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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总会有一些时候，需要获得医疗服
务。长期以来，Getinge 一直致力于创新发展，
以改善人们生活质量、挽救生命为己任。我们
把这视为世界上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为生命 
绽放热忱

这就是 GETINGE
全世界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安全有效的医疗
保健便是其中之一。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据 WHO 称，心血管疾病等
由生活方式引发的疾病是人类的主要死因之一。

Getinge 希望人人都能获得优质的的医疗保健服务，并一直为此而
努力。公司致力于为客户传递知识、提供技术和资源，以尽可能实现卓
越的临床结果并最终挽救生命，从而支持客户应对医疗保健和生命科
学机构的挑战。

Getinge 能在以下方面 
为客户的运营增值：

提升 
安全性

改善 
临床结果

提高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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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价值

愿景
成长为全世界倍受尊重和 
信任的医疗设备公司 

宗旨
Getinge 的宗旨是提供创新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在促进健康经济学的同时，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价值观
热情是我们价值观的核心  

创造 
共同价值  
为各方利益相关者带来价值是 Getinge 的职
责。客户的运营和业务需要要能为更多的患者
提供更完善的医疗保健服务，从而为社会创造
价值。

合作

卓越

开放责任感

业务领域

急症护理疗法 生命科学 外科手术工作流程 

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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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企业的成功离不开与其他专家合作。例如，得益于与合作伙伴和客户的密
切合作，2020 年，Getinge 在短时间内便将呼吸机产能提高了 160%。

员工
Getinge 的未来以及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能力，取决于员工的抱
负和热情以及 Getinge 如何加以利用。 

26,700 72%

客户
让客户满意是 Getinge 的首要任务。为客户的运营创造积极贡献将有助
于提升客户忠诚度，也能为 Getinge 带来更卓越的业务成果。Getinge 去
年的业务发展表明，公司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社会
医疗保健是整个社会的关键领域，Getinge 能够以高效的方式为改善医
疗保健做出贡献，对此 Getinge 倍感自豪。而通过与组织和大学的合作，
Getinge 也间接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9.9% 125
2018-2020 年销售额复合增长率 2020 年，Getinge 的产品成功销往 125 个国家/地区

2020 年 ICU 呼吸机生产数量 员工敬业度，员工满意度调研(目标：>70%）

为利益相关者传递价值

Getinge 如何为客户和其他 
利益相关者创造共同价值

Getinge 致力于为更好的医院服务、制药开发和生产做贡献，来为社会贡献价值。

3

4

2

1

利用真正全球化 
品牌的力量

战略推动者 
培养高度敬业和绩效导 
向型员工，打造一个令人 
自豪的全球性企业

质量和 
可持续性 

首要任务 
责任和 
文化 

强化产品和服务， 
确保先进地位

推动生产力和 
效率提高

实现 
全球增长

环境和 
社会参与

质量 
文化

充满热情 
的员工 

商业道德和 
责任型领导

重
点
领
域

 1–
4

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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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寄语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业务， 
推动实现客户价值
可持续发展是 Getinge 业务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确保为客户创造长期价值是我
们的目标之一。当前，我们着手实施了多项活动，目的在于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2020 年，Getinge 宣布了到 2025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众所周知，去年，全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疫情的快速蔓延为医疗保健带来了巨大
的压力。我们的许多产品和解决方案，如先进
的 ICU 呼吸机和体外生命支持 (ECLS) 设备
等，在治疗 COVID-19 重症患者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我们还努力与合作伙伴携手传
播知识，为那些在困难条件下工作的医护人
员提供帮助。
在 2020 全年，我们以竭力为客户提供支

持为最高目标让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挽救
生命的关键任务中去。此外令我们倍感自豪
的是，通过我们的产品与服务持续增进了价
值，在可持续发展这项重要工作中取得了重
大进展。
在疫情爆发期间，需要支付医疗保健赤字。

我们已经看到，全球范围内积压的选择性外
科手术量不断增长，完成这些手术是目前也
是未来的全球急待解决的任务。我们的客户
需要能够有效且高效利用其资源的解决方
案，而我们通过提供产品和传递知识，为更广
泛的社会做出了贡献。七月，在短短几周内我
们便推出了由专家研发的全新软件解决方
案，现在这个解决方案已经成为了确定手术
排班顺序的有效规划工具。

EcoDesign 是我们进展显著的又一个领
域。如今，我们所有的研发团队在工作时都依
循这些原则，这带来了诸多好处，如尽可能减
少所用的物料、确保回收并帮助我们的客户
减少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的消耗。EcoDesign 
为可持续医疗保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
的清洗消毒器 S-8668T 便是明证之一，这款
消毒器能够节省多达 25% 的处理时间，进而
减少了能源、水和化学品的消耗。

七月，我们宣布了到 2025 年实现碳中和
的目标；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对此我们将采
取系统化的方法实现。其中的措施包括改为
使用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投资绿色认证、 
更新车队和寻找更智能的物流替代方案等。
2020 年，我们在内部设立了可持续发展框
架，这是我们的承诺的又一重要声明。通过这
个框架，我们阐明了治理结构和目标。在这一
年，我们还成功将生产产生的 CO2 排放量降
低了 10%。
可持续发展是 Getinge 的首要任务之一，

我们的员工也积极参与这项工作。我们将继
续携手努力，朝向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方向行
进，为我们的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Mattias Perjos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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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 年成为碳中和公司

到 2025 年，
Getinge 将实
现碳中和目标

Getinge 正积极努力降低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并致力于实现《巴
黎协定》中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比
工业化前水平高 1.5 °C 的目标。

2020 年，Getinge 的可持续发展计划进行了重新
定义并进一步扩展，公司还宣布到 2025 年成为
一家碳中和公司。为此，公司将在多个领域采取逐
步措施，同时坚定公司目标不动摇 ― 即致力支持
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领域发展，为环境和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为实施可持续发展计划，公
司安排了多项活动，例如转向可再生能源并投资
绿色认证、更新车队、转变商务旅行规程以及寻找
新的智能物流替代方案。Getinge 遵循气候战略
原则，于 2020 年第四季度实施了科学碳目标倡
议 (STBI)。

为实现 2025 年目标， 
GETINGE 将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将公司车队转型为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 

Getinge 拥有一支包含 2300 多辆车的车队。在 2020 年，公司决定限制汽车型号的
选择，并将车队更换为环保车型。首先，Getinge 希望确保使用高效的内燃机。公司
车队主要选择混合动力及电动车，待在当地市场推出。例如，在瑞典，销售和服务团
队可以选择预先确定的混合动力和柴油型号，以支持公司的目标。

改用可再生能源进行生产

Getinge 采取积极措施，以尽可能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在某些地区，主动选择可
再生能源电力仍存在挑战。对于这些情况，Getinge 努力通过其他解决方案减少排
放，如在工厂使用太阳能等。2020 年，公司的能源消耗降低了 3%，可再生能源的使
用占比从 2019 年的 38% 提高到 2020 年的 43%。

Getinge 还在寻求机会，通过合作和集中化采购绿色能源，与“全球网络采购”中的
多家当地能源供应商展开业务往来。

调整差旅规程  

Getinge 根据智能出行原则制定了严格的差旅政策。只有在具备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才安排差旅，并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进行预订。我们始终鼓励优先采取在线会议
的方式，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有利于工作生活平衡并降低成本。
自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现场会议、大会和活动已转到了线上。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采用了新的数字工具和平台，这将成为今后的主要工作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要保持不断学习。总体而言，Getinge 希望减少全球内部差旅数量，只有在对公司
发展非常重要的情况下才能安排出差。

智能物流替代方案 

一直以来，Getinge 都在努力改进全球货运协议，以实现统一的运输流程，从而节省
成本、降低复杂性并提高交付能力。在日常业务中，Getinge 正在从空运转向海运或
铁路运输，并积极优化运输路线。 

 



Ma�ias Perjos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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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碳目标

2020 年 11 月，Getinge 签署了目标书，宣布
要努力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科
学碳目标倡议 (SBTi) 是 CDP、联合国全球契
约计划 (UN Global Compact)、世界资源研
究所 (WRI) 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之间
的协作，也是“全球商业气候联盟 (We Mean 

目标实现年份
Getinge 将成为一家碳中和公司。为了达
成这项宏大转型，公司将工作重点放在所
有范围的减排方面。有关公司活动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 7 页。

巴黎协定
在 2015 年《巴黎协定》中，全球政府携
手合作，为“将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
前水平升高控制在 2°C 之内，并为把升
温控制在 1.5°C 之内而努力”。

要实现这个目标，到 2030 年， 
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减半， 
到 2050 年下降到净零。

范围 3
与我们的供应链和差旅数量相关 
的间接温室气体 (GHG) 排放

2025

科学碳目标
Getinge 致力于实施科学碳目标倡议，成为净零排放公司，迈出到 2025 年实现碳中
和公司目标的下一步。

Business Coalition)”承诺之一。该倡议倡导
以科学为基础的目标设定，作为促进公司在
向低碳经济转型方面的竞争优势的有力途
径。科学碳目标是指符合实现《巴黎协定》目
标所需的脱碳水平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2050

范围 2
生产中与电力消耗、供热相关的间接温室

气体 (GHG) 排放

范围 1
与生产中石油和气体燃烧过程 
相关的直接温室气体 (GHG) 排放

可持续发展是 Getinge 的首
要任务之一，我们的员工也积
极参与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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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影响 Getinge 业务 
发展的关键趋势
Getinge 面向全球的医院供应产品和服务，年市场增长率为 2–4%。 
但是，公司业务增长的推动因素是什么？公司客户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

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 更多的人口， 
社会老龄化，以及更多的患者 宏观经济限制—“多反而少”

世界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平均寿命也不断延长，随之而来的是对先
进医疗保健的需求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寻求医疗保健服
务。这是全球各地的一个明显趋势，甚至包括新兴市场。示例之一
便是全球对有效心血管产品和疗法的需求不断增加，如 Getinge 
所提供的产品。

人口结构的变化给全世界的国家预算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全球都
面临着一个挑战：以更高效的方式提供比以往更有效的医疗保健
服务。Getinge 供应多样化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有助于显著
提高生产效率。

调整医疗保健体系 — 创造更多价值 保护主义 — 本地制造供本地使用

面对人口结构变化和宏观经济所带来的挑战，医疗保健行业越来
越注重于确定每种疗法的实际价值，以便为更有效和更有生产力
的疗法和设备分配更多资源。Getinge 的高级重症监护室 (ICU) 呼
吸机和体外生命支持 (ECLS) 治疗产品便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示
例，这两款产品能够改善临床结果，缩短住院时间。

COVID-19 疫情期间保护主义抬头 这给 Getinge 带来了挑战，因
为 Getinge 顺利运营所需的先进专业组件来自于世界各地。因此，
Getinge 需要专门划拨时间与世界各地的地方和国家有关当局和
政府展开商讨，以确保物料供应。

法规要求 — 日益严格 定制药物需求增长 — 生物制药发展迅速

世界各地的法规要求日益严格。对于 Getinge 而言，合规性和应用
质量意识是关键。例如，Getinge 前瞻性地制定了转型计划，以符
合新的欧盟 MDR 要求。2020 年，第一个生产基地（位于瑞典索尔
纳，生产先进的 ICU 呼吸机）通过了审批流程。

在最近两年，因生物制药能够针对特定健康状况生产定制药物，发
展迅速。在 2020 年联合搜寻有效的 COVID-19 疫苗时，这个趋势愈
加明显。Getinge 能够为研发提供高效的生物反应器系统，推动实
现生物制药客户的发展。这些系统可以根据生产规模进行扩大，而
不会招致完整性和灌装线解决方案风险，从而减少最终生产和包
装阶段的污染风险。

创新与合作 — 面向未来

历史证明，医疗保健创新一直都是新疗法、药物和设备的代名词。但
是近年来，医疗保健行业价值创造创新的定义还包括了数字化和更
高效工作方式以及分享机会与风险，这通过基于绩效的薪酬模型实
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Getinge 与瑞典西博滕地区合作开展的试点
项目，

利用 Getinge 的患者流程系统 INSIGHT，缩短了平均住院时间，提
高医院容量。项目的成功源于最终结果，而非系统价格。另一个合作
创造附加价值的典范是 2020 年与爱立信、斯堪尼亚和沃尔沃等公
司在采购和生产方面的合作，以提高先进 ICU 呼吸机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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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财务目标

我们的目标

社会责任

安全的工作场所

零事故
目标是实现零职业事故。

2020 年，每 100 名员工事故总数为 1.5 (1.96)。全年
无严重事故报告。

员工敬业度

>70%
目标是实现 >70% 的员工满意度指标。

2020 年，Getinge 开展了当地员工满意度调查，总体
员工满意度为 72%（2019 年为 64%）。2020 年，所有职
能部门和地区的员工满意度都呈积极发展。

 

环境影响

2025 年碳中和

碳
中和

目标是到 2025 年成为一家碳中和公司。
2020 年，Getinge 的可持续性计划进一步扩张，公司

还宣布了到 2025 年成为一家碳中和公司的目标。
这个目标将在多个领域逐步实现，并支持公司从环

境和社会层面为可持续医疗保健做出贡献这一目标。
为此，我们制定了多项活动，例如转向可再生能源并

投资绿色认证、更新车队、转变商务旅行规程以及寻找
智能物流替代方案等。

 

具体到产品

客户满意度

>25%
目标是实现净推荐值高于竞争对手平均水平  25%  
以上。

2020年客户满意度调查计划因 COVID-19 疫情而推
迟。最近一次调查于 2018 年开展，结果为 27%。

 

Getinge 的非财务目标适用于公司 2019–2025 可持续发展计划中定义的重
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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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树立更宏大的可持续 
价值创造目标

2020 年，Getinge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中进行了详细阐
释。这个框架涵盖了质量文化、充满热情的员
工、环境和社会参与度以及商业道德和责任
型领导等重点领域。
可持续发展框架围绕如何创造长期价值、

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及如何在为所有利
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同时持续运营等方面为
公司提供了相关指导。总体而言，Getinge 的
可持续发展方法侧重于塑造公司绩效和定位
未来的匹配要求，包括分析潜在风险。

质量文化 
在整个组织内树立质量意识，并不断改进公
司的产品、服务和流程。

充满热情的员工
团队合作和协作定义了 Getinge 的工作规
范，Getinge 依循此原则帮助客户挽救患者生
命，改善患者生活。

环境和社会参与 
担负环境和社会责任，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
推动医疗保健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商业道德和责任型领导
确保在所有内部和外部环境中以合乎道德且
负责任的方式开展业务。

审核和风险管理
Getinge 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包括非财务报告
的风险评估和审计。在本年便已采取了初步
措施，并将于 2021 年继续推进。在审计方面，
Getinge 继续为 2021 年报告的审计做准备。
风险评估于 2020 年第四季度发起，重点

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领域，旨在记录 
Getinge 在质量文化、充满热情的员工、环境
和社会参与度以及商业道德和责任型领导四
大重点领域中与 ESG 相关的风险。通过风险
评估，Getinge 能够在组织的风险管理 (ERM) 
中纳入潜在的 ESG 风险，并向高级管理层、董
事会和股东汇报结果。

 

责任 
和文化 

环境和 
社会参与

质量文化

充满热情 
的员工 

商业道德和 
责任型领导

长期以来，Getinge 一直致力于可持
续发展，公司自 2017 年起便将可持
续性发展和质量放在了公司战略
的核心位置。这意味着，道德、质
量和可持续发展是公司运营以
及对待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
的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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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3 –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群的
福祉

作为一家医疗器械行业的公司，Getinge 将治疗创新作为业务战略的
一部分，致力于显著改善人们健康和福祉。这需要我们的员工、供应
商、分销商和客户共同努力。

     目标 4 – 确保包容性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
身学习机会

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是创造更富裕生活的基石。一直以来，Getinge 
都坚持为合作医疗保健机构、大学和医学院内的医疗保健专业人
员以及开始学习医学的学生提供培训和教育，支持其发展。除了医
疗培训外，Getinge 还为印度的 Pratham 教育计划提供支持，致力
提高儿童教育质量，以抗争贫困。Getinge 是北欧最大的科学中心 
Universeum 的合作伙伴。通过合作，Getinge 支持 Universeum 完
成其使命，即加强科学技能，增强创新，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 5 – 性别平等
Getinge 坚定不移，致力改善多元化，确保提供平等机会，缩小性别差
距。多元化、平等机会、性别平等和包容性不仅是 Getinge 扩展可持续
发展框架的一部分，也是公司战略的关键要素。

      目标 6 – 确保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
如今，工业用水占全球用水量的 19% 以上，Getinge 不断努力减少用
水量。公司遵循 EcoDesign 原则，所设计的产品在整个产品生命周
期内都有助于减少用水量。Getinge 也是 WaterAid 的合作伙伴，为 
WaterAid 的工作提供支持，致力于为全球更多的医疗保健机构提供洁
净水源、环境卫生服务。

     目标 8 – 促进持久、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业及
人人有体面工作

Getinge 采取多项措施，确保保障员工在工作中的各项权利、维持
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平等性和平等条件等。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
Getinge 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和技术创新。

    目标 12 – 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
Getinge 致力于实现更具可持续性的消费和生产，紧跟环境可持续发
展目标，并遵从国际规范、标准和认证，如 ISO 14001 等。Getinge 确立
了明确的与二氧化碳排放、能源效率、EcoDesign、废物和回收相关的
目标和指标。

     目标 13 –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Getinge 承诺，尽最大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并积极努力尽量减少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公司致力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即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C 的水平，并致力于实施科学碳目标倡议。在
这一年，Getinge 设立了到 2025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目标 17 – 发展伙伴关系实现目标
强大文件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和协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Getinge 在日常运营中与客户和合作伙伴合作，研发有助于增强医疗保
健可持续性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此外，公司还与学术机构、行业组织、
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合作，以确定和开发可扩展解决方案，应对医疗保
健相关挑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Getinge 支持联合国所有 17 个关于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但确定了与公司对其商业环境的影响最为贴合的多个目标。这些
目标包括：

战略



Getinge 的工作重心：

• 确保公司每个部门的每位员工每天均
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

• 不断改进我们的产品、服务和流程
• 通过客户洞察推进我们供应的产品和
服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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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文化

质量始终是公司的首要任务 

在整个组织内树立质量意识仍然是 2020 年 
Getinge 的首要任务。每个员工都有责任确
保良好的质量、法规和质量合规性，这也是医
疗技术行业企业运营的先决条件。Getinge 
在过去为运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正在
进一步扩展其重点领域， 包括根据客户洞察
持续改进产品、服务和流程。Getinge 注重倾
听客户的需求和主张，这能让我们发现产品
与服务的改善机会，一如既往地提供安全的
解决方案，助力挽救生命。

质量策略 
十二月，我们发布了更新的质量策略 – 两年路
线图，旨在促进并确定具体行动，确保将客户
价值和生产率纳入到所有员工的工作中。目
标是让我们的工作更贴合客户需求。为此，公
司将进一步协调和调整流程，面向所有员工
开展培训，优化流程并提供智能 IT 工具。最终
目标之一是尽可能提升已处于设计阶段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的质量。

加强质量工作 
2013 年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开始对 Getinge 生产场所的许多流程和程
序进行观察，Getinge 开始将纠正观察结果
作为核心工作，与 FDA 共同确定解决方案，
加强质量工作，以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2020 年，这项工作仍在稳步进展，预计到 
2021 年最终完成。这些纠正工作和全球质

质量是 Getinge 毋庸置疑的首要战略重点之一，而归根结底，这要求公司每个部门的每位员工 
都要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

重点领域： 质量文化

Getinge 的最新质量战略的目标是让我们的工作更贴合客户需求。

量管理体系的实施带来了许多其他的积极
影响，如及早提示需要改进的方面，而不是
等到问题持续发展导致解决问题更困难且
解决成本更高昂时才发现。这种工作方式让 
Getinge 能够确保高质量生产并减少客户投
诉，同时还能减少供应和生产过程中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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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文化

保障质量就是确保公司每个部门的每位员工每天均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

依据欧盟 MDR 要求调整工作 
2019 年，Getinge 开始转型以遵从《欧盟医疗
器械法规》(EU MDR)，该法规于 2021 年 5 月
生效。2020 年 2 月，瑞典索尔纳生产基地获
得了公司的首个欧盟 MDR 认证，之后，其他
的四个生产基地陆续获得认证，成果优秀。所
有生产基地将遵守这个将于 2021 年 5 月生
效的新规定，根据过渡规则，所有相关产品
须在 2024 年 5 月之前通过欧盟 MDR 的 CE  
认证。

提高生产效率，质量不妥协 
COVID-19 疫情爆发引发了对呼吸机的巨大
需求，此外，对体外生命支持 (ECLS) 的需求
也不断增加，体外生命支持 (ECLS) 是一种用
于在肺无法正常工作时为身体提供氧气的 
疗法。

2020 年重大活动：

• 新质量策略 ― 旨在促进并确定具体行
动的两年路线图

• 五个生产基地获得《欧盟医疗器械法
规》(EU MDR) 认证 

• 加大 ECMO 设备的生产投入，以进一
步支持全球客户和患者

• 通过  G e t i n g e《卓越制造计划》
( M a n u f a c t u r i n g  E x c e l l e n c e 
Program)，在 2020 年实施了多项改进
和培训

Getinge 的 ECLS 设备（如 Cardiohelp）可
帮助危重症患者保持活力，让其受损的肺部
获得恢复时间。2020 年，随着需求量的增加，
Getinge 加大了生产投入以进一步支持全球
客户和患者，包括各种生产工具、装配机械、
涂装设备，生产员工人数也有扩张。Getinge 
已将 Cardiohelp 生产线纳入《卓越制造计
划》(Manufacturing Excellence Program)，
该计划在 2020 年实施了多项改进和培训，并
在产能扩大的过程中保障了同步的质量意识
提升。使用内部和全球质量 KPI 和趋势分析
方法来衡量质量绩效，并严格监控不符合要
求的闭合持续时间。对于 Getinge 跨职能团队
来说，提升 Cardiohelp 产能所收获的最大学
习成果是：将质量组织纳入运营至关重要，特
别是在社会动荡时期；培训能够提高灵活性；
以及，与供应商和客户的紧密合作是成功的
基础。

重点领域： 质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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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热情的员工

“为生命绽放热忱”推动敬业度提升
在 2020 年，我们采取了部分远程办公，减少面对面会议的工作方式，但为了让 Getinge 成为更受欢迎的工
作场所，我们启动了多项举措。吸引并赋权员工，携手共创成功的未来是公司一直以来的追求。我们一切工
作的核心都围绕品牌承诺“为生命绽放热忱”，这也铭刻在每一位 Getinge 员工的心中。

为密切关注员工对公司及其工作场所的看
法，并确保公司能一如既往地采取卓越方式
提升敬业度，2020 年，Getinge 从两年一度
的全球员工调查改为使用在国家或生产基地
层面展开的更频繁的当地员工满意度调查。
这样，我们就能更及时、更经常地了解员工对
当前工作主题的意见与看法。员工满意度调
查中仍包括一些涉及全公司范围的视角，但
主要从当地主题层面进行探索，针对当地的
问题为本地管理层和团队提供可以利用的数
据。Getinge 将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向前发展，
系统性地跟进数据，在实现长期计划的同时
也让员工能够在学习型组织中获得发展和成
长。

这项新的员工价值主张还说
明，Getinge 的品牌承诺“为
生命绽放热忱”也涉及了员工
的生活，并阐述了对每个人的
期望 — 对所有同事和客户怀
以相同的热情和尊重。

重点领域： 充满热情的员工

Getinge 的工作重心：

• 通过团队合作和协作，找到并实施高
效工作方式，为客户和 Getinge 员工谋 
福利

• 打造支持员工发展和成长的学习型 
组织 

• 维持员工的高敬业度 

员工流程数字化
2020 年，在人力资源流程数字化进程方面，
Getinge 持续占据先进地位。现在，公司已经
实现大部分基本流程的数字化，这些流程均
可通过 Getinge 的人力资源平台 Success 
Factors 完成，如绩效发展、人才管理、继任规
划、招聘和薪金审查等。此外，2020 年公司也
成功启动了新的全球入职计划，让新员工有机
会在入职当天之前、期间和之后通过网络了解
公司、经理和其他同事，并与他们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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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热情的员工

智能工作场所
Getinge 的许多员工已能够在家工作多年，但
疫情加速了探索新工作模式的计划。根据当局
为保持安全并阻止病毒传播的建议，大部分常
驻办公室的员工于 2020 年初开始在家工作。
尽管远程工作带来了一定挑战性，但我们的员
工也有许多积极的体验，也有诸多迹象表明员
工能够维持甚至提升工作效率。考虑到这些，
在下半年，公司制定了智能工作场所的概念。
这个概念背后的理念是让公司运营更高效，为
所有员工提供尽可能卓越的工作环境，采用有
利于个人和公司双方的现代化工作方式，以及
吸引新员工加入。

Getinge 已经分析了适合远程工作的职位，
为员工提供了灵活性和可能性，让他们能够在
任何地点开展工作，确保高效率。借助于智能
工作场所理念，Getinge 希望提供灵活性，最
终对整体有效性产生积极影响，让个人拥有更
好的工作生活协调性。这个概念也为 Getinge 
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了价值，即到 2025 年成
为一家碳中和公司（更多信息请见第 7 页）。智
能工作场所理念将于 2021 年逐步推行。

新雇主承诺
2020 年，Getinge 推出了新的员工价值主张 
(EVP)，这将成为留住和吸引合适人才的共同
核心。新的 EVP 以客户为中心，是一项相关且
令人信服的雇主承诺。新 EVP 以对个人发展
的投资和实现灵活性为两大主要支柱。新 EVP 
涵盖了 Getinge 员工的当前优势和行为，并描
述了实现战略目标的其他所需特质。
新 EVP 称，Getinge 的品牌承诺“为生命绽

放热忱”也涉及了员工的生活，并阐述了对每
个人的期望 ― 对所有同事和客户怀以相同的
热情和尊重。公司致力支持此雇主承诺的精要
理念，对此，不断发展的领导力和人才计划组
合、对学习机会的投入以及新现代工作方式的

实施便是其中一些证明。这项新 EVP 将成为
涉及人才吸引、面试和绩效发展等所有过程
的基础。

多元化和机会平等
多元化、平等机会、性别平等和包容性不仅是 
Getinge 扩展可持续发展框架的一部分，也是
公司战略的关键要素。Getinge 坚定不移，致
力改善多样性，确保提供平等机会，缩小性别
差距。

2020 年，我们的工作重点仍是女性领导者
与男性领导者之间的平衡以及年轻人才和新
兴人才数量的增加。例如，公司在北美地区启
动了多元化、包容性和归属感计划，其中包
括多个项目，如实习生和女性以及领导力论 
坛等。

2020 年，经理性别平衡比例划分为 30/70 
(29/71)。

为能够更及时、更经常地了解员工对当前工作主题的意见与看法，Getinge 引入了在国家或
生产基地层面展开的更频繁的当地员工满意度调研。 

经理性别分布

员工性别分布

ﾠ男性，64%

 女性，36%

ﾠ男性，70%

 女性，30%

2020 年重大活动：

• 采用新的数字化工具和系统，实现内部
和外部的持续学习和知识共享

• 定期开展员工调查，改善我们的工作 
环境

重点领域：充满热情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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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道德和责任型领导

商业道德和 
责任型领导

Getinge 的道德与合规工作围绕责任型领导
展开。其主要目的是赋权并激励所有员工，展
现负责任的领导力，培养开放、透明的文化。
在所有关系往来、公司自身组织和外部环境
中，以负责任的方式开展业务是 Getinge 战
略的关键要素。

Getinge 《行为准则》
今年年初，Getinge 根据十四项全球政策推
出了新的 web《行为准则》。该《行为准则》规
定了 Getinge 的指导原则，也确立了 Getinge 
所应用的专业行为准则，以指导在内部和外
部与客户和业务合作伙伴的日常互动。
它基于六大原则：

1.   始终诚实、公平与正直做事
2.   发现不当行为大胆举报
3.   以尊重的态度行事，保护机密、隐私与信息
4.   相互关心
5.  关爱世界 
6.   齐心协力保护所有利益相关者

监管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都在不断变
化。Getinge 制定新《行为准则》旨在打造一个
变革平台，而不是固守一份静态的文档。向同
事们展示如何在其日常工作和具有挑战性的
情况应用这些原则，有助于他们了解在哪些
方面可以超越他们的工作承诺。

在 Getinge，责任型领导意味着让所有员工都
参与标准的制定，并以身作则，为员工树立道德
行为和专业诚信的榜样。

重点领域： 商业道德和责任型领导 

Getinge 的道德与合规团队协作

请访问 www.getinge.com/code-of-conduct/  
查看 Getinge《行为准则和集团政策 

     
    监
管

          监督

         治
理

负责任 
的领导力

持续改进 
和报告

风险 
评估

组织

政策 
和程序

 培训 
和传达

大胆发声 
并开展调查

补救、 
纪律处分和 
纠正措施

 第三方和 
并购与剥离 
(M&A&D)

《行为准则》的六项原则

始终诚实、 
公平与正直做事

 

发现不当 
行为大胆举报

• 全球反贿赂反腐败政策
• 全球反垄断与公平竞争政策
• 贸易合规政策
• 内幕消息政策

• 人权政策
• Speak Up Line：

以尊重的态度行事， 
保护机密、隐私与信息

   相互关心

• 全球采购政策 
• 全球知识产权政策
• 沟通政策

• 人员政策 
• 人权政策
• 全球数据保护政策

关爱世界 齐心协力保护我们的利益相关者

• 人权政策
• 全球反贿赂反腐败政策
• 可持续发展政策 

• 沟通政策
• 全球知识产权政策
• 全球采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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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道德和责任型领导

提高认知度的困境游戏
我们深知，必须要让全公司的所有员工都知
道并遵守所有政策，因此全年安排了多门培
训课程和认知度活动，以促进《行为准则》的
推广。2020 年推出的《行为准则》认知度活动
之一是在线学习 Getinge 困境游戏，包括《行
为准则》认证。这个游戏中融入了组织实际生
活中的道德困境，让非生产员工能够更加熟
悉公司的业务开展准则，从而遵循最高的商
业行为道德、合法标准。截至年底，85.3% 的非
生产相关人员已完成了 Getinge 困境游戏。 
在入职培训过程中，新入职的员工也将参加
“困境游戏在线学习”。2021 年第一季度将面
向生产员工推出类似的培训。

大胆发声 
Getinge 致力于打造优越的沟通环境，让开放
且透明的沟通成为常态而非例外，并鼓励所
有人在发现任何可疑或确切违法或违反《行
为准则》的行为时及时上报。2020 年，公司
更新了 Speak Up Line，增加了更多语言服
务，也向公司员工传达了鼓励“大胆发声”的 
信息。

2020 年，内部调查团队记录了  50 份报
告并开展了相关调查。其中  28 份报告通过 
Getinge 的报告工具 (Speak-Up Line) 接收，
22 份报告通过其他渠道接收。报告最多的问
题涉及商业道德和人事事务。经过调查，对其
中的八起事件采取了纪律处分措施，包括员
工解雇和合同终止等。
期间总共报告了一起歧视事件，事件审核

始于 2020 年，目前仍在进行中，这表示正在
实施补救措施，并将于 2021 年落实。没有任
何需要提起诉讼的事件。

在全年，公司开展了多项培训和认知度活动。例如，面向所有非生产员工展开了一次现实中的道德困境游戏。截至年
底，85.3% 的员工已经完成了这项活动。

2020 年重大活动：

• 以有吸引力且实用的方式推行《行为 
准则》

• 维护“大胆发声”的文化，讨论道德困境
• 根据持续变化的需求面向所有层级制
定领导力发展计划

重点领域： 商业道德和责任型领导 

道德与合规计划 
2020 年，公司对三个市场进行了贿赂、腐败
和反垄断风险评估：迪拜、意大利和西班牙 
(2020)。对中国的风险评估已经开始，并将于 
2021 年完成。
公司面向所有员工（不包括生产员工）开展

了商业道德在线培训课程。2020 年底前，已
有 8,788 名 (85.3%) 员工完成了本课程。
总共有 24 名 (100%) 治理主体成员（董事

会和 GET）收到了关于 Getinge 反腐败政策
和程序的信息，员工 100% 收到了信息。在拉
丁美洲、欧洲、中东和非洲，547 家代理商和分
销商接受了关于组织反腐败政策和程序的现
场培训或虚拟培训。计划于 2021 年面向分销
商和代理商推出反腐败数字化学习模块。

关键主题：

• 发展我们的领导力，培养开放透明的文
化。持续赋能并激励责任型领导

• 确保在所有内部和外部环境中以合乎
道德且负责任的方式开展业务

• 打造有能力、具备多元化和包容性的 
组织

保护人权
公司的业务运营以多元化和包容性、结社
自由及确保工作场地安全为原则。在任何 
Getinge 运营所在地，对人权的维护工作都深
深扎根于《行为准则》和人权政策之中。已确
定的主要风险与童工、强制劳动或强迫劳动
有关，此外还存在涉及歧视、阻碍结社、谈判
自由以及工作环境相关问题的风险。这些风
险对于 Getinge 的直接运营并无显著影响。
但是，我们将严肃对待任何形式的侵犯人权
的行为，一旦发现任何严重影响人权的情况，
Getinge 将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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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社会参与

为医疗保健行业和社会带来积极影响

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环境足
迹，这是 Getinge 的优先要务。公司积极参与
环境和社会层面的活动，希望为保护环境献
出一份力。2020 年底，Getinge 承诺实施科学
碳目标倡议 (SBTi)。

碳中和目标跟进
七月，Getinge 宣布到 2025 年将成为一家碳
中和公司这一目标。这个绝对目标将在多个
领域逐步实现，并一如既往支持公司从环境
和社会层面为可持续医疗保健做出贡献。为
提高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可持续发展数据的
透明度并简化报告和监控工作，Getinge 于 
2020 年部署了新的数字报告数据库。这是一
个在线平台，纳入了所有生产基地的数据，
将简化 Getinge 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后续
措施。年末，平台开放并投入运行。从 2021 年
初开始，整个公司将通过新的数字报告工具 
连接。

Getinge 在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与客户和合作伙伴携手，致力减少环境足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可持续发展的医疗保健做出贡献。

减少运输和仓储足迹
COVID-19 疫情给我们带来了持续的挑战，但
在 2020 年，公司仍继续推进了从 2017 年开
始的将仓库和配送中心合并入更大部门的工
作。到目前，这项工作减少了仓库和配送中心
的数量，进而节省了成本、提升了效率、提高
了服务水平和运营成效。COVID-19 让全球货
运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Getinge 
利用全球货运协议，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
者密切合作，维持了一贯的高交付绩效。现
在，Getinge 正在从空运转向海运或铁路运
输：这是到 2025 年实现碳中和的关键因素。

EcoDesign、废物和回收
在设计产品时将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
境的影响纳入特别考量，这就是我们所称的
“EcoDesign”，也是 Getinge 可持续发展工
作的核心要素。通过应用 EcoDesign 原则，
Getinge 可以尽可能地减少材料的使用，确保
产品可回收，还能帮助客户减少能源、水和其
他资源的消耗量。

根据 EcoDesign 原则，Getinge 采用系统
性方法以减少废弃物数量。同时，我们还努力
提高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回收比例。
蒸汽灭菌器 Solsus 66 便是 Getinge 依循 

EcoDesign 原则研发的产品之一。这款产品
于 2020 年推出，支持可持续发展且节能。该
产品采用先进稳健的技术，贴合了医院的消
毒供应中心 (CSSD) 对容量和成本效益平衡
的需求。Solsus 66 是运用智能技术解决方案
维持低能耗的一个优秀范例。Solsus 66 可选 
ECO 生态节水系统，能够显著降低真空泵的
耗水量，并可将废水从循环冷却水中分离出
来，在节能方面实现了进一步发展。

健康与安全
Getinge 的健康和安全活动遵照国家法律、
国际法规以及内部要求和政策有序开展。
Getinge 致力为全球的公司员工打造一个安
全、无歧视的工作环境，在所有工厂中持续落
实长期健康和安全工作。
公司确立了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并将
其作为 Getinge 中央政策框架中的新指导工
具。这个管理系统于 2020 年开始在所有法律
实体中推行，并由常务董事及其健康与安全

重点领域：环境和社会参与

关键主题：

• 与客户密切合作，促进医疗保健市场和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在产品开发中融入 EcoDesign 原则，
衡量价值链所有环节对环境的影响，重
点达成到 2025 年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

• 将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保护作为优先
要务

Getinge 成为了 Queen Silvia’s Children’s Hospital 儿童医院基金会的合作伙伴，二者的合作为在这家瑞典最大儿
童医院接受治疗的儿童和青少年带来了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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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社会参与

为保护员工在疫情期间的健康和安全并帮助避免病毒的进一步传播，Getinge 对其生产场所实施了严格监管。

Getinge 致力为全球的公司
员工打造一个安全、无歧视的
工作环境

2020 年重大活动：

• 将 EcoDesign 原则融入研发战略
• 建立 Pratham 和 WaterAid 等企业合
作伙伴关系 

• 改为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或绿色电力

团队负责在当地的后续实施。
2020 年疫情蔓延，公司对员工健康和安

全的保护扩展到了新的维度。在疫情之初，
Getinge 就开始密切关注疫情情况，并根据当
地和国家卫生机构的建议采取相应措施。公
司对生产场所的进出进行了严格监管，建议
员工尽可能居家办公，以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并帮助避免病毒的进一步传播。考虑到远程
工作的积极体验，2020 年，公司确定了智能
工作场所理念（更多信息请见第 18 页）。

重点领域：环境和社会参与

Getinge 与社会共发展
在 Getinge 可持续发展框架之下，公司的社会
责任重点围绕应对医疗保健的挑战，如人口增
长、预期寿命延长等，这些都增加了医疗保健
系统所承受的压力。Getinge 还希望通过与非
营利组织合作，为更大的社会范围带来积极 
影响。
多年来，Getinge 坚持为印度 Pratham 教

育计划提供支持，因为 Getinge 坚信，教育是
杜绝贫困的可持续方式。2020 年，Getinge 还

新建立了三个合作伙伴关系，首先是四月与 
WaterAid 的合作。该合作旨在为全球更多的
医疗保健机构提供洁净水源、环境卫生服务。
七月，Getinge 成为了 Queen Silvia’s Chil-
dren’s Hospital 儿童医院基金会的主要合
作伙伴，二者的合作为在这家瑞典最大儿童
医院接受治疗的儿童和青少年带来了积极意
义。九月，Getinge 与瑞典 Universeum 科学
中心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支持 Universe-
um 增强技能供应和创新、促进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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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对话

员工
Getinge 充满热情的员工是实施公司业务战略、达成总体目标并成为一
家负责任的公司的关键因素。
   
客户
Getinge 非常重视密切的客户关系和对话。公司积极倾听客户反馈，以
求为客户提供更具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合作伙伴 
与其他专家进行合作和对话是公司取得成功并为社会做出卓越贡献
所需的重要因素。COVID-19 期间与合作伙伴的诸多合作都是优秀范
例。

投资者和所有者
Getinge 与投资者和所有者开展了持续对话，特别是在财务报告方面。
公司提供基于实际情况的可持续发展数据和进展报告。

利益相关者对话指导
Getinge 的利益相关者对话是日常工作中的一项常规例程。根据新的可持续发展框架，我
们在 2020 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话。期间，我们访谈了多位内部和外部业务
合作伙伴，了解了他们从公司和供应商角度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需求和优先重点。

利益相关者对话

利益相关者 重要主题 对话渠道

员工
• 到 2025 年成为碳中和公司 
• 工作方式
• 学习型组织
• 创新产品和服务，EcoDesign 
• 社会责任承诺

• 会议、访谈和研讨会
• 教育和培训

客户 • 产品质量、效率和安全性、创新和使用寿命 
• 投标中的产品可持续发展数据和信息 
• Eco Design：易于使用和回收的包装材料， 
减少浪费

• 会议和访谈
• 财务报表，包括年度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 产品相关信息和培训
• Getinge.com

合作伙伴 • ESG 报告 
• 过程数字化和数据管理 

• 会议和访谈
• 财务报表，包括年度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 《供应商行为准则》
• Getinge.com

投资者和所有者 • 基于实际情况的季度可持续发展数据 
• ESG 报告中不断调整的报告标准和其他格式
• 经济效益、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 治理与合规 
• 长期盈利能力和财务业绩 

• 会议、访谈和研讨会
• 财务报表，包括年度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 季度 Te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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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主题

2020 重要性分析和重要主题
如上一页所述，Getinge 在 2020 年开展了利益相关者对话，为 2018 年
完成的重要性分析回顾与更新奠定了基础。重要性分析回顾旨在确保
该计划中更新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和目标解决了对其内部和外部利益
相关者而言重要的事项。
下表列出了更新的可持续发展框架重要主题，分为四个重点领域：

质量文化、充满热情的员工、环境和社会参与度以及商业道德和责任
型领导。
在进行了重要性分析回顾后，Getinge 与外部合作伙伴合作开启了

公司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审计过程，以找出任何潜在差距。
定期监管重要主题和重要方面的进展，这是可持续发展计划的一 

部分。

质量文化 

• 确保公司每个部门的每位员工每天均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 
• 不断改进我们的产品、服务和流程 
• 通过客户洞察推进我们供应的产品和服务

充满热情的员工

• 通过团队合作和协作，找到并实施高效工作方式，为客户和 Getinge 
员工谋福利 

• 打造支持员工发展和成长的学习型组织 
• 维持员工的高敬业度

商业道德和责任型领导

• 发展我们的领导力，培养开放透明的文化。持续赋能并激励责任型
领导 

• 确保在所有内部和外部环境中以合乎道德且负责任的方式开展 
业务 

• 打造有能力、具备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组织 

环境和社会参与

• 与客户密切合作，促进医疗保健市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在产品开发中融入 EcoDesign 原则，衡量价值链所有环节对环境的
影响，重点达成到 2025 年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 

• 将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保护作为优先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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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数据

生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吨）CO2
生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020 2019
温室气体范围 1：直接排放  6 614  6 661 

温室气体范围 2：间接排放 10 658  12 623 

生产产生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  17272  19 284 

温室气体范围 1：直接排放 2020 2019
燃油排放量，范围 1 103 104 

燃气排放量，范围 1 6 511 6 557 

温室气体范围 1 总排放量 6 614 6 661 

温室气体范围 1：间接排放 2020 2019
电力排放量，范围 2 10498 12568 

区域供热排放量，范围 2 160 54 

温室气体范围 2 总排放量 10 658 12 623 

温室气体范围 3 排放量 2020 2019
燃油排放量，范围 3  1897  8237 

燃油排放量 (WTT)，范围 3  8  8 

燃气排放量 (WTT)，范围 3  456  459 

电力排放量 (WTT)，范围 3  703  980 

区域供热排放量 (WTT)，范围 3  40  14 

温室气体范围 3 总排放量  3 104  9 698 

减少生产产生的 CO2 排放量
目标：减少生产产生的 CO 2 排放量与内部销售额之比（以 2019 年为基准年，到 2024 年降低 5%）

生产产生的 CO 2 排放量（范围 1 +2）与内部销售额（百万瑞典克朗）之比 CO2 吨/百万瑞典克朗
基准年，2019 1,153

2020 年指标（与 2019 年相比减少约 25%） 0,861
目标，2024 1,096

生产中的耗气量，Nm3
2020 2019

耗气量 (Nm³) 3 463 268 3 487 609
热值 0,01097 MWh/Nm3

生产中的耗油量，Nm3
2020 2019

耗油量 (Nm³) 37 998 38 466
热值 9,95 MWh/Nm3

排放量计算
计算时尽可能使用当地排放因子，如未提供则使用《温室气体核算协
议》中的全球因子。
考虑到供应商的发票延迟问题，2020 年我们对多个生产基地的资源

消耗数据进行了纠正。

我们也修正了 2019 年的排放数据，以体现出可再生能源与不可再
生能源的正确区分，以及我们供应商的适用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可能因当地供应商和/或能源类型的变化而在一年内发生

变化。

可持续发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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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MWh

2020 可再生资源 
（2020 年）

不可再生资源 
（2020 年）

总消耗量 
（2020 年）

电力 (MWh) 20915 29696 50611

区域供热 (MWh) 2581 1435 4016

总计 (MWh) 23 496 31 131 54 627
百分比 43% 57%

  

2019 可再生资源 
（2019 年）

不可再生资源 
（2019 年）

总消耗量 
（2019 年）

电力 (MWh) 18353 35126 53479

区域供热 (MWh) 3247 494 3741

总计 (MWh) 21 600 35 620 57 220
百分比 38% 62%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耗
减少生产能耗与内部销售额之比（以 2019 年为基准年，到 2024 年降低 -10%）

生产能耗 (MWh)/2020 年内部销售额（百万瑞典克朗） MWh/百万瑞典克朗
基准年，2019 5,73

2020 年指标（与 2019 年相比减少 19%） 4,64
目标，2024 5,16

废物
废弃物总量 2020 2019
回收废弃物 （吨） 2957 2629
未回收废弃物 （吨） 347 814
废弃物，能源回收（吨） 67 0
产生的废弃物总量（吨） 3 372 3 443
Reyclingquote 废弃物 88% 76%

非危险性废弃物 2020 2019
非危险性废弃物，已回收（吨） 2795 2436
非危险性废弃物，未回收（吨） 245 735
非危险性废弃物，能源回收（吨） 67 0
总量：非危险性废弃物（吨） 3 107 3 172
Reyclingquote 非危险性废弃物 90% 77%

危险性废弃物 2020 2019
危险性废弃物，已回收（吨） 162 192
危险性废弃物，未回收（吨） 102 79
总量：危险性废弃物（吨） 264 271
Reyclingquote 危险性废弃物 61% 71%

生产耗水量
废弃物总量 2020 2019
耗水量 (m³) 197689 204846

可持续发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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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安全
员工 2020 2019
工作相关事故数量 152 207

工作相关疾病数量 129 32

工作相关事故的损失工作日数 1923 2691

工作相关疾病的损失工作日数 1215 936

工作相关死亡人数 0 0

全球事故数量/100 名员工 1,5 1,98

工作相关的总事故率 1,48 2,01

工作相关的总疾病率 1,26 0,31

与工作事故相关的缺勤率 (%) 0.07% 0.10%

与工作疾病相关的病假总数 (%) 0.05% 0.04%

承包商 2020 2019
临时代理人员数量 637 481

承包商工人数量 259 687

工作相关事故数量 1 11

工作相关死亡人数 0 0

工作相关的总事故率 0,11 0,98

伤害和主要危险 2020

员工和承包商

四种最常见的工作相关事故类型 割伤、滑倒或摔倒、 
肌肉骨骼疾病和驾驶

四种最常见的工作相关疾病类型 肌肉骨骼疾病、心理压力、 
化学品伤害、感染

四种主要危险 割伤、滑倒或摔倒、 
肌肉骨骼疾病和驾驶

可持续发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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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数据

员工流动率（按地区）
百分比

流入 10.47
APAC 12.93

SEASA + ANZ 13.88

东亚 13.79

日本 7.42

EMEA 10.29

中东欧 15.62

西南欧 14.98

北欧 9.49

中东和非洲 4.88

DACH 4.29

美洲 9.43

拉美 15.85

北美 9.00

流出 9.40

美洲 12.03

拉美 20.12

北美 11.48

APAC 10.82

日本 13.70

SEASA + ANZ 10.39

东亚 10.30

EMEA 8.01

中东欧 11.34

北欧 8.59

西南欧 7.97

DACH 5.74

中东和非洲 4.88

总计 19.87

年龄
百分比

流入 10.47
15–30 22.36

31-50 10.05

51-70 5.62

无效数据 20.16

流出 9.40
15–30 10.59

31-50 9.06

51-70 9.50

无效数据 15.32

总计 19.87

性别
百分比

流入 10.47
女性 11.12

男性 10.19

流出 9.4
女性 9.53

男性 9.38

未知 3.56

总计 10.87

流出原因（按年龄和性别），% 

女性 男性 未知 总计
流出 9.53 9.38 3.56 9.40
非自愿 3.20 3.02 3.07
15–30 2.2 2.89 2.59

31-50 3.25 2.56 2.79

51-70 3.72 3.91 3.84

无效数据 7.14 4.03

自愿 6.33 6.36 3.56 6.34
15–30 8.31 7.90 8.00

31-50 6.33 6.26 2.78 6.26

51-70 5.1 5.89 14.29 5.66

无效数据 8.16 14.29 11.29

总计 9.53 9.38 3.56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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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数据

所列数字为全职人力工时 (FTE) - 按签订了 Getinge 合同的人员计算，包括工作状态或带薪休假状态。FTE 根据计划的工作时间进行加权。

性别 内部正式 内部临时 总计
女性员工 女性经理 

女性 3640.35 196.08 3836.43 35.66% 30.32%
男性 6730.89 190.39 6921.28

未知 55.00 5.00 60.00

总计 10426.24 391.47 10817.71

性别 全职 兼职 总计
女性 3619.00 217.43 3836.43

男性 6818.00 103.27 6921.28

未知 60.00 60.00

总计 10497.00 320.71 10817.71

法人实体区域 内部正式 内部临时 总计
美洲 2583.13 25.5 2608.63
拉美 164.00 12.00 176.00
北美 2419.13 13.50 2432.63
APAC 1546.73 31.91 1578.64
东亚 631.00 13.80 644.80
日本 217.93 8.28 226.21
SEASA + ANZ 697.80 9.83 707.63
EMEA 6296.38 334.06 6630.44
中东欧 1077.28 82.77 1160.05
DACH 1831.76 120.54 1952.30
中东和非洲 82.00 2.00 84.00
北欧 1709.38 56.75 1766.13
西南欧 1595.96 72.00 1667.96
总计 10426.24 391.47 10817.71

性别和年龄（全部内部）

年龄区间 女性 % 男性 % 未知 总计
15–30 676.45 6.30 928.24 8.65 13.00 1617.69
31-50 2172.46 20.25 3911.57 36.46 39.00 6123.03
51-70 976.72 9.10 2063.97 19.24 7.00 3047.69
无效数据 10.8 17.50 1.00 29.30
总计 3836.43 35.66 6921.28 64.34 60.00 10817.71

性别和年龄（经理）

年龄区间 女性 % 男性 % 未知 总计
15–30 29.00 1.68 35.00 2.03 64.00
31-50 367.65 21.29 788.8 45.69 6.00 1162.45
51-70 126.90 7.35 377.25 21.85 504.15
无效数据 2.00 0.12 2.00
总计 523.55 30.32 1203.25 69.68 6.00 173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