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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一个更有竞争为建设一个更有竞争

力的全球化运营模式力的全球化运营模式，，推进推进

更有效的全球合作和跨业务更有效的全球合作和跨业务

协同协同，，延锋开始了全球化征延锋开始了全球化征

途途。”。”延锋总经理贾健旭说延锋总经理贾健旭说。。

今年今年以来以来，，延锋开始策延锋开始策

划和构建全球化运作体系划和构建全球化运作体系

（（YF IOSYF IOS）。）。对于一家在全对于一家在全

球拥有球拥有 240240 多个生产基地和多个生产基地和

1313个研发基地个研发基地、、年销售额破年销售额破

千亿元的汽车零部件公司来千亿元的汽车零部件公司来

说说，，全球化运作体系的建立全球化运作体系的建立

是一步必须要走的棋是一步必须要走的棋。。

目前目前，，延锋的全球化体延锋的全球化体

系建设还处在规划和制订的系建设还处在规划和制订的

阶段阶段。。在在 99 月份的月份的““质量质量

月月””活动期间活动期间，，延锋对全球延锋对全球

体系的设计理念体系的设计理念、、规划结构规划结构

等进行了全员宣贯等进行了全员宣贯，，通过不通过不

同的表现形式加强员工对同的表现形式加强员工对

““一个延锋一个延锋，，一个体系一个体系””的的

认识认识。。

据贾健旭介绍据贾健旭介绍，，延锋的延锋的

全球运作体系将覆盖延锋所全球运作体系将覆盖延锋所

有全资公司和合资公司有全资公司和合资公司，，围围

绕绕““业务战略制订业务战略制订、、战略开战略开

展展、、运营管理以及持续改运营管理以及持续改

进进””的整个价值链过程来定的整个价值链过程来定

义义。。延锋期望通过全球化运延锋期望通过全球化运

作体系的构建作体系的构建，，不断提升产不断提升产

品的创新能力品的创新能力，，推进智能制推进智能制

造的转型造的转型，，进而提升延锋在进而提升延锋在

市场市场、、客户端的竞争力客户端的竞争力。。

在构建全球化体系的过在构建全球化体系的过

程中程中，，延锋的中方团队和外延锋的中方团队和外

方团队之间思维碰撞不断方团队之间思维碰撞不断。。

““双方确实存在文化上的差双方确实存在文化上的差

异异。”。”延锋相关负责人介绍延锋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说，“，“针对延锋全球化运作针对延锋全球化运作

体系的愿景体系的愿景，，中方团队提出中方团队提出

了使用了使用 CompetitiveCompetitive （（竞争竞争））

这个词这个词。。但是国外同事认但是国外同事认

为为，，在西方的语言环境里在西方的语言环境里，，

CompetitiveCompetitive 这 个 词 太 过 激这 个 词 太 过 激

进进，，相对而言相对而言，，还是还是 WinWin--

ningning （（赢赢）） 更加符合西方文更加符合西方文

化中自我挑战的范畴化中自我挑战的范畴。”。”

同时同时，，双方团队通过互双方团队通过互

通有无通有无、、优势互补优势互补，，共同完共同完

成了适应全球市场的采购供成了适应全球市场的采购供

应链框架的制订和相关程序应链框架的制订和相关程序

文件的编制文件的编制。。其中其中，，中方团中方团

队虽然对采购定点队虽然对采购定点、、采购策采购策

略以及物流管理比较精通略以及物流管理比较精通，，

但缺乏完整负责供应链但缺乏完整负责供应链（（尤尤

其是全球范围其是全球范围））的人员和经的人员和经

验验；；而北美团队拥有经验丰而北美团队拥有经验丰

富的同事专门负责供应链的富的同事专门负责供应链的

工作工作。“。“通过中外双方的通通过中外双方的通

力合作力合作，，延锋的采购供应链延锋的采购供应链

框架才能完成得更好框架才能完成得更好。”。”相相

关负责人表示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未来，，延锋还将加强对延锋还将加强对

生产基地的一体化管控生产基地的一体化管控，，主主

要体现在将对海内外所有生要体现在将对海内外所有生

产基地进行安全环境产基地进行安全环境 EHSEHS、、

质量质量、、内控的三重认证内控的三重认证。。

““根据目前的规划根据目前的规划，，我们将我们将

会在会在20202020年年底前完成三重年年底前完成三重

认证方案的制订和发布认证方案的制订和发布，，

20212021年覆盖所有全资公司的年覆盖所有全资公司的

认证认证，，20222022 至至 20232023 年完成年完成

所有合资公司认证所有合资公司认证。”。”贾健贾健

旭说旭说。。

同时同时，，延锋也通过重新延锋也通过重新

规划设计规划设计 ITIT 系统及架构系统及架构，，

打破国内与海外市场之间的打破国内与海外市场之间的

““区域壁垒区域壁垒”。”。这既能提升各这既能提升各

部门的协同能力部门的协同能力，，也能提高也能提高

各职能的工作效率各职能的工作效率，，从而更从而更

好地支持公司业务增长和全好地支持公司业务增长和全

球化发展球化发展。“。“全球化运营体全球化运营体

系的落地系的落地，，需要依靠完善的需要依靠完善的

ITIT 系统给予支持系统给予支持。”。”延锋相延锋相

关负责人表示关负责人表示，“，“并且并且，，为为

了适应特斯拉等新势力车企了适应特斯拉等新势力车企

的造车速度的造车速度，，我们的响应模我们的响应模

式也需要不断的调整和完式也需要不断的调整和完

善善。”。”

在积极推进全球化运作在积极推进全球化运作

体系的同时体系的同时，，延锋也稳稳地延锋也稳稳地

抓牢质量抓牢质量““基本盘基本盘”。”。

延锋的产品内容非常丰延锋的产品内容非常丰

富富，，涉及各类汽车零部件涉及各类汽车零部件，，

拥有包括智能座舱产品拥有包括智能座舱产品、、汽汽

车内饰车内饰、、座椅座椅、、电子电子、、安安

全全、、外饰外饰、、机械零部件在内机械零部件在内

的完整产品线的完整产品线，，并且拥有从并且拥有从

概念设计到产品设计开发概念设计到产品设计开发、、

工艺研发工艺研发、、试验验证试验验证、、生产生产

制造的全过程能力制造的全过程能力。。

面对这么多的零部件产面对这么多的零部件产

品品，，如何把控住产品质量如何把控住产品质量

呢呢？？这是延锋一直在探索和这是延锋一直在探索和

深挖的必修课题深挖的必修课题。。

““延锋的质量管理机制延锋的质量管理机制

已经比较完善了已经比较完善了。”。”延锋相延锋相

关负责人表示关负责人表示，“，“在公司内在公司内

部部，，质量管理工具六西格玛质量管理工具六西格玛

（（Six SigmaSix Sigma）） 的推动力度很的推动力度很

大大，，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

并且每年在培训并且每年在培训、、认证和项认证和项

目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探索目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探索

和优化和优化。”。”

六西格玛是一种改善企六西格玛是一种改善企

业质量流程管理的技术业质量流程管理的技术，，追追

求零缺陷生产求零缺陷生产，，能够带动质能够带动质

量大幅度提高量大幅度提高、、成本大幅度成本大幅度

降低降低，，最终实现财务成效的最终实现财务成效的

提升与企业竞争力的突破提升与企业竞争力的突破。。

从从20052005年起年起，，延锋导入延锋导入

了六西格玛的理念与方法了六西格玛的理念与方法，，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取得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取得了

比较可观的财务降本收益比较可观的财务降本收益。。

其中其中，，六西格玛项目覆盖制六西格玛项目覆盖制

造造、、质量质量、、物流物流、、设备设备、、流流

程等多个职能领域程等多个职能领域。。进入进入

20102010 年年，，延锋将精益思想延锋将精益思想、、

方法和六西格玛进行有机结方法和六西格玛进行有机结

合合，，从战略层面将六西格玛从战略层面将六西格玛

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从从

20122012年起年起，，延锋精益六西格延锋精益六西格

玛的推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玛的推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阶，，各大业务板块在技术中各大业务板块在技术中

心 尝 试 和 推 广心 尝 试 和 推 广 DFSSDFSS 项 目项 目

（（Design for Six SigmaDesign for Six Sigma）。）。从从

产品设计源头开始产品设计源头开始，，利用利用

DFSSDFSS 的方法和工具的方法和工具，，保证保证

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目前目前，，延锋内部已具备延锋内部已具备

DFSSDFSS 绿 带 培 训 和 认 证 资绿 带 培 训 和 认 证 资

源源，，已累计认证已累计认证 DFSSDFSS 绿带绿带

184184 名名，，借助外部资源认证借助外部资源认证

的的DFSSDFSS黑带有黑带有1010名名。”。”贾健贾健

旭说旭说。。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进为了进

一步提升质量管理能力和质一步提升质量管理能力和质

量管理工具的应用量管理工具的应用，，延锋鼓延锋鼓

励员工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励员工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

学习学习。。通过大家齐心协力的通过大家齐心协力的

努力努力，，延锋的参赛项目取得延锋的参赛项目取得

了不俗的成绩了不俗的成绩。。

自自20142014年以来年以来，，延锋在延锋在

美国质量协会美国质量协会 （（ASQASQ）） 组织组织

的的““国际团队卓越奖国际团队卓越奖”（”（IEIE--

TATA）） 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比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比

赛中两次荣获铜奖赛中两次荣获铜奖，，其也成其也成

为第一个收获此项殊荣的中为第一个收获此项殊荣的中

国团队国团队。。此外此外，，延锋还在延锋还在

20112011年获得了年获得了““上海市质量上海市质量

金奖金奖”，”，20142014 年获得了年获得了““上上

海市市长质量奖海市市长质量奖””荣誉称号荣誉称号

…………

一连串荣誉的获得一连串荣誉的获得，，极极

大地提升了延锋在质量控制大地提升了延锋在质量控制

方面的自信心方面的自信心，，也鼓舞了所也鼓舞了所

有员工对质量工具的学习热有员工对质量工具的学习热

情情，，对公司质量文化的推进对公司质量文化的推进

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质量第一质量第一，，顾客满顾客满

意意’’是延锋一贯秉承的理是延锋一贯秉承的理

念念。”。”贾健旭说贾健旭说，“，“未来未来，，延延

锋将根据上汽锋将根据上汽‘‘新四化新四化’’的的

要求要求，，整合各业务板块的产整合各业务板块的产

品战略品战略，，重点聚焦智能座舱重点聚焦智能座舱

与与‘‘塑电一体化塑电一体化’’技术技术，，助助

力汽车制造商探索未来移动力汽车制造商探索未来移动

空间空间，，并提供领先的座舱解并提供领先的座舱解

决方案决方案。。同时同时，，延锋将通过延锋将通过

全 球 运 作 体 系全 球 运 作 体 系 （（YF IOSYF IOS））

的建设和实施的建设和实施，，提升全球运提升全球运

营质量和效率营质量和效率，，创造一个创造一个

‘‘自由透明自由透明++有有责任感责任感’’的文的文

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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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创新管理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打破国内外打破国内外““区域壁垒区域壁垒””

每年年初召开的上汽集每年年初召开的上汽集

团质量经理会议上团质量经理会议上，，都有一都有一

个个““保留节目保留节目”：”：对上一年度对上一年度

集团集团 FMEAFMEA （（失效模式及后失效模式及后

果分析果分析）） 评选活动中评出的评选活动中评出的

优秀项目进行表彰优秀项目进行表彰。。当各企当各企

业质量部部长代表企业上台业质量部部长代表企业上台

领奖时领奖时，，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他们脸上都洋溢着

自豪的笑容……自豪的笑容……

FMEAFMEA 是国际汽车行业是国际汽车行业

中中 IATFIATF1694916949 质量管理标准质量管理标准

要求的五大质量核心工具之要求的五大质量核心工具之

一一，，广泛应用于汽车行业产广泛应用于汽车行业产

品设计和工艺开发品设计和工艺开发。。FMEAFMEA

的有效管理可以提升新产品的有效管理可以提升新产品

上市早期的质量表现上市早期的质量表现，，保证保证

从系统层面解决质量问题从系统层面解决质量问题，，

特别是避免问题重复发生特别是避免问题重复发生，，

提升品牌的市场美誉度提升品牌的市场美誉度。。

从从20132013年开始年开始，，上汽集上汽集

团质经部每年在质量月期间团质经部每年在质量月期间

举办上汽集团举办上汽集团 FMEAFMEA 优秀项优秀项

目推荐和评审交流活动目推荐和评审交流活动，，今今

年 已 是 第 八 届年 已 是 第 八 届 。。 每 年 的每 年 的

FMEAFMEA 优秀项目推荐和评审优秀项目推荐和评审

交流活动历经企业推荐交流活动历经企业推荐、、项项

目初评目初评、、现场发布交流三个现场发布交流三个

阶 段阶 段 。。 在 各 企 业 推 荐 的在 各 企 业 推 荐 的

FMEAFMEA 项目基础上项目基础上，，首先评首先评

选出选出2020个入围项目个入围项目，，再通过再通过

现场发布评选出本年度优秀现场发布评选出本年度优秀

FMEAFMEA 项目项目。。该活动一直得该活动一直得

到广大企业的积极响应到广大企业的积极响应，，至至

今已评选出今已评选出6363个优秀个优秀FMEAFMEA

项目和项目和 4848 个个 FMEAFMEA 入围项入围项

目目，，覆盖覆盖2323家企业家企业，，起到了起到了

良好的引导和交流效果良好的引导和交流效果。。

（桂淼）

质量月小故事

质量中的“好帮手”FMEA管理

滑门锁止及驱动系统DFMEA项目立足于上汽乘

用车的第一个MPV项目，该项目主要从功能和性能

完备性着手，更好地从客户角度理解产品，提出系

统性要求，指导零部件开发和优化。

该项目整理出72类历史问题，最终识别19类

重点问题。同时，该项目的开展运用了多样分析手

段及新兴工艺提前验证，在节约开发成本、积累经

验的同时，还整理输出了若干高权重知识文档，推

动了感知质量评估体系建设。

PFMEA是潜在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上汽通用

北盛北厂车身车间在现有PFMEA多层级管理的基础

上，通过反复研讨、不断总结和实际应用，最终形

成“PFMEA五钻管理”：输入全准、赋能降险、强

化落地、评审细化、反馈推广，整体提升PFMEA

“源于输入，馈于源头”的闭环管理能力。

以北盛北厂车身车间激光钎焊为例，通过五钻

管理，目前已实现1项行业首创的改进生产和3项

上汽通用四地首创的改进生产项目，同时累计产生

经济收益74万元/年。

面对全新产品设计和更高的性能要求，为做好

设计和制造失效预防，泛亚某车型仪表板横梁系统

的PDT团队引入了基于DFMEA的“五位一体”产品

全生命周期开发理念，为创新设计开发和高质量制

造保驾护航。得益于DFMEA质量工具的应用，“零

问题”完成全新设计和量产（发明专利已授权），

在实现减重10%的基础上，满足最新整车碰撞安全

要求，为CNCAP五星测评保驾护航。该策略已成为

全球策略，推广到多个全球和本土项目。

全球化体系，
提升运营质量

六西格玛工具，
稳固产品质量

上汽乘用车

上汽通用

泛亚

FMEA管理优秀案例

延锋持续提升运营质量，构建全球“一体化”运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