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斯·科普柯在比利时的工厂进口。无锡生产厂于
1996年获得 ISO 9001 认证，于此同时当地供应的
零部件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
“我们采用供应商看板(KANBAN)管理系统，
这意味着运抵工厂的物料必须做到零缺陷。虽然
某些承包商本身也通过了 ISO 9001 认证，但我们

始终与所有供应商在质量方面开展合作，对他们
进行定期访问，帮助他们改进生产流程。”
‘压缩机事业领域’在中国以遍布全国各地的
销售和服务办事处网络，向客户以及无锡－阿特
拉斯·科普柯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无锡－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机公司通过 ISO 14001认证
位于无锡市的阿特拉斯·科普柯的产品公司已获得 ISO 14001 证书。该公司生产的螺杆式压缩机功
率范围可以从5千瓦到250千瓦。
质量管理工程师孙达建指出：“环境问题在中国已经
变得非常突出。作为业内的一家领先公司，无锡－
阿特拉斯·科普柯公司已经履行了实施有关程序和
操作规程的承诺，这些程序和操作规程可让企业加
强控制和监测其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ISO 14001 标准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广泛的意



年经过短暂的筹备和启动阶段，在无
锡开始装配大型喷油式压缩机。在长
春成立的合资企业制造一系列电动工
具。长春的中国合资方以前持有AEG的制造许可证，后者被
阿特拉斯·科普柯收购。

义上不断推动进步，提供对环境全面负
责的优质产品。无锡－阿特拉斯·科普
柯公司致力于支持产品质量标准的发
展，致力于使环境变得更为明净、
更为健康、更为安全。



年集团全资拥有的阿特拉斯·科普柯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作为面向中
国市场的投资和控股公司。在上海成
立‘阿特拉斯·科普柯A学院’，旨在培训当前和未来的管理
人员和技术专家。

阿特拉斯·科普柯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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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ic 生产的产品中有
三分之二面向出口市场。

为金刚石业务增光添彩
阿特拉斯·科普柯在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工厂之一，是由豪贝(Hobic)钻头工业公司
管理的一家合资工厂。该厂生产用于矿山开采的金刚石钻头。

尽

管该厂在1994年就投
入运行，但是它是在
2000年才加入阿特拉
斯·科普柯集团，成为集团建
筑及采矿设备部成员的。
与‘压缩机事业领域’在无锡
主要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业务
不同，Hobic 在无锡的合资企业同时针对国内外
两个市场。约有三分之二的产品出口到中国以



外的市场，主要是其它的亚洲国家和加拿大。
‘建筑及采矿设备事业领域域’的中国主管
Johan van der Heyde 回忆说：
当 Hobic 加入集团时，
“生产很难实现自动化，因此我们从改善工厂的环
境着手。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油漆厂房。”紧
接着就是与该厂工人和供应商进行探讨，如何确保
达到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的质量标准。Hobic 公
司是由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的 Craelius 部门实施
收购的，旨在加强该部门现有的金刚石钻头生产。

年集团全资拥有的阿特拉斯·科普柯
(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在浦东外高桥保
税区成立，并在上海市内设立联络处。
无锡－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机生产厂进行第一次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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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除上海办事处外，阿特拉斯·科普
柯(中国／香港)有限公司的代表处结
构被解散，代之以阿特拉斯·科普柯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和深圳的分公司，以及在长春、
沈阳、西安、青岛、武汉、重庆、广州、昆明、成都、

CHINA

作为阿特拉斯·科普
柯(中国)工业工具部
的一名销售工程师，
石素珍的大部分时间
花在客户的工厂里。

质量缔造友谊
石素珍在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工业工具部工作已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她负责为
机动车行业内日益扩大的客户网提供服务。“有一些客户已成为了我的好朋友，其
中一位还把我介绍给另一家公司，现在这家公司也成了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客户。”

石

素珍是驻武汉的一名销售工程师。机动车
行业中大约有一半公司是中外合资企业，
国营企业也将近二分之一。这些企业分布
在四个省份：湖北、陕西、四川、以及河南。
石素珍介绍道：“有时候我会在办公室工作，
但大多数日子我会去工厂访问，演示产品，帮助
我的客户解决问题。”拥有理工科学位的石素珍往
往在现场就能解决问题。

赢回合同的喜悦
2001年最让石素珍高兴的一件事，是赢得一家雪
铁龙新厂的合同。当雪铁龙刚进入中国的时候，
合资企业的创办单位指定要阿特拉斯·科普柯的
工业工具。几年后，雪铁龙建造了第二家工厂，
但该厂的创办单位选中了阿特拉斯·科普柯的一

厦门、哈尔滨和郑州的联络处。无锡－阿特拉斯·科普柯压
缩机生产厂进行第二次扩建，生产能力翻了一番。
在上海的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内部，
有一个“亚洲内部银行”作为区域性金库枢纽。
此投资公司如今也是阿特拉斯·科普柯在亚洲的管理服

家竞争对手。“我
们坚持努力为雪铁
龙提供优质服务，
因此，当他们开始
规划新厂的时候，
我们与其它工具制
造商一起被邀请参
加竞标。结果，
我们赢了！再次赢
得雪铁龙的合同，
真是太好了。”
在从事了销售工作后，石素珍希望深入学习市
场营销。“五年后，我希望从事市场营销工作。
但我还年轻，因此，现在我还十分乐意旅行以及
帮助客户。”

务中心(ASAP)。压缩机事业领域试行面向中国客户开通
电子商务的服务。

阿特拉斯·科普柯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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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科普柯简介

北美

南美

按业务领域和地区划分的营业收入
■
压缩机事业领域
■
建筑及采矿设备事业领域
■
工业工具事业领域
■
租赁服务事业领域

阿特拉斯·科普柯
及其经营环境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战略远见，就是在其所有业务领域占据并保持领先者地位。
集团应将客户放在第一位，同时也要努力成为客户心目中的首选供应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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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非洲／中东

亚洲／澳大利亚

为

保障长期盈利能力，增长－无论是内部
有机增长还是并购带来的增长－将在三
个主要方面得到实现。首先，集团应当
通过由核心技术开发的新产品，通过在新的细分
市场找到新的应用，通过加大市场营销力度，以
及通过并购提供类似或互补产品及服务的企业，
在现有业务领域实现增长。其次，集团将加强在
亚洲市场的业务拓展。第三，集团应当围绕“产
品使用”增加营业收入，包括保养与维修、配件、

附件、消耗品、以及租赁业务，力争在更大程度
上参与客户的经营活动。
创新和对现有运营的不断改进确保了集团核
心竞争能力的发展。在制造、产品、营销、组织、
以及业务流程方面的持续改进，是为了向客户提
供更好的服务，并保障短期盈利能力。突破性创
新则是保持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远期绩效
的手段。集团大力支持那些在技术、理念和方法
上致力创新的具体项目。

阿特拉斯·科普柯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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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科普柯简介

按业务领域划分的营业收入

组织结构

董事会

压缩机事业领域 33 %
建筑及采矿设备
事业领域 14 %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工业工具事业领域 23 %
租赁服务事业领域 30 %
集团执行管理层和公司职能

业务领域

按客户类别划分的营业收入
采矿业 8 %
建筑及建设工程业 42 %
制造业 24 %
加工业 12 %
服务业 6 %
其它 8 %

按地理区域划分的营业收入
北美 51 %
南美 4 %

压缩机事业领域

建筑及采矿设备事业领域

工业工具事业领域

租赁服务事业领域

阿特拉斯·科普柯凿岩设
备分部
阿特拉斯·科普柯
Craelius 分部
阿特拉斯·科普柯
Secoroc 分部
阿特拉斯·科普柯建筑工
具分部
阿特拉斯·科普柯
Wagner 分部

Milwaukee
电动工具公司
阿特拉斯·科普柯电动工
具公司
阿特拉斯·科普柯工具及
装配系统公司
芝加哥气动工具公司

租赁服务公司

工业压缩机

凿岩台车

工业工具

设备租赁

移动式压缩机

凿岩工具

装配系统

商品和部件的销售

气体及流程压缩机

建筑工具设备

专业电动工具

发电机

铲运车(LHDs)

分部
Airtec 分部
移动式压缩空气分部
工业用压缩空气分部
无油压缩空气分部
阿特拉斯·科普柯
应用压缩机及膨胀机技术
分部

产品领域

欧洲(包括独联体) 30 %
非洲／中东 4 %
亚洲／澳大利亚11 %

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拥有多个品牌，其多
品牌策略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更好地满足不同客
户的具体需求，各种产品与服务经差异化区分，
以各种不同品牌，通过各种不同的分销渠道推向
市场。每一个品牌都有其明确的作用，并须为相
关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作出贡献。

生产率和竞争能力，籍此成为客户心目中的首选
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在这方面有连续不断的调查，
以衡量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各成员公司的表现。
另一项指标是，所有分部都应成为环保领域的领
先者，这将有助于加强它们的业务。

在接近15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
指标
阿特拉斯·科普柯采用趋势、指标和长远目标来
管理业务。总体目标是在扩大业务规模的同时，
始终实现投入资本的回报率超出集团的资本总成
本。
下一个商业周期的财务指标：
• 实现8%的年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
• 实现15%的平均营运毛利
• 在存货、应收帐款、租赁车队利用率等方面不
断提高营运资本效率。
这将确保股东价值的产生和不断增加。用于实现
这些目标的策略，将遵循集团所有经营单位经过
实践证明的发展过程，即先取得稳定，再做到盈
利，最后实现增长。
近五年间，年复合增长率平均达到15.3%，
主要来自收购。集团的营运利润率在近五年间平
均达到 12.7%。
在量化的指标及目标中，阿特拉斯·科普柯
努力使其所有产品与服务有助于提高客户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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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拥有雄厚的市场实力，并
努力与客户保持密切的长期合作关系。产品分别
通过集团本身在大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销售网点，
和在另外80个国家的经销商和服务网络进行市场
营销。
阿特拉斯·科普柯在13个国家制造和装配产
品。制造活动集中在比利时、美国、瑞典、德国、
法国、中国、以及印度。
北美市场为集团带来略微超出一半的营业收
入(51%)，而欧洲市场带来30%。阿特拉斯·科普
柯有信心，有决心在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
(目前带来大约9%的营业收入)拓展业务。2001年，
阿特拉斯·科普柯扩建了位于中国无锡的生产厂，
并增加了在中国的销售和服务办事处的数量。

消耗品、租赁业务、
以及服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集团关于围绕“产品使用”，通过保养与维修、
配件、附件、消耗品、以及设备租赁业务实现增
长的策略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应归功于
一系列战略指示和重要的并购举措。这项战略不

阿特拉斯·科普柯简介

投入资本回报率(ROCE)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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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毛利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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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01年间重要
的并购、合资及蜕资
活动
1997年的并购：
法国 Thomé-Crépelle,
(CT); 美国‘优等服务公
司’(CT)。
1998 年的并购：
意大利 Ceccato’s compressor operations,
(CT); 加拿大 JKS
Boyles, (CMT).
蜕资： 美国 Robbins,
(CMT).

01

97

98

99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税前)

1997-2001年平均值

1997-2001年平均值

投入资本回报率

指标

指标

与上年同比增长率

利润率

00

01

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设备 45 %

租赁、消耗品及其它售后市场 55 %

工业

工业机械投资

工业生产

建筑业

基础设施投资

建筑施工／外包

采矿业

采矿机械投资

金属及矿石生产

仅开辟了额外的增长良机，还有助于减小集团业
务的周期性。这项战略所包含的基本理念，就是
在产品的寿命周期内增加服务含量，保障竞争优
势。比如，在设备租赁业务中与客户保持密切接
触，就带来了一个良机，让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最
终用户为产品开发和业务拓展作出贡献。“产品使
用”理念已在所有业务战略方向上有了很好的发
展，并已面向所有客户群体。
尽管有这一发展，集团的业务仍易受各国营
和私营行业－如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采矿业
－对设备需求之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制造及加工业的重要客户群体需要并在压缩
机、工业工具和装配系统投资。同时，建筑及采
矿业的客户投资于各类设备，如凿岩台车、装载
机、凿岩工具、轧碎机、以及移动式压缩机。
对大型基建工程(如铁路、高速公路、发电厂)
的投资，往往取决于政府决策。而在私营方面，

1999 年的并购：
南非 Rand-Air (CT);
荷兰 ABIRD BV (CT);
美国‘租赁服务公司’
(RS); 比利时 Tool Technics NV (IT).
蜕资：瑞典 阿特拉斯·
科普柯 Controls, (IT).
2000 年的并购：
美国的多个小规模租赁
公司(RS), 加拿大豪贝
(Hobic) 钻头工业公司
(CMT).
蜕资：美国 Atlas Copco
Rotoflow (CT).
2001 年的并购：
Christensen products,
(CMT), Masons (CT), 多
个小规模租赁公司(RS),
Grassair (CT).

建筑行业本身的兴衰、利率、金属行情和金属库
存量均可影响建筑及采矿业的投资。
最后，随着资本货物的销售增加，对消耗品
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客户会经常性地需要工
具、配件、消耗品、以及附件。与设备销售相比，
对这些产品及相关服务的需求相对稳定。因此，
将业务重心逐步向消耗品和服务的方向转移，
对阿特拉斯·科普柯的整体绩效具有稳定作用。
与“产品使用”相关的业务目前占压缩机事
业领域营业收入的大约35%，占建筑及采矿设备
事业领域的55%以上，占工业工具事业领域的
20%，占租赁服务事业领域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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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科普柯简介

阿特拉斯·科普柯是一家世界性的跨国工业集团，总部设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2001年集团
营业收入总额达到 511.39亿瑞典克朗，约54.58亿欧元。集团拥有超过 2.6万名员工，并在五大
洲的13个国家和地区制造产品。这些产品以不同的品牌，通过一个覆盖全球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压缩机事业领域

%占营业收入
的百分比

建筑及采矿设备事业领域

33 %

工业工具事业领域

14 %

租赁服务事业领域

23 %

30 %

商业理念

品牌*

压缩机事业领域开发、制造、营销并配送无油式和喷
油式空气压缩机、移动式空气压缩机、气体和流程压
缩机、透平膨胀机、发电机、空气处理设备(如压缩空
气干燥器、冷却器和过滤器)、以及空气管理系统。
压缩机事业领域拥有在其核心技术领域的基础开发实
力，并具备生产压缩机组件和其它核心部件的制造能
力。另外，此业务领域提供以压缩机和发电机为主的
特色租赁服务。

建筑及采矿设备事业领域开发、制造和营销凿岩台车、
凿岩工具、隧道开凿和采矿设备、地面钻孔机、建筑
工具、装载设备、以及土工钻探设备。

工业工具事业领域开发发、制造和营销电动工业工具、
装配系统、以及专业电动工具。它面向多个产业的现
代化工业制造需求，包括汽车和航空航天工业、工业
维修、轻型建筑及楼宇设备安装。

租赁服务事业领域通过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
哥的530个营业网点，满足客户对设备租赁、维修、
保养的需求，并销售新设备和二手设备。租赁服务事
业领域的雄心是面向建筑和制造业提供一整套优质产
品和服务。租赁服务公司是北美排名第二的设备租赁
公司，它的成功来自三个重要因素：可获性、质量、
价格。

* 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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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科普柯简介

被销售和出租到大约150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半数市场由集团全资或部分拥有的
销售公司负责提供服务。

一个为期五年的商业周期的财务指标

目标

上一个5年

8

15.3

15

12.7

营业收入增长率(%)
营运毛利(%)

客户／应用

特色

2001年的大事

这些压缩机产品面向一系列应用，从压缩空气被用作
能量来源的场合，到压缩空气被用作空气在工业流程
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场合。对于压缩空气与最终产品直
接接触的应用，洁净、干燥、无油的优质空气是较受
欢迎的解决方案。空气处理设备可完全整合在压缩机
系统内，亦可独立安装。移动式压缩机和发电机既是
建筑行业机械及工具的可靠能量来源，也适用于其它
各种工业应用。气体和流程压缩机以及膨胀机则面向
各类加工业。

压缩机事业领域的持续成功及其行业全球领先者的
地位，是以阿特拉斯·科普柯的根本理念为基础的，
即通过产品创新、与客户交流和献身精神，成为客户
心目中的首选供应商，并努力保持这一地位。在压缩
机技术以及与节能和环保相关的领域的持续研发，巩
固并加强了这一稳健的地位。所有主要运作均按 ISO
9001 认证进行质量管理，按 ISO 14001 认证进行环
境管理。

• 盈利前提下的增长

建筑及采矿设备事业领域面向世界各地的建筑及建
设工程公司、大型基建工程、采石场以及采矿公司销
售和出租这些产品并提供相关保养服务。此事业领域
的主要制造厂设在瑞典、南非和美国。

作为一家提供先进产品的全球供应商，建筑及采矿设
备事业领域在早已建立的声誉中发展业务。此业务领
域的经营目标是在多方面保持其领先者地位，包括质
量、可靠性、劳动生产率、服务、环境和人体工程学。

• 围绕“产品使用”继续加大发展力度

工业工具事业领域是工业工具和用于安全性关键连
接的装配系统领域的全球领先者。工业工具被用于各
类制造应用如装配、固定、紧固、钻孔、磨光、以及
铆接。装配系统主要供应给汽车工业，用于多个螺帽
同步拧紧操作。专业电动工具则面向工业和商务及住
宅建筑市场的轻型建筑及楼宇设备安装。

工业工具事业领域的成功来自高强度的研发、具备
出色人体工程学特性的高性能产品、在全球范围为客
户服务的实力、一套独特的配送系统、以及世界驰名
品牌的产品。工业工具事业领域是北美排名第二的
专业电动工具制造厂家，在全球则跻身于五大厂家之
列。

• 工业工具的市场份额有所增加

租赁服务事业领域有一个均衡而多元化的客户群体，
包括承包商、工业公司、以及住宅业主，其需求和活
动各不相同。较大的跨地区工业客户，如石化行业的
客户，构成重要的客户群。租赁业务总计在美国、加
拿大和墨西哥拥有超过33万活跃客户。

租赁服务事业领域在设备租赁业务领域运营，这个
领域正以比基础工业更快的速度增长。该行业正经历
一场兼并浪潮。租赁服务公司通过推行先进的服务理
念，采用高效率的信息系统，以及在物流和采购方面
实现规模效益，已确立了强有力的市场地位。

• 在中国投资
• 推出数款新产品
• 对实验室设施的新投资缩短了新产品

• 盈利能力有所改善
• 用于低矿层的重要的凿岩台车订单
• 向市场推出许多新产品

• 迄今最大规模的新产品上市
• 在研发上的巨大投入

• 合并了‘优等服务公司’与‘租赁服务公司
• 较低的租金收入和重组方案均造成了利润的降低
• 良好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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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ulio Mazzalupi

Bengt Kvarnbäck

Freek Nijdam

Göran Gezelius

Thomas Bennett

Hans Ola Meyer

Marianne Hamilton

Hans Sandberg

Annika Berglund

Hans W. Brodbeck

Arthur J. Droege

集团管理层
Giulio Mazzalupi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自1971年起被公司雇用。出生于1940年。
国籍：意大利人。
教育：1965年毕业于罗马大学采矿工程系。
职业：Mazzalupi 于1971年进入阿特拉斯·科普柯工作，此前数
年他是意大利 Cogne 采矿公司的地下采矿事务首席运营官。他在
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内曾担任多职，并先后在四个国家(意大利、
德国、比利时和瑞典)从事公司管理工作。在就任现职之前他是压
缩机部业务领域的高级执行副总裁。
外部董事职位：Electrolux-Zanussi 和 Parker Hannifin 公司董事
会成员。
持股情况：6,571 A股，8,529 认股权证。
Bengt Kvarnbäck
压缩机事业领域高级执行副总裁。自1992年起被公司雇用。
出生于1945年。
国籍：瑞典人。
教育：1970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皇家技术学院冶金工程系。
职业：1970至1982年间，Kvarnbäck 在瑞典 Sandvik 公司先后担
任多职。此后 Kvarnbäck 先后担任瑞典 Secoroc 公司和 Invik 公
司的总裁。他于1992年进入阿特拉斯·科普柯就任工业工具部高
级执行副总裁。此前他是瑞典 Industriförvaltnings 公司的执行副
总裁。
外部董事职位：瑞典 Volvo Penta 公司董事会成员。
持股情况：11,371 A股，57 B股，9,014 认股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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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k Nijdam
建筑及采矿设备事业领域高级执行副总裁。自1970年起被公司雇
用。出生于1940年。
国籍：荷兰人。
教育：1959年毕业于 UTS 机械工程高等学校。
职业：Nijdam 于1970年进入阿特拉斯·科普柯工作，此前他在荷
兰 Dekker Verpacking 做了七年的压缩空气销售代表。在阿特拉
斯·科普柯集团期间，他曾在多个国家(荷兰、比利时、墨西哥、
德国和瑞典)担任多项职务。在就任现职之前他是阿特拉斯·科普
柯应用压缩机及膨胀机技术分部的总裁。
外部董事职位：瑞典“加拿大瑞典商务协会”和德国 Putzmeister
公司董事会成员。
持股情况：1,317 A股，2,784 认股权证。
Göran Gezelius
工业工具事业领域高级执行副总裁。自2000年起被公司雇用。
出生于1950年。
国籍：瑞典人。
教育：1973年获得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MBA学位。1977年获得皇
家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硕士学位。
职业：Gezelius 于1982年加入 Sandvik 集团，此前数年他在瑞典
的 Dow Chemical 公司担任销售工程师，并参与了瑞典暖通工程
师协会开展的与能源相关的项目和调查。在2000年进入阿特拉
斯·科普柯工作之前，他是 Sandvik 锯子及工具业务领域(1999年
10月更名为 Bahco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所有权从 Sandvik AB 转
移到 Snap-on Inc.)的总裁。
持股情况：0

Thomas Bennett
租赁服务事业领域高级执行副总裁。自1997年起被公司雇用。出
生于1943年。
国籍：美国人
教育：高中毕业后参加了工业、管理及计算机课程的培训。
职业： Bennett 于1964年起在美国加利佛尼亚州 Pasadena的
Tool Crib公司担任总经理， 从此开始其职业生涯。1975年，他加
入了优等服务公司，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97年该
公司被阿特拉斯·科普柯收购，Bennett 成为购入部门的总经理。
1999年1月，当租赁服务成为阿特拉斯·科普柯的一个独立业务部
门时，Bennett就开始担任其现在的职务。
外部董事职位：芝加哥联合设备分拔基金会(AEDF)理事；位于美国
佛罗里达州 Coral Gables 的 MapleWood Parters 公司执行理事。
持股情况：7,724认股权证。
Arthur J. Droege
助理高级执行副总裁。自1976年起被公司雇用。出生于1948年。
国籍：美国人。
教育：1972年获得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机械工程学士
学位。
职业：Droege 在1976年进入阿特拉斯·科普柯之前曾在几家公司
担任销售和服务工作。在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期间，他曾在三
个国家(美国、比利时、新加坡)担任管理职位。在就任现职之前他
曾先后担任无油压缩空气分部总裁和亚太区执行官。
持股情况：9,014认股权证。
Hans Ola Meyer
控制及财务高级副总裁。自1991年起被公司雇用。出生于1955年。
国籍：瑞典人。
教育：1977年获得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MBA学位。
职业：Meyer 曾于1978年被阿特拉斯?科普柯雇用，在集团会计
及控制部门工作。后来他到厄瓜多尔担任财务经理。1985年他离
开阿特拉斯·科普柯担任 Penningmarknadsmäklarna (后来成为
瑞典 JP 银行)的资产管理主管。1991年 Meyer 再次加入阿特拉
斯·科普柯，在西班牙担任财务经理，直至1993年。此后他被任
命为集团管理层的财务高级副总裁。1999年Meyer开始担任现职。
外部董事职位： SEB Fonder 公司董事会成员。
持股情况：571 A股，300 B股，5,384 认股权证。
Marianne Hamilton
组织发展及管理资源事务高级副总裁。自1990年起被公司雇用。
出生于1947年。
国籍：瑞典人。
教育：1972年获得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士学位。
职业：Hamilton 于1973年进入 Astra 担任招聘工作。1974至
1990年间，她在瑞典 Mercuri Urval 人才招聘公司担任顾问。
1990年，Hamilton 加入阿特拉斯·科普柯，在阿特拉斯·科普柯
工业工具分部担任组织发展事务副总裁，一年后她就任现职至今。
外部董事职位：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执行官教育公司董事会
成员。
持股情况：3,085 A股，5,384 认股权证。
Hans Sandberg
法律事务高级副总裁。自1975年起被公司雇用。出生于1946年。
国籍：瑞典人。
教育：1970年获得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72年获得
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法学硕士(MCJ)学位。
职业：1972年，Sandberg 在 Södra Roslagen 区法院担任助理
法官。此后他任职于瑞典 Lagerlöf 律师事务所。他于1975年进入
阿特拉斯·科普柯，担任公司律师。作为一名法律专家，他还曾
在北美为集团工作。1989年，Sandberg 被提拔至现职。Sandberg 是阿特拉斯·科普柯公司董事会秘书。
外部董事职位：瑞典出口协会。
持股情况：200 A股，3,902 认股权证。

Annika Berglund
集团对外沟通事务高级副总裁。自1979年起被公司雇用。出生于
1954年。
国籍：瑞典人。
教育：1980年获得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MBA 学位。1995年
获得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 MBA 学位。
职业：Berglund 的职业起始于1979年，当时她在阿特拉斯·科普
柯从事营销分析工作。自那时起，她在集团内部担任多项与营销、
销售、以及商务控制有关的职务。在英国任职期间，她还曾担任
销售工程师。在就任现职之前，Berglund 是阿特拉斯·科普柯
Controls 的营销经理，该公司已在1999年被蜕资。
持股情况：1,300 A股，165 B股，3,006 认股权证。
Hans W. Brodbeck
拉丁美洲区执行官。自1969年起被公司雇用。出生于1940年。
国籍：瑞士人。
教育：1963年获得瑞士伯尔尼国家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师证书。
职业：Brodbeck 从1965年开始在瑞士的几个水电工程中担任土木
工程师。他于1969年进入阿特拉斯·科普柯，担任隧道开掘设备
的销售工程师。Brodbeck 曾先后在七个国家(瑞士、委内瑞拉、
墨西哥、厄瓜多尔、葡萄牙、比利时、巴西)为集团工作，并曾在
其中三个国家担任总经理。在就任现职之前他是阿特拉斯·科普
柯移动式压缩空气分部总裁。
持股情况：9,014认股权证。

已知的管理层变动
(2002年2月14日)

自2002年7月1日起，Gunnar Brock 将接任
Giulio Mazzalupi 的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职务。Giulio Mazzalupi 将在为集
团工作31年后，即62岁时退休。
Thomas Bennett 已于2001年12月31日退休。
Freek Nijdam 将于2002年2月28日就任租赁服务事业领域高级执
行副总裁。届时他将成为该部在集团管理层的唯一代表。这样，
Art Droege 将不再是集团管理层的成员。
Björn Rosengren 已被任命为建筑及采矿设备事业领域的高级执
行副总裁，2002年3月1日生效。
Hans W. Brodbeck 将于2002年3月底退休。

The face of interaction
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总部
Atlas Copco Group Center
Atlas Copco AB (publ)
SE-105 23 Stockholm, Sweden(瑞典)
电话: +46-8-743 8000
传真: +46-8-644 9045
www.atlascopco-group.com
公司注册号码: 556014-2720

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机事业领域
Atlas Copco
Compressor Technique
P O Box 100
BE-2610 Wilrijk, Belgium (比利时)
电话: +32-3-870 2111
传真: +32-3-870 2443
阿特拉斯·科普柯Airtec部
Atlas Copco Airtec
P O Box 101
BE-2610 Wilrijk, Belgium (比利时)
电话: +32-3-870 2111
传真: +32-3-870 2443
阿特拉斯·科普柯移动空气部
Atlas Copco Portable Air
P O Box 102
BE-2610 Wilrijk, Belgium (比利时)
电话: +32-3-450 6011
传真: +32-3-870 2443
阿特拉斯·科普柯工业空气部
Atlas Copco Industrial Air
P O Box 103
BE-2610 Wilrijk, Belgium (比利时)
电话: +32-3-870 2111
传真 : +32-3-870 2576
阿特拉斯·科普柯无油空气部
Atlas Copco Oil-free Air
P O Box 104
BE-2610 Wilrijk, Belgium (比利时)
电话: +32-3-870 2111
传真: +32-3-870 2443

SE-105 23 Stockholm, Sweden(瑞典)
电话: +46-8-743 8000
传真: +46-8-644 9045
阿特拉斯·科普柯凿岩设备部
Atlas Copco
Rock Drilling Equipment
SE-701 91 Örebro, Sweden(瑞典)
电话: +46-19-670 7000
传真: +46-19-670 7070
阿特拉斯·科普柯Craelius部
Atlas Copco Craelius
SE-195 82 Märsta, Sweden(瑞典)
电话: +46-8-587 785 00
传真: +46-8-591 187 82
阿特拉斯·科普柯Secoroc部
Atlas Copco Secoroc
Box 521
SE-737 25 Fagersta, Sweden(瑞典)
电话: +46-223-461 00
传真: +46-223-461 01
阿特拉斯·科普柯建筑工具部
Atlas Copco
Construction Tools
SE-105 23 Stockholm, Sweden(瑞典)
电话: +46-8-743 9600
传真: +46-8-743 9650
阿特拉斯·科普柯Wagner部
Atlas Copco Wagner
P O Box 20307
Portland, OR 97294-0307, USA (美国)
电话: +1-503-255 2863
传真: +1-503-251 3014

阿特拉斯·科普柯工业工具事业领域
Atlas Copco Industrial Technique
SE-105 23 Stockholm, Sweden(瑞典)
电话: +46-8-743 8000
传真: +46-8-644 9045
Milwaukee 电动工具部
Milwaukee Electric Tool
13135 West Lisbon Road
Brookfield, WI 53005, USA (美国)
电话: +1-262-781 3600
传真: +1-262-781 3117
阿特拉斯·科普柯电动工具部
Atlas Copco Electric Tools
Postfach 320
D-71361 Winnenden, Germany (德国)
电话: +49-7195-120
传真: +49-7195-126 66
阿特拉斯·科普柯工具及装配系统部
Atlas Copco
Tools and Assembly Systems
SE-105 23 Stockholm, Sweden(瑞典)
电话: +46-8-743 9500
传真: +46-8-640 0546
芝加哥气动部
Chicago Pneumatic
1800 Overview Drive
Rock Hill, SC 29730, USA (美国)
电话: +1-803-817 7000
传真: +1-803-817 7006

阿特拉斯·科普柯租赁服务事业领域
Atlas Copco Rental Service
6929 E. Greenway Parkway, Suite 200
Scottsdale, Arizona 85254, USA (美国)
电话: +1-480-905 3300
传真: +1-480-905 3400
租赁服务部
Rental Service Corporation
6929 E. Greenway Parkway, Suite 200
Scottsdale, Arizona 85254, USA (美国)
电话: +1-480-905 3300
传真: +1-480-905 3400

9850 8964 17

阿特拉斯·科普柯
压缩机应用及发展技术部
Atlas Copco Applied Compressor
and Expander Technique
46 School Road
Voorheesville, NY 12186, USA (美国)
电话: +1-518-765 3344
传真: +1-518-765 3357

阿特拉斯·科普柯
建筑及采矿设备事业领域
Atlas Copco Construction
and Mining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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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Atlas Copco AB
SE-105 23 Stockholm, Sweden
电话: +46 8 743 8000

www.atlascopco-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