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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ANGLEPOINT 

ASSET 

MANAGEMENT 

LTD 

Gorlen 

Zhou 

Wellington 

Management 

Company 

Terry Chen 

APG 

Investments 

Europe 

Gary Ng 
Mirae Asset 

Management 
Celia Qiu 

Marshall Wace 

Asset Mgmt 
Cathy Xie UBS  Nick Ding 

Nan Shan Life 

Insurance Co Ltd 

Shasta 

Peng 

Fuh Hwa Asset 

Management  
Wilson Chai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 

Ashley 

Sun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Gareth Pan 

Rockhampton 

Management HK 

Ltd 

Virginia 

Yiu 

Mirae Asset  

Management 
Marcus Chu 

兴华基金 高伟绚 中加基金 王梁 

中海基金 夏春晖 国君资本 楚刚 

南方基金 熊琳 海富通基 刘文慧 

广东恒昇 罗娟 中国人寿 张振 

人保资产 王高伟 广发 朱平 

中银资管 张丽新 中阅资本 樊淑娟 

兴业基金 高圣 巨杉投资 周诚 

北京钰阳 高嵩 物产中大 李广赞 

中信建投 周户 方圆基金 周浩 

信达澳银 马绮雯 中欧基金 王晓宇 

北京联创 甄荣军 中银资管 刘先政 

财通证券 杨旌 中欧瑞博 李镜池 

深圳三木 涂俊辉 银河基金 江宇昆 

华西证券 马行川 红土创新 汪国瑞 



深圳尚城 杜新正 上海盘京 崔同魁 

TAIKA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泰康资

产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 

杨阳 申万宏源 张立平 

浙江浙商 叶方强 华夏基金 胡斌 

东吴基金 朱冰兵 山西证券 张宇滨 

中邮基金 俞科进 鸿盛资产 丁开盛 

韶夏投资 吴登演 农银汇理 高付 

农银汇理 刘攀 中信资管 忻子焕 

厦门财富 戴俊清 太平基金 史彦刚 

兴银理财 江耀堃 仰星 黄生 

深圳市中欧瑞博 杨孟哲 瀚龙宏奕 邓湘伟 

九泰基金 邓茂 恒识投资 颜彦 

汇华理财 王国强 上海天猊 曹国军 

睿新（北京）资

产 
杨湘云 长盛基金 杜昊 

上海留仁 严舰 中信保诚 邹伟 

钜米资本 周宜凯 东证自营 尹伊 

国信弘盛 杨嘉 东吴基金 张浩佳 

海之帆投资 潘建平 金元顺安 侯斌 

淳厚基金 刘俊 中银资管 宋方云 

北京涌金 季保安 横琴人寿 郭雅绮 

长城财富 胡纪元 上海沃胜 魏延军 

华安基金 梁艳萍 宏利资产 廖馨 

兴全基金 赵随 北京鸿道 於采 

浙银富海 陈聪 上海昶元 何方圆 

方正证券 黄鹏 中银证券 郝子禹 

上海聆泽 翟云龙 山西证券 蔡文 

北京旭日 李凯 上海荷和 盛建平 

郑州云杉 李晟 中融汇信 高凡博 

留仁资产 刘军港 广州市航 麦浩明 

杭州玖龙 陈柯杰 招商基金 李崟 

北京明澄 侯子骄 兴全 程子旭 

光大兴陇 黄浩 合煦智远 程卉超 

沣杨资产 丁凌霄 上海辰翔 周胤杰 

长江资管 徐婕 北京擎天 杨文静 

华宝信托 顾宝成 深圳华镇 刘二杰 

方正证券 王晨宇 山东银企 卢伟 

淡马锡 夏璐 惠州南方睿泰 赖旭明 

中植启星 高永涛 玄元投资 贺佳瑶 



平安证券 李峰 东吴基金 陈军 

东海基金 刘欢宇 
中国人民养老

保险 
吴  强 

上海晟盟 黄思琴 西藏东财 包戈然 

淡水泉 林盛蓝 国华兴益 赵静盟 

财通证券 王拂林 中信保诚 金炜 

睿远基金 钟明 中银理财 李心安 

兴华基金 高伟绚 中融汇信 朱岩 

财通证券 郭琦 浙江浙商 叶方强 

杭州巨子 诸文洁 大家资产 赖鹏 

嘉实基金 刘晔 永赢基金 任桀 

兴银基金 蔡国亮 弘毅远方 赵阳 

江苏瑞华 秦军 海富通基 黄强 

宁波幻方量化 张萌宇 兴证全球 陆士杰 

华泰柏瑞 曾懿之 兴证全球 王品 

北京泓澄 刘竞远 嘉实基金 何鸣晓 

德邦证券 顾旭俊 

PICC 

INVESTMENT 

FUND SPC 

王楠 

长信基金 范阳 溪牛投资 郭志江 

华夏基金 郭琨研 天安人寿 刘谦 

国都证券 王义 财信证券 陈博 

新华基金 赵强 北信瑞丰 石础 

浙江旌安 孔凡熔 兴证全球 沈度 

Polymer Capital 

Management 

(HK) Limited 

恩奇 招银理财 赵杰 

Grand Alliance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yuki 北京宏道 程伟庆 

宁银理财 毛子瑞 中信建投 刘畅 

融通基金 何龙 华能贵诚 何菲 

上海鲸航 岳政 华能贵诚 赵文 

厦门金恒 钱玥 信银理财 忻子焕 

上海景林 孙玮 天弘基金 张磊 

上海景林 钱炳 兴证全球 陈宇 

浙江韶夏 施慧 上海彤源 张乐 

长江证券 冯源 创金合信 李江 

基石资产 高尚 华能贵诚 郝晨光 

广发基金 张建宾 申万宏源 吕磊 

鹏扬基金 李沁 北京和聚 马蘅 

Green Court 

Capital 
徐睿艺 杭州玺岸 张振樑 



Management 

Ltd 

上海景熙 叶梦伟 兴合基金 梁辰星 

杭州宇迪 陈杰 海通证券 何粮宇 

中荷人寿 张文倩 
通用技术集团

投资 
蒋春婷 

上海世诚 宋晓琳 万和证券 田明华 

惠理投资 廖欣宇 北京比特 李翔 

北京鸿道 方云龙 中意资产 胡祖嘉 

大成基金 于威业 浙江韶夏 范薇 

上海利幄 孟舒豪 上海磐稳 裴亮 

Cephei Capital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LiuJing 上海汐泰 陈梦笔 

北京比特 华毅 招商证券 李龙峰 

恒安标准 冯姝彦 泰康养老 史霄鸣 

北京致顺 朱贺凯 海富通基 白晓兰 

五矿国际 张海涛 杭州东方嘉富 周辉 

Brilliance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Yujing 

Hu 
  

新华资产 陈朝阳 民生加银 王晓岩 

韶夏 叶柱良 招商基金 杨成 

民生加银 孙伟 永安国富 徐小明 

富安达 沈洋 上投 张文峰 

长信 陆晓锋 中银国际 常思远 

华宝基金 楼鸿强   

申万宏源 蒲梦洁 上海朴石 冯东东 

上海潼骁 王喆 OCTO Rivers 胡金戈 

泰康资产 
Jerry 

Yang 
华泰证券 万义麟 

信达证券 雷茜茜 工银瑞信 马丽娜 

方正证券 黄鹏 太平洋保险 王晶 

鹏华基金 张朱霖 光大兴陇 黄浩 

创金合信 李晗 明河投资 姜宇帆 

沣杨资产 赵高尚 趣时资产 滕春晓 

中海基金 夏春晖 富荣基金 李延峥 

Value Partners 廖欣宇 上海理成 孙兴华 

亘曦资产 朱登科 上海慎知 杨子霄 

三星资产 

冯晨

Feng 

Chen 

长信基金 孙亦民 

上海名禹 王友红 光证资管 刘一鸣 



兴证证券 王正 华夏财富 程海泳 

泰信基金 董季周 华宝信托 顾宝成 

上投摩根 翟旭 东方证券 翟淑星 

华夏基金 陈斌 东证期货 崔健 

浙江韶夏 王欣 诺德基金 黄伟 

信泰人寿 余汉松 ICBC 工银资管 周振立 

招商信诺 林威宇 趣时 章秀奇 

前海联合 胡毅发 安信基金 陈鹏 

世诚投资 周捷 中荷人寿 张作兴 

东方阿尔法 潘登 上海人寿 杨红杰 

鲍尔太平 周俊恺 信达澳银 王辉良 

东方证券 蒋蛟龙 诺安基金 简牮 

人保资产 张海波 民生加银 于善辉 

中航基金 郑常斌 金信基金 谭佳俊 

上投摩根 杨鑫 
Fullgoal Asset 

Management 
Mingda Kai 

申万宏源 Angel Yu 格林基金 宋宾煌 

蓝藤资本 Bob Hu 国融基金 汪华春 

东方证券 惠博闻 东方红 张明宇 

睿新（北京）资

产 
杨湘云 安信证券 胡红伟 

中海基金 姚炜 群益投信 谢天翎 

King Tower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Wise LYU 上海沣杨 王志强 

中信建投 黄旭 汇添富基 饶云飞 

国都资管 杨鹏飞 华富基金 傅晟 

华泰柏瑞 沈雪峰 嘉实基金 张玮 

仁布投资 袁祥 东吴基金 欧阳力君 

青岛朋元 秦健丽 国元证券 胡爱军 

RS Investment 

Management 
Rex Chen 

Auerbach 

Grayson 
Richard Cheng 

西藏源乘 胡亚男 韩国投资信托 Liu Zhuo Yu 

杭州兴健 柳韩民   

安徽国富 黎焜 东方证券 谢忱 

博时基金 周龙 华泰资产 晏英 

长安基金 徐小勇 优益增投资 范院勤 

东证自营 朱凌昊 上海重阳 陈心 

天合投资 白永平 浙商资管 鲁立 

建信理财 范明 新华基金 张  霖 

浙江韶夏 陈莉莉 上海保银 柳文渊 

禹合资产 丁凌霄 人寿资产 徐宝龙 

光大证券 张曦光 国金基金 程子旭 



浙江观合 尚鹏岳 上海景林 徐伟 

上海君犀 赵俊 国信资管 刘慧慧 

东方证券 宋鑫宇 和谐汇一 章溢漫 

东方证券 浦俊懿 安信基金 沈明辉 

东方证券 杜云飞 中银证券 王晓莲 

华安基金 袁祥 中银证券 杨思睿 

华安财保 李阳 宝盈基金 张仲维 

中银证券 刘桐彤 拾贝投资 杨立 

百年资管 祝景悦 新华基金 王浩 

景泰利丰 吕伟志 西部利得 温震宇 

Grand Alliance 

Asset 

Management 

Yuki You 山西证券 吴桐 

WT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Norman 

Ye 
上海冲积 桑梓 

安信证券 林芸 上海峰岚 朱曦 

安信证券 马绮雯 上海光大 李行杰 

百年保险 冯轶舟 上海国泰君安 刘强 

宝盈基金 郭党钰 上海和谐汇一 章溢漫 

鲍尔赛嘉 周俊恺 上海景领 冯珺 

北京京瑞丰年 杨栋锐 上海聆泽 朱伟琪 

北京清和泉 程伶君 上海南土 黄文睿 

北京橡果 胡正洋 上海朴信 朱冰兵 

博道基金 高笑潇 上海人寿 刘俊 

博道基金 张斌 上海汐泰 陈梦笔 

博时基金 金欣欣 上投摩根 杨鑫 

财通证券 陈修能 申万宏源 黄招腾 

财通证券 郭琦 申万宏源 罗泽兰 

创金合信 李龑 深圳前海 陈唯伟 

鼎晖投资 黄彦婕 深圳私享 曾洁 

东北证券 程威华 四川发展 高大斌 

东北证券 吴雁 四川发展 张立平 

东方阿尔法 潘登 天弘基金 杜昊 

东方阿尔法 张绵 天津远策 张晓宇 

东方证券 尹伊 天治基金 陈付佳 

东吴基金 欧阳力君 天治基金 周申力 

东亚前海 陈旸 统一证券 林睿廷 

福建泽源 揭鹏力 万家基金 胡文超 

福建泽源 钟宁 万家基金 莫海波 

富荣基金 李延铮 万联证券 黄超 

工银瑞信 黄骁 西部证券 翟伟 

观富（北京）资

产 
张文倩 西藏隆源 夏智伟 



观富（北京）资

产 
祝景悦 新疆前海 胡毅发 

国华人寿 陈图南 信达澳银 伏涛 

国金基金 边广洁 信达澳银 李琳娜 

国任财产 张福基 信泰人寿 刘跃 

国融证券 王林 星际投资 曾嘉博 

国泰人寿 陈威佑 兴华基金 高伟绚 

国泰人寿 刘庭佑 兴业证券 陈鑫 

国泰人寿 杨旻宪 兴业证券 蒋佳霖 

杭州亘曦 叶树昌 兴业证券 李秋平 

杭州宇迪 陈杰 兴业证券 龙雷 

和谐健康保险 郝鹏 兴业证券 求培培 

红塔红土基金 李绪凯 兴业证券 孙乾 

宏利资产 廖馨 兴业证券 王悦君 

鸿盛基金 丁开盛 兴业证券 袁亮亮 

华金证券 费霆 兴证国际 刘思岐 

华润元大 苏展 兴证全球 谢书英 

华泰柏瑞 吕慧建 兴证证券 王正 

华泰证券 万义麟 亚太财产 刘强 

华泰资产 晏英 永安财产 马步川 

华夏基金 胡斌 长江养老 高观朋 

华夏久盈 翟宏旭 长江养老 钱诗翔 

惠升基金 陈桥宁 长江证券 杨书权 

惠升基金 彭柏文 长江证券 张聪 

惠升基金 王矗 长江证券 冯源 

嘉实基金 胡涛 长江证券 肖知雨 

嘉实基金 刘岚 浙江浙商 叶方强 

嘉实基金 齐海滔 中国国际金融 周文菁 

建信保险 孔硕 
中国人民养老

保险 
李金阳 

建信理财 项艾琳 中国银河 黄格非 

交银人寿 周捷 中国银河 李泉 

金牛资管 陈夙雨 中国银河 翁林开 

金信基金 周余 中融汇信 李朝峰 

九泰基金 邓茂 中融汇信 朱岩 

开源证券 刘坤 中泰证券 戚友石 

开源证券 时维佳 中信建投 谢玮 

蓝藤资本 Bob Hu 中信建投 周紫光 

明亚基金 陈思雯 中信建投 黄磊 

南华基金 姜瑛 中信建投 惠浦 

诺德基金 周建胜 中信建投 杨睿琦 

诺德基金 朱红 中信期货 刘颖 

鹏扬基金 罗成 中银国际 刘航 

平安证券 王炀 中银国际 肖宛远 



瑞达基金 李湧 中邮人寿 张雪峰 

山西证券 蔡文   

TCL 尤娜 诚通基金 徐丽丽 

招银理财 赵杰 Janchor 马家琪 

利为投资 黄晨阳 诚通基金 肖曼 

华夏 席博慧 
Wellington 

Management 
Gloria Ouyang 

浙江韶夏 潘旭江 

NATIONAL 

PENSION 

SERVICE (KR)  

Minkyung Kim 

建信基金 左远明 KB SEC  Jooeun Lee 

富安达基 梁川 Smilegate AM Hyunji Kim 

百年保险 祝景悦 Smilegate AM Young Kim 

Pinpoint 
James 

Zhang 
HANWHA AM Grace Gao 

安信证券 赵阳 上投摩根 孙芳 

安信证券 袁子翔 广东雷石 孙婷婷 

深圳市金斧子资

本 
汪大明 杭州优益 吴青树 

循远资产 刘勇 淳厚基金 陈基明 

上海聆泽 翟云龙 沣京资本 郝程程 

沣杨投资 赵高尚 北京诚盛 康志毅 

中信证券 罗毅超 兴业基金 姚明昊 

浙江韶夏 韩潇 北京疆亘 姜园园 

北京泓澄 刘竞远 上海璞醴 袁颖 

上海光大 李行杰 汇丰晋信 胡连明 

上海致君 于进杰 光大信托 黄浩 

上海混沌 张旭东 东方阿尔法 潘令梓 

安信证券 熊迪玮 广州瑞民 黄鹏 

上海仁布 袁祥 长城财富 杨海达 

厦门坤易 徐阳升 深圳泽正 李屹东 

上海和谐 章溢漫 东方阿尔法 潘登 

上海利幄 孟舒豪 东方基金 朱翔 

上海明河 姜宇帆 上海德邻 何开放 

珠海昀岫 梁浩然   

鹏华基金 张雷 新华基金 赵强 

南华基金 刘斐 兴业资管 顾伟 

红土创新 谭权胜 诺德基金 黄伟 

睿扬投资 高付 诺德基金 周建胜 

敦和资产 诸文洁 华夏基金 李明斯 

上海潼骁 王喆 北京鼎萨 刘寻峰 

嘉实基金 刘岚 前海开源 徐立平 

韶夏投资 韩潇 汇丰晋信 郑宇尘 

西部证券 翟伟 弘尚资产 周晨 



诺安基金 张强 平安资产 贝永飞 

凯石基金 王磊 国泰基金 谢泓材 

国寿安保 李捷   
 

时间 2022 年 06 月 01 日-6 月 30 日 

地点 电话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秘、CFO 王焕欣 

董事长助理 投资总监 Rick MI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问答 

1. 随着汽车智能化发展, 出现了越来越多全新体验的智能座舱方案和

技术。请介绍一下公司最新智能座舱方案的进展情况? 

答:  

随着用户需求的多样化, 我们基于 SOA(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即

面向服务的架构)的架构，引入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 

的商业模式, 一方面为用户提供沉浸式的娱乐空间，满足用户情感

化、个性化场景和多模态交互的需求。同时为主机厂提供自研空间，

创造无限可能。 

现在的座舱方案充分发挥高通 SA8295 在算力、图形、图像处理等方

面的突出性能，打造了包含数字仪表、中控娱乐、副驾娱乐、双后座

娱乐、流媒体后视镜和抬头显示器的一芯多屏智能座舱域控。主要的

功能亮点包括: 通过 SA8295 优异的 AI 算力和多摄像头支持能力，实

现了低速辅助驾驶与座舱域的融合，从而更好地支持 360°环视和智

能泊车功能；而 SA8295 在 Security & Safety 方面的新特性，为智能座

舱带来了用户数据加密、存储安全、功能安全，车到云安全等全方位

的安全防护。 

支持全屏幕场景的多屏联动技术可为用户提供更多元化以及更智能的

沉浸式交互体验，Kanzi One 为智能座舱解决方案带来了电影级视觉

效果的 3D 设计以及前所未有的人机交互体验。该产品可与安卓系统

（Android）完美兼容，并具有功能强大的专业汽车图形引擎，以及全

新 UI（User Interface）工作流程，可大幅提升开发效率。另外，智能

座舱所采用的一站式投屏解决方案，在业内首次集成了 CarLink，可全

方位满足消费者对于汽车多元化的智能需求。 

 

2. 在软件定义汽车的背景下, 如何看待在智能汽车 OS 领域长期的布

局和业务增长的驱动力?  

答: 智能网联汽车操作系统是“软件定义汽车”的软件基础设施，承

载所有软件、应用、服务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我们的优势在于深耕

汽车软件市场近十年之久，在智能汽车操作系统、3D 引擎、机器视

觉、语音及音频、自动化测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产品和技术经验。 

在智能座舱领域, 智能座舱解决方案基于智能汽车操作系统，将信息

融会贯通起来，连接智能座舱里面的仪表、中控、音响、车联网等，

实现统一的用户体验。同时, 以智能座舱域为基石，大力拓展智能驾



驶领域以及提供跨域融合的一系列软件解决方案。致力于打通智能驾

驶域、智能座舱域等多域融合的底层软件，以“整车 OS”的形态提

供完整、开放、可拓展的解决方案。 

 

软件定义汽车是建立在网联化和数字化的基础上，来实现汽车的智能

化。所谓的智能化, 是以算法为基础, 算法由软件来实现，通过软件来

实现所有的数字化。即: 所有的传感器信号，通过模拟转数字。然后

通过数字运算，通过数字转模型，驱动电信号去做机械控制。软件算

法非常灵活, 属于一种模型算法，通过改变算法公式，就能够实现模

型的多样化，从而打造千人千面，千车千面的多样化,智能化需求和体

验。汽车的智能化还处于长周期的快速迭代发展阶段, 软件成为推动

汽车智能化发展的关键核心。作为一个大时代的开始, 软件的需求就

是一个长周期的事情。这几年在 BOM( Bill of Material,即物料清单)里的

成本，软件成分急剧上升。如果说 2000 年还在 20%左右，预测到

2025 年会到 30%、2030 年到 50%左右。另外还包括上市量产车型的

软件升级，软件迭代更新等需求。所以, 软件创新之路还很长远且无

止境。 

 

3. 公司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最新进展情况 

答: 2021 年成立的苏州畅行智驾公司, 定位为自动驾驶域控制器和新一

代 CCU(中央计算平台)，承载创达进军自动驾驶和未来 CCU 市场。如

今, 畅行智驾公司在产品研发、客户开拓都在顺利有序地进行。同时, 

高通也入股苏州畅行智驾,持股 13.11％。 

 

4. 边缘计算是近年较为火热的新发展方向。随着 AI 与 5G 技术的逐渐

成熟和普及，全球物联网设备及数据量呈几何级增长，为边缘计算的

需求带来高速增长的态势。请介绍一下公司边缘计算的产品进展和业

务布局?  

答: 边缘计算相对于中心云计算，可以提供更低的时延、更好的可靠

性、安全性和扩展性。边缘计算存在巨大的机会。第一, 数据有实时

性的需求; 第二, 现在的计算是智能设备之间，物和物之间的相互感

知, 相互传递信息。重要的信息包括视频、图形图像处理等。因此对

带宽要求非常高, 而整个网络无法承载这样的数据; 第三, 从计算效率

来说, 数据不可能都传到云端。因此, 边缘计算会在很多场景发挥作

用。在应用场景落地的时候，存在大量定制化的要求。面对碎片化的

市场需求，以及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中科创达在边缘计算市场中有自

己独特的竞争优势。 

 

面向边缘场景, 公司提供一站式 AI 解决方案，涵盖完整的边缘计算产

品与平台，比如: 面向不同场景的边缘智能站系列，边缘组件 TurboX 

Edge OS，Rubik Studio 云平台和丰富的行业应用算法。在“边缘

端”，推出的专为边缘计算应用场景设计和研发的系列软硬件一体化

产品-EBX 边缘智能站，其算力可覆盖从 1.7TOPS 到 85TOPS，视频解

码最高支持 64 路 FHD，并支持 4G/5G，WiFi，Ethernet，可以适应用



户不同的网络接入需求。此外，边缘智能站产品采用了工业级设计，

具有结构坚固、性能稳定等特点，可满足客户对室外、室内不同的环

境中边缘应用的快速部署需求。在“云端”，推出了 Rubik Studio 云平

台，可提供数据标注，AI 模型开发、设备管理，应用管理，算法部署

等的全流程一站式解决方案。 

 

公司的一站式边缘智能解决方案，可广泛应用于生产制造、交通运

输、商超零售、电力能源、医疗保健、自动驾驶、智能楼宇等领域，

从而帮助不同行业客户快速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5. 在人员规模快速发展中, 公司如何有效管理人员组织的扩张和组织

管理半径?  

答: 领先的智能 OS(操作系统)产品技术, 得益于智能化的组织效能。

中科创达是 OS 产品和技术公司, 经过多年发展, 也已经形成了 OS 的

智能化组织。从系统层面来看, 作为管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资源的中

枢，操作系统的存在使得用户能够灵活、高效地使用计算机。从组织

形态来看, 进入智能时代，公司不仅成为了全球领先的智能操作系统

产品和技术提供商，更重要的是，作为创新型企业，也形成了“操作

系统型”组织。智能化 OS 的组织形态, 是公司应对人员扩展所带来

的管理风险, 管理挑战和持续提高经营效率的关键。 

 

举例来说, 操作系统是复杂的，随着交互方式的改变，代码行数也在

指数级增长。和操作系统一样，公司也是一个复杂系统。比如我们是

一个由 12,000 多人构成的复杂系统。基于飞书的数据粗略统计，每一

天，来自 10 多个国家和 40 多个城市的员工，会发出近 43 万条消

息，组织约 3200 场会议，发布 2000 多个文档，进行 100 多场面试。

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灵魂’--那就是操作系统。同时我们也把

‘操作系统’的思想赋予到组织管理模式的内在逻辑中”.操作系统通

过很多的进程和线程来管理调用资源，让资源协同来处理一个共同的

任务。而在公司内部，就用 OS 思维和架构，为所有人搭建了一个有

组织的操作系统大平台，承载着所有团队的高效运行。在组织运行的

机制中，致力于把每一位员工的能力和小团队的效能发挥到极致。 

得益于智能化 OS 的组织体系和机能，创达在全球化组织管理和运

营，工程师组织和文化建设、产品和技术创新、供应链管理等多方面

积极进取、稳步前行。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 年 07 月 0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