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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工厂的可持续性审核

100 %
- 提升工作和安全条件，改善环境表现

概述

2020年可持续发展关键词

我们的愿景是"无论在何地，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PCB供应商"。在此，我
们非常高兴与您分享2020年NCAB可持续发展之旅的一些亮点：

回馈日
疫情时期依然继续

99.3%
品质表现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76位
新员工入职

全体员工能力
的持续提升

6个新课程
在NCAB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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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份报告
自2014年来，NCAB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我们的上一份报告发布于
2020年4月，您正在阅读的这份报告是NCAB2020年在可持续战略方面的成果报告，
涵盖NCAB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业务 (详情请参阅 p.4-5). 这份报告是根据GRI标准的核心
选项编写的，符合瑞典《年度账目法》中有关可持续报告的要求。董事会将负责2020

年的法定可持续发展报告。

NCAB诚邀您提出反馈

我们热烈欢迎您对这份报告和我们的可持续性战略提出反馈，来帮助我们继续改善可
持续发展工作，任何问题请联系NCAB集团可持续发展经理：Anna Lothsson: 

anna.lothsson@ncabgroup.com.

In brief 概述

TEXT: NCAB GROUP AND TROSSA DESIGN: TILLS.SE PHOTO: TILLS.SE PAGE 1, 3, 4, 6, 8, 20, 23, NCAB GROUP PAGE 2, 14, 16, 17, 22, 23, PETER JÖNSSON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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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增长
财务

发布

设计避雷指南
- 在前期设计阶段提供技术支持

82 次在线研讨会

2370 位参与者

- 可制造性设计，成本驱动因素
PCB知识，品质管控

mailto:anna.lothsson%40ncabgroup.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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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LUX

ESTLAND

PCBS - 无处不在，至关重要
你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电子设备的"心脏"位置发现PCB的存
在。PCB的功能是连接设备中的电子组件，大多数人每天都
在使用PCB，但他们对此却毫无概念。PCB存在于工控产

品、消费类电子、医疗设备、汽车、通讯设备、安防设备等
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中。
它无处不在，且至关重要。

先进PCB技术的发展趋势
我们力求走在PCB技术发展的前沿。我们的体系认为，最佳
的PCB解决方案只能通过与我们客户及其终端客户的紧密沟

通来实现。为此，我们在前期设计阶段就积极寻求合作。

如今，很多技术趋势正在推动PCB技术的发展。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结合5G网络的发展，将物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提

升到来一个全新的水平。随着芯片等元器件工业的发
展，PCB也需要不断适应多变的需求。可以预见的是，PCB

的复杂性将继续增加，设备的小型化趋势也成为定局。今天
看来还很先进的技术，明天可能就稀松平常。在整个产业发
展转型的过程中，NCAB一直密切关注着客户的需求和工厂

的发展计划。

NCAB是全球领先的印刷电路板供应商。

我们的使命是以可持续方式和最低总成本，为高要求客户准时提供零缺陷的高可靠电
路板。

可靠的
印刷电路板

一站式集成PCB生产
何为"一站式集成PCB生产"？这意味着我们与客户和工厂保

持着紧密合作。我们不拥有工厂，但我们拥有"更重要的东
西"-与客户和工厂的牢固关系以及缜密的流程。NCAB凭借
强大的购买力和丰富的PCB生产知识，为客户创造最佳且灵

活的生产条件。

成长中的全球化企业
NCAB是一家真正的全球化企业，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分公
司。我们的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Bromma。NCAB的首

要任务是保持增长：随着我们进入新市场，我们力求与客户
一起实现可持续增长。稳健增长的利润是保证和发展我们长
期业务的一个重要因素。2020年，我们收购了荷兰的
Flatfield，以及在加拿大和台湾设有分部的美国Bare Board

集团。这些收购将进一步加强我们在欧洲和北美的市场定
位，并帮助强化在中国台湾的供应链。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秉承着公司的价值观来开展工作:

始终追求品质第一

牢固的关系至关重要 

全面负责，知易行难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我们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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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Automotive

Medical

Telecom

Other 2 L

4-8 L

HDI, 10L+

Flex, flex-rigid

China

Europe *
USA

产品行业占比 产能分布技术类别占比
Other Asia **IMS

27
工厂

2 115 200 000 
SEK

99.3%
品质表现*** 

(按订单数测定)

关键业绩指标

92.4%
交付表现***

(按订单数测定)

净销售额

EMPLOYEES / COUNTRY
Women  Men NCAB Group office

100%
主力工厂可持续性
审核 ***

1.78亿
PCB交付总数

474
全球员工总数 

CHINA

109

ITALY

9

DENMARK

11

FINLAND

14

FRANCE

15

GERMANY

37

NORWAY

12

PHILIPPINES

2

HONG KONG

4

NORTH MACEDONIA

2

NETHERLANDS

32

MALAYSIA

2

POLAND

12

RUSSIA

47

SPAIN

9

SWEDEN

36

TAIWAN

11

USA

79

UK

31

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

* Europe - UK, North Macedonia, Belgium, Sweden, Slovenia.
** Other Asia - Israel, Taiwan.
*** DP: 96.5% (2019), main reason for decrease is challenges in supply chain due

to the pandemic, QP: 99.2% (2019), Audits: 100% (2019) 5

我们的业务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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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领导一家真正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并且能够在整
个价值链中产生积极影响，我为此感到自豪。"可持续性"，
这个概念深植于我们的企业文化中，也是我们运营企业的基
础。感谢前CEO Hans Stahl的努力，让可持续发展在2014年
就成为NCAB战略的核心部分。我们坚信，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NCAB成功的关键因素。
  回顾2020年，我们不得不提到新冠病毒，以及这个病毒如

何席卷并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民生以及社会稳定。中国首

10月, 我们的新CEO, Peter Kruk, 正式入职NCAB
集团。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CSR-audits of 
the factories

ISO 26000 –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y, goals 
and activities for a sustainable business

First sustainability 
report

Environmental policy

Certified according to 
ISO 9001 and ISO 14001

ISO 14001-certified factories, 
yearly follow-up audits

Code of Conduct for NCAB 
Group and our factories

Integrated PCB Production 
– new business concept

First verified self-declaration
SIS-SP 2:2013 (ISO 26000)

First employee 
satisfaction survey

New HR strategy 
implemented

Conscious Component – branding 
our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New sustainability 
audit programme

Sustainability 
Manager China

Listed on 
NASDAQ Stockholm

Workshop with all 
employees involved 

in creating our 
future strategies

NCAB Give Back Day -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All main factories 
sustainability audited

NCAB Academy 
- digital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platform

Customer seminars 
and internal training 

moved online, reaching 
out to more customers 

and employees.

Rail shipments to more of 
our markets, supporting 

lower CO2 emission

Group Sustainability 
Manager

2 115 
MSEK NET SALES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CEO致辞

协作，价值链可持续性的关键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体系和架构的充分融合。我们相信，通过推动供应链
的积极变化，并且积极寻求与客户的合作，是引领行业发展的正确途径。

先发现了病毒，而后在全球蔓延，NCAB当然也无法置身事

外，作为一家全球性企业，新冠病毒的影响扩散到了集团
的每一个角落。我很感激我们并没有因此过于慌乱，反而
在销售和产品交付方面成功应对了疫情的冲击，但最值得
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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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理念正前
所未有地重要
2020年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

异常艰难的一年，但通过这
一年，也展示出我们的适应
性、创新性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尽管面临着各种挑战， Christian Salamon, Chairman 

我们依然信守对客户的承诺，    of the board since 2007

继续与我们的生产伙伴保持紧密合作，努力创造积极
的正面影响。在疫情爆发的那段时期，我们优先支持
医疗相关设备的生产订单，帮助缓解疫情带来的供应
链的影响。如今，我们继续向世界各地的客户输送
PCB，确保他们能够正常经营。2020年的经历提醒我

们，可持续发展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从全球经济的角度出发，NCAB的影响十分有限，然

而，在我们的价值链和我们所经营的社会环境中，我
们在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作为我们行业的领导者，我们需要为供应链上的其他
企业树立榜样。而且，从商业角度来看，关注可持续
性有助于增长业绩、降低成本、吸引新人才、满足投
资者要求，同时与客户建立更牢固的关系。这就是为
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商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
的可持续发展表现。在这特别的一年，我想向所有以
不同方式帮助建设可持续NCAB愿景作出贡献的人表示

诚挚的感谢。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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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DAQ Stockholm

Workshop with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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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reating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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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B Give Back 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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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platform

Customer seminars 
and internal training 

moved online, reaching 
out to more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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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 shipments to mo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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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

2 115 
MSEK NET SALES

OUR SUSTAINABILITY JOURNEY

CEO´s statement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是，我们的员工都很安全，并且迅速适应"新常态"的同时，
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员工的决心令印象深刻。我们与供应
商以及本地化经营的长期且牢固的关系是帮助我们在困难时
期保持强劲的交付业绩的关键。

在2020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使用我们的PCB

设计指南，并且主动让我们参与到产品前期设计阶段，这是
进一步优化资源效率和循环的一个重要推动。我很高兴看到
我们的供应链不断进步，我们的员工不仅跟进工厂的业绩表
现，还支持我们的生产伙伴的进步和发展。

尽管我们在推动价值链变革方面已经取得来重大成就，但
这还是起点，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投资者和客户对产品
如何制造、使用寿命以及回收处理方面的兴趣正在增长。我
们需要与供应商和客户合作，来更好地理解和衡量我们对整
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影响，并且用关键数据和KPI更直观地体

现我们的工作进展。未来，我们还需要更多地关注在绿色物
流方面的更高效低碳的货运方式。

我很高兴今年有两家新公司加入NCAB集团-荷兰的Flatfield

和美国的Bare Board集团。通过这两起收购，将进一步加强

我们在当地的市场地位，并且期待能够在这些市场中进一步
推进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我期待着与全球各地的同事、
我们的生产伙伴和客户一起，为实现一个更加成功且更有价
值的可持续业务而奋斗。

请大家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Peter Kruk



销售和设计支持
在设计阶段，我们支持客户优化PCB设计，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

可制造性。优化设计意味着更少的材料、水、化学品的浪费的
同时，提高产品的品质。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并与客户建立牢固
的关系是我们发展长期业务的关键。(详情请参阅p. 24-26)

生产
在与我们的生产伙伴紧密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专注于
供应链的质量、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工作环境、人
权、员工健康与安全、资源利用效率、生产和产品质
量、使用材料的合法性(化学成分和冲突矿产)、化学
处理、废料处理和回收利用。(详情请参阅p. 14-19)

PRODUCT USE
PCBs are used in many kinds of technical devices and it is crucial that 
they never stop functioning. Product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are key factors 
and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Delivery precision, service, claims-hand-
ling, handling of waste and recycling are other important sustainability 
areas. (Read more on p. 23-26)

TRANSPORT AND 
DISTRIBUTION
Demands for short lead times in the industry pose a 
challenge. Air freight from Asia to Europe and USA has a 
high climate impact. To reduce emissions, we need to up 
our efforts to find more efficient logistics solutions and 
offering our customer different freight alternatives.
(Read more on p. 26)

工作氛围和员工
作为一家以技术知识为基础的公司，优
秀的员工是我们成功的关键。为了营造
一种激励性的企业文化，我们专注于员
工品质、能力发展、能力多样性、平等
的待遇、幸福和健康的工作环境以及高
敬业度。(详情请参阅p. 20-23)

WASTE/RECYCLING
Waste handling and recycling of the end product is normally 
beyond our sphere of influence. Any printed circuit boards 
returned to us and if found faulty, are disposed of according 
to local regulations on waste handling. (Read more on p. 26)

8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价值链

可持续业务 
– 价值链方法
我们致力于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并在整个价值链中承担责任。这种
方法有助于我们挖掘推动积极变化并最小化负面影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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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 AND DESIGN SUPPORT
In the design phase we support our customers in optimizing the design of the 
PCBs for product reliability and for manufacturing. Optimized design means 
less scrap, material, water and chemicals used, as well as improved product 
quality. Providing a high service level and building strong relationships with our 
customers are key factors for our long-term business. (Read more on p. 24-26)

PRODUC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our production partners, we focus on quality, 
social account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supply chain; working conditions, human rights, health & safety, 
resource efficiency, production and product quality, materials used 
(chemical content and conflict minerals), chemical handling, 
handling of waste and recycling. (Read more on p. 14-19)

产品使用
PCB被用在很多高科技产品中，使用寿命期间不容许失
效，所以PCB的品质和可靠性是关键。交付精准度、服务

质量、索赔处理、废物处理和回收利用也是可持续发展所
关注的重点领域。(详情请参阅p. 23-26)

运输和调配
行业要求较短的交期，这对运输的可持续性
造成了挑战，因为从亚洲工厂到欧洲和美国
的空运方式将对气候造成很大影响。为了减
少排放，我们提出了"绿色物流"的概念，专
注于高效的物流、交付质量并为客户提供不
同货运方式的选择。(详情请参阅p. 26)

OUR OFFICES AND EMPLOYEES
As a knowledge-based company, our employees form 
the mainstay for the success of our operations. To 
create a stimulating culture, we focus on ethics, 
competence-development, diversity, equal treatment, 
a happy and healthy work environment, and high 
engagement. (Read more on p. 20-23)

废物/回收
我们通常不负责最终产品的废物处理和回收利
用，退回给我们的PCB，如果发现有问题，将

由工厂根据当地的废物处理规定进行处理。(详
情请参阅p. 26)

价值链

NCAB 2020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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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们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我们
同样将投资者是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群体，将持续与他们
保持更密切的对话。(详情请参阅P11)

Status December 2020        = not started/far from achieved        = on track        = completed/achieved

战略与利益相关者对话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根据我们优先考虑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三
个重点领域：客户、员工和工厂（供应链），体现我们的可持续
工作如何加强和增加这些关系的价值。

在2014年制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时，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也

是我着重考虑的，如今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可持续业务方面仍
发挥着重要作用。

NCAB集团可持续发展战略

The Number 1 PCB producer – wherever we are
Quality First, Strong Relationships and Full Responsibility

Steer the sector in a green 
direction

CUSTOMERS
Attract, keep and develop the 
best people

EMPLOYEES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throughout 
the 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

Strong and responsible relationships with our factories, employees and customers, 
thi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business, growth and profitability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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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condition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ocus chemicals

  Conflict minerals

  Sustainable product development

  Transportation / green logistics

  Communicating our 
sustainability work

  Well being and work/life balance

  Equal opportunities

  Anti-corruption

  Internal environment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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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udited and approved 
factories (coveri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Continuously improve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throughout the supply chain

Top scores in employee   
satisfaction and engagement

  Top scores i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cluding sustainability

  Continuously reduce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战略

可持续战略与目标
NCAB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定义了我们的长期目标和重点领域。该战略明
确了我们正确发展方向的优先重点，从而帮助我们实现在行业中的积极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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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中的重大风险识别
NCAB定义了一个风险管理系统，该系统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和

理解新出现的风险，根据现有的操作和风险的影响确定优先
级，以便我们专注于最大的风险。

  风险管理流程也是我们年度业务计划准备工作中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对本地公司和集团的趋势、机会和风险（SWOT）分

析，帮助我们迅速预知并响应社会、环境和立法要求的任何变
化。每个流程负责人负责持续评估、开发和实施风险管控的方
法和流程。在NCAB的每个重点领域的重大风险详情请参阅

p14, 20 and 24.

可持续发展与统筹管理
以全面负责和可持续的方式开展工作是NCAB全体员工的责
任，NCAB集团管理团队负责对整个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统筹

管理，并且在不同侧重点有着明确的职责划分。集团可持续发
展经理负责推动整个可持续发展工作，例如更新可持续发展战
略、政策和目标。可持续性已集成到我们的业务模型和流程
中，每个流程负责人都需要负责相应的具体活动并报告其进
度。

  每月，我们会在管理团队会议上跟进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表
现，首席运营官负责确保NCAB集团与合作工厂在流程上的统

一，并且表现良好。从董事会层面来说，董事长负责将可持续
性作为董事会议议程的一部分，并进行讨论。

战略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NCAB
GROUP

  满意度调查      研讨会   会议

客户
  股东会议

所有者

  会议      跟进      审核

工厂

  敬业度调查    

   员工
 PDA

我们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对话的常规渠道

NCAB 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年，世界各国领导人商定了到2030年全面实现的17个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消除贫困，消除不平
等，促进和平与正义以及应对气候紧迫性等方面。为了实现
目标，呼吁每个人都参与进来。通过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工
作，我们主要为17个目标中的9个作出贡献(详情请参阅p 10, 

12-13). 了解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sdgs.un.org/.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对象将作为我们制定进一步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南，帮助我们根据全球发展趋势开展可
持续业务，为每个人打造更美好的未来作贡献。

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目标. www.globalgoals.org

ISO 26000认证，提高威信力
NCAB可持续战略脱胎于ISO 26000。这是一项指导企业进

行可持续运营的国际通用标准。为了使我们的可持续战略更
加公开透明，我们每年都会发布SIS-SP 2:2015声明，包括
验证审核结果。始终如一的出色的审核结果证明了NCAB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可行性。

 因此，NCAB决定从2020年开始，将每年发布年度声明和

验证审核改为每三年一次。这将腾出更多的资源来进一步改
善我们的业务模型和其他方面的流程。

https://sdgs.un.org/
http://www.globalgoals.org


12

战略

我们推动员工之间的
工作-生活平衡，如果
员工在敬业度调查或
PDA中表现异常，那
么当地的管理团队或
相关的经理将会采取
行动，并在必要时得
到集团支持。
(详情请参阅p. 21)

We control that factories 
handle and store 
chemicals and hazardous 
waste in a responsible 
way. ISO 14001,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s, ROHS 
and REACH, are required if 
to be qualified as NCAB’s 
main production partner. 
(Read more on p. 15-19)

We believe it is crucial to 
have a diverse team on all 
levels. The number of women 
in managerial positions has 
increased at NCAB.
(Read more on p. 21-22)

Factories have to comply with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water quality, 
emissions to water and waste water 
discharge. Waste water discharge 
permits and compliance control are 
checked during our audits, and in the 
factory approval process. 
(Read more on p. 15, 19)

By focusing on quality assurance in 
production, and optimize the PCB 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we use material and resources 
such as energy, water and chemical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s efficiently as possible. 
This is done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our 
factories and customers.
(Read more on p. 25-26)

How suppliers handle and store 
chemicals and waste is carefully 
controlled during factory audits. 
(Read more on p. 25)

To increase awareness and engageme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spread 
the word internally and to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through training, seminars, 
newsletters, our website and social media 
channels. Together with our production 
partners, we set goals, allocate resources 
and follow up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in a systematic way. 
(Read more on p. 15-16, 21, 26)

在设计阶段为客户提供技
术支持，并专注于设计优

化，杜绝浪费。 
(详情请参阅p. 25-26)

NCAB重视矿物采购的合规性，供
应商必须建立系统的常规管理程
序，确保未采购冲突矿产，并且

每年都要进行合规检查。 
(详情请参阅p. 15-16)

健康和安全以及良好的工作条
件是NCAB可持续发展工作的
核心。对于中国的工厂，可以
定期跟进其安全措施和工作条

件。 
(详情请参阅p. 15-19)

我们与客户以及员工同步各种
运输方式对环境的影响。我们
提供灵活的物流选择，海运与
铁路运输的碳排放量低于空

运。
 (详情请参阅p. 26) 

我们对任何形式的
歧视和骚扰零容
忍。任何违反我们
行为准则的，我们
都会严肃处理。 
(详情请参阅 p. 21)

We have zero tolerance 
for corruption. Any 
irregularities can be 
reported anonymously 
via a whistleblower 
function provided by 
an external party. 
(Read more on p. 16-19, 
21-22)

To create awareness and 
achieve change towards 
more sustainable products 
and production, we share 
our expertise with 
customers and factories 
and spread knowledge 
through our cooperations, 
and through many 
different communications 
channels. 
(Read more on p. 25-26)

6.3 到2030年，通过减少污染、消除倾倒和最大

程度减少有害化学物质和材料的排放，提高废物
回收率，实现废水的安全再利用。

8.4 到2030年，逐步改善全球消费和生产中的资

源利用效率。

8.7 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强迫劳动，结束现代奴役
和人口贩运，并确保到2025年禁止和消除童工现

象。

8.8  保护劳工权益，并为所有工人创造安全且

健康的工作环境。

10.2 到2030年，不分年龄、性别、残疾与否、

种族、族裔、血统、宗教、经济或其他身份，提
高所有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包容性。

可持续发展目标

3.4 到2030年，通过预防和治疗，将非传染性疾

病和过早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并促进心理健康
和福祉。

3.9 到2030年，大幅减少由危险化学品以及空

气、水和土壤污染引起的死亡和疾病的数量。

5.5 确保妇女在各级获得充分的参与权，并享有平

等的领导机会。

NCAB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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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战略

We promote work-life 
balance among employees. If 
employee engagement survey 
or PDAs would indicate that 
this is an issue of concern, 
actions would be taken by 
local management team or 
related manager, supported 
by Group when needed.
(Read more on p. 21)

我们严格管控工厂处
理和存储化学品和危
险废料的途径。如果
要成为NCAB的主力
供应商，则需要通过
ISO 14001、污染物
排放许可、ROHS和
REACH认证。
 (详情请参阅p. 15-19)

我们意识到，不同职级
的多元化管理团队非常
重要。NCAB员工的性
别比一向都很平衡，并
且担任管理职位的女性
人数在不断增加。
(详情请参阅p. 21-22)

工厂必须遵守有关水质、水排放和
废水处理的当地法律法规。在我们
的审核过程以及认证过程中，将检
查工厂的废水排放许可证和相关的
合规证明。
(详情请参阅p. 15, 19)

通过专注于生产中的质量管控和优
化PCB设计，我们提高了材料和资
源的利用效率，例如能源、水资源
和化学药品。这是与我们的工厂和
客户密切合作完成的。
(详情请参阅p. 25-26)

在工厂审核期间，我们会严格审核
工厂对化学药品及其废物的处理和
存储。 
(详情请参阅p. 25)

为了提高行业可持续发展意识和参
与度，我们通过培训、研讨会、新
闻稿、官网以及媒体渠道在公司内
部以及客户和供应链传播可持续发
展理念。与我们的生产合作伙伴一
起，我们以系统的方式设定目标、
分配资源并跟踪可持续发展绩效表
现。
(详情请参阅p. 15-16, 21, 26)

By supporting our customers in 
the design phase and focusing on 
quality and optimized design from 

the start, we ensure that we only 
produce what is necessary. 

(Read more on p. 25-26)

NCAB is committed to responsible 
sourcing of minerals in manufacturing.

Suppliers must have routines and 
management systems in place to ensure 

conflict-free minerals and cobalt, and 
compliance are checked yearly. 

(Read more on p. 15-16)

Health and safety measures and good 
labour and working conditions are at 

the core of NCABs sustainability work. 
Factories in China are regularly 

followed-up on their safety measures 
and labour practices. 

(Read more on p. 15-19)

We inform customers, as well as 
internally,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from different shipping 
alternatives. We offer different ways of 

transportation, where sea and rail 
have lower CO2 emissions than air. 

(Read more on p. 26) 

We have zero tolerance 
towards discrimination 
or harassment of any 
kind. Any violation to 
our code of conduct is 
addressed and subject 
to disciplinary actions. 
(Read more on p. 21)

我们对腐败零容
忍，并且设立了第
三方匿名举报来防
范任何违规行为。
(详情请参阅p. 
16-19, 21-22)

为了宣传品牌并向
更持续的产品和生
产流程转变，我们
与客户和工厂分享
我们的专业知识，
并通过我们的合作
过程或其他渠道进
行传播。
(详情请参阅p. 25-26)

12.2 到2030年，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有

效利用

12.4 到2020年，按照商定的国际框架，对化学品

和所有废物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无害环境管理，
并大幅减少其向空气、水和土壤中的排放，最大
程度减少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不良影响。

12.8 到2030年，确保世界各地人们都对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有所了解和
认识。

13.3 加强关于减缓温室效应的教育

16.5 最大程度减少各种形式的腐败和贿赂。

17.6 加强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国际合作，共

同改善现有机制，尤其是在联合国层面，需要按
照共同商定的条件加强知识共享，通过全球技术
更新促进机制改善。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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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经过可持续性审核的工厂
持续改善整个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表现

供应链优势 

明确的要求，牢固的关系，紧密和对话与合作，
详尽的可持续性审核

供应链的最大风险 

有害化学品，健康和安全风险以及超负荷
工作

改善计划 

继续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审核计划，重点关注环保
以及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环境。

截止2020年12月        = 未开始        = 进行中 = 已完成

Alen Liang, NCAB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经理，在工厂可
持续发展审核期间，检查消防设备和维护计划。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供应链

继续我们的可持续
发展之旅
我们与长期合作伙伴紧密合作，改善工厂的安全条件以及环保表现。

长期目标

对整个供应链全面负责

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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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简述
我们制作了NCAB首选的供应商列表（PSL），合作的工厂都
位列其中。我们将现有供应商分为主力工厂、快板工厂和特
殊项目工厂。76%的采购额用于采购位于中国（14）、欧洲
（4）和美国（1）的19家主力工厂。通常，中国的工厂面料
的风险最高，影响也最大，是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工作重点关
注的不分。中国的14家主力工厂包括20个经过NCAB认证的
生产基地。

可持续性，审核工厂流程的重点
作为NCAB集团认证流程的一部分，中国的潜力工厂将接受质
量和可持续性表现的现场审核。2020年，我们总共认证了2
家新的主力工厂（在欧洲和中国）。由于超负荷工作、缺少
紧急出口和应急灯、不规范的健康检查、食堂食物的不当处
理等问题，一家潜力工厂被暂停了认证流程。此工厂针对目
前审核出来的问题，已经采取了纠错行动，并将在重启认证
流程前进行再次审核。

一旦签署合作协议（包括行为准则）后，NCAB的可持续发展
团队将会向工厂相关管理人员提供可持续相关的培训。要成为
NCAB的主力工厂，必须满足以下灰色框内的要求。

严格要求供应商
我们与生产伙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
严格的要求，从人权、工作条件、健康与安全、环境和商业
道德等领域，帮助我们评估供应商的实际和潜在影响。所有
的工厂都必须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避免在上述范围出现问
题，并确保持续改善。在2020年，我们决定拓宽我们的要求
和审核范围，在原基础上增加在电子行业被广泛使用的《商
业责任联盟（RBA）行为准则》的要求。

评估风险，持续跟进
为了不断优化工厂的可持续表现，NCAB会定期审核中国的
主力工厂。根据计划，每两年进行一次全面可持续审核。在
期间，会对特定的需改善的领域进行跟踪审核。定期的全面
审核可以帮助我们清楚了解工厂的可持续表现，并且了解到
每个工厂需要关注的重点。

  在Covid-19爆发的早期，审核仅限于远程文档，但自2020
年5月开始，已逐渐恢复至正常水平。因此，NCAB当地团

队能够正常进行常规的审核计划。

NCAB主力工厂需满足：

通过NCAB质量和可持续性审核
通过ISO 9001认证（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ISO 14001认证（环境管理体系）
根据无冲突矿产倡议（RMI）提供的框架报告冲突矿产，并
遵循其设定的矿产保证程序（RMAP）
遵循有关原料含量的欧盟法规（ROHS和REACH）
遵循有关废水和废气排放的当地法规
签署并遵循NCAB行为准则（该准则已同步RBA的相关要求）

供应链

* 与前一年相比，我们在主力工厂的产能占比下降了，主要原因是5家主力工厂进行了扩厂，总产能提升，以及我们新收购的Bare Board集团和Flatfield占据了一部分。2020
年的这两起收购带来的新工厂被归为特殊项目工厂。到目前为止，已经对这些工厂进行了RoHS、 REACH和冲突矿产审核。 

大流行期间的持续改善
中国是第一个受到大流行影响的国家。中国企业，包括很多
NCAB的供应商，都面临着物资紧缺、运输停滞和工人短缺的
问题，从而影响了产能。但是，这种大流行也提高了人们对诸
如健康和安全措施等可持续问题的关注程度，毫不为过地说，
企业需要采取更多的可持续措施来吸引员工。

在2020年，我们还更加重视培养工厂中负责社会责任、健
康与安全、环境问题的员工的技能和相关意识。主力工厂的人
权得到了明显改善，例如，取消了因未按时完成工作而征收的
罚款的90%（剩下的10%正在正在处理）。在今年的审核中
的另一个亮点是与工厂达成了一项协议，即他们签署的条款适
用于所有员工。详情请参阅p.18-19。

环境、健康与安全
在可持续审核中，我们彻查了化学药品在工厂中的存储方式以
及在生产中的使用和处理方式。我们重点关注的包括个人防护
设备（PPE）、有关如何处理紧急泄漏的培训、是否安装有照
明功能的疏散标志和应急灯等。

废物存放和处理是工厂审核的重点议题。审核时，我们会通
过衡量、对比工厂每月产能和目标，来评估工厂表现，再在工
厂会议上跟踪偏差，讨论相应的改进措施。我们，我们还寻求
与客户的早期合作，优化PCB设计，来减少制造过程中使用的
材料、化学品和水资源浪费。

无冲突矿产供应链
NCAB承诺在供应链中使用无冲突矿产。电子产品中使用的某
些矿物（锡、钽、钨和金）与某些地区的武装暴力和人权侵犯
有关。锡和金是PCB生产中常用的矿物，我们要求供应商只与
符合RMI倡议的冶炼厂合作。在工厂培训期间，我们会告知他
们应该如何应用RMI审核计划来管控矿物供应链，并至少每年
进行一次审核。NCAB密切关注有关冲突矿产的相关法规，确
保我们的供应链符合美国和欧盟的法规。

挑战依然存在
尽管在环境、健康与安全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进，但仍存
在一些问题，例如在今年的审核中，我们发现依然有缺少紧急
出口标志、应急灯、疏散标志和个人防护设备的问题。

  超负荷的工作仍然是许多工厂存在的问题，因为不同地区的
相关法规不同，所以按照统一标准执行工时安排是不可取的，
工厂的相关流程和系统仍有改进空间。

  无论审核出现任何问题，只要NCAB能够察觉，就会立即将
其同步给工厂管理层，并提出解决方案要求工厂就发现的问题
采取改进措施。详情请参阅p.18-19。

  在2020年，我们进行了14个全面审核（其中2个针对潜力
工厂，即正在进行NCAB认证程序的工厂）和2个跟踪审
核。详情请参阅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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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

人权

劳工及工作条件

健康与安全

环境

商业道德

在2020年，我们进行了14个全面审核和2个跟踪审核。
具体的改进请参阅p.18-19。

4 员工随访
目的在于对工厂工作条件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5 总结会议
总结审核调查结果，使工厂管理层能够更清楚地了解
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以及需要采取的改进措施。

审核流程简述:

通常，一次完整的可持续性审核需要两天时间，而后续
的跟进审核需要一天时间。每次审核均按照以下6个部分
的审核明细进行：

1 开题会议
解释审核的目的、重要性、过程以及标准的报告范
例。与会人员包括工厂的管理层和可持续发展代
表。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供应链

我们如何进行审核？
我们主张由驻厂员工进行审核，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真实情况，对可
持续发展表现提出具体的改善计划，并同我们的供应商紧密配合共同跟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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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chain 供应链

2 文件审核
记录包括政策、管理体系、培训计划和与会者名
单、时间表、工资单、保险、事故报告、法规清单
等。

3 工厂巡查
我们将现场检查消防系统和消防设备、紧急出口、个人
防护设备、危险化学品处理、危险废料处理、废水/废
气处理、食堂环境、宿舍环境等。

6 审计报告
6个重点领域的详细结果和发现，我们将预留出一定
的时间给工厂的管理人员审查报告的合理性并提出
纠正措施。

7 跟踪审核
在六个月内，将会再次进行现场审核，跟进改进措
施的实施以及改善表现。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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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

概述：
关注ISO45001, ISO14001, QC080000, SA8000, RBA标
准下的管理体系和具体实行，相关的政策和目标，行动计
划。明确角色和责任。日常培训。加强沟通和可持续性意
识。审核和处理不合规行为。遵循法律和客户的要求。供应
商和次级供应商评估。

2017年-2020年的主要改进：

制定了包括社会责任、健康与安全以及环境在内的可持续
发展策略。

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指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行
动计划。

改进了风险管理系统。

制定了面向全体员工的培训计划。

改进了法律合规流程。
加强了工厂关于SA8000和RBA标准的认识。

确保工厂至少有一名受过SA8000或RBA培训的人员。

从采购项目开始评估潜在工厂。

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管理体系审查和内部核查。

工厂需要开发全面的用于整体可持续性工作的系统/流
程，避免违反当地法规和NCAB要求。（14/20）

需进一步加强对员工的培训。（8/20）

人权

概述：
人权影响/风险评估。最新的人权政策。员工待遇。针对歧
视的相关政策。无冲突矿产采购。

2017年-2020年的主要改进：

减少歧视、杜绝虐待。

改进流程，增强意识，更好地管控供应链，确保无冲
突矿产采购。

冲突矿产调查需包括钴。

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有些工厂仍不遵守规定，对出现例如迟到的员工收取不合
理的罚款，影响员工的收入。（2/20）

劳工及工作条件

概述：
劳工和工作条件影响/风险评估。强制劳动和行动自由。童工
问题。工作时长。工资和福利。社交自由。

2017年-2020年的主要改进：

确保供应链中没有童工或强制劳动现象的程序已到位。

工厂针对年轻员工执行全面管理，包括规定的工作时长，
无夜班，无有害工艺工作，防止对年轻人的健康产生负面
影响。

已制定针对性的管理程序来计算合理的加班时间和加班
费。

现在的程序明确规定，雇佣合同需在雇佣第一天起一个月
内签订，并根据当地规定支付相应的薪水。

按照法律要求修订雇佣合同，并正确计算加班费、医疗保
险和养老金。

由于工厂未支付员工保险，我们的某个采购项目被暂停。
在工厂支付保险费之前，我们不会与之合作。

确保按照法律规定由员工签订永久雇佣合同，并根据相关
法规保留所有员工的个人档案信息。

临时工的福利和薪水需根据相关的规定来计算。

员工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提出离职：试用期提前3天，正式
员工提前1个月。

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年轻员工的工作安排不当，夜班安排，安排有害工艺相关
的工作，职业病检查。

加班时间超过了当地法规。（在中国普遍存在）
由于工人短缺，在旺季和春节前后的加班时间较多。
（19/20）
不正确的加班时间计算。（4/20）
其中一项采购计划被暂停，因为工厂未正确计算员工的加
班费。

供应链

2020年的主要发现和改进
自2017年来，NCAB每年都会对工厂进行可持续性审核，这对NCAB和工
厂而言，都是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下面是一些例子，说明通过审核，
我们推动的改进以及仍然存在的挑战。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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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安全

概述：
健康和安全影响/风险评估。职业安全培训。事故或伤害的
紧急处理。医疗和急救能力。机械安全辅助工具。个人防护
设备。对化学暴露的预防。体力劳动。工作场所的噪音、温
度和光照。应急准备和控制。火灾警报，应急管控，消防设
备，消防部门的检查。工作场所的卫生和清洁度。宿舍和
食堂。暴雨/污水检测。职业健康检查。

2017年-2020年的主要改进

改进了风险评估和包括审核过程中的相关措施，最大程度
减少存储和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在处理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料方面已制定程序并进行了管
理优化。

能够对特种设备进行所有必要的校准，并对操作人员进行
专业的培训，避免发生安全问题。

根据相关的法规，正确分类危险废料的收集和存储。
改进了事故处理并进行了后续跟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
故。
改进例程包括个人防护设备（PPE），包括PPE配置、有

效期管控等。

改进了化学品管理，包括在仓库和生产区域的存储。

增加了对表现优良的工厂的培训。

跟工厂高管进行了更多的对话，提高大家对可持续性的重

视。

加深了工厂员工对健康和安全风险以及劳工权利的了解。

改进了根源分析和事件跟踪流程

改善了食堂的管控系统，更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并要求食
堂保留食物样品48小时。

急救部门的改进，白天和夜晚至少有一个急救人员轮值。
根据产险条件，安置足够数量的急救设备，宿舍和食堂也
是如此。

改进消防系统，灭火器不应直接放在地上，紧急出口需无
障碍物。

分别在白天的夜晚进行消防演习。
制定应急计划时，考虑工厂地理位置，其中包括对避难场
所的准备工作。

在上岗前/中/后对某些特定流程的员工进行职业健康检
查，必要时安排工作调动。

环境

概述：
环境影响/风险评估。跟进最新的环境政策。环境许可证和报
告。资源利用。经营范围。化学品处理。废物处理。废水、
废气排放。噪音污染。地面污染。雨水排放。

继续改善工厂管控，确保工厂有污染物排放许可和合规控
制。
确保工厂遵守环境要求，包括ROHS、REACH和客户要
求。
每年对工厂及附近的噪声水平进行测试。
改善了危险废料管理、收集和存储。

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雨水/污水排放监控。

无害废物处理、收集和存储。

严格管控处理危险废物的第三方公司，比如是否有驾
照和相关的处理流程。

其中一个采购项目被暂停，因为工厂未更新污染物排
放许可。

商业道德

概述：
商业道德影响/风险评估。商业道德相关政策。反腐败政策。
警告程序。财务信息的披露。知识产权的管控。公平的宣传
和竞争。

2017年-2020年的主要改进：

反腐败和贿赂程序培训

匿名举报系统

遗留的挑战：

尽管我们针对当前出现的问题有相应的策略、反腐败和举报
程序以及培训计划，但腐败和贿赂的性质决定了杜绝这些行
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挑战。

Supply chain 供应链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并非所有员工都有个人防护设备。
现场化学品管理不当。
消防系统、紧急出口的应急照明和疏散标志不足。

2017年-2020年的主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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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参与度，领导能力及团队效率

我们的优势 

企业文化

员工的高参与度

 全球化的工作氛围

最大的风险 

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吸引和招募到足够多的
优秀人才

在高速成长中保持优良的企业文化

改善计划

鼓励员工按照我们的企业文化做决策

维持一个持续学习，不断进步的氛围

来自全球各地的新同事进行了线上的全球介绍
大会。

截止2020年12月        = 未开始        = 进行中        = 已完成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员工

在挑战中不断适应
工作环境的全面变化并没有阻碍我们奉行NCAB的价值观和目标。在员工
的高敬业度和企业文化的支持下，我们成功适应了新的形势。

长期目标
吸引、留住并发展最优秀的人才

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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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适应新的工作方式
一个强劲的企业文化对于NCAB这样的成长型企业至关重
要。对于NCAB而言，重要的是，即使无法面对面，每个人
都能继续保持顺畅的合作，分享想法并积极互动。NCAB全
球会议、新员工入职培训和领导力计划，这些都是通过远程
进行的，无论员工身处何处，都可以便捷地参与进来。在大
流行之前，我们一直致力于培训和普及数字化的工作方式，
这个进程在2020年得以加快。数字化学习和通信平台的使用
频率增多，受到了各地同事的欢迎。

在线全球介绍
每年，NCAB集团都会为所有新员工安排NCAB的全球介绍。
通过这个机会，我们向全球新同事普及我们的价值观、合作方
式，分享经验并建立关系。
  今年，这项活动在线进行，来自世界各地的65位新同事参与
了会议。他们以远程在线的方式，见到了我们的新任CEO 
Peter Kruk以及我们集团各部门的代表：工厂管理、可持续性
团队、市场营销、财务和HR。

员工参与度
NCAB在员工参与度调查中得分很高。2019年，该调查现实
总参与度得分为89(87)，团队效率得分为84(82)，领导力得
分为86(86)。这三个分数和净推荐值都远超基准分数，回应
率也达到了98%。下一次调查将会在2021年继续。  

学习和发展数字平台
NCAB身处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学习和发展是公司不断进
步的动力。通过NCAB学院（一个用于学习和发展的数字平
台），所有员工都可以在线学习一系列基础课程，并且按照
自己的进度安排时间，员工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轻松地增长知
识并与同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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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敬业度调查的结果。下一次的调查将在2021进行。

  NCAB技术专家会针对公司的需求量身定制培训计划，
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在线培训。到2020年，已有超过460
名员工使用了该平台进行学习。

  培训计划的主要课题是销售技巧和新员工入职培训，还有
一些针对本地的培训计划，比如英语课程和演讲技巧。

ATTRACT ONBOARD OFF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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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employee life cycle, which is part of our People and Culture strategy.

个人发展评估
个人发展评估（PDA）包含个人发展计划，这是一个重要的
员工战略工具，有助于激励员工。管理层每年都会对员工进
行PDA和后续跟进，讨论员工的发展规划、动力、工作与生
活的平衡、领导才能、合作与发展的可能性。

员工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我们的行为准则
提供有关如何与同事和业务伙伴顺畅合作的行动指导
链接: www.ncabgroup.com/downloads/

我们的企业价值观
企业价值观——质量第一、牢固的关系和全面负责的态
度，指导着我们的日常工作。

多元化和包容性
多元化，是NCAB企业文化中的一个关键。无论是种族、宗
教、性别、性取向、政治见解、年龄、残疾与否或其他任何
原因的不平等，任何性骚扰或欺辱，NCAB都持零容忍的态
度。为了提高员工对歧视的零容忍政策的认识，我们在全球
介绍和入职培训中都普及了相关的条例，一旦发生骚扰或歧
视，可以匿名报告给HR部门。2020年，我们未收到任何事
件的报告。

针对腐败行为的匿名举报体系
作为一家全球性企业，我们非常重视反腐败的重要性。腐败
加剧了世界贫困，破坏了民主和人权，损害贸易并且降低了
人们对社会机构和市场经济的信任度。因此，反对任何形式
的腐败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无论在何地开展业务，NCAB行为准则都是我们的行动指
导，其中包含对腐败行为的零容忍。商业道德和反腐败是企
业的重要议题，NCAB集团CEO在每年的员工大会上都会强
调其重要性。

  此外，客户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可以通过匿名举报来揭发
举报任何可能违反我们的行为准则或法律的违规行为，该服
务由第三方负责。HR会针对举报内容进行调查处理，并将
其报告给集团管理团队。今年，我们未收到任何匿名举报。

https://www.ncabgroup.com/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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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USA
STEVEN DAVIS
Director of People & Culture, 
NCAB Group USA

疫情给你的公司带来的主要挑战是什
么？新的机会吗？
在我看来，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员工在
远程办公时保持专注。关注每个员工的
状态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电话而不是邮
件关心员工过得怎么样，并且要重视员
工的身心健康。新的机会是我们的团队
更多地参与到了线上会议中，这是非常
有效率的。对于我们的终端客户来说，
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访
问"NCAB。

CHINA
ANGELA WANG
财务/人力资源, NCAB集团工厂管理部门

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业务的顺利开
展，同时保护员工和供应商远离疫情？
一开始，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护员
工，以及如何提高在家办公的工作效
率。为了解决无法与工厂直接交流的问
题，我们收集了所有主力工厂的生产信
息，分析是否可能对NCAB的业务开展
产生潜在风险。我们每周甚至每天都更
新疫情，让NCAB全球分公司都了解工
厂的情况。与此同时，我们加强了QA和
物流团队，进一步改善我们与工厂的沟
通，这是我们努力确保NCAB业务正常
运转的一部分，也使我们能够与工厂更
好地远程沟通和互动。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UK
ANN HARWOOD
People & Culture/Business Support 
Director, NCAB Group UK

在无法面对面交流的情况下，你如何
保持动力、参与和协作？
根据我们的企业价值观，我们能够一
如既往地进行工作。我们与员工保持
紧密沟通，更新每日简报，向所有团
队同步我们的成功和成果。我们还安
排来其他活动，例如员工与家人的"你
问我答"环节，每周的咖啡时间，每月
的线上会议，可能的户外会议，以及
爱心包裹，来显示我们对团队的关
心。

总计
260 214
经理
16 1
管理团队
8 3
董事会
5 2

总计
62 127285
经理
0 710
管理团队
0 56
董事会
0 52

年龄 <30 30-50 >50

99.0%

95.7%

常驻

全职(100%)

3.8%
流动

多样性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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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共享关怀 
今年，我们的很多活动都迁到了线上。我们没有举办
NCAB全球会议，而是组织世界各地同事在线参与研讨会
和团建活动。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全球会议极大程度地激
发来员工的积极性，在这种特殊时期，大家团结在一起显
得尤为重要。

  2020年，我们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进行了两次全球连线的
直播活动——“NCAB大团结”和“共享即是关怀”。在
这两次活动中，我们采访了NCAB集团的各地新员工，收

到了各地分公司的问候视频，在直播连线中聊天，还有音
乐、在线互动等等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知道，当开始分享
观点、思想、想法、反馈、挑战和成功时，就会发生魔法。
  我们聚在一起，心在一起。

Employees 员工

运动会为孩子们提供欢呼和支持，通过慈善机构为重病儿童
筹集资金，捐赠毛毯等。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在2018年，我们正式发起“回馈日”活动，允许员工每年
用一个工作日的时间来参与任何非盈利的活动。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这一天不仅是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机会，还激励着
身边人去回馈社会。2020年，世界各地的同事以不同的方
式参与了这个行动。比如，向资源有限的贫困家庭提供食
物，为他们准备圣诞礼物，清理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和森林里
的垃圾，在自闭症和唐氏综合征儿童学校做志愿者，在学校

Netherlands - Our colleagues in Tiel and Den Bosch joined forces to clean up at a local natural reserve. Weeding, pruningtrees, raking leaves, building a compost.Spain - Our team in Madrid, supporting local

charity organization, helping deliver food to people

with limited resources.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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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可持续性在内的客户满意度调查中得高分
 持续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我们的优势

系统性地处理可持续性和质量问题；与客户和工厂
保持密切的关系和对话；丰富的PCB设计知识和制

造经验

最大的风险

运输对环境的影响

改善重点

在工厂持续进行品质管控工作，并与客户合作优化
PCB设计，通过减少生产中的资源浪费来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

检查和评估运力，主动向客户提供不同的运输方式
选择，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截止2020年12月        = 未开始        = 进行中        = 已完成

NCAB 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客户

质量第一
疫情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但我们仍然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理念。在强
大的组织架构和员工不懈努力的支撑下，我们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段也能满
足客户的需求。

长期目标

引导行业绿色发展

量化指标

Bildtext?

Customers from Finland and Estonia visiting one 
of our factories, as part of a Production Insight Trip 
hosted by NCAB Group Finland and our Factory 
Management team in China. Mirror Eye - Camera

Surgical light

Electrical car 
charging

Security Access Device



25

从一开始就进行正确的设计 
我们与客户和供应商一道，在PCB生产和实际使用过程中，

致力于减少供应链对环境的影响。我们努力优化设计，提高
产品可靠性，减少废料，并提高材料、化学药品和能源的利
用率。

NCAB生产的每款PCB都是为其终端产品而量身打造的。
客户负责PCB设计，NCAB在设计阶段提供技术支持：设计
指南（点击此处即可下载）、从DFM角度出发优化设计、网

络技术研讨会、线下研讨会等。在这一年中，我们组织了多
场不同语言不同课题的网络研讨会，意在寻求通过设计优化
来提高产品质量、可制造性和可靠性的同时，降低成本。

由于在一开始就专注于品质、可靠性以及正确的设计，我
们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浪费以及重新设计打样的风险。

选择最合适的工厂

我们定义了一个标准的流程来识别、评估和选择新工厂。一
旦进入到我们的供应链体系，那么我们会将其是为长期合作
伙伴。

  凭借我们的采购示例和工厂管理团队的经验，我们能够对
每家工厂进行专业的评估。工厂通过我们的认证程序的，会
进入到我们的"首选供应链清单"(PSL)中。

  由于2020年的出行限制，新工厂的认证过程比往年更长，

许多会议、讨论和审核都需要远程进行。即便在这种无法进
行现场审核的条件下，我们也没有缩减任何审核流程。我们
一直恪守质量第一的价值观，执行完整的认证流程。

丛容应对危机 
多年来，NCAB一直非常注重质量管理，不仅仅是管控生产
现场，还与我们的供应商分享PCB相关知识、有关管理和公

司文化方面的经验。

在全球大流行的前期，我们与工厂的合作被限制在了线
上。由于工厂停工、员工短缺等问题，工厂某些月份的产能
明显下降。NCAB工厂管理团队与工厂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时刻跟进工厂的最新情况。尽管我们的员工无法到产线进行

现场审核，工厂也面临着员工的快速更替，但我们仍能够在
大流行期间保持高水平的品质，与供应商、物流公司和客户
一同，最大程度减少大流行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品质不稳
定和交期过长。我们对此感到自豪。

  我们不断改善生产流程，并加强对工厂的现场管理，尤其

是对关键工艺的管控。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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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持续评估工厂表现：

每日KPI数据分析、实物板分析和实验室分析，跟进已
发现的问题，持续的工程项目评估以及在工厂对NCAB

订单进行持续跟进。

  我们分析了每个工厂的PPM，2019年为1169，2020年增
加到1891（2021年目标：1000）。质量表现从99.2%提
高到了99.3%，达到来我们的预期。由于大流行导致的生产
和供应链中断，以及对物流运输的影响，我们无法达到97%

的交付预期。交付表现从2019年的96.5%下降到来2020年
的92.4%。

我们希望能够在2021年全年执行更多的现场管控和跟

进，从而能够更快地解决问题并更积极主动地工作。

QUALITY STATISTICS - DEFECTIVE PARTS PER MILLION 
(PPM) PRODUCED COMPLAINT STATISTICS (PPM)

减少浪费和废物处理
NCAB并非设计权威也不拥有终端产品，我们仍尽力减少浪

费，帮助客户优化产品设计的同时，不造成过多的复杂性-目
的是在最大程度降低错误风险的同时，提高工厂产量。反过
来，这也有助于减少生产期间及后续使用期间的资源浪费。

节能减排

产品从香港空运到欧洲和美国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我们与
物流合作商的共同目标是减少碳排放。今年，我们的主要物
流商之一设定了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的全球目标。

2020年，58%的产品通过空运，36%海运，6%铁路运输。

海运和铁路运输的费用较低，且排放量也更低。但由于客户
产品的交期要求，大部分产品仍然走空运。

每月一次的绩效审查会议和数据报告，用于分析品质
表现、交付表现、服务表现，并进行过程审核。

每年对工厂进行全面的审核。

评估工厂能力以及调整他们在NCAB PSL中的表现。

两年一次的可持续性审核。

https://https://www.ncabgroup.com/cn/pcb%e8%ae%be%e8%ae%a1%e6%8c%87%e5%bc%95/#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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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做好准备
物联网 (IoT) 和人工智能 (AI) 以及通过5G提供的更快的数据

传输速率，将开创物与物之间连接和通信的全新水平。随着
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技术的发展，也加剧了PCB的复杂化。这

意味着当今被视为顶尖的技术，明天可能就稀松平常了。

这就是为什么本身技术领先的供应商也会加紧研发的脚
步，确保他们能够支持更高的复杂度、更大的结构，例如任
意层互连，更细的间距以及更灵活的材料选择，这将对设
备、原材料以及产险提出更高的要求。工厂面临的另一个挑
战是，他们的PCB设计知识和制造经验能够跟上设备、材料

以及解决方案的发展步伐。所以，工厂的研发团队，需要更
高效地工作，来捕捉未来的可能性。因此，NCAB的评估流

程也包括关注工厂在两到五年内的发展计划。

NCAB非常明确自己的定位，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成为新技

术的弄潮儿，而是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稳妥地使用最成熟
的技术生产PCB，才能保证技术的可靠性以及产品的品质。

与客户紧密对话
2020年，随着大流行的席卷和全球局势的变化，信息共享

和密切对话变得愈发重要。我们的销售和客户服务团队致力
于维持高水平的客户服务，并及时告知生产和交期的情况。

我们通过与客户的密切对话来管理和跟踪客户满意度，我
们希望与员工和供应商分享来自客户的反馈，并据此进行持
续的改善。2019年的客户调查显示，我们的最大优势在于

高水平的服务（高质量报价、快捷的商务流程、交期管控、
技术支持）等，而得分较低的部分，与我们的样板报价和交
期相关，为了改善这些得分较低的部分，我们在每个分公司
都采取了相应的针对性措施。下一次客户满意度调查将在
2021年进行。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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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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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chmark - average result among other companies using the survey. 
**No benchmark for Sustainability, as this is a specific NCAB question in the survey. 
Next survey is scheduled for 2021

知识共享，打造绿色产业

通过网络研讨会与客户分享专业知识，我们的目标不仅对客
户产生积极影响，还在于传递可持续理念，引导行业绿色发
展。2020年，我们共举办来82场网络技术研讨会，共2370

人参加，这些研讨会涵盖了从高端技术到设计技巧，再到应
用相关的解决方案等一系列PCB主题。2021年，我们将继
续提供类似服务，巩固NCAB与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联

系的同时，获取新客户。

  同时，我们还继续通过新闻稿、社交媒体与客户和对
NCAB及PCB感兴趣的人群互动，并通过更新有关可持续发

展和设计指南的更多信息，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业务。

  针对不同类型PCB的设计指南可以直接从我们的官网进行
下载，NCAB也通过一些可靠性活动和营销活动推广了该指
南。2020年，共1308人下载了PCB设计指南，还有许多
人参与了NCAB网络研讨会。在秋天，NCAB还发布了一种
新的设计工具，该工具罗列来13种常见的PCB设计错误以
及要如何避免这些错误，这个工具也可从官网直接下载。

2018 2019 2020

EMISSION t* CO2e kg CO2e/kg t* CO2e kg CO2e/kg t* CO2e kg CO2e/kg 
GOODS   GOODS  GOODS

Air 11 666 5.49 10 484 6.41 10 363 5.60

Sea 0.07 38 43 0.07 126 0.11

Rail 0.56 88 0.25 44 50 0.25

Total 11 792 4.16 10 570 4.42 10 539 3.27

Emissions from our transportation activities from Hong Kong to our warehouses in 
Europe and the USA. *t - tonne

OUR CO2e EMISSIONS

  由于全球的物流能力受到大流行的严重影响，运输时长在
2020年有所增加。未来，我们希望使用《温室气体倡议

书》来规定我们的排放量，设定基准和目标，并采取更多有
效措施来节能减排。

https://www.ncabgroup.com/cn/pcb-design-mist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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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s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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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靠PCB - 不容许失效
在2019年，我们基于高要求客户创建了一个广告概念。它传
达了终端应用中，高可靠PCB的重要性，也体现了我们所服
务的行业，以及我们关注的质量重点。该活动在2020年，以
电子杂志、网站和社交媒体上的Banner广告形式，在很多市
场开展。为了进一步传递可靠的信息，我们也开发了新的设

计工具，帮助客户打造高可靠PCB。

Because failure is not an option.

In your daily life you are dependent on a
lot of products. The car you drive, the
airplane you fly in or the ECG equipment 
measuring your heart. You expect them to 
work – because they have to.

All electronic products have a PCB
inside. At first sight they may all look the
same. But it could be a world of difference 
between a normal and a High Reliability 
PCB. 

High Reliability P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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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content index
The following GRI content index will help you navigate through the report. 
You will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GRI on www.globalreporting.org.

ORGANIZATIONAL PROFILE

102-1 Name of the organization Front page. Registered company name
  NCAB Group AB (publ).

102-2 Activities, brands, products, and services 4-5 

102-3 Location of headquarters 4, Back page 

102-4 Location of operations 4-5 

102-5 Ownership and legal form See bottom of page * 

102-6 Markets served 4-5 
 
102-7 Scale of the organization 4-5 

102-8 Information on employees and other workers 22  

102-9 Supply chain 14-15 

102-10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supply chain 4-5

102-11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or approach 15-16 

102-12 External initiatives 3, 11, 15 

102-13 Memberships of associations IPC, local trade organizations 

102-14 Statement from senior decision-maker 6-7

102-16 Values, principles, standards and norms of behaviour 4, 21

102-18 Governance structure 4-5, 11

STRATEGY

ETHICS AND INTEGRITY

GOVERNANCE

102-40 List of stakeholder groups 11 

102-41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s 0 % among employees

102-42 Identifying and selecting stakeholders 10-11 

102-43 Approach to stakeholder engagement 10-11 

102-44 Key topics and concerns raised  10-11, 21, 26

STAKEHOLDER ENGAGEMENT

GRI 102 (2016) GENERAL DISCLOSURES 

DISCLOSURE DESCRIPTION PAGE/COMMENT

REPORTING PRACTICE

DISCLOSURE DESCRIPTION PAGE/COMMENT

102-45 Entities included in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NCAB Group AB (publ) and subsidiaries 
  included both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 

102-46 Defining report content and topic boundaries 10-11 

102-47 List of material topics 10-11 

102-48 Restatements of information  No restatements

GRI

NCAB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0

* NCAB Group AB (publ), org.no: 556733-0161, was listed on Nasdaq Stockholm on 5 June 2018. The number of shareholders in NCAB as of December 31, 
 2020 was 1708 according to Euroclear Sweden AB. NCAB’s ten largest owners held shares corresponding to 65.1% of both votes and capital in the company. 
 Foreign ownership amounted to approximately 22.3% as of December 3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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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9 Changes in reporting No changes 

102-50 Reporting period 3 

102-51 Date of most recent report 3 

102-52 Reporting cycle 3 

102-53 Contact point for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report 3 

102-54 Claims of repor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RI standards 3 

102-55 GRI content index 28-29 

102-56 External assurance Not externally assured. 

205-2 Communication and training on anti-corruption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21-22

205-3 Confirmed incidents of corruption and actions taken 22

305-3 Other indirect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Scope 3) 26

305-4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intensity 26  

205  ANTI-CORRUPTION (2016) 15-19, 21-22
103-1, 2, 3

305  EMISSIONS TO AIR (2016) 26
103-1, 2, 3

404-3 Percentage of employees receiving regular performance and career development reviews 21 

405-1 Diversity of governance bodies and employees 5, 22 

NCAB Group  Sustainable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assurance 24-25
disclosure  

NCAB Group  Work for conflict mineral-free supply chain 15-16
disclosure  

308  SUPPLIER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2016) 14-19
103-1, 2, 3

404  TRAINING AND EDUCATION (2016) 20-21
103-1, 2, 3

405  DIVERSITY AND EQUAL OPPORTUNITY (2016) 21
103-1, 2, 3

414  SUPPLIER SOCIAL ASSESSMENT (2016) 14-19
103-1, 2, 3

103-1, 2, 3 QUALITY 24-25

103-1, 2, 3 CONFLICT MINERALS 15-16

 TOPIC-SPECIFIC DISCLOSURES

ENGAGEMENT AND RESPONSIBILITY 
It i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tatutory sustainability 
report for the year 2020 and that it has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nnual Accounts Act. 

THE SCOPE OF THE AUDIT 
Our examin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FAR’s auditing 
standard RevR 12 The auditor’s opinion regarding the statutory sustain-
ability report. This means that our examination of the statutory sustainability 
report is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and less in scope than an audit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Auditing and generally  

accepted auditing standards in Sweden. We believe that the examination 
has provided us with sufficient basis for our opinion. 

OPINION 
A statutory sustainability report has been prepared. 

Stockholm, 30 March 2021

ÖHRLING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AB 
Johan Engstam
Authorised Public Accountant

Auditor’s report on the statutory sustainability report 
To the general meeting of the shareholders in NCAB Group AB (publ), corporate identity number 556733-0161.

GRI GRI

308-1 Percentage of new suppliers that were screened using environmental criteria 15 

308-2 Nega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s in the supply chain and actions taken 15-19 

414-1 Percentage of new suppliers that were screened using social criteria 15

414-2 Negative social impacts in the supply chain and actions taken 15-19  

NCAB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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