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公司‘‘第一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生产机是生产机

械液压助力转向产品械液压助力转向产品，，完成了为桑完成了为桑

塔纳轿车国产化配套的历史使命塔纳轿车国产化配套的历史使命；；

公司公司‘‘第二次创业第二次创业’’是向电子助力是向电子助力

转向产品转型转向产品转型。。前两次创业主要依前两次创业主要依

靠外方的技术输入靠外方的技术输入。。只靠外方的技只靠外方的技

术输入术输入，，不能满足合资企业长远发不能满足合资企业长远发

展的需求展的需求。”。”在博世华域党委书记费在博世华域党委书记费

永良看来永良看来，，本土化正向开发是博世本土化正向开发是博世

华域的华域的““第三次创业第三次创业”，”，而而CSECCSEC20202020

项目是项目是““第三次创业第三次创业””迈出的第一步迈出的第一步。。

一开始一开始，，德国合资方对合资企德国合资方对合资企

业做正向开发有些顾虑业做正向开发有些顾虑，，但中方管但中方管

理层通过深入沟通理层通过深入沟通，，不断引导德方不断引导德方

注重合资企业能为投资双方带来的注重合资企业能为投资双方带来的

长远利益长远利益。。随着随着 CSECCSEC20202020 项目的项目的

深入深入，，德方对合资企业的开发成果德方对合资企业的开发成果

充分认可充分认可，，最终全力支持公司的正最终全力支持公司的正

向开发项目向开发项目。。

““合资企业的长远发展必须有核合资企业的长远发展必须有核

心竞争力做支撑心竞争力做支撑，，技术能力就是一技术能力就是一

种核心竞争力种核心竞争力，，这个能力是这个能力是‘‘买不买不

来来’’的的。”。”费永良曾长期从事技术工费永良曾长期从事技术工

作作，，对此深有同感对此深有同感，“，“在激烈的市场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下竞争下，，如果没有适合中国市场并如果没有适合中国市场并

具有高性价比具有高性价比、、成本优势的产品成本优势的产品，，

终将被市场淘汰终将被市场淘汰。”。”

伴 随 着伴 随 着 CSECCSEC20202020 项 目 的 下项 目 的 下

线线，，下一代产品开发也已经开始下一代产品开发也已经开始，，

其目标客户拥有更高端的产品需求其目标客户拥有更高端的产品需求。。

““我们有信心应对市场挑战我们有信心应对市场挑战，，进进

一步提升市场份额一步提升市场份额。”。”博世华域产品博世华域产品

研发部副总监唐少波说研发部副总监唐少波说，“，“EPScEPSc 产产

品始终面临高性能品始终面临高性能、、低价格的挑低价格的挑

战战。。在在 CSECCSEC20202020 平台的基础上平台的基础上，，

我们将根据市场需求拓展我们将根据市场需求拓展EPScEPSc产品产品

型谱型谱，，不仅要满足自主品牌客户的不仅要满足自主品牌客户的

技术要求技术要求，，而且要适应全球客户的而且要适应全球客户的

技术要求技术要求。”。”

““到到 20252025 年年，，博世华域的市场博世华域的市场

占有率要达到占有率要达到 4040%% （（目前已达到目前已达到

3030%%）。）。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要提要提

升升 1010%%的市场份额的市场份额，，我们必须拼价我们必须拼价

格格、、拼服务拼服务、、拼口碑拼口碑，，从对手手中从对手手中

抢市场抢市场。”。”费永良表示费永良表示，“，“除此以除此以

外外，，我觉得公司最有竞争力的我觉得公司最有竞争力的，，还还

是公司管理层为了提升市占率是公司管理层为了提升市占率，，制制

订的一些非常明确的战略规划和具订的一些非常明确的战略规划和具

体的实施计划体的实施计划。”。”

通过近通过近 22 年的正向开发年的正向开发，，博世博世

华域建立了包括客户需求分析华域建立了包括客户需求分析、、产产

品设计品设计、、软件代码开发软件代码开发、、硬件平台硬件平台

开发开发、、台架及整车验证台架及整车验证、、工业化开工业化开

发等完整的本土正向开发能力发等完整的本土正向开发能力，，标标

志着其本土研发能力的建成志着其本土研发能力的建成，，并实并实

现了完整的本土知识产权现了完整的本土知识产权 （（该平台该平台

产品共申请各类专利产品共申请各类专利 3535 项项）。）。同同

时时，，公司也建立了完整且高质量的公司也建立了完整且高质量的

本土供应链体系本土供应链体系。。

在在 CSECCSEC20202020 项 目 的 宣 传 片项 目 的 宣 传 片

中中，，博世华域特地邀请核心供应商博世华域特地邀请核心供应商

““出镜出镜”。”。联创电子等企业纷纷表联创电子等企业纷纷表

示示，，非常荣幸能加入到博世华域的非常荣幸能加入到博世华域的

这个项目中来这个项目中来。。

事实上事实上，，博世华域在开发过程博世华域在开发过程

中中，，特别注意与供应商建立伙伴关特别注意与供应商建立伙伴关

系系。。不是一味地追求价格最低不是一味地追求价格最低，，而而

是在开发愿景是在开发愿景、、项目规划项目规划、、技术发技术发

展等多个方面与供应商充分协同展等多个方面与供应商充分协同，，

大家以伙伴关系共同完成项目大家以伙伴关系共同完成项目。。

通过通过 CSECCSEC20202020 项目的锻炼项目的锻炼，，

博世华域培养了一大批本土化技术博世华域培养了一大批本土化技术

骨干骨干，，凝聚了包括供应商在内的一凝聚了包括供应商在内的一

支有强大战斗力的正向开发团队支有强大战斗力的正向开发团队。。

接下来接下来，，他们又将迅速投入全新的他们又将迅速投入全新的

正向开发项目正向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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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零开始正向开发，博世华域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

开启第三次创业新征途开启第三次创业新征途

从从20182018年年88月月CSECCSEC项目组项目组

成 立 开 始成 立 开 始 ，， 到到 20202020 年年 77 月月

CSECCSEC20202020平台首个应用项目正平台首个应用项目正

式批产式批产，，博世华域的正向开发经博世华域的正向开发经

历了整整历了整整22年时间年时间。。对于研发团对于研发团

队成员来说队成员来说，，本土化正向开发过本土化正向开发过

程中充满了程中充满了““酸甜苦辣酸甜苦辣”。”。

CSECCSEC20202020 项目的开发本来项目的开发本来

就时间紧就时间紧、、任务重任务重。。这次受到疫这次受到疫

情影响情影响，，工作强度就更大了工作强度就更大了。。负负

责软硬件开发的孙经理说责软硬件开发的孙经理说：“：“任任

务紧的时候务紧的时候，，项目团队成员们连项目团队成员们连

续续22个月周末不休息个月周末不休息。。整个项目整个项目

做下来做下来，，很多人在很多人在22年里周末不年里周末不

休息或者只休息一天休息或者只休息一天，，家里人多家里人多

少有一些意见少有一些意见。。有一位同事晚上有一位同事晚上

1212 点之前没有回过家点之前没有回过家，，这周公这周公

司给他放了三天假司给他放了三天假。”。”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虽然工虽然工

作压力非常大作压力非常大，，但研发团队成员但研发团队成员

都显得斗志昂扬都显得斗志昂扬。“。“有时候有时候，，碰碰

到难题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到难题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时间点又摆在那里而且时间点又摆在那里，，但我们但我们

克服了困难克服了困难、、顶住了压力顶住了压力。”。”孙孙

经理说经理说，“，“公司上下对这个项目公司上下对这个项目

重要性的认识是一致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一致的：：如果我如果我

们不这样做们不这样做，，公司将来一定会被公司将来一定会被

市场淘汰市场淘汰。。因此因此，，每个人自主研每个人自主研

发的动力都非常足发的动力都非常足。。同时同时，，公司公司

各个部门在这个项目上倾注了大各个部门在这个项目上倾注了大

量资源量资源，，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

忧忧，，让我们可以一往无前地往前让我们可以一往无前地往前

冲冲。”。”

谈起谈起CSECCSEC20202020项目的开发项目的开发

过程过程，，软件开发项目主管小李显软件开发项目主管小李显

得很满足得很满足：“：“CSECCSEC20202020 项目刚项目刚

开始时开始时，，客户对我们不是很信客户对我们不是很信

任任。。当我们对客户提出的要求作当我们对客户提出的要求作

出快速反馈后出快速反馈后，，通过一行一行通过一行一行、、

一条一条代码去推敲客户要求的一条一条代码去推敲客户要求的

细节细节，，帮助客户完善产品规范帮助客户完善产品规范

后后，，客户对我们反而越来越有信客户对我们反而越来越有信

心心，，也越来越满意了也越来越满意了。”。”

通过本土化正向开发通过本土化正向开发，，博世博世

华域不断提升自身的软件快速响华域不断提升自身的软件快速响

应能力和迭代能力应能力和迭代能力，，可以根据市可以根据市

场变化实时地响应客户需求场变化实时地响应客户需求。。

““以前以前，，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会先经过印度同事会先经过印度同事，，再经过德国再经过德国

同事分析同事分析，，一个问题从发现到分一个问题从发现到分

析至少要析至少要22周时间周时间，，再到解决可再到解决可

能需要能需要33--44周时间周时间。。现在现在，，我们我们

可以做到一天解决可以做到一天解决33个问题个问题，，解解

决 问 题 的 效 率 发 生 了 质 的 变决 问 题 的 效 率 发 生 了 质 的 变

化化。”。”孙经理说孙经理说。。

本报记者 邹勇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汽车市场汽车市场

出现下滑出现下滑。。但博世华域并没有受到但博世华域并没有受到

外界因素的干扰外界因素的干扰，，公司按照既定目公司按照既定目

标不断前进标不断前进，，重点项目始终扎实推重点项目始终扎实推

进进。。

““我在上汽工作了几十年我在上汽工作了几十年，，看到看到

了公司发展中的各种情况了公司发展中的各种情况。。我想对我想对

年轻人说年轻人说，，战胜风雨挑战战胜风雨挑战，，上汽有上汽有

足够的底气足够的底气。”。”费永良说费永良说。。

上汽的底气在于一支肯干事上汽的底气在于一支肯干事、、

能干成事的干部员工队伍和清晰受能干成事的干部员工队伍和清晰受

控的管理制度控的管理制度。。而最能让员工感受而最能让员工感受

到管理层信心的到管理层信心的，，莫过于加大开发莫过于加大开发

投入投入，，为企业的后续发展不断拓展为企业的后续发展不断拓展

空间空间。。

CSECCSEC20202020 项目的顺利投产供项目的顺利投产供

货货，，以及后续项目的紧锣密鼓以及后续项目的紧锣密鼓，，极极

大地鼓舞了公司的士气大地鼓舞了公司的士气。。此外此外，，博博

世华域还满足各地员工需求世华域还满足各地员工需求，，为员为员

工做实事工做实事。。南京工厂改建员工食南京工厂改建员工食

堂堂、、烟台工厂新建员工停车场等项烟台工厂新建员工停车场等项

目先后落地目先后落地。。通过这些实事工程通过这些实事工程，，

让员工感受到公司对员工的重视让员工感受到公司对员工的重视。。

““邱琪总经理和我每季度都要召邱琪总经理和我每季度都要召

开员工沟通会开员工沟通会。。邱总不管有多忙邱总不管有多忙，，

都会抽出时间和员工座谈都会抽出时间和员工座谈，，力所能力所能

及地帮助员工解决难题及地帮助员工解决难题。。实在无法实在无法

解决的解决的，，我们也会实事求是地向员我们也会实事求是地向员

工解释原因工解释原因。”。”费永良介绍费永良介绍。。

党支部在员工沟通中也发挥了党支部在员工沟通中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重要作用。。不管有事没事不管有事没事，，费永良费永良

总会往各支部走走总会往各支部走走，，听一听支部书听一听支部书

记记、、党员们有什么想法党员们有什么想法，，员工有什员工有什

么诉求么诉求。。

今年受疫情影响今年受疫情影响，，企业成本压企业成本压

力加大力加大，，员工的收入也受到影响员工的收入也受到影响。。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顺畅的沟通也顺畅的沟通也

让大多数员工理解了与公司风雨同让大多数员工理解了与公司风雨同

舟的重要性舟的重要性。。同时同时，，公司没有忘记公司没有忘记

那些奋战在一线的研发人员那些奋战在一线的研发人员，，即使即使

在降成本的巨大压力下在降成本的巨大压力下，，仍然设法仍然设法

保障对研发人员的投入保障对研发人员的投入。。

““在目前的形势下在目前的形势下，‘，‘信心比黄信心比黄

金重要金重要’，’，企业在各方面实打实地投企业在各方面实打实地投

入入，，让员工实实在在地看到企业在让员工实实在在地看到企业在

发展发展，，为良好的沟通奠定了基础为良好的沟通奠定了基础。”。”

费永良说费永良说。。

““今年今年，，我们的武汉研发分中心我们的武汉研发分中心

将继续招聘近将继续招聘近8080名研发人员名研发人员，，包括包括

软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大数据分析师等大数据分析师等。”。”费费

永良介绍永良介绍，“，“目前目前，，博世华域研发中博世华域研发中

心有心有 400400 多名研发人员多名研发人员，，未来将扩未来将扩

充至充至 500500 人人。。此外此外，，公司还计划在公司还计划在

武汉建设武汉建设EPSEPS整车测试场整车测试场，，预计在预计在

20212021年年底前完成建设年年底前完成建设。”。”

““软硬件开发人员约占公司研发软硬件开发人员约占公司研发

人员总数的人员总数的 4040%%，，后续仍将进一步后续仍将进一步

扩大软硬件研发人员规模扩大软硬件研发人员规模，，未来占未来占

比将超过比将超过5050%%。”。”唐少波认为唐少波认为，，培养培养

软硬件复合型专业人才能进一步提软硬件复合型专业人才能进一步提

升博世华域的研发能力升博世华域的研发能力，“，“公司将培公司将培

养更多软硬件复合型专业人才养更多软硬件复合型专业人才，，在在

现有平台上不断优化软件性能及拓现有平台上不断优化软件性能及拓

展软件功能展软件功能，，进一步挖掘硬件平台进一步挖掘硬件平台

的潜力的潜力；；在下一代冗余在下一代冗余EPSEPS产品开产品开

发中发中，，通过冗余的硬件以及适宜的通过冗余的硬件以及适宜的

软件策略实现软硬件的更好融合软件策略实现软硬件的更好融合。”。”

目前目前，，博世华域的研发中心已博世华域的研发中心已

经成为博世亚太区研发中心经成为博世亚太区研发中心。。公司公司

研发中心将以研发中心将以““一个本部一个本部、、两个分两个分

中心中心”（”（上海研发本部上海研发本部、、武汉研发分武汉研发分

中心及烟台研发分中心中心及烟台研发分中心），），统一进行统一进行

规划规划、、按照一套体系来建设按照一套体系来建设，，具体具体

功能上则各有侧重功能上则各有侧重，，有机整合有机整合。。

7月17日，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有限公司完全自主开发的

电子助力转向系统产品正式批产。对于一家合资企业来说，

这个代号为CSEC2020的项目打造的不仅是一款产品，更是

一套完整的由零开始的正向开发体系。通过掌握正向开发汽

车转向系统核心技术，博世华域的长远发展有了保障。

本土化正向开发，合资企业的“第三次创业”

信心比黄金还宝贵

酸甜苦辣显真情

清晰规划，
冲击40%市占率目标

共享愿景，
与本土伙伴齐心协力

加强沟通是关键

研发中心继续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