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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artwork 
and minimum sizes  

To ensure consistent legibility and clarity of all  
HM Government identities and their use of the  
Royal Coat of Arms, insignia or badges, there 
are several versions of each identity. Each  
version has refined the symbol to enhance its 
usage with certain media or at its stated size.

Maximum and minimum sizes refer to the 
width or height of the Royal Coat of Arms, 
not the identity as a whole. Identities using  
different symbols will have their own guidance.

The identityís application will dictate which  
version of the artwork should be used:

A.  Detailed artwork in which the large version  
of the Royal Coat of Arms is used for media 
that needs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reproduction. Minimum width of 20mm.

B.  Small artwork in which the reduced version  
of the Royal Coat of Arms is used for small 
printed items such as business cards or  
for larger digital use. Minimum width of  
5mm or 60 pixels.

C.  Digital artwork in which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Royal Coat of Arms is used online 
or with mobile devices. For use at 50 to 30 
pixels high. 

A.

B.

C.

Identity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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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已宣布推出全面资助方案，支持对零排放汽车的研	
究、开发和工业化。这将加快电动汽车供应链扩展到全球的速	
度，使总部位于英国的制造商能够服务全球市场。

这笔资金建基于英国显著的工业和学术优势，以及迄今为止的	
可观投资，投资涵盖的领域包括先进技术和制造业、技能、英国	
市场开发，以及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富有活力和成效的	
合作伙伴关系。

全球正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	气候变化的影响、未来的贸	易
关系以及社会的运作与合作。英国致力于创建一个繁荣、	清
洁，并且在全球数一数二的电动汽车行业，这种决心在如	今更
为重要。

我们邀请您来研究英国能提供什么，了解我们投资的成果，与	
我们的专家见面，并感受我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

汽车电动化– 
在英国建立您的业务
汽车行业正在向电动化转型，这为供应商带来巨大商机。英国政府长期致力于在设计、制造和采用零	
排放汽车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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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邀请您来研究英国能提	
供什么，了解我们投资的成	
果，与我们的专家见面，并感	
受我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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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通往把握英国汽车电动化商机的大门
我们已有一套有竞争力的资助方案，无论是寻求资金的初创企业，还是希望提高产能、利用英国	
深厚专业知识来开发新产品的老牌企业，都能受惠。英国先进推进中心	(APC)	由商业、能源和产	
业战略部和汽车委员会资助，已经作为英国政府的交付合作伙伴为该资助方案提供资金。我们与	
国际贸易部合作，共同提供资金，以确保项目迅速推进，使得公司能专注于核心业务。

高级推进中心
先进推进中心推动技术产业化的进程，而技术产业化有助于制	
造净零排放汽车。这是英国政府承诺在2050年之前终止英国对	
全球变暖造成不良影响的关键。

自2013年成立以来，先进推进中心已经资助113个低碳项目，涉	及
290多个合作伙伴。这些项目中开发的技术预计将减少2.25亿	吨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880万辆汽车的全生命周期排放	量。

先进推进中心的项目也产生了经济效益。受资助公司的营业额

增加了14至17%，新增工作岗位增加了8至10%。这些因素加在	
一起使总增加值上升了17%。

在创建合作项目和为合作项目提供咨询方面，高级推进中心凭	
借其深入的行业专业知识和新推进技术的前沿知识，协助项目	
更快启动并提供更多价值。

先进推进中心不只影响了它所资助的项目。我们通过利用来自	
整个社会的专业知识，鼓励合作和推动创新，从而确保新兴的

英国低碳动力总成行业有了实现长期成功的基础。

先进推进中心已经就一系列广泛使用的技术路线图和英国供	
应链中对电动化重要的优先商机达成行业共识，以帮助组织	识
别和投资于未来商机。

先进推进中心计划在未来对环境和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扩大	
其活动使英国成为零排放车辆生产的核心国家，建立充满活力	
的英国汽车供应链，并促进英国向零排放的过渡。

	 @theapcuk
	 Advanced	Propulsion	Centre	UK

+44	(0)	2476	528	700
info@apcuk.co.uk
www.apcuk.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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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电动化
英国正向供应链提供资金，以实现人们的出行电动化未来。政府已经宣布	
将高达10亿英镑的资金用于支持对新设施和研发的资本投资。各政府	组织	
正在通力合作，以提供行业得以快速发展和获得持久成功所需的支持。

长期致力于制造零排放汽车
在《2040年未来移动出行愿景》中，英国政府表示将长期致力于在设计、制造和采用零排放汽车方	
面走在世界前列。

2019年，英国承诺要在2050年之前终止对全球变暖造成不良影响，是世界上首个做出此承诺的	主
要经济体。英国将重点致力于使移动出行更清洁。英国政府至今已投入近15亿英镑以兑现承	诺，
其中10亿英镑用于支持汽车行业低碳项目的高度协作、在英国发展和运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	技
术和制造工艺，并使用其他资金刺激消费者对新汽车的需求和建造新型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构建全面的供应链和未来工厂
下一阶段将主要投资于扩大制造规模和延伸供应链，以满足汽车及其他领域广泛客户群的需要。	
英国采用了欧洲最全面的做法，不仅确保了电动汽车行业繁荣所需制造供应链的所有要素，而且	
提供了广泛和综合的持续支持方案。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成为电动汽车设计、开发和制造的全球领导者，以及供应链的首选地点。

汽车转型战略
汽车转型计划旨在支持英国电动汽车供应		
链的大规模工业化。

该项目的资金将支持在英国具有重要战	略
意义的资本和研发投资，并将首先帮助	涉
及电池、电机和传动装置、电力电子元	件、
燃料电池和循环利用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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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的巨大商机
据估计，到2030年，随着经济形势迅速改善，以及因对更清洁技术的	
大力监管而导致的对内燃机汽车销售限制，欧盟销售的所有新乘用	
车都将实现某种形式的电动化。

供应链产能快速增长
未来电动汽车的供应链将被本地化，以确保它们具备高效益低成本和竞争力。目前，欧盟	
内的供应商在全球供应链产能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总体而言，这种产能需要在未来5年	
增加5到10倍，这对欧盟市场的供应商来说是大好商机。

英国的客户群广泛，来自世界各地
英国的供应商处于有利地位，可以从这种增长中获益。目前，英国每年制造130万辆汽	车，
其中100万辆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地区。英国的四家制造商也生产了7.8万辆商用	车。

我们拥有8家大巴和长途汽车制造商，以及60多家专业和小众汽车制造商，包括一些领先	
的高端品牌。

面对电动化汽车激动人心、商机丛生的未来，供应商必将获益，而本文详述了英国是供应	
商理想选地的原因。

到2025年，英国市场参与者将有机会发掘240亿英镑 
的商机

对总部设在英国的公司来说，车辆向零排放转型意味着眼前有大	
好商机。一份独立的分析报告指出，到2025年，英国电池、电机和	
电力电子元件领域的潜在市场价值将达到240亿英镑。

120亿英镑电池

100亿英镑

20亿英镑

240亿英镑

电力电子元件

电机

来自英国的商机价值至少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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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制造业务
英国是经商便利度最高的欧洲主要经济体，拥有熟练灵活的劳动力，有能力吸引顶尖人才，并为	
外国企业提供优厚的激励。我们是汽车和技术的主要出口国，有着悠久的国际合作历史和无与
伦	比的吸引外资能力。

值得青睐的投资地点
英国是七国集团中企业所得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研发税收	
抵免占合格支出的12%。股息不需预扣所得税，这意味着净	
利润允许被汇回海外股东手中。这种有利于投资的环境意味	
着，英国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方面的能力领先欧洲，在	
2019年获得的价值超过了法国和德国的总和。

建立英国人才基地
向零排放的过渡将对现有和未来的劳动力产生重大影响。汽	
车行业正与英国政府积极合作，支持汽车制造商和更广泛的

供应链制造水平技能的转变。英国享誉世界的灵活劳动力、	
稳固的劳资关系和汽车行业的高生产率，将确保该行业能够	
充分利用现有的商机。

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
我们相对紧凑的地理位置以及完善的公路、铁路和港口网	
络意味着我们交通便利、可以共享创意和有效协作。不仅
如	此，我们还可以快速进入国际市场，为生产和供应提供高
效	支持。

制造场地选择
英国政府已经在英国各地确定并评估一系列潜在	
的制造场地，以供那些希望进一步发展或开展新	
业务的企业考虑。这些制造场地根据以下几个方	
面划分:可用性和规划状况、场地大小、可用劳动	
力情况和成本、交通便利性(公路、铁路、海运和空	
运)、与主要代工生产商和重要供应商的距离，以	
及低成本绿色能源的提供情况。

在英国投资的公司当然希望自己对潜在选址场地	
进行评估，我们十分欢迎您给我们机会与您讨论	
您的确切需求，并帮助您找到最佳地点。我们已经	
在推进与地方当局的准备工作，以确保在选址后	
能尽快开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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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快速发展
虽然制造电动汽车使用的机械零件比现今的汽车少，但它们需要大量新的电气和电子部件。支撑电气化的核心技术，也就是电力电子、电机、传	
动装置和电池，仍需取得重大进展，方可满足制造商和客户对性能改进的要求。这些技术进展需要与高度自动化制造业的创新相匹配。英国有	
几个项目直接加速了低碳推进技术的实现。

电池工业化
英国电池工业化中心将使英国的工业能够在维护和	发展其知
识产权的同时，扩大规模并将对电池开发和	制造至关重要的
先进技术商业化。该机构最初将重点	放在汽车行业，积极参与
未来移动出行挑战计划，并将	在整个行业中竭尽全力，支持整
个英国供应链。该机	构将创新概念转化和实现大规模生产。

PEMD卓越中心
英国政府最近宣布对四个卓越的电力电子元件、电机和传动	
装置	(PEMD)	工业化中心提供支持。这些中心将配备最先进	
的设备，以加快电气化技术的设计、开发、测试和制造，不仅	
在汽车领域，而且在海洋、能源、铁路和工业等其他领域。

加速创新
英国九个技术和创新中心	(Catapults)	将极具潜力的创	意
转化为新产品和服务。在这些技术和创新中心，英国最	优
秀的企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并肩工作，进行后期研发。其	中
一些技术和创新中心正在电气化相关领域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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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合作
先进推动中心推动英国政府、工业界和学术界在低碳	
推进技术领域进行合作。该机构的贡献无可取代—	在	
最初的六年里，它提供了超过10亿英镑的资金，并为涉	
及290多个合作伙伴的113个项目提供了相应的产业	
投资。这些紧密合作的项目加速了低碳技术从研究到	
商业化的发展进程。

投资于英国的公司将因为合作意愿和独特	商机而获
益，这些独特商机是在发展中的供	应链携手解决共同
挑战时所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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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碳速度最快
自2000年以来，英国便是20国集团中低碳转型速度最快的国家。英国承诺在
2011	年全面实现电网的脱碳，并正在实施资金和监管改革，以鼓励整个能源行
业的	脱碳。英国计划在2025年前关闭所有剩余的燃煤电厂。这些措施将为欧洲提
供	一些碳排放最低的电力，使英国成为投资发展清洁低碳技术的最佳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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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洁、更环保的未来
在20国集团中，英国的脱碳速度最快，此外英国认识到具有竞争力	
的价格和低碳电力的重要性。在监管机构制定政策评估汽车对环境	
和气候变化的全生命周期影响时，英国也能提供关键的专业知识。

环保而具竞争力的能源
对电力成本的补偿大大提高了产业竞争力。传
统	而言，汽车制造业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电动
汽	车制造商正意识到，供应链的能源强度将成为
比	劳动力成本更重要的总体成本决定因素。

英国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制造企业可以降低能源成
本。	对符合能源强度测试条件的企业减免20	-	25%
的成	本，使得英国的绿色电力成本与大多数其
他	欧洲主要经济体的基本工业电力成本相当。

生命周期评估 (LCA)
旨在解决汽车对环境和气候变化影响的政策历来
都	把重点放在减少尾气排放上。这可能会导致意想不
到	的后果。例如，使用如碳纤维等轻质材料可以减少
燃	料消耗，从而降低尾气排放。然而，它们生产和回收
的	能源密集性质可能会增加整体的隐含碳排放量。

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越来越有可能寻求一种考虑汽车	从
生产、使用到废弃全生命周期的方法。英国对其电力	部
门排放的快速脱碳和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将大大降

低未来不可预见的碳相关成本的风险，并成功解决客户	
和终端用户降低低排放汽车“隐含二氧化碳”的需求。

英国在这一领域拥有关键的专业知识。它支持欧洲委员
会和	其他国际组织评估车辆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环
境影响，以	便更好地向决策者提供信息。英国可持续发
展和循环经济研	究中心正在支持制定生命周期评估方
法，并制定为缓解气候	变化政策提供信息的标准。	



20

专业和创新

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
英国有着繁荣和多样化的创新公司和大学生态系统，为电气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在电力电子元	
件、电机和传动装置、电池技术和燃料电池方面有相当多的专家。这些专业知识大多建立在化工供
应	链和能源转化技术等领域的长期工业优势之上，如今，这些专业知识不仅用于制造汽车，还用于
风	电、电网分配、铁路、航空航天和海洋等其他行业。英国是电动方程式赛车运动等成功项目的发源	
地，这项运动让英国得以向世界各地展示其创新能力。

高效的合作
尽管电动汽车的供应链在欧洲仍相对不成熟，但英国公司擅长与国内和国际伙伴合作，共同解决技
术	和材料问题。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卓越的深度研究和开发能力。这个由18所世界百强大学、14个研
究和	技术机构、20个主要的汽车研发基地组成的生态系统，繁荣、高度互联、地理位置紧凑，创造了
许多世	界一流的创新成果。

了解现有商机
先进推进中心委托对电池、电机和电力电子元件的价值	
链进行独立分析，为希望进军全球市场的英国公司确定	
最佳商机。任何在英国投资的公司都可获取此分析结	
果，并可通过先进推进中心的支持来建立合作关系。

以下几页重点介绍了英国的专业知识和创新领域。我们
很	开心有机会来展示英国能提供什么，并详细解释我
们发现	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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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子元件
英国在电力电子元件和变流技术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应用范围广泛，包括通信、电力传输	
和电气化火车。要优化电动汽车在功率、重量和续航里程方面的性能，就需要一种新型的高	
性能电力电子设备。这些设备将基于碳化硅和氮化镓等宽禁带半导体，它们将逐渐取代传统	
的硅基器件。英国拥有帮助企业大规模实现最佳新组件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关键构件。

贯穿供应链的创新
优化电动汽车内的电力电子元件设计有赖多学科团队协	同
工作，包括芯片设计师、封装设计师和系统设计师。对	于终端
客户来说，在晶圆水平上影响半导体的设计和制	造过程，以
及这些半导体集成到产品中的方式都至关重	要。

英国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显而易见—	主要的汽车	制造商已
经选择将他们电动方程式赛车运动系列的	研发和制造场地
设在泰晤士河谷沿岸。电动汽车供	应商有很多机会从英国尖
端技术的集聚中获益。

宽禁带半导体方面的专业水平
英国不断发展着由创新公司和大学组成的繁荣生态系统，
以	延展价值链的宽度、深度和能力，从而满足特定客户的需
求。	其中许多是可访问集群的一部分，这些集群擅长与全球
伙伴	一起工作。

南威尔士是CS	Connected的总部，这是一家世界级的集群，	
提供通过封装和包装从外延到晶粒制备的宽带隙半导体能	
力，吸引了来自英国和欧盟的大量资金。

汽车以外的需求
许多汽车行业的创新将适用于其他行业的电力应用，包括风	
力发电、电网分配、铁路、非公路、航空航天和海洋。不仅在	
部门内部，而且跨部门的组件、模块和设计方法的标准化工	
作正在进行中，这将为整个供应链中的公司带来更多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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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
欧洲是电气化的下一个增长市场，而英国是一个关键的推动因素。法拉第研究院	
(Faraday	Institution)	与麦肯锡能源洞察	(McKinsey	Energy	Insights)	和牛津大	
学	(Oxford	University)	合作预测，到2040年，全球对英国电池制造能力的年需求	
量为60-200吉瓦时—相当于4到13个电池生产工厂的运转，每个工厂的运作功率	
15吉瓦时。英国强劲的高档汽车行业将推动更大、性能更高电池组的需求。

强大的化工供应链
今天的锂离子电池60%的价值来自于化学物质，因此拥有一个有竞争力的本地供应链至关重要。	
英国政府要求对电池供应链进行全面分析，确定了对外来投资者可用的优势和商机。这表明，英国	
在支持大规模电池制造及其直接供应链方面处于有利地位。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个供应链非常	
耗能。而这将获得英国的低成本、低碳可再生能源路线图支持。	 	

优化重复使用和回收利用
报废电动汽车的数量目前很低，但随着销量增长，数量将会增加。许多电池将被二次应用，例如支持	
家庭能源存储。可以将电池中的有价元素回收再利用于新电池，从而提高供应的确定性。

法拉第研究所的锂离子电池重复使用和回收利用	(ReLIB)	计划旨在建立必要的技术、经济和法律	基
础设施，以确保锂离子电池在电动汽车中使用寿命结束时可被持续管理。

英国化工生产专业知识

淡水河谷 (VALE) 是世界上最大的镍矿公司，也是重要的钴矿公司。
该 公司在英国拥有一个约4万吨的高纯度镍粉精炼厂，也是欧洲的第
二 大精炼厂。目前，全球各大电池制造商都在使用该厂生产的电池级
粉 末和球团矿。

庄信万丰公司 (Johnson Matthey) 在电池化学领域领先全球市场，其 
阴极活性材料世界领先。其总部位于英国，在英国设有多处全球领先的 
研发中心和制造部门。

菲利普斯66公司 (Phillips 66) 是全球最大的人造针状焦生产商。其英 
国亨伯工厂是欧洲唯一的同类大型工厂，目前为中国电池市场供货， 
在中国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三菱化学离子解决方案公司 (Mitsubishi Chemical Ionic Solutions) 
作为仅有的两家欧洲厂商之一，已重启其庞大的电解液工厂，为多家电 
池制造商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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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
乘用车将越来越多地由电动马达驱动或辅助。基于工业电机的第一代车用电机正在迅速发展成	
为高效、高性能汽车专用电机。预计重型车辆也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电机，以提高效率。

历史优势
多年来，英国一直是动力总成的主要生产国。这些生产商及其	
供应商正在大力投资电机、电力驱动单元的研究和工业化。如	
今，英国拥有大量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电机开发商和生产	商，
致力于广泛的技术、拓扑结构和应用。它在铜绕组、装配	和测
试等关键支持领域也具有优势。

磁铁制造
磁铁制造是电机价值链中的关键环节，约占材料成本的	
40-50%。

中国在重稀土氧化物(磁铁的工作成分)、采矿、精炼和磁铁
生	产等领域拥有近乎全球的垄断地位。尽管人们普遍认
为这种状	况并不健康，但英国正在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以建立一个强	大的本地供应链。除中国和日本外，英国是
主要的稀土磁铁合	金粉末生产商之一。英国政府正全力
支持生产商寻找具有成	本竞争力的稀土氧化物替代来源。
与此同时，英国正在加速发	展回收技术，以减少对稀土的
依赖，简化制造过程。通过扩大	当地生产、吸引领先的全
球磁铁业务，从而使英国作为主要产	地的工作也正在进
行中。利用替代材料制造磁体的大量专业知	识将减少对
稀土的依赖并降低成本，从而进一步增强未来的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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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
1839年，威尔士的威廉·罗伯特·格罗夫爵士	(Sir	William	Robert	Grove)	发明了	
燃料电池;英国将继续在燃料电池领域扮演积极的角色，并将成为燃料电池领域	的
世界领导者。英国拥有大量的关键供应商，进行着积极的研究和开发，以及许多	示
范项目和试验。

受到良好支持的供应链
英国的燃料电池供应链在关键领域得到支持。我们拥有世界领先的膜电极组件和几家领先的堆组装	
商。英国在从赛车运动到航空航天的碳纤维加工方面有着卓越的记录，可以用于生产储罐。

英国在过渡到氢能源经济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支持向更加依赖氢转变的要素也已经到位—	欧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些能源和工业天然气公司，并对	碳
捕获系统技术进行了大量投资，通过对离岸风能的最大投资，欧盟可再生能源潜力巨大。

一些研究已经证明了转型的潜力—	例如，天然气网路可以转化为氢气网路，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有效	
配送。2017年，英国政府宣布将一项2300万英镑的基金，用于氢动力汽车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英国政	
府与丰田公司的一个联合项目，就大量建设了Mirai汽车以及所需的加氢站和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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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颠覆性技术
电动汽车的技术前景正在迅速改变，以满足消费者对续航里	
程和驾驶性能日益增长的期望，以及对清洁生产和回收利用	
日益雄心勃勃的目标。英国支持并鼓励发展能够满足这些苛	
刻要求的颠覆性技术。

帮助公司规划未来
先进推进中心与工业和学术利益相关者协商，制定了一系列“路线图”，以帮	助
英国企业规划未来。这些报告列出了一系列汽车技术的预测发展，允许组	织识
别新商机。该路线图已被下载超过21000次，在英国和海外广泛用于指导	投资
组合和投资规划。

英国已经建立了将新技术从概念转化为工业化的机制和资助计划。先进推进	
中心可以为企业在开发颠覆性技术方面提供正确的支持，也可以帮助企业建	
立和管理供应链伙伴关系，使之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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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活动处于颠覆性技术的前沿
英国的公司和大学正走在研究、开发和工业化的前沿。

电力电子元件
英国拥有大量创新企业，它们正在开发新	
的半导体和配套技术。其专业知识范围从	
基础材料研究到制造，包括系统级设计和	
测试方面的特殊技能。

电池
涉及一系列固态锂离子技术、硅和	结
构化阳极以及高镍阴极的工作正	在
进行，务求改善锂离子电池性能。	对
替代电池化学物质的进一步研究，	如
钠离子和锂硫，有望在性能上取得	进
步，并减少对关键材料的依赖。

电机 
英国有大量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成就的	
设计师和开发人员在各领域工作，包	括
轴通量和开关磁阻电机等领域。这	些
都得益于一些领域的专业知识，包	括
制造低成本磁体，以及利用氢气回	收
稀土磁体而不损失性能的新方法。

燃料电池
自燃料电池被发明以来，就由几个
主	要公司在英国发展，这些公司不断
挑	战能量密度、价格竞争力、可替代
生	产方法的界限，确保膜电极组装可
与	较低水平的铂负载长久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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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进展
我们想让您在英国建立和发展您的长期业务更加容易。这远远不止是资金问题—	
它还涉及寻找、培训和留住优秀人才，适应当地和国家的规章制度，为您的业务选	
择最佳地点，并与其他组织建立有效的持久合作关系。

支持您投资的唯一通道
在许多国家，这种复杂程度可能难以承受，而且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英国简化了其做法。先进推	进
中心与英国政府和国际贸易部合作，是支持您投资的唯一通道。我们的角色是使您的业务起步和	发展
过程尽可能简单，并与您长期合作，帮助您成为一个繁荣和全面的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私人定制的一揽子支持方案
每个企业的需求不同，所以我们将与您紧密合作，设计定制	
的一揽子支持，这将让您最有可能获得成功。这里列举了一	
些可用的选项。从建立在英国投资的商业案例的最初阶段，	
到帮助建立新业务，再到帮助业务增长的干预，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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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商机

•	对英国和潜在市场未来需求的预测展开研究
•	了解您的商业案例中其他潜在选址与英国
之间的任何差距，并考虑进行介入
•	对所属行业的运营成本和营商环境进行基准研究

获得融资 •	帮助您的项目融资，包括在适当的情况下推
荐您到私营部门和英国出口融资部

获取设施

•	根据能源、土地、技能、物流基础设施、与客户和供应链的	距
离等方面的需求进行选址，并协助选址
•分析能源需求并协助获得低成本的清洁能源
•为基础设施供给提供资助，并为在新址上建设做好准备
•促进与地方当局和许可机构的协商

团队建设
•我们可以帮助您找到并招聘适合您业务的技能
人才，并帮助您满足新的和持续的培训需求
•协助知识转移，包括为海外人员提供支持

建立伙伴关系，  
寻找客户

•介绍潜在客户和供应链合作伙伴
•为您的供应链提供类似的支持，
并帮助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为未来而创新 •利用技术中心（如Catapults）和英国大学的支持
•支持获取研发资金	

获得长期成功 •指定项目负责人会在您的投资旅程中与您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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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副本，请联系		
先进推进中心的营销和通讯团队		
电话号码:02476	528	700		
电子邮箱:info@apcuk.co.uk

我们已尽最大努力确保本文件中引用的	
所有信息和建议均基于良好的研究和我	
们丰富的经验。

我们真诚地提供数据，因此我们对此不	
承担任何责任。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愿	
意为您提供任何具体的咨询意见。

V01	09-20

朱利安·海瑟林顿 (Julian Hetherington)
英国高级推进中心汽车转型主管

后续行动
我们期待向您展示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并讨论如何	
将我们的一揽子支持方案组合在一起，帮助您实现您	
的远大目标。我团队中很快会有人与您联系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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