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

蒂耶普－为全球
汽车制造业出力

从斯德哥尔摩驱车向北两小时，就会来到仅有大约5,000居民的小镇蒂耶普。拥有
440名员工的蒂耶普工业工具制造厂就座落在一片云杉森林边缘。就在这瑞典乡村
的心脏地带，生产着现代化的电动工业工具。
这里生产的工具系列包括气动和电动拧紧扳
手。这些工具主要应用于汽车制造业。事实
上，目前在西方国家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中有
三分之一是使用这里生产的拧紧扳手装配起
来的。
一辆汽车上有大约2,000个螺丝和螺帽，
确保它们都正确拧紧是极其重要的。每一个
螺丝都必须有正确扭矩，因为扭矩过大或不
足都会导致车辆行驶过程中发生零件失效。
因此，正确的扭矩至关重要，也正因为如此，

Tensor 系列拧紧扳手被广泛用于现代化汽车
装配线。Tensor 系列拧紧扳手都已智能化，
经设定可精确控制对一个紧固件施加多少扭
矩，并以极高的精确度实施拧紧操作。
蒂耶普生产厂经理 Markku Pärssinen 解
释说：“蒂耶普厂生产 Tensor 系列工具已有近
10年的历史。最初产量并不大，但随着汽车
制造业对质量问题的日益关注，对 Tensor 系
列工具的需求随之增大。目前我们 Tensor 系
列工具的产量是1997年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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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汽车召回
Tensor 系列电动工具分为两类：Tensor S 和 Tensor DS。两者均具备重量轻、速度快、精确度高
的特点。两者均可连接至电脑化的 Power Focus
在线控制系统。该控制系统经设定可点数有多少
螺丝已被拧紧，确保车辆上的所有螺栓都已被紧
固。

汽车出厂后不得不将其召回的风险。汽车召回制
度每年要花掉汽车制造商数十亿美元。

可取代数种工具的 Tensor 系列工具

Tensor S 系列电动工具主要用于安全性要求较高
的应用场合，如安全带、轴承组件和安全气囊。
而新近开发的 Tensor DS 系统电动拧紧扳手更具
成本效益，扩大了电动工具
在车辆装配线上的应用范围。
2001年总共生产了近6,000万辆汽车和轻型卡车*。
随着每一款新型汽车的投产
如今，在西方国家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中有三分之一是使 和新装配线的交付使用，对
电动拧紧扳手的需求不断上
用在蒂耶普生产的拧紧扳手装配起来的。
升，与较为普通的气动工具
的需求形成对比。其中一个
原因是，一个
Tensor
工具经设定可用于拧紧不同
Power Focus 3000 是阿特拉斯·科普柯最新推
类型的螺丝，并可分别精确控制扭矩，这意味着
出的拧紧控制系统。该控制系统可准确地告诉装
一个电动工具可取代数个气动工具。其它原因还
配线操作工人接下来应该拧紧哪一个螺丝，并在
包括：电动工具可实现更高的精确度，以及通过
每一个螺丝被拧紧后将施加的扭矩储存在记忆里。
降低噪音改善装配线操作工人的工作环境。
这类信息可提供完整的车辆历史，成为车辆装配
如今，当汽车制造商设计新厂的时候，它们
流程的永久记录。这些记录的保存，还减少了在
与阿特拉斯·科普柯开展密切合作，尽量扩大阿
特拉斯·科普柯产品在生产线上的应用范围。
Pärssinen 说：“客户乐意接受我们在装配流程上
的深入认识，并热衷于了解如何将先进的拧紧控
制系统整合入生产线，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质量。
“我们在汽车制造业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以客户为
中心，紧密合作，以及创新、先进的产品。”

* 资料来源：《汽车新闻》

Tensor® －重量轻而威力大
产品的开发需要持续地改进和不断的创新。
Tensor® 电动拧紧扳手中的电机就代表了一项重
大技术突破。
Tensor 系列产品装有一个专为电动工具开
发的独特的电机。它的重量较轻，而性能却是
相同尺寸普通电机的五倍。

1987 年 第一代 Tensor 电动工具，Tensor A/G。
1993 年 第二代 Tensor S/PowerFocus 2000。获得专利保
护，装有一个重量轻而速度快的电机。
1998 年 推出 Tensor DS 系列。它装有与 Tensor S 系列产
品相同的电机。针对需要追踪扭矩数据的非安全性重
要连接。现在可以用 Tensor 工具装备整个装配车间，
这对客户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2000 年 推出 Power Focus 3000。此系统可连接至客户的
网络和互联网不用待在装配车间，就能获得实时生产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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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Milwaukee 公司的产品还仅限于为
北美市场服务。如今，它正朝着品牌全球化的
方向迈进。该公司的产品已于2001年在澳大利
亚上市，并将在2002年春季打入欧洲市场。

注重质量、性能至上的

“重型”工具
年前，Milwaukee 电动工具公司就开
始制造一些世界上最耐用，威力最大
的工具。公司的战略远见很简单：面
向专业用户生产最佳质量的重型电动工具系列。
今天，这个战略远见依然适用。2001年11月
份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Milwaukee 工具在美国
是专业用户拥有和使用的首选品牌。这些专业人
士对 Milwaukee 产品的使用性能、产品质量和价
值、质量保证、技术或应用支持、以及销售和服
务网络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
Milwaukee 是工具领域当之无愧的内行。其
品牌定位声明“只有重型，没有其它”就显示了
Milwaukee 不仅了解专业工具用户，而且了解这
些用户的具体应用。Milwaukee 根据一组关键参

75

历经50年的 Sawzall® 产品
2001年，Milwaukee 公司庆祝了它们最畅销的产
品－ Sawzall®－问世50周年。1995
年加入阿特拉斯·科普柯集
团的 Milwaukee 公司最初
是在1951年推出 Sawzall 的。该产
品是一种世界首创的便携式弓锯，其设计特点为仅
由三个移动部件构成往复结构。此款工具很快畅销
市场，总销量数以百万计，赢得 Milwaukee 所有
产品中的“最畅销产品”称号。
这些年来，Sawzall 已发展成为一种快速切割
工具，可切割从不锈钢到各种木材的各类物料。
Sawzall 的持续发展方式，十分符合阿特拉斯·科

数研发专业重型产品。由于不断有新的工具满足
专业人士的需求，该公司近年来获得业内人士越
来越高的评价。该公司高度重视性能比照，因此
其工具原型具备“同类最佳”的产品评级。要求
严格的实验室和现场用户测试，确保产品达到所
有设计要求，实现完美的产品-应用匹配。
Milwaukee 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不断改进质量、
性能和价值，各种表彰也随之接踵而至，不少产
品获得“最佳新工具”大奖和“顶尖”评级。Milwaukee 电动工具公司的工程师们设计的不是工具
本身；而是能把工作完成得更好的每一款工具。

* 品牌研究由美国专业刊物《今日MRO》进行。

普柯的商业战略：通过不断改进现有运营方式和产
品，通过商业理念的创新和技术的革新，实现发展。
1961年，一种双速 Sawzall 问世，此后推出的
新型产品还包括无级变速、双重绝缘和
Quik-Lok ® 电线。1991年研发的超级
Sawzall 独家配备了一个平衡补偿结构。
而世界上第一种电池操作的全尺寸往复式
锯子－无绳 Sawzall－在1996年进入市
场。新产品还包括1998年推出的微振动
结构，以及1999年推出的11-安培‘轨道
运动超级 Sawzall’。2001年，Milwaukee 公司推出了‘刮刀式 Sawzall’，一
种紧凑型的无绳往复式锯子，装有一个独特的六向
回转手柄，使这种工具在狭窄的空间也有用武之地。

阿特拉斯·科普柯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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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让专业人员与设
备打交道
为在非核心业务领域推行外包，很多客户决定租用而不自行购置设备。
还有一些客户需要短期使用某些设备，或在生产高峰期对设备有额外需求。

无

论出于何种理由，对有意租用设备的任
何客户来说，可获性是至关重要的。租
赁客户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得到安
全、优质的设备－并要求设备在整个租赁期间在
最优状态下运行。
租赁服务公司(RSC)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Art
Droege 说：“我们的志向不在于要成为最大的，
而是要成为最好的。当你在质量、交货和价格等

各方面都能向客户提供超值服务时，你就是最好
的了。”
新的租赁服务公司于2001年1月1日成立，成
为集团内开展租赁业务的分部。两家分别于1997
年和1999年并购的美国公司－优等服务公司和租
赁服务公司－合并成一个租赁业务分部。此举带
来一家公司、一支租赁车队和一个管理层。管理
层只分三个层次：地区、分区和营业网点。其结

02:00

设备租赁
企业的工
作日开始
得很早。
当大多数
人还在沉
睡的时候，
送货驾驶员，如租赁服务公司(RSC)的
Nick Goonis，就已经完成了出发前的检
查，将设备装上了车，拿了合同文件，然
后上路开始送第一批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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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员 Wes Andujar 拜访300家客户中的一家。
Wes 协助这里的总工程师就企业的设备租赁需求
进行战略规划，并根据突发需要随时提供设备。
当租赁营业网点没有客户要求的设备时，该营业
网点联络其它网点以安排转运设备。

租赁服务事业领域划分六个地理
区域，RSC 品牌主要为建筑
市场服务，并以一个工业实体采
用‘优等工业’和‘优等能源’
这两个品牌为工业客户服务。

果是一个结构更简单、运营效率更高的组织，使
客户和企业都能获益。

针对不同市场的三个品牌
设备租赁业务的概念比较简单，但其涉及的规划
和流程可成为相当复杂的事。设备租赁业务主要
通过租赁产生营业收入，但也有部分营业收入来
自新设备、部件、附件和商品、以及二手设备的
销售。租赁服务公司分布在将近530个营业网点的
员工队伍团结一致，确保每一笔生意都能令客户
满意。
为克服运营复杂性，满足客户需求，租赁服
务公司采用三个品牌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每一

08:00

RSC 的设备维护方案确保客户得到处于良好运行状态的
设备。每一件设备都在特制的清洗架系统上进行清洗。
废水被运到专门地点进行净化处理，在去除对土壤的污
染物后妥善处置。

个品牌都安排有专职的客户服务团队。RSC 为建
筑市场服务，包括重型设备和商用建筑租赁市场。
‘优等工业’针对工业及石化租赁市场。而‘优等
能源’着重推广无油空压机和发电机的租赁业务。
在新的运营结构下，租赁服务事业领域配备
一支租赁车队，遍布北美各地的所有租赁营业网
点可通过一套共用的电脑系统利用这支车队。遍
布北美的营业网点，专职的客户服务团队，以及
提高了的供应可获性，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为租
赁服务公司提供了一个面向未来发展业务的更好
的平台。

10:30

店内销售职位是
RSC 关于对客户服
务的承诺的关键组
成部分。店内销售员 Adam Garcia 向客户说
明他的设备正要从清洗架上取下给他送来。
店内销售员与销售、维修、保养以及发货人
员打交道，并协助光顾营业网点的客户。

阿特拉斯·科普柯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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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业务车队的
利用和管理
一家设备租赁公司的运营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物流，即公司能以多高的效率利用和管
理其车队，又能从配件、附件和消耗品业务产生
多大的营业收入。为最大限度地利用租赁业务车
队，并实现最大创收，公司在管理中积极利用在
每一个租赁营业网点每一种产品和产品大类所产
生的营业收入的信息，实现高效率管理。一支车
队的管理牵涉到很多活动：
• 投资于有市场需求的新设备
• 管理租赁车队的构成

• 在各营业网点间调度设备，以满足需求，
并最大限度地产生营业收入
• 通过定价方针积极管理租赁费率
• 维护和保养
• 销售使用过的设备，以投资于更新的设备
• 销售使用过但利用率不高的设备
各设备租赁公司在利用率、租赁费率和产品构成
方面有很大差异。同时，在各营业网点和季节之
间也有大的差异。

15:30

除了运送设备
外，驾驶员工作
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客户支援。
驾驶员要确保客
户明白如何正确
及安全地操作设
备。准时交货和取货对客户也很关键
－他们有他们的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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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客户需要设备得到妥善维护而且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但即使在最佳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会发生造成延
误的事。有一项保障计划可为客户提供轮胎保护，
盗窃保护，以及可将设备退还到对他们方便的任何
营业网点的灵活性。在发现问题时，RSC 的人员可
在获得通知后四小时内到达现场修理设备－或更换
新的设备。

租赁服务事业领域

租赁业务的财务特征
在租赁业的增长率与资本开支密切相关，显然这会
对企业的现金流量产生一定影响。一般而言，设备
租赁业务可用其产生的现金进行再投入，能为自身
业务的发展融到大部分的资金。不过，要实现两位
数的增长速度，就需要加大对租赁车队的投资力度。
在另一方面，当增长率不高，平坦甚至为负数的时

候，仅投入少量的资本用于发展或租赁车队的维护，
现金流量的情况也就比较好。折旧是一项关键差异。
对租赁业务来说，折旧在总成本中占较大的比例，
而对制造业务来说，折旧这个因素通常比较次要。

这一点对于确定租赁业务有别于制造业务的现
金流量分析时间十分重要。

对租赁行业现金流量产生的影响(简化图表)
业务增长

正现金
流量

负现金
流量

增长率，%
高

低
营运现金流量
净资本开支

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简化图表)
客户对租赁设备需求的
大幅增长，将加大对租
赁设备的投资。这会对
租赁公司的营运现金流
量产生负面影响。当增
长率不高时，对新设备
的投资需求就比较小。
这会对租赁公司的现金
流量产生正面影响。

业务增长

在制造业
客户对机械和设备需求
的大幅增长，将刺激制
造商在扩充长远生产能
力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正现金流量*

增长率，%
低

高
营运现金流量

*不过，只要生产能力的
扩充不需要重大投资，
如建设一家新厂，对营
运现金流量产生的影响
就非常有限。

净资本开支

18:00

RSC 综合利
用多种通讯方
式，包括印刷、
多媒体，以及
现场访问，来管理
其5千8百多名员工。这是安全官
Marie Barker在向班组宣讲工作场所的安全事宜。由于白天员工们
都要接待客户，因此会议通常是利用工余时间。

20:00

在又一个工
作日结束之
际，分部经理
Ron Bunning
向一家客户简
短致电表达谢
意，并希望他
的班组今后能提供
更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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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亚洲－公司发

展的主攻方向

阿特拉斯·科普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办事处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办事处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工厂

哈尔滨
长春
沈阳
北京
青岛
郑州
南京

西安
成都

昆明

无锡
上海

武汉
重庆
广州

厦门
深圳

阿特拉斯·科普柯长远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要在其每一个主要经营
区域，即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都具备同等的销售、服务和生产实力。
如今该战略正逐步成为现实，而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在亚洲已实现的快
速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在中国市场取得的成功。经过大约80年的努
力，阿特拉斯·科普柯已在中国市场如鱼得水。近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
发展，而阿特拉斯·科普柯已实施重要战略步骤，在这一关键市场完成自
我定位。

中国

阿特拉斯·科普柯在中国的
一个重要市场是用于生产
PET 聚酯瓶的压缩机市场。

在中国安家后的18年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阿特拉斯·科普柯就开始向中国出口，但直到1983年，
公司的管理决策层才决定在中国‘安家’。安家－即深入到进驻国家的生活及商业
氛围中去，使企业能把当地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有助于企业学会象客户那样考虑
问题。

直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公司在中国的销
售都是由瑞典直接进行管理。经过数十
年的经营，公司的品牌在中国采矿行业
已相当出名。1983年，阿特拉斯·科普柯开始向
中国的制造厂家发放某些产品的制造许可证。几
年后，集团的成员公司与数家持有许可证的中国
厂家组建了合资企业。
这种从出口销售到具备当地生产实力的战略

转变，最终带来了集团在中国全资拥有了控股公
司：于1997年成立的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建立工厂仅是第一步，要想在任何市
场安家落户，公司还必须提供销售和服务，并在
当地落实供应渠道。因此，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期间，阿特拉斯·科普柯在中国逐步建立起了一
个供应商网络，这些供应商均可达到 ISO 质量标
准，并符合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的发展要求。

80年的中国业务
阿特拉斯·科普柯最初是在中国的东部开展业务。
如今，集团在包括中国中部和西部的全国各地拥有多个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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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和服务办事处。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阿特拉斯·科普柯就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一个
展览会。那时候，销售活动都是通过瑞典的集
团总部与北京的中央政府部门谈判进行的，与最终客户的
接触极为有限。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金纬与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副总裁 Magnus Gyllö 就培训课程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

面向未来
开展学习
员工推动企业发展—这是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基本信
念之一。在中国，对企业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正帮助阿
特拉斯·科普柯不断发展壮大。

阿

特拉斯·科普柯在中国聘用的许多雇员
需要在技术、文秘、管理等各领域进修。
集团有自己的内部培训课程，并与当地
培训单位和大学开展了深入的合作。
1998年，阿特拉斯·科普柯在上海的控股公
司发起了旨在提供内部培训的“A学院”。A学院
提供为期一至五天的短期课程、长期进修课程、
夜校学位课程、以及英语培训。自开办以来，
A学院已接纳了500多名学员，其主要任务
是将在当地聘用的员工融入阿特拉斯·科
普柯的全球大家庭。
在当地大学生中传播关于阿特拉斯·
科普柯及其工业方法的信息，已促进了
校园招聘工作的开展。而阿特拉斯·科
普柯关于压缩机的书，也成为一种传播
方式。该书被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历史
最悠久的理工科大学之一)采用。阿
特拉斯·科普柯(中国)
与上海交大在大学程
阿特拉斯·科普柯关于压缩机
度的压缩机技术教育
的书在九十年代被首次译成中
领域开展协作。
文，如今仍是职业学校和理工
聘用应届大学毕
学院采用的权威教材。
业生，在阿特拉斯·



年集团管理层制定了一项新策略，
把在中国建立长期业务基地作为一
个战略重点。于是，在香港成立了
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有限公司，通过在北京、上海、
广州设立代表处，走近中国市场。

科普柯的生产实践和企业文化中培养他们，帮助
他们成长为技术专家或管理人员－这是一个艰辛
而又十分必要的过程。目前，阿特拉斯·科普柯
集团中具备亚洲工作经验的员工已远远超过具备
欧美工作经验的员工。因此增加具备亚洲工作经
验的管理人员数目，对于维持当前的增长势头，
对于使亚洲业务能与欧美并驾齐驱，都是十分必
要的。

更宽广的视野
为提高管理能力， 阿特拉斯·科普柯 还选送部分
员工参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开设的课程。
创立于1995年的 CEIBS 与欧洲和亚洲的商学院以
及跨国机构都有合作项目。
2001年，阿特拉斯·科普柯资助了三名员工
参加一个高级课程。这些员工都是在九十年代中
期加入集团的，因此，他们确实需要获得更宽广
的管理视野。他们参加为期18个月的课程，在此
期间他们每隔一个月去校园听课半星期。今后每
年都将有才华出众的员工被选送参加这个课程。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由于阿特拉斯·科
普柯注重增强员工的技能，因此它在中国社会扮
演着优秀企业公民的角色。

-

年与中国
企业签署
了六份制
造许可证，让这些企业生产某些型号的喷油和活塞式压
缩机、凿岩台车、以及液压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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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科普柯
在无锡安家
2001年9月，阿特拉斯·科普柯扩建了它在无锡的压缩机装配厂。无锡－阿特拉
斯·科普柯公司总经理 George Guiaux 说：“我们将压缩机的产量翻了一番，而人
员增加不多，这应该归功于良好的组织结构和发展空间。”
经过扩建，车间面积从2,500平方米增加到5,000平
方米，装配流水线增加到七条，而仓储面积也增
加了1,500平方米。如今，每种型号的产品都有专
门的装配流水线，无需再用一条流水线装配多种
型号的产品。
Guiaux 说：“1995年交付运行的原车间配备
了当时最现代化的设备，而这次扩建的部分也是
如此。如以往一样，扩建部分符合 ISO 14001国际
环境管理标准，我们刚获得劳埃德
的认证。”
该厂实行的环保措施包括
废水处理、噪音污染控制，
以及以回收和环保为宗旨的
废弃物收集。距离上海大约
有两小时车程的无锡拥有相
当大的绿地面积。企业必须
将所占土地的30%用于绿
化。而2001年秋季开
展的植树活动，已使
这个城市变得更为美
丽。
“当地居民以他
们周围清洁的生活环
境、繁荣的经济为豪。
当地官员还不时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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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家合资企业成立，主要生产凿
岩台车。位于南京的中国合资方以
前是制造许可证持有单位(南京阿特
拉斯科普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我们是否对此地一切均感到满意，或对进一步改
进有什么建议。”成功不仅体现在一个有助于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优良环境上，而且也体现在与当地
政府、居民、供应商以及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
其它公司的员工保持的良好关系上。
George Guiaux 继续解释说：“此次厂房的扩
建，使我们能够让更多的销售和服务工程师在这
里围绕产品开展学习。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
解客户们在想什么，做什么。”
“我们还发现，
不同公司员工之间的
友情有助于内部沟通。
因此，尽管近两年来
订单数目有大幅增长，
产量仍然能满足不断
增长的需求。这是因
为我们与销售部门有
着紧密的合作，并在此
基础上制定了有效的规划。”

每日送货
有效的规划也意味着可靠的质量。生产厂及其当
地供应商对质量的高度重视，是生产厂成功的关
键。按产品中的零部件数目计算，国产化程度是
很高的，而某些压缩机的核心部件则是从阿特拉



年无锡－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机
公司成立，中国合资方以前也是制
造许可证持有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