童工/强迫或强制劳动和 
GRI 412：对人权遵守情况的评估。

负责任的供应链基于合作时的互相信任、
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对大众集团可持续性
发展规定的严格遵守。�根据供应商关系中
的可持续性计划和更新后的的行为准则，
每一名成员都有义务遵照《国际商会章
程》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长
期可持续发展的准则践行环境、社会和人
权高标准。

国际劳工组织（ILO）所规定的相关核心
劳动定额构成了可持续性发展要求的基
础。保时捷期望所有供应商将遵循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指定的指导方
针，并且有义务认真对冲突和高风险地区
的矿产执行责任性的供应链输送。保时捷
积极投身于集团倡议的责任采矿组织中。
可持续性发展要求已写入供应合同中，若
供应商不能满足要求，保时捷将对其进行
审核、提出建议，最严重的情况下将解除
商业合约。

在与新供应商建立业务关系之前，保时
捷需要对其进行一套完整的调查。自 
2019 年 7 月引入可持续性评级（S 评级）
之后，可持续性现已成为所有生产材料供
应商和一般采购范围内的约束性奖励标
准。这意味着在授予过程中，可持续性与
评判成本、质量、技术专长和物流的水平
同等重要。保时捷还对其社会事务，环境
和合规领域中的风险进行审核，其中包括
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

供应商必须首先进行自主可持续性发展评
审，并采用在汽车行业已建立的标准化调
查表。如果评审结果不令人满意，则会进
行现场检查。第二步由独立的可持续性审
核员执行。如果审核员继续反馈有问题的
结果，这会导致对供应商的负面评价。保
时捷与供应商一起制定纠正措施计划，以
确保迅速消除已确定的风险，对有关措施
的落实情况实行集中监控。授予过程中，
在确保符合可持续性要求之前，保时捷将
不会考虑有问题的相关供应商。在本报告
所述年度内，保时捷采购部门的 432 名员
工接受了有关 S 评级的指导，这是强制性
培训模块的一部分，旨在加强运营采购流
程中的可持续性标准。

诚信话题是人员发展计划的关键组成部
分，这一话题在 2019 年得到了进一步扩
展。还在公司部门中建立了与保时捷价值
观和文化有关的对话活动，以提高员工对
诚信问题的敏感度。此外，在必须亲自到
场的活动中还向所有负责纪律的管理层指
明，他们有责任向手下的员工们详细讲解
诚信这一主题，要起到相应的模范带头作
用，并为每位员工营造出一个可以畅所欲
言的环境。

在报告年度内，公司几乎所有领域的诚信
管理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比如，在招聘
过程中，候选人面试时会提到诚信的各个
方面。新员工也在介绍性课程中被反复强
调要重视诚信问题。最重要的是，公司还
着手建立一个多重性网络以促进现有诚信
计划的交流，从而帮助确定交流和协同合
作的机会。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标准的规定，本报
告中提供的关于“合规和诚信”主题的信息被
归在 GRI 205：“反腐败”、GRI 206：“反竞争
行为”、GRI 307：“环境合规”和 GRI 419：�

“社会经济合规”的报告要求。

供应链责任 
由于显著的经济成果、更加多样化的产品
线以及多种新技术的使用，企业供应链的
地位变得越发重要。由于交付数量的增加
而导致的交付量增加或负责任的新组件采
购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两个例子。除了在内
部充分利用所有可能性，保时捷还与其供
应商和次级供应商一起全力以赴，尽可能
确保供应链具有最大程度的可持续性和附
加值。

随着公司的合并，保时捷股份公司的采购
领域也并入大众集团，隶属集团采购机
构，现有的结构和流程也相应地进行了调
整。这意味着保时捷的采购决策将与大众
集团进行全方位协调和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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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物流部门已经使用了三辆天然气卡
车，一辆混合动力卡车和两辆电动卡车。
莱比锡工厂还开设了一个新的小型零件仓
库，该仓库采用了创新的穿梭技术，与传
统设施相比，能源消耗减少了  5 0％。�
2019 年，保时捷在车辆运输领域也采取
了进一步的环保措施。创新过程还包括，
通过新开发的长卡车，将完整的跑车从祖
文豪森工厂运走，该卡车具有更大的容量，
每年可节省2,000多次运输。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标准的规定，保时
捷“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主题包含以下
信息：GRI 303：水，GRI 305：排放物； 
GRI 306：污水和废物。该数据是根据用
水量，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污水
和废物排放量来衡量的。

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

保时捷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着重以保
护和维护土地景观为基本目标——支持人
口稠密和稀少地区的自然及人文景观，从
而使生物多样性、实际有效的生态系统，
以及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多样性、特征、美
丽和娱乐价值得到长期的保障。

原则上，环境和能源管理部门负责处理企
业内外各利益相关方在“环境和能源”方面
的问题或建议，目标在于实现公开透明的
利益相关方沟通。集中管理环境和建筑管
理领域投诉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时捷
附近的居民可以向中央联系人寻求帮助，
解决投诉或提出建议。收到的所有问题均
会被单独处理。该系统促使保时捷能够尽
快做出反应，并能够在完善企业分部的长
期规划中采纳这些建议。

除官方认证外，保时捷还在公司内部进行
年度系统和流程审核(合规审核)，以确保
遵循环境和能源法律的规定。它的标志是
采用极高的标准以及外部环境和能源审核
人员的介入。通过分公司收支平衡方法也
可以展示出对环境的影响:通过数据和特
性系数对重要的环境方面以高、中、低相
关性三个等级进行评价。保时捷从中推导
出必要的措施，从而尽可能减少或完全消
除对环境的危害。“环境与能源”工作组
将定期对设定的目标进行评估，并进行相
应部署。此委员会将跨越保时捷的各个部
门予以实施。

考虑到生产规模的扩大、员工数量的不断
增长以及工厂进行的综合建筑工程，保时
捷目前的能源消耗量高于往年。然而，通
过改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公司已成功减少
了每台汽车的现场二氧化碳排放量。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标准的规定，保时
捷“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和排放”主题包含以
下信息：GRI 302：能源和 GRI 305：排放。
其测量和汇报参考了以下参数：直接和间
接能耗值以及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

保时捷努力实现环境表现的平衡。对于
这一点，重要的是通过循环系统尽可能
节约用水、对水进行回收利用以及谨慎
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避免废弃
物的产生、低废技术和可持续性的废弃
物管理方案是保时捷废弃物管理理念的
核心。在这一领域内，“环保”生产设备规
范不仅是一项内部方针，而且适用于供
应商。

在物流方面，作为环境友好型物流战略
的一部分，2019 年保时捷进一步推进了
可持续规划和控制。战略方针的特点是全
面优化。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
影响并确保物流过程尽可能的可持续，
在报告年度内公司确定、评估和实施了
进一步的措施和潜在的改进措施。

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和排放物

在各个分部、各个层级贯彻环保节能的运 
营模式是保时捷日常运营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整个企业范围内贯彻的环境和能源�
管理模式将沿增值链的整个工作流程对生�
态效应和违规行为进行持续监控。内部条�
例和战略规范是环境和能源管理的指导框�
架。保时捷的内部企业方针定义了保时捷�
的标准化措施和企业责任。企业方针在�
对所有环境和能源法律规范进行系统调�
查、贯彻和审核方面为集团下属企业提�
供支持。保时捷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建立
零污染工厂，保证其生产不会对环境造成
任何负面影响。

能源和环境管理涉及污染影响控制（空
气/噪音污染）、土壤保护、废弃物、有
害物质及垃圾的处理和应急预案、水资源
保护和自然保护以及能源节约等方面。在
环境和能源管理部门的支持下，生产和物
流管理层人员制定并系统化实施了必要的
措施，根本目的是使每位保时捷员工都了
解其本职工作对环境的影响。要求每位员
工必须遵守企业与社会方针政策，减少或
尽可能避免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在“保时捷� 2025+� 战略”框架中，生产
可持续性行动领域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
三种方案。此外，“环保节能战略”和公司
独创的“环保政策”同样是战略规范的组成
部分。保时捷遵循国际环境和能源管理 
ISO 14001 和 ISO 50001 标准，并在保时
捷内部目标和流程的制定中以此为导向。
在祖文豪森工厂，公司还遵守环境管理与
审核方案（EMAS）的标准，这是一个遵
循欧盟环境管理和企业环境审核共同体
系。保时捷祖文豪森工厂已连续二十多年
通过EMAS认证，自2011年起，公司就已
达到ISO 50001标准。同时，保时捷莱比
锡股份有限公司、魏斯萨赫研发中心�
（包括其外部分部）、萨森海姆中央零配
件仓库和保时捷工具制造有限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均已通过认证，符合本标准和
ISO 14001规范的环境管理系统。

可持续性材料 
可持续性材料和对环境影响的考虑是面向
未来的现代汽车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这也
反映在公司战略中。

耐用的跑车、优质的加工、低磨损材料的
使用是保时捷原则的一部分。保时捷正在
越来越多地考虑一台汽车在整个产品周期
之外对于环境的影响——从原材料的获取
到生产，到使用，再到回收。

驾驶电动汽车虽然有助于环保，并可改善
大城市的空气质量，但生产过程中的原料
使用和制造流程——比如牵引蓄电池的生
产——所带来的环境负担却会增加。因为
保时捷与其供应商一起不断致力于改进电
池生产，以进一步降低资源耗费提高能源
和功率密度。用于对牵引电池执行必要维
修工作的模块级维修概念也可以帮助节省
资源。保时捷与大众汽车集团及其合作伙
伴通力合作，改善了现有的回收程序，并
确保将来有更多的原材料可以循环使用。
同时，保时捷正在开展一个试点项目，将
废旧的牵引电池重新用作蓄电池，赋予
其“二次生命”。由此便可为未来的资源保
护和可持续性做出重大贡献。

为了生产尽可能最环保的产品，相关的环
境因素在预开发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例
如，在对内部装饰和承重部件的可再生原
材料在预开发阶段便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
并在项目授予时提早予以考量。在某些保
时捷 Taycan 组件中，可再生原材料已经用
作内部承重组件的标准配置，这也进一步
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及其自身重量。

除了不断开发技术解决方案和寻找替代材
料外，保时捷还在加紧努力，使其员工和
供应商对可持续性的各个方面保持敏感。
整个价值链促进了替代方案的开发，以解
决生产过程和材料与生态化或社会化的不
相容。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标准的规定，本报
告中的“可持续性材料”主题被归在 GRI 301：
材料中。

环境零影响

在整个价值链中，保时捷致力于不断减少

所有产品和公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作为

大众汽车集团的一部分，保时捷还致力于

实现《巴黎协定》中的 2 摄氏度目标。保

时捷不仅考虑到汽车使用过程中直接产生

的排放，还考虑到每台汽车从材料采购到

回收的整个生命周期产生的排放。其目的

是在汽车停止使用后，关闭物料循环，并

将用过的原材料返回生产过程。对于将来

的生产，保时捷始终追求零污染工厂的愿

景，这意味着公司的生产过程必须尽可

能消除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相关措施包

括不断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结束循环和

创建未来技术。

“环境零影响” 这一行动领域反映了公

司在 2019 年实质性分析中确定的以下

主题方法：可持续材料、生产过程中的

能源和排放、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

保护以及生物多样性。



员工、社会、体育、沟通
员工
社会
体育
沟通

在保时捷，我们相互尊重，但是
我们的团结不仅限于工厂内：对
我们而言，经济成功与社会责任
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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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保时捷集团
保时捷坚持以人为本，
因此即使在汽车行业
发生着巨大变革和数字
化 日 益 发 展 的 当 今 时
代，我们仍然坚持现有
的人才战略。

员工

保时捷坚持以人为本，因此即使在汽车行
业发生着巨大变革和数字化日益发展的当
今时代，我们仍然坚持现有的人才战略。

截至报告日，即 2019 年 12 月 31�日，共
有 35,429 名员工效力于保时捷，同比增
加了 9.6%。其中，2019� 年 9月刚刚举行
了全球首秀的Taycan，成为促进就业的重
要驱动力。在报告年度中，保时捷以高需
求为推动力，除已公布的 1,500 名新员工
外，还打算在其祖文豪森工厂另行招募 
500 名员工，负责生产该款电动跑车。

企业的迅猛发展为保时捷带来了巨大挑
战，保时捷需依靠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
才能应对这些挑战。因此，与劳资委员
会、其各个委员会和德国金属行业工会的
通力合作也是企业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
企业协议与集体劳资合同共同构成保时捷
持续性成功的稳固基石，企业、员工、股
东均可受益于此。

人才战略与创新管理

职场变幻莫测，并且，在未来几年内，职
场的变化速度还会有增无减。鉴于此，人
力资源的作用必须且必将发生根本性的调
整。面对日渐增加的不确定因素，为了能
够扩大品牌影响力并获得成功，人力资源
需要能够应对日益复杂的问题并做出正确
的决策，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为避免被可变因素限制，人力资源必须通
过系统的趋势调查，在早期阶段明确地识
别新的发展方向。数字化等主要趋势是推
动职场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这些趋势正在
创新管理方式和人才战略中逐渐显现，并
进一步推动结构化的变革。

在报告年度中，为满足不断变化的框架条
件，公司调整并对人才战略进行系统性强
化，制定了“人才战略�2025+”计划。在
五个明确定义和以需求为重点的行动基础
上，“人才战略� 2025+”旨在处理战略性
的相关问题。这些战略领域不仅能够解决
与人才相关的焦点问题，还与公司层面的
首要跨领域战略直接相关联。

全新的工作环境

“人才战略�2025+”的一个关键战略目标是
进一步提升保时捷的工作环境，这是跨部
门倡议“新工作环境”背后的动机，它可以
让员工积极参与到未来工作环境的建设过
程中。在此过程中，员工可以根据活动展
开相关工作。

然而，这一倡议远远超出了以需求为基础
的工作环境设计，并最终成为一个整体概
念，用来塑造未来的工作和协作。因此，
让员工为现代工作方法（如敏捷项目）做
好准备，是这一概念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同样重要的还有角色、结构和职责的
适应性调整，以确保其在做出决策和采取
相应行动的过程中享有一定的自由。此外，
日益优化和数字化的工作流程，再加上人
工智能和流程自动化的使用，将为进一步
减少重复工作做出巨大贡献，并为集中处
理未来的相关计划创造了额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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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人事管理流程

数字化人事管理流程是持续优化人员与企
业流程的关键所在。其不仅关乎效率，比
如通过流程的联网、整合与自动化提升效
率，还关乎标准化及合规性。在实现人事
管理流程数字化的过程中，应始终与员工
代表密切协商，并严格遵照数据保护及数
据安全相关的要求规范实施。

在本财年中，覆盖整个企业的“My Porsche 
Cockpit”平台获得进一步扩建，包含了各
种新的数字化流程，比如：以数字化的方
式申请专项员工奖励。目前，保时捷员工
可在移动端访问该平台。

公司继续推进端到端数字化职位发布与安
置流程，涉及从发布人员招聘需求、职位
搜索与申请，到正式任命后的主数据传输
等所有步骤的数字化和整合。此外，保时
捷正着手引入 SAP Success Factors作为集
团范围内的标准人力资源 IT 系统。这种
基于云端的人事信息系统为引入各种不同
的人力资源管理新方案奠定了基础，例
如：更快速地调取人员信息、提高基于数
据的决策透明度以及实施全面的人才管理
计划。从长远看，人力资源分析和包括人
工智能和流程自动化在内的新技术的应用
将有助于显著提高数字时代的人力资源管
理效率。

保时捷创意管理

本财年内，保时捷创意管理部门在全公司
引入了持续的数字化流程，使得所提交的
创意数量几乎是上一年的两倍，而且，越
来越多的员工不仅立足于本职工作，也为
保时捷发展献计献策，做出应有的贡献。
此外，随着处理时间的缩短，创意质量不
断提升。在具有吸引力的框架条件下，通
过更加灵活的规定将新目标群体纳入保时
捷创意管理过程，也为下一财年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新的高级管理层薪酬体系

自�2019�年�1�月�1�日起，保时捷对集团高
级管理层薪酬体系进行了重新设定。此举
与大众汽车集团品牌执行董事会成员和高
级管理层的薪酬体系标准化工作保持一
致，其目的是确保在国内及全球层面，获
得合理的、具有吸引力的薪酬水平。评定
标准包括高层管理人员的个人职责以及公
司的经济状况、业务绩效和未来前景。同
时，薪酬结构的适当调整也是建立在各集
团本身的薪酬结构基础之上的。

新的高级管理层薪酬体系包括固定和可变
部分。公司将定期核定并在必要时调整固
定的基本薪酬。可变薪酬的五分之二为年
度奖金，这部分奖金的考核期限为一年，
另外五分之三则来自长期激励（LTI），即
涵盖未来三年的“绩效共享计划”。其中，
年度奖金根据相关财年的业绩确定，而绩
效共享计划 LTI （与大众汽车集团随后三
年内虚拟优先股绩效挂钩）的未来评估期
可能会持续多年。

保时捷提供通勤自行车，改善员工健康

水平

保时捷为员工提供优质通勤自行车，以此
改善员工的健康水平，保护环境，扩展公
司出行选择，提升企业的吸引力。自 
2019 年 4 月起，员工可使用公司的通勤
自行车，费用可以直接从总工资中扣除，
享受税收减免和优惠条款。符合条件的
员工可通过保时捷通勤自行车计划最多
获得两辆（电动）自行车，用途不受任
何限制。�

人力资源合规组织

保时捷在本报告年度设立了新的人力资源
合规部门，任务是确保战略性和运营性人
力资源工作持续合规，并提供相应的指
导。人力资源合规部门负责系统改善保时
捷人事管理工具、措施和流程的合规性和
完整性，还负责为人力资源部门，尤其是
运营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提供建议和
信息，并开展相关培训和资质认证。

广泛推广知识提升活动 “Fit for digit @ l”
数字化转型对员工队伍提出了显著变化的
全新要求。因此，重要的是要促进并鼓励
所有员工积极参与转型，激励员工协助实
施变革。公司2017 年推出的“Fit for digit @ l” 
知识提升活动，2019年的重点在于两大
关键领域。首先， Mission D、创新管理和 

“保时捷 2025+ 战略” 行动领域内的大量活
动展示了许多保时捷数字化实例，内容范
围不断扩大。通过短视频、数字学习模块
和简短演示文稿介绍有关增值和用例的特
定方面，协助展示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其
次，在翻转课堂教学形式中引入新的数字
化面对面培训课程。尽管此类资源主要供
生产部门的员工使用，特别是作为 Taycan 
相关培训活动的一部分使用，但在 2019 
年保时捷管理大会上，管理人员参加了互
动标杆挑战赛，来衡量其所具备的数字化
知识水平。即使在公司外部，此类广泛的
活动也受到好评，公司为此获得变革管理
类别人力资源卓越奖提名，这进一步证明
保时捷此项倡议的创新性和有效性。

保时捷学习平台、媒体实验室和学习社区

数字化学习核心资源包括 2017 年底推出
的保时捷学习平台以及在本报告年度开放
的媒体实验室。人力资源开发部门以及来
自各部门和子公司的代表正在不断扩大平
台的适用范围。当前拥有 30,000 多名活跃
用户信息，说明了保时捷集团员工积极利
用平台自觉学习，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

该学习平台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范围广泛
的资格认证项目。例如：年初推出的数字
学习模块“高压指令� - 车辆技术基础”适用
于保时捷集团及其德国子公司的所有员
工。这个项目由各部门与人力资源开发部
门联合实施，荣获 ComeniusEduMedia 奖。

保时捷学习平台目前拥有 400 多小时的虚
拟学习资源，与 2018 年相比增长了三倍，
包括数字学习模块、学习视频和网络研讨
会。在2019年，即使是传统的非数字化培
训资源也增长了 30％�以上，而面向未来主
题的资格培训则增长了 45％ 以上。

“Lernen @Porsche-Community”小组已发展
成为成员超过 400 人的成熟讨论平台。定
期举行的小组会议重点关注促进可持续学
习的趋势和案例研究、保时捷学习平台的
新功能以及专家关于不同部门各种资格培
训项目的见解。这种有关最佳实践的部门
间公开化交流活动已产生广泛的协同效
应，为后续的资格认证计划提供支持。

FIT FOR DIGIT@L：参加互动标杆挑战赛的保时捷管理人员

除建立全球性人力资源合规报告和相应的
有效性监控机制外，人力资源合规部门还
承担人事协调员的职责，并充当人力资源
和社会事务检举系统的对接窗口。作为部
门数据保护协调员，人力资源合规部门还
可确保在人力资源流程和管理工具方面更
好地实施和宣传员工数据保护政策。

在大众汽车集团诚信与合规性倡议��
“Together4Integrity @Porsche”的范围内，
人力资源合规部门还要分担一部分职责，
在 2025 年底之前，协助保时捷集团全球
各地的分公司实施针对各个人力资源流程
的特定措施。

移动办公

保时捷于 2019 年引入了移动办公：这种
工作模式可以提供比居家办公更多的选择，
员工可以灵活安排自己的工作地点和时
间，使员工和公司都获益。这种办公模式
旨在最大限度地平衡工作与个人生活方式
之间的矛盾，在具备移动办公条件的地区
已广受欢迎。 数 字 化 转 型 对 员 工 队

伍 提 出 了 显 著 变 化 的
全 新 要 求 。 因 此 ， 重
要的是要促进并鼓励
所有员工积极参与转
型，并激励他们协助
实施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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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吸引力与年轻人才培养 

保时捷的长期定位是成为并保持有吸引力
的雇主，这是其成功开展人力资源工作的
基础。为此，公司支持众多年轻人才培养
举措，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关系。保时捷的
努力得到了回报：2019 年，在相关雇主
排名中，保时捷再次成为学生最向往的雇
主。在 Universum 学生调查中，保时捷被
评为 2019 年汽车行业最具吸引力的公司，
对工程师而言，也是最具吸引力的雇主。
在基于员工评分的 Glassdoor 雇主排名中，
保时捷首次荣登“领先雇主”榜首。应聘人
数的持续增加也进一步佐证了保时捷集团
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 2019 年，保时捷
集团共收到 190,000 多份申请。

为培养年轻的专业人才，保时捷与相关高
校和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包括由德国
工程师协会赞助的国际性设计竞赛“德国大
学生方程式（Formula Student Germany）”。

目前，保时捷进一步推进与知名高校在数
字化领域的合作。今年，保时捷成为卡尔
斯鲁厄技术学院（KIT）商业信息技术研
究课程的合作伙伴。新建合作伙伴网络旨
在确保学习环境下理论与实践的紧密互
动，并且 KIT 商业信息技术专业的学生可
获得一些独到见解，了解有关保时捷商业
信息技术专家的典型任务和活动领域。

保时捷还通过一系列共享项目加强与柏林
CODE 大学的合作。在其中一个合作项目
中，CODE 大学的学生正在解决与“运用特
定位置数据进行机器学习”话题相关的问
题。作为大学校园活动的一部分，该项目
增进了学生与保时捷专家之间的联系。

合作项目还包括针对亚琛工业大学信息技
术专业学生的奖学金项目，该项目每年资
助 15 名信息技术、媒体信息学、软件系
统工程和数据科学专业的学生。保时捷信
息技术奖学金通过亚琛工业大学(RWTH)
教育基金授予获得资格的学生，并且除资
金支持外，奖学金项目还包含一个特殊的
框架计划。

除专业活动外，教育基金的一般性支持计
划（如社交活动和进修培训）也已提上议
事日程。同时，该基金也在精心维护并不
断扩大国际大学联系人网络：包括与罗马
尼亚克鲁日 Babes-Bolyai 大学信息技术学
院主席的合作。

这项针对年轻人才的支持项目甚至在大学
入学之前就开始提供。在过去的 19 年中，
每年都有来自巴登-符腾堡州的最优秀高
中毕业生获得数学和物理/技术专业的�
Ferry Porsche奖学金。2019 年，这项令人
梦寐以求的奖项颁发给了 220 位优秀年轻
人，其中 6 人还获得了一年奖学金。获奖
者最终在魏斯阿赫研发中心的年度颁奖典
礼上通过抽签确定。

正如保时捷雇主品牌宣传活动所展现的那
样，独一无二的产品背后是一个平易近人
的雇主，他们重视同事关系以及工作与生
活之间的平衡。员工的清晰的黑白照片不
仅描绘了真实的工作环境，同时还向外界
传达了保时捷企业文化的关键信息（如实
用性、合作性和创新性）。2019 年，该
项活动不仅在潮流奖（Trendence Awards）
评选活动中荣获观众评选的“最佳文化契
合活动（Best Cultural Fit Campaign）”奖，
而且还获得国际汽车大奖赛最佳影片大奖
和 AutoVision 类别“内部沟通和人力资源” 
OttoCar� 奖。此外，还获得德国艺术指导
俱乐部颁发的三项大奖。

保时捷企业文化

员工人数的大幅增长与数字化变革使团队
合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司继续扩
大实施 2017 年发起的全力以赴增强保时
捷企业文化的倡议。因此，在报告年度内，
保时捷准则深深植入相关的人力资源流程，
例如：招聘、人力资源开发和目标协议。
其关键是第一波领导力实验室热潮，包括
工长及执行董事会成员在内的 1,500 名经
理参加了为期 一天半的研讨会，目的是基
于保时捷准则就领导力问题达成共识。第
二波将针对个人领导行为，目前已进入规
划阶段。

为使整个员工队伍能够促进领导力和文化
的发展，公司各个部门都开展了有关文化
和价值观的团队讨论。因此，整个员工队
伍被划分成不同的团队，使员工能够批判
性地评估其所在团队的文化举措，并确定
团队内部需要加强的文化价值观。

长期以来，电动出行以及新的汽车技术一
直是职业培训的重要内容，为培训对象提
供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让他们为电动化
时代做好准备。

作为数字化进程和新学习方法开发过程
的一部分，公司与威廉 ·迈巴赫职业学校 

（Wilhelm-Maybach-Schule） 建立合作关
系。在合作初期试运行阶段，为参加汽车
机械师培训的一年级学生配备了保时捷平
板电脑。学校教学和培训中心知识传授形
式均按照各种数字学习方法进行了适应性
调整。

在祖文豪森工厂，公司目前针对 10 个技
术和创新领域提供 150 个培训名额，并与
巴登 - 符腾堡双元制应用技术大学

（DHBW）合作开设 8 门专业课程。

2019 年有 106 名年轻人开始接受技术培
训，包括专供轿车技术的汽车机电一体化
工人、专供系统和高压技术的汽车机电一
体化工人、仓储物流专家、汽车车身和汽
车制造机械工人、汽车油漆工、汽车内饰
工、汽车制造工业机械工人以及工业工程
电子技术人员。双元制培训名额仍保持 
34 个。随着汽车制造和电动汽车所有相
关领域内数字化趋势的发展，目前大约 
70％ 的名额针对与信息技术和电气工程紧
密联系的学习课程。除了当前对信息技术
和汽车信息技术的关注外，还扩展了与信
息技术相关的学习课程组合，包括移动信
息学和信息技术安全性方面。2019 年，9
名行业销售人员也开始接受培训。在商业
领域，培训生已为新的工作环境做好充分
准备，并从第一天开始就学习有关数字化
应用的知识。

作为以未来为导向的职业培训的一部分，
保时捷承诺，职业培训与双元制课程中所
有顺利完成培训的培训生都可以与保时捷
签订无限期的工作合约。因此，2019年共
有 190 名培训生和 DHBW 学生在顺利结业
后与保时捷签订了无限期工作合约。

通过雇主品牌推广活动，保时捷正在展示其踏实的、平易近人的雇主品牌形象

旨在达成领导力共识的领导力实验室

培训 
以需求和未来为导向的培训、持续不断的
资格进修以及公司内部发展机会同样构成
了保时捷人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时
捷职业培训一直是人事政策的根基。公司
会根据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对学习内容和
培训名额不断进行具有前瞻性的调整。

在报告年度，保时捷 Taycan 成为公司首款
投入量产纯电动跑车。这标志着新时代的
来临，也意味着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
新的时代，特别是 Taycan 生产人员。为
此，作为首款纯电动保时捷跑车资格认证
计划的一部分，职业培训小组举办了为期
四天的 Taycan 培训课程。资格认证中心包
括两个轻量化结构大厅，占地超过 2,500 
平方米，为期四天的面对面培训课程内容
涵盖 Taycan 及公司电动化战略相关的知
识。这种互动式研讨会有助于参与者了解
保时捷进入电动汽车领域的过程，也有助
于了解公司的发展历程。培训期间，参与
者对可持续性、充电基础设施和充电服务
等相关主题进行深入的开放式讨论。参与
者还可详细了解 Taycan 的所有技术特性和
功能。培训的目标是在参与者与课程内容
之间建立真实的情感联系。自报告年度 2 
月开始培训以来，已有约 2,210 名员工通
过认证，其中包括  1 , 3 5 5  名一线工
人，528 名培训对象以及 327 名感兴趣的
其他员工。鉴于整个公司的需求量很大，
自 2019 年 6 月以来，我们还提供了为期
两天的短期课程。

本报告年度的另一个重点是确定在祖文豪
森工厂参与生产 Taycan 纯电动跑车的人
选。公司主要通过社交媒体与申请人沟通，
社交媒体进一步拓展了人才市场的范畴。
在广受年轻目标人群欢迎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员工发表有关工作生活的见
解并获得广泛关注。保时捷通过与具有影
响力的车迷  Je a n  P i e r re  K r a e m e r（ “J P  
Performance”）开展合作，在 Instagram 上
的关注人数也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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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公司还积极推动职业培训的国
际化进程。这是一个为那些接受职业培训
的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才提供进一步资格认
证的重要手段，并使他们能够为将来的工
作市场做好充分准备。这些海外项目促进
了跨文化交流，有助于人格的发展，增强
了参与者的就业灵活性和流动性。

2019 年，共有� 21 名技术培训生、16 名
商业培训生和 29 名双元制学生在海外积
累了工作经验。这些海外项目短则两周，
最长可达四个月。保时捷和宾利之间轮流
举行五项技术职业培训，此外，英国保时
捷中心和纳多 （Nardò） 技术中心也开展
国际培训。同时，保时捷集团培训中心会
接收一名来自保时捷澳大利亚子公司的培
训生，让其深入了解德国的培训体系。此
外，还有 21 名双元 制学生在布加迪、宾
利和兰博基尼参加海外学习项目。保时
捷还扩大与大众斯洛伐克公司的合作，
并且两个品牌开展了首次交流项目：根
据试点项目，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双元
制学生有机会在祖文豪森工厂完成实践
阶段的学习。

2019 年，女性培训生仍保持较高的比例，
达到 29％。在双元制学业中，女性学生
的比例甚至达到了 44％。为了能在未来
几年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女性前来申请培
训名额，2019 年再次在培训中心举办
了“女生节”活动。

另外一个重要活动是邀请具有影响力的人
物 Jean Pierre Kraemer （JP Performance）在
培训中心拍摄了一系列视频。视频已于 
4 月初上传到  YouTube，至今播放次数
已超过  100 万，进一步提升了保时捷
职业培训的吸引力。我们在  Inst agram 

（@porschecareers）上开设了人力资源
营销频道，订阅者数量与日俱增 ,今年的
招聘活动收到大量申请，这些数据均反
映出职业培训的积极影响。

7  月份，保时捷在其培训中心举行了�
“InfoNight”活动，旨在鼓励年轻人积极接
受培训或双元制学习课程。此项活动也标
志着 2020 年培训和学习名额申请的正式
启动。参与者有机会体验保时捷特有的培
训，有关培训和双元制学习课程方面的所
有问题都会一一得到解答。为严重残障候
选人提供的职业培训堪称典范。目前，有�
22� 名残疾人正在保时捷接受培训或双元

制学习课程。如因身体限制而无法在公司
接受培训，则会采用合作培训模式：根据
其个人需求，年轻人在职业培训中心完成
理论培训。对于实践部分，会尽可能把他
们安排到适合其自身条件的各个部门。与
此同时，公司还与各种职业培训中心合
作，单独为残疾青年提供实习机会。职业
培训代表及各部门员工提供相关反馈，同
时还提供有关培训后工作方面的详细信
息。在今年的培训项目中，参与者通过专
业演示文稿，首次获得有关提交完美申请
的指导，并且四个亲手实践咨询台还提供
有关申请过程的完整详细信息以及宝贵的
参考意见。

由于许多申请人无法按照一般选拔标准获
得培训机会，保时捷利用“Year of Support”
资格审查程序选拔人才。2019 年，共有 
18 位年轻人完成了 Year of Support，其中 
14 位有资格获得保时捷提供的后续培训。
保时捷还成功继续开展难民融合年活动。
共有 11 名难民青年参加了项目，其中几
乎所有参与者都通过与手工业者合作，成
功融入培训和就业市场，或进入了中等
学校。

为严重残障候选人提供的职业培训堪称典
范。目前，有 22 名残疾人正在保时捷接
受培训或双元制学习课程。如因身体限制
而无法在公司接受培训，则会采用合作培
训模式：根据其个人需求，年轻人在职业
培训中心完成理论培训。对于实践部分，

在过去两年中，保时捷始终是“青少年创
造” （Jugend gründet）中学生竞赛的主要
赞助商。这项竞赛活动旨在让学校学生和
培训生培养企业式思维和行为的敏锐直
觉，以便他们日后成为企业家或内部创业
家后应用。全国总决赛自 2018 年起一直
在祖文豪森的保时捷培训中心举行。保时
捷还成功推出了特别“数字未来”（Digital 
Future）奖：保时捷内部评审团将冠军授
予六名女学生团队“InteCreate”提出的“盲人
游戏”商业概念。这是一款流行视频游戏
插件，得益于一系列独特且易于区分的协
调音频信号，视障人士能够与他人一起玩
游戏。

2019 年，公司依旧重视 MINT （数学、信
息技术、自然科学和技术）专业方面的职
业导向和推广。位于莱比锡的保时捷学生
培训基地与德国工程师协会（VDI）GaraGe 
合作，为学徒提供体验技术的机会并激励
他们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在莱比锡工厂，
保时捷每年从 VDI GaraGe 课程参与者中招
募约 10％ 人才。2018年，保时捷学生培
训基地提供的课程范围进一步扩大，涵盖
电动出行和智能互联汽车相关的主题。

长 期 以 来 ， 保 时 捷 一
直 是 具 有 吸 引 力 的 雇
主，这为其成功开展人
力 资 源 工 作 奠 定 了 基
础。包括着眼于未来
需求、持续的技能获
取和内部发展的按需
培训。

人力资源委员会成员 ANDREAS HAFFNER 颁发了保时捷“数字未来”特别奖

截至目前，共有超过 2,000 名保时捷员工完成 TAYCAN 培训 在莱比锡工厂保时捷学生培训基地进行技术体验

会尽可能把他们安排到适合其自身条件的
各个部门。与此同时，公司还与各种职业
培训中心合作，单独为残疾青年提供实习
机会。

校外学习基地项目也在继续开展。每周有
两个上午，来自三所合作学校的 5 - 10 年
级学生首次参加由专门老师教授的技术课
程。这些年轻人来自两所综合学校和一所
中学，他们接受与保时捷直接相关的课程
教学内容。同时，教师还得到各培训生和
高级培训师具体学科的支持。另一个重点
是职业定位，旨在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参加
职业技术培训：教学讲习班帮助学生体验
保时捷所提供的八大职业技术培训项目。

2018� 年，保时捷职业培训部门与劳资联
合委员会、青年和培训生代表以及保时捷
健康管理部门合作，为其培训生和双元制
学生起草了新版“职业健康（Azubi fit）”健
康计划。该计划于 2019 年正式实施，旨
在改善年轻人有关健康方面的行为并鼓励
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核心内容包括
体育活动、营养、心理健康和预防：除健
康挑战外，计划还涉及人体工学工作、健
康睡眠、合理利用个人资源以及健康使用
数字媒体等主题。专家们也随时分享他们
的专业知识。鉴于培训生和双元制学生对
培训项目反响热烈，公司计划在 2020 年
进一步扩大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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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发展 
随着保时捷将其“2025 战略”升级为“2025+ 
战略”，重点仍是应对数字化转型面临的
挑战。2019年数字转型仍对推动人事和
管理层发展影响深远，其目标是以结构化
和可持续发展方式，构建并发展全体员工
和管理人员的职业能力素养，这对公司的
成功至关重要。 2019年，经与劳资联合
委员会协商后，继续对高品质综合培训机
会以及个人和特定目标群体员工发展计划
进行了拓展和优化。

保时捷“热身”入职项目（Warm-Up） 
从进入保时捷第一天起，员工们便开始了
培训以及跨部门交流，以保时捷热身活动
形式，欢迎所有新员工。在为期两天的活
动中，新员工可以了解保时捷战略以及主
要核心和辅助流程。新员工还接受有关平
等机会、诚信原则和合规原则等方面的培
训。保时捷在莱比锡和祖文豪森举办的国
际热身活动为各国际子公司的新员工提供
深入了解保时捷的机会，同时也促进国际
网络的建设。2019年共有约 2,500 名员工
参加了保时捷“热身”入职项目，比 
2018 年增长 25％。

进一步扩展培训方案

2019年保时捷升级了现有研讨会的内容，
增加了主题和形式，旨在最大限度地为所
有执行日常任务的员工提供支持。关键主
题包括虚拟团队的成功协作、时间管理和
工作组织等。公司还在不断尝试将混合学
习 模 式 与 经 典 的 面 对 面 会 议 相 结
合。2020 年还将继续有针对性地扩展项
目，增加其他方案，包括专注力和有效的
自我管理。

国际培训生计划

在圆满完成第4批管培项目后，新的培训
生小组于 2019 年 10 月启动了为期 12 个
月的国际项目。

Fit for the Shop Floor资质认证

2019年公司针对一级运营经理推出 Fit for 
the Shop Floor 资质认证项目，采用模块化
结构以及数字学习模块。项目为期12个
月，参与者将系统完成十大资格模块，
进一步扩展其专业和跨学科技能。项目特
别注重员工管理、诚信和保时捷文化。除
基本模块外，还实施其他资格认证方案。
项目于 2019 年 7 月启动，截至目前已有 
100 名来自生产和物流部门的工长加入进
来，公司已决定将其他部门的工长纳入
项目。

保时捷情绪晴雨表 

2019 年，保时捷集团及其子公司所有员
工到要通过情绪晴雨表评估其当前的工作
状况。保时捷集团超过 83％ 的员工自愿
参加了在线调查。 2018 年的情绪调查结
果非常乐观，而在此基础上，2019 年保
时捷集团的情绪指数又提高了 1.5％。尤
其是，有 93％ 的员工将保时捷公司视为
极具吸引力的雇主。问卷经过评估之后，
各公司部门对其相关结果开展认真讨论。
管理层和员工会提出新的改进意见，并共
同制定具体举措，以便优化流程或工作条
件等。

战略能力管理项目——
保时捷运用这种方法系
统确定公司中长期所需
资质认证

国际培训生计划

保时捷发展计划

通过保时捷发展计划，员工获得专业和个
人资格认证，以便胜任未来的管理职位。
该项目主题包括数字化、创新力、国际化
和终身学习。保时捷发展计划于 2018 年 
1 月启动，目前这一期的参与者有保时捷
集团约 250 名员工及来自各子公司的 25 
名员工。

管理层发展计划

保时捷通过量身定制的资格认证课程和计
划，提升各个部门经理的能力，以应对未
来挑战。2019年，公司启动了保时捷专
业计划，目的是协助第二梯队的管理者更
有效地履行其新角色和职责。基于“想象、
交付和领导”的理念，参与者将完成三大
模块的培训，培训模块为成功实施 ”保时
捷 2025+ 战略“提供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和
工具。

针对有关第二梯队的管理者的特殊需求，
公司量身定制了“保时捷国际管理项目”。
该项目以“保时捷管理者独一无二的敏捷
之旅”（A distinctive agility trip for Porsche 
leaders）为主题，重点关注领导能力的系
统发展、所需思维方式的强化以及数字化
转型改进方法和措施的扩展。

为确保延续优良的历史传统，2019年，公
司为之前曾参加第一和第二梯队管理者项
目的所有员工举办了校友活动。这种聚会
不仅为讨论最新问题及战略相关议题提供
了论坛，也成为进一步促进部门协作的重
要交流平台。

战略能力管理

汽车行业的转型带来了许多新挑战，保时
捷也不例外。为此，公司特别引入了战略
能力管理计划，作为系统确定公司中长期
所需资质认证的方式之一。通过这种方
法，在对未来任务进行缺口匹配（ f i t-
gap）分析之前，跨学科团队记录当前的
任务和技能，以便确定需要掌握的必备技
能。可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进修、计划性
招聘以及在当前培训中确定新的优先事
项，在早期阶段解决任何已确定的技能缺
口。这套方法 2018 年开始在研发部门实
施，一年后开始推广采用。已有 300 多名
员工参加涉及电气化和机电一体化等主题
的特定资格认证项目。2019年保时捷将
该项目扩展至其他三个部门（生产、采
购、财务与信息技术），并计划在 2020 
年底之前编制第一本全公司技能图册。

莱比锡国际热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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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各地的员工人数

同比增长德国员工总数

2019 31,690

2018 28,764

2017 26,506

诚信

诚信是指按照道德原则采取负责任的正当
举措。这是开展诚实合作的前提条件，是
构成保时捷企业文化的基础，也是我们战
略准则的固定组成部分。在零售中保持诚
信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因此公司将
其视为最高价值要素载入保时捷服务标
准。负责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都成功落实
了诚信原则，这进一步证明诚信问题的重
要性。与此同时，2019 年公司还确定了
定期向执行委员会提交报告的机制。

为了向员工宣传诚信的重要性，并确保对
此主题的持续关注，保时捷充分发挥其完
善内部沟通措施大纲的作用，而这些措施
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升级。年度员工调查，
如上述情绪晴雨表，是保时捷用来评估员
工诚信度的主要工具。如果任何重要发现
导致人们对诚信度产生质疑，就要查明相
关原因。必要时，人力资源部门和相关部
门经理参与采取相应措施消除影响。

诚信教育也是当前人员发展计划的固定组
成部分，并在 2019 年得到进一步强化。
因此，公司各个部门还开展与保时捷价值
观和文化有关的对话活动，以便员工充分
意识到诚信问题的重要性。此外，还通过
课堂课程向纪律管理人员传达诚信的重要
性。管理人员应树立榜样，提高员工的诚
信意识，并营造每名员工都可坦诚发表看
法的工作环境。

2019 年，保时捷将诚信管理拓展至几乎
所有领域。招聘过程就是典型案例：不仅
在与求职者面谈时探讨诚信问题，而且在
新员工介绍环节也突出强调诚信问题。最
重要的是，公司还着手建立倍增网络，增
进现有诚信项目方面的交流，协助确定协
同效应和相互作用。

真 诚 合 作 构 成 保 时
捷企业文化的基础，
也 是 我 们 战 略 准 则
的固定组成部分。

工作与家庭

工作与家庭保持平衡是保时捷的重要目标
之一。在与企业工会的协议框架下，公司
为员工提供许多便利措施。例如，保时捷
个分公司与当地合伙伙伴合作，在托儿所
内为员工提供儿童托管服务。此外，整个
暑假期间，斯图加特周边的员工子女都会
得 到 有 效 监 护 ， 包 括 提 供 班 车 服
务。2019 年，公司再次实施“编程夏令
营（Code Camp）”项目，同时推出的还
有“Code + Design”项目。年轻的未来程序
员们可通过各种项目拓展知识。除圣诞节
假期外，员工子女在其他假期期间也会得
到很好的照顾。

保时捷通过家庭服务，为不同的家庭提供
免费的全方位个人咨询和支持，包括为准
父母提供建议以及为儿童和年长者选择并
安排合格的看护人等。公司还提供有关为
家庭成员寻找和选择适当看护机构方面的
专业支持。

2019年，《ELTERN》杂志再次肯定了公
司为工作与家庭平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在全德国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保时捷是“
对家庭最友好公司”之一。 

保时捷还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
和工作地点。其中包括家庭办公、顺应人
生各阶段而调整的工作时间以及自愿个人
休假。2019 年，公司还与 DHL 合作在魏
斯阿赫和祖文豪森工厂建立快递点，以
便员工收取和寄送包裹，从而节省宝贵
的时间。

祖文豪森
13,999

魏斯阿赫
6,995

比蒂希海姆
1,165

萨森海姆 
586

施瓦岑贝格 
475

德国其他地点 
629

路德维希堡
3,439

莱比锡
4,402

+10 %

112 



员工、社会、体育、沟通 114 113 

机会平等和多元化

保时捷一直以员工多元化著称：正因为这
些来自 80 多个国家，横跨五代人，拥有
最多样化的个人技能的员工，保时捷才能
有今天的成功。管理者积极促进多元化发
展，这种思想深深植根于文化准则及保时
捷准则。此外，保时捷行为准则还规定所
有员工应获得平等机会和待遇。为支持各
级管理人员和员工实现机会平等和多元
化，公司积极开发对话平台和培训课程。

秉承“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我们组成一
个多元化团队，我们团结奋进，共图成功”
的理念，公司于 5 月启动了第三届保时捷“
多元化日”活动。在“Perspektivenvielfalt @
Porsche”互动展览环节，员工可亲身体验
多元化带来的附加值以及不同观点的重要
性 – 这是确保商业成功的关键要素。展览
活动还提高了人们对无意识偏见的认识。
在 Annette Widmann-Mauz（联邦总理府国
务大臣和联邦政府移民、难民与整合事务
专员）的见证下，执行董事会主席奥博穆
（Oliver Blume）、人力资源委员会成员安
福纳（Andreas Haffner） 和劳资协议会主
席 Werner Weresch 签署了多元化宪章，保
时捷以此承诺创建不存在偏见的工作环
境。这是一系列活动的第一场，从 2019 
年� 5 月到 9 月，保时捷各工厂轮流开展，
为员工提供充分参与对话的机会。

在多元化问题方面，许多培训模块都对机
遇、挑战和行动方针进行了深入探讨，参
与者包括管理者和员工。保时捷学习平台
专门开发的数字学习工具“视角核查”帮助
管理者确定并进一步拓展团队内的视角，
同时以最佳的方式投入实践应用。公司还
开发了员工游戏：游戏名为“团队核查”，
鼓励员工思考与此类主题相关的个人态度
和行为，促进团队内部的平等和多元化。
作为新员工热身活动的一部分，保时捷的
入职流程中也体现了平等和多元化。

与此同时，与保时捷博物馆共同为来自公
司各领域内的管理者和员工提供“宣 传教
育活动”。此项活动给肢体残疾的人士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提供了轮椅、眼
罩或耳机等。由此带来的积极视角变化促
进了管理者对于残障同事的理解。

可以持续促进包容性增加女性在公司各级
职务中所占的比例仍是保时捷努力实现的
重要目标之一。自2012 年以来，保时捷

已成功将女性在公司中的占比提高至 15.5
％。在同一时期，担任管理职务的女性人
数增加了两倍多。目前，女性在管理层中
的占比约为 11％。

2019年，保时捷成立了职业女性协会，得
到员工的热烈响应。约有�600 名女性利用此
平台提供相互支持，并提高女性在公司各流
程中的发言权。研发总监施德纳（Michael 
Steiner） 负责监督新的网络形式。该领域的
另一项计划为“女性商务午餐”，有效促进了
第一和第二管理梯队女性之间的联系。

保证可衡量且具有约束力的平等机会是与
各级管理者单独签订之目标协议的固定组
成部分。为了在管理层及集体协议领域提
拔更多女性，保时捷已设定了高出法定要
求的目标。相关资质和进一步的培训措施
以及相关指导为女性雇员的职业规划提供
支持。

在提高女性占比方面，保时捷的年轻人才
提拔政策也起着重要作用。2019 年在培训
生和双元制学生中，女性约占 31％，在保
时捷实习生和撰写毕业论文的申请人中女
性比例也达到 27％。为吸引女性人才进入
保时捷，公司进一步加强了与为IT、工程
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女性打造的国际性求职
平台 Femtec 之间的合作。2019年，各种
考察访问为深入了解保时捷的工作条件提
供了机会。例如，在“斯图加特文化日”中，
参与者参加有关企业文化和建筑管理主题
的演讲会，随后再参观博物馆和工厂。最
重要的是，“Femtec 创新研讨会”为 35 名
MINT 专业的女学生提供了“优化车身生产
开发过程”课程的学习机会，并向来自各部
门和人力资源团队的代表展示相关结果。

通过专门为女性打造的展会和论坛，保时
捷 会 定 期 提 供 有 关 工 作 机 会 的 信
息。2019 年，保时捷参加了“妇女与工作”
、欧洲商业女性领先交易会、亚琛工业大
学“女生未来日”和德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
比赛的“女士沙龙”等活动。保时捷还参加
了“PANDA Tech＆<Software/>”，这是针对
高管或渴望担任管理职位的女性举办的联
谊和招聘活动。公司还首次亮相欧洲最大
的 LGBT 职业博览会 STICKS＆STONES。
除了介绍加入团队的各种方式外，保时捷
还解释了如何实施并支持团队内部的多元
化发展战略。

60 %

31 %

> 500

教育
习惯
态度
性取向
知识
个性
经验
能力
价值观
爱好
更多

不可测量的相关标准支持年和整合年的女性和男性

29

+100 %

2012 年以来，女性在管理层中所占的比例

Y和Z世代所占比例

女性在培训计划中所占比例

5
公司人员的年龄层次

不同的学位和资质

保时捷员工所来自的不同国家

> 120

3

保时捷参与的全球市场

保时捷位于马尼拉、开普敦和普埃布拉的年
轻人培训和招聘中心

2019年的多元化
数据

保时捷集团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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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监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女性比例的

目标 

为贯彻有关私营企业在管理职位上男女享
受同等待遇的法规，保时捷集团特别针对
监事会、董事会和最高管理层中女性所占
比例确定了以下目标，实现期限为2021年
12月31日：因成员任期较长，保时捷监事
会确以目前女性比例�10%�作为目标。在该
决议拟定之日，执行董事会成员均为男性，
而他们的工作合约将持续数年。出于此原
因，决定将现有比例� 0%� 作为执行董事会
的目标。不过，保时捷监事会已制定了长
期目标，旨在提高女性在董事会所占的比
例。对于女性在第一和第二管理梯队占比，
保时捷公司设定的女性占比目标为  15%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职业健康与安全

对公司而言，最重要的资源是积极高效的
员工队伍。所有涉及健康的计划都属于健
康管理的范畴，包括法定职业安全、内部
急救服务、理疗和职业健康促进等。健康
管理提供多种促进员工长期健康的方案，
在员工开发、生产和销售保时捷独一无二
的经典跑车时，为其提供健康保障。

例如，员工有机会接受全面体检和健康咨
询。健康检查将由专业医生进行，且员工
可自愿选择在工作时间内进行。保时捷再
次证明，公司不仅高度重视员工健康，而
且十分关注员工保健和疾病预防。如有必
要，理疗师还直接在工位上向员工提供建
议。其重点关注预防，旨在及早纠正不符
合人体工学的行为习惯，及早避免发生健
康问题。保时捷的健康管理采用整体式方
法。因此，也提供最佳营养搭配、体育锻
炼和心理策略等方面的课程。

保护员工安全是保时捷的首要任务。一套
衔接紧密的工作和健康保护系统，是确
保具有针对性的一致工作流程和法规顺利
实施的关键。该体系有助于最大限度地
避免工作事故和职业病。工作安全与健
康保护的核心流程已经实现标准化，并受
集团方针约束。该方针是合规管理体系的
组成要素，对每位保时捷员工都具有约束
力。职业安全是合规管理系统的基本构成
要素。确保员工了解并遵守规定的要求是
管理者的责任。职业安全专家和内部医生
随时可为员工提供工作安全与健康保护
方面的咨询。根据《职业安全法》之规
定，原则上由委员会中的法定代表人来代
表公司所有员工的利益。保时捷聘请具有
相关资质并专注于事故和健康问题预防措
施的健康安全工程师和职业健康专家。工
作站、机器和设备在设计上能够满足适用
高安全性和人体工程学要求。针对员工
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措施有助于提高整个组
织的安全意识，从而在预防事故的同时，
促进职业安全的不断改善。

在人口结构和工作环境快速变化的时代，
关注员工健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
重要。保时捷健康管理负责人  D anie l 
Mauss 博士已开发出一套早期预警系统，
旨在预防因过度社会心理压力导致的慢性
疾病。系统名为“非稳态负荷指数”，仅采
用五个变量确定有关压力健康问题的指标
值。2019 年，德国公司医生协会 VDBW 
授予该实用指数创新奖。

健康管理负责人 DANIEL MAUSS 和品牌大使 JULIAGÖRGES 正式宣布启动保时捷健康检查计划

保时捷培训一瞥

保时捷餐饮

勤奋而高效的保时捷员工应该享受丰富的
餐饮服务，保时捷餐饮是其企业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报告年度，食谱得到进一
步扩展，纳入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概念，涵
盖膳食计划、食物采购和可持续包装解决
方案等多个方面。淘汰了一次性塑料，餐
饮的能耗也进一步降低。2019 年，各个领
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保时捷成为德国第
一家完全使用 100％ 可生物降解清洁剂提
供餐饮服务的公司。此举减轻了对环境的
影响，并大大降低了清洁剂对员工健康的
潜在危害。有效使用清洁剂还有助于节省
资源。

保时捷餐饮始终围绕其核心职责：为保时
捷员工提供丰富健康的热餐，满足三班倒
员工的用餐需求，而且在公司所有场所提
供小吃茶点。除此之外，在 2019 年的一
系列活动中，保时捷餐饮服务为客人和顾
客提供了高品质的餐饮服务，其中包括保
时捷博物馆“汽车峰会”、祖文豪森 Taycan 
工厂开业典礼、研发中心“冠军之夜”和莱比
锡“家庭日”。

保 时 捷 监 事 会 已 制 定
了 长 期 目 标 ， 旨 在 提
高 女 性 在 董 事 会 所 占
的比例。对于女性在
第 一 和 第 二 管 理 梯 队
占 比 ， 保 时 捷 公 司 设
定 的 女 性 占 比 目 标
为 15%。（截至 2021 
年12月31日）

健康管理的目标是保
护公司最重要的资
源：积极高效的员工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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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pziger Rasen”杯

2019 年 9 月 8 日，保时捷莱比锡慈善足
球锦标赛正式开赛，赛事名称也更新
为“Leipziger Rasen”杯。该项赛事在 Alte 
Messe 中心“soccerworld”体育馆举行，共
有来自 Dell Technologies、Sachsenmilch 
和莱比锡大学医院等机构的28支公司代表
队参加。最终，Debeka Sachsen AG 夺得
冠军。每支球队支付 500 欧元的参赛费，
此次为第 14 届比赛，共筹集约 14,000 欧
元的捐款。

2019 年比赛筹集的资金平均分配给两
家区域机构。其中一家是 “德国儿童基
金会”（“Mit te ldeutsche Kinderkrebs - 
forschung），该基金会专为针对儿童和青
少年的癌症医学研究项目提供资助，截至
目前，已帮助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哈雷、
马格德堡和耶拿建立了儿童癌症中心，各
中心都为年轻患者提供全面的优质护理。

第二家机构是“Arbeiter-Samariter-Bund 
 Regionalverband Leipzig”，这是一项特殊
的志愿救护车服务，帮助绝症患者实现最
后的愿望，比如带患者到海边或他们最喜
欢的足球队主场。

3,200 名员工参加了“六小
时”长跑活动。每跑完一圈，
保时捷捐献 5 欧元，最终
慷慨捐献了 20 万欧元。

通过“Aces for Charity”慈善
活动，在为期一周的锦标
赛期间，每发出一记 Ace
球保时捷捐赠 100 欧
元。2019 年比赛期间，
世界顶级选手共发出惊人
的 212 记 Ace 球。

莱比锡歌剧院舞会抽奖星奖

自 2013 年以来，保时捷一直是莱比锡歌剧
院舞会（ L e i p z i g  O p e r a  B a l l）的主办
方。2019 年 10 月 26 日，这一重要社交活
动迎来了其 25 周年纪念日，公司继续延续
传统，提供一辆保时捷跑车作为抽奖奖品。
去年奖品车型为 Macan，因此，这是第二
次提供“莱比锡制造”的汽车。莱比锡歌剧院
舞会旨在为慈善项目筹款，所有收益捐赠
给莱比锡地区致力于帮助儿童和年轻人的
相关协会。仅 2019 年的抽奖活动就筹集了 
85,700 欧元，随后保时捷慷慨地凑成 10 
万整欧元，捐赠给 “ 莱比锡帮助儿童�
（Leipzig hilft Kindern）”基金会，该基金会
由 Claudia Nerius 博士领导。Nerius 表示：�

“每一欧元都将用于需要我们帮助的儿童和
年轻人。同时也欢迎慈善机构随时向我们
提交其项目。”

德国电视明星，保时捷品牌大使  R i c h y 
Müller 与女演员 Melanie Marschke 共同参
加了最重要的抽奖仪式。该慈善活动  在
2 0 1 9  年支持的项目之一便是莱比锡
Heizhaus 青年中心的“Grünau moves！”。该
项目提供免费的舞蹈、体育和营养课程，
鼓励学龄儿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活动，
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社会

对保时捷而言，经济成功与社会责任密不
可分。因此，公司将社会责任放在首位，
在其各个场所都重视践行社会责任。 
2019 年，通过捐款、CSR 和文化赞助活
动，保时捷集团为多个领域超过 75 个独
立项目提供了支持，还向 Ferry Porsche 基
金会提供捐款。

捐助

青年和培训支

自 2011 年起，公司发起了“Porsche Junior”
社会项目，旨在帮助年轻人通过就业前培
训获得实践经验，以此提升年轻人在就业
市场的成功率。2019 年，保时捷还向“青
少年求职平台（Joblinge）” 提供支持，该
项计划为来自斯图加特地区约 700 名贫困
青年提供培训机会。

基金会主席的资助 

保时捷在众多领域与大学开展紧密合作，
通过基金会主席的资助为学术培训提供有
针对性的支持。其中一个合作成果是2013 
年 7 月 HHL 莱比锡管理研究生院创立“保
时捷公司战略管理和数字企业家主席”基
金。在埃斯林根应用技术大学，保时捷为
车辆开发模块化领域提供教学、研究和持
续学术发展支持。

祖文豪森的慈善长跑 
2019 年 9 月 14 日举行了第五届“六小时”
长跑活动，约 3,200 名保时捷公司员工
在祖文豪森总工厂参加了接力跑，绕 
911 米长的环形跑道跑了数千圈。每
跑完一圈，保时捷捐献 5 欧元，最终慷
慨捐献了 20 万欧元。保时捷举办此次
慈善长跑活动，目的是为费利 ·保时捷
基金会（Ferry Porsche Foundation）募
资。自  2015 年起，长跑活动已筹集善
款 935,000 欧元（2018年：195,000 欧
元，2 0 1 7年：1 8 5 , 0 0 0  欧元，2 0 1 6
年：180,000 欧元，2015年：175,000 
欧元）。

Aces for Charity慈善项目

在保时捷网球大奖赛上，公司不仅举办一
流的网球赛事，还通过其历史悠久的“Ac-
es for Charity”慈善活动筹集善款。2019 
年  4  月锦标赛筹集的资金全部捐赠
给  A gap e di a  基金会——由前足球运动
员 Jürgen Klinsmann 创建，旨在帮助有需
要的儿童，以及Landesportverband Baden - 
Württemberg（LSV BW）体育协会，用于
整合体育项目。

通过“Aces for Charity”慈善活动，在为期一
周的锦标赛期间，每发出一记 Ace 球保时
捷捐赠 100 欧元，2019年比赛期间，世界
顶级选手共发出惊人的 212 记 Ace 球，保
时捷慷慨地将最终金额凑成 30,000 欧元
整。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成员、负责人
力资源的安福纳先生（Andreas Haffner） 
在比赛最后一天来到中心球场并签发了支
票。知名慈善大使在保时捷体育馆分别代
表两家组织领取支票，前德国选手 Kevin 
Kuranyi 代表 Agapedia，而三届摔跤世界冠
军 Frank Stäbler 则代表 LSV BW。

保时捷“六小时”慈善长跑

ACES FOR CHARITY�“项目”

“LEIPZIGER RASEN”杯 “ACES FOR CHARITY” 慈善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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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捐赠

作为 2019 年 CSR 捐赠的一部分，保时捷
为“Code + Design”计划提供协助，该计划
旨在鼓励年轻人选择并进入数字技术相关
的职业。在德国举办的“代码营”活动，每
次招收 50-150 名年轻人，旨在提高他们
对编程的兴趣。在报告年度内，除了在斯
图加特举办“代码营”活动外，公司还协助
举办了第 19 届斯图加特国际汽车和发动
机技术研讨会，这是欧洲规模最大、最重
要的汽车和发动机技术专业会议之一，每
年约有 1,000 名专家参加。

除此以外，2019 年，德国各地 4,000 名 
10岁以上培训生和在校学生向 “Jugend-
gründet”创业大赛提交了创业计划书。自 
2016 年以来，保时捷一直是该项商业计
划和模拟竞赛的主要资助商，组织方为普
福尔茨海姆大学斯泰恩拜斯商业发展创新
中心。此外，在本活动中，保时捷又一次
颁发了“数字未来”特别大奖，表彰由六名
女学生组成的 InteCreate 团队，其主要贡
献是开发了一款能够让视障人士加入游戏
社区的视频游戏插件。作为奖励的一部
分，获奖选手受邀参观位于柏林的保时捷
数字实验室。

斯图加特芭蕾舞团展演

2019 年 7 月 20至21 日，保时捷和斯图加
特芭蕾舞团联手在公园里举办芭蕾舞团展
演。斯图加特市中心 Oberer Schlossgarten 
公园的大屏幕现场直播了歌剧院的表演，
成千上万的芭蕾舞迷借此大饱眼福。周六
晚上，斯图加特芭蕾舞团为观众带来了
《冬之影（Shades of White）》表演，周日，
约翰克兰科芭蕾舞学校（John Cranko）举
办了日场表演。自 2012 年起，保时捷一
直是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的主要赞助
商，2019年也是与公园合作举行的第八届
芭蕾舞活动。公司提供 1, 000 万欧元，用
于重建约翰克兰科芭蕾舞学校，借此为年
轻的芭蕾舞演员提供长期支持。

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队

2019 年 10 月 24 日, 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
乐队在斯图加特利德哈尔音乐厅举办特邀
表演，此次表演向所有人开放。保时捷在 
Dorotheen Quarter 区，通过两台配备 Bur-
mester 音响系统的 Panamera 汽车对表演
进行了现场直播。Sansibar 餐厅的顾客也
可以通过Burmester 系统收听音乐会。此次
表演由布商大厦乐队指挥 Andris Nelsons 领
衔，演奏了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罗 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理查
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和费利克斯·
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 的作品。

费利·保时捷基金会

费利·保时捷基金会（Ferry Porsche Foun-
dation）成立于 2018 年，以多种方式关注
并践行社会责任。基金会开展的活动，主
要是为儿童和年轻人提供帮助，尤其是工
厂以及周边地区的孩童和青少年。

基金会不仅为科学、研究、培训和教育项
目提供支持，同时也不遗余力地促进文化
和自然保护活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此外，费利·保时捷基金会发表了一份有
关公司专项活动的声明，尤其是将 2019 
年六小时长跑活动筹集的 200,000 欧元善
款捐赠给六家慈善组织和协会，称赞他们
为“日常生活冠军”。其中有欧格勒基金会 
（Olgäle Foundation）、斯图加特儿童和青
少年安宁病房（Stuttgart Hospice for Chil-
dren and Young People）、祖文豪森的古斯
塔夫-维尔纳特殊学校（G ust av Werner 
School）、祖文豪森的诺伊维特豪斯学校

（Neuwirtshaus School）、“为孩子们提供营
养早餐” （Frühstück für Kinder）协会，以
及斯图加特生活帮助(Lebenshilfe Stuttgart)
组织六家机构，每家分别得到 33, 333 欧
元捐款。

通过“Ferry Porsche bildet”计划，基金会为
斯图加特周边贫困地区学校内天赋秉异的
学生提供了约 100 万欧元资金，该资金旨
在确保受到社会和健康影响的儿童和青少
年参与体育运动并享受教育机会。除教育
和科学外，基金会还在体育、文化、环境
和社会问题等领域提供支持。其新制定的
教育计划也以此为重点，旨在帮助不同背
景的年轻人才，传播知识，并为贫困人员
提供更好的资格认证和培训课程。

费利·保时捷基金会（Ferry Porsche Foun-
dation）还于 2019 年举办了费利·保时捷
杯挑战赛。这项赛事活动旨在促进保时捷
在不同地区践行社会承诺，并表彰那些提
供志愿服务的人士，同时凸显基金会一直
秉承的可持续、创新和创意理念。大约有 
600 个协会和机构提交了申请，申请项目
必须符合关键的慈善资助标准、与斯图
加特或莱比锡地区存在关联以及专注于五
大领域之一。确定获奖者后，基金会将于 
2020 年颁奖，三位冠军各得 100,000 欧
元，六位亚军各得 50,000 欧元，十位季
军各得 25,000 欧元。此外，每个入围项
目都将获得至少 5,000 欧元资金，所有入
围决赛的选手还可获得 75,000 欧元的特
别奖励。

国际项目

保时捷也开展了一些国际性的公益项目，
比如：保时捷中国于 2019 年开展的经销
商企业社会责任基金项目。该基金旨在为
中国本地项目提供支持，这些项目由保时
捷经销商提交，并与慈善组织合作实
施。2019 年获得支持的项目包括“百万植
树项目”和“深海废物监测和清理计划”。

植树项目主要针对的是个人，即个人可以
采取哪些潜在措施，以最大程度降低自己
对世界产生的负面影响。当地社区积极参
与项目，并从各个环节受益——从植树、
养树到监测。 

第二个项目着重于减少塑料废物，特别是
在海洋深处的垃圾，专家估计，在海洋身
处约有 70％ 的塑料垃圾 尚未被 发现。这
些地区温度极低，紫外线不足，这意味着
废物分解十分缓慢，因此会对人和动物的
健康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保时捷提供的
捐款协助建设了六个潜水点，用于有针对
性地清除垃圾，其中包括 250-300 公斤
塑料。此外，在此过程中收集的数据也对
正在进行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时捷韩国通过 “Porsche Do Dream” 企业
社会责任活动，为贫困儿童和年轻人提供
帮助，改善他们未来的就业机会和前景。
该项目不仅包括为艺术和体育界优秀年轻
人才提供帮助的 “Porsche Dream Up” 奖学
金计划，还包括在建筑物内建设游乐设施
的 “Dream Playground” 计划。后者 2019 年
帮助韩国小学建设了两座室内操场，目的
是应对韩国日益严重的粉尘污染。

文化赞助

第六届露天音乐会

2019 年 6 月 28-29 日，作为“Klassik airleben”
夏季音乐会系列的一部分，莱比锡布商大
厦管弦乐队演奏了一些大型歌剧作品的选
段。在莱比锡罗森塔公园，有60,000 多
位观众免费观看了露天古典音乐会。这场
音乐会为意大利歌剧专场，本季最后一场
音乐会由 Andris Nelsons 指挥，布商大厦
管弦乐队演奏了威尔第、普契尼和罗西尼
的咏叹调、二重奏和管弦乐作品。女高音
歌唱家 Kristine Opolais 和男中音歌唱家 
Thomas Hampson 负责作品的独唱部分，
作品为《茶花女》（La traviata）和《塞
维利亚理发师》（Il barbiere di Siviglia）。
这是保时捷举办的第六场“Klassik airleben”
露天音乐会，自 2011 年以来，跑车制造
商保时捷一直是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队
的“全球合作伙伴”。 

来自拉脱维亚的指挥家 Andris Nelsons 还
在 2019 年 1 月 14 日参观了保时捷莱比锡
工厂——毕竟，节奏和协调是音乐的核心，
也是汽车制造的关键元素。在保时捷莱比
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 Gerd Rupp 的
带领下，Nelsons 参观了装配部门，随后
在工厂经 FIA 认证的赛道上试驾了保时捷 
Panamera Turbo S E-Hybrid，享受了一段激
动人心的旅程。

费 利 · 保 时 捷 基 金 会
（Ferry Porsche Foundation）

以多种方式关注并践行社
会责任。基金会开展的活
动，主要是为儿童和年轻
人提供帮助，尤其是工厂
以及周边地区的孩童和青
少年。

“KLASSIK AIRLEBEN”露天音乐会

冠军早餐颁发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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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

跑车制造商保时捷与体育界保持着密切
联系，积极参与赛车运动，各项赛事活
动都能见到保时捷汽车产品的身影。此
外，在体育运动领域，保时捷的多样化
和 可 持 续 承 诺 深 植 于 体 育 赞 助 战
略。1978年，公司成为在德国费尔德施
塔特举办的首届保时捷网球大奖赛的冠
名合作商，自此之后，保时捷一直致力
于推广女子网球运动。随后，公司积极
参与到全球网球运动领域。此外，高尔
夫运动也一直是保时捷关注的焦点。30 
年前，公司在德国创立保时捷高尔夫杯。
这项以客户为主的业余锦标赛逐渐向国
际化发展，证明了高尔夫与目标人群之
间的相关性，促使保时捷进军男子职业
赛事，并举办了保时捷欧洲公开赛。

自 2018 年以来，萨米·赫迪拉（Sami 
Khedira）�一直担任保时捷 “培养新秀”活
动大使。作为 2014 年世界杯冠军队成
员，赫迪拉代表斯图加特征战多个赛季，
并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向年轻球员
传授相关技巧，帮助年轻球员在球场内
外保持正确的态度和行为。

除专业领域外，体育赞助战略的另一个
关键支柱是向年轻人宣传体育的社会效
益。作为其广泛的“Turbo新人”项目一部
分，保时捷为斯图加特和莱比锡生产基
地的儿童与青少年的体育运动提供支持。
除了高质量的体育训练，该项目还致力
于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及个人发展。

保时捷移动训练车是 ADM 青年日活动的
另一大亮点：带有拖车的保时捷Cayenne
专为青少年提供支持，配备运动器材和训
练模块，可通过游戏衡量个人成绩。年轻
人才可通过这种方式更好地评估自己的运
动能力，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训练方法。
此外，特定年龄的参考值也便于他们进行
比较。从 2019 年 4 月至 10 月，几乎每个
周末，保时捷移动训练车都会在德国各地
开展活动。为期34天的活动已延伸到斯图
加特和莱比锡地区五个合作俱乐部之外，
近 4,000 名儿童和青少年参加了各种活
动。

莱比锡地区体育专项基金

自 2014 年以来，保时捷与莱比锡足球俱
乐部一直联合为青少年提供支持，鼓励儿
童和青少年参加团队运动，同时培养他们
的个人潜力。这次合作为社会弱势家庭的
儿童提供了更多参加团体运动和职业比赛
的机会。

莱比锡四分之一决赛（Quarter-Finals）是
一项颇受关注的青年足球锦标赛，自 2015 
年起，一直由保时捷和莱比锡俱乐部合作
举办。锦标赛分为 U11 和 U14 两个年龄
段，球员们自行组成队伍，分别代表莱比
锡四个城区之一参赛。超过1,000 多名青
少年参加了 2019 年的赛事，获胜球队将
在红牛竞技场德甲比赛中场休息期间获颁
奖杯，享受成千上万球迷的喝彩。地区足
球俱乐部也可从“莱比锡四分之一决赛”活

为优秀人才颁发TURBO大奖

跑车制造商——保时
捷 与体育界保持着密
切 联 系 ， 积 极 参 与 赛
车 运 动 ， 各 项 赛 事 活
动都能见到保时捷汽
车产品的身影。此外，
在 体 育 运 动 领 域 ， 保
时捷的多样化和可持
续 性 承 诺 深 植 于 体 育
赞助战略。

动受益：2019 年 8 月，保时捷在此为四
支地区俱乐部提供捐助，以此感谢他们
在  5  月举办本次锦标赛的初赛。 S G 
Olympia 1896 Leipzig、SV Lokomotive 
 Engelsdorf、 Leipziger Sport-Club 1901 和 
TSV Böhlitz-Ehrenberg 1990 分别获得 
2,000 欧元青年奖学金。

保时捷与莱比锡俱乐部合作的另一个项
目为 Porsche Coaching Bench，为爱好足
球的孩子家庭提供在场边体验现场比赛
的机会。保时捷招募 5 - 10 岁的儿童，
邀请他们与心中的偶像一同上场。在 
2019 年 12 月 7 日举办的对阵霍芬海姆
的主场比赛中，这 11 名小球迷中，1 人
获得了 911 号的荣誉。自该项活动启动
以来，911 号一直是赛事的吉祥数字，
可挑选自己最喜欢的莱比锡球员，还可
以获得整个球队签名的足球。在莱比锡
训练场活动期间，保时捷帮助德甲球队
挖掘未来的球星。此外，在莱比锡足球
学校举办的足球训练营活动期间，年轻
球员可展示自己的球技，并从中学到很
多有趣的知识。保时捷将为资金困难的
孩子支付入场费。最重要的是，足球学
校的体验营活动有助于残疾儿童和正常
儿童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每年，最佳莱比锡青年队将被冠以“保时
捷人才团队”的称号，2019 年， U19 队
获得此称号。

网球

佩特拉·科维托娃（Petra Kvitova） 夺得

保时捷网球大奖赛桂冠

这是捷克球星第七次捧杯。2019 年 4 月 
28 日，容纳 4,400 名观众的保时捷体育
馆座无虚席。科维托娃获得一辆保时捷 
911 Carrera 4S 敞篷车。此前，她曾在 
2011 年和 2014 年获得温布尔登网球公开
赛单打冠军，并作为捷克国家队的一员获
得了六次美联储杯冠军。虽然科维托娃曾
获得多项冠军，但 2016 年 12 月 20 日，
她在普罗斯捷约夫公寓受到持刀歹徒的袭
击，其惯用手——左手受伤，几乎威胁到
她的职业生涯。经过四个小时的手术和六
个月的恢复，她重返巅峰。科维托娃表
示：“那次经历之后，我把每场比赛都视
为上帝赐予我的礼物”。

她惊人的恢复速度让保时捷体育馆内的观
众感到震撼，29 岁的她是 WTA 巡回赛最
受欢迎的选手之一，观众向她报以持续数
分钟的热烈掌声。事实证明，爱沙尼亚人 
Anett Kontaveit 确实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科维托娃最终以 6：3、7：6 的比分艰难
拿下比赛，实现了赢得保时捷网球大奖赛
的梦想。

莱比锡四分之一决赛

在成功拿下赛点后，科维托娃表示：“我
喜欢在如此热情的观众面前比赛，最终
能够赢下这场精彩的比赛，我感到非常高
兴。”当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主席 奥博
穆(Oliver Blume)向冠军授予 911 Carrera 
4S 敞篷车钥匙时，她脱口而出：“这辆
车真是美极了。”

来自保时捷德国队的两名球员 M o n a 
Barthel 和 Anna-Lena Friedsam 在双打比赛
中以 2:6、6:3、10:6 逆转获胜，击败了赛
前被寄予厚望的捷克选手 Lucie Safarova 
与俄罗斯选手 Anastasia Pavlyuchenkova 组
合。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他们首次组队参
加比赛——堪称惊艳的亮相。

自1978年起，保时捷一直为保时捷网球
大奖赛提供赞助，并于2002年接任赛事
组织者。该项赛事举办场地为斯图加特保
时捷体育馆，现已发展成为 WTA 巡回赛
的代表性赛事。参赛选手不下 10 次将该
项赛事评选为同类赛事全球最佳锦标赛，
并在报告年度内又获得了这一殊荣。

科维托娃

斯图加特地区体育专项基金

多年来，保时捷一直通过其合作俱乐部为
斯图加特地区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支持，
比如格罗萨斯帕赫体育俱乐部（SG Son-
nenhof Grossaspach）、斯图加特踢球者
足球俱乐部（SV Stuttgarter Kickers）、比
蒂格海姆ST E E L E R S冰上曲棍球俱乐部
（SC Bietigheim-Bissingen Steelers）以及保
时捷路德维希堡篮球学院。这些合作项目
旨在通过分享经验，为下一代提供体育和
社会支持，同时促使他们为接下来的工作
生活做好准备。

在报告年度内，保时捷为合作俱乐部的优
秀年轻球员颁发 2019 年 Turbo 大奖。来
自四个俱乐部的 12 名年轻运动员获此殊
荣，他们展现出了卓越的运动成绩、学业
成绩和社会承诺，成为同龄人的榜样。由
此可见，除体育表现外，保时捷还重点关
注运动训练和学业成绩及俱乐部内部的社
会责任。作为特别奖励，获奖者还可获得
驾驶安全培训课程或驾驶证奖学金。 

斯图加特踢球者足球俱乐部举办的 ADM 
青年日活动，为约 1,200 名儿童提供了参
加激动人心的足球比赛和其他各种活动的
机会。在保时捷的支持下，本届比赛共吸
引该地区四个年龄段100多支青年队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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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

在汉堡举办的保时捷欧洲公开赛

明星球员、全新保时捷  Taycan、激情赛
事—— 2019 年 9 月，保时捷连续第五次成
为久负盛名的欧洲公开赛事冠名赞助商，
在汉堡为超过 39,000 名观众带来绝佳的品
牌体验和顶级高尔夫比赛。惊心动魄的终
局对决在绿鹰高尔夫球场（Green Eagle Golf 
Courses）保时捷北球场上演，英格兰选手
保罗·凯西（Paul Casey）超越德国顶级球员
贝恩德·瑞汉默（Bernd Ritthammer），登顶
榜首。

“作为一名跑车迷，本周比赛我有一种回到
家里的感觉，这无疑帮助了我。这确实是
一场非常特别的胜利，”他说。像凯西一样，
美国三名顶尖选手赞德·斯科菲勒（Xander 
Schauffele）、帕特里克 ·瑞德（Patrick 
Reed）和马特·库查尔（Matt Kuchar）在一
周比赛期间也抓住机会，克服了极具挑战
性的球场带来的种种困难，并利用各种机
会在汉堡及周边近距离体验了保时捷跑车。

“从多方面看，在绿鹰高尔夫球场举行的第
三届保时捷欧洲公开赛对我们来说是一场
非常特别的比赛。在极具挑战性的保时捷
北球场上演了世界顶尖的高尔夫竞赛，创
纪录的上座率、宜人的天气和扣人心弦的
冠军争夺战，一切都在一个美好的周末上
升到高潮。”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成员、
负责人力资源的安福纳先生（Andre as 
Haffner）表示，“此次赛事还使我们能够
给予强化的品牌体验，哪怕是在远离球场
的地方。”

除了高尔夫精英们外，2019年保时捷欧洲
公开赛另一位明星是新款保时捷 Taycan 
Turbo。全球首秀仅一天，就在保时捷北球
场第 17 洞发球区作为一杆进洞的奖品亮
相，为球员和观众带来惊喜。参加比赛的
还有保时捷高尔夫球友圈成员以及赢得保
时捷高尔夫杯世界冠军的韩国队。他们参
加了包括保时捷欧洲邀请赛在内的各种赛
事，突显了保时捷在高尔夫界各项活动之
间的紧密联系。

保时捷还在汉堡圣保利区的Spielbuden-
platz 广场举办保时捷城市高尔夫挑战赛，
在市中心为人们带来高尔夫体验活动，以
此为锦标赛揭开序幕。位于 StrandPauli 海
滩俱乐部的保时捷城市高尔夫俱乐部也在
比赛开始前的几周帮助将高尔夫爱好者的
情绪调整到比赛状态。

其他职业比赛合作伙伴

自 2019 年以来，保时捷就在亚洲巡回赛
和欧洲巡回赛中担任汽车类别合作伙伴。 
SMBC 新加坡公开赛、瑞士克兰斯蒙塔纳
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以及马德里的西班牙
公开赛上都展示了保时捷品牌。保时捷对
高尔夫的投入凸显了品牌的国际视野及其
与市场的相关性。

保时捷迈向深圳

汉堡保时捷欧洲公开赛

保时捷迈向深圳：阿什莉∙巴蒂（Ashleigh 
Barty）赢得Cayenne Coupé
2 0 1 9年保时捷与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 TA）延续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成为 
WTA 年终总决赛官方入围资格赛——“保
时捷迈向深圳”的冠名合作伙伴。整个赛
季有 56 场比赛（52 项 WTA 赛事和 四大
满贯赛事），选手们争金夺银，抢争排名
积分。为致敬保时捷赛车运动，每场比赛
都有自己的提示板。此次合作可确保公司
在 WTA 全球巡回赛期间保持全年露出。

2019 年“保时捷迈向深圳”比赛桂冠被澳
大利亚人巴蒂摘得。世界排名第一的巴蒂
领跑保时捷排行榜，凭此成绩稳获中国深
圳的首届 WTA 年终总决赛入场券。本赛
季成绩最好的八名单打和双打手齐聚深
圳赛场。排名最高的巴蒂同时获得了保
时捷Cayenne Coupé，以表彰她所取得的
成就。

“我们向阿什莉∙巴蒂取得‘保时捷迈向深
圳’积分榜榜首的成绩表示祝贺。作为�
SUV� 车型中的佼佼者Cayenne Coupé 的嘉
奖与她在本赛季中出色的赛事表现相得益
彰。”负责销售与市场的保时捷全球执行董
事会成员冯佩德先生（Detlev von Platen）
表示，“WTA 年终总决赛今年首次落户中
国，为精彩绝伦的 2019 网球赛季画上圆
满的句号。同时，这场年终盛事也是保
时捷与 WTA 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中的又一
亮点”。

更强更好：与 WTA 和 DTB 强强联手

通过与 WTA 合作，保时捷成为“保时捷迈
向深圳”的冠名合作伙伴，同时也是 WTA 
和 WTA 总决赛的官方全球独家汽车合作
伙伴。作为世界主要 WTA 比赛的独家汽
车合作伙伴，保时捷正在进一步拓展其合
作范围——在各市场和保时捷中心的大力
支持下，保时捷 2019 年亮相的赛事地点
包括圣彼得堡（俄罗斯）、迪拜（阿联
酋）、蒙特雷（墨西哥）、伯明翰（英
国）、圣何塞（美国）、辛辛那提（美
国）和林茨（奥地利）。

除了与 WTA 和保时捷网球大奖赛的全球
合作关系外，公司与德国网球协会
（DTB）的紧密合作也成为保时捷参与全球

保时捷高尔夫杯庆祝首个一杆进洞

保时捷为客户特别举办的独家业余选手系
列赛在 2019 年大放异彩。来自 20 个国家
的 80 名男女高尔夫球手从 261 场资格赛 
17,647 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成功晋级
第六届马略卡世界总决赛。这些创纪录的
数字更加突显了保时捷客户对高尔夫的真
正热情。此外，意大利人马可 ·莱昂尼
（Marco Leoni）在五月份的世界总决赛中，
最后一洞上演了一杆进洞的好戏。这不仅
是赛事历史上第一次，更是发生在设此特
别奖的一洞，而奖品是一辆保时捷  911 
Carrera S。韩国队最终加冕马略卡世界冠
军赛冠军。保时捷业余高尔夫巡回赛设立
于 1988 年，由保时捷股份公司、保时捷
中心和保时捷销售子公司联袂打造。

保时捷世代公开赛

保时捷世代公开赛（Porsche Generations 
Open）系面向业余高尔夫球手的创新型比
赛，2019年为第四届。该比赛起源于德
国，赛事理念为团队合作，赛事特点是球

女子网球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支柱。保时捷
自 2012 年起一直是 DTB 的顶级合作伙伴，
助力德国女子网球运动的发展，助其斩获
了一系列国际胜利，其中就包括安立奎·科
贝尔（Angelique Kerber）在 2018 年温网
的单打冠军。
这些出色的成绩也激励了全德雨后春笋般
出现的年轻球员。受保时捷成功培养年轻
赛车运动人才的启发，保时捷人才培养团
队提供专业支持，帮助下一代网球选手发
挥潜能。并且，年轻球员需要榜样的激
励，为此保时捷正在搭建必要的框架，为
未来的榜样提供强力支持。

玛利亚·莎拉波娃（Maria Sharapova）、
安立奎·科贝尔（Angelique Kerber）和尤
利娅·戈格斯（Julia Görges）是三位世界级
网球球手，也是保时捷成功进军女子网球
运动的象征。她们在球场内外都展现出杰
出的品格和个性，作为品牌形象大使，代
表着保时捷及其全球理念。

玛利亚·莎拉波娃（MARIA SHARAPOVA）

安立奎·科贝尔（ANGELIQUE KERBER）

尤利娅·戈格斯（JULIA GÖRGES）

马可·莱昂尼（MARCO LEONI）

员必须来自相差至少 20 岁的两代人，这一
创新赛事在国际上大受欢迎。

保时捷高尔夫球友圈再创新高

保时捷高尔夫球友圈（Porsche Golf Circle）
是一个基于APP应用平台的国际性社区，
专为喜爱高尔夫运动的保时捷车主打造。
该社区在推出后第二年继续高速发展，现
已拥有 3,000 名注册会员。保时捷高尔夫
球友圈不仅使会员能够与全球志趣相投的
人互动，浏览与高尔夫、保时捷及其在高
尔夫运动方面的各类活动相关的趣闻和见
解，还组织了一系列独家活动。2019 年，
保时捷高尔夫球友圈成员访问了保时捷品
牌位于斯图加特的总部，惊叹于壮观的
新加坡式城市景色，并在幕后现场观看了
职业比赛——在汉堡举行的保时捷欧洲
公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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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伍德速度节

保时捷传播部门

专业传播部门的职责范围很广：向公众
和员工介绍企业信息；同时与利益相关
者及各方中坚力量保持良好关系； 此外
也负责建立品牌声誉、提升品牌价值；
并促进企业及其产品的认可度。

自11月1日起，Sebastian Rudolph博士一
直担任保时捷传播部门主管。在他的带
队下，两大领域将变得更为重要：可持
续发展，以及与政界和协会之间的关系，
这两者与传统的公关工作具有同等重要
的地位。该部门名称也得到了相应的扩
展，如今被冠以 “传播、可持续性和政
治”的头衔。

Taycan的全球首秀堪称保时捷2019年度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2019年9月4日，保
时捷以一场横跨三大洲的发布会同步 呈
现旗下首款纯电动跑车 Taycan 的全球首
秀。三大会场的选址分别对应一种可持
续能源，所展现的大自然力量与Taycan 
的澎湃动力相得益彰：美国纽约州与加
拿大安大略省之间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代
表水能；位于中国福建省福州市约 150 
km 外的平潭岛风电场代表风能；德国柏
林附近的新哈登贝格则代表太阳能。

保时捷在Taycan全球首秀前进行了一系列
密集的媒体宣传活动：例如，在技术研讨
会时，邀请媒体参与试车，并了解有关电
驱概念的更多信息。

除了Taycan，保时捷公司在2019年发布
了一系列其他新车型：从911 Cabriolet、�
Cayenne Coupé、911 Speedster、718 Spyder
和GT4 ，到新款Macan Turbo。保时捷对每
款新车均采取了一致的传播策略：不仅包
括新车发布会和展会亮相，也提供研讨
会、试驾及涵盖所有技术数据的官方新闻
资料。

2019年对于保时捷赛车运动也是成果丰
硕的一年：勇夺勒芒24小时耐力赛的冠亚
军以及在电动方程式（Formula E）中的成
功开局都是引人注目的亮点。在第一场比
赛中，保时捷厂队车手以99X Electric极速
前进，赢得第二名。2019年，保时捷品
牌传播专员共陪同了30场赛事活动，发
稿量约为340篇。

在三月中旬举办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保
时捷向出席的100多位国际媒体展示了
2018年的亮眼成绩。这场发布会在网络
上也同步进行直播，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实
现高达2,630万的浏览量。

历史与保时捷博物馆部门的任务是历史信
息传播，目标是将品牌传统通过真实和生
动的方式带入未来——例如在祖文豪森的
博物馆举办相关展览。保时捷还把世界各
地的传奇跑车打造成车轮上的品牌大使。
超过650台跑车以及珍贵的公司档案被收
藏在博物馆中。作为保时捷的记忆，它保
存着经济、科技、社会及文化方面所有与
保时捷相关的重要信息。

保时捷首款纯电动跑
车Taycan的全球首秀
既是品牌丰碑，也是
开启新时代的标志

传统与未来：保时捷
推 出 9 9 X  E l e c t r i c 

（上图），开启电动
方程式的成功之旅。
庆 祝 屡 获 勒 芒 冠 军
的917（右下）诞生
50周年

关于TAYCAN 的封面报道（纸媒和网络媒体）

保时捷 917车型 50 周年

TAYCAN 全球首秀发布会现场 99X ELECTRIC赛车亮相

逾600位媒体代表亲临现场见证了此次发
布；共760万人观看了实时直播；国际新
闻报道量超过1,500篇，实现了高达1.91
亿人次的浏览量。

Taycan全新工厂的开幕也同样引人注目，
来自政界和社会各界的众多代表出席了
2019年9月9日在祖文豪森举行的盛大开
幕仪式。媒体对此产生的积极反响也同样
意义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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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kann der 488-Nachfolger? Ist der neue Taycan ein echter Porsche? Der schnellste Kompakte aller Zei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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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入口：保时捷
媒体新闻中心是为
记者、在线信息传
播人员与保时捷利
益相关者设立的主
要联络中心。

通 晓 一 切 的 社 区 与
员 工 ： 社 区 报 纸

《 t a r g a — 友 邻 信 息
报》致力邻里和睦，
保时捷“Carrera”媒体
之 家 为 员 工 提 供 相
关新闻和信息

保时捷专为祖文豪森主厂、魏斯阿赫研发
中心与莱比锡保时捷工厂的附近居民推出
了小范围报纸《 t a r g a —友邻信息报》
（targa-Nachrichten für die Nachbarn），借
此将公司的最新发展情况及时告知居民，
例如亟待实施的建筑工程。如有需要，保
时捷也会采取信件与定期举办对话活动等
多种手段与居民建立联系。

保时捷“Carrera”媒体之家承担了内部员工
沟通的重要角色，实现方式包括内联网“-
CarreraOnline”及其名为“Carrera Mobil”的应
用程序、以及“Carrera TV”员工电视。编辑
部门每天最多发布三篇有关保时捷时事的
新文章。此外，保时捷内部传播部门每月
发行一份工厂内部杂志协助“Carrera”媒体之
家提供全面的内部信息，并以三种地区版
本分发给员工（印刷量达7,600册）。2019
年，《Carrera Magazine》杂志将Fox Awards
的三座奖杯收入囊中；同时在Astrid Award、
国际水星奖（Mercury Excellence Award）、
德国设计大奖（German Design Award）以及
汽车品牌竞赛（Automotive Brand Contest）
中斩获多项殊荣。

2019年，保时捷举办了多场周年庆祝活
动：包括数次获得勒芒冠军的917和首款
中置发动机量产跑车9 1 4诞生5 0周年。
第一代保时捷911 GT3问世20周年，这台
车的到来昭示着独具慧眼的跑车驾驶者
们迎来了新的纪元。此外，去年也是
Panamera发布的第十年。为了庆祝这些
传奇车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周年纪念，博
物馆相继举办了特别展览。

保时捷的传播部门广泛运用现代工具和渠
道，从而快速有效地与利益相关者进行
沟通。保时捷媒体新闻中心（Porsche 
Newsroom）已经发展成为媒体记者的联
络中心，能让他们从中获取感兴趣的保
时捷相关信息。新闻中心提供五种语言
版本：德文、英文、中文、西班牙文和俄
文。它像线上杂志一样，每日更新最新的
信息、数据、报告以及背景报道。照片、
信息图表和视频的呈现为新闻中心的传播
锦上添花，使其成为媒体、博客作者以及
品牌粉丝们的搜索参考工具。

除此之外，数字化日程安排在影响力广泛
的社交媒体上持续更新，并取得了巨大成
功：自2014年设立保时捷媒体新闻中心以
来，其网页显示次数（Page impression）
增长了八倍之多，如今已达到550万。

保时捷新闻中心

在线查阅保时捷杂志《CHRISTOPHORUS》

视频杂志《9:11 MAGAZINE》

驾驶部落（Drive Tribe）这一网络平台上
的保时捷页面发展态势良好，网页显示次
数高达800万，并拥有589,000名订阅者。 
2019年，保时捷旗下所有社交媒体平台
的页面显示次数高达2.14亿次，并拥有近
300万名订阅者。

屡获殊荣的保时捷杂志《Christophorus》
创办于1952年，是保时捷面向品牌客户
和爱好者的传统旗舰出版物，目前每季度
发行13种不同的语言版本。每期在全球范
围内印刷60万册之外，人们也可以在线
查看所有语言版本的全部杂志内容。 

2019年，保时捷杂志《Christophorus》再
次获得多项荣誉：包括2019年德国设计
大奖（German Design Award）、第25届最
佳传播者（Communication Award）、汽车
品牌竞赛（Automotive Brand Contest）及
OttoCar 2019。另外，保时捷在2018年底
推出了名为《Christophorus Edition》的系
列丛书，目标受众为对文化、社会或经济
话题同样感兴趣的保时捷跑车品牌爱
好者。

2019年，保时捷旗下媒体再次收获众多奖
项：在汽车品牌竞赛（Automotive Brand 
Contest）中，保时捷媒体新闻中心斩获数
字化（Digital）类别最高奖项，Porsche 
NewsTV也受到了表彰。保时捷媒体新闻中
心的视频和直播频道收获了网站及频道
（Website & Channel）类别的最高荣誉。此
外，保时捷还斩获了OttoCar大奖和戛纳媒
体及电视企业奖（Cannes Corporate Media 
& TV Awards）网络电视（Web TV）类别的
海豚奖。

在2019年AutoVision电影节上，《9:11 
Magazine》收获了三座OttaCar奖杯，分
别是报道（Report ing）类、网络视频�
（Online videos）类和赛车运动（Motor 

sport）类。作为保时捷推出的视频杂志，
《9:11 Magazine》以9分11秒的视频形式完
美诠释了保时捷的品牌形象。不仅如此，
网络媒体和博客作者也可以在自己的平台
使用这些视频或片段。

社交媒体作为企业传播阵地的重要性正在
与日俱增。2019年，保时捷公关部门的
推特账户拥有180万订阅者（同比增长
12.5%），推特账户网页显示次数达6,500
万（同比增长8%）。保时捷媒体新闻中
心的Instagram账户拥有525,000名订阅者
（同比增长125%），Instagram网页显示次
数为1.41亿（同比增长99.2%）。

在线查阅保时捷“CARRERA”媒体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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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技术

汽车行业正在发生翻天复地的变
化。保时捷研发团队为此创建了
一个结构框架。
它融合了保时捷品牌的造车传统
和未来技术，打造了全新Taycan
这样富有感性魅力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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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保时捷推出了品牌首款纯电动
跑车——Taycan，标志着跑车制造商保时
捷迈入了新的纪元。此外，还发布了几款
重要产品。

配备天然纤维车身组件的全新保时捷

718 Cayman GT4 Clubsport
在第一款Cayman GT4 Clubsport问世三年之
后，保时捷发布了其继任者。这款中置发
动机量产赛车首次提供两个标准配置版
本：为雄心勃勃的业余车手准备的“赛道
日”（Trackday）版本，以及为国家/国际赛
事准备的“竞赛”（Competition）版本。

全新保时捷718 Cayman GT4 Clubsport的研
发重点不仅仅是进一步提升驾驶性能和更
快圈速，也在于原材料的可持续使用。作
为保时捷首款量产赛车，其车身零部件采
用的天然纤维复合材料。两扇车门及尾翼
由一种主要取自农业副产品如亚麻和大麻
纤维的混合有机纤维制成，其重量和刚性
方面的性能与碳纤维相当。

驱动718 Cayman GT4 Clubsport的是一台 
3 . 8升六缸水平对置发动机，可提供
313kW（425PS），与前任车型相比有了
比前款增加了29kW（40PS）的增长。动
力通过6速保时捷双离合变速箱传递至后
轮，并带有后桥机械差速锁。718 Cayman 
GT4 Clubsport出厂时即带有焊接安全笼、
赛车桶型座椅以及六点式安全带，仅重
1,320kg，可谓是一款真正的轻量化车型。

作为基础款车型，Trackday面向那些想参
加私人赛道和Clubsport赛事而又不想花太
多精力或费用的业余赛车手。这种不能合
法上路的车型在所有保时捷中心均能维修
保养。“竞赛“版本带有诸多与赛车紧密相
关的细节。减震器可以在三个维度调节，
可调制动平衡系统，气动千斤顶系统和沿
袭自911 GT3 R的快拆式赛车方向盘。

全新Cayenne Coupé
不 仅 承 袭 了 第 三
代 Cayenne的全部技
术 亮 点 ， 并 凭 借 更
具 动 感 的 设 计 与 全
新 的 技 术 细 节 ， 彰
显 新 车 型 更 先 进 、
更运动与更振奋人心
的魅力。

全新保时捷 911 敞篷车

2019年1月初，保时捷发布了全新911敞
篷系列，提供后轮驱动的Carrera S和四轮
驱动的Carrera 4S两种车型选择。全新一代
911敞篷版不仅承袭了硬顶版的全部创新
特色，更具备敞篷系列独有的改进功能，
如使顶篷开启和闭合时间较以往都更为迅
速的全新液压系统。顶篷的支撑结构使用
了镁合金，能可靠地防止高速行驶时软顶
产生膨胀。同时，顶篷可在速度 50 km/h 
下实现开闭。此外，新的液压系统使顶
篷开启时间缩短为12秒左右，而车尾配置
的可电动伸缩导风板，有助于减弱尾部
风力。

两个版本均搭载3.0毫升水平对置六缸涡
轮增压发动机，在6,500 rpm时达到最大
输出功率331 kW（450 PS），530 Nm 的
峰值扭矩可从2,300 rpm持续至5,000 rpm。

传动系统搭载了新开发的8速双离合器变
速。911� Carrera S Cabriolet可在3.9秒内由
静止加速至100 km/h（搭配选装的 Sport 
Chrono 组件时为3.7秒），最高车速可达
306 km/h。�911 Carrera 4S Cabriolet 最高车
速可达304 km/h，可在3.8秒内由静止加
速至100 km/h（搭配选装的 Sport Chrono 
组件时为3.6秒）。

PASM 运动型悬挂系统首次可用于 911 敞
篷系列。其所使用的的弹簧劲度系数更高、
压缩时间更短，前后防倾杆强度也更高，
并且底盘整体降低了10毫米。这些调整让
这款敞篷版 911 重量分布更加均匀，同时
在运动与舒适间更为平衡。

2019年5月，保时捷发布了C ayenne S 
Coupé。新车型搭载2.9 升  V6 双涡轮
增 压 发 动 机 ， 最 大 输 出 功 率 为 
324 kW （440 PS），高达 550 Nm的峰值
扭矩确保了强大的加速度。新车标配Sport 
Chrono组件由静止加速至� 100 km/h� 仅需�
5.0� 秒，当选装轻量化运动组件后，百公
里加速可缩短至� 4.9� 秒。新车最高车速可
达263 km/h。

2019年8月，保时捷发布了新款旗舰车型
Cayenne Turbo S E-Hybrid Coupé，最大输出
功率为500 kW（680 PS），峰值扭矩高达
900 Nm，从静止加速至100 km/h仅需
3.8秒，最高车速可达295 km/h。此外，
全新Cayenne E-Hybrid Coupé混合动力轿跑
车最大输出功率为340 kW（462 PS），峰
值扭矩达700 Nm，可在纯电动模式下行
驶43 km。

锐不可当：保时捷Cayenne Coupé
2019年3月，备受欢迎的第三代Cayenne
家族增添了一款更加运动的车型——�
Cayenne Coupé。
全新C ayenne C oup é不仅承袭了第三代
Cayenne的全部技术亮点，并凭借更具动
感的设计与全新的技术细节，彰显新车型
更先进、更运动与更振奋人心的魅力。新
车车尾极具识别度且配备自适应后扰流
板。后排标配两个独立式座椅设计。车顶
设计提供两种：标配的全景玻璃车顶和选
配的碳纤维车顶。

配备自适应车顶扰流板的全新Cayenne 
Turbo是第一款搭载主动空气动力学装置
的SUV，而全新Cayenne Coupé同样采用了
这一技术。每一台Cayenne Coupé都配备了
保时捷主动空气动力学系统（PAA），其
中包含了车顶扰流板和全新的自适应后
扰流板。扰流板与车身侧面轮廓无缝融
合，在车速达到90 km/h时展开135 mm，
从而增加后桥的接触压力，同时提升PAA
的效率。

全新Cayenne Coupé上市时发布了两款高
性能发动机版本：全新Cayenne Coupé搭
载3 . 0升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输出功
率可达250 kW（340 PS），峰值扭矩为
450 Nm。得益于标配的 Sport Chrono 组件，
新车由静止加速至 100km/h 仅需6秒；当
选装轻量化运动组件后，百公里加速可
缩 短 至  5 . 9  秒 。 车 辆 最 高 时 速 为  
243 km/h。旗舰车型 Cayenne Turbo Coupé 
搭载 4.0 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输出功
率高达 404 kW（550 PS），峰值扭矩为 
770 Nm。全新Cayenne Turbo Coupé 由静止
加速至100km/h 仅需 3.9 秒，最高时速为 
286 km/h。

配备天然纤维车身组件的全新保时捷718 CAYMAN GT4 CLUBSPORT

保时捷911 敞篷版 保时捷 CAYENNE COUPÉ

保时捷CAYENNE COUPÉ



134 133 研发

限量版保时捷 911 Speedster: 375 kW
（510 PS）

全新 911 Speedster 充分体现了保时捷纯正
的驾驶体验，同时配备适于日常使用的赛
车技术。很多细节设计均承袭了  911 R 
（2016） 和 911 GT3。这款 Speedster 透过
其独特的“double-bubble”碳纤维活动顶篷，
在如今的保时捷跑车与1948年间获得上
路许可的保时捷 356 “No. 1” Roadster 之间
建立起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全新限量
版 911 Speedster 于 2019 年在祖文豪森工
厂开始投产，限量生产 1,948 辆，寓意着
保时捷�356 "No.1"获得上路许可的年份。

轻量化顶蓬结构由操作简便的活动顶蓬代
替了概念车的基本车厢盖设计。轻量化设
计也见诸于 Speedster 的其他车身部件。
碳纤维复合材料发动机罩重量比 911 GT3 
减轻  2 kg，碳纤维复合材料翼子板源于 
911 R。虽然前裙板借用了 GT3 的设计，
但前扰流唇却属全新开发元件。全新量产
版 Speedster 采用电动调节电加热 Sport 
Design 外后视镜，而不是概念车所使用的 
Talbot 后视镜。Speedster 符合空气动力学
设计的延伸式后扰流板和后裙板源自 
911 GT3 Touring。

两款车均采用了高性能的GT底盘，拥有出
色的过弯表现。车辆配备保时捷主动悬挂
管理（PASM）阻尼控制系统，底盘经调
校后降低30毫米，使得车身重心进一步降
低，成就了出众的横向动态。保时捷扭矩
引导系统（PTV）和后桥机械差速锁进一
步提升了纵向和横向动力性、转弯性能和
驾驶乐趣。GT4� 另可选配“Clubsport”组
件，内含钢制后防滚架、手持灭火器及驾
驶员侧的六点式安全带。

新元素是专为 718 Spyder 设计的超高性能
轮胎，配备这款轮胎的 718 Cayman GT4 在
纽博格林北环赛道上创下新的纪录：在这
条� 20.6 km长的传奇赛道上创下的圈速比
上代车型提高了�10�秒。

入门级车型：保时捷 911 Carrera 和 911 
Carrera Cabriolet
2019年7月底，第八代911家族再推出入
门级Carrera车型，并提供硬顶和敞篷两种
选择。全新911 Carrera车型搭载动力强大
的3.0升六缸水平对置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输出功率可达283 kW（385 PS），较上一
代911提升了11 kW（15 PS）。

与全新911 Carrera S车型一样，Carrera车型
在发动机、底盘与制动系统等方面极具运
动性。3.0升六缸水平对置双涡轮增压发
动机采用全新开发的涡轮增压器，涡轮机
与压缩机尺寸进一步缩小，动力传输由全
新 8 速双离合器变速箱（PDK）来完成，
这使得硬顶版全新911 Carrera从静止加速
至100 km/h仅需4.2秒，搭配选装的 Sport 
Chrono 组件时可再缩短0.2秒，最高车速
可达293 km/h。NEDC 测试规程下，硬顶 
版百公里综合油耗为 9.0 升，敞篷版为 9.2 
升。全新911 Carrera车型配备19英寸的合
金前轮（搭配235/40 ZR轮胎）和20英寸
的后轮（搭配295/35 ZR轮胎）。在前后
轴上，黑色的四活塞单体卡钳配合直径为
330 mm 的制动盘，为车辆提供了出色的
制动性能。

Speedster 的核心来自  911 GT3。 911 
 Speedster 搭载 4.0 升六缸自然吸气水平
发动机，可输送 375 kW（510 PS）的功
率与高达8,400 rpm的转速，由静止加
速至 100km/h仅需4.0秒，最高车速为�
310 km/h。针对其“注重驾驶体验”的定位，
保时捷只为 911 Speedster 配备了一款手动 
6 速运动变速器。全新 Speedster 背后的 
GT 跑车理念也反映在其底盘设计上。底
盘以 911 GT3 和 911 R 的技术为基础，采
用运动型后桥转向系统和动态发动机支
承。保时捷扭矩引导系统（PTV）、保时
捷稳定管理系统（PSM）和带运动调校功
能（包括使车身高度降低 25 毫米）的保
时捷主动悬挂管理系统（PASM）等控制
系统已根据新要求进行了精确调适。

911 SPEEDSTER

718 SPYDER 和 718 CAYMAN GT4

保时捷 911 Speedster 
充分体现了保时捷纯
正 的 驾 驶 体 验 ， 同 时
配备适于日常使用的
赛车技术。外形上在
如 今 的 保 时 捷 跑 车 与
1948年间获得上路许
可的保时捷 356 “No. 1” 
Roadster 之间建立起一
条跨越时空的纽带。

高性能：保时捷 718 Spyder 和 718 Cayman 
GT4
2019�年�6 月，保时捷推出全新 718 Spyder 
和 718 Cayman GT4。这是两款感性十足、
动力澎湃的顶级旗舰车型，均搭载全新
4.0升六缸水平对置发动机。这款自然吸
气发动机与目前 911 Carrera 系列所配备的
涡轮增压发动机系出同门。这款全新高转
速发动机输出功率高达 309 kW (420 PS)，
比前代 GT4 高出 35 PS。第三代 Spyder 比
前代车型的动力输出高出 45 PS。420 Nm
的峰值扭矩可从5,000 rpm持续至6,800 
rpm。两款跑车均配备手动变速器，最高
速度均突破 300 km/h：718 Spyder 最高车
速达 301 km/h，718 Cayman GT4 达 304 
km/h。由静止加速至100km/h仅需 4.4 秒，
发动机最大转速为 8,000 rpm。

718 Cayman GT4 引人瞩目的特色之一是经
过全面改良的空气动力学组件。它可使下
压力提升 50%，同时没有任何负面阻力影
响——这是非凡效率的佐证。两款车的空
气动力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新设计
的单腔拱形后消声器：在尾部创造了一个
安装功能扩散器的空间，占到 718 Cayman 
GT4 后桥下压力的 30%。固定后翼子板也
具有更高的效率，与前代车型相比所产生
的下压力增加了  20% 左右，相当于在 
200 km/h的速度下，下压力增加  12 kg。
采用GT 风格优化后的车身前部利用宽大
的前扰流唇和空气幕来保持气动平衡。

全新 718 Spyder 是一款纯为驾驶乐趣而生
的机器，采用可应对高速行驶的轻量化活
动车顶。新车型与保时捷 550 Spyder 和 
718 RS 60 Spyder 等著名跑车一脉相承。车
顶无论打开还是合上，轮廓线条均酷炫无
比。同时，车顶只需简单几步操作即可收
入后备箱盖之下，适合日常使用。与 GT4 
不同，718 Spyder 配备了后扰流板，速度
达到 120 km/h时便自动升起。由于配备了
功能扩散器，全新718 Spyder成为 Boxster 
家族第一款能在后桥上生成气动下压力的
车型。

911 CARRERA COUP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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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之作：保时捷 Cayenne Turbo S 
 E-Hybrid 和 Turbo S E-Hybrid Coupé
2019 年�8�月底，Cayenne�系列推出最新
旗舰车型� Cayenne Turbo S E-Hybrid� 和
Cayenne Turbo S E-Hybrid Coupé�。两款新
车均搭载 4 . 0升 V 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404 kW/550�PS），�与�8�速�Tiptronic S�变
速箱的电机（100 kW/136 PS）的智能
配合使最大输出功率可达到 5 0 0  k W�

（680 PS），峰值扭矩可达900 Nm。从
静止加速至100 km/h的用时仅需� 3.8� 秒，
最高车速为  295 km/h，不仅性能出众，
而且效率极高：Cayenne Turbo S E-Hybrid�
和Cayenne Turbo S E-Hybrid Coupé�在纯电续
航里程可达�40 km，且零排放。NEDC�测试
规程下百公里平均油耗仅 3.9-3.7 l/100 km，
电耗仅�19.6-18.7 kWh/100 km。

与所有保时捷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一样，-
Cayenne家族最新旗舰车型也是豪华汽车市
场最具运动感的车型之一。在�Cayenne Turbo 
S E-Hybrid�车型上，电机布局于�V8�发动机与�
8�速�Tiptronic S�变速箱之间。两个马达通过
混合动力模块中的分离器连接在一起。
在“E-Power”驾驶模式下，电机可独立驱
动车辆，最高速度达� 135 km/h，也可用于
其他驾驶模式，提供额外动力辅助。这些
模式可通过标配的�Sport Chrono�组件进行选
择（包括：混动“Hybrid”、自动“Auto”、
运动“Sport”和运动升级“Sport Plus”）。
保时捷自超级跑车�918 Spyder�时便采用这一
驱动理念。

锂离子电池安装在行李厢底板下面，容量
为�14.1 kWh。高压蓄电池通过配备�16 A保
险丝的400 V连接，并配以标准的7.2 kW车
载� AC� 充电器，�电池在2.4� 小时内即可充
满电量。若使用传统�230 V的10 A家用插座
充电需�6�小时。

CAYENNE TURBO S E-HYBRID 

保时捷 Taycan：可持续的创新设计

2019 年 9 月，保时捷推出首款纯电动跑
车——Taycan，标志着保时捷开启电动新
纪元，也标志着保时捷电动产品的不断扩
张。这款四门轿跑是将保时捷典型性能特
征与日常实用性相结合的独特产物。新车
系最先问世的车型版本是 Taycan Turbo S 和 
Taycan Turbo。两款车型均为“保时捷 E 驱高
效动力”（Porsche E-Performance）迄今为
止的巅峰之作，也代表着保时捷纯电量产
车系 Taycan 系列的性能之最。2019 年 10 
月中，这款轿跑的第三款车型 Taycan 4S 推
出。2020年底，保时捷计划推出首款衍
生车型 Taycan Cross Turismo。

结合起步控制功能，旗舰车型  Taycan 
 Turbo S 可输出高达 560 kW（761 PS）的
超增压功率，Taycan Turbo 亦可达到500 kW 

（680 PS）的最大功率。Taycan Turbo S 从
静止加速至100 km/h 仅需2.8秒，Taycan 
Turbo 为3.2秒。在WLTP标准下，Taycan 
Turbo S和 Taycan Turbo 的最大续航里程分
别为412 km和450 km。两款新车均为四轮
驱动，最高车速达 260 km/h。

Taycan 4S� 提供两种电池型号：标配的单
层标准电池（Performance Battery）总容
量为 7 9 . 2  k W h ，可助力车辆输出
390 kW（530 PS）的超增压功率；还可
选装来自旗舰车型的9 3 . 4  k W h双层高
性能蓄电池升级版（Pe r fo r m a n c e  B at-
t e r y  Plus），以激发车辆高达420 kW 

（571 PS）的超增压功率。两种电池版本造
就了不同的动力输出与续航表现。标准电
池可助力车辆输出390 kW（530 PS）的
超增压功率；高性能蓄电池升级版能够
激发车辆高达420 kW（571 PS）的超增
压功率。两种电池版本车型均可在4秒内
从静止加速到100 km/h，并实现最高车
速250 km/h。在WLTP标准下，标准电池
续航里程达到 407 km，而�高性能蓄电池
升级版则达到� 463 km。两个版本的最大
充电功率分别为225 kW（标准电池）和
270 kW（高性能蓄电池升级版）。

Taycan 是首款系统电压达到 800 V的量产
车型，而常见的电动车系统电压仅为 
400 V。因此，车主能够在旅途中大为获
益：使用高功率充电网络进行直流充电
时，Taycan 的蓄电池仅需5 分多钟便可充
满100 km续航里程所需电量（WLTP标准
下）。在理想充电条件下，Taycan从电量
5%充至80%仅需22.5分钟，并支持高达
270 kW的充电功率。Taycan 配备的Perfor-
mance Battery Plus高性能蓄电池容量为
93.4 kWh。Taycan车主亦可选择在家中用
交流电以高达11 kW的功率为爱车轻松
充电。

全新 Taycan 以简洁、纯粹的设计开启了一
个新的时代，新车风阻系数达到0.22，空
气动力学性能十分出色，显著降低了能
耗，续航里程也进一步增加。

Taycan 的领先技术水平体现在几乎所有细
节方面，也包括内饰。全新 Taycan的交互
界面全部经重新设计。诸如开关和按钮等
传统控件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智
能且直观的控制方式，如触摸操作以及可
通过“嗨，保时捷”命令唤醒的语音控制功
能。在全新 Taycan 上，保时捷首次提供完
全不使用真皮的内饰。由创新的回收材料
制成的座椅内饰与这款纯电跑车的可持续
理念相得益彰。独特的“脚坑”设计整合
于底部的电池布局中。由此，全新Taycan
得以保持跑车特有的低矮姿态，同时不必
损失后排的坐乘舒适性。

所有三款 Taycan 车型前后桥分别配备一台
极为高效的永磁同步电机，从而实现四轮
驱动。续航里程和持续驱动动力均得益于
永磁同步电机的高效率。变速器和脉冲控
制逆变器共同组成一个紧凑的驱动模块。
在目前市场上的所有电动传动系统中，这
些模块的功率密度是最高的（每升封装空
间的功率）。Taycan 电机的另一大特色是
定子电磁线圈的发夹式绕组。这项技术能
将更多的铜线集成到定子中，从而提高单
位体积中的功率输出和扭矩水平。

Cayenne Turbo S  E-Hybrid 
和 Cayenne Turbo S E-Hy-
brid Coupé 是Cayenne系
列的最新旗舰车型。驱
动系统与各类创新底盘
系统（多为标配）相结
合 ， 实 现 跑 车 灵 动 性 、
长途行车舒适性与越野
功能的完美统一。

时捷 Taycan 连接品牌
的过去与未来。这款
四门轿跑是集高性能
与 日 常 实 用 性 于 一 身
的独特产物。

保时捷 Macan Turbo：更强劲，更迅猛，

更敏捷

保时捷 Macan Turbo 位列紧凑型 SUV 跑车之
首。新车搭载全新 6 缸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 324kW（440 PS），在发动机
排量减少 20% 的情况下动力输出提升了
10%。保时捷已将这款发动机用于Cayenne
和 Panamera 车型。搭配选装的 Sport 
Chrono 组件，新款 Macan Turbo 从静止加
速至 100 km/h 仅需 4.3 秒，比旧款车型快
了0.3秒。最高车速为� 270 km/h（提升了�
4 km/h ）。

新款 Macan Turbo 搭载的 2.9 升双涡轮增压
发动机比旧款车型的 3.6 升 6 缸涡轮增压
发动机输出功率提升 29 kW（40 PS），在 
1,800 至 5,600 rpm 转速范围内，持续输出 
550 Nm 的最大扭矩。配备 7 速 PDK 保时捷
双离合器变速箱和四轮驱动的保时捷牵引
力控制管理系统（PTM）为车辆提供动
力。NEDC 测试规程下百公里油耗为 9.8 升。

新款 Macan Turbo 标配保时捷表面镀层制动
系统（PSCB），制动性能优越。另外还可
选装高度可调的空气悬挂（带有优化的滚
动活塞和新型减震器液压系统），保时捷
扭矩引导系统升级版（PTV Plus）和保时
捷陶瓷复合制动系统（PCCB），以进一步
提升动态表现。新车标配全新 20 英寸 
Macan Turbo 轮毂。

MACAN TURBO

后桥上的两速变速器是保时捷的一大创新
研发成果。一档可为车辆从静止起步提供
更多的加速度，齿比更小的二档可同时确
保高效率和高能量储备，这一优势也有助
于车辆在高速状态下的表现。

保时捷为全新 Taycan 的底盘配备了一款中
央联网控制系统。一体式的保时捷4D底
盘控制系统能够实时分析和同步所有底盘
系统。创新的底盘系统包括带有电子减震
器控制PASM（保时捷主动悬挂管理系统）
的三腔室自适应空气悬架，以及选装的保
时捷动态底盘控制系统运动版（PDCC 
Sport）电动机械式防倾翻系统，其中包
括保时捷扭矩引导系统升级版（ P T V 
Plus）。独特配置包括带有两台电机的四
轮驱动控制系统以及能量回收系统。全新
Taycan的能量回收功率高达265 kW，明显
优于其他竞争对手，90%的日常制动仅由
电机完成，无须用到液压车轮制动器。

全新Taycan的多种驾驶模式设置基本遵循
保时捷车型的一贯理念，此外还通过特殊
设定充分利用纯电驱动的潜能，共提供四
种驾驶模式： “ R a n g e ”（续航里程）、��

“ N o r m a l ”（标准）、 “ S p o r t ”（运动）
和“Sport Plus”（运动升级）。客户还可以
选择“Individual”（个性化）模式，以根据需
要对系统进行个性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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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车型：四驱版 911 Carrera 
2019 年 9 月，第八代 911 Carrera 4 系列新
增 Coupé 和 Cabriolet 车型。与后轮驱动版 
911 Carrera 车型一样，全新911 Carrera 4和 
911 Carrera 4 Cabriolet 均搭载 3.0 升六 缸水
平对置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在6,500 rpm转
速下输出功率可达到283 kW（385 PS），
并在1,950至5,000 rpm转速范围内，可持
续输出450 Nm的最大扭矩。性能和日常实
用性均有很大提升。

标配的8速PDK保时捷双离合器变速箱使得
全新911 Carrera 4从静止加速至100 km/h仅
需4.2秒。全新911 Carrera 4 Cabriolet 
从静止加速至100 km/h需4.4秒，配备选
装的Sport Chrono组件后用时可再缩短0.2
秒。加速时间均比前代车型缩短了 0.1 秒。
全新911 Carrera 4的最高车速达 291 km/h，
而全新 911 Carrera 4 Cabriolet 最高车速达
到289 km/h。

与 911 Carrera 4S 车型一样，新研发的前
驱模块使 911 Carrera 4 的性能进一步提升。
离合器和差速器新增的水冷特性加强了离
合器的耐用性和负荷能力。增大的调节扭
矩可提升离合器的调节精准度，从而提高
前轴驱动的性能。搭载保时捷牵引力控制
管理系统（PTM）的增强版前桥驱动系统
有助于提高牵引力，以适应各种路况条件。

采用赛车设计的特别
限 量 版 车 型 ： 保 时
捷  718 Cayman GT4  
Spor ts Cup Edition，
由来自 Style Porsche
及  Porsche Exclusive 
Manu faktur 的专家共
同打造。

PANAMERA 十周年纪念版

718 CAYMAN GT4 CUP EDITION

停产：最后一台 保时捷991车型成功下线

991车型首发于2011 年，代表着保时捷 
911 发展史中最伟大的技术飞跃，近 90% 
的车辆部件经过了全新设计或实质性的开
发。得益于比前代车型长100毫米的轴
距，991的底盘可以选装全新的防侧倾稳
定系统，即保时捷动态底盘控制系统
（PDCC），在驾驶动态方面树立了全新标
杆。2012年春季，保时捷基于敞篷版车
型实现了进一步创新。活动顶篷采用了轻
巧的镁合金，使其在闭合时可呈现几乎与
硬顶版无异的车顶轮廓，并在高速行驶时
得以保持。全新 911 Targa 于2012年底问
世，引得世人瞩目。这代911 Targa 在B 柱
位置安装宽大防滚架的设计，通过按钮，
能够操控车顶前部自动折叠至车尾。

首次应用于911 Turbo的主动空气动力学系
统�和911 Carrera车型上带有微粒过滤器的
涡轮增压发动机等诸多创新延续了�991�世
代的创新爆发势头。其他亮点包括：2013
年，保时捷通过独家配备的限量版车型庆
祝了这款传奇跑车的50周年，限量的数字
是纪念�911�诞生年份的 1,963�台。2016年，
配备输出功率达368�kW（500 PS）自然吸
气式发动机的911 R车型面世；2017� 年运
动型911 T、带有Touring组件的�911 GT3�高
性能跑车及第  1 0 0  万辆  9 1 1诞生。同
年，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推出�911 
Turbo S Exclusive Series。

2017 年夏季，保时捷推出迄今为止采用
赛车技术打造的动力最强劲、速度最快的 
911 车型——911 GT2 RS，输出功率达�
515 kW（700 PS）。几个月后推出的911 
GT3 RS搭载赛车底盘和382 kW（520 PS）
的4.0 升高转速自然吸气发动机

值保时捷跑车70周年之际，911 Speedster
在2018年发布了的一款概念车，并于2019
年正式供应。它具备典型的保时捷特征：
轻巧车身、效率、纯粹性和驾驶乐趣。�这
些特征通过4.0 升 375 kW（510 PS）发动
机、6 速手动变速器和高性能运动底盘体
现。它不仅是第七代911车型推出的最后一
款衍生车型，也是最后一辆制造的车型。
与保时捷 356 “No. 1” Roadster一样，911 
Speedster 将成为“前进中的保时捷博物馆”
大使。

新 款 保 时 捷  GT S  车 型 ： 最 具 运 动 性 的 
Macan
保时捷推出 Macan 车系新成员——新款 
Macan GTS。新车搭载了强劲的发动机、
高性能底盘、加强的部件并拥有独特的设
计元素，配备了2.9 升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
机可输出功率 280 kW（380 PS），较旧
款车型增加了 15 kW（20 PS）。结合最新
调校的  PDK 双离合器变速箱和可选的 
Sport Chrono 组件，新款Macan GTS 从静止
加速至100 km/h仅需4.7秒，比前代车型
快了0.3 秒。最高车速达 261 km/h。

新款Macan GTS的底盘降低了 15 毫米，而
保时捷主动悬挂管理 (PASM) 阻尼控制系
统的功能则被调校得更为运动，成就了更
出众的横向动态。选装自适应空气悬架可
使底盘再降低 10 毫米。加上标配 20 英寸 
RS Spyder Design 车轮和醒目的制动系统，
新款 Macan GTS 彰显出一台纯正跑车的超
凡运动性。此外，新车可选装具有碳化钨
涂层的保时捷表面镀层刹车系统（PSCB）�
或保时捷陶瓷复合制动系统（PCCB）。
新款 Macan GTS 还配备众多引人瞩目的底
盘元件，彰显其独特的运动性。这些元件
秉承 GTS 风格，采用黑涂漆元素。

周年特别版车型：保时捷 Panamera 十周

年纪念版

为庆祝Panamera车系问世十周年，保时捷
推出特别版车型。Panamera 十周年纪念版
在底盘和舒适性方面采用，配置全面升
级，同时强化了专属的外观设计风格。例
如，全新 21 英寸白金金属漆 Panamera 
Sport Design 车轮，同时车前门配有10周
年纪念版专属的“Panamera10”标识。内饰
方面，同款 “Panamera10” 十周年纪念标识
也出现在副驾驶装饰面板和迎宾踏板处，
并采用了黑色真皮搭配白金色缝线，尽展
尊贵质感与品味。

E独家特别版车型：718 Cayman GT4 Cup 
Edition
为庆祝专属于车主的  C lubspor t  系列赛
事——保时捷德国运动杯赛（Por sche�
Sports Cup）15周年，保时捷推出了一款
采 用 赛 车 设 计 的 特 别 限 量 版 车
型。718 Cayman GT4 Sports Cup Edition 限
时发售。2019 年 10 月 12-13 日，这款运
动型专属车型在霍根海姆“S p o r t s c a r 
 Together Day尽享跑车日”活动上首次亮
相。在这项面向保时捷车迷的重大活动上，
大家共同庆祝全新霍根海姆保时捷体验中
心开幕以及“保时捷运动杯”的赛季收官。

PORSCHE CARRER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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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一向以人为本。对我们来
说，热情服务客户和工作安全保
障至关重要。我们与所有合作伙
伴平等互利。Taycan� 工厂扎根于
历史悠久的生产基地——祖文
豪森，这里也是保时捷品牌的
核心和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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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客户满意度高 
关注客户及客户满意度，是实现可持续增
长的重要要求，也是“保时捷2025 +战略”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此，保时捷定期对
逾 25 万客户开展满意度调查。此外，独
立第三方调研（例如，由市场调研机构开
展的保时捷评估）也提供与其竞争对手的
比较分析。销售、售后、市场、客户关系
和产品质量等部门组成的团队负责评估所
有调研结果。必要时，直属于公司董事会
的客户满意度指导委员会将采取相应的改
善措施。保时捷不断向全体员工传达客户
满意度对公司的重要性，例如将其作为客
户满意度专题日活动的一部分。

在美国知名市场调研机构 J.D. Power进
行 的“车辆性能、执行和规划研究（Auto-
motive Performance, Execution and Layout 
Study）”（APEAL）中，保时捷总体评价
名列榜首。这项研究每年对新车买主开展
一次调查，旨在确定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吸
引力。保时捷在以下方面也多次胜出：在一
年一度的同样由J.D. Power进行的“销售满意
指数”（SSI） 研究中，保时捷排名第一。
该指数评估新车购买者对买车过程的满意
度水平。新车主代表性调查可作为购车
参考，购车者与未购车者均分享他们与经
销商沟通的经验。保时捷在今年 J.D. Power 
的“客户满意指数”（CSI）调查中也摘得售
后组头名。

保时捷还凭借  718 Boxster，被新闻杂志�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评为“豪华跑车”和“豪华敞
篷车”组第一名。该杂志根据汽车行业的
研究数据和专家分析对汽车及品牌做出相
应评价

纯电动车  Taycan在面世的第一年便获奖
无数，被英国赛车杂志《Autocar》评
为“2019年最佳豪华电动汽车”。保时捷还
凭借 718 Boxster，在“十佳敞篷车”排名
中位列榜首。保时捷 911 GT3 在“2019 年
十佳硬核汽车 ”排名中夺得第一。 911 
 Carrera 在“年度跑车”组夺魁。Panamera 
在“2019 年十佳豪华轿跑车”中高居榜首。

荣誉与奖项

来自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众多专业技术性
杂志和独立研究结果都证实了保时捷享有
极高的客户满意度，这也证明了客户服务
优化计划的成功。2019 年，美国知名车
评杂志《凯利蓝皮书》(Kelley Blue Book) 授
予保时捷多个奖项。保时捷不仅获得
了 “品牌形象奖——最佳高性能奢华品牌”，
同时也被评为“高端豪华车——最佳高性
能豪华品牌”，同时也被评为“高端豪华
车——最佳保值车型”和“高端豪华
车——最佳造型奖”。此外，保时捷还成
功跻身“十大获奖最多品牌”之列。Macan 
和 Panamera 车型也获得各自组别的最佳
保值车型奖。保时捷 718 Boxster 和 718 
Cayman 在美国专业汽车杂志《名车志》

（Car and Driver）开展的读者调查中被评为“
十佳汽车”；同时，718、911、Macan 和
Cayenne车型系列还荣获 “编辑精选奖 ”。�
2 0 1 9  年，美国科技杂志《 Popul ar 
 Mechanics》授予保时捷�911“年度新车大
奖”类别中的“卓越汽车奖”。美国汽车
杂志《Motorweek》将� Panamera�评为“最
佳梦想汽车”。

TAYCAN 4S

911 GT3 RS

718 BOXSTER

MACAN GTS

PANAMERA 4S 行政加长版

在 J.D. Power进行的“车
辆性能、执行和规划研
究”（APEAL）中，保时
捷总体评价名列榜首。

在德国，《汽车与
运动》（auto motor 
und spor t）杂志超 
10 万读者将保时捷 
911 和 Panamera 车
型系列评选为“2019
年度最佳汽车”三大
组别的第一名。

在德国，《汽车与运动》（auto motor und 
sport）杂志 10 万多读者将 保时捷 911�和 
Panamera 车型系列票选为“2019年度最佳
汽车”三大组别的第一名。911 上年也荣
膺“跑车”组冠军，911 Cabrio 和 911 Targa 
也在“敞篷车”组别中胜出。Panamera 蝉联“
豪华组”冠军。

保时捷 911 成为“2019 年 Autobild TÜV 报
告”的最大赢家。Autobild TÜV 报告是驾驶
者和二手车买主获得购车建议的最重要渠
道之一。在该技术检验协会目前的排名
中，保时捷各车龄组严重缺陷率最低，位
居榜首。911 首次夺得各车龄组第一。

911 CARRERA CABRIO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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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及经销商为Taycan上市做准备

为客户车辆提供专业的维修保养是保时捷
的核心服务之一。随着 2013 年首款插电
式混合动力车型的推出，保时捷及经销商
为电动出行的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
而，保时捷首款纯电动车型的推出是近年
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保时捷及其经销
商为此开展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在 
54 个市场的多个保时捷中心采用 800 伏
技术的快速充电设施。这项工作同时也极
大地促进了公共充电设施的发展。保时捷
的目标是在 2020 年底之前安装约 1,000 
个充电桩。此外，到 2020 年底，每家经
销商还将投资25万欧元以上，用于扩建充
电基础设施和硬件。

保时捷有30,000 多名销售和售后员工为世
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服务。考虑到电动汽车
领域需要高度专业的知识背景，销售和售
后服务人员则通过面对面培训和在线课程
不断提高专业能力，这也是作为广泛认证
计划的一部分。主要培训内容包括解决电
动汽车充电装置的安装问题，以及掌握保
时捷 “Smart Mobility” 中的数字服务和其他
汽车功能。 2019 年，约有 140 名员工获
得高压工作专业资质，并为车间将要承接
的新任务做好充分准备。考虑到人们对电
动出行、智能出行和数字化服务日益增长
的复杂需求，保时捷创造了� 12 种新的零
售职位。

可持续能源生产

保时捷已在大力推广使用太阳辐射发电的
光伏发电技术。� “Shams Dubai Initiative” 就
是一个利用可再生能源为电动车辆充电的
绝佳范例。保时捷中东和非洲（PME）与 
TerraStruc 携手，为迪拜总部量身打造
了一座光伏发电设施，每年发电量达 
478,500 kWh，可满足保时捷中东和非洲
（PME）约 60％ 的能源需求，同时还为电
动车充电站供电。

Destination Porsche 概念原型店于 2019 年 
3  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棕榈泉（P a l m 
Springs）盛大开业。随后， 2019 年 12 
月，中国杭州滨江保时捷中心升级之后重
新营业，这是全球首个完成改建的保时捷
中心。保时捷下一步将在德国多特蒙德新
建首个试点项目，预计 2020 年底完工。

Destination Porsche 概念不只是一个纯粹的
建筑概念：它将物理空间与数字化世界完
美融合，带来了新的 IT 流程和就业岗位，
最终为客户带来无缝的品牌体验。从潜在
买家到现有客户，所有访客都有机会成为
品牌的一部分。保时捷中心将成为客户灵
感碰撞、信息交流、经验分享和互动参与
的平台。

这一发展扩展了当前久经考验的体系结
构，也意味着这些发展可得到有效实施，
既可用于新的企业架构，也可在未来十年
内对全球现有的 850 家保时捷中心进行升
级改造。未来保时捷还将以授权保时捷中
心作为范本，增加其他销售和联络点，进
一步扩展和丰富其品牌体验。

为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

保时捷为客户的混动或纯电动跑车提供了
理想的充电解决方案。分析显示，约80％ 
的客户都在家中充电。保时捷为此开发了
几种智能充电解决方案。所有 Taycan 车型
均标配家用 Mobile Charger Connect 充电系
统，其充电功率高达  1 1  k W（美国为  
9.6 kW）。为满足客户要求，保时捷还提
供专用充电座，既可安装在墙上，也可安
装在现有充电站，此外，还提供可独立安
装的保时捷紧凑型充电站。作为选配方
案，保时捷还提供 “家用能源管理器 ”

（Home Energy Manager），优化充电的功
率输出、时间和成本。特别是在控制和管
理充电性能方面有明显优势，能够确保在
充电过程中家用电网不会发生过载。保时
捷合作伙伴和/或合作维修车间会分析每
位客户的具体情况，并就设备选择提供专
业建议。

在欧洲的公共部门，保时捷已建设了 
100,000 多个公共充电站，为电动汽车提
供充电服务，而且充电站数量还在持续增
加。保时捷提供的服务还包括最大输出功
率达 350 kW 的快速充电站，该设备由宝
马集团、戴姆勒股份公司、福特汽车公司
以及大众汽车集团（含保时捷和奥迪）成
立的合资企业 IONITY 提供。预计到 2020 
年底，将有约 400 座快速充电站投入使
用。Taycan 用户可通过使用保时捷充电服
务app，以极低的价格为车辆充电。在美国
和加拿大，客户可以使用 Electrify America 
和 Electrify Canada 的快速充电网络。

另一个选择是保时捷“目的地充电”服务，
即在众多高级场所内（如酒店、高尔夫球
场和餐厅）提供充电解决方案，并对保时
捷客户免费开放。 2020 年底以前，保时
捷计划将全球充电站数量增至 1,800�座。

全球销售网络

自� 2019 年起，世界各地的保时捷中心进入
企业架构转型期，也就是从过去 20 年来人
们所熟知的外观转变为全新的企业架
构“Destination Porsche”。这个全新的零售概
念是保时捷作为跑车制造商，面临复杂多变
的挑战所作出的回应，一方面满足客户对未
来的期望，同时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竞争环
境。保时捷将在不同的主题环境下展示其汽
车产品，为客户提供灵活的服务和体验。 棕榈泉（PALM SPRINGS）原型店的PORSCHEPLATZ空间

棕榈泉（PALM SPRINGS） “DESTINATION PORSCHE” 概念原型店通过合资企业 IONITY 提供公共充电服务

家用充电装置

在线汽车销售

在线汽车销售

如今，客户可在实体店和网上购车之间自
如选择。 2019�年 10 月，保时捷与 88 家
德国保时捷中心合作，开辟了一条新的数
字零售渠道，作为销售新车和二手车的虚
拟市场。未来，保时捷还将在此虚拟市场
中提供更多的保时捷产品和服务。全新的
数字零售将于2020年在全欧洲陆续推出。

客户可随时随地在线完成重要的购车和租
赁操作。保时捷中心仅需负责客户认证和
合同的最终签订，这样，就可以让经销商
在签订合同时更快速、更便捷。

Destination Porsche 概
念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建
筑概念：其物理空间与
数 字 化 世 界 的 完 美 融
合，带来了新的信息技
术流程和就业岗位，最
终 为 客 户 创 造 一 种 无
缝的品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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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新建的保时捷 e 享空间

（Porsche Studios）

2019 年，公司继续扩大其全球保时捷 e 
享空间网络，并于 2019 年 3 月在泰国曼
谷开设了一家保时捷 e 享空间。它有助于
拉近客户和粉丝与保时捷之间的距离，其
所塑造的精品店氛围，将有效吸引访客驻
足停留。6 月份，清潭保时捷e 享空间开
业，店址位于充满活力的韩国首尔江南
区，最鲜明的特色是其充满未来感的展厅
概念设计。保时捷 e 享空间完美融合了传
统与创新，赋予保时捷客户和粉丝全新的
品牌体验。12月，位于大都会艺术区桃园
艺术广场的桃园保时捷 e 享空间开业，这
是保时捷在亚洲的第五家e 享空间。

全新保时捷 e 享空间充分利用各种数字元
素和大屏幕吸引客户。例如，品牌粉丝可
在轻松的氛围中享受 “E-Performance” 所带
来的便利。访客可通过保时捷独家定制
部门� 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 定制爱
车，并且可通过“历史文化墙”（Heritage 
Wall）详细了解保时捷七十多年的发展历
程。此外，这些场所还可用于举办针对特
定目标群体的活动。保时捷 e 享空间是保
时捷� “未来零售”战略的重要支柱，将店
址选在潮流城市的中心，可以帮助吸引更
多的目标人群。

保时捷极致体验-销售
体验店和保时捷 e 享空
间是触及现有客户以及
针对特定市场，吸引品
牌新目标群体的现代化
方式。

桃园保时捷 E 享空间

保时捷台北极致体验-销售体验店 柏林“SCOPES”

以“Porsche NOW”为核心概念的保时捷极

致体验-销售体验店

保时捷极致体验-销售体验店是另一种新
颖的销售模式，具有临时性的特点，通过
这种形式，保时捷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
够更加贴近客户和新目标人群的城市生活
方式。� 2019 年，保时捷以 Porsche NOW 
为核心概念，共开设了五家极致体验-销
售体验店，“NOW”就是呼吁要抓住时机。

自 2019� 年 10 月起，保时捷极致体验-销
售体验店就在台湾地区多个地点以滚动概
念的方式推广，其中，台北信义区一马当
先，开设了第一家保时捷极致体验-销售
体验店。“Porsche NOW”是指在有限的时间
内，在知名的购物中心推出保时捷展台，
并营造现代、舒适的氛围吸引客户。除了
所展示的汽车外，访客还可体验虚拟现实
应用程序和私人休息室。继台北之后，快
闪店将在台湾地区其他主要城市进行为期
两年的巡展。

通过一系列新颖的零售形式，全球经销商
对保时捷品牌的好感度大大提升。保时捷
极致体验-销售体验店和保时捷 e 享空间是
触及现有客户以及针对特定市场吸引品牌
新目标群体的现代方式，同时，这也是与
新目标群体建立联系的根本手段。这样的
形式还将促进新市场的开发。保时捷提出
可行的基础概念，经销商则针对相关市场
落实概念。这确保了品牌与各目标群体之
间的高度相关性，并提高了品牌知名度。

SCOPES – 都市活动范本

向都市人群提供个人社交和知识分享的
互动场所：跑车制造商保时捷以 “SCOPES 
driven by Porsche” 为名, 为世界各大城市的
年轻目标人群打造的全新专属活动。继
2018年柏林和2019年5月荷兰阿姆斯特丹
之后，保时捷于2019年11月在日本东京也
举办了此项活动。 “SCOPES dr iven  by 
 Porsche”代表着先锋精神、创意设计以及
创意社区。两个多星期的活动中，保时
捷选择在各城市中最具文化代表性的场
所进行了展示。为此，保时捷跑车品牌
担任策展人的角色：年轻且富有创造力
的公司和合作伙伴共同参与了展览、小
组讨论、辩论和讲习班，并以艺术、科
技、现场音乐或时尚秀的形式展示自己。
内容设计人员的性格特征直接决定了各
城市的活动内容和调性方向，同时还包
括保时捷专家组织的创新和设计等品牌
主题活动。

霍根海姆赛道全新保时捷体验中心

全新保时捷体验中心

2019 年 10 月中旬，作为“尽享跑车日
（Sportscar Together Day）”活动的一部分，
保时捷在霍根海姆赛道开放了全球第七家“
保时捷体验中心”（PEC）。该中心占地面
积约 170,000 平方米，位于赛道中心位
置，为来自欧洲的客户和粉丝提供了体验
保时捷品牌的场所。保时捷体验中心
（PEC）下设客户体验中心，开设驾控课
程，另外还有多个驾驶体验区域和一条越
野赛道。开业后的首个周末就吸引了约 
70,000 名访客，其中 9,000 人驾驶着自己
的保时捷汽车前来参与。第八个保时捷体
验中心正在筹建中，位于意大利弗兰奇亚
考达赛道旁。保时捷意大利于 2019 年开
始翻新赛道并建设客户中心，预计 2021 
年初开放。

保时捷体验中心霍根海姆赛道尽享跑车日
（SPORTSCAR TOGETHER DAY）

跑车制造商保时捷通过
名为 “SCOPES driven by 
Porsche” 的现场活动，
为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尤其是都市中的目标人
群 打 造 了 一 种 新 的 互
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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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出行服务

保时捷致力于成为最成功的跑车和专属出
行品牌。为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满足客户
的各种需求，公司一直致力于开发各种全
新的出行概念。

“Porsche Passport”提供极其灵活的车辆订购
服务。此服务于 2017 年底在亚特兰大首
次亮相，自 2019 年 9 月起开始陆续登陆
美国和加拿大的其他四座城市：拉斯维加
斯、凤凰城、圣地亚哥和多伦多。客户可
通过 app 选择多达 20 种不同车型，满足
其不同需求。车辆可交付至合同范围内的
任何地点，并由礼宾部人员负责亲自送
交。

通过优质的汽车租赁服务 “Porsche Drive”，
客户可从保时捷所有六大车型系列中租赁
其喜爱的车辆，租赁期限从几小时到28 
天不等，还可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交车和
取车。随着这项服务向更多城市扩展，服
务地点已覆盖 19 处，分布在德国、美国、
加拿大、瑞士和法国。此外，亚洲首个 
Porsche Drive 服务项目于 2019 年�12 月在
日本东京开业。除 “Passport”和 “Drive”两项
服务外，保时捷还与汽车共享平台供应商 
Turo� 合作，在美国推出 Porsche Host 汽车
共享服务。自 2018�年10 月起，个人可通
过Turo点对点共享平台，短期使用其他人
的保时捷车辆。

2019年，保时捷还尝试推出了其他服务，
例如：以固定的月套餐价格灵活使用二手
车。

与波音公司合作

保时捷与波音公司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
录，共同探索高端城市空中交通（UAM）
市场。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利用各
自独特的市场优势和洞见，研究高端城市
空中交通车辆的未来。作为合作项目的一
部分，双方组建一支国际团队，研究城市
空中交通各个方面的相关问题，包括分析
高端产品的市场潜力，并确定潜在应用领
域。波音、保时捷和波音子公司Aurora 
Flight Sciences 正在开发一种全电动垂直起
降车辆概念。来自两家公司的工程师，以
及保时捷子公司 Porsche Engineering Servic-
es GmbH 和 Studio F.A.Porsche 的工程师将
共同执行并测试原型车。

保时捷经典车设计策略

2019年，保时捷独家定制部门�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与 Style Porsche 设计部
门合作，共同打造非凡汽车概念。在经典
车设计战略的框架内，合作双方以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保时捷汽
车标志性图标为设计要素，重新诠释了经
典的 911 车型。这些特别车型采用先进的
跑车技术，引入生活方式理念——即保时
捷产品策略中特别强调的感性概念及对历
史的尊重。去年，搭载保时捷经典车设计
套件的 911 Speedster 揭开面纱。未来，
保时捷还将陆续推出限量的特别车型。相
应年代中的经典要素也将作为 911 车型的
选装件及经典车设计的一部分。装载保时
捷经典车设计的车型实现了品牌价值的延
续，并完善了当今侧重于技术创新的混合
动力车型和电动汽车。与此同时，保时捷
经典车设计还原了各个时代保时捷汽车的
标志性外观。

除特殊油漆和箔图形外，保时捷还特别关
注专属颜色和材料——正是这些颜色和材
料塑造了特别车型的独特外观。为此，设
计师从之前数十年积累的旧颜色、设备
卡、博物馆藏车和设计元素中寻找灵感。
车内的纺织面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键
的风格要素，比如，凸条丝绒、千鸟格、
帕夏或格纹等图案，已针对特别车型，采
用现代材料进行了重新设计，并经过全面
测试后投产。

保时捷经典车设计
（Heritage Design）�的
车型实现了品牌价值
的延续，同时还原了
各个时代保时捷汽车
的标志性外观。

“Porsche Passport”提供
极 其 灵 活 的 车 辆 订 购
服务。客户可通过 app 
选择多达 2 0种不同车
型，满足其不同需求。

保时捷经典车设计策略保时捷全系车型阵容

PORSCHE 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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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保时捷再
次 提 高 产 量 ， 共 生
产274,463台。所面
临 的 一 个 核 心 挑 战
是 Taycan 新工厂的
投产。

生产

2019 财年，保时捷共生产274,463台汽
车，同比增长约 3％。

祖文豪森工厂共生产 53,719 台跑车，其中
包括 37,585 台 911、9,642 台 718 Boxster 
和 9,621 台�718 Cayman，还包括1,386 台 
Taycan。此外，位于奥斯纳布吕克的大众
工厂还生产了 3,129 台 718 Cayman。

莱比锡生产基地共生产 120,936 台汽车，
其中包括 89,744 台 Macan 和 31,192 台 
Panamera。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多品
牌工厂生产了 95,293 台 Cayenne。

2019 年，保时捷成功完成了许多新车型的
流水线生产：Taycan、911 Cabriolet、911 
Carrera S、911 Carrera 4S、911 Carrera、�
Carrera 4 、911 Speedster、911 GT2 RS 
 Clubsport、718 Spyder、718 Cayman GT4、�
718 Cayman GT4 Clubsport、Cayenne Coupé、�
Macan Turbo和Macan GTS。

274,463 *

2019201720162015 2018

祖文豪森工厂的产能

祖文豪森总厂日产量约为�250 辆，产量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高。那里有先进的控制和
生产概念，可在一条生产线上装配所有两
门跑车（包括  9 1 1、7 1 8  B o x s t e r  和  
718 Cayman 车型系列）。这种极其灵活
的系统可确保在量产范围内满足不同客户
的要求。

报告年度内所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在常规生
产期间调试新工厂，为 Taycan 的生产做好
准备。新工厂于 2019 年 9 月 9 日如期投
入运营，距离 Mission E 概念车于 2015 年 
9 月问世不到 48 个月，Taycan车型于 
2019 年 9 月初完成全球首发，并在几天
后开始量产。

正在组装的TAYCAN：电机传动与车身装配

255,683

268,691

234,497 239,618

 *    2019年的产量数据，不含预量产车；�含2018年之
前的预量产车。



152 151 销售、生产、采购

未来工厂

祖文豪森是品牌的灵魂所在，那里是总部
新工厂所在地，既是对保时捷历史的传
承，也是对于未来发展的期许。保时捷计
划到 2022�年在电动车领域投入 60�亿欧
元资金，其中超过 7� 亿欧元用于新生产
设施的建设项目。如果算上生产第八代 
911 时投入使用的车身车间，投入资金
约为 10 亿欧元。

Taycan 正在未来工厂组装，灵活、网络化
以及开创性的生产技术是工厂的优势所
在。公司称其为 “保时捷工业生产  4 . 0 ”
（Porsche Production 4.0），主要特点是通
过现代生产方法，以全面、互联的方式实
现智能、精益和环保生产。除了透明和网
络化（智能）之外，保时捷工业生产 4.0 
还注重对资源负责任的高效利用（精益）
以及生态因素（绿色）。生产始终以人为
本，现代技术减轻了工人的负担并为其工
作提供支持。

这座工厂内的工厂座落于城市中心区域，
面积很小，运行效率很高。物流方面采取
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妥善协调施工现场的交
通运输，以免妨碍这款两门跑车的正常生
产。项目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另一个决定
性因素是与当局和相邻企业之间的公开对
话，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始终与各方保
持着有效沟通

TAYCAN车身车间的质保人员

新涂装车间的阴极浸涂工序

新建工厂设施由多个大型独立项目组成：
新的车身车间、新的涂装车间、生产电机
和零部件的扩建设施、新的汽车装配区以
及用于连接涂装车间与最终组装车间的约 
900米长输送带。新建筑总占地面积为 
170,000 平方米，是祖文豪森工厂史上的
最大的建筑项目。

30米高的车身车间负责生产坚硬轻质混合
材料车身，车身外壳采用 100％铝合金材
料。然后，车身送至涂装车间，在涂装车
间设计之初，公司就采用了示范性的环保
和节能设计方法。例如，在各工艺步骤
中，车身烘干机直接进行加热，烘干机的
废气与喷漆房的废气一同进行净化处理。
顶层包括自动化处理区域，例如：用于阴
极浸涂的浸浴和喷漆房。人工工作站位于
底层，畅通的布局便于同事之间进行沟通
和互动。

与传统的固定生产线不同，Taycan 的装配
过程采用了一条灵活生产线，生产线配备
无人驾驶运输系统，可在各工位之间独立
移动。特定无人驾驶运输系统可灵活地从
生产线中拆除或重新安装，因此具有诸多
好处，例如：可更轻松满足单个客户的要
求。祖文豪森总厂的复合生产设施共分为 
4 层，占地 62,000平方米，包括生产、物
流、测试和员工娱乐区，从地基到屋顶的
高度为 38 米。

保时捷首条电机驱动系统生产线位于新的
电机和零件生产区域，该区域毗邻负责生
产大众集团所有 V8 内燃机的传统发动机
工厂。新工厂负责生产电机以及组装变速
箱和车轴：这些组件装配在一起后构成纯
电动四门四驱跑车的驱动系统。建筑设施
还采用现代仓储技术，实现物流的高效运
转。无人驾驶运输系统还可用于自动供应
物料。

莱比锡工厂的产能

保时捷莱比锡工厂的产量继续保持正增
长。在 2019 年，公司为这座基地的未来
发展以及新车型的生产制定了重要的发展
规划。为继续扩建工厂规模，保时捷计划
投资 6 亿多欧元。2019 年�3 月 12 日，总
占地面积达到 75,500平方米的新车身车间
奠基。此次新工厂扩建项目完成后，从下
一代 Macan 开始，保时捷在生产汽油和混
合动力车型的同时，能够在同一生产线上
生产全电动汽车。作为基于“高端电动汽
车平台”（PPE）架构打造的纯电动汽车，
新款 Macan 将于�2020 年代初在莱比锡投
入量产。

莱比锡将生产电动汽车的车桥

2019 年 4 月，保时捷莱比锡有限公司
（Porsche Leipzig GmbH）决定在其位于萨克
森的工厂生产全电动汽车车轴，为即将投
产的纯电动车 Macan 做好准备。工厂之前
是将该工序外包给系统供应商，该供应商
仍将继续为当前的�Panamera 和 Macan 车型
生产提供支持。工厂内部制造电动车车轴
将提高现场生产的灵活性和效率。最重要
的是，保时捷莱比锡有限公司还将创造 
100 多个高技能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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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的未来工厂概
念 涉 及 多 项 措 施 ， 目
的是在所有经营场所
实 现 “零 影 响 工 厂 ”目
标 ， 即 生 产 不 会 对 环
境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祖文豪森工厂的新生
产 设 施 将 成 为 朝 着 这
个方向迈进的决定性一
步：以碳中和的方法
生产 Taycan.

靠近生产和办公大楼的
高 效 热 电 联 产 工 厂 提
供热量和部分电能，进

一步扩展了工厂的环保
能源组合。其整体效率
超过 83％

向“零影响工厂”迈进

保时捷的未来工厂概念涉及多项措施，目
的是在所有经营场所实现“零影响工厂”目
标，即生产不对环境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祖文豪森工厂的新生产设施将成为朝着这
个方向迈进的决定性一步，将以碳中和方
法生产 Taycan，并协助保时捷制定新的生
态可持续性标准。例如，自 2014 年以来，
保时捷已将生产设施中生产每辆车所产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  75％。此外，
这家跑车制造商还将其每辆车生产所需的
能源和水消耗量降低了 20％。在此期间，
溶剂的使用量也降低了三分之一。此外，
保时捷越来越多地采用电动物流车辆和电
力铁路运输，也有助于降低物流中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

保时捷全力支持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达成
的气候保护协定，并将致力于降低环境有
害气体排放。“零影响工厂”的愿景不限于
脱碳，包括 12 个行动领域：环境管理和
组织、技术和过程、工厂感知、有效用
水、规划、能源效率和气候保护、资源和
材料效率、污染物、土壤、物流、生物多
样性和运营中断。

荣获德国可持续建筑委员会白金奖

早在2 0 1 7年，德国可持续建筑委员会
（DGNB）就向祖文豪森总厂的新发动机工
厂颁发了最高级别的白金证书。这是专门
为可持续发展工业用地设立的崇高荣誉，
随后，占地427公顷的莱比锡工厂于2019
年也获得此奖项。评估过程涉及28个类别
的167条标准：除了环境保护、生物多样
性和能源生命周期外，DGNB还评估资源
处理、场地设计、对城市气候和基础设施
的影响、生态施工监控、生命周期成本和
价值稳定性以及相应的规划和流程。能源
管理生命周期评估和生产现场变更能力等
方面给DGNB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自 2017 年起，公司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
祖文豪森的 Taycan 新工厂也使用经认证
的沼气作为加热和功耗的能量来源。靠近
生产和办公大楼的高效热电联产工厂
（CHP）提供热量和部分电能，进一步扩
展了工厂的环保能源组合。整体效率超过 
83％，有恒定热量要求的环境（例如：
涂装车间，浸浴和干燥区域需要连续供
热），工作效率最高。产生的热量约有 
90％用于为生产和办公大楼提供热量和
热水。这些新建热电联产工厂完全采用从
有机废物和残留物中提取的经认证的沼气
作为能源。将来，保时捷还将使用来自斯
图加特市废物所产生的沼气。

新的节能建筑远远超出最低法定要求，平
均能耗比以前的建筑标准低  15％。涂装
车间利用余热还有助于节省更多能源。

保时捷显著扩展了斯图加特市政府发布的
多项可持续性要求的范围。例如，旧大厅
拆除后，废料即刻在现场进行处理，并重
新用于新建筑物的建设。

新工厂位于斯图加特市中心的北部边缘，
建筑物的限高为 38 米，�以确保来自北方
的新鲜空气可到达市中心。因此，施工
基槽向地下延伸了  2 5  米，运走了 
240,000 立方米渣土，为多层装配大楼
腾出了空间。

所有新建筑的绿色屋顶覆盖面积约为 
42,000 平方米，确保密封度低于之前的工
业设施。最长的绿色屋顶长 900 米，位于
新的运输桥顶部，运输桥连接西部的涂装
车间与东部的装配车间。

热电联产工厂的发电机保时捷工业生产 4.0：TAYCAN组装车间的无人驾驶运输系统 TAYCAN组装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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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

2019年对保时捷来说又是成功的一个财
年。公司共交付了280,800� 台汽车，同比
增长10％。采购部门与供应商紧密合作，
确保能够长期可靠地供应高质量组件，为
最终取得成功做出了显著贡献。除了推出
多个新车型外，Taycan的推出和量产是本
报告年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毕竟，保时
捷的首款纯电动跑车代表着公司在多个未
知领域内的探索。采购部还尝试采取多种
方案，以优化价值链，增强与供应商的协
作，同时开拓新的合作伙伴。

汽车行业不断变化的框架条件、创新压力
以及不断缩短的开发周期，引发了人们对
采购部门角色的重新认识。为了与公司战
略保持一致，保时捷一直在寻找新的灵感
和解决方案。然后与供应商、初创企业和
合作伙伴一起从头开发这些方案。保时捷
采购部门在整个集团范围内积极推进创新
管理，涵盖所有品牌。公司与战略利益相
关者紧密合作，确保及早确定趋势和相关
发展。

生产材料和非生产材料的采购

在整个报告年度，采购部门不断优化每
辆车的材料成本，保时捷让其战略合作
伙伴一开始就加入整个流程，这是基于
相互信任的合作。这种方法有助于改进
采购流程。

2019年，保时捷的材料支出为43.45亿欧
元（2018财年：42.01亿欧元）。在协助
公司实现服务和非生产材料目标方面，采
购部门同样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报告年
度的总投资额为19.92亿欧元。2018年出
现增长（18.58亿欧元）的主要原因源自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进一步反映出保时
捷实现可持续增长以确保公司未来竞争力
的策略。

2019年，保时捷总共
交付了280,800 台汽车。
采 购 部 门 与 供 应 商 紧
密合作，确保能够长
期可靠地供应高质量
组件，为最终取得成
功做出了显著贡献。

新车型

在整个报告年度，采购部门重点关注多款
新车型的生产，其中Taycan为优先项目。
采购部门不仅增加了新款911的产量，还
为911 Coupé增加了911 Cabriolet，为911 
Carrera S和911 Carrera 4S增加了911 Carrera
和Carrera 4。911 Speedster、911 GT2 RS 
Clubsport、718 Spyder、718 Cayman GT4
和718 Cayman GT4 Clubsport也是首次生
产，Cayenne Coupé、Macan Turbo和Macan 
GTS成功发布。采购部门还为所有产品采
购了大量零部件，并与开发部门、质量保
证部门和生产部门以及供应商密切合作，
为新车型的量产做好充分准备。

作为保时捷进入纯电动领域的试水之
作， Ta y c a n在报告年度发挥了关键作
用。2019年9月，Taycan开始在专门新建
的工厂量产。电动出行不可或缺的新技
术和工艺推动公司在许多领域朝着全新
的方向发展。为加快Taycan车型量产，保
时捷与来自不同国家的350家供应商合
作，供应商共提供了15,000多个采购零
件。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包括800V高压技
术、高达93.4 kWh的电池容量以及带永
磁同步电机和双离合变速器的电驱系统。
对保时捷而言，重要的是确保与所有合
作伙伴的有效合作，并找到与其志同道
合、致力于可持续运营的新合作伙伴，这
对促进创新、将创新引入量产并进一步
增强创新至关重要。

“保时捷 2025+ 战略”升级版

2019年，采购部门还抓住时机调整了自
己的战略，在“保时捷� 2025�战略”基础
上，对很多方面进行了优化，比如部门管
理层集体制定了一些新的目标。采购战略
侧重于五大领域：软件即产品、灵活组织
机构、塑造产品和服务、卓越运营以及文
化和专业知识。战略目标还包括增强不同
部门和品牌之间的合作。公司通过一系列
推广活动，挑选员工组成新的战略团
队：70多名入围选手争夺团队名额，每人
进行3分钟的自我展示，前20名晋级。

创新管理

为了应对汽车行业不断变化的框架条件和
不断缩短的创新周期，过去几年，创新管
理部门不断更新其各种工具和工艺背后的
概念，继续作为初创企业和供应商的首选
合作伙伴。

以下为相关工具简介：
-  在每个“保时捷供应商技术日”活动上，
公司的某个供应商会展示其创新产品组
合和选定的预开发项目。

-  “保时捷供应商创新日”活动提供将供应
商的颠覆性概念早期纳入公司运营的合
作框架。为此，供应商可提交并宣传与
特定主题相关的新概念和创新理念。

-  在采购部门的指导下，创新管理部门在
数字开发商竞赛“Porsche NEXT OI”的范
围内成功执行了两种开放创新形式。 

“NEXT OI”是一个创新平台，对全球初创
企业和供应商全天候开放，主要目标是
开发数字应用程序。同时还推广类似的“
开放创新”形式，目的是开发与生产相
关的系统，例如无人驾驶运输系统。

-  “Start-up Autobahn”形式可与汽车行业
的新公司合作，加快新技术的测试。自
2019年下半年以来，创新管理部门通过
这种方式加强了与其他合作伙伴的合作。

未来将进一步扩展采购部门的这些成功创
新工具。2020年的主要工作是寻找新的
合作伙伴。这样，采购部门就能够建立进
一步的合作关系，促使各种创新成果在保
时捷汽车的应用。

供应商“可持续性评级”
自2 0 1 9年7月1日起，大众汽车集团将�
（生产和非生产材料的）供应商的可持续
性评级作为采购流程中具有约束力的合同
授予标准。除了当前有关质量、发展和物
流的评级外，该项评估现已扩展到可持续
性的各个方面，例如商业伙伴对涉及人
权、环境保护、道德和腐败风险的态度。

订单和相关工作仅授予保持可持续经营并
且符合保时捷可持续性要求的供应商。保
时捷正在所有品牌和地区逐步推广“可持
续发展评级”。供应商必须首先完成自我
审核，满足规定的可持续性标准并填写汽
车行业既定的标准化调查表。如自我审核
结果不符合要求，则应由独立的可持续性
审核员对生产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如在审
核过程中发现可持续性风险，供应商的评
级即为负，将不再有资格获得订单。供应
商可随时改善其可持续性绩效，满足可持
续性要求后，可重新获得订单资格。

供应链透明度

采购部门与供应商合作，共同对选定的供
应链进行持续分析，一直追溯至原材料来
源，确定所有相关的中间供应商，监测人
权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为此，2019年，
采购部门与一级供应商举行了多次研讨
会，旨在确定主要排放源和整个供应链中
可进一步改善二氧化碳排放的潜在领域，
提高整个价值链的透明度。与会者共同确
定目标、路线图以及可改善可持续性绩效
的措施，并建立了相关改进监测机制。

区块链技术首次应用于试点项目实施，找
出供应链中的潜在可持续性风险。区块链
技术提高了整个价值链的透明度。这项数
字技术以驾驶舱皮革部件为实例进行了测
试，试点项目包括天然皮革产品的来源和
加工直至保时捷皮革产品的全过程。通过
这种方式，价值创造合作伙伴和潜在供应
链风险更加透明。成功完成试点项目后，
公司将与选定的合作伙伴共同进行初步的
实际测试

风险管理

鉴于汽车行业技术不断变化以及所有流
程的复杂性和可变性日益提高，有必要
对风险管理进行调整。这对中小型公司
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应与供应商共同
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以应对瞬息万变
的市场情况。此外，必须确保所有合作
伙伴稳定性，以应对汽车行业发生的变
化。采购部门在所有供应链中实施供应链
风险管理，以确保生产和非生产材料的可
靠供应，因为三分之二的价值创造源于外
部合作伙伴。

718 CAYMAN GT4

销售团队提交皮革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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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状况

保时捷集团
财产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保时捷集团的
总资产为� 423.66� 亿欧元，比上一年度报
告日增长11%。

非流动资产增加� 26.99� 亿欧元至� 297.07�
亿欧元，该增加主要与固定资产和递延所
得税资产有关，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百
分比达�70%（上一年：71%）。

报告期末，保时捷集团的固定资产（即无
形资产、不动产、厂房和设备、租赁资
产、股权投资和其他金融资产）为�
179.82�亿欧元，上一财年为�160.99�亿欧
元。在这一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9.02
亿欧元）归因于使用权资产，这些资产必
须在首次应用新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IFRS）第16号》租赁时予以确认。
过渡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的
资产达�8.31�亿欧元。

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百分比为 � 4 2 %
（2018�年：42%），无形资产从�49.29�亿
欧元增加到�50.85�亿欧元。增加的主要原
因是增加了获得的许可证和预付款。不动
产、厂房和设备同比增加� 16.96� 亿欧元，
达到�86.24�亿欧元，这主要是由于预付款
和在建工程中资产以及建筑物和土地的增
列和改列，首次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16号》而产生的有关建筑物和土地的使
用权，技术设备和机械，以及其他设备、
办公设施和固定装置。与《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 16� 号》� 无关的新增内容主要包
括新一代汽车的生产系统、工具和制造。
相比之下，新� Taycan� 系列产品的投产导
致预付款和在建资产减少，原因是资产、
厂房和设备重新归类为易磨损的资产。租
赁资产较2018� 年增加� 5,300� 万欧元，达
到�38.29�亿欧元。本项包括以经营租赁方
式租赁给客户的车辆。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减少� 4,800� 万欧元，
至� 83.5� 亿欧元。下降的原因是衍生金融
工具的市价调整。

递延所得税资产为� 13.55� 亿欧元，2018�
年为�7.3�亿欧元。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百分比为� 30%，上一
年为� 29%。库存资产从2018� 年的� 38.89�
亿欧元增加到报告期末的�40.13�亿欧元。

金融服务中的非流动和流动应收款从�
23.86�亿欧元增加到�26.83�亿欧元。本项
目主要包括应收租赁款和应收客户及经
销商款项。

其他流动金融资产增加�1.23 �亿欧元至�
24.15� 亿欧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在斯图
加特保时捷控股有限公司的清算账户和大
众集团公司应收贷款� 2.61� 亿欧元。相比
之下，衍生金融工具的按市值计价减少了�
1.48�亿欧元。

现金、现金等价物和定期存款同比增加�
8.76�亿欧元，达到�35.11�亿欧元。

与上一年度报告日相比，保时捷集团的股
本增加了 9.51�亿欧元，达到�174.28�亿欧
元。共计� 9.99� 亿欧元的税后收益、收益
转移和股息，以及 9,200�万欧元的货币折
算，再加上保时捷控股斯图加特股份公司
的�12.73�亿欧元资本投入构成增长的主要
因素。

相比之下，8.66�亿欧元的养老金计划税后
重新计量、5.28� 亿欧元的对冲准备金税
后变动以及�1,900�万欧元的非控股权益收
购导致权益减少。

非流动负债涉及养老金准备金、其他准备
金、递延所得税负债、其他财务负债和其
他负债。与上年相比，增加了�39.74�亿欧
元，达到� 136.39� 亿欧元。以资本总额百
分比表示的非流动负债从上一年的� 26%�
增至本财政年度末的�32%。非流动金融负
债增加�17.31�亿欧元。

养老金和类似债务准备金增加了�16.46�亿
欧元，这主要是由于对现值进行了�12.3�
亿欧元的精算调整。符合条件的雇员人数
也显著增加。

其他非流动金融负债增长� 2.58� 亿欧元。
这一增长主要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对市
场有关。

递延所得税负债为� 6.81� 亿欧元，上年为�
6.5�亿欧元。

流动负债从� 120.17� 亿欧元减至� 112.99�
亿欧元，而截至上一财政年度末，以占
总资本的百分比表示的流动负债从�31%�
减至�27%。

非流动和流动金融负债从�58.59�亿欧元增
至�76.14�亿欧元，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两方
面：首先，2019�年�8�月发行了�10�亿欧元
的债券。到期部分通过� 3.39� 亿欧元的现
有债券重新融资。其次，必须确认� 9.1�亿
欧元的租赁负债，这些负债与因最初适用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而在财产、
厂房和设备中确认的使用权资产有关。以
资产支持证券和银行贷款的形式为金融服
务业务提供融资也有所增长。

贸易应付款从上一年的�31.34�亿欧元减少
到�25.82�亿欧元，原因是按照标准商业惯
例进行付款处理。

其他流动金融负债达 � 3 0 . 8 2 � 亿欧元
（2018�年：34.41�亿欧元）。下降的主要
原因是向保时捷控股斯图加特有限公司
转让预提税的负债减少了� 4.92� 亿欧元。
其中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对市场增加了�
1.38�亿欧元。

单位：百万欧元 2019年
12月31日

百分比 2018年
12月31日

百分比

资产

无形资产 5,085 12 4,929 13
物业、厂房及设备 8,624 20 6,928 18
租赁资产 3,829 9 3,776 10
股权投资 298 1 368 1
其他股权投资 146 0 98 0
应收金融服务款项 1,841 5 1,656 5
其他金融资产 8,350 20 8,398 22
其他应收款 179 0 125 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55 3 730 2
非流动资产 29,707 70 27,008 71

库存资产 4,013 10 3,889 10
应收贸易款 842 2 759 2
应收金融服务款项 842 3 730 2
其他金融资产 2,415 6 2,292 6
其他应收款 490 1 468 1
应收税款 95 0 81 0
证券 451 1 297 1
现金、现金等价物和定期存款 3,511 8 2,635 7
流动资产 12,659 30 11,151 29

42,366 100 38,159 100

权益和负债

股权 17,428 41 16,477 43

养老金和类似债务准备金 5,438 13 3,792 10
其他规定 996 2 778 2
递延所得税负债 681 2 650 2
金融负债�1） 5,375 13 3,644 10
其他金融负债�1） 657 1 399 1
其他负债 492 1 402 1
非现期债务 13,639 32 9,665 26

税款准备金 129 0 96 0
其他条款 2,118 5 1,951 5
金融负债 2,239 5 2,215 6
应付贸易款 2,582 6 3,134 8
其他金融资产 3,082 8 3,441 9
其他负债 1,077 3 1,087 3
该公司应交税金 72 0 93 0
流动负债 11,299 27 12,017 31

42,366 100 38,159 100

1) �上一年的数字已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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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

2019�年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为�44.86�亿欧元，2018�年为�38.45�亿欧
元。实质影响是由于折旧、摊销和减记增
加、存货流出减少和税前利润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导致报告期内现金
流出�36.17�亿欧元，2018�年为�35.66�亿
欧元。无形资产（不包括资本化的开发成
本）和不动产、厂房和设备的投资从
2018� 年的� 20.93� 亿欧元减少到本报告所
述期间的�20.44�亿欧元。资本化开发成本
9.49亿欧元，2018� 年为� 10.64� 亿欧元。
贷款和定期存款投资的现金流出为�4.27�
亿欧元（2018�年为1.11�亿欧元）。

本财政年度，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为�
-3.53�亿欧元，2018�年为 -6.06�亿欧元。

支付的利润转移和股息导致现金流出�
22.94�亿欧元（2018�年：21.57�亿欧元）
。这部分被保时捷控股斯图加特有限公司
出资�12.73�亿欧元（2018�年：12.08�亿欧
元）抵消。

汽车部门的净可用流动性——即总流动资
金扣除金融债务以及金融服务业务，从截
至�2018�年�12�月�31�日的�23.06�亿欧元下
降至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17.85 亿
欧元。

本 报 告 期 ， 保 时
捷 集 团 的综合收
入为 285.18 亿欧
元 ， 2 0 1 8  年 为
257.84 亿欧元。

营业收入

单位：百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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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成果

保时捷集团
收益状况

保时捷集团本年度税后收益为�28.01�亿欧
元，较上一年� 31.18� 亿欧元减少了� 3.17�
亿欧元。本年度的税率为31%。（上一
年：32%�）

报告期内，保时捷集团的综合收入为�
285.18� 亿欧元（2018� 年为� 257.84� 亿欧
元）。保时捷集团在 2 0 1 8 � 年 售 出�
268,363�台新车。这相当于单位销售额比
2018� 年增长� 10%。对销量和收入增长的
主要贡献来自于�Cayenne��车型系列，新车
销售量增长了� 22,318� 台，达到� 92,464�
台。Macan仍然是最畅销的车型系列，共
售出�94388 �辆新车，比2 0 1 8 �年增长�
12144�台。从地区来看，中国仍然是最大
的市场，新车销量总计� 87,644� 辆。本年
度销售额增长了� 10%。此外，欧洲市场
（不包括德国）今年增长尤为强劲，销量
为� 58,505� 台，相当于单位销售额增长�
24%。在德国，新车销量增长�23%，达
到�22,878�台。

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销售成本增长至�
212.56�亿欧元（2018�年：186.29�亿欧元），
占营业收入的�75%（2018�年：72%）。按
绝对值计算，销售成本增加了� 26.27� 亿欧
元，增幅为� 14%。这一稍微超过正常比例
的增长是由不计入损益的研发费用提高而
导致的，研发费用资本化率达�44%（2018�
年：49%）；另一方面，货币负效应和成
本上升部分抵消了混合货币和成交量的提
高，这导致毛利率从�28%�降至�25%。

由于单位销售额增加，分销费用从�19.01�
亿欧元增加到� 20.44� 亿欧元。管理费用也
有所下降，从�11.03�亿欧元降至�10.29�亿欧
元。2019� 年，分销费用仍旧占营业收入的�
7%（2018� 年：7%），而行政管理费用占
比则略有下降，降至�3%（2018�年：4%）。

保时捷集团所有职能部门的人事费用从�
36.13 亿欧元增加到�40.03�亿欧元。人事
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年内平均雇员人数
增加了 2,919 人，现为 34,010�人。

与上一年的 25.67�亿欧元相比，各职能部
门的折旧、摊销和减值增加到�30.44�亿欧
元。这主要涉及资本化开发成本和财产、
厂房和设备的折旧、摊销和减值。根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确认的使用
权资产的折旧在财政年度内首次计入，总
计�9,600�万欧元。

其他营业收入从�8.13�亿欧元增至�8.46�亿
欧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货币对冲工具的
收入。其他营业支出用从�6.75�亿欧元下降
到� 6.28� 亿欧元（未计入特别事务支出）。
计入特别事务支出后的营业支出增加到�
11.73� 亿欧元。柴油机问题的特别项目涉
及斯图加特检察院在行政诉讼中判处的�
5.35�亿欧元罚款。

单位：百万欧元 2019 百分比 2018 百分比

销售收入 28,518 100 25,784 100
销售成本 – 21,256 – 75 – 18,629 – 72
毛利润 7,262 25 7,155 28
销售费用 – 2,044 – 7 – 1,901 – 7
行政管理费用 – 1,029 – 3 – 1,103 – 4
其他营业收入 846 3 813 3
其他营业费用 – 1,173 – 4 – 675 – 3
销售利润 3,862 14 4,289 17
财务收益 192 0 263 1
税前利润 4,054 14 4,552 18
所得税收入/支出 – 1,253 – 4 – 1,434 – 6

税后利润 2,801 10 3,118 12

柴油问题特别事务支出 – 535 – 2 – –
未扣除特别事务支出的销售利润 4,397 15 4,289 17
未扣除特别事务支出的税前利润 4,589 16 4,552 18

销售回报率（未扣除
特 别 事 务 支 出 ）
为 15.4%，因此高
于 15% 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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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特别事务支出后的销售利润达� 38.62�
亿欧元。未扣除特别事务支出的销售利润
较  2018 年，增加了�1.08 �亿欧元，达
到�43.97 亿欧元。

本年度财务收益为  1 . 9 2  亿欧元（上
年：2.63�亿欧元）。财务业绩下降的主要
原因是对Bertrandt股份公司股权投资的�
8,300� 万欧元减记。根据《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16号》的规定，租赁负债的利息费
用包含在第一次财务结果中，总计� 2,900�
万欧元。

未扣除特别事务支出的税前利润为�
45.89�亿欧元，扣除后为� 40.54 亿欧元�
（2018�年为�45.52�亿欧元）。

集团健康的成本结构和持续的高盈利能力
也反映在关键绩效指标中。保时捷全球�
2019� 年的销售回报率（未扣除特别事务
支出）为� 15.4%，扣除特别事务支出后的
销售回报率为�13.5%（2018�年：�16.6%）。
未扣除特别事务支出的税前销售回报率为�
16.1%，扣除后为�14.2%（2018�年：�17.7%
）。投资回报率为税后营业成果除占汽车
业务平均投资总额的比例所得，未扣除特
别事务支出的投资回报率为�21.2%，扣除
后为� 18.5%（2018� 年：24.5%）。税后股
本回报率为�16.5%（2018�年：19.7%）。

销售利润（息税前利润）

单位：百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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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售 利 润 （ 未 扣
除特别事务支出）
增加了 1.08 亿欧
元，达到 43.97 亿
欧元。

 * 未扣除特别事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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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表

保时捷全球，2019�年�1�月 1�日至�12�月 31�日
单位：百万欧元 2019 2018

营业收入 28,518 25,784
销售成本 – 21,256 – 18,629
毛利润 7,262 7,155

销售费用 – 2,044 – 1,901
行政管理费用 – 1,029 – 1,103
其他运营收入 846 813
其他运营开支 – 1,173 – 675
运营收益 3,862 4,289

股权投资的损益份额 – 1 3
利息收入 416 408
利息支出 – 148 – 92
其他财务收益 – 75 – 56
财务收益 192 263

税前收益 4,054 4,552

所得税费用/支出 – 1,253 – 1,434
当期 – 1,268 – 1,427
递延 15 – 7

税后收益 2,801 3,118
股东所得收益 2,796 3,113
非主要控股股东所得收益 5 5

转移给保时捷控股斯图加特有限公司的利润 – 1,798 – 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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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收益表

保时捷全球，2019�年�1�月�1�日至�12 月 31�日
单位：百万欧元 2019 2018

税后利润 2,801 3,118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养老金计划重新估值
税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养老金计划重新估值 – 1,230 46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养老金计划重新估值的递延税 364 – 12

税后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养老金计划重新估值 – 866 34
税后不重新分类进损益的其他投资和证券（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价 – –
税后不重新分类进损益的股权投资中的其他综合收益份额 – 0 0
不重新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 866 34
外汇差额
未实现的汇兑损益 92 68
计入损益账目中 0 – 0
税前外币折算差额 92 68
外币折算差额的递延税 – –

税后外币折算差额 92 68
对冲业务
其他综合收益中的公允价值变动（OCI I） – 397 – 283
计入损益账目中（OCI I） – 76 – 458
税前现金流量套期（OCI I） – 473 – 741
现金流量套期的递延税（OCI I） 141 223
税后现金流量套期（OCI I） – 332 – 518
其他综合收益中的公允价值变动（OCI II） – 680 – 664
计入损益账目中（OCI II） 401 184
税前现金流量套期（OCI II） – 279 – 480
现金流量套期（OCI II）的递延税 83 143
税后现金流量套期（OCI II） – 196 – 337
可重分类进损益的有价证券和应收款项（债务工具）的公允价值估值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 – –
计入损益账目中 – –
税前可重分类进损益的有价证券和应收账款（债务工具）的公允价值估值 – –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有价证券和应收款项（债务工具）公允价值估值相关的递延税 – –

税后可重分类进损益的有价证券和应收账款（债务工具）的公允价值估值 – –
股本投资的其他综合收益中可随后按税后损益重新分类的部分 – 0 0
可随后重新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 436 – 787
税前其他综合收益 – 1,890 – 1,107
与其他综合收益相关的递延税 588 354

税后的其他综合收益 – 1,302 – 753

总收益 1,499 2,365
股东所得收益 1,494 2,360
非主要控股股东所得收益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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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保时捷全球，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单位：百万欧元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资产

无形资产 5,085 4,929
有形资产 8,624 6,928
租赁资产 3,829 3,776
股权投资 298 368
其他金融资产 146 98
金融服务应收款 1,841 1,656
其他金融资产 8,350 8,398
其他应收款 179 125
递延所得税 1,355 730
非流动资产 29,707 27,008

库存 4,013 3,889
贸易应收款 842 759
金融服务应收款 842 730
其他金融资产 2,415 2,292
其他应收款 490 468
所得税应收款 95 81
有价证券 451 297
现金、现金等价物和定期存款 3,511 2,635
流动资产 12,659 11,151

42,366 38,159

股权和负债
认缴资本 45 45
资本储备 12,726 11,453
留存收益 4,991 4,876
其他储备 – 339 97
不含非控制性股权的自有资本 17,423 16,471
非控制性股权 5 6
股权 17,428 16,477

退休金及其他义务相关储备金 5,438 3,792
其他储备金 996 778
递延所得税债务 681 650
金融债务�1） 5,375 3,644
其他金融债务�1） 657 399
其他债务 492 402
非流动负债 13,639 9,665

所得税储备金 129 96
其他储备金 2,118 1,951
金融债务 2,239 2,215
应付贸易款项 2,582 3,134
其他金融债务 3,082 3,441
其他债务 1,077 1,087
所得税债务 72 93
流动债务 11,299 12,017

42,366 38,159

1) 前一年数据获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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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动表

保时捷全球，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单位：百万欧元 2019 201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初结余 2,635 2,960
税前收益 4,054 4,552
缴纳所得税 – 1,310 – 1,531
折旧费用 3,044 2,567
固定资产清理后的损益 10 46
权益性投资损益份额 7 4
其他非现金支出/收益 – 127 – 214
存货变动 – 86 – 851
应收款变动（不含金融服务） – 372 – 505
债务变动（不含金融债务） – 456 504
养老储备金变动 417 371
其他储备金变动 378 81
租赁资产的变动 – 807 – 940
金融服务应收款变动 – 266 – 239
经营活动现金流 4,486 3,845

无形资产投资（不含可资本化的研发费用）和固定资产 – 2,044 – 2,093
可资本化的研发费用的收入 – 949 – 1,064
股权投资变动 – 65 – 71
清理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收入 13 10
有价证券投资的变动 – 146 – 237
贷款及定期存款投资的变动 – 427 – 111
投资活动现金流 – 3,617 – 3,566

出资额 1,273 1,208
利润转移和股息支付 – 2,294 – 2,157
与非控股股东的资本交易 – 19 –
债券发行的收益 2,410 2,727
债券偿还 – 2,369 – 2,422
其他金融债务变动 723 38
租赁债务的偿还 – 77 –
金融活动的现金流 – 353 – 606

因汇率造成的现金变动 23 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变动 516 – 32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结余 3,174 2,63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结余 3,174 2,635
有价证券、贷款应付款和定期存款投资 1,360 775
流动资产总额 4,534 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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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变动表

保时捷全球，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其他储备

对冲业务

单位：百万欧元

认缴资本 资本储备 留存收益 货币折算 现金流量套期
（OCI I）

套期费用
（OCI II）

股权和债务工具 股权投资 非控股权益 总股本

2018�年�1�月�1�日调整前版本 45 10,245 4,096 7 804 – 3 0 – 0 15,200
鉴于IFRS 9的核算变动 – – – 77 – 27 46 – 3 – 0 – 7
2018�年�1�月�1�日版本 45 10,245 4,019 7 831 46 – 0 0 15,193
税后利润 – – 3,113 – – – – – 5 3,118
其他税后收益 – – 34 68 – 518 – 337 – 0 0 – 753
总收益 – – 3,147 68 – 518 – 337 – 0 5 2,365
自有资本清理 – – – – – – – – – –
增资/减资 – 1,208 – – – – – – – 1,208
收益转移和股利支付 – – – 2,290 – – – – – – – 2,290
其他变动 – – 0 – – – – – 1 1
2018 年 12 月 31 日版本 45 11,453 4,876 75 313 – 291 – 0 6 16,477

2019 年 1 月 1 日版本 45 11,453 4,876 75 313 – 291 – 0 6 16,477
税后利润 – – 2,796 – – – – – 5 2,801
税后其他综合收益 – – – 866 92 – 332 – 196 – 0 0 – 1,302
总收益 – – 1,930 92 – 332 – 196 – 0 5 1,499
自有资本清理 – – – – – – – – – –
增资/减资 – 1,273 – – – – – – – 1,273
收益转移和股利支付 – – – 1,798 – – – – – – 4 – 1,802
涉及所有权权益变动的资本交易 – – – 17 – – – – – – 2 – 19
其他变动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31 日版本 45 12,726 4,991 167 – 19 – 487 – 0 5 1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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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表

保时捷全球�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资金来源（单位：百万欧元） 2019 2018 1) 2017 2)

销售总额 28,518 25,784 23,491
其他收入 828 823 942
材料成本 – 15,956 – 14,844 – 13,665
折旧和摊销 – 3,044 – 2,567 – 2,276
其他前期投入 – 2,128 – 855 – 1,301
增值 8,218 8,341 7,191

拨款（单位：百万欧元） 2019 2018  2017 2)

股东（利润转移） 1,802 21.9 % 2,290 27.4 % 2,157 30.0 %
员工（工资、薪金、社保） 4,003 48.7 % 3,613 43.3 % 3,200 44.5 %
国家（税收、税费） 1,311 15.9 % 1,473 17.7 % 1,298 18.1 %
贷款机构（利息支出） 136 1.7 % 123 1.5 % 87 1.2 %
本公司（储备金） 966 11.8 % 842 10.1 % 449 6.2 %
增值 8,218 100 % 8,341 100 % 7,191 100 %
1)  2018 年进行了调整。
2)  由于首次应用新会计准则“IFRS 9 – 金融工具”和“IFRS 15 – 客户合同收入”，前一年数据做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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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关键数据

与保时捷集团（包括子公司）相关的交付和生产的关键数据。
与保时捷全球相关的供应商关键数据。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保时捷新闻中心（仅英语）：https://newsroom.porsche.com/reports.

新车交付量 2019 2018 2017

总计 台 280,800 256,255 246,375
911 台 34,800 35,573 32,204 1)

718 Boxster/Cayman 台 20,467 24,750 25,114
Macan 台 99,944 86,031 97,202
Cayenne 台 92,055 71,458 63,913
Panamera 台 32,721 38,443 27,942
Taycan 台 813 – –
1) 包括 918 Spyder。 

生产数量 1) 2019 2018 2017

总计 台 274,463 268,691 255,683
911 台 37,585 36,236 33,820
718 Boxster/Cayman 台 19,263 23,658 26,427
Macan 台 89,744 93,953 98,763
Cayenne 台 95,293 79,111 59,068
Panamera 台 31,192 35,493 37,605
Taycan 台 1,386 240 –
1) 截至 2019 财年，该数据不包括试生产车辆。 

合并范围

  GRI 102-45
自�2012�年�8�月�1�日以来，大众集团成为保时捷控股斯图加特股份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持有保时捷全球全部股份。
保时捷控股斯图加特有限公司和保时捷全球之间，以及保时捷全球与其主要国内子公司之间签署了管理和利润转移协议。
保时捷全球的合并范围共包括110�家完全合并的企业，其中�27�家总部位于德国，83�家位于国外。

主要业务分布对本地供应商的支出 1) 2019 2018 2017

采购预算中支付给本地供应商的比例 97.5 % 97 % 98 %
1)   本地供应商是指位于欧盟内的供应商。主要业务分部在此指斯图加特-祖文豪森和莱比锡。

供应商来源  2019 1)

生产材料供应商

96 %
总部设在欧盟以内

非生产材料供应商

99 %
总部设在欧盟以内

1) 以债权人的帐单地址为准。

4 %
总部设在欧盟以外

1 %
总部设在欧盟以外

生产材料供应商在2019年获得S级正面评价  

2019年获得 S级正面评价的生产材料供应商数量：979/1,228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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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能源关键数据

列出的关键数据与保时捷全球和保时捷莱比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生产场地”（祖文豪森和莱比锡，包括与生产相关
的外部场地）、“开发场地”（魏斯阿赫，包括与开发相关的外部场地）和“其他场地”（所有额外场地）的分类对应
于与管控相关的内部报告。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保时捷新闻中心（仅英语）：https://newsroom.porsche.com/reports.

初级能源直接消耗，单位：MWh 1) 2019  2018 2017

总计 327,119 306,692 304,111
生产分部 248,820 229,354 225,218
开发分部 64,437 61,926 62,556
其他分部 1,757 1,649 3,054
燃油�2） 12,105 13,763 13,283
1) �直接能耗包括天用于制造过程的天然气、燃气、用于取暖的燃油、特殊能源产品和燃料。�
2) 升到MWh的换算系数：汽油≙8.72 kWh/l；柴油≙9.91 kWh/l。
 

初级能源间接消耗，单位：MWh 1) 2019 2018 2017

总计 380,428 353,726 339,200
生产分部 301,608 277,188 268,346
开发分部 66,476 64,424 59,418
其他分部 12,344 12,114 11,436
1)  间接能耗包括电能（自�2019�年�1�月�1 日起，100%�为自然能源）、远距离供暖、分区供热和光伏发电装置。

生产每台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1)

2019            239

2018            246

2017            239

1)  与生产分部相关的能源消耗。

淡水和废水，单位：立方米 2019 2018 2017

用水量（饮用水） 694,992 684,832 644,173
废水量 603,759 606,175 561,332

废物量，单位：吨 2019 2018 2017 

总计 23,995 23,154 22,788
废物回收 22,220 21,573 21,088
废物处置 1,775 1,581 1,690

环保投资，单位：欧元 2019 2018 2017

总计 1) 35,640,000 2) 100 % 40,427,000 100 % 39,092,000 100 %
废物处理 4,270,000 12 % 4,635,000 11 % 2,845,000 7 %
排放处理 5,847,000 16 % 7,119,000 18 % 6,265,000 16 %
补救成本 2,070,000 6 % 2,943,000 7 % 4,266,000 11 %
预防措施 23,453,000 66 % 25,730,000 64 % 25,716,000 66 %
1)  计算中涵盖对斯图加特-祖文豪森、魏斯阿赫和莱比锡分部的投资。
2)  前几年生产设施得到新建或升级降低了对环保措施的总投资。

二氧化碳当量及显著的空气排放量，单位：吨 2019 2018 2017

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二氧化碳当量（吨）

合计 57,685 63,203 63,522
生产分部 42,123 45,548 45,557
开发分部 14,412 14,500 14,752
其他分部 1,150 3,155 3,213

直接（排放类别�1）温室气体排放量 56,267 56,862 57,117
间接（排放类别�2）温室气体排放量 1) 1,418 6,342 6,405
二氧化碳当量的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吨）

其他间接（排放类别3）温室气体排放量 2) 64,513 58,491 54,338
显著的空气排放量（吨）

氮氧化物排放量 3) 42.67 38.96 39.25
硫氧化物排放量 0.45 0.41 0.4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重量 115.40 124.33 125.29
粉尘排放量 0.14 0.12 0.11
1)  由于改用可再生能源发电，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显著下降。� 
2)  报告中的排放数据是指商务行程，即当地铁路运输、租赁汽车和乘坐飞机运输工具所产生的排放。�
3)  报告中的氮氧化物排放仅指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而非指保时捷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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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和社会事务关键数据

除另外说明外，下文所列出的关键数据只针对保时捷集团（包括子公司）。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保时捷新闻中心（仅英语）：https://newsroom.porsche.com/reports.

员工总数 2019 2018 2017

总计 35,429 32,325 29,777
保时捷全球 1) 21,371 19,032 17,549
保时捷莱比锡股份有限公司 1) 4,260 4,252 4,148
德国 31,690 28,764 26,506
欧洲（不包括德国） 1,581 1,494 1,403
北美 834 814 741
亚洲 1,021 974 868
其他地区（澳大利亚、拉丁美洲） 303 279 259
1) 所提供的员工数据与德国各区域报告相对应（保时捷全球�=�巴登-符腾堡州，保时捷莱比锡股份有限公司�=�萨克森州）。

外籍员工比例 1) 2019 2018 2017

保时捷全球 13.7% 12.9 % 12.7 %
保时捷莱比锡股份有限公司 0.6% 0.6 % 0.7 %
1)  为保护隐私权，我们无权针对少数族裔员工比例进行调查。 

培训项目参与人数 2019 2) 2018 1) 2) 2017 1)

总参与人数 107,294 40,920 19,909
女性 20,056 7,809 3,458
男性 87,238 33,111 16,451

参与者按员工类别划分

遵从工资协议员工 87.3 % 85.4 % 93.1 %
免除于工资协议的员工和高级管理人员 12.7 % 14.6 % 6.9 %

1)  关键数据涉及保时捷全球和保时捷莱比锡股份有限公司。 
2)  因2018�年引进了数字学习平台并强化了数字学习模块，参与人数大幅增加。

事故、停产日和死亡事故数目 1) 2019 2018 2017

事故 2) 218 202 177
停产日 3) 2,556 2,578 1,708
死亡事故 2 0 0
1)  临时雇佣机构、第三方公司和独立承包商不包括在内。
2)    轻微事故造成的非重伤不包括在报告中。未造成停产（日历日）的事故视为轻微事故。
3)  停产日以工作日（一般为周一至周五）为准，事故发生日不包括在内（≥一个日历日停产）。

受伤率 1) 2019 2018 2017

保时捷全球 6.1 5.8 5.1
保时捷莱比锡股份有限公司 4.6 5.9 6.7
1)  受伤率�=�事故频率指数：企业中事故发生频率与所完成工时总和之比。基础计算公式为：企业事故数量*�100�万小时／实际工时。

捐款额，单位：百万欧元 2019 2018 1) 2) 2017 1) 

约�4.6 约�27.5 约�4.8
1)  关键数据涉及保时捷全球。
2) �其中，向于2018年成立的费利·保时捷基金会捐赠2,200万欧元作为成立基金。

员工流动情况 1)

2019 2)             1.90 %

2018            1.30 %

2017            1.20 %

1)  员工流动情况不根据年龄、性别和地区进行细分报告，这些数据与公司管理无关。报告的数据不包括临时雇用合同、退休和部分退休的员工。
2)  集团成员公司带来的显著增长。

员工结构 2019 2018 2017

按性别划分

女性 6,450 5,944 5,317
男性 28,979 26,381 24,460

按雇佣类型划分 1)

遵从工资协议员工 31,075 28,220 25,911
免除于工资协议的员工和高级管理人员 4,354 4,105 3,866

1)  由于同工同酬和有吸引力的薪资条件，临时工的数量不做单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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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

保时捷全球
2019�年�12�月�31�日

股东

沃尔夫冈·保时捷博士（Dr. Wolfgang Porsche）

工商管理硕士
监事会主席

汉斯·米歇尔·皮耶希博士（Dr. Hans Michel Piëch）

律师

汉斯·彼得·保时捷（Hans-Peter Porsche）

工程师

费迪南德·奥利弗·保时捷博士（Dr. Ferdinand Oliver Porsche）

保时捷家族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

汉斯·彼得·舒辛格博士（Dr. Hans Peter Schützinger）
保时捷控股有限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

汉斯·迪特尔·波奇（Hans Dieter Pötsch）

保时捷汽车控股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
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主席

希尔特鲁德·维尔纳（Hiltrud Werner）
大众汽车集团执行董事会成员
业务领域：诚信与法律

弗兰克·威特（Frank Witter）
大众汽车集团执行董事会成员
业务领域：财务和IT

贡纳尔·基利恩（Gunnar Kilian）

大众汽车集团执行董事会成员
业务领域：人力资源

任施乐（Andreas Renschler）
大众汽车集团执行董事会成员
业务领域：卡车和公交车
Traton SE�首席执行官

员工代表

维尔纳·韦雷什（Werner Weresch）

监事会副主席
祖文豪森/路德维希堡/萨克森海姆工会主席
保时捷全球总务委员会和集团工会主席

哈拉尔德·巴克（Harald Buck）

祖文豪森工会成员
保时捷全球总务委员会和集团工会成员

沃尔夫冈·冯·杜伦（Wolfgang von Dühren）

保时捷全球国际贵宾和特别销售总监

阿肯·伊斯克（Akan Isik）

祖文豪森工会成员
保时捷全球集团工会成员

比约恩·卡利斯（Björn Kallis）

斯图加特金属工业协会秘书

克努特·洛夫斯基（Knut Lofski）
保时捷莱比锡工会主席
保时捷全球集团工会成员

卡斯滕·舒马赫（Carsten Schumacher）
魏斯阿赫工会主席
保时捷全球总务委员会和集团工会成员

乔丹娜·沃加齐（Jordana Vogiatzi）
斯图加特金属工业协会会员和财务总监

芭芭拉·福勒特（Barbara Vollert）

保时捷全球欧洲销售副总裁

萨宾·扎克（Sabine Zach）

德国金属工业协会工会秘书
柏林-勃兰登堡-萨克森地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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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根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标准的核心方案编制，并已提交GRI服务团队，用于履行GRI重要性披露服务。�
“与重要性相关的披露”的正确表述（102-40� 至� 102-49）已获得确认。该服务是在报告的德语版本上进行的。更多关
于�GRI�内容索引的信息，请访问保时捷新闻中心（仅英语）：https://newsroom.porsche.com/reports

GRI内容索引

GRI 标准 页码  省略/注释

GRI 101 基础 (2016)

一般信息披露

GRI 102 一般信息披露 (2016)

组织概况

102-1 机构名称 200 H 在线索引
102-2 活动、品牌、产品和服务 8, 55–64 H 在线索引
102-3 总部所在地 200 H 在线索引
102-4 运营场所 57–61
102-5 所有权与法律形式 183 H 在线索引
102-6 所服务的市场 57–61
102-7 机构规模 55–62, 102, 159–180, 183, 187
102-8 员工和其他工作者的信息 91–93, 101–116, 187–188
102-9 供应链 95–96, 155–156, 184 H 在线索引
102-10 机构及其供应链的重大变化 3, 11–54, 200 H 在线索引
102-11 机构预警方针和预防方法 91–93, 101–116 H 在线索引
102-12 外部举措 H 在线索引
102-13 协会成员 79

策略

102-14 机构决策层的声明 7–8

道德与诚信

102-16 机构的价值、原则、标准和行为规范 67, 73–74, 87, 91, 97 H 在线索引
102-17 道德咨询和关注机制 93–95, 111

机构管理

102-18 机构的管理结构 7–8, 71–72, 191–192
102-19 委托授权 71–72
102-20 管理层对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责任 71–72
102-21 就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咨询利益相关方 79–82

利益相关方参与

102-40 利益相关方团体名单 79–81
102-41 集体谈判协议 93 H 在线索引
102-42 确定和选择利益相关方 79–80
102-43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法 71, 79–81, 83
102-44 提出的关键议题和关切 79–83

实践报告

102-45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实体 183
102-46 定义报表内容和主题边界 3, 81–82
102-47 材料主题列表 73, 81–82
102-48 信息重述 3, 81
102-49 报告中的信息更改 3
102-50 报告期 3
102-51 最新报告日期 3
102-52 报告周期 3
102-53 有关报告问题的联络点 200
102-54 根据GRI标准提出的报告要求 3, 193
102-55 GRI内容索引 193–196
102-56 外部保证 3, 199

重要议题 GRI标准 页码  省略/注释

经济稳定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87103-2 管理方针及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201: 经济表现（2016） 201-1 创造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 62, 159–180, 188, 198
201-4 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 H 在线索引

长期客户关系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87–88103-2 管理方针及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418: 客户隐私（2016） 418-1 关于侵犯客户隐私和丢失客户数据的投诉 H 在线索引
专有信息

车辆安全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88103-2 管理方针及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416: 客户健康与安全�
（2016） 416-1   关于不同产品和服务类别在健康安全方面的评估和影响 88

替代驱动系统和车辆排放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88–89103-2 管理方法及其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305: 排放（2016） 305-3 其他间接（排放类别3）温室气体排放 186 H 在线索引
H 在线关键数据

新出行概念

GRI 103:�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89–90103-2 管理方法及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305:�排放（2016） 305-3 其他间接（排放类别3）温室气体排放 186 H 在线索引
H 在线关键数据

雇主吸引力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91103-2 管理方法及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401: 雇佣（2016） 401-1 新员工招聘和员工流动率 75, 91, 101–116, 187–188 H 在线关键数据
401-3 育婴假 91–92 H 在线关键数据

机会平等和多样性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91–92103-2 管理方法及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401:�雇佣（2016） 401-1 新员工招聘和员工流动率 76, 91–92, 101–116, 187–188 H 在线关键数据
401-3 育婴假 91–92 H 在线关键数据

员工发展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92103-2 管理方法及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404: 培训和教育（2016） 404-1  每位员工每年接受培训的平均时间 92, 109, 187–188 H 在线关键数据
404-2   提升员工能力和过渡期辅助方案 101–116

企业共同决策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93103-2 管理方法及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402: 劳资关系（2016） 402-1 企业变更的最短通知期 93 H 在线索引
GRI 407: 结社自由和劳资谈判
（2016） 407-1 可能危及结社和劳资谈判自由权的经营点和供应商 H 在线索引

https://newsroom.porsche.com/en/company/annual-sustainability-report-2019/gri-global-reporting-initiative-2019-conte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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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议题 GRI标准 页码  省略/注释

职业健康与安全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93103-2 管理方法及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403: 职业健康与安全�
（2016）

403-1   员工健康与安全委员会的员工代表 H 在线索引
403-2   工伤类别、职业病、损失工作日和工伤致死事故的人数 93, 115–116, 188 H 在线索引 

H 在线关键数据
403-3  从事职业病高发或高事故风险的员工 93, 115–116 H 在线索引

合规和诚信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93–95103-2 管理方法及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205: 反腐败（2016） 205-1  评估与腐败有关的风险 H 在线索引
205-2 就反腐败政策和程序进行沟通和培训 93–95, 103 H 在线关键数据

GRI 206: 反竞争行为（2016） 206-1 反竞争行为、反垄断和反垄断行为的法律诉讼 H 在线索引 
专有信息

GRI 307: 环境合规性（2016） 307-1 不遵守环境法律法规 H 在线索引
GRI 419: 社会经济合规性�
（2016） 419-1   社会经济领域不遵守法律法规的行为 H 在线索引

供应链中的责任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95–96103-2 管理方法及其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204: 采购实务（2016） 204-1 本地供应商支出比例 184 H 在线索引
GRI 308: 供应商环境评估�
（2016）

308-1  依据环境标准对新供应商进行审核 95–96, 156, 184 H 在线索引
308-2  供应链中的负面环境影响和采取的行动 95–96, 156, 184

GRI 408: 童工（2016） 408-1 有雇佣童工风险的供应商及管理办法 95–96, 156, 184 H 在线索引
GRI 409: 强迫或强制劳工�
（2016） 409-1 有强迫或强制劳动事件风险的供应商及管理办法 95–96, 156, 184 H 在线索引

GRI 412: 人权评估（2016） 412-2 关于人权政策或程序的雇员培训 95–96 H 在线索引
412-3   涉及人权条款或经过人权审查的重大投资协议和合同 95–96 H 在线索引

GRI 414: 供应商社会评估�
（2016）

414-1  应依据社会标准审核新供应商 95–96, 156, 184
414-2  供应链中的负面社会影响和采取的行动 95–96, 156

可持续材料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97103-2 管理方法及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301: 材料（2016） 301-1 按重量或体积使用的材料 H 在线关键数据

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和排放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97–98103-2 管理方法及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302: 能源（2016） 302-1 机构内的能源消耗 97, 185 H 在线关键数据
302-3 能量强度 H 在线关键数据

GRI 305: 排放（2016）

305-1 直接（排放类别1）温室气体排放 186 H 在线关键数据
305-2 能源间接（排放类别2）温室气体排放 186 H 在线关键数据
305-3 其他间接（排放类别3）温室气体排放 186 H 在线索引

H 在线关键数据
305-4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185
305-6 消耗臭氧物质（ODS）的排放 H 在线关键数据
305-7 �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和其他重要的空

气排放物 186

重要议题 GRI标准 页码 省略/注释

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98103-2 管理方法及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303: 水（2016） 303-1 按源取水 98, 186 H 在线关键数据
GRI 305: 排放（2016） 305-3 其他间接（排放类别3）温室气体排放 H 在线索引 

H 在线关键数据

GRI 306: 废水和废物（2016）
306-1 按水质和目的地划分的排水量 186 H 在线索引 

H 在线关键数据
306-2 按类型和处理方法分类的废物 98, 186 H 在线关键数据
306-3 重大泄漏 H 在线索引

生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关于重要议题和相关边界的界定

79–82, 98103-2 管理方法及要素
103-3 管理方法评估

GRI 304: 生物多样性（2016） 304-3 保护或恢复的栖息地 H 在线关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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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全球集团

简要概述

2019 2018 2017

产品交付 单位 280,800 256,255 246,375
911 台 34,800 35,573 32,204 1)

718 Boxster/Cayman 台 20,467 24,750 25,114
Macan 台 99,944 86,031 97,202
Cayenne 台 92,055 71,458 63,913
Panamera 台 32,721 38,443 27,942
Taycan 台 813 – –

生产 2) 单位 274,463 268,691 255,683
911 台 37,585 36,236 33,820
718 Boxster/Cayman 台 19,263 23,658 26,427
Macan 台 89,744 93,953 98,763
Cayenne 台 95,293 79,111 59,068
Panamera 台 31,192 35,493 37,605
Taycan 台 1,386 240 –

员工 3) 人数 35,429 32,325 29,777
人事费用 百万欧元 4,003 3,613 3,200

财务数据

销售利润 百万欧元 28,518 25,784 23,491
总资产 百万欧元 42,366 38,159 35,019
股本 百万欧元 17,428 16,477 15,200
固定资产 百万欧元 17,982 16,099 14,404
投资 4) 百万欧元 2,993 3,157 3,099
材料成本 百万欧元 15,956 14,844 5) 13,665
折旧、摊销和减值 百万欧元 3,044 2,567 2,276
经营现金流 百万欧元 4,486 3,845 4,069
息税前利润 百万欧元 3,862 4,289 4,144
特殊项目前的息税前利润 百万欧元 4,397 4,289 4,144
税前利润 6) 百万欧元 4,054 4,552 4,046
税后利润 6) 百万欧元 2,801 3,118 3,016
1) 包括�918 Spyder。
2)  从�2019 财年起，无试生产车辆。
3)  截至 12 月 31 日。
4)   根据新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号——租赁”，涉及对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厂房和设备的投资，不增加使用权资产。
5)  上一年进行了调整。
6) 由于新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号——金融工具”的首次应用，上一年度的数字（2017�财年）进行了重述。

更多的信息及数据比较可以参见保时捷新闻中心（仅英语）：www.newsroom.porsche.com/charts
通过选择各项参数，例如时间、关键数据类型或可视化形式，可以生成并保存不同格式的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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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审计师对获得可持续性信息有限保证

业务审计的声明 1)

致斯图加特的保时捷股份公司：

我们对斯图加特的保时捷股份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2019�年�1�月�1�日至�2019�
年�12�月�31�日期间的年度和可持续发展报
告中标有“ ”符号的信息进行了业务审
计，以获得有限保证。我们在这方面的审
计仅适用于标有“ ”符号的信息。

法定代表人的责任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根据”全球报告倡
议”可持续性报告标准（以下简称“GRI�
标准”）中规定的原则编制报告，选择
要评估的信息。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责包括选择和应用适
当的方法进行持续性能力报告，以及做出
与当前情况下适当的各个可持续性目标
相关的假设和估计。此外，法定代表人还
应负责其认为有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报
告不包含任何重大或有意或错误的陈述。

审计事务所的独立性与质量保证

我们遵守关于独立性的德国专业规定以及
关于行为的其他专业要求。

我们的审计公司采用国家法规和专业声
明，尤其是审计师和注册会计师专业法
规（BS WP / vBP）和� IDW�质量保证标
准1：“审计实践中的质量保证要求”
（IDW� QAS� 1），该标准由德国公共审计师
协会（IDW）出版，保持一个全面的质量
保证体系，其中包括与遵守专业行为要
求，专业标准以及相关法定法规和其他
法律要求有关的成文法规和措施。
�

审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任务是在审计的基础上，对报告中
标有“ ”符号的信息发表有限保证的审
计意见。

我们根据� IAASB� 发布的《国际鉴证业务
标准》（ISAE）�3000（修订版）：“审计
或历史财务信息审查以外的鉴证业务”进
行了业务审计。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必须
计划和进行审计，以便我们能够在有限的
保证下评估我们是否了解导致我们得出以
下结论的事项：即公司报告中标有“ ”符
号的�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
日期间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未按照
GRI标准准备。

在为获得有限保证而进行的业务审计过
程中，为获得充分保证而进行的审计活
动不如作为业务审计一部分进行的审计
活动全面，因此所获得的审计保证水平
相应地显著降低。审计方法的选择由审计
师自行决定。

作为审计的一部分，我们采取了以下审计
措施和其他活动：

•  了解可持续性组织结构和利益相关者的
参与；

•  采访参与编制报告的员工，包括编制过
程、该过程的控制系统以及选择纳入报
告的信息；

•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标准
评估报告中重大错误陈述的风险；

•  检查相关文件，与员工面谈，了解材料
流程和材料矩阵的生成、选定的管理方
法、选定关键要素的数据收集和整合，
以及与这些流程相关的内部控制系统；

•  通过在公司选定地点进行实地访问，评
估中央管理要求、过程和数据收集规定
的执行情况：

–  保时捷股份公司，斯图加特
–  保时捷莱比锡股份公司，莱比锡
–  保时捷股份公司，鲁特斯海姆

•  检查补充文件和支持系统；
•  对报告中选定信息的分析评估；
•  评估与可持续性绩效相关的选定信息的
呈现方式。

审计意见

根据进行的审计和获得的审计结果，没有
任何事项导致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公司报
告中标有“ ”符号的�2019�年�1�月�1�日
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信息在所有
重大方面均未按照GRI标准准备。

声明的目的

我们是根据与公司签订的订单发表这份声
明的。本次审计是为公司目的而进行的，
本报表仅为公司提供有关审计结果的信息。
本声明无意作为第三方（财务）决定的
依据。我们只对公司负责，对第三方不承
担任何责任。

法兰克福，2020�年�2�月�28�日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人：尼科莱特·贝恩克
（Nicolette Behncke），审计师

负责人：米里亚姆·特里纳尔
（Mirjam Kolmar）

1)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保时捷股份
公司德语版《 2019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了鉴
证，并以德语发布了独立鉴证报告，该报告具有
权威性。 以下文字为独立鉴证报告的译文。

法律声明

出版方

保时捷股份公司，保时捷广场�1�号
斯图加特，邮编�D-70435
电话：+49 711 911-0

塞巴斯蒂安·鲁道夫博士（Dr. Sebastian Rudolph），传播、可持续发展和政治副总裁

联系人

丹妮拉·雷思（Daniela Rathe），政治和对外关系主管
马克西米利安·史坦纳（Maximilian Steiner），可持续发展和利益相关者管理协调员

弗兰克·舒尔蒂斯（Frank Scholtys），企业传播总监
克里斯蒂安·韦斯（Christian Weiss），企业传播副总监，生产和物流发言人
坦贾·德根堡（Tanja Deutschenbaur），财务和�IT�发言人
马蒂亚斯·劳特（Matthias Rauter），人力资源和社会事务发言人
纳德斯卡·沃纳姆（Nadescha Vornehm），销售和市场营销发言人
约格·沃尔兹（Jörg Walz），采购和可持续发展发言人
马库斯·罗瑟梅尔（Markus Rothermel），体育和传播发言人
彼得·格雷夫（Peter Gräve），集团生产、品牌集团和策略发言人

安雅·华瑟（Anja Wassertheurer），产品、技术和赛车运动传播总监
霍尔格·埃克哈特（Holger Eckhardt），GT�跑车和 GT�客户运动发言人
奥利弗·希尔格（Oliver Hilger），GT�工作赛车运动发言人
赫尔曼-约瑟夫·斯塔彭（Hermann Josef Stappen），技术通信发言人
埃琳娜·斯托姆（Elena Storm），911�和�718�发言人
本·温伯格（Ben Weinberger），Macan，Cayenne�和�Panamera�发言人
梅克·韦恩科（Mayk Wienkótter），电动汽车和�Taycan�系列车型发言人�
维多利亚·沃拉普（Viktoria Wohlrapp），电动方程式发言人

协调与文字

萨布丽娜·达默（Sabrina Damme），企业传播新闻官

校对

西汉姆·沙哈达（Siham Schahadat），审稿 24

构思

Meiré und Meiré

艺术指导

Meiré und Meiré

印刷

Druckerei Vogl GmbH & Co. KG

纸张

Lessebo Design Smooth Bright 
Römerturm JUPP ECH ÖKO
Römerturm Crush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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