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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中心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AB (上市公司)

Atlas Copco Group Center
Atlas Copco AB (publ)
SE-105 23 Stockholm, Sweden  

(斯德哥尔摩, 瑞典)

电话: + 46 8 743 8000
传真: +46 8 644 9045
atlascopco.com
公司执照号: 556014 - 2720

阿特拉斯 . 普柯压缩机技术
Atlas Copco Compressor Technique
空气动力 

Air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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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Copco
气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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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Copco
工业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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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Copco
无油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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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3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Atlas Copco
便携式空气 

Portable Air
P O Box 102
BE-2610 Wilrijk, Belgium (比利时)

电话: +32 3 870 2111
传真: +32 3 870 2433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Atlas Copco
气体和加工 

Gas and Process
Am Ziegelofen 2
DE-50999 Cologne, Germany (德国)

电话: +49 2236 965 00
传真: +49 2236 965 05 22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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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赁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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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工业技术
Atlas Copco Industrial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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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Copco
工具和装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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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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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普柯建筑采矿技术
Atlas Copco Construction  
and Mining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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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Copco
地下岩石挖掘

Undergrround Rock Exca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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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Copco
地表钻探设备 

Surface Drilling Equipment
SE-701 91 Örebro, Sweden (瑞典)

电话: +46 19 670 7000
传真: +46 19 670 7298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Atlas Copco
Rocktec
SE-701 91 Örebro, Sweden (瑞典)

电话: +46 19 670 7000
传真: +46 19 670 7513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Atlas Copco
钻井解决方案

Drilling Solutions
PO Box 462288
Garland TX 75046-2288, USA (美国)

电话: +1 972 496 7400
传真: +1 972 496 7425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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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Copco
建筑工具

Construct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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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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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普柯全球客户中心

阿尔及利亚:  +213 (0)21 69 35 58
阿根廷:  +54 (0)11 47 17 22 00
埃及:  +20 (0)2 610 03 37
爱尔兰:  +353 (0)1 450 59 78

奥地利 +43 (0)1 76 01 20
澳大利亚:  +61 (0)2 96 21 99 99
巴布亚新几内亚:  +973 17 22 15 51
巴西:  +55 (0)11 41 96 87 00

保加利亚: +359 (0)82 81 05 55
比利时:  +32 (0)3 870 21 11
波兰: +48 (0)22 572 68 00
玻利维亚:  +591 (0)3 343 68 68

丹麦: +45 43 45 46 11
德国:  +49 (0)201 217 70
俄罗斯: +7 095 933 55 50
法国:  +33 (0)1 39 09 30 00
菲律宾:  +63 (0)2 823 81 78

芬兰: +358 (0)9 29 64 41
哥伦比亚:  +57 (0)1 291 54 90
哈萨克斯坦:  +7 (0)3272 58 85 34
韩国:  +82 (0)2 21 89 40 00

荷兰:  +31 (0)78 623 02 30
加拿大:  +1 514 421 41 21
加纳:  +233 (0)21 77 45 12
捷克共和国: +420 (0) 225 43 40 00

津巴布韦: +263 (0)4 62 17 61
肯尼亚: +254 (0)20 82 52 65
罗马尼亚:  +40 262 20 63 46
马来西亚:  +60 (0)3 51 23 88 88

马其顿:  +389 (0)2 311 23 83
美国:  +1 973 439 34 00
秘鲁: +51 (0)1 411 61 00
摩洛哥: +212 (0)22 60 00 40

墨西哥:  +52 (0)5 553 21 06 00
纳米比亚: +264 (0)61 26 13 96
南非:  +27 (0)11 821 90 00
挪威: +47 64 86 08 60

葡萄牙: +351 21 416 85 00
日本: +81 (0)3 57 65 78 01
瑞典:  +46 (0)8 743 80 00
瑞士:  +41 (0)32 374 14 14

塞尔维亚和 

黑山共和国:  +381 (0)11 311 66 18
塞浦路斯: +357 22 48 07 40
沙特阿拉伯:  +966 (0)2 693 33 57

斯洛伐克共和国: +421 (0)32 743 80 01
台湾: +886 (0)3 479 68 38
泰国: +66 (0)2 652 90 06
土耳其: +90 (0)216 581 0 581
委内瑞拉:  +58 (0)212 256 23 11

乌克兰: +380 (0)44 205 37 28
西班牙:  +34 91 627 91 00
希腊: +30 (0)210 349 96 00
香港: +852 27 97 66 00

新加坡: +65 68 62 28 11
新西兰:  +64 (0)9 579 40 69
匈牙利:  +36 (0)1 237 30 20
伊朗: +98 (0)21 693 77 11

意大利:  +39 02 61 79 91
印度: +91 (2)0 27 14 64 16 17
印度尼西亚:  +62 (0)21 780 10 08
英国:  +44 (0)1442 26 12 01

越南:  +84 (0)8 898 96 38
赞比亚:  +260 (0)2 31 12 81
智利:  +56 (2) 442 36 00
中国:  +86 (0)21 62 55 13 31

阿特拉斯.科普柯期刊 2004 年 / 2005 年

在巴西的紧密合作

一个现场工程师的足迹

关注美国

成就

9850 9199 17



欢迎来到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世界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是一个

全球性的工业公司集团,为广泛的客

户群和最终用户开发、制造、经销

产品和服务。作为一个全球领导

者,集团提供压缩空气和其他气体设

备、发电机、建筑和采矿设备、装

配系统、工业工具, 以及相关服务和

设备租赁。

这些业务活动由设于世界各地

的独立营业分部开展。总部设在瑞

典的斯德哥尔摩。阿特拉斯 . 科普

柯集团在约 70 个国家拥有超过 

25 000 名员工。

2004 年, 集团实现收入 48 654 

百万瑞典克朗, 营业利润率为 

13.8 %。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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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担任过很多职务, 包括在瑞典和瑞士

的市场经理, 以及在市场部的其他国际

职务。1995 年,成为瑞典 Nordwin AB 

公司 Nordhydraulic 分公司的总经理。

1998 年, 加入阿特拉斯 . 科普柯, 任阿特

拉斯 . 科普柯 Craelius 分部的总裁, 在

担任现职之前是阿特拉斯 . 科普柯岩石

钻探设备分部的总裁。

外部重要任职: Pergo, 瑞典

HANS OLA MEYER
控制和财务高级副总裁

入职: 1991 年

国籍: 瑞典

教育: 1997 年获得瑞典斯德哥尔摩经 

济学院 MBA 学位。

职业经历: 1978 年受雇于阿特拉斯 . 科

普柯集团的会计和控制部门。后去 

Ecuador 公司担任财务经理。1984 年

离开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在 Penning-
marknadsmäklarna — 亦即后来的瑞

典 JP 银行—领导资产管理部门。1991 

年, 重新加入阿特拉斯 . 科普柯西班牙 

公司, 任职财务经理, 直至 1993 年成为

财务部门高级副总裁和集团管理层的 

成员。从 1999 年起担任现职位。

MARIANNE HAMILTON
组织发展和资源管理高级副总裁

入职: 1990 年

国籍: 瑞典

教育: 1972 年获得瑞典斯德哥尔摩大 

学文学学士学位。

职业经历: 1973 年受雇于 Astra 公司, 

职位是市场分析。1975 至 1990 年间, 

担任国际咨询机构 Mercuri Urval 公司

的顾问。1990 年, 加入阿特拉斯 . 科普

柯, 任阿特拉斯 . 科普柯工业工具事业 

领域的组织发展部门的副总裁。一年 

后, 开始任现职。

外部重要任职: Alecta, 瑞典

HANS SANDBERG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律师

入职: 1975 年

国籍: 瑞典

教育: 1970 年获瑞典 Uppsala 大学法

学硕士学位。1972 年获美国纽约大学

比较法学硕士学位。

职业经历: 1972 年成为 Södra 
Roslagen 地区法院的助理法官,然后成

为斯德哥尔摩 Lagerlöf 律师事务所的

合伙人。1975 年加入阿特拉斯 . 科普

柯, 任职公司律师。1980 年被任命为阿

特拉斯 . 科普柯北美公司的首席律师。

Marianne Hamilton 

Annika Berglund

Hans Sandberg Hans Ola Meyer 

1984 年, 提升至现职, 从 1989 年开始成

为公司管理层的一员。从 1991 年开始

一直担任阿特拉斯 . 科普柯公司董事会

秘书。

外部重要任职: 瑞典机器制造业联合会

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

ANNIKA BERGLUND
集团沟通事务高级副总裁

入职: 1979 年

国籍: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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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经历: 1979 年以阿特拉斯 . 科普柯

的市场分析员开始了她的职业。其后她

担任了许多与市场、销售和商务控制有

关的不同的职位。在英国期间, 任职销

售工程师。在现任职位之前, 是阿特拉

斯 . 科普柯 Controls 的营销经理。

最新集团管理层变动  

(截至 2005 年 2 月 2 日)

2005 年 1 月 1 日起, Tom Zorn 将担

任高级执行副总裁兼租赁服务部执行

官。他的前任 Freek Nijdam, 将继续担

任法律部主席。

2005 年 4 月 1 日起, 工业工具部执行

官 Göran Gezelius 将离任并担任集团

外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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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RIK

内容

38 41 44

4 8 16

在阿特拉斯 . 科普柯, 稳定、盈利

和成长已经成为我们公司行为的代

表特征。

足迹踏上更多土地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客户几乎遍及

全球各地。

售后服务市场

好的服务由具有服务意识的人员

提供, 但好的服务同时也需要没有

瓶颈的物流链。

关注美国

已经是集团的最大市场, 去年阿特拉

斯 . 科普柯在美国又大力开展活动进

一步增加业务量。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

的愿景目标是成为并始终保持

是“最佳印象 – 最佳选择”。

女性导师计划

已被建立以充分挖掘集团潜力。

公司的社会责任

在南非应对 HIV/AIDS 的综合计

划。

24
创新

创新精神来自于与客户的密切关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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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 盈利和成长长久以来一直是阿特拉斯 . 科普柯公司行为的代表特

征。我们高兴的看到 2004 年集团延续了这一表现。阿特拉斯 . 科普柯是

一个非常稳定, 具有高盈利性和处于强劲成长中的公司。

这
一年美元汇价又跌了。这对我们是一个

挑战, 因为我们收入的约 60% 都直接或

间接地与美元挂钩。汇率影响造成我们

该年度收入减少 5 %, 不过,通过增加销量、提高

效率和降低成本, 这一影响得到了缓和。

该年度市场需求总体上非常有利。尽管采矿

业的需求非常旺盛, 但是建筑业的需求却没有大

的提高。制造和加工业总体而言显示出旺盛的需

求。汽车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客户细分市场, 去年, 

汽车业的发展相对强劲, 对设备和售后服务产品

都有需求。

各大洲发展良好
从地理分布的角度来看, 在各大洲均有良好

的发展。非常重要的北美市场占据了集团总销

售额的 40 %, 以本国货币计价的订单同比增加了 

17 %, 并年度后半年出现加速增长。亚洲的情况

正好相反, 其收到的订单占集团订单总额的 12 %, 

以本国货币计价的订单该年度增加了 23 %, 但是

下半年增加较少。欧洲收到的订单占 35 %, 同比

增加了 9 %, 后半年增加较快。

大量的资源用于增加我们在中国、印度和俄

罗斯的市场参与和渗透。因此这些国家的增长率

比集团的平均水平要高出许多。

这一年美元汇价又跌了。这对我们是一个挑

战, 因为我们收入的约 60 % 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美

元挂钩。汇率影响造成我们该年度收入减少 5 %, 

不过, 通过增加销量、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这一

影响得到了缓和。

公司经营创历史记录的成绩归功于有力的内

部增长、收购、效率提高和提高售价。营业利

润达 67 亿瑞典克朗, 同比增加了 26 %, 利润率为 

创纪录盈利和强劲成 
长的一年

“从地理分布的角度来看,在各大洲 

均有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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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扣除各项财务项目后利润达到 63.8 亿瑞

典克朗, 同比增加了 30 %, 利润率为 13.1 %。

每股盈利同比增加了 30 %, 资本回报率 

(ROCE) 从 17 % 增加到 21 %, 这主要归功于我们

租赁设备极高的利用率, 以及我们租赁服务业务

领域的高营业利润率。

所有业务领域均取得进步
所有业务领域的绝对业绩和相对业绩都提高

了。

压缩机技术的订单量和收入均增加了 12 %。

这个增长主要是源于内部增长, 因为公司只收购

了两个较小的工厂, Guimera 厂和 Kolfor 厂。设

备销售在所有主要市场的表现良好, 而极为重要

的售后服务产品销售在几乎所有的市场都有大幅

增长。由于不断致力于开发和引进新产品, 实施

选择性提价, 使得营业利润增加了 11 %, 从 2 962 

百万瑞典克朗到 3 295 百万瑞典克朗。

建筑采矿技术接受的订单量和收入增长迅猛, 

同比分别增长了 40 % 和 32 %。尽管内部增长表

现很好, 但最大的增长部分还是来源于收购。我

们进行了三项主要收购, 它们极好地扩充了我们

的产品范围和地理分布。这些公司是英格索兰钻

探解决方案、Baker Hughes 采矿工具和 Rotex。 

根据持续创新的集团战略, 阿特拉斯·科普柯创建了第一个岩石加固技术专项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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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些公司的收购,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建筑采

矿技术公司具有极为广泛的产品生产范围, 这为

公司进一步发展打造了非常重要的平台。

市场定位优化
该年度实施了一项战略性决策, 剥离了专业

电力工具业务, 它是工业技术业务领域的组成部

分。被剥离的两个分部是 Milwaukee 电动工具和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电动工具, 它们原来的年度合并

销售额为 54.62 亿瑞典克朗, 营业利润率为 6.6 %, 

拥有 3 000 雇员。这项业务以 7.13 亿美元的价格

出售给了 Techtronic 实业公司, 交易于 2005 年 1 

月 3 日完成。工业技术业务领域剩余的部分是我

们的工业工具公司, 它在增加销量和提高市场份

额方面都有上佳表现。

2004 年, 租赁服务业务领域继续其强劲的复

苏态势。机构调整使得组织结构更为分散化, 人

员和生产流程不断改进, 从而创造了非常好的业

绩。基本市场需求历经两年的大幅紧缩后, 仅有

略微恢复。

经营表现为价格大幅上扬、销量增加和租赁

设备极高的利用率。加上降低成本和效率提高, 

租赁服务实现了营业利润 15.1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81 %。息税前利润率从 8.0 % 增加到 14.6 %。

投资于未来
该年度集团大量资源投入于产品开发以确保

将来发展, 而且还投入市场参与和渗透, 目的在于

抓住较短期机会。一个强大的售后服务组织是介

于现在和将来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我们

正不断投资, 进行售后服务经营方面的产品和服

务开发, 而明确的战略和组织目标是在该领域取

得成功的根本。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有着非常坚定的目标, 成为

最佳印象和最佳选择。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客户, 

而且关系到其他所有相关人士, 如股东、雇员、

业务伙伴以及社会整体。我们的夙愿就是让这些

人士深入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支持我们的行动, 

满意我们所取得的成绩。

发展的优越地位
在这一年中, 我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努力

用于与我们的利益分享者进行沟通, 同时衡量我

们在争创“最佳印象、最佳选择”中所达到的水

平。客户份额、投资者关系调查、雇员满意度研

究以及我们与各个国营和私营组织之间的关系等

衡量指标显示, 我们在他们心目中占有稳定和肯

定的地位。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现在处于一个优越的地位, 

可以利用我们看到的短期和较长期的市场机会。

这与市场地理位置有关, 同时也同产品和客户细

分市场有关。

最后, 我要感谢我们的股东一年来的支持, 尤

其我要感谢和表扬我们所有雇员做出的贡献。

Gunnar Brock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瑞典斯德哥尔摩, 2005 年 2 月 2 日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有着非常远大的目标, 成为最佳印象和最佳选择。

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客户, 而且关系到其他所有相关人士, 如股东、

雇员、业务伙伴以及社会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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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客户几乎遍布全球。对他们来说,阿特拉斯 . 科普柯

是一个本土公司; 同时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是一个资源遍及世界的全

球性企业。集团产品进入了近 150 个国家的市场, 并在大约 70 个国家拥

足迹踏上更多土地

荷兰
荷兰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公

司收到了来自荷兰 Nedtrain 和 

NS Reizigers 的订单, 需交付 

274 台火车制动系统用空气压缩

机以及零配件。

英国
兼并了 Kolfor Plant Ltd, 一个向石

油和天然气行业出租设备的专业服务

公司。

奥地利
一个岩石强化能力中心在 

Feistritz/Drau 成立。其目的

是使岩石开采和地下作业更

安全, 更具生产力。

芬兰
阿特拉斯 . 科普

柯兼并了 Rotex 
Oy 公司, 一个业

内领先的生产超

载钻机消耗品的

生产商。  

西班牙
兼并了Guimera S.A., 
一个专业设备出租公司。

美国 
兼并了 Baker Hughes 开采工

具公司 (Mining Tools), 一个业

内领先的生产旋转钻机和升井

钻机消耗品的制造商。它的总

部和制造工厂在美国得克萨斯

州的 Grand Prairie, 并在几个国

家设有销售办事处和代理商。

肯尼亚 
作为其现代化项目的一部分, 肯尼亚的东非波特

兰水泥公司 (East African Portland Cement 
Company) 订购了压缩机和钻机设备。这笔大

订单包括地表钻机设备, 采石场用的大型便携式

压缩机以及工厂用的大型空气压缩机。

美国
租赁服务业务领域的三个品牌已经

整合为两个品牌, RSC 设备租赁和首

要能量 (Prime Energy)。

瑞典
兼并了 Scanrotor Global AB, 

一个为装配应用客户提供总体解决

方案的公司。它将成为 Chicago 
Pneumatic 分部的一部分。

美国
集团收购了英格索兰钻机事业部, 这是一个

生产地表采矿和建筑工程用的钻机设备和

消耗品的制造商和分销商, 总部设在美国得

克萨斯州的 Garland, 并在几个国家设有生

产基地。

智利
智利的阿特拉斯 . 科普柯

欢庆其 50 周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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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踏上更多土地

 中国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收购了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青岛前哨

精密机械公司 (QQPMC) 的资产收购。它是为工业市场、

汽车售后服务市场和航空航天业提供气动工具的一家领先

的生产商。QQPMC 现归属于芝加哥气动 (Chicago 
Pneumatic) 事业部。

 中国
一个新的物流中心已

在上海成立。它主要

服务于中国大陆地区, 

仓储和分销空气压缩

产品和部分气动工具

和零配件。客户将得

益于大大缩短的交货

期以及常用订货产品

库存水平的提高。

 中国
无锡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有

限公司在扩建后, 其年压缩机装

配能力翻了一倍。

俄罗斯
MMC Norilsk 
Nickel Group 是

世界上最大的镍

和钯的生产商, 

在俄罗斯矿井中

使用大量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设备, 此次

又增加了大笔订单订购阿特拉斯 . 科普

柯设备。该订单包括九台地表钻机设备, 

十辆装载机和一辆矿用卡车。

 中国
中国一石化公司订购的三台定制

高压整体齿轮涡轮压缩机是阿特

拉斯 . 科普柯气体加工事业部收

到的最大单张订单。

有自己的销售公司。在其他 80 个国家中, 产品通过分销商和服务网点销

售。阿特拉斯 . 科普柯在 16 个国家制造和装配产品。产品制造主要集中

在比利时、瑞典、美国、德国、法国和中国。

沙特阿拉伯

每年,伊斯兰的朝圣者旅行到麦加去参拜穆哈默德

的出生地。在朝圣月份, 城市一百万的居住人口大

约要增加二百万。不幸的是, 由于过度拥挤而经常

导致人员死亡。 

为了减轻每年朝圣者进入和离开圣地而引起

的混乱局面, 目前正在修建一条隧道, 而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大型钻机设备正在这个建设工程中大显

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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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haly Vetro 是维修组长, 他对产品服务十分满

意。这是他与来自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 Sandor 
Nagy 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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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空气, 不言自明
你知道吗, 在欧洲销售的每两只移动电话中就有一只是位于匈牙利的 

Elcoteq 工厂之一制造的?

Elcoteq 网络公司是一家领先的电子设备制

造服务公司, 同时在通讯技术领域有着自主开发

和设计生产能力。公司业务遍及四大洲 12 个国

家, 雇员人数大约 16 500 人。在匈牙利南部 Pécs 
的两个 Elcoteq 工厂拥有雇员 5000 人, 他们所贡

献的业务量占 Elcoteq 全球业务量的三分之一。

“公司于 1984 年在芬兰成立, 当时是诺基亚

的供应商, 如今我们的客户结构已日趋均衡。现

在, 我们在世界各地进行生产, 为各大品牌提供

配套, 包括诺基亚、摩托罗拉、菲利浦、索尼、

爱立信、住友、Swissvoice、西门子、阿尔卡

特、RIM、和 Aastra 等”, Agnes Góor 说, 他是 

Elcoteq 的品控经理。

延伸范围
随着外包业务趋势的不断增长, Elcoteq 这类

公司的业务范围变得更为广泛。“我们在全球范

围内提供端到端方案,包括设计、制造、供应链

管理和售后服务, 覆盖客户产品整个生命周期,” 

Góor 说。

匈牙利两个工厂的其中一个工厂生产高产

量产品 – 移动电话、DVD 播放器、平面电视

等。– 而另一个工厂生产低产量产品, 如复杂的网

络通讯设备。

在工厂里的任一个地方, 人们可以听到压缩

空气工作时发出的轻柔的声音。压缩空气驱动设

备进行产品生产。

“电子设备制造服务公司是频繁使用空压产

品的用户,” György Barko 说, 他是在匈牙利的安

全设施经理。“不间断的空气供应对我们来说很

重要, 不然, 我们的金钱就会在分秒间流失。”

在匈牙利, Elcoteq 总共有十一台无油式压缩

机投入生产, 并有部分空余生产能力。“使用阿

特拉斯 . 科普柯品牌压缩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

服务。从理论上说, 只有提供了好的服务, 外包才

能令人满意。当你购买一台压缩机时, 你理所当

然期待它能正常运转。”

匈牙利
位于欧洲中东部的匈牙利在 1957 年至 1989 

年期间还属于前东方集团。从 2004 年开始, 它已经
是欧盟成员之一, 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从商品、
服务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获益。失业率稳定在 
6 % 以下, 通货膨胀率约为 5 %。工资水平明显低于
其邻国奥地利。

由于历史上曾几度丧失大片国土 – 最近一次是
在二战结束后部分国土割让给乌克兰 – 该国目前是
一个中央化的国家。在最近几年中, 匈牙利已经开
始吸引外资企业对乡镇地区的轻工业工厂进行投资, 
包括东北部的 Miskolc, 西北部的 Györ 以及匈牙利
南部的 Pécs。在吸引外资投资的同时, 匈牙利主要
还同东欧的其他国家竞争, 这些国家失业率高、工
人工资水平相当、受教育水平高, 而且同中欧国家
间的物流往来运转顺畅。

Elcoteq 于 1998 年在匈牙利开设了它的第一家工厂, 

2000 年开设了第二家。作为一个前采矿中心, 同时有 

着一所大学, Pécs 有着丰富的熟练技术人员资源。

Elcoteq 是该地区雇员数最多的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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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00 米长的法兰克福机场北跑道已有 30 年

历史, 负责该跑道整修计划的项目团队已经用一

种独特的方式解决了如何维持起飞和着陆能力的

核心问题 – 跑道被分成了 300 段, 正采用夜间施

工对它们进行逐步破土重建。

这个重要的解决方案由主承包商、Kirchhoff- 
Heine 的专家团设计,它需要精确定时、所有行

动的完全配合以及相关人员与机器的总体可靠

性。他们的行动计划是: 每晚破碎并清理一段 15 

米长、60 米宽的跑道, 并铺设一层新的沥青。在

精确定时方面,在每晚可用的七个半小时中, 每个

作业、步骤和行动都有极为精确的计划, 做“演

习”式测试, 并以分钟为计算单位。挑战这一流

程难题的是一个 70 人的实力雄厚的专家团以及

一个由卡车、挖掘机、液压锤、装货机、沥青铺

路机和压路机组成的队伍。

紧密团结
Kirchhoff-Heine 在计划阶段与来自阿特拉 

斯 . 科普柯的专家紧密合作,为该项工程确定理 

想的机器组合。现在,每天晚上, 七台挖掘机各就

各位, 同时使用七只重型阿特拉斯 . 科普柯液压 

锤开始破碎跑道。

整个流程让人印象深刻:使用正好90分钟时间

德国

法兰克福的跑道整修工程正在夜
以继夜地进行

法兰克福机场的三条跑道每天担负 1300 次航班的起降任务,其中一条跑道

需要整修不能运行,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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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破碎和清除约 2000 吨的毛石混凝土; 仅有 

4 个半小时可用于校准、铺平和压紧地基, 以及 

铺设和压紧特殊的低温铺路材料 – 仅剩的最后 

一个半小时用于安装新的照明设备以及跑道标 

志设置和清理工作。

在第二天早上首架喷气式飞机着陆的时候, 

一个全新的跑道分段已经修建完成 – 在该整修 

工程于 2005 年 6 月完工前, 这个流程将重复  

3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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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紧密合作, 获得更大 
的盈利能力

1999 年, 福特公司决定在著名旅游地区 Bahia 州进行一项大投资。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工业区, 所以必须对基础设施加以改进以满足 

年产 250 000 辆轿车的预计产量。该项目被命名为福特亚马逊计划。

Lidiane Mota da Sil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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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就被选为动力

工具供应商,” Gilberto Albuquerque 说, 他是福

特最终装配生产地区经理。

合同的范围比一般的合同要大得多。阿特拉

斯 . 科普柯的工程师参与工程决策, 比如怎样使装

配周期最短化、实施零缺陷紧固方案、减少福特

所使用动力工具的数量和螺钉的种类, 以及怎样

实现一个精简的生产线和一个更好的生产流程。

一个好的起点
“这种与我们客户的紧密合作是一个非常好

的起点;  这种密切的互动过程使我们对福特的工

作流程和工厂需要有较好的理解,” Carlos Maia, 

巴西阿特拉斯 . 科普柯工具和装配系统的总经理, 

说道。

工厂的每个动力工具都是阿特拉斯 . 科普柯

的产品, 它同时也是福特分包商 (如 Benteler, Vis-
teon, Lear, Valeo, Faurecia, 以及 Krupp 等) 的主

要供应商。

仅过了两年, 福特亚马逊项目即获得了巨大

成功; 事实上, 它是福特在世界各地最成功的工厂

之一 – 它生产轿车的速度比预计要快得 

多, 数量也更大。

获得世界级知识
现在,阿特拉斯 . 科普柯有八 

名员工进驻福特的工厂, 其中六 

名是技师。当一辆新车将要推出 

的时候, 阿特拉斯 . 科普柯被邀 

请加入福特的流程团队, 讨论怎 

样使生产过程尽可能高效。

“我们与阿特拉斯 . 科普柯签 

的合同包括对所有工具的所有必须 

的服务、生命周期成本估计、校准 

和生产线支持、差错验算、网络系 

统等,” Albuquerque 说。“我们建 

立这样一个深厚关系的目的在于得 

到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世界水准的 

知识, 并进而通过更精简的生产线和 

更少的装配中断使经营更有效 – 密 

切合作和持续的流程改进使我们获 

得更多的利润。

“我们与阿特拉斯 . 科普柯建立深厚 

关系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利

润,”福特亚马逊的 Gilberto 
Albuquerque 说。

Gilberto Albuquerque, Ford Amazon.

Carlos M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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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增加了
提高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创造的产值是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的战略方针。产品使用包括配套件、消费
品、零配件、服务、维护、培训和租赁。

这个机会使公司与最终客户的关系更为紧密。接近
客户使集团能开发出更好的产品, 同时使集团能确保产品
得到最有效的使用。

与对设备的需求相比, 对这些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相对
更稳定。现在, 产品使用创造的收入占阿特拉斯 . 科普柯
收入的一半以上, 而且它的重要性正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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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好处: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在比利时的

物流服务中心能更

好地计划, 因为他们

知道何时交付这些零

件, 暂时的零件短缺

不会影响交货, 而且

如果别处有紧急任务

要我处理, 必要时, 另

一个服务工程师可以暂时接替我完成这项工作。

我在餐厅匆匆吃完午饭, 接着一个年轻的同

事来电向我求助, 他在解决一个电力难题时遇到

了困难。所有的服务技师都能为小型和大型压缩

机提供服务, 但是由于我们产品

系列中先进技术成分的比例提

高了, 我们的技术服务进行了细

化分工。鉴于我的电力工程师

的背景, 我专门负责处理配备有

高级电子控制系统的压缩机。

如果我的同事碰到涉及这种系

统的问题, 他们可以随时问我。

我可以通过电话帮他解决这个

问题。

在上月中旬, 办公

室发给我一份名单, 上

面列出了这个月在我

这个地区需要拜访的

客户。今天, 已经计划

去拜访位于 Zeewolde 
的 Van Dijk-food 公

司。它生产植物油、

人造黄油以及各类沙司。每条生产线都有自己的

压缩空气装置, 我去那里为他们的六台注油式压

缩机和吹风机提供半年一次的定期维护。

该工作所需的所有零件已经在现场等着我

了。我在半年前上一次进行定期维护时就预订了

这些零件, 最近, 这批零件刚刚送到。该体系有很

星期一

荷兰

一个现场服务
工程师的足迹

好的服务由技术熟练和有服务意识的员工提供, 但是好的服务同时也需要

没有瓶颈的物流链。Bas van Bree 是荷兰众多压缩机现场服务工程师中

的一个, 他强烈体会到什么才能让客户感到安心, 而他得到的正是一个稳

固物流链的支持。在公司工作 28 年, 很显然他是该地区新员工的顾问, 

这些新员工正在学习怎样才能提供符合以及超出客户期望的服务。

帮助一个同事。

多好处: 阿特拉斯 

科普柯在比利时的

物流服务中心能更

好地计划, 因为他们

知道何时交付这些零

件, 暂时的零件短缺

不会影响交货, 而且

如果别处有紧急任务

要我处理, 必要时, 另人造黄油以及各类沙司。每条生产线都有自己的人造黄油以及各类沙司。每条生产线都有自己的

进行半年一次的定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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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离开住处时, 我查到昨天下午从比利时

订购的零件在晚上已经送到我的货车里。相比之

下, 如果要我开车到邮局, 排队, 领包裹然后再驾

车到客户所在地, 而客

户可能位于一个相反方

向, 现在的做法节约很

多时间。

今天我拜访了在 

Zeewolde 的 Dutch 
Flame。在这里木屑被

压紧制成木块, 然后用

于家庭开放式火炉。

它的 VSD (变速驱动) 

压缩机出现了问题。

该压缩机与一个发电

机相连, 发电机又受其生产机器的影响。这就造

成压缩机速度变化, 这是可以忽略的。吃了一些

三明治, 喝了一杯咖啡后,我驾车回来完成在 van 
Dijk Food 的维护。

后来, 我来到在 Diemen 的真空焊锡厂, 它是

一个在真空作用下为诸如涡轮转子叶片和其他精

密机械组件提供锡焊和铜锌合金焊接的公司。我

换了一个坏了的星级接触器, 然后驾车回家与我

太太共进晚餐。

尽管我只是 25 000 名雇员的其中之一, 但感

觉上好像阿特拉斯 . 科普柯就是我自己的公司。

我一个月只去一次办公室, 我自己安排一天的工

作, 定期拜访客户, 维护他们的压缩机和吹风机。

我喜欢做“我自己的老板”。我的货车就是我的

办公室, 在那儿我有一个笔记本

电脑可以进入全球的网络系统。

我可以在货车里订购零件, 甚至

可以远程监控某些客户的压缩

机, 确保它们不会碰到问题。尽

管我与我的同事不是每天见面, 

但我们之间有一种特殊感觉, 我

知道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依靠他

们的帮助。

今天一个同事请我帮忙处

理我们国家机场的一台压缩机控制器。我原定拜

访一家发电厂的计划只好延后

一天。

一个月之前, 我的同事对三

台压缩机做了彻底检修。之后, 

三台新的带过滤器吹风机和一台

电子控制器送到了, 电子控制器

可以通过一个每周换序的可调

节时间表方式来启动和调控压

缩机。

安装和所有电线铺设工作

都由一家电子技术公司完成, 它已经为所有的电

线作了标记。当我的同事连上电线线路后, 它导

致压缩机内部的保险丝被烧坏。我建议我们应该

检查在三台压缩机和控制器之间的电线 – 结果证

明是安装者将电线的标记完全

搞错了。控制器也因此遭到损

坏。在更换新控制器、重新铺

设所有电线, 同时在计算机模块

中装了新软件之后, 我们可以

使系统启动了。我们对序列控

制模式进行了测试检查, 发现

一切运转正常。这真是值得庆

贺, 于是我在当晚与朋友们共同

庆祝。

星期二

星期三

办公室, 在那儿我有一个笔记本

电脑可以进入全球的网络系统。

我可以在货车里订购零件, 甚至

可以远程监控某些客户的压缩

机, 确保它们不会碰到问题。尽

管我与我的同事不是每天见面, 

但我们之间有一种特殊感觉, 我

知道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依靠他

们的帮助。

车到客户所在地, 而客

户可能位于一个相反方

向, 现在的做法节约很

多时间。

Zeewolde
Flame
压紧制成木块, 然后用

于家庭开放式火炉。

它的 

压缩机出现了问题。

该压缩机与一个发电

零件在晚上送到。

我定期拜访我的客户。

进入全球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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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被叫到一个位于 Dronten 

名为 Vankan 的小公司去检查一台压缩

机, 该公司是一个邮局信箱的生产商。

他们的压缩机无法启动。看来好像是

高温安全开关发生故障, 而且开关的玻

璃被打碎了。一起喝完一杯咖啡后, 一

个雇员告诉我曾经有一个铲车司机无

意中撞到了压缩机。我换了新的开关, 

并告诉他们下次要更加小心。

每次我完成一件计划外工作, 我总是在继续

进行维护工作之前打电话到办公室。也许在这个

地区还有其他问题呢? 今天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我

的电话却好像坏了。我的 24 小时服务的值班时

间将从星期五开始。因为必须保证能随时联系到

我, 我开车到了最近的维修点。立即修好是不可

能做到的, 而同时我又接到了另一个电话。

吃午饭的时候, 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在阿姆斯

特丹有一台旧压缩机发生问题。在阿特拉斯 . 科

普柯与该客户签订压缩机全部责任合同 25 年之

后, 我们想办法让这台机器又运转了两年, 但现在

这台压缩机发出了一种震耳欲聋的声音。在检查

了几个零部件之后, 我拆开了压缩机内核。驱动

轴断了 – 这台用了 27 年的压

缩机终于寿终正寝。现在客

户必须立即购买一台新机器。

同时, 我们帮该客户装了一台

租赁来的机器。

下午 5 点,我回到家。一

刻钟之后我的电话响了; 在 

Mydrecht 有一项紧急任务

需要我去。到达后, 我发现

是吹气回路的一个插头松

了。这个插头有一个内置的

方口转接器, 我必须再做一

个特殊的工具去修好它。直

到晚上 11 点, 我才结束一天

的工作。

今天是我的“发电机日”。第一台是在一个

名为 Mantgum 的小镇的展览会场的便携式发电

机。启动后, 机器仅 10 秒钟后就关闭了。这好像

是安全开关上的接触器

松动而且被弄脏了。在

清洁了接触器, 更换了

连接插头之后, 发生器

又开始工作了。

第二台发电器是在 

Veendam, 去那里需要

一个半小时车程。它

的速度调控器出了问

题。在调节了速度分

压计之后, 机器可以运转了, 但为了保险起见, 我

还是做了一个小时的试运转。

由于路程长, 我打算下午 3 点开车回家。但

是在下午 7 点,我接到一个在 Veendam 海边的公

司的电话。他们的注油式变速驱动 (VSD) 压缩机

停止运转, 而客户需要压缩机能在星期六早上 

5 点开始工作。

到达之后, 我发现是冷却风扇的保险丝烧坏

了。这种保险丝是专门设计的, 我的维修货车中

没有库存可用。我给在这个地区的三个同事打了

电话, 问他们有没有这种保险丝存货, 但是没有

成功。事实上, 我们以前谁都没有碰到过这种问

题。怎么办? 我想了一个办法, 在内核里放一个普

通保险丝座和相配的 20 安培标准保险丝。问题

暂时解决了。星期一, 我要去订购原装保险丝并

交给附近的一个服务工程师。

这次事件之后, 我将在我的维修零件存货中

增加频率控制压缩机可能需要的各种保险丝。

晚上十一点半, 我回到家– 这一周可真够戗

啊! 我的 24 小时服务

周将要持续到下个

星期五, 但愿在下班

时间后不要再有问

题出现。

星期四

 年的压

星期五

是安全开关上的接触器

松动而且被弄脏了。在

清洁了接触器, 更换了

连接插头之后, 发生器

又开始工作了。又开始工作了。

Veendam
一个半小时车程。它

的速度调控器出了问

题。在调节了速度分

轴断了  这台用了 27 年的压 年的压

回家了。

Bas van Bree 

现场维修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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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ec 工业公司于 1972 年由三个人创立, 已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 

沥青生产商。在美国东南部田纳西州 Chattanooga 的建筑工地, 

Murphy Rogers 负责公司组织内部在美国南部和巴哈马的建造工 

地的设备需求。

美国

 租借 – 比拥有更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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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一个在建造工地的内部客户需要什

么, 我们都确保他能得到,” Rogers 说。一次同时

满足六或七个建造工地的需要会占用大量资金。

在 Chattanooga 总部, 他们发现租借设备要比把

他们自己的设备运到各地更为经济。这就是他们

成为 RSC 设备租赁公司客户的原因, RSC 是阿

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如果我

们有一个 45 天的工程, 那么使用我们自己的设备

也许更好, 但如果工作周期较短, 我们会倾向于租

赁,”  Rogers 说。

开拓在线订购
Astec 定期租借设备, 主要为叉车和高空设

备, 并与 RSC 设备租赁公司有着密切联系。两年

前, Rogers 与他的业务联系人一天要通好几次电

Astec 工业公司的 Murphy Rogers 通过在线方

式订购所有的租赁设备。

“如果我们有一个 45 天的工作, 那

么使用我们自己的设备也许更好, 

但如果工作时期较短, 我们会倾向

于租赁。”

话, 但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已经开始了在

线订购设备。“开始的时候, 我要电话确认设备

已经订购了, 但后来我们发现系统是安全的。时

间就是金钱, 通常, 租借的设备到达现场时我们还

没有到,”Rogers 说。我们在现场的人员现在知

道他们无需担心设备的问题。如果确实出现延误, 

在线订购系统将会通知我们。

“我们对于这个在线订购系统非常满意。

事实上, 如果有谁把它取消, 我会非常恼火的,”  

Rogers 说。“这个系统提供一个跟踪记录, 它能

使我们订购到已过租赁期限的设备, 这是一个省

钱的好方法, 但最重要的是它加快了进程。由于

减少了用在打电话上的时间, 我们可以转而关注

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方法的好处。“阿特拉斯 . 科

普柯现在在顺应客户想法方

面要积极主动得多,”Ganza 

说。“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他们

对维修交换的承诺, 在过去的 

18 个月中他们扩展了服务业务

的范围。”

Naude 指出,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内部人员和

客户的培训已经被视为一个优先课题。

“我们发现, 经过适当培训, 客户使用设备变

得更安全有效。结果, 他们的生产力增加了 – 这

表明我们已经履行了对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反过

来, 他们为设备提供好的参考意见, 我们就能出售

更多设备, 并提供更多服务。向人们询问他们对

产品的不满之处一定能得到回报。”Naude 说。

Richard Ganza 也同意这种观点,“服务支持

最好来自基层人员, 他们人数较多, 同时阿特拉斯 
. 科普柯准备在任何需要培训的地方进行培训... 
操作人员或维护人员—只要需要。

服务的未来
有控制的增长和对员工和客户培训的重视只

是将来需优先考虑课题中的部分内容。

“过去我们供应主体设备 – 现在我们供应现

场基础设施, 包括液压橡胶软管、净化设备、配

件和零件。这样的工作使我们成为营运的一部

分。客户觉得我们正致力于使那个特定现场的经 

营取得成功。就像走进服务站点购买汽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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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独特的服务方法 
赢得客户支持

澳大利亚建筑机械和采矿技术部挖掘了新的增长点帮助其客户实现目

标。从过去两年到现在, 其与众不同的服务产品是其实现创纪录设备销售

额背后的主要驱动力量。

“在一个像澳大利亚这样的采矿市场中, 客户

从来都不只是购买设备。只要有可能, 他们就希

望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一个生产方面的保证。

要实现这个保证, 一部分靠供应商一开始就提供

优质设备, 但主要还是靠供应商确保其提供的售

后服务支持将在今后若干年带给设备所有者一个

高额投资回报,”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澳大利亚建筑

和采矿公司总经理 Sergio Camozzi 说。“这是目

前提供给我们客户的综合售后服务套餐的一部分, 

它使客户在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获得生产高效

率、可靠性和最佳业绩。”

关于市场和其客户优先级的新理念引导阿特

拉斯 . 科普柯开始设立服务经理这样一个新职位, 

即某个可以为售后服务市场创造新业务的人。

Leon Naude 加盟了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并且在两

年时间内, 他使服务团队对内服务和对客户服务

的方法有了显著的改变。

在开始任职后不久, Naude 对客户进行了访

问, 并收集关于客户对过去几年所接受服务的所

有负面反馈信息 – 完全不要求正面信息。“通过

做这项工作, 我们找出了需改进的主要方面, 并

开始了战略的制定以及实施,” Naude 说。“九

个月之后, 我们再对客户进行

回访, 告诉他们我们所做的工

作。通过这个过程, 客户学会

了与我们沟通。”

BCG 承包工厂厂长 Rich-
ard Ganza 已经看到了阿特拉

斯 . 科普柯售后服务新战略

Richard Ganza, BCG  

承包工厂厂长。

“向人们询问他们对产品的不满

之处一定能得到回报。”Leon 
Naude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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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市场

如果在那儿有软管出售, 他们将可能就在那儿买, 

而不会再另外跑到城里了,” Naude 说。

“当我们出售一台机器给客户时, 我们必须询

问客户他们的期望, 并试着去满足这一需求。我们

开始建立一种结构, 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结果如

何? 我们现在拥有一些客户, 他们向我们购买钻机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场提供的服务。”



美国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仍然     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仍然     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美国

美国是世界领先的工业大国, 产品多样并且技术先进, 人口超过二亿

九千三百万。美国已经成为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最大的市场, 去年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又在美国开展了大量活动以进一步扩大业

务。为了配合提高具有高发展潜力市场的市场占有率、拓宽地理范

围、发展产品使用并增加客户占有率的战略,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公司

在重要的建筑和采矿领域进行了两次收购。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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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 . 科普柯在美国  
美国是阿特拉斯 . 科普柯最大的市场,  

主要通过收购活动获得增长。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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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AB 在加利 
福尼亚州建立了美国销售子公司  
(于 1953 年迁至新泽西州)。
1980 年公司更名为阿特拉斯 . 科 
普柯北美有限公司,并沿用至今。

DISCOUNT TIRE 公司总部位于亚利桑那州

斯科茨代尔市, 是美国最大的独立轮胎

经销商。创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并且

在创建之初仅有一家商店的 Discount Tire 公司, 

现在已发展到在全国范围内有大约 600 家商店的

规模,年销售额约一亿七千万美元。Discount Tire 
公司建立了其成功的准则, 即从客户进入公司所

属任意一家商店到随后他们离开, 在这一小段时

间内完美的完成新轮胎或者车轮的安装, 使客户

满意。

对于作为阿特拉斯 . 科普柯公司集团下属的

芝加哥气动而言, 赢得 Discount Tire 业务的机会

在于能够为每天根据客户完全满意为宗旨工作 

的客户提供他认为值得的产品和服务。

在 3000 多个维修保养站投入运营的情况下, 这些维修

保养站的轮胎安装设备的可靠性对于 Discount Tire 

公司确保实现最大的轮胎销售量、批量检修和客户完

全满意至关重要。

工业技术

 Discount Tire 公司 
在成本和可靠性之间 
谋求平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当竞争者在 Discount Tire 公司已占据优势地位

时, 一些优质芝加哥气动冲击扳手和压缩机试用

品得到了来自负责安全安装每年销售的一千七百

万个轮胎的“轮胎安装工人”肯定的评价。这些

评价与芝加哥气动提供的成本节约效能以及售后

服务一起, 引起了 Discount Tire 公司采购部高级

副总裁麦克 . 科麦兹的注意。

合作产品开发
但是并不只限于此。冲击扳手在 Discount 

Tire 公司多种培训程序中都有特定的应用, 这些

培训程序涵盖安装、找平和维修轮胎及车轮的各

个流程。为了确保冲击扳手完全适应培训程序以

及整天使用扳手的轮胎安装工人的需要, 麦克 . 科

麦兹与芝加哥气动密切合作, 对工具进行了小的

改动。随后又完成了进一步的修改, 提高了工具 

的使用性能并且减少了工具整个寿命周期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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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 1980 年
在完成下列多次收购之前, 该公司完全是一个销售公司: Jarva 有限公司, 俄亥俄州索伦市, 生产隧道钻 
孔机 (1984 年停止营业并且技术转移到瑞典);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有限公司, 麻萨诸塞州候尔约克 
市 (收购了沃辛顿压缩机有限公司在美国的压缩机业务); Turbonetics 公司, 纽约州渥赫斯威尔市, 公 
司后来更名为阿特拉斯 . 科普柯 Comptec 有限公司, 生产涡轮压缩机; SIP (标准工业气动) 公司, 俄亥 
俄州克利夫兰市, 生产安装在水箱上的小型压缩机 (1987 年并入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公司。)

 

 

的维护次数。“由于我们的每个

商店使用多种冲击扳手, 因此我

们需要从我们的工具供应商那

里获得成本和可靠性的最优组

合,”麦克 . 科麦兹说。

在操作冲击扳手和轮胎更

换机需要稳定而大量的压缩空

气的情况下, Discount Tire 公
司显然也需要可靠的压缩机。

芝加哥气动再次与客户合作, 

以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除

了可靠性, 压缩机还必须没有噪

音, 因为我们正努力在我们商店

的每个环节上降低噪音,”麦克 . 科

麦兹说。芝加哥气动旋转式空气压

缩机在美国不同地区进行了试验, 以判

断噪音水平、空气量、空气湿度以及在

寒冷天气条件下是否存在进气管冻结的问

题。芝加哥气动压缩机成功地通过了测试, 现在

已在多家 Discount Tire 商店中使用, 而且由于连

续地取得良好的工作效果, 大家相信这些压缩机

将最终替代各商店中在用的固有噪音的活塞式压

缩机。

通过对来自 Discount Tire 公司员工的反 

馈信息做出回复, 现在, 芝加哥气动正逐渐成为 

Discount Tire 公司工具以及压缩机的合格供应

商。但是, 更重要的是, 它不只为这个客户而是为

所有市场和用户成功地提高了冲击扳手的功能并

生产出更好的工具。

“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工具供应商那里

获得成本和可靠性的最优组合。”
麦克 . 科麦兹, Discount Tire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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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组建阿特拉斯 . 科
普柯工具有限公司, 已作为销售高级电
动和气动工具的载体。收购了 Gas 
Power Systems 公司, 该公司的涡轮
膨胀机被并入 Comptec 公司。 

1987 年 
收购纽约州尤蒂卡市的芝加哥气动公司 (1997 年迁至
南卡罗莱纳州洛基山市)。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组建的 
Atlas Copco Roctec 有限公司 (现为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建筑和采矿技术美国有限公司), 是销售建筑和采矿技
术产品的公司。

建筑和采矿技术

为 Extreme Makeover  
电视节目设计的钻探解 
决方案

最近, 家庭整修活动的风尚将一台普通的钻机变成了电视节目中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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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收购俄勒岗州波特兰市 
Wagner 采矿设备公司,  
后来成为阿特拉斯 . 科 
普柯 Wagner 有限公司。

1990 年 
收购的 Secoroc 有限公司和 T-H 工业公司
合并为 Uniroc 有限公司。目前, 总部位于 
宾夕法尼亚州 Ft. Loudon 的 Secoroc 美国
有限公司是一家制造公司, 而阿特拉斯 . 科 
普柯建筑和采矿技术美国有限公司作为销 
售公司。

1991 年
收购密歇根州 
利夫尼亚市的 
Desoutter 有限 
公司, 并入工业 
技术业务领域。

“根据地面情况, 需要使用泥和空气混合旋转

钻探技术, 而这台钻井机就是完成该作业的理想

设备, 这是因为两种钻井方式它都能够胜任,”埃

迪 . 费什解释说。钻井操作员史蒂夫 . 昂特斯赫

补充说:“新钻井机比老钻井机操作更加高效和方

便, 这对我们紧张的时间安排来说尤为重要。”

费什兄弟公司工作人员钻的井约 280 英尺 

(85 米) 深, 井口使用膨润土进行密封, 以阻隔污染

物。“整个项目非常有趣, 并且由于在作业点上

有大约 300 到 400 名参观者, 场面颇为喧闹!”埃

迪 . 费什说。“故事有了一个令人愉快的结局-它

感动了我们所有人。”

费什兄弟公司成为英格索兰钻机解决方案公

司, 即现在的阿特拉斯 . 科普柯钻机

解决方案公司的客户已有 20 多

年时间。对于他们而言, 除

了钻机具有的处理多种应

用情况的性能, 能够保证

安排工作人员随时应答

来电询问是衡量一个

供应商的最为重要的

要素。

一
期 ABC 电视台的 Extreme Makeover 
节目: 本期家庭版节目的主角是一个需

要进行一些居家修缮的家庭,在仅仅一

周后实现他们创造梦想家庭的愿望。在这个案例

中, 一个患有阳光过敏症的 13 岁女孩, 只能在小

屋中生活, 不能到户外去做同龄女孩喜欢做的事

情。更为不幸的是, 这个家庭现有水井中的水受

到硝酸盐的污染, 这是由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市北部佩特鲁玛地区 80 年多年来肉鸡饲养所导

致的。

当 ABC 电视台打电话给加州地下水协会询

问关于在这个家庭的房内钻一口新井的意见时, 

他们立刻帮助电视台联系到了他们中的一些成员, 

包括专业经营钻井机租赁业务的加州斯巴司托伯

尔市费什兄弟钻探公司的总裁埃迪 . 费什。

尽管这是 ABC 电视台著名的家庭整修节目

需要的第一口井, 但是, 对费什兄弟公司和他们的

由阿特拉斯 . 科普柯钻探解决方案公司所生产的

水井钻机来说, 这并不是个可怕的挑战。

钻井耗时约 25 个小时, 包括安装一套新的与 

当地其他承包商连接的水泵与过滤系统。

业内领先的水井钻机供应商
集团的一个战略方向就是实现有组织的收购式

发展。
伴随着对英格索兰钻机解决方案公司的收购, 

2004 年,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公司成为世界领先的水
井钻机供应商。钻机还能执行金矿开采和矿产勘探
的钻孔操作, 已被普遍用于世界上容易发生旱情地
区的水井钻探。

“非常有趣而且现场相当喧闹, 因为

工作现场有 300 至 400 多人。”

费什兄弟钻探公司的埃迪 . 费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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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服务

借助于移动工具库实现 
较短的停工期

“在我们的行业中, 正常情况下不使用移动式工具库, 但是在我们上 

一次作业中, 我们拥有 1200 家合同转包商, 并且我们需要为所有合 

同转包商供应工具。由于采取日夜班, 我们无法在正常系统中检查 

工具的进出,”Gulf Marine Fabricators 公司原材料经理罗伯特 .  

艾尔夫瑞兹说。他负责监督复杂的采购工作、转包和原材料控制。

1992 年
收购加利福尼亚州加德尼亚
市的 Rotoflow 有限公司。

1993 年
收购生产隧道钻孔机的华盛顿州西
雅图市阿特拉斯 . 科普柯 Robbins 
有限公司。

1995 年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公司收购密尔沃基 
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罗伯特 . 艾尔夫瑞兹, Gulf Marine Fabricators 

公司原材料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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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通过收购德克萨斯州休斯
顿市 Prime Service 有限
公司,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公司开始设备租赁业务。

1998 年
从 Robbins 有限公
司撤出投资。

GULF MARINE FABRICATORS 公司总部位

于得克萨斯州阿兰萨斯山口, 为 BP、

Conoco-Phillips 和 Chevron-Texaco 等

公司制造海上钻井台设备。艾尔夫瑞兹需要移动

工具解决方案以应付大的项目。

“在使用 RSC Equipment Rental 公司的移动

工具库之前, 我们在完成作业时回收工具, 对于工

具丢失、盗窃或损坏则几乎没有可用的资源应付

这些情况,”艾尔夫瑞兹说。“现在, 我可以将所

有转包商资料汇总制表, 找出需要哪些工具并加

以更换。而且, 我们能够不间断地进行工具出入
库登记, 而无需承担购买工具和维护工具所需的

费用,”他说。

24 小时工作
“另外, 我们还能仔细检查以分包商、个人

和/或工具违规操作进行排序的各种报告。通过

这些报告可以对违规操作或者不遵守规章操作情

况进行监督。这一点确实很有用。” 

“尽管我们投入了很多资金, 但却获得了 24 

小时的有效工作期、大量工具和一个强大的服务

团队在现场解决问题。这实际上是值得的,”艾尔

夫瑞兹说。“如果将来我们再与大量的合同转包

商合作, 那么我会建议再次使用移动工具库。”

缩短停工期
由于移动工具库位于工作区旁边并且工具发

放人员也是工具维修人员, 因此转包商享受到的

一个主要优势就是停工期缩短了。“在引入移动

工具车之前, 如果没有可用的替换工具或者需要

采购新的满足要求的工具, 那么我们必须等待一

段时间。停工期妨碍了生产。”

利奥 . 巴尔德拉兹是负责监督操作并管理

移动工具车的 RSC 设备租赁公司现场工作人

员。“一旦他发现我们需要工具, 他就会非常快

地给我们这些工具。实际上, 在好几天换班时, 我

很早就出发, 对移动工具库进行了性能审核,”艾

尔夫瑞兹说。“在生产线上大约有 12 到 14 名工

人, 平均等待时间为 1.5 分钟, 最长等待时间为 3 

分钟。这一点非常出色。”

1999 年
收购亚利桑那州斯科特司戴尔市的 Rental Service 
有限公司。在 2000 年, 它与 Prime Service 公司一
起组成了集团第四个业务领域。这两次收购符合通
过产品使用以及紧贴客户来增加收入的战略目标。

办理设备从移动工具库出库。

Gulf Marine Fabricators 公司是 

Technip 组织的一员, Technip 组织是一个

在石油、天然气、石化产品以及其他行业工程

技术和施工服务领域具有国际级水平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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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在移动工具库上投入了很多资金, 但是反过来我们却获得了 

24 小时的有效工作期、大量工具和一个强大的服务团队在现场解决

问题。这实际上是值得的。”

罗伯特 . 艾尔夫瑞兹, Gulf Marine Fabricators 公司原材料经理

2000 年
从 Rotoflow 有限公司撤出投资。

2001 年
Prime Service 公司和 Rental Service 有限公司合并, 保留 
Rental Service 有限公司继续成为拥有三个品牌的实体, 这三 
个品牌是 RSC、Prime Industrial 和 Prime Energy (原阿特 
拉斯 . 科普柯北美有限公司专业租赁业务)。同年, 收购犹他州 
盐湖城市 Christensen Products 公司, 合并 Craelius 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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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公司长期生产用于制

造负离子表面活性剂

的 SO3 (三氧化硫), 负

离子表面活性剂是包括从去污

剂到电机机油在内的多种产品

的活性成分。然而, Chemithon 

所具有的小批量生产三氧化硫

的能力为其在其他工业领域创造了机会, 

例如为火力发电厂内的烟囱废气处理提供三氧化

硫气体发生器。

但是, 为什么需要三氧化硫? 净化空气法令要

求发电厂对烟囱排放物进行净化处理。 

火力发电厂的一个主要污染源是飞灰, 它能

导致酸雨。负责管理 Chemithon 公司环保设备 

与磺化作用小组销售和市场开拓的

麦克 . 罗洛科解释说:“发电厂的

化学反应过程是相当复杂的, 但

是简单而言, 煤炭燃烧中的硫磺

含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用于

清除烟囱废气气流中飞灰的静电

沉淀剂的性能。而且, 烟囱废气

自身含有的三氧化硫含量也将显

著影响飞灰的电阻率, 反过来影响静电沉淀剂的

性能。幸运的是, 可以通过向烟囱废气和静电沉

淀剂的上升气流中注入三氧化硫来减小飞灰的电

阻率, 从而减少排放物。”

燃烧硫磺的三氧化硫烟囱废气处理系统可以

安装在现有的发电厂或新的发电厂内, 以改善排 

压缩机技术

远离飞扬的灰尘、
拥有更洁净的空气

总部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 Chemithon 集团,提供化学制品加工技

术、工程与建筑设备以及全方位的相关服务。

2003 年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Wagner 公司迁至 
瑞典。



35阿 特 拉 斯 . 科 普 柯  2 0 0 4

美国

 

 

放情况。传统的方法是在硫磺燃烧过程中使用低

压空气。虽然, 这种方法使初期资金投入和操作

费用达到最少, 但是在存在水汽情况下生产和处

理三氧化硫相关的维护成本确很高, 操作性能非

常不佳。问题在于三氧化硫与空气中的水发生反

应, 在管道和注射探头上形成硫酸和发烟硫酸, 导

致注射器腐蚀、性能降低, 并且可能导致注射器

需要更换而耗费数十万元费用。Chemithon 公司

着眼于寻找一种解决方案,通过使用干燥空气硫

磺燃烧技术减小并大致消除这种“污垢腐蚀”问

题。

发电厂内的空气压缩机
“原先我们使用旋转叶式鼓风机压缩空气, 但

是, 几年前, 我们开始使用阿特拉斯 . 科普柯低压

无油螺旋压缩机”罗洛科解释说。“这些配备了

空气干燥机的压缩机是很好的替代设备。我们对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的可靠性以及这些压缩

机不需像旋转叶式鼓风机那样每年进行大修这一

事实感到非常满意。我们的客户难以承受由于大

修或者更换鼓风机所带来的停工期和产能损失。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是实现空气与三氧

化硫磺化作用的理想设备, 并且它们的结构能够

适应 Chemithon 的工厂布局。例如, 压缩机隔音

罩既能保持压缩机清洁又能将噪音水平降低至最

低, 这意味着可以将压缩机放置到比较靠近流水

线上其他设备的地

方。对于规模较大的

发电厂, Chemithon 

使用 Atlas Copco 离

心式压缩机输送大量

空气。

“我们的电力行

业客户希望我们提供

新的思路来提高性

能和降低成本。因

此, 我们目前正着眼

于使用带有干燥机

的 VSD (变速) 压缩

机, 它能够以更经济的方式输送流量可变的干燥

空气,”罗洛克说。 

在电力行业正走出衰退的情况下, Chemithon 

公司看到了业务获得再次增长的希望并努力实现

这个目标, 因为在过去五十年中, 它一直在为它的

客户提供新的加工技术和设备, 以更好地满足客

户的需要并实现预期性能。

2004 年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公司收购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加兰市英格索兰
钻探解决方案有限公司以及德克萨斯州格兰德普瑞里市 Baker 
Hughes 采矿工具公司, 使得建筑和采矿技术公司成为全球领先的
地面采矿和高空钻孔设备供应商。同年,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公司宣
布剥离电动工具业务, 其中包括密尔沃基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我们对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

的可靠性以及这些压缩机不需要

像旋转叶式鼓风机那样每年进行

大修这一事实感到非常满意。”

麦克 . 罗洛科, Chemithon 公司

2005 年
密尔沃基电动工具公司被剥离
了。租赁服务公司的三个品牌
整合为两个品牌: RSC 设备租
赁和首要能量。

麦克 . 罗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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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间, 与以往相比, 推出了更多的主打产

品, 创新是概括阿特拉斯 . 科普柯工具与装配系统 

(ACTA) 最贴切的集团价值观。

“我们的创新精神来源于我们与客户建立的

紧密联系,”气动工具部研发经理马特斯 · 霍尔敏 

(Mats Holmin) 解释说。“与客户保持不断的对

话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技术人员每年至少拜访客

户一次, 从而在第一时间了解客户需要,”霍尔敏

说。对于气动和电动工具而言, 重点是使操作员

在操作工具时感到方便同时又保持高产量; 多年

来, 人机工程学一直是影响该部门的重要因素。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公司就开始了人机工程

总能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
创新和不断的改进是集团的战略方向,新产品和

新服务的开发是至关重要的。集团切实不断地增加
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入,以推出创新、高质的产品。

为客户提供越来越好的工具需要将巨大跨越式改进和连续流动式改进结

合起来。

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当时的重点是消除振动和噪

音污染, 改进尺寸和功率重量比。目前, 研发重点

还包括防止长期用力产生生理病症上。

人们希望作为市场领导者的 ACTA 公司能

够持续不断地对产品作出改进。公司通过采用模

块化的设计系统, 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多品种的产

品。通过使用标准化解决方案和模块化系统, 缩

产品研发人员: 马特斯 · 霍尔敏 (左) 和简 · 埃里克 

· 班特森(右)。

 瑞典

创新精神获得成功

Tensor ST 电动上螺母机和条形码扫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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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了产品上市的时间。“这意味着客户能够更快

地获得新型的工具, 同时由于元件都是标准化的, 

这样就能够保证整个产品解决方案的高质量。这

也是一种经济的设计方法,”电动工具部研发经理

简 · 埃里克 · 班特森 (Jan-Erik Bengtsson) 说。

每一种新产品与其原有型号以及同行业竞争

者推出的产品相比, 其功能和表现总是有明显的

提高。

两个具有突破创新并且数十年来不断

改进的产品实例是 Tensor® 电动上螺母机和 

LTV 系列上螺母机, 它们都用于汽车工业。

Tensor® 电动上螺母机配备一台电动工具专

用电机。这种重量轻的电机能够输送的功率是同

尺寸的普通电机的五倍。实际上, 在现在的西方

国家中, 道路上行驶的轿车有三分之一是使用阿

特拉斯 • 科普柯所生产的工具进行装配的。

另一个 20 年前的创新成果, 并不断地从这种

创新精神中获益和改进的是气动上螺母机- LTV 

系列。

Tensor®电动上螺母机是一种具
有突破性创新的产品, 具备更多 
功能
1987 年 Tensor A 和 G 型, 这是第一代 Tensor 电

动工具。

1992 年  第二代电动工具 Tensor S/PowerFocus 
2000, 获得技术专利, 该产品配备了一台非
常轻的快速电机。

1998 年  推出 Tensor DS。使用与 Tensor S 相同
的电机。该工具用于紧固质量连接点而不
是要求具有可追踪性能的安全连接点。现
在, 客户正在全厂范围内安装 Tensor 电动
工具。

2000 年  使用 Power Focus 3000 进行控制的 
Tensor 产品。该系统能够连接到客户网
络和国际互联网。可以在工厂以外的场所
读取生产数据。

2003 年  Tensor ST, 第一代整合 100 % 数字通信
功能的上螺母机。附件可选配条形码扫描
器。

气动上螺母机
1982 年- 推出 LTV 6 系列。这是市场上第一款配备
1985 年 扭矩传感离合器的工具。该工具具备重量

轻和反作用力小的人机工程学特点。在汽
车工业中获得巨大的成功。

1993 年 为了更加耐用, 上螺母机进行了新的设计, 
现在称为 LTV 7-series。上螺母机的手柄
使用塑料做外壳, 降低了噪音。

1999 年  对工具进行了改造, 以拓宽适用性, 减小重
量和提高性能, 现在称为 LTV 8-系列。

2004 年 推出的 LTV 9 系列, 重量更轻, 反冲击力更
小, 噪音更低, 配备软把手, 更方便翻转, 性
能提升 50 %。该系列现在称为 LTV 9-系
列。

LTV 39 气动上螺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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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 HIV/爱滋病 (AIDS)
的综合方案

大
约两年前, 南非的阿特拉斯 . 科普

柯公司开始在南非、津巴布韦和

博茨瓦纳实施一项 HIV/ 爱滋病 

(AIDS) 计划, 目的在于首先确立问题的

严重性, 然后想办法帮助在这些国家工作

的员工, 以及保证在这些国家的长期业务

活动。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 所有员工定

期接受培训以加深理解, 并定期为所有员

工提供免费 HIV/ 爱滋病 (AIDS) 检测及咨

询; 为保护隐私权, 所有测试和咨询由一个

第三方顾问提供。为鼓励每个人都能接

受测试, 总经理带头接受了测试。

“被检测出 HIV 阳性的员工可

免费得到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 以

及免费个人咨询, 提供咨询的人

在处理类似问题方面富有经

验。这些服务由当地阿特拉

斯 . 科普柯公司免费向员工及员工的一名

家庭成员提供,”Wendy Buffa-Pace 说, 

他是阿特拉斯 . 科普柯公司的人力资

源经理。“在对所有员工进行强化培

训的同时, 还将部分注意力集中于解

决那些 HIV 阳性员工的生理和心理

问题。同样重要的是, 该项计划还着重

消除在公司和整个社会中对这种疾病所

怀有的成见。

Buffa-Pace 估计有不到 10 % 的在

南部非洲的阿特拉斯 . 科普柯员工为 

HIV 阳性。

该计划由阿特拉斯 . 科普柯

资助, 它不只是对个人的福利, 很

明显, 它有助于集团在该地区

业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HIV 是人类免疫病毒的缩写, 
爱滋病 (AIDS) 则表示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

每六秒钟就有一个人感染 HIV 病毒。在南部非洲, 估计超过 20 % 的人 

为 HIV 阳性, 而某些国家的统计结果比这个数字还要糟糕许多。

HIV 不等于爱滋病 (AIDS)。HIV 使人身体虚弱。
爱滋病 (AIDS) 是由于虚弱而引发的任何疾病。由于 
身体体质被 HIV 削弱而引发的任何疾病 – 包括肺结
核、癌症、肺炎、由于经常性肠胃不适造成的体重 
大幅下降, 都称为爱滋病 (AIDS)。

目前还没有治疗爱滋病 (AIDS) 的医学方法, 也没 
有一种方法有把握消除体内的 HIV 病毒。抗逆转录酶
病毒药物可以在体内产生暂时的作用, 但不幸的是它也
可能对身体产生毒副作用。

目前, 据估计大约 3 千 7 百万年龄在 15 岁以上的
人感染了 HIV/ 爱滋病 (AIDS)。在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

团开展业务的国家中, 博茨瓦纳感染 HIV/ 爱滋病 
(AIDS) 的比例最高, 为 38 %, 以下依次为津巴布韦, 
34 %, 赞比亚 22 % 和南非 20 %。

大约九成在南非的大公司都有针对 HIV/ 爱滋病 
(AIDS) 的计划, 包括教育, 早期检测和治疗; 大约 37 % 
的公司为被感染员工提供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

资料来源: www.redribbon.co.za; 世界概况 
www.cia.gov; 瑞典工业国际委员会和瑞典金属工会 
关于在南非瑞典公司的 HIV/ 爱滋病 (AIDS) 政策和计 
划的图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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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检测出 HIV 阳性的员工可免费得到抗逆转录

酶病毒药物, 以及免费个人咨询, 提供咨询的人

在处理类似问题方面富有经验。”

   Wendy Buffa-Pace

帝王花是南非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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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支持“大众用水”项目

世界上很多地方日常用水紧缺。为了将水引入干旱地区, 20 年前,由一些

员工发起创立了专项阿特拉斯 . 科普柯大众用水项目。

组
织已成功地资助一些相关项目, 在秘

鲁、肯尼亚、苏丹、布基纳法索、阿富

汗、印度和哥伦比亚等国钻井或挖井取

水,为近 50 万人提供淡水。

为确保新水井在以后若干年都能为人们提供

可饮用淡水, 受益人必须承诺并交纳少量的维护

和修缮基金。

组织正在壮大中
在自愿的基础上, 二十年来, 瑞典的阿特拉

斯 . 科普柯的员工一直在资助并运作大众用水计

划。他们的捐赠活动得到集团的配合 (资助与员

工捐款相同的数额), 并进而得到国际援助机构的

支持, 特别是瑞典国际发展合作机构 (SIDA)。
为确保成功, 这些挖井和钻井取水项目总是

与相关国家有本地经验的非政治性援助机构合作

展开。

2004 年, 大众用水计划得到拓展, 在英国和比

利时的员工能够帮助缺水地区获得清洁饮用水。

该计划旨在不断扩张大众用水组织, 这样所有员

工, 无论身处何处, 将能团结协作, 帮助更多人取

得生活必需品之一 – 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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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导师计划

实行女性导师计划, 
充分挖掘潜力

要实施“最佳印象-最佳选择”这一企业愿景的基石, 是具有一个开明 

的决策过程, 反映不同的观点, 产生最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学员 Lisa Zettlin 是阿特拉斯 . 科普柯工具和装配系统公司的国际市场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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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 集团女性员工占 16 %。公司目 

标是在三年内使女性员工比例达到 

20 %, 同时女性经理也达到同样的 

比例。

意识到性别多样化的重要性, 集团建立了一

个针对女性, 并由女性负责的导师计划试点。该

计划旨在使那些还未登上高层管理职位的女性可

以和集团中拥有丰富经验的高级女性经理定期面

谈。目的在于扩展她们的人事关系网, 为这些女

性在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职业发展提供支持。

与文化吻合
导师制并非一种新的管理方法, 它的由来可

追溯至古代。导师是一个年长而有经验的人, 将

他/她的经验与新手分享。导师不需要提供答案, 

而是提出恰当的问题, 让学员开始思考他或她以

前没有想过的事情。

最近启动的小型计划与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

文化相吻合: 先从几个人开始一项实际的计划, 然

后进行评估, 再接着将信息扩散, 扩展至其它类型

的人员。

学员 Lisa Pantzar, 瑞典阿特拉斯 . 科普柯工具和装配

系统的物流经理, 说道:“建立一个由来自各国的同事

组成的人事关系网是一件让人非常兴奋的事。”

“与挤身高层的女性会面能使人振

奋。通过该计划, 我不仅将学会如

何在经理的岗位上做得更好, 而且

还将有机会学到阿特拉斯 . 科普

柯的工作方式,”学员 Amani 
Maurice 说, 他是埃及阿特拉斯 . 

科普柯设备公司的业务线经理。

“做年轻同事的导师 

确实很有乐趣, 它使 

我有机会开拓眼

界,”Anita Mandal 
说, 她是南非阿特拉

斯 . 科普柯 Secoroc 

的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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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导师

导师是一个深受信赖的顾问或指导者, 在现代英语
中, 它特指年长而有经验的经理, 对一个或一个以上年轻
同事的个人和职业发展提供指导。

导师 (Mentor) 一词出自希腊史诗奥德赛, 由诗人荷
马在公元前约 700 年发明。Mentor 是奥德赛的朋友和导
师。在奥德赛出海前往特洛伊前, 他拜托 Mentor 照顾他
的家庭并指导他的儿子 Telemachus。

资料来源: NE, 瑞典国家百科全书

“导师计划使我有机会认识集团中更多的人。它同时也是一个促

使我开始思考自己职业发展的好机会,”学员 Vicky Zhang 说, 

她是中国无锡阿特拉斯 . 科普柯 ASAP 的项目经理和 IT 专员。

 “通常情况下, 当与我的男女

 同事提起导师计划时, 他们都

 抱有怀疑的态度。

男同事认为它是一个女性

俱乐部, 而女同事则认为她们

不需要任何特殊待遇。在说

明了该计划的意图和目标后, 

多数人开始明白其意义, 并询

问“我何时能参加呢?”我很

荣幸参加这个试点计划, 

并希望有可能在将来

将该计划扩展, 使男

导师和男学员也加

入进来,”Lee Ann 
Harvey 说, 她在比

利时安特卫浦工业

空气分部工程产品

部工作。

“在这样一个大型组织中, 不断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 

同时也给寻找机会的人提供各种机会。我希望能在

不同国家的不同职位上工作 – 我想要在新的地方实

施集团的价值和文化,”学员 Olivia Gambin 说, 他

是比利时安特卫浦无油空气部门的传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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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是多个公司组成的集团, 其

使命是向世界各地广大客户和最终用户开发、

制造和行销产品和服务。集团从事机械工程和设

备租赁业务, 和其他相关业务。作为一个全球领

导者, 集团提供压缩空气和其他气体设备、发电

机、建筑和采矿设备、电气和气动工具、装配系

统以及相关服务和设备租赁。

愿景
公司的愿景目标是: 成为并始终保持是我们

的客户、潜在客户以及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最佳

印象-最佳选择”。这意味着要成为领导者; 在人

们心目中占据第一, 同时在业务占有份额上也占

据首要地位; 我们应当被视为一个树立标准并超

越高标准期望。

战略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注重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已

占有稳固地位的细分市场。为实现此愿景, 集团

制定了三个总体战略方向:

自发成长和并购
地理扩张和市场渗透式增长将通过建立新的

客户中心、招募服务和销售人员、并提供不断改

进的客户服务来实现。阿特拉斯 . 科普柯同时也

在寻求收购营销渠道, 因为这被认为是提高市场

地位最有效的方式。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 连续

推出具有更多附加值的新产品是实现增长的关键

战略。此外, 增加供应的范围、开发现有产品新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

最佳印象 – 最佳选择
在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 使命、愿景、战略、结构和员工是构成 

领导模式的基础。

使命
股东 / 董事会

愿景
执行管理层

结构

战略

客户
l 生产/加工业
l 建筑
l 采矿

业务范围
l 压缩机技术
l 租赁服务
l 业技术
l 建筑和采矿技术

领导模式

员工



水平。一个新产品与其前代产品和竞争产品相比, 

应为客户提供更多益处。为保持这种创新能力, 

建立了责任明确的项目组织负责产品主要规格设

计。创新是保持领先于竞争对手和获得最佳长期

业绩的一种方式。

不断地改进流程、制造、产品、营销和业务

流以及有效地运用资本能持续提高生产力, 保障

盈利能力。有效的组织结构或流程团队以持续改

进为目标, 同时在整个集团中分享并运用通用流

程和最佳做法。

可持续性发展
一个关键挑战是在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之

间取得平衡, 这样在某个方面取得进步不需要以

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

从经济表现的角度来看, 关键的挑战是持续

给主要利益相关者创造和分配更多的附加值。要

完美地做到这一点, 就应遵循稳定性 – 盈利能力 
– 成长这一已被证实的的程序, 同时还应不断地提

高生产力, 开发新的、更好的产品。

从环境表现的角度看, 主要问题涉及阿特拉

斯 . 科普柯产品的使用过程以及生命周期结束后

的处置。因此, 至关重要的是开发和制造新产品, 

这些新产品在它们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影响比前

代产品要低, 同时还要继续减少在生产过程中的

资源使用。

在社会可持续性方面, 关键挑战在于招募、

培养并留住专业人员, 确保劳动者权利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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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为现有的应用去开发或收购产品、以及

取得相关应用领域的技术或专业知识都是实现增

长的战略。这种增长主要是自发成长, 辅以有选

择的并购。

产品使用
产品使用战略, 即增加产品使用期限中产生

的售后服务收入, 是第二个战略方向。产品的使

用包括附件、易耗品、零配件、服务和维护、培

训和租赁等。

它使集团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高速增长潜

力、高盈利潜力、优化的经营过程、强化的产品

开发能力以及与最终用户更为密切的关系。通过

接近客户, 阿特拉斯 . 科普柯能更好地理解并满足

产品用户的需要和愿望。这能使集团开发出更好

的产品 – 同时能确保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它们。

集团将售后服务的责任与设备销售的责任分

开, 并将售后服务作为一个明确界定的发展重点

加以关注, 为它设定了可衡量的目标。各事业部

和客户中心都备有专门的售后服务人员。

创新和不断改进
创新和不断改进是第三个战略方向。就像总

是存在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 创新精神应该体现

在集团所做的每件事情当中。新产品和服务的开

发是关键,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在研发方面持续

进行大量投资, 目的在于提供创新、优质的产品, 

并且体现一家市场领先企业能够提供的优惠价格

北美 40 %

南美 4 %

欧洲 35 %

非洲/中东 6 %
亚洲/澳大利亚 15 %

收入按经营领域和地理区域划分

   压缩             

          

机技术

 
 租赁服务

  工业技术

  建筑和采矿技术



工业压缩机
空气处理设备
便携式压缩机
发电机
专业租赁
气体和流程压缩机
服务和零配件

设备租赁
商品和零配件销售

工业工具
装配系统
服务和零配件

钻井设备
岩石钻孔工具
建筑工具
装载机 (LHDs)
服务和零配件

地下岩石挖掘
地表钻孔设备
Rocktec 公司
钻探解决方案
Secoroc 公司
建筑工具
Craelius公司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工具 
和装配系统
芝加哥气动工具

租赁服务公司气动元件
工业空气
无油空气
便携式空气
气体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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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集团的组织分为四个独立、专一却又相互融

合的业务领域, 通过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部门进行

运作。

业务领域的职能是在总体业务框架内制订、

实施、跟进目标和战略, 包括适当的环境和社会

表现。

各部门有它们各自的运作责任和合并盈利责

任, 并在其业务领域范围内制订它们的目标、战

略和结构。这些部门通常通过客户中心和产品公

司开展业务, 而客户中心和产品公司则在互相平

等的基础上进行运作。

共享服务提供者 – 内部或外部 – 成立之时的使命

是提供更快、更优质以及成本更低的服务, 这样

可使各部门更专心于它们的核心业务。

集团的统一和强大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l 共同的愿景目标和共同的面貌
l 共享品牌和商标
l 共享资源和基础设施支持
l 共同的流程和共享的最佳惯例

l 一般服务提供者的使用
l 财务和人力资源, 以及其自由流动性
l 公司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互动、承诺和创新。
流程

将集团内推行的战略、流程和共享的最佳惯

例收集在“我们的经营方式”这一数据库中。

包括的过程有沟通和企业定位、财务、控制、会

计、信息技术、保险、法律问题、人员和环境管

理。信息以电子形式储存, 对所有员工公开。尽

管大多数资料意思明确清晰, 但仍然要定期向总

经理们提供关于如何实施这些流程的培训。无论

身处何处,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员工都应按照所提

供的原则和指导进行运作。

人员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增长与集团在成为一个

好雇主、在吸引、培养和留住称职、积极的人员

方面取得的成效紧密相连, 事实上, 这是实现愿景

目标的唯一方式。通过几家公司在全球开展业务, 

阿特拉斯 . 科普柯致力于持续的能力发展、知识

压缩机技术 (CT) 租赁服务 (RS) 工业技术 (IT) 建筑和采矿技术 (CMT)

集团行政管理层和公司职能

业务范围

部门

产品范围

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董事会

2005 年 1 月的组织结构

各部门通过产品公司和客户中心运作



 
  租赁、易耗品和 
 设备, 50 % 其他售后服务, 50 %

工业机械投资 工业生产

基础设施投资 建筑活动 / 外包

金属和矿石生产采矿机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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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 2004 年的收购和剥离活动

共享以及贯彻核心价值观 – 互动、责任和创新。

每个人都应为公司作贡献, 致力于达成集团和部

门目标以及他们自己相应的个人业绩目标。

财务目标
总体目标是增长所用资本并实现总是超过集

团平均资本成本的资本回报。财务目标是:
l 8 % 的年收入增长率,
l 15 % 的营业毛利
l 在固定资产、存货、应收款项和租用设备利用

方面, 不断提高运营资本的效率。

股东价值也将随之产生并不断增加。

在过去的五年中, 除去汇率影响的合并年增

长率为 7.2 %。过去五年中集团的平均营业毛利

是 12.5 %。2004 年营业毛利是 13.8 %。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收入的主要驱动力
在各种私营和公有经济体如制造、基础设施

和采矿进行资本性商品投资是阿特拉斯 . 科普柯

获得收入的驱动力。在制造和加工工业的重要客

户群需要购买压缩空气产品和解决方案、工业

工具和装配系统。这样的工业机械投资关系重

大, 同时还取决于客户提高生产力、质量和产量

的意愿。建造和采矿业的客户购买设备, 包括钻

井设备、钻井工具、破碎机、便携式压缩机和发

电机。大型的基础设施投资, 如公路、铁路的隧

道建造和水力发电厂通常取决于政治决策。建筑

和采矿业的私人投资可能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比

如, 基础建造活动、利率、金属价格和金属库存

水平。

客户还需要服务和维护、培训、零件、附

件、易耗品和设备租赁。这些需求在资本性商

品、设备或产品使用过程中产生, 即工业生产、

建造活动和矿石生产等过程。此外, 外包的流行

趋势也在拉动着需求, 因为客户正越来越多地寻

找可以提供附加服务或功能而不是仅限于提供设

备的供应商。阿特拉斯 . 科普柯也在设法提供更

多与集团产品使用战略一致的服务和售后服务产

品。与对设备的需求相比, 对这些服务和产品的

需求相对比较稳定。目前, 产品使用所创造的收

入占阿特拉斯 . 科普柯收入的一半以上, 而且它的

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加。

产品使用收入在压缩机技术部门约占 35 %, 

在租赁服务部门占 80 % 以上, 在工业技术部门约

占 25 %, 在建筑和采矿技术部门占 55 % 以上。

2000 年

收购: 各类小型租赁 

公司, 美国(租赁服务)、

Hobic Bit 工业公司,  

加拿大 (建筑和采矿 

技术)。

剥离: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Rotoflow 公司,美国  

(压缩机技术)。

2001 年

收购: Christensen 
Products、美国  

(建筑和采矿技术)、

Masons, 英国 (压缩 

机技术)、 Grassair,  
荷兰 (压缩机技术)、 

各类小型租赁公司,  

美国(租赁服务)。 

2002 年

收购: MAI-
Ankertechnik, 奥地 

利 (建筑和采矿技术)、

柳州富达机械有限公

司, 中国 (压缩机技术), 

Krupp Berco 
Bautechnik, 德国  

(建筑和采矿技术)。

剥离: 印度的 Revathi 
(工业工具)。 

2003 年

收购: 德国 DreBo  

(工业工具)、Puska 
Pneumatic S.A  

(压缩机技术)、专业 

钻石钻探设备有限公

司、南非采矿钻探服 

务有限公司(建筑和采

矿技术)、中国沈阳建

筑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建筑和采矿技术)。

2004 年

收购: 英国 Kolfor 
Plant (压缩机技术)、

芬兰 Rotex (建筑和采

矿技术)、美国 Baker 
Hughes 采矿工具公 

司 (建筑和采矿技术)、

中国青岛前哨风动工 

具(合资) (工业工具)、

美国英格索兰钻探解 

决方案 (建筑和采矿技

术), 西班牙, Guimera 

(工业工具)。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收入的主要驱动力

工业

建筑

采矿



概况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是一个全球性工业公司集

团, 总部设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2004 年总收入

为 486.54 亿瑞典克朗。集团拥有超过 25 000 名

员工, 在 16 个国家拥有 49 家生产厂进行产品制

造。产品通过一个横跨约 150 个国家的全球销售

和服务网络系统使用不同的品牌出售和出租, 并

在其中一半的国家设有全资或合资公司。

 产品/业务概况 品牌 特征 客户 市场

压缩机技术

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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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技术

建造和采矿技术

开发、制造和营销

l 无油空气压缩机和注油式空气压缩机

l 便携式空气压缩机

l 气体和流程压缩机

l 涡轮膨胀机

l 便携式电力发电机和固定电力发电机

l 优质气体解决方案产品

l 空气管理系统

l 冷凝管理系统

l 广泛的售后服务产品

l 专业租赁服务

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约 475 家门店都 
提供租赁服务, 满足客户各种需要:

l 建筑设备出租

l 工业和能源设备出租

l 旧设备销售

l 工具和配件

开发、制造和营销

l 用于螺栓节点和材料搬运的工业动力工 
具和系统

l 用于汽车工业和一般工业的工业动力工 
具和装配系统

l 广泛的售后服务产品

开发、制造和营销

l 岩石钻机

l 岩石钻具

l 隧道掘进设备和采矿设备

l 地表钻孔设备

l 深井钻井设备

l 建筑工具和建筑物拆除工具

l 钻探设备和地面工程应用设备

l 广泛的售后服务产品

l 专业租赁服务



 产品/业务概况 品牌 特征 客户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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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全球行业领先

l 在压缩机和优质空气解决方案技术以及与节能和环 
境保护相关领域的持续研究和发展。

l 生产压缩机元件和其他核心配件所需的装配设施和 
制造能力。

l 所有主要业务已获 ISO 9001 和 ISO 14001 认证

l 开发、制造和装配主要在比利时进行, 同时在巴西、 
中国、法国、德国、英国、印度、意大利、荷兰和 
美国也有分部。

l 在北美的第二大设备租赁公司

l 主要针对建造和制造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l 卓越的服务理念, 如全天候 (24/7) 顾客贴心服务、短 
期或长期租赁、定制租赁计划、全国帐户计划、交付
设备和提取设备、旧设备、小件工具和配件销售等

l 有效的信息系统

l 规模经济

l 生产用于安全接头的工业工具和安装系统的全 
球领导者

l 密集研究与开发

l 性能卓越的创新产品

l 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服务的能力

l 独一无二的分销系统

l 设在巴西、中国、法国、德国、英国、瑞典和美 
国的制造厂

l 建筑和采矿业中最先进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供应商

l 降低营运成本、提高生产力, 努力维护其市场领 
导者的地位

l 强调安全而又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工作环境

l 制造厂设在奥地利、加拿大、中国、芬兰、德国、 
印度、日本、南非、瑞典和美国

收入按地理位置划分收入按客户类型划分

北美 40 %

南美 4 %
欧洲 35 %

非洲 / 中东 6 %

亚洲 / 澳大利亚 15 %

制造 26 %

其他 10 %

服务 6 %

加工 13 %

采矿 12 %

建筑 33 %

收入按业务领域划分

压缩机技术 36 %

工业技术 22 %

建筑和采矿技术 21 %

租赁服务 21 %

加工

建筑其他

采矿

制造

服务

非洲 / 中东

欧洲

南美

北美

亚洲 / 澳大利亚

加工

建筑

其他

采矿

制造

服务 

北美

其他 汽车工业

其他制造业

非洲 / 中东

欧洲

南美

北美

亚洲 / 澳大利亚

不包括专业电动工具。

非洲 / 中东

欧洲

南美

北美
亚洲 / 澳大利亚

其他

建筑

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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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管理层
GUNNAR BROCK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

入职: 2002 年

国籍: 瑞典

教育: 1974 年获得瑞典斯德哥尔摩商 

学院 MBA 学位。

职业经历: 1974-1992 年间, 在 Tetra 
Pak 公司担任过多个职务, 包括在世界

各地分公司的常务董事和 Tetra Pak 集

团的执行副总裁。1992-1994 年间, 成

为 Alfa Laval 集团的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1994-2000 年间, 任 Tetra Pak 集 

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担任本职位之

前, 是 Thule 国际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外部重要任职: OMX, 瑞典; Lego A/S, 

丹麦。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 (IVA)  
成员。

BENGT KVARNBÄCK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高级执行副总裁,  

兼压缩机技术部执行官

入职: 1992 年

国籍: 瑞典

教育: 1970 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瑞典 

皇家技术学院冶金工程专业。

职业经历: 1970-1982 年间, Kvarnbäck 

在瑞典 Sandvik 公司担任过许多职务。

曾担任瑞典 Secoroc 公司总裁, 其后是

瑞典 Invik & Co 公司总裁。1992 之前

担任瑞典 Industriförvaltnings AB 
Kinnevik 公司的执行副总裁。1992 年

加入阿特拉斯 . 科普柯, 担任工业工具部

的高级执行副总裁。从 1997 年开始担

任现职位。

外部重要任职: 瑞典 Volvo Penta 公司

董事会成员。

FREEK NIJDAM
高级执行副总裁兼租赁服务部执行官。

入职: 1970 年

国籍: 荷兰

教育: 1959 年毕业于 UTS 机械工程技

术学校。

职业经历: 作了七年 Bostich 装订机销

售代表后, 于 1970 年加入阿特拉斯 . 科

普柯。在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期间,  

在几个国家 (荷兰、比利时、墨西哥、

德国、瑞典和美国) 中担任过许多不同

职务。曾担任阿特拉斯 . 科普柯应用压

缩机和膨胀机技术分部总裁, 担任现职

前为建筑和采矿设备事业领域的高级执

行副总裁。

外部重要任职: Putzmeister AG, 德国。

GÖRAN GEZELIUS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高级执行副总裁,  

兼工业工具部执行官。

入职: 2000 年

国籍: 瑞典

教育: 1973 年毕业于瑞典斯德哥尔 

摩经济学院经营管理专业, 获理学学 

士学位。1977 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 

皇家技术学院化学工程专业, 获理学

硕士学位。

职业经历: 1982 年加入 Sandvik 集团。

此前任陶氏化学公司的销售工程师,  

并在瑞典加热和通风工程师联合会进 

行与能源有关的项目和调研。2000 年

加入阿特拉斯 . 科普柯。之前曾担任 

Sandvik 公司锯床和工具事业领域的 

总裁。

外部重要任职: 瑞典工程行业协会董 

事会成员。

BJÖRN ROSENGREN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高级执行副总裁,  

兼建筑及采矿设备事业领域执行官

入职: 1998 年

国籍: 瑞典

教育: 1985 年在瑞典 Gothenburg 市 

Chalmers 工程技术大学工程技术专 

业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职业经历: 1985-1995 年间, 在 Esab 集

Björn Rosengren 

Bengt Kvarnbäck 

Gunnar Brock 

Freek Nijdam

Göran Gezelius



欢迎来到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世界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是一个

全球性的工业公司集团,为广泛的客

户群和最终用户开发、制造、经销

产品和服务。作为一个全球领导

者,集团提供压缩空气和其他气体设

备、发电机、建筑和采矿设备、装

配系统、工业工具, 以及相关服务和

设备租赁。

这些业务活动由设于世界各地

的独立营业分部开展。总部设在瑞

典的斯德哥尔摩。阿特拉斯 . 科普

柯集团在约 70 个国家拥有超过 

25 000 名员工。

2004 年,集团实现收入 48 654 

瑞典克朗,营业利润率为 13.8 %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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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担任过很多职务, 包括在瑞典和瑞士

的市场经理, 以及在市场部的其他国际

职务。1995 年,成为瑞典 Nordwin AB 

公司 Nordhydraulic 分公司的总经理。

1998 年, 加入阿特拉斯 . 科普柯, 任阿特

拉斯 . 科普柯 Craelius 分部的总裁, 在

担任现职之前是阿特拉斯 . 科普柯岩石

钻探设备分部的总裁。

外部重要任职: Pergo, 瑞典

HANS OLA MEYER
控制和财务高级副总裁

入职: 1991 年

国籍: 瑞典

教育: 1997 年获得瑞典斯德哥尔摩经 

济学院 MBA 学位。

职业经历: 1978 年受雇于阿特拉斯 . 科

普柯集团的会计和控制部门。后去 

Ecuador 公司担任财务经理。1984 年

离开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在 Penning-
marknadsmäklarna — 亦即后来的瑞

典 JP 银行—领导资产管理部门。1991 

年, 重新加入阿特拉斯 . 科普柯西班牙 

公司, 任职财务经理, 直至 1993 年成为

财务部门高级副总裁和集团管理层的 

成员。从 1999 年起担任现职位。

MARIANNE HAMILTON
组织发展和资源管理高级副总裁

入职: 1990 年

国籍: 瑞典

教育: 1972 年获得瑞典斯德哥尔摩大 

学文学学士学位。

职业经历: 1973 年受雇于 Astra 公司, 

职位是市场分析。1975 至 1990 年间, 

担任国际咨询机构 Mercuri Urval 公司

的顾问。1990 年, 加入阿特拉斯 . 科普

柯, 任阿特拉斯 . 科普柯工业工具事业 

领域的组织发展部门的副总裁。一年 

后, 开始任现职。

外部重要任职: Alecta, 瑞典

HANS SANDBERG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律师

入职: 1975 年

国籍: 瑞典

教育: 1970 年获瑞典 Uppsala 大学法

学硕士学位。1972 年获美国纽约大学

比较法学硕士学位。

职业经历: 1972 年成为 Södra 
Roslagen 地区法院的助理法官,然后成

为斯德哥尔摩 Lagerlöf 律师事务所的

合伙人。1975 年加入阿特拉斯 . 科普

柯, 任职公司律师。1980 年被任命为阿

特拉斯 . 科普柯北美公司的首席律师。

Marianne Hamilton 

Annika Berglund

Hans Sandberg Hans Ola Meyer 

1984 年, 提升至现职, 从 1989 年开始成

为公司管理层的一员。从 1991 年开始

一直担任阿特拉斯 . 科普柯公司董事会

秘书。

外部重要任职: 瑞典机器制造业联合会

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

ANNIKA BERGLUND
集团沟通事务高级副总裁

入职: 1979 年

国籍: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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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经历: 1979 年以阿特拉斯 . 科普柯

的市场分析员开始了她的职业。其后她

担任了许多与市场、销售和商务控制有

关的不同的职位。在英国期间, 任职销

售工程师。在现任职位之前, 是阿特拉

斯 . 科普柯 Controls 的营销经理。

最新集团管理层变动  

(截至 2005 年 2 月 2 日)

2005 年 1 月 1 日起, Tom Zorn 将担

任高级执行副总裁兼租赁服务部执行

官。他的前任 Freek Nijdam, 将继续担

任法律部主席。

2005 年 4 月 1 日起, 工业工具部执行

官 Göran Gezelius 将离任并担任集团

外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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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的紧密合作

一个现场工程师的足迹

关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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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中心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AB (上市公司)

Atlas Copco Group Center
Atlas Copco AB (publ)
SE-105 23 Stockholm, Sweden  

(斯德哥尔摩, 瑞典)

电话: + 46 8 743 8000
传真: +46 8 644 9045
atlascopco.com
公司执照号: 556014 - 2720

阿特拉斯 . 普柯压缩机技术
Atlas Copco Compressor Technique
空气动力 

Air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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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Copco
气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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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Copco
工业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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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Copco
无油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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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3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Atlas Copco
便携式空气 

Portable Air
P O Box 102
BE-2610 Wilrijk, Belgium (比利时)

电话: +32 3 870 2111
传真: +32 3 870 2433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Atlas Copco
气体和加工 

Gas and Process
Am Ziegelofen 2
DE-50999 Cologne, Germany (德国)

电话: +49 2236 965 00
传真: +49 2236 965 05 22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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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赁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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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工业技术
Atlas Copco Industrial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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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Copco
工具和装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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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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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普柯建筑采矿技术
Atlas Copco Construction  
and Mining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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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Copco
地下岩石挖掘

Undergrround Rock Exca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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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Copco
地表钻探设备 

Surface Drilling Equipment
SE-701 91 Örebro, Sweden (瑞典)

电话: +46 19 670 7000
传真: +46 19 670 7298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Atlas Copco
Rocktec
SE-701 91 Örebro, Sweden (瑞典)

电话: +46 19 670 7000
传真: +46 19 670 7513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Atlas Copco
钻井解决方案

Drilling Solutions
PO Box 462288
Garland TX 75046-2288, USA (美国)

电话: +1 972 496 7400
传真: +1 972 496 7425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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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Copco
建筑工具

Construct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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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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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普柯全球客户中心

阿尔及利亚:  +213 (0)21 69 35 58
阿根廷:  +54 (0)11 47 17 22 00
埃及:  +20 (0)2 610 03 37
爱尔兰:  +353 (0)1 450 59 78

奥地利 +43 (0)1 76 01 20
澳大利亚:  +61 (0)2 96 21 99 99
巴布亚新几内亚:  +973 17 22 15 51
巴西:  +55 (0)11 41 96 87 00

保加利亚: +359 (0)82 81 05 55
比利时:  +32 (0)3 870 21 11
波兰: +48 (0)22 572 68 00
玻利维亚:  +591 (0)3 343 68 68

丹麦: +45 43 45 46 11
德国:  +49 (0)201 217 70
俄罗斯: +7 095 933 55 50
法国:  +33 (0)1 39 09 30 00
菲律宾:  +63 (0)2 823 81 78

芬兰: +358 (0)9 29 64 41
哥伦比亚:  +57 (0)1 291 54 90
哈萨克斯坦:  +7 (0)3272 58 85 34
韩国:  +82 (0)2 21 89 40 00

荷兰:  +31 (0)78 623 02 30
加拿大:  +1 514 421 41 21
加纳:  +233 (0)21 77 45 12
捷克共和国: +420 (0) 225 43 40 00

津巴布韦: +263 (0)4 62 17 61
肯尼亚: +254 (0)20 82 52 65
罗马尼亚:  +40 262 20 63 46
马来西亚:  +60 (0)3 51 23 88 88

马其顿:  +389 (0)2 311 23 83
美国:  +1 973 439 34 00
秘鲁: +51 (0)1 411 61 00
摩洛哥: +212 (0)22 60 00 40

墨西哥:  +52 (0)5 553 21 06 00
纳米比亚: +264 (0)61 26 13 96
南非:  +27 (0)11 821 90 00
挪威: +47 64 86 08 60

葡萄牙: +351 21 416 85 00
日本: +81 (0)3 57 65 78 01
瑞典:  +46 (0)8 743 80 00
瑞士:  +41 (0)32 374 14 14

塞尔维亚和 

黑山共和国:  +381 (0)11 311 66 18
塞浦路斯: +357 22 48 07 40
沙特阿拉伯:  +966 (0)2 693 33 57

斯洛伐克共和国: +421 (0)32 743 80 01
台湾: +886 (0)3 479 68 38
泰国: +66 (0)2 652 90 06
土耳其: +90 (0)216 581 0 581
委内瑞拉:  +58 (0)212 256 23 11

乌克兰: +380 (0)44 205 37 28
西班牙:  +34 91 627 91 00
希腊: +30 (0)210 349 96 00
香港: +852 27 97 66 00

新加坡: +65 68 62 28 11
新西兰:  +64 (0)9 579 40 69
匈牙利:  +36 (0)1 237 30 20
伊朗: +98 (0)21 693 77 11

意大利:  +39 02 61 79 91
印度: +91 (2)0 27 14 64 16 17
印度尼西亚:  +62 (0)21 780 10 08
英国:  +44 (0)1442 26 12 01

越南:  +84 (0)8 898 96 38
赞比亚:  +260 (0)2 31 12 81
智利:  +56 (2) 442 36 00
中国:  +86 (0)21 62 55 1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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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的紧密合作

一个现场工程师的足迹

关注美国

成就
9850 9199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