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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里程碑会让我们自然而然地停下脚步，看

看目前身处何方，想想是怎样走到这里的。

150岁生日就是一个很好的里程碑。

山特维克的发展历程令人叹服，不论您

是员工还是股东，都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

员，在这本集团杂志的周年纪念特刊《Meet 

Sandvik》中，我们希望跟您一起，回顾令我们

引以为豪的历史以及塑造了我们的、轰轰烈烈

的世界。您会发现，尽管150年来公司在很多

方面已今非昔比，但是一些重要的品质并无改

变，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

以及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不断向外界证明，我

们拥有与时俱进的能力。在我看来，这些品质

是密不可分的，并构成了山特维克的“灵魂”，

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公司同仁团结起来。

一家公司犹如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不断

成长并适应变化中的环境。如果无法适应，它

就会消亡。面对周遭世界带来的挑战，如果我

们不能成长和应变，那么山特维克就不会生存

至今日。墨守成规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些变化

对那些直接受其影响的人来说显然是一大困

难，例如机构重组、剥离现有业务，以及集团

总部搬迁。

然而关于未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将和

今天大不相同。变革的步伐似乎正以几何级数

的速度前进。1962年，山特维克成立100周

年时，派驻瑞典以外的员工仅约1,000人。到

20世纪90年代，集团在瑞典以外的员工增加

了53%，达25,000人。今天，五分之四的员

工分布在瑞典以外的国家。

面对全球化加速，以及未来增长点的巨大

转变，我们采取了新的策略，将山特维克从一

家经营全球业务的瑞典公司，打造成在观念、

业务、文化、多样性、职业发展和商机等各个

方面都真正全球化的公司。

制定新策略是为了应对影响全球经济的许

多趋势，它们将在未来几年里对山特维克的业

务产生重要影响，其中一个趋势就是经济影响

力的转变。预计2020年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

中有11个都是目前的发展中国家。

凭借优质的产品和品牌，山特维克已在许

多新兴市场成功地推动销售。然而，我们遍布

全球的员工和资产并没有随着销售转移到新兴

市场。在山特维克的投资历史中也可以发现相

似的情况。从2006年到2010年，在山特维克

集团所有资产中，约有63%投资在欧洲和北

美。相比之下，尽管净销售额增长的主要份

额是在亚洲实现的，但是资产总额中仅有约

20%投资在该地区，包括在日本的一部分。

为了加快发展、提高或保证利润并确保新兴

市场的相关创新，山特维克将加速在所有重要

领域向新兴市场转移。

为了确保新策略获得成功、增加透明度，

以及加强运营力度，集团已划分了五大业务领

域，并将在集团层面和当地层面开发出更强大

的平台，以充分利用共有资源。

“150年是一个 
  重要的起点”

亲爱的读者：

CEO寄语

“展望未来， 
  我坚信，到了 
  庆祝集团200 
  岁生日时， 
  公司将比今日 
  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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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员工与市场和客户的联系最密切，

他们将获得更多责任和自由，在一个新型、精

简的组织结构内工作。这样不仅可以授予员工

权利，而且加快组织内部的决策过程。强化员

工的策略包括关注安全、多样化、包容性、赋

予员工权利、创新文化、人才管理，以及发掘

优秀领导者等。

就我个人而言，首要任务是提供安全的工

作环境，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最重要的目标是

实现零工伤。

对股东来说，新策略的目标是使山特维克成

为本行业最佳公司，并且获得本行业最佳回

报。集团的目标是显著提高整个业务组合的业

绩，实现长期利润增长和最佳绩效。

展望未来，我坚信，到了庆祝集团200岁

生日时，公司将比今日更加强大。我的这一信

念，是基于在第一年担任CEO的工作中，多

次感受到公司员工所焕发出的自豪感，再加上

公司独具一格的能力，以及优秀的产品综合而

来的。

山特维克的发展历程还在继续，我想借此机

会表达我最真诚的欣慰，很高兴能与你们同行。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Olof Fax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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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席执行官 
Olof Faxander

“山特维克的发展历程令人叹服，不论您是员工还是 

股东，都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员。”

8 发展旅程
凭借技术突破和应对战争挑战的能力，从早期依靠体力

劳动发展到上世纪70年代的信息技术先锋，山特维克的

发展历程建立了许多里程碑，也涌现出众多杰出员工。

14 全球抱负－本地 
布局
山特维克如何通过在130个国家的运营来满足五大洲的需

求。运营国家数目仍在增加⋯⋯

20 五大业务领域
山特维克为何能在恰当的时间为恰当的客户提供恰当的

解决方案。

25 关键市场
山特维克凭借独有的能力提升各种不同行业的绩效。从

海上钻探，到地下采矿，以至一飞冲天的航空业，山特

维克都能游刃有余。

32 研究与开发
山特维克的成功秘诀：获得5,000个有效专利，增加

2,400位人才，每年投资30亿瑞典克朗。结果是？山特

维克拥有了世界领先的研发能力。

35 山特维克股票
世纪最佳投资？

8

26

我的山特维克
在第26页和其它各页上，您将会结识今日的“英雄”。

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25

本期周年纪念

特刊《Meet 
Sandvik》以14
种语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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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每项核心业务发挥最大功效，并且优化公司的成长与盈利能力，

以及促进新的、较小型的相邻业务，山特维克从2012年1月1日起重组

为五大业务领域。

首席执行官Olof Faxander表示：“关键是我们要因应瞬息万变的

全球市场，采取相关的策略和组织架构，要取得长期成功，能够迅速

行动和反应至关重要。新的组织机构意味着厘清和加强4个业务领域，

我们在这些领域的目标是，实现市场领先地位和世界一流的利润。同

时我们也要促进相邻业务、即第5个业务领域，山特维克创投确保具有

良好前景的小规模业务有机会以最佳方式得到发展。”

山特维克矿山

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

高性能硬岩、软岩地下

及地表开采产品、解决

方案及服务供应商。 

山特维克加工解决方案

全球领先的设备及解决方

案供应商，向高级工业金

属切削行业提供帮助提高

生产率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山特维克材料科技

提供先进的高附加值金

属产品，满足特定领域

中的高要求应用。 

山特维克工程机械

提供高性能产品、解决方

案及服务，用于全球工程

机械产业的特定领域。 

山特维克创投

该业务领域旨在为利润丰

厚、增长迅速的业务提供

最佳增长及盈利环境。 

更多有关业务领域的历史，请阅读第20页。

五大业务领域 —— 同一个目标：

完美契合

山特维克的业务领域

今日山特维克

山特维克的成功来自在岩石开挖以及合金和其它材料的开发和

加工方面拥有独特专知。为了把这种专知转化成满足不同行业

需求的解决方案，公司划分了不同的业务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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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特维克 
的灵魂
要在全球范围取得长期成功和发展，需要

做出改变和适应。但是，只有通过坚持自

我，实践使我们与众不同的价值观，才能

实现这些目标。

山特维克的价值观就是公司的灵魂。

这种价值观已经伴随我们150年，并将继续

为我们提供指导。我们周遭的技术和世界

都会改变，但是这些价值观依旧坚定真实。

随着山特维克的员工和业务在地理分布上

日趋多元化，价值观是必不可少的。因此，

我们非常努力地用这些价值观培训世界各

地的员工。

Open Mind

拥有开阔的视野意味着不断寻求改进，用

积极的态度面对变化，并且鼓励新思想和

自由。

Fair Play

山特维克为其对社会、商业和环境产生的

影响负有明确的责任。公平交易、准确记

录、机会均等、关心环境和尊重个人都是

必须确保的重要理念。

Team Spirit 

在山特维克集团里，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共

同行动。团队远景也包括与世界各地客户

保持密切合作并维持关系。

价值观的 
重要性
山特维克深厚的企业文化在瑞典形成，但时

至今日，集团有不同国籍的员工，产品遍布

许多国家。目前，约95%的销售来自瑞典以

外的国家。作为一家跨国公司，山特维克必

须不断改变和适应，特别是针对各地的不同

情况。然而，要传达山特维克所代表的技术

和观念，连贯性也同样重要。

山特维克的价值观要追溯到公司创始人

Göran Fredrik Göransson，他在150年前

就确定了当今管理山特维克经营活动的基本

原则：坚定不移地不断寻找能改善现状的新

解决方案和途径；认清以诚实、可持续及长

期的方式经营业务的重要性；以及加强与员

工和客户的紧密关系。

大约在千禧年之交，山特维克启动了一

个改进项目，描绘并阐明本集团共同的价值

观，并由此产生了三个指导性的核心价值观：

Team Spirit、Open Mind和Fair Play。

在山特维克工作了40多年的名誉主席

Percy Barnevik说：“我从未在曾经任职的其

他公司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团队精神和浓厚的

文化。我想这和公司在同一个地方长久经营

有关系，操作实践世代相传，人们在一个地

方工作了很久，彼此感觉忠诚。这对于建立

一个全球性的公司来说是一种矛盾，但是这

些价值观的确在起作用。

今日山特维克

下一个150年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心中保持明确的方向至关重要。 

山特维克继续今后的旅程，靠的是有一套永不过时的信念指引。

Open Mind

Fair Play

Team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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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是未来的关键
山特维克一向对未来有明确的愿景。这是公司能

成功实现宏愿的原因之一。其长期策略是建立在

综合集团内部各种优势的基础上，例如先进的研

发、高附加值产品、自主制造、高效率物流系统

以及融资优势，另外当然还包括成熟的可持续发

展方式。

山特维克坚信，长期成功只能通过全局协

调的方式实现。这包括承担财务、环境和社会责

任，并且积极关注可持续性。因此，在这些问题

上与供应商和客户密切合作是自然且必要的。

集团的《行为准则》阐明了山特维克的可持

续工作方式，包括公司对道德规范和良好企业

公民的看法，以及如何处理环境、健康、安全

和社会责任等问题。可持续发展是业务流程中必

不可少的部分，包括责任、风险管理，以及在环

境、健康和安全、商业道德和人权等方面的改进

措施。山特维克根据公平竞争的原则，为社会和

环保责任的工作提供指引。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上，我们已专设内部门户网站和组织完备的汇报

机制，以及适用于所有员工的共用《行为准则》。

安全第一
山特维克致力于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

境，激励员工有效率地工作、承担责任、继

续向他们的个人及职业目标迈进。山特维克

的目标是在集团内实现零工伤、零疾病和零

环境危害。

环保目标
为了确保山特维克履行承诺，集团设立了一些与

环境相关的目标。

•	提高能源和原料的使用效率

•	减少废气废水排放

•	增加对原料和副产品的回收利用

•	减少因使用危险化学品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	提供更多促进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产品

各种产品和商机将考虑其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

响，从设计到生产、再到使用、废物处理和回收

利用。

位于印度浦那山特维克工厂的生态花园利用从工厂回收的废水进行浇灌。

山特维克回收利用硬质合金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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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也许听上去并不稀奇，但实际上在这段

时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特维

克1862年在瑞典成立之际，瑞典农业经济仍

占主导地位。而放眼全球，此时美国内战正

酣；意大利在一年前刚刚建立；加拿大尚未

立国；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经过第二次鸦片

战争正渐渐恢复元气；而印度将成为大英帝

国皇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这样看来，很难想象山特维克的本色可

以一直保持至今。但请放心，山特维克精神

薪火相传，而且，这种精神现在仍在塑造山

特维克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因此，让我们审视一下目前的成就、过

去的历程，以及未来的前景。

所有一切始于Göran Fredrik 

Göransson（照片中人物）与合作伙伴们重新

设计了贝塞麦熔炉，以提高效率，从而引发

大批量生产钢材的可行工艺的问世。这是一

个真正的突破。因此，山特维克是从创新中

孕育而生，创新是我们持之以恒的方针。本

期《Meet Sandvik》杂志登载了展现我们持续

创新能力的一些例子。

但如同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山特维克也

曾遇到了艰难险阻。在接下来的介绍中，您

将看到我们的起起落落。回顾过去的点点滴

滴，有助于了解转变以及我们的应变能力如

何帮助公司生存下来。

我们的旅程：
最初150年
走过漫漫150年，山特维克已从一家小型瑞典公司发展成为业务遍及130个

国家的高科技领导者。时移世易，但也有很多东西始终未曾改变。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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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特维克的旅程从破产开始

山特维克的早期英才
山特维克的早期历史与创立公司的

Göransson家族密不可分。Göran 

Fredrik Göransson提供创意并推

动公司发展，但他并非独自一人。

假如没有Pontus Kleman和

Johan Holm的资金支持，山特维肯

的新钢铁厂就无法建成。Kleman的

工程师John Leffler对于最终掌握贝

塞麦炼钢工艺起到了重要作用，这

项工艺是后来发展的先决条件。

当Sandvikens Jernverk在

1869年成立并重新开始业务之际，

Göransson的儿子Anders Henrik 

Göransson正式主管公司业务。由

于他的父亲曾宣布个人破产，因此

不得在新公司中出任要职。

A. H. Göransson在

Sandvikens Jernverk的成长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当1877年钢材价格急

跌时，很显然，公司需要做出重大

改变。

A. H. Göransson对于全

球钢材市场了如指掌。他认为

Sandvikens Jernverk的唯一出路

是，为高端市场提供更高水准的加

工和生产。在领导公司逾40年时间

里，A. H. Göransson注重先进的

客户解决方案，发挥了公司的工程

技术和规模优势。

1862 Göran Fredrik 

Göransson在瑞典山特

维肯创立Högbo Stål & 

Jernwerks AB。公司员

工成功运用贝塞麦炼钢工

艺生产钢材。

1864-65 在丹麦、 

挪威、英国、俄罗斯、 

德国和法国设立机构。

1866 为公司流动资

金提供担保的资金支

持者 Johan Holm破

产，导致了Högbo Stål 

& Jernwerks AB公司

以及Göran Fredrik 

Göransson本人破产。

1868 资产经拍卖，由

Göransson家族和朋友

购得，并在Sandvikens 

Jernverks AB名义下重

组。长子Anders Henrik 

Göransson被委任总裁 

一职。

1872 Sandvik Jernverk

参加莫斯科展览会。由于

对铁路材料和刺刀钢的殷

切需求，俄罗斯成为公司

最大的市场。

在19世纪50年代末，新铁路和巨大

的蒸汽轮船亟需大量廉价商用钢材。

这就需要新技术来满足这一需求。

对实业家Göran Fredrik 

Göransson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

的赛跑。由于他的公司濒临破产，

他在发明家Henry Bessemer的感

应熔炉专利中的份额必须转化为商

业创新。

来自英国和瑞典的资金救援让

Göransson绝处逢生，使他得以继

续完善贝塞麦炼钢工艺。1862年1

月31日，Högbo Stål & Jernwerk

的公司组织章程细则获得采纳，这

一天亦被视为山特维克的诞生日。

在山特维肯建造新钢铁厂的工

程于1862年动工，到1863年夏季，

当时瑞典最大的鼓风炉投入使用。

不久之后，贝塞麦熔炉开始投产。

然而，破产始终无法避免，工

厂于1866年3月停产。但时隔三年，

又成立了一家新公司Sandvikens 

Jernverk，并于1901年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

如今，历史比山特维克更为悠

久的大型企业在全球屈指可数。

与工业革命同龄
没有英国工业革命，就不会有当今

庞大而纷繁的全球经济，也不会有

山特维克集团。

英国工业家出手为瑞典几家钢

铁厂融资，以开发新的炼钢工艺。

Sandvikens Jernverk项目在这些

资金和工程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在

1862年实施。

在18世纪末，英国凭借蒸汽机

和纺纱机，并以煤炭为能源，成为

工业化的摇篮。当Göran Fredrik 

Göransson和合作伙伴们为如今的

山特维克集团奠定基础时，英国人在

技术发展方面已领先瑞典半个世纪。

山特维克的早期历史与英国

紧密联系在一起。英国工业先锋将

瑞典以及山特维克的前身带入了工

业化时代，接受日益复杂的商业理

念。维多利亚时代的工程师们建造

了更复杂的设备和工厂，因此为

Sandvikens Jernverk创造了一个举

足轻重的市场。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1866   1867   1868    1869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5
0

1873年贝塞麦炼钢厂。
出自1896年Axel Holmström的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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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生机 吃苦耐劳

1893 在山特维肯建成生

产钢丝、钢带和管材的新

的大型钢坯轧机。

山特维克与加拿大北部、阿拉斯加

和西伯利亚处在相同的纬度上，再

找不出另外一家全球工业制造企业

坐落在如此遥远的北方。

Göran Fredrik Göransson当

初为何将瑞典最大的钢铁厂建在茫

茫荒野中多沙的湖滨上？

这是因为在这个北纬61度的地

方，能找到最好的木炭和最纯的矿

石。深谙造船厂运营的Göransson

很可能希望将工人的全部时间利用

起来，亦可能想让工人远离那些构

成竞争的其它雇主以及都市诱惑。

Göransson还拥有这块土地，

它与耶夫勒的港口之间有水路和铁

路连接，在耶夫勒将崛起一个工业

基地。

独一无二的专业技术
山特维克一直在利用时下最先进的

技术。今天，公司人员并不把自己

看成是革命先锋，而更像是在管理

和拓展一种鼓舞人心的传统。

山特维克的专业技术已经发展

壮大。如今公司拥有的专利、图样和

专业技术涉及合金钢、钛、硬质合

金和陶瓷等领域数十万种先进产品。

有两项因素在这些发展中功不

可没：一是掌握了材料知识，二是

了解客户。

山特维克在金属和材料领域的

核心专长是公司成功的根基。材料

知识、工艺学和质量控制已推动山

特维克在若干领域里独占鳌头。

世界上鲜有企业积累了如此丰

富的工具和设备知识，并了解如何

让客户在实践中加以应用。

早期产业工人所处的环境相当艰

苦。山特维克最早的员工来自于

农夫家庭，他们用铁铲和斧头为

一个崭新的行业开辟天地。他

们忍受严寒和营养不良，每周6

天、每天12小时工作，他们围

着冒烟的敞开式壁炉周围，睡在

拥挤而简陋的小木屋里。

在1869年开始运营的第一

年，Sandvikens Jernverk有大约

100名员工。到了140多年后的

今天，山特维克的员工已增至大

约5万，为来自超过130个国家

的客户服务。作为当代博学多才

的精英，他们跨越地理疆界携手

合作。

山特维克的杰出英才往往是

公司的工程师和营销人员。山特

维克大多数首席执行官都是逐级

提拔起来的。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1501876 在山特维肯开始轧

丝和冷拔加工。公司参加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

办的世博会，首次正式使

用山特维克品牌。

1879 用于雨伞伞骨的

冷轧U形钢线成为畅销

产品。

1881 法国的新代理商

促成束身衣弹簧和锯片

等冷轧产品的生产。

1883 经济衰退、需求

萎缩、价格下滑。一直

担任公司非正式领导

职务的Göran Fredrik 

Göransson被任命为董事

会主席。开始生产冷轧和

淬火钢带。

1889 为新的电力工业提

供无缝钢管。

1891 随着加工工艺的劳

动密集程度提高，员工人

数达1,100人。

20世纪20年代的冶炼厂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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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山特维克在斯德哥

尔摩证券交易所上市。山

特维克的科学家们使用瑞

典第一台金属显微镜。

1902 山特维克开始供应

钢制输送带。

1907  开始生产用于凿岩

的空心钻钢。

1914 外债注销。出现了

对用于飞机、球轴承、炮

架轴和武器装备的材料需

求。在伯明翰设立山特维

克英国代理公司。

1916 由于战争引起的通

货膨胀以及工薪成本滞

后，使利润大幅增长。

1917 潜艇禁运中断了对

英国和美国的出口业务。

科技先锋
山特维克从创立之初起一直处在技

术前沿。公司是在一项机械工程开

发成果 —— 贝塞麦炼钢工艺基础之

上建立起来的。

在20世纪20年代开发成功的两

种新型材料后来证明十分重要，它

们是用于生产管材和钢带的不锈钢，

以及用于凿岩钻具和金属切削的硬

质合金。

不锈钢即耐腐蚀的铬钢，1912

年由德国人和英国人发现并获得专

利。不锈钢的问世，意味着能够满

足各行业客户的多种不同要求。

据报道，Sandvikens Jernverk

首次尝试不锈钢熔炼是在1921年。

三年后便开始了正常的不锈钢生产，

最先是管材，然后是线材和钢带。

1932年，在美国获得以皮尔格

式轧管机方法生产钢管的独占许可

权，此举证实对于未来发展意义重

大。一次冷拔加工能取代多次加工，

而且质量更优。

Sandvikens Jernverk建造了多

台新的皮尔格式轧管机，并接连推出

了多种不锈钢无缝管。公司内部开发

出多辊式轧机，改变了用于剃刀刀片、

阀门钢和其它产品的薄钢带生产。

在20世纪50年代，加工业对于

优质不锈钢管挤压工艺的需求成为

了巨大的工程挑战。1960年，一家

业内规模最大的新工厂在山特维肯

落成，从而奠定了山特维克在高端

钢管市场的领先地位。此外，生产

效率也提高了2.5倍。

硬质合金是钨和碳构成的化学

合成物，它的硬度和耐热性能是钢

的近两倍。

在20世纪40年代初，

Sandvikens Jernverk与Luma合作

开展一项硬质合金计划。它涉及：

1. 生产带有硬质合金刀片的凿岩钻

具，以重建Sandvikens Jernverk备

受欢迎的老凿岩钻具产品。2. 金属

加工刀具，例如车床刀具、铣刀等。

3. 耐磨零件工具，例如纺织机中的

工具。

到1947年 ，Sandvikens 

Jernverk与Atlas Diesel（阿特拉

斯·科普柯的前身）开始配套销售机

床和钻头，几乎一夜成名。在20世

纪50年代初，山特维克的所有利润

均来自凿岩钻具。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

出现了能根据磨损程度转动或更换

刀片的设计，而美国出现的各种趋

势主宰着刀具开发。强有力的夹紧

装置出现后，便无需将这些硬质合

金可转位刀片钎焊到刀具上。

一项特殊的研磨技术很快确立

了Sandvikens Jernverk作为市场价

格领导者的地位，使公司向工程领

域的全球领先地位迈出了第一步，

这一领域可能是制造业中最重要的

细分市场。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硬质合金和其它陶瓷材料是金属切削刀具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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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新型子公司策略。

在波兰设立子公司。

1929 美国华尔街股灾没

有对山特维克产生实质影

响。第一台电弧炉投产。

投资冷轧机。

创新支柱
山特维克业务的支柱是不断变革以

及产品推陈出新。客户及其有关生

产工艺的要求形成了讨论公司发展

方向的基础。

几乎所有的山特维克客户关系

都涉及不同的工艺挑战，研发工作

也在不断进行。岩石需要用机器以

更高效率开采，金属需要更快地进

行钻、车、铣削，而且材料也要更

加耐用。

在推出新型飞机、钻出新油井、

建成能源工厂、扩建基础设施、开

采矿山、运输原料，或安装假肢的过

程中，对我们的要求往往极为严苛，

尽管山特维克产品都有一份功劳，但

是我们的运营也很少引起媒体关注。

植入心脏起搏器的读者们也许体内

有一根大约三分之一条头发粗细的

金属丝是由山特维克生产的。

山特维克能够生存，并且能在

那么多特种专业市场、在如此广泛

的领域里盈利、扩展，其主要原因

是拥有独立的业务领域。要预先知

道公司下一个主要增长部门以及在

哪里将发展成新的、独立的业务领

域是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情况是，

山特维克已经在这些领域拥有良好

的客户关系。

山特维克是在要求严苛的业务

领域里运营，产品在5到10年内可能

会经历诞生、突破、成为日常产品，

或者死亡的过程。在当今的工业化

时代，很少有公司能为几乎每一个

创新产品的生产提供优质零部件。

在工具部门，产品寿命是最短

的。随着设备和工艺技术的大幅提

升，对凿岩钎钢的需求也增加了。

虽然山特维克的不锈钢产品使

用寿命更长，但这不再是简单地用足

够的数量满足冶金生产能力的问题。

相反，这是凭借技术、知识和

物流为我们的客户创造新价值的问

题。所以，集团格外重视研发活动。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风云变幻数十载
所有公司的运营都需要与外部

社会协调一致。山特维克在其

悠久的历史中经历过高潮和低

谷。例如1877年的经济衰退迫使

Sandvikens Jernverk反思并投资

小众市场产品。

山特维克波折迭起的时期是

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之间的停战时

期。虽然瑞典是中立国，但是蔓

延世界的战事严重影响了这个国

家及其工业。

尽管人们倾向于使用较为

便宜的材质，但是钢材的平均

价格上涨了290%，Sandvikens 

Jernverk的股价亦增幅三倍；但

是产业工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

工会。劳资冲突越来越多，也越

发严重，甚至在山特维肯也是这

样。为了响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时撼动欧洲的社会革命浪潮，

瑞典国会给予所有男女公民平等

选举权，并采用八小时制工作

日。然而，经济学家预言的繁荣

却没有在战争结束后来临，需求

反而骤减。规模较大的瑞典公司

有三分之一都破产了。

形势不断恶化。缩短工作 

时间以及劳资冲突进一步抬高 

了劳动力成本。订单被取消， 

原材料价格攀升，1921年销

售额减少了66%，Sandvikens 

Jernverk AB有史以来第一次宣

布损失重大。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

期，金属行业的失业率增加三倍

达20%。公司的销售额两年内减

少35%。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的重建带来了全球经济复苏。

Sandvikens Jernverk终于能从新

的市场上受益，并作为供应商拓

展到采矿、工程机械和制造行业。

1501919 美国子公司：纽约

山特维克钢铁公司。配备

大型液压机的新锻造厂在

山特维肯建成。

1920 在感应炉中引进电

热熔炼工艺。

1921 金融危机使销售

记录降低65%。开始生

产不锈钢。

1922 山特维克参加在

日本东京举行的和平展

览会。

1924 生产第一条无缝不

锈钢管。为满足新化工行

业的需求，决定推出新型

空穴轧钢机。

1926 在美国建立生产手

表弹簧的子公司。在南非

建立销售公司。投资供料

机、钢带机和线材机。在

加拿大建立子公司。

山特维克的科学家使用
瑞典第一台金属显微镜。 1927年 山特维克的工人。



“这样不仅可以获得别的看法，
还可以交流经验”

Sonja Reischl，德国物流IT团队经理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25年

年龄：48岁

自从25年前毕业以来，Sonja Reischl一直在山特维克及山

特维克旗下品牌瓦尔特工作。

她说：“我最初是在现在工作的IT部门担任开发人员。”

Sonja目前正为巴西和阿根廷的SAP*安装工作做准备，

为了能以最佳方式安装该系统，她正努力了解各个业务流

程。为此，她的团队必须适应不同的文化。

她笑道：“山特维克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我发现这很

有趣。尽管刚开始工作时，我只参与德国本地的解决方案，

后来我们到访过许多国家，并在全球各地安装解决方案。

我学到了不同用户的行为，并为同样的事实和环境在每个

国家的处理方式如何大相径庭而感到惊讶。”

此外，Sonja在瓦尔特和山特维克的工作也让她获得了

新的视角。

“我们有不同的品牌，这很有趣，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获

得别的看法，还可以和山特维克网络中的其他人交流经验。”

* SAP是一家业务管理软件供应商。

“人们在山特维克都会待很长时间”

Ian Whitehouse，山特维克英国公司操作员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25年

年龄：47岁

Ian Whitehouse对于自己在山特维克工作满25周年表现得非

常低调。

他说：“在这个地方，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有人

刚刚干满30年，也有许多人做了40年。”他补充说：“可以看

得出山特维克是个优秀的雇主，因为许多人都已经在这里工作

了很长时间。”

Ian的叔叔比他更早到山特维克工作，Ian很高兴能跟随家

人从事一份充满多样性的工作。

“运营工厂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因此你不会一整天

都坐在同一个地方。”

当被问及换班工作是否辛苦时，他说：“应该看到好的一

面，而不是坏的一面。上夜班意味着到早上我有空闲时间，如

果碰上冬天上午天气好，我又不用上班了！”

Whitehouse说，他和6位成员之间的团队氛围一直在激

励着他。

“在这里，人们以积极的方式相互竞争。大家都很努力，

比比看谁能做得最好。”

“我抓住了在不同的新文化环境中工作的机会”

Marcos Redigolo，巴西商业分析师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18年

年龄：40岁

Marcos Redigolo很高兴获邀加入山特维克集团。

他说：“我感到高兴，是因为有机会在不同的新

文化环境中工作。我想得到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经验，

并与来自其它国家和文化的人交流经验。”

“自从在山特维克工作以来，我不仅有机会与其

它国家的人接触，还有机会到其它地方看看。”

Marcos现在负责出口市场的定价、统计和报

价，以及巴西市场的钢丝销售。他希望能继续学习，

并在将来分享他的经验。

“我希望不断学习，增加相关领域的经验和知

识，以便在专业上得到发展，从而进一步帮助公司

实现财务目标。”

我的
山特维克

meet sandvik  150  year anniversary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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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山特维克于1986年在中国开设首个

办事处，并于1994年组建了全资子

公司。此后，销售额与员工人数均成

倍增长。2011年10月，山特维克在

中国拥有约3,500名员工，60多家销

售办事处和13家生产厂。

中国市场的庞大规模、爆炸性

增长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五年计划

（至2015年），自然使得它成为了山

特维克的扩张目标。中国将继续建

造4万公里高铁和8万多公里高速公

路。中国的核能计划也是世界最大

的，对电动车、太阳能电池和风电

的投资也非常可观。

山特维克向中国不断增长的制

造业出售硬质合金刀具，同时还提

供培训，从而帮助中国制造商提高

生产力和效率。

山特维克向中国采矿和建筑公

司出售各种钻机、装载机、破碎机

和凿岩工具，并提供完善的培训计

划和售后服务。

中国核能工业、能源公司、航

空业、石化业和汽车业都在购买山

特维克用高合金钢制成的特种产品，

例如管材、阀门钢、加热元件和钢

带等。

不论中国未来的发展如何，山

特维克正在中国全力投资，并非为

了制造廉价产品，而是为了投身该

国最大规模的集体化工业行动。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山特维克的组织机构和生产运营遍布

全球，这是由于各客户细分市场不仅

要求优质产品，而且要求我们能随时

提供服务和密切协作。

全球抱负 — 本地布局

150 1947 山特维肯工厂停止

生产贝塞麦钢。自主生产

硬质合金。

中国嘉定的山特维克工厂装配采矿设备。

1931 制造首批不锈钢输

送带。在阿根廷设立合

资销售机构。

1932 在西班牙设立子

公司。

1934 首台皮尔格式轧管

机投入运营。在芬兰和丹

麦设立子公司。

1936 军工业兴旺，价格

上涨。

1942 创立山特维克可乐

满品牌。开发出硬质合金

涂层凿岩钻具。

1943 制成首批用于金属

切削的硬质合金刀具。

1944 初步制定出针对战

后的大规模投资计划。

1946 在芬兰和波兰出售

焊接切削刀具。大幅拓展

凿岩机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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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20世纪50年代，Sandvikens 

Jernverk已在印度有了代理商，销

售凿岩钻具和切削刀具。印度总理

尼赫鲁对瑞典的访问为新投资和新

厂设立开启了大门。

目前，山特维克在印度拥有约

2,000名员工。浦那是山特维克亚

洲有限公司所在地，该公司自2001

年起成为全资子公司，是集团最令

人感兴趣的公司之一。山特维克亚

洲公司现已发展成为一家出口机构，

山特维克在印度的员工人数超过北

美只是时间问题。

印度对基础建设投资的需求极

大，特别是在公路网和陈旧的铁路

系统方面。印度大部分人口都比较

贫穷，教育程度偏低或是文盲。

但是，印度拥有经济自由、民主、

精英学校、数百万会说英语的公民，

以及基础宽广的人口金字塔结构。印

度政治家也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为

部分经济领域带来了强大的活力。

目前的状况意味着印度可以实

现更高、更广泛、更可持续的增长，

而且很多迹象表明，印度将是继中

国之后的下一个经济增长奇迹。

北美
美国是当今山特维克集团最大的市

场。2010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地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销

售额占山特维克总销售额的17%。

山特维克集团在美国拥有5,600位

员工。

山特维克很早就在美国展开经

营。但是过了几乎一个世纪才设立

首家生产厂，而且直到20世纪80年

代末才收购北美的竞争对手们。

20世纪50年代，Sandvikens 

Jernverk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美国的影响。假如当时公司不重视

北美市场，可转位刀片的诸多优势

可能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

山特维克全力展开全球化始于

1990年左右对美国企业的一系列收

购。目前，山特维克是多个北美市

场的领导者，这一地位在收购了山

高刀具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曾经是强劲竞争对手的北美刀

具和采矿设备公司现在已成为山特

维克集团成员，例如Carboloy和

Valenite。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0 山特维肯工厂的现

代化升级因生产用于钻削

深孔的伸缩钻杆而启动。

1951 硬质合金产品生

产在瑞典伊穆启动，将

外国劳动者招聘到山特

维肯。在加拿大生产凿

岩钻具。在荷兰和意大

利设立子公司。

1953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Västberga设立硬质合金

工厂。山特维克接管南非

凿岩钻具工厂。

全球抱负 — 本地布局

>>

1958 Stenbeck家族超越

Göransson家族，成为最

大股东。山特维克在欧洲

引进带有可替换硬质合金

刀片的可转位刀片技术。

1957 Wilhelm Haglund

被委任为总裁。在美国推

出T-max刀柄。山特维克

发明了比竞争对手更具成

本效益的可转位刀片生产

方式。

汽车业是山特维克在美国的一个
重要客户领域。

印度吉布伦的山特维克工厂回收硬质合金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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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
南美是山特维克的重要扩张地区，

巴西和智利的采矿发展不断推动其

增长。2010年，南美地区销售额占

集团总销售额的7%。南美有3,000

多位员工，人数与印度和中国的员

工数相当。

在2009至2010年期间，山特维

克在巴西增长了54%，这表明南美洲

维持了在山特维克的营业额中占据的

份量。一家生产矿山工程机械设备的

巴西工厂于2010年开业。山特维克

集团在南美共拥有10家大型企业。

山特维克在南美的业务于1949

年加速发展，巴西圣保罗被视作

“瑞典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

巴西的凿岩钻具生产始于1957

年，随后可转位刀片生产于1963年

启动。20世纪70年代，钢铁业务在

巴西展开，生产不锈钢丝，再到80

年代初，山特维克收购了一家焊接

管工厂。1972年，山特维克硬质合

金工厂在阿根廷建立。

南美作为制造地区和市场的重

要性逐渐显现。到20世纪90年代，

Tamrock和山特维克新的采矿活动

带来了重大突破。

欧洲
尽管有些刚出现的变化，山特维克在

欧洲仍然拥有稳固的地位，2010年，

欧洲的销售额占集团总销售额的38%。

山特维克集团在欧洲的生产规

模庞大，在横贯人口稠密的德国、

比荷卢联盟、法国和意大利北部的

走廊地区，拥有约50处生产厂和办

事机构。在英国也有许多工厂。

山特维克在欧洲拥有近25,000

名员工，占整个集团员工的57%。

瑞典员工仍属最多，超过11,000名。

在销售额方面，德国是集团第三大

单一市场。

在欧洲和俄罗斯，Sandvikens 

Jernverk开拓了初期市场。到20世

纪90年代，欧洲国家约占60%的集

团总销售额，但自那以后，该数字

已下降了大约37%。

苏联解体后，山特维克对东欧

产生了兴趣，并于1991年对俄罗斯、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

亚进行了投资。

近年来，东欧带来了最大的增

长，如今其潜力依然强劲。在2009

至2010年间，俄罗斯的销售额增长

了29%。

1967 Arne Westerberg

和Hugo Stenbeck分别

被任命为山特维克总裁和

董事会主席。山特维克

在34个国家拥有40家子

公司，产品销往100个国

家。在香港和委内瑞拉设

立子公司。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1501959 安装一个新的

大型电弧炉。Gustaf 

Söderlund被任命为董事

会主席。经济状况改善，

山特维克的可转位刀片在

欧洲获得领先优势。

1960 对两台挤压机的投

资是大胆之举。无缝不锈

钢管成为山特维克在钢铁

领域的主要产品。在印度

设立子公司。

1961 在印度建立凿岩钻

具工厂。Knux铣刀开始

持续畅销30年。在日本

设立地区办事处。

1962 在巴西建立切削刀

具和凿岩钻具工厂。

1966 欧洲占集团66%的

销售额，北美和南美占

23%，世界其它地区占

11%。在土耳其、智利、

秘鲁和马来西亚设立子

公司。

一家波兰采石场使用山特维克
工程机械提供的设备加速生产。

拉丁美洲的山特维克健康安全
经理Roberto Cisternas与
工厂员工讨论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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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中东
在开采贵金属方面，非洲拥有极大

的增长潜力。中东是世界能源供应

的重要地区，对更有效、更安全及

环保解决方案的需求正在推动山特

维克的产品需求。

20世纪40年代，Sandvikens 

Jernverk通过凿岩钻具开发以及与阿

特拉斯·科普柯的合作进入非洲，因此

早在1948年就在南非建立了生产厂。

1963年，Sandvikens Jernverk

几乎同时在南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

布韦）和北罗得西亚（1964年成为独

立的赞比亚）展开运营。

山特维克还在尼日利亚积极扩

张，到2010年初，非洲/中东的经营

规模已超过南美。该细分市场的销

售额占集团总销售额的10%。

迄今为止，非洲是原材料开采

和援助项目的集中地。但是，谁说

非洲不能克服贫困和落后的技术？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69 山特维克是世界首

个开发表面涂层硬质合金

刀片（称为伽玛涂层）的公

司。在泰国和新加坡设立

子公司。

1971 欧洲核电厂大订

单；向新超音速协和飞机

供应液压管。

1972 公司名称

Sandvikens Jernverks 

AB改为Sandvik AB（山特

维克）。

1973 油价飚升，经济下

滑，但订单大幅增加。山

特维克收购山高刀具65%

股份。山特维克共有57家

子公司。

1976 硬质合金生产在日

本濑峰启动。收购美国消

费品刀具公司Disston。

1978 高合金钢管被用

来探测严重腐蚀的油气

深井。在爱尔兰设立子

公司。

澳大利亚
中国惊人的发展态势也间接影响

着山特维克远在澳大利亚的业务。

中国对金属和原材料的需求使澳

大利亚劳动力市场升温。

以人口计，澳大利亚是相对

较小的国家，但却是山特维克第

二大市场，2010年的销售额与非

洲/中东的销售额几乎持平，山特

维克在澳大利亚的员工比在中国

的员工还多。

在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客户均

来自采矿业。例如，昆士兰州是

澳大利亚最多产的采矿区中心，

拥有大量黄金、铜和镍储备。

山特维克的销售正日益倾向

东方。目前，澳大利亚和亚洲的

销售已占集团总销售额四分之一

以上，而十年前还只占五分之一。

澳大利亚昆士兰的铜矿对山特维克设备来
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在尼日利亚，山特维克销售工程师
Marshall John（左）在拜访客户时进行破
碎机维护。



“在山特维克的工作经历是我 
人生一大乐事”

Debbie Kemp，欧洲区电子商务经理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16年

年龄：41岁

她说：“我在山特维克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我非常享受这个

历程。”

Debbie目前担任的职务是欧洲区电子商务经理，她的职

业进展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积极的人生观。

“事实上我的口头禅是：‘悲观者在每个机遇里看到困难；

乐观者在每个困难中看到机遇’。” 

Debbie努力在工作中保持积极乐观，并说接受新的挑战可

推动她成功。最近一项挑战是帮助英国和爱尔兰加入欧洲项目。

她解释道：“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一个通用流程，让43个国

家使用同一个系统。”她补充说，山特维克的核心价值观帮助

了她。“将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工作中，有助于让我建立成功的

工作关系，从而成功地将英国和爱尔兰融入欧洲系统。” 

Debbie接下来的任务是促进电子商务，也就是说解决山

特维克的互联网订单管理问题。她将用同样积极的态度来完成

这项任务。

她说：“为了能达成目标，我总是投入百分之百的努力，

尽心尽力去做。”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使山特维克
成为优秀雇主”

John Oberg，驻赞比亚经理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12年

年龄：53岁

John Oberg负责山特维克在赞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总

体运营事务。此外，他还负责非洲中部其它地区的业务。

当他在2006年刚开始工作时，公司每月亏损50万美元，总

债务达2,270万美元。

Oberg说：“为弥补这些经济损失，我们不得不做出一

些艰难的决策，例如终止亏损的维护合同，这意味着裁减

220名人员。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事情。”

然而，这项决策使公司在2010年摆脱了债务，并在四

年内将销售额从6,400万美元增加到1.18亿美元，可谓成绩

斐然，然而最令Oberg引以为豪的，是山特维克的价值观。

他说：“正是山特维克的核心价值观 —— Team Spirit、
Open Mind和Fair Play —— 使其成为优秀的雇主。如果您

在业务运营和生活中奉行这些核心价值观，生活方式就会

变得直截了当。”

在他的领导下，赞比亚公司努力为本地社区做出了贡

献，山特维克由于在艾滋病宣传方面所做的工作而获得了

纽约全球企业抗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联盟的表彰。

Oberg说：“我努力以山特维克创始人Göran Fredrik 
Göransson为榜样，他在当时就洞见到我们必须体现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

“我努力以山特维克创始人Göran Fredrik Göransson
为榜样，他在当时就洞见到我们必须体现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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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特维克为每个人都创造了 
公平机会”

Sneha Ashok Kale，印度质量保证技术专家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2.5年

年龄：23岁

Sneha Ashok Kale说在她的工作中，各种看法都可以公开

讨论。

她说：“我们直接应对挑战。无论出现什么问题，我都

喜欢和同事一起讨论，查清所有细节，并找到根本原因。”

Sneha谈到同事之间的团队精神时就来劲了。

她说：“我在实现目标和满足客户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就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同事之间相互协调配合，任何人

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在同事不在的情况下也能担负起

彼此的责任。”

她于2009年获得一次机会，为生产人员提供关于在检

查过程中如何使用坐标测量机（CMM）的培训。

“生产部门反映很好，这是我在山特维克的职业生涯中

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之一。”

她相信，在她的工作中，每个人都有机会作出贡献。

“山特维克为每个人都创造了公平的机会，因为我们的

核心价值就包括了公平竞争。这意味着男女机会平等。日

托设施可以让父母们在这里惬意地工作，而共同的行为准

则是我们日常工作文化的一部分。”

“关键是对机遇保持开放心态”

Jon Wyniemko，美国销售及市场推广经理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13年

年龄：36岁

Jon Wyniemko刚来山特维克时做的是内勤销售，一年后，

他获得了从事外部销售的机会，负责销售金刚石和硬质合

金产品。

销售及市场推广经理 Jon说：“自那以后，在公司的 

大力支持下，我在销售部门努力打拼，一直升到了现在的

位置。”

他补充道：“这个职位让我制定相关决策，并对当前和

将来的销售目标、策略和最终业绩取得成功直接发挥影响。

我喜欢这些挑战。”

其中一项成就是推动了旋转刀具从低价值商品向高附

加值、引领市场的产品实现彻底转变。他说，要继续取得

成功，关键是对机遇保持开放心态。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困难当中隐藏着契机。’保持乐

观、不断前进、采取行动抓住机遇，我们就能继续成功地

发展业务，并实现盈利。”

对 Jon而言，山特维克跨越150年里程碑，要归功于他

所看到的公司三大优势。

“这家公司在领导力、创新和自豪感方面有着一段了不

起的历史，能为其效力，感觉确实非常好。”

我的
山特维克

“这家公司在领导力、创新和自豪感方面有着一段
了不起的历史，能为其效力，感觉确实非常好。”

meet sandvik  150  year anniversary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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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有为

早在1947年，Sandvikens 

Jernverk就把自己打造成了配备 

硬质合金钻头凿岩机的世界领先

制造商。

在公司与阿特拉斯柴油公司

（即后来的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合

作推动下，成功开发出“瑞典方

法”—— 即高效耐用的轻型风动

钻架凿岩机。该产品以“一人一

机”的宣传口号进行推广。两家

公司率先加速了行业的技术进步。

但是，利益冲突使双方的关系于

1989年结束。

于是，山特维克独立在采矿

市场打拼，并与芬兰Tamrock公

司达成协议。后者的抱负是成为

矿山工程机械行业的国际供应商，

这为山特维克矿山工程机械公司

铺平了道路。公司于1997年收购

了Tamrock的所有资产，并着手

建立新的机构。就这样，集团获

得了期盼已久的“第三架马车”，

作为硬质合金刀具和特种钢业务

的补充。

从一开始，山特维克矿山工程

机械公司就是主要的市场参与者，

其经营范围比任何竞争对手都要

广泛。山特维克对每个客户领域

都很熟悉，但是通过一个全球服

务机构来制造、营销和维修设备

的理念仍然很新颖。鲜有其他制

造商能比山特维克更了解设备，

因为后者的经营理念从一开始就

是了解和改进客户的工艺流程。

在盈利方面，山特维克矿山

工程机械公司在初期有许多不足

之处。需求减少和重组开支使盈

利近乎为零。但是新千年的来临

使营业利润得到了提升。当亚洲

形成增长势头时，公司将重点放

在采矿和基建上。目前，通过将

两个不同的业务领域（矿山和工程

机械）分开运营，旨在能根据两者

的具体需要来确保运营业务的先

决条件。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9 柏林墙倒塌，山特

维克在东欧建立合资企

业。与阿特拉斯·科普柯

在凿岩领域的合作终止。

推出陶瓷铣刀。新一代

New Wave铣刀刃取得

成功。

从2012年起，山特维克矿山与山特维克工程机械将成为两个独立的业务

领域；然而在1997年创立时，它们却是一个整体，当时集团也确立了期盼

已久的“三足鼎立”的业务布局。

五大业务领域：一个山特维克

1501979 Lennart Ollén和

Arne Westerberg分别

被任命为总裁和主席。

1980 成功开发首台

Rotoform设备。引进用

于车削的组件刀具系统。

设立台湾子公司。

1981 销售严重下滑。

Eurotungstène和迪斯

顿工厂陷入困境。裁员

2,245人。设立津巴布韦

子公司。

1983 Göran Ahlström

和Percy Barnevik分别被

任命为总裁和主席。新组

织架构包括7个业务领域。

山特维克遭遇62年来首

次亏损。

1984 Per-Olof Eriksson

被任命为总裁。宣布在瑞

典、英国、法国、德国和

美国设立新的分权式组织。

山特维克的高性能双臂凿岩台车在巷道掘进
和隧道掘进中用于快速钻凿。

山特维克破碎机的高效率有助提
高工程现场的生产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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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与争锋

山特维克加工解决方案是金属切

削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纵观行

业历史，山特维克可乐满刀具发

展迅速，鲜有竞争对手能与之匹

敌。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公

司高管曾认为未来刀具业务将不

是硬质合金领域的重点发展方

向。当时他们认为刀具从来不是

Sandvikens Jernverk的强项，

将来也不会是。

然而，1955年一个新部门的

成立扭转了局面。切削刀具被从

其它硬质合金业务中区分开来，

业务重心更加明确。

公司内部也认识到了为客户

生产非标刀具所带来的风险。小

批量、定制化的生产会拖延大项

目的实施，同时对盈利产生负面

影响。因此，标准化和高效率的

生产就成为了重中之重。

上世纪50年代硬质合金可

转位刀片在美国最先开发成功。

Sandvikens Jernverk抓住了这

个机遇。在一家拥有近100年历

史的瑞典钢铁公司中，一个硬质

合金部门从无到有，并开始向全

球领导地位迈进，这是一个令人

叹服的重大转折。

刀具费用在金属切削的总生

产成本中只占一小部分，但它们

对效率和盈利却有着重要的影响。

山特维克不断开发着能提高加工

速度的刀具和加工方法。

山特维克可乐满在瑞典斯德哥

尔摩Västberga新设的硬质合金生

产厂以及新的伽马涂层（GC）技术

都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模块化工

具系统为缩短装夹时间带来了革命

性的变化，用于车削、铣削和钻削

的新一代可转位刀片相继问世。

如今，重量更轻、更难加工材

料的应用对先进刀具提出了更高的

需求。而我们现今大多数的产品和

方案也是在过去5年中开发出来的。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0 用于车削、铣削和钻

削的可乐满Capto工具系统

问世。

1991 山特维克收购Bahco 

Tools。英法海峡隧道工程

采用山特维克产品。在匈牙

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

和保加利亚设立子公司。

1992 山特维克收购芬兰

凿岩设备制造商Tamrock

的25%股权，并从SKF收

购CTT Tools。

1994 创下40亿瑞典克

朗利润纪录。Clas Åke 

Hedström出任总裁。山

特维克率先进行金刚石涂

层硬质合金切削刀片的工

业化生产。

1997 Industrivärden成

为集团新的大股东。宣布

新的组织架构，下辖三大

业务领域：山特维克刀具、

山特维克矿山工程机械，

以及山特维克特种钢。

1999 信息技术和电信

泡沫充斥全球证券市场。

山特维克剥离Saws and 

Tools。

山特维克加工解决方案是硬质合金金属切削领域的

全球领导者。没有这一技术，就不可能实现汽车和

电子产品的大规模生产。

山特维克刀具提升了加工领域的效率和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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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钢为核心 孵化器环境

这一业务领域涵盖多种不同产品，并且是历经

150年材料演进和专业化的成果。这些产品的

共同特点是，采用高度先进的金属及陶瓷材料

制成，并源自世界领先的冶金和研发机构。公

司基于材料方面的专业知识已孕育出多种特殊

市场业务，被应用于要求极高的环境中，例如

加热工业炉的耐火材料，以及以液压方式控制

深海油气流量的脐带管。

从历史的进程看，钢材生产在集团业务中

曾占主导地位，后来被不断扩展并赢得市场领

导地位的硬质合金业务所取代。

19世纪末，钢材业务在集团收入中的份

额基本上不会超过五分之一，但是大量提升效

率的措施促使利润与回报不断提高。同时，外

部局势也相当有利，这主要来自无缝钢管业

务，因为核能工业出现了复苏。另外，海上采

油业也推进了山特维克脐带管材料专业技术的

发展。

燃料和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对硬表面钢带日

益增长的需求也增添了乐观情绪。另一项颇有

发展前途的业务是利用粉末冶金技术，生产用

于各种不同应用场合的零件。

如今，山特维克材料科技公司总是与要求

最为严格的行业和应用场合的先进材料技术、

创新成果，以及高温合金和纳米技术等联系在

一起。该业务领域正处于有利的市场地位，致

力在当前能源开发的领域中起到关键作用，这

包括石油、天然气和核能等传统能源形式，也

包括太阳能电池和燃料电池等可再生能源。

山特维克材料科技公司拥有一个创新部

门，旨在面对未来增长领域需要先进的材料技

术时，确保集团已做好准备，能够从容应对。

2007 山特维克在亚洲强

劲增长。在美国和英国收

购医疗器材业务。

山特维克材料科技的业务运营历史可以追溯到

山特维克创始人Göran Fredrik Göransson 
所处的年代。

山特维克创投的业务领域既包括对山特维克有战

略价值的业务，也包括需要在孵化器环境下重点

发展或改进的业务。

集团将定期从结构、战略和价值创造方面

对山特维克创投的不同产品领域进行评估。目前

山特维克创投涵盖以下产品领域：山特维克传

动系统（Sandvik Process Systems）、山特维克

硬质材料（Sandvik Hard Materials）、Diamond 

Innovations、Wolfram、Dormer和山特维克

医疗科技部门（Sandvik MedTech）的一部分。

山特维克创投的成立宗旨

在于创造有利增长和盈利

的环境，使富有吸引力、

快速增长但欠缺协同效应

的业务运营能与其它业务

领域共同发展。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150
山特维克硬质材料可提供广泛的硬质合金产品。

2002 Lars Pettersson

出任集团总裁。收购德国

Walter公司大部分股权、

收购北美Valenite公司和

日本品牌Toyo。

2003 Specialty Steels

（特种钢）更名为Materials 

Technology（材料科技）。

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生产 

传动系统和压制钢板的 

工厂。

2005 中国成为全球第十

大市场。对集团9家不锈

钢拉丝工厂进行评估，以

期缩减一半规模。

2006 经济蓬勃发展，利

润创下新纪录。澳大利亚

成为山特维克第三大市

场。在澳大利亚、智利、

芬兰和日本进行收购。

五大业务领域：一个山特维克



meet sandvik  150  year anniversary •  23

不断扩张
山特维克是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扩

张型企业集团。通过组织增长和商

业收购，集团的扩张速度是全球经

济发展速度的两倍。各个独立的业

务领域促成了集团在各方面以及多

个小型专业市场中的盈利增长。

1962年山特维克庆祝成立100

周年之际，只有大约1,000名员工

在瑞典以外的地方工作。在整个20

世纪90年代，瑞典以外的山特维克

组织大幅增长53%，相关员工数达

到25,000。

强大的地域覆盖是山特维克得

以生存的基础。我们不可能预知公

司新的重要增长领域在哪里，但很

有可能山特维克已经在那里建立了

稳固的客户关系。

山特维克在一些要求严格的小

型专业市场中运营，在这些领域，

五至十年内产品会诞生、突破、商

品化或消亡。工具领域的产品寿命

周期是最短的。随着设备和技术变

得更加强大，对凿岩钢材的需求亦

会大幅提升。

早期it专业知识
早在20世纪70年代，山特维克

就是瑞典最先进的IT用户之一。

那个时代的计算机容量相当于现

在的计算器 —— 尽管它体积庞

大，并且还会产生热量，中央处

理器必须存放在低温室中。巨型

计算机系统以数以百计的千字节

计算存储容量。数据通过打孔卡

片输入，以纸张形式输出。

尽管有这些限制，山特维 

克仍然用计算机处理订单、存货

管理程序、生产规划和技术解决

方案。山特维克公司的会计和 

财务系统是当时瑞典最先进的 

系统之一。

新千年伊始，山特维克转向

了电子商务。互联网实现了从前

的计算机梦想 —— 能够随时随

地向任何人传送最多的数据。

新项目于2001年春季纷纷启

动。山特维克可乐满已在丹麦

进行了3年的电子商务测试。3

个月后，18个国家出现了售卖

山特维克产品的网上店铺。通过

专门定制的计算机系统，客户能

够登录并提交钻头和铣刀的各种

规格。该系统迅速提交草图供审

批，然后将订单发往最近的山特

维克可乐满工厂，交付期因此而

缩短了7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08 金融危机演变成了

一场全球贸易危机。山特

维克大幅削减产能。同

年，山特维克在阿尔及利

亚设立一家子公司。

2009 订单和销售额下滑

30%。山特维克开始削减

员工数量和工时。同年，

山特维克在阿联酋设立数

家子公司。

2010 Anders Nyrén被

任命为山特维克董事会

主席。亚洲大量订单涌

入，其它市场也有改观。

Kanthal更名为山特维克

线材与加热科技公司。

2011 Olof Faxander被

任命为山特维克集团总

裁。公司决定采用新策

略，旨在提高盈利，并提

升集团在有吸引力市场中

的地位。

2012 公司启动新策略。

山特维克于2012年1月31

日庆祝创立150周年。

早期的IT。



“在山特维克工作是件激励人心的事情”

程波，中国精加工操作员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3年

年龄：27岁

程波说：“山特维克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企 

业文化，能为其效力我感到非常荣幸。公平竞争

的核心价值为员工们提供了自我发展空间，因此

在这里工作是件激励人心的事情。我热爱我的 

工作。”

但是回顾当初学习摸索的那段日子，程波承

认这并非一帆风顺。

“当初我开始工作时，设备都非常新，我们大

家都毫无经验。幸运的是，瑞典培训人员给予我们

很好的指导。尽管碰到了许多问题，但在公司其他

同事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都将它们一一解决了。”

最初的这段日子不仅帮他学会了具体的操作，

还让他积累了其它有价值的经验。

“我在日常工作中养成了‘多看、多听和多想’

的习惯。这样，我就能在早期阶段发现问题，并

以高效率的方式解决它们。”

也许正是这种方法，帮助他的团队取得了成功。

程波自豪地说：“我的团队多次打破了产量纪

录，并且赢得Quality Salute 奖。我也获得最佳表

现奖，并成为了这个团队的主管。”

“就像在一个大家庭中”

Rumen Karamihalev，保加利亚董事总经理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15年

年龄：47岁

Rumen在各个国家和业务区域主管过若干个成功的项目，因

而能从宏观上了解山特维克如何在实践中达到可持续增长。

“能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使我感到自豪，例如帮助山特维

克矿山工程机械在巴尔干地区设立机构。我时刻鞭策自己，

要耐心处理好环境问题和工作中的各种人际关系。要开展

业务，总能找到合乎道德的好方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种高度意识体现在为本地学校提供资助等社会活动

以及公司的各种员工福利计划上。对Rumen而言，看到这

样的投入获得了回报确是一种赏心乐事。

他说：“这就像在一个家庭里，亲眼看着孩子们慢慢长

大。我相信，在山特维克的每个人都能提出关于如何改进

工作的看法，而这就是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最佳保证。”

“山特维克正成为越来越好的 
雇主”

Veronica Cardoz，印度大客户经理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16年

年龄：42岁

Veronica Cardoz对山特维克跨越150周年里程碑进行思考

后说：“我一直认为，一家公司要有独创而内在的良好价值

观，才能长期生存和兴盛。”

“我一直想为山特维克工作，并且知道它是印度浦那最

好的跨国公司之一。”

已经效力公司16年的Veronica表示，她仍然看到公司

的种种改进。“山特维克正成为越来越好的雇主。多元化的

比例正在提高，更多女性获得了展示技能的机会。我不仅

在办公室，而且在公司外，从自己的家就开始实践山特维

克的核心价值观。”

她补充道，与客户互动是工作中特有乐趣的部分。

“与客户接触激发了我的干劲。每天忙着处理客户电

邮、查询、订单和电话。工作了那么多年，我已经能通过

更多的客户互动，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支持。”

我的
山特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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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新的深度
山特维克在所有业务领域都有能源行业的客户，

需要面临不少挑战。

为了寻找石油，能源公司已经突破新的深度，

对产品和设备也有新要求。山特维克提供的

管材和钢制品能够适应2.5公里深处的极限要

求。但是什么样的管材，才能适用于极长的

液压装置，而不会被自重压垮，也不会被海

底2.5公里深处的压力毁坏？如何防止被腐

蚀？这一类难题，正是山特维克材料科技公

司致力为客户解决的。 

例如，一些用于能源领域的燃气轮机非

常庞大，其输出功率相当于13架巨型喷气式

飞机的发动机。当一家制造商计划生产当时

最大的涡轮机时，便与山特维克可乐满签订

合同，以研究如何利用现有设备和普通生产

工艺来制造。山特维克建议改用一种综合车

铣技术，这项解决方案被采纳后收效甚佳。

还有一个能源领域的客户需要一种特种

刀片，为气田里使用的箱体生产高度气密、

有螺纹的接头。山特维克可乐满提出的解决

方案使刀片带有三个锯齿和一个特殊槽形，

这样就能轻易地将切屑清除。由于有了这个

零部件，目前山特维克公司是该国最大能源

公司的首选供应商。

这些例子表明：除了提供零部件和刀具外，

山特维克也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专业技术。

与山特维克最密切相关的能源产品是核电站

燃料棒的锆合金包层管。20世纪60年代末，

它被供应到瑞典、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的核

电站工程。20世纪70年代国际钢铁危机期

间，日本的钢制品涌入市场，燃料棒包层管

是支撑山特维克渡过危机的产品之一。

悠久的历史

• 能源工业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山特维克最

大的客户领域之一。

• 早在1897年，山特维克就开始为英国蒸汽

锅炉生产无缝管。

• 随着对船用锅炉的需求增加，公司业务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拓展。

山特维克提供的管材和其它产品能够适应
2.5公里深度的极端要求。

20世纪70年代，北海新油田成为山特维

克关注的市场。市场需要耐腐蚀的产品，于

是高强度钢制品在1975年问世。从1971年

起，新型周期轧管机使山特维克能够生产极

大尺寸的不锈钢管。

到20世纪80年代初，钢制品部门研制了

脐带管，用于在海面控制塔与海底或陆地的

油源或气源之间传达指令。脐带管的核心部

分由无缝不锈钢管护层包围的软金属管制成。

脐带管是用长达1,700米的卷轴交付的。

重要市场：能源

可将化学能量有效转化为电能的燃料电

池是最近崭露头角的新产品，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例如作为重型发动机的备用发电机。

无论是技术咨询、刀具、零部件、材料

还是大型建设工程，能源工业现在和将来都

是山特维克集团的主要客户领域。



“我欣赏良好的工作氛围”

Pilar Arco，西班牙内勤销售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16年

年龄：43岁

当Pilar Arco于1995年开始在山特维克工作时，情况和现在

不一样。最明显的地方是，所有的数据都写在纸上。

“我必须将信息输入电脑，为所有文件制作模板。现在

不同了，因为信息已经电脑化，我们在全球使用相同的工

具和程序。这使工作稍微轻松了点，”Pilar笑道。

在山特维克传动系统巴塞罗那的内勤销售部门工作，

她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每天要提高效率，尽量多学习一些

东西。”在性格上她是一位喜欢与人打交道的人。

“这份工作最好的地方是能与客户接触，能与西班牙的

优秀团队一起工作，并有机会见到世界各地所有的同事。

我欣赏良好的工作氛围，以及与西班牙和瑞典上司之间的

良好关系。瑞典人很棒！”她补充道。

“我觉得我们正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Cindy Fenton，澳大利亚环境、健康与安全

（EHS）管理员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3年

年龄：23岁

当被问到最喜欢工作的哪一方面时，Cindy Fenton
回答得很爽快。

“这很简单：就是人。我觉得这个职位让我有

幸与所有的山特维克员工打交道，每天的工作对象

包括工地行政和管理人员，以及我们部门的副总裁

等各级人员，”她说。

“跟他们谈话开阔了我的眼界，这是向别人学习

的好机会。我很高兴看到，从事各种工作的人员对于

在工作场所内外注重安全与健康都持有相同看法。”

Cindy认为，山特维克的文化鼓励了这种思维。

在过去一年中，作为团队一份子，她担任环境、健

康与安全（EHS）管理员，整理、分析和汇总各种

EHS数据，包括与工地有关的信息以及用于全球报

告的区域数据等。

“我觉得我们正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目前，

我们的团队由善于思考以及勤于实干的人组成，既

有智慧也有新鲜想法。我们这些人兼容并蓄，能够

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技巧，我认为这有助于产生一

些最佳构想。”

 “我加入山特维克是因为曾在 
这里实习过”

Mirel Kokic，意大利计算机数控操作员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5年

年龄：23岁

Mirel Kokic说：“由于曾经在山特维克实习过，我于2006年

正式成为公司一员。起初我在刀片部工作，后来去了软刀

具部，从而有机会学习几种不同类型设备的专业知识。”

Mirel目前负责在计算机数控加工中心上（主要是

Bridgeport和Stama设备）进行毛坯和制成品的生产。

他说：“在专门的生产部门工作，让我有机会见识到大

量由同事精心设计的不同产品。”

在Mirel所在团队的工作理念指导下，他觉得自己每天

都有进步。

“灵活性和团队合作是我们成功的里程碑。我已习惯于

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建议，通过集思广益，我们实现了

持续改进的目标。”

我的
山特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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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导致制造业把更多注意

力集中在生产效率上，并提高了对刀具的要

求。合适的刀具无需对设备进行大笔投资，

就能迅速提高生产效率。

在汽车和飞机制造业，能够不断推出新

产品和生产方法已成为成功的关键。山特维

克稳固的市场地位要部分归功于公司把6%的

销售收入用于研发，使之成为业内领先的知

识型公司。

汽车制造业的刀具技术虽已成熟，但其

发展步伐却从未停止。例如一家制造商对变

速箱和传动系统零部件已经实现流线型生产。

当该公司开始为刀具损坏而大伤脑筋时，便

与山特维克的工程师合作制定了一套解决方

案，其中包括新的刀具设计和材料。一些小

细节就能决定整个生产过程如何进行。因此，

多花点钱购买更先进的刀具实在是微不足道。

飞机制造业因高昂的燃油成本而受到资

金困扰，需要不断寻求生产出更轻型的飞机。

而解决方案可以在新的工程设计中找到。新

型气轮发动机的热负荷只有优质合金才能承

受，但是加工这些材料极其困难。在亚洲，

一家生产飞机发动机燃烧室的制造商向山特

维克寻求咨询。CoroMill 210、CoroTurn 

SL70与可乐满Capto配合使用，大幅度削减

了该制造商的加工次数。

新型耐热但加工难的材料不仅仅用在飞机发

动机的核心部位。随着隔热罩被拆除以减轻

飞机重量，这种材料正逐渐用于更多的零部

件中。以一家生产锁定系统的制造商为例，

它面临的问题是：一种新型飞机的发动机需

要用优质合金制成的耐热弹簧轴。生产每个

零件需要4小时，但是采用山特维克的产品和

专业技术后，加工时间得以减半。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汽车和飞机制

造业都是山特维克的客户领域。他们起初购

买低合金钢，而后到上世纪20年代，便购买

结构钢。但是那时，山特维克在刀具市场并

不是特别知名。尽管山特维克仍然向汽车和

飞机制造业出售用特种材料制成的优质零部

件和设计，但向客户提供最多的是其加工技

术。再到上世纪60年代，山特维克先后确立

了在可转位刀片和硬表面刀片领域的领先地

位，并成为一家全球服务公司，从而进一步

巩固了市场领导者的地位。

汽车制造业在早期就成为可转位刀片的

主要客户，并促进了山特维克在北美市场的

突破。

合适的刀具 
提升生产效率
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的产品开发突飞猛进。新材料对加工要求越来越高。

市场领导者

• 凭着可乐满、瓦尔特和万奈特等品牌， 

山特维克掌握了制造业最重要的技术 —— 

金属切削。

• 不论是产品还是技术，山特维克都是市场

领导者和世界领导者。

• 在2009年和2010年，山特维克在美国拥有

的专利数量和竞争对手的全部总数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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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考验
在短时间内，山特维克已经成为全世界业务最广泛的矿山工程

机械设备生产商之一。

对山特维克来说，矿山工程机械行业并不缺

乏高难度的挑战。以澳大利亚的Lady Annie

铜矿为例，矿山环境极端恶劣，夏季温度可

达50摄氏度。山特维克为澳大利亚提供的第

一台巨型钻机就出售给这座矿山。这台技术

先进的设备由电脑操作，能够在无需加油的

情况下运转两个轮班。

另一个澳大利亚工程是曾经露天开采过

的矿山，如今填满了海水（还有鲨鱼），并计

划重新开采，于是安全成为了一个主要问题。

考虑到坍塌和鲨鱼带来的风险，有必要使用

一台能够从浮台遥控的钻机。山特维克为此

提供了解决方案。

另一个要求苛刻的矿业工程是位于海尔

布隆市地下、德国最大的盐矿。山特维克125

吨的掘锚机垂直开挖这座盐山，取代了传统

的凿岩爆破法。这种新方法也更具成本效益。

山特维克的工程机械设备面向许多要求

严格的客户。在瑞士有一个现代规模最大的

隧道工程，为高速列车修建的隧道正在以每

天10米的开凿速度穿过阿尔卑斯山脉。为了

保持这个速度，从钻凿、装载，到加固、清

除等，各种操作有时必须并列进行。山特维

克的设备使之成为可能。

尼日利亚有全球发展最快的工程机械市场以

及由硬花岗岩构成的基岩。但是该国的公路、

铁路和港口短缺。山特维克的破碎设备在该

国基础设施扩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硬岩钻凿对山特维克来说并非新难题。

1873年，公司出售了第一台完整的凿岩机。

但是当时的技术还非常简单。又长又重、很

快就磨损的钻头不得不运出矿山以便重新锻

造和硬化。有时候，运出矿山的钻钢比矿石

还要重。钻机笨重而又效率低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带轻型、高

效、耐用硬质合金钻头的新一代升降台式轻

型钻机。随着设备越来越坚固，螺栓和钻头

更先进，国际采矿业发展迅速。山特维克很

快扬名南非、加拿大、巴西和澳大利亚。

在20世纪90年代，山特维克通过企业收

购，积累了门类齐全的各种机器和钻机设备。

通过与矿山工程机械客户合作开展各种

项目，山特维克的业务已经向南部和东部转

移。采矿业是山特维克集团最大的专属客户

群，占2010年销售额的36%。集团最大的市

场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南非和巴西等采矿

大国。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脉深处：
一项能让欧洲高速列车快速
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隧道工
程使用了山特维克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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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同心协力”

Akira Yoneya，日本团队负责人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22年

年龄：40岁

“年轻人有很多点子；年长者有丰富的经验，”Akira Yoneya
解释说，在濑峰工厂的团队正好维持了这种均衡。

“我们的团队有15位年龄20多岁至50多岁的成员。年龄

差距很大，但我们同心协力。”

自从1989年加入濑峰工厂以来，Akira见证了工厂的发

展和成功。

他提到了山特维克集团2004年授予濑峰“顶级工厂”的

荣誉，并说：“对此我感到自豪。”濑峰工厂得到这样的荣

誉，是因为它在提高质量、缩短工期和削减成本方面所做

的努力。

Akira表示，“我们很高兴，并且相信能在将来继续做出

贡献。”由于工作环境有助于让每个人自由发表意见，这也

促进了我们做出贡献。其中一个点子曾帮助节省了数百万

日元。

Akira说：“2008年，我引进了备件和耗材的目检控制

系统，将用量和成本降至最低。我们于2009年在濑峰的整

个车间引进该系统，结果削减了1,000万日元的备件和耗材

成本。”

“山特维克确保工作能安全完成”

Gilson Alves Leite，巴西操作员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18年

年龄：50岁

Gilson Alves Leite说：“我感到自豪，并感谢能成为山特维

克家族的一员，参与公司150周年的庆祝活动。”

Gilson是TIG（钨极惰性气体）焊接工和金属元件装配员，

在巴西维涅杜镇山特维克材料科技公司的一个部门工作。

他说：“我喜欢这份工作，我能够以高质量、完美、安全

的方式开展各种活动。我们团队接到的每一个订单都有不同

的要求和新挑战。”

除了力求完美，Gilson还非常欣赏山特维克的安全承诺。

他认为特别是这一点，使山特维克成为了非常好的雇主。

他笑着说道：“山特维克确保所有的工作都能安全完成，

并且嘉许我们所做的努力，而持续改进的项目也加强了良好

的工作氛围。我感到在这样的公司工作很安全，我的家人也

有同感！”

我的
山特维克

“由于工作环境有助于让每个人自由发表意见，
这也促进了我们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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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山特维克的客户多为企业，然而在过去很

长一段时间里，山特维克曾靠销售自有品牌的消

费品而大获成功。

现在仍有许多消费品（譬如吉他、手机、高尔

夫球棒、剃须刀和刀片）采用山特维克提供的

材料和零件。然而，山特维克本身已不再销

售消费品。

还在上世纪70年代，锯子和工具产品领

域不断扩展，经过大约十余次收购，山特维

克相关业务销售额在集团销售额中的比重增

至14%。其中，最著名的是北美Disston手

锯以及电池驱动的园艺工具。实际上，扩张

平台主要依靠山特维克的自有品牌手锯，它

在全球业余爱好者用品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品

牌声誉。虽然价格昂贵，但它不需要重新磨

利。当时该产品的知名度极高，以至于公众

普遍认为山特维克就是锯子的制造商。

那么，当初为什么山特维克这样的炼钢

厂如此大力投资于消费品？这要追溯到19世

纪70年代出现的一次危机。接踵而来的技术

突破意味着规模日渐扩大的大型钢厂可以到

欧洲和美国煤矿附近开设工厂，从而可以充

分利用次等铁矿石。

然而普通钢的价格一落千丈，纯矿石或

优质木炭对Sandvikens Jernverk来说不再有

用武之地。无力承担长途运输成本，山特维

克因此不得不尽快找到新的特种产品。

制造业在19世纪最后数十年的变化速度

之快，堪比当今的信息技术产业。大大小小

满足消费者需要

“山特维克锯子与瑞典拳头——强强联手 值得信
赖”。山特维克销售消费品期间的宣传广告。

从束身衣到钟表

山特维克曾经生产的消费品种类繁多，包括

锯子、剃刀刀片钢、束身衣弹簧、雨伞伞骨、

自行车轮辐条、发动机零件、腕表弹簧等。

消费品

的新产品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继雨伞和

束身衣之后，很快出现了对缝纫机、打字机

和电话的大量需求。到19世纪90年代，出现

了带橡胶轮胎、链条和飞轮的自行车，可谓

又一次技术革命。在这些不胜枚举的产品中，

还有留声机、轿车，以及用于小型船只的煤

油发动机等。

正是这些消费品挽救了Sandvikens 

Jernverk。公司的金属工匠们不得不迅速掌

握冷轧钢带、从贝塞麦钢制成钢丝和钢管的

技巧，然后再加工成锯子、剃刀刀片钢、束

身衣弹簧、雨伞伞骨、自行车轮辐条、发动

机零件、腕表弹簧等五花八门的产品。

最早问世的是用于生产钢管的小型轧机

和钢带，接下来是拉丝工艺。后来数年内，

山特维克改进了鱼钩用钢丝、针布钢丝、制

针用钢丝等生产，对雨伞钢丝生产的改进也

紧随其后。

Sandvikens Jernverk与最强劲的瑞典竞

争对手展开角逐，为全球剃刀刀片市场提供

钢带，其中最知名的客户是北美的吉列公司。

在二战后，山特维克跃居领先地位。

山特维克在消费品市场最成功的产品是

早于1886年推出的手锯。继1991年对Bahco

的收购后，山特维克得以提供转矩扳手及其

它手动工具。然而这些产品在各自领域从未

占据过主导地位，全球排名仅为第6位。因

此，山特维克董事会于1999年决定出售整个

手锯和工具业务，将经典手锯从山特维克产

品系列中剔除。至今，山特维克集团继续奉

行其长期及一贯的策略：只投资于已经占据

或能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的细分市场。



“多亏有了山特维克的团队精神
理念⋯⋯”

Mohammed Adnane Boumeur，意大利计算机数

控操作员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5年

年龄：28岁

Mohammed Adnane Boumeur出生于摩洛哥，5年前开始

为山特维克工作。由于从一开始就做过多种工作，他对不

同设备都有很深的了解。

Mohammed说：“我先是在车削部工作，但也参与过

新的软质刀具部的工作。”

“我现在负责使用（马扎克和Gildemeister CTX 510机

床上的）计算机数控车削中心进行毛坯和成品制造。”

在不同的领域工作使Mohammed与许多同事建立了联

系网，他很享受这方面的工作。

他表示，“由于参与不同的项目，加上山特维克的团队

精神理念，使我很容易与同事相处，并结交朋友。” 

“此外，我也很感谢山特维克关心环境。”

“每个人都有机会提出建议”

Sten-Inge Ståhl，瑞典打包工人/物料搬运工

山特维克工作经历：37年

年龄：54岁

在山特维克150年的历史中，Sten-Inge Ståhl为其效力了几

乎四分之一的时间，但是他最近才意识到自己已在这里工

作了这么久。

他说：“这种感觉很好。”

Sten-Inge在瑞典山特维肯工作，负责库存产品的保管

系统、质量控制，以及在发货到世界各地之前，为客户订

购的产品打包、装货等。

他补充说：“很多时候也包括驾驶卡车。”

有这么多事情要做，难怪他没有太多时间仔细思考公

司的悠久历史。而现在反思一下，他对这些年来自己的工

作还是很满意的。

“这份工作开始时只是执行工作流程中的单一操作，后

来发展到执行整个发货链中的任何一项操作，这给予了我

更大的满足感，因为它让我有更多责任、使我学到更多技

能，并对整个流程有了不同的理解。”

尽管Sten-Inge在公司里有很长的年资，但他依然热衷

于不断改进工作。

他说：“我们部门内部每两周就召开一次改善会议，每

个人都有机会对安全、质量、发货、准备期、生产效率以

及工作环境等问题提出建议。”

我的
山特维克

“这给予了我更大的满足感，因为它让我有更多责任、
使我学到更多技能，并对整个流程有了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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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研发

研发是山特维克业务策略的关键。山特维克每

年将近30亿瑞典克朗（3.3亿欧元）的资金投入

研发，集团总计已拥有约5,000项有效专利。

在各个业务领域，山特维克共有2,400多

名员工从事研发，其工作重点受客户和市场

需求支配。山特维克不断推出的新产品（每年

数千种）可带来增长潜力、扩大市场份额、提

高利润，以及改善环境和生活质量。

山特维克首席执行官Olof Faxander在

2011年的股东周年大会上强调了这一点。他

说：“我们处在极好的地位，因为我们是如此

多的产品领域的世界领导者。我们拥有卓越的

专业技术知识，以及将技术成果商业化的能

力，可开发出客户愿意出高价购买的产品。”

Faxander还强调了继续投资研发的重要

性。他补充道：“我们必须确保致力于产品开

发，以保持竞争力和强势的市场地位。”

山特维克材料科技公司在瑞典、印度和

捷克设立了研发中心，着力加强对节能和可 >>

紧贴客户需求对于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山特

维克大力投资研发，旨在开发出能预测市场需

求演变动向的新产品和新工艺。

研发

持续发展的研究工作。“我们非常注重能源，” 

山特维克材料科技公司执行副总裁兼研发与

技术主管Olle Wijk表示。除了为油气生产开

发产品外，山特维克材料科技的研发中心正

致力开发新一代核电厂的各种应用。他们也

在寻求提高煤电厂效率的种种方式，因为世

界上大部分的电力生产仍然依靠煤炭。另一

个重点研究领域是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

和太阳能电池等。

Olle Wijk说：“通过开发高温应用新材料，

我们使产品能承受更高的温度和压力，从而提

高效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当我们开发出新

的高温材料时，将会对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

山特维克材料科技公司的研究兴趣涵盖

了广泛的应用，从为汽车开发固体氧化燃料

电池，到在腕表微小部件生产中设法避免铅

的使用。在高温材料领域，山特维克材料科

技公司的工作还包括工业加热炉，以及滚筒

式烘干机加热元件中的线材等。

Wijk表示：“诀窍是要始终领先于竞争对

手，因此我们正在这些方面不断努力。”

在印度，Sivaprasad Palla是山特维克材料

科技公司浦那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在全球主

要经济体中，印度蓬勃发展的经济正以仅次

于中国经济的速度增长。该中心使山特维克

能贴近日益重要的印度客户。

该研究中心从事计算机建模，在优化制

造工艺中，这是一项有用的技术，可取代那

种昂贵而耗时的传统实物试验。

Palla表示：“建模是一种用于产品和工艺

开发的工具，可以缩短工期和削减成本。”浦

那研究中心使用模型来模拟挤压和轧制等冶

金技术，还使用计算机流体动力学来研究炼

钢工艺，例如液态金属流动、热传递、连续

铸造和冷却等。

他说：“我们与各个业务领域紧密合作，

因为建模需要验证。”

他补充说：“研究中心的主要挑战是，不

断培养各种必要的能力，因为每个新项目都

对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要求。”

在山特维克加工解决方案，研发工作已

经帮助提升了风力发电机的效率。山特维克

刀具前任研发副总裁、现任山特维克创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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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特维克材料科技公司的物理冶金经理Magnus 
Boström使用电子显微镜，通过光栅扫描方式，
以高能电子束扫描样品，使其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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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总监的Ulf Rolander表示：“齿轮铣削是个

快速发展的业务，这与风力发电机有着一定

的关系。在风力发电机顶部，螺旋叶桨转动

得非常缓慢，我们要使其转得快些，以产生

电力。”提供这一功能的大型零部件需要极精

确的加工。

Rolander表示，不论是风力发电机零部件，

还是山特维克开发的其它产品，最初的问题

都是一样的：“我们为客户提供的产品，价值

在哪里？”他认为答案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刀具

性能，并增加客户对使用方法的了解。他说：

“通常，刀具只占客户生产成本的3%至4%，

但其影响是巨大的。在同一台机床上，使用更

好的刀具可提高生产率，这意味着我们节省了

人力和投资成本，而且还有利于环境保护。”

环境考量是航空航天业的核心要素，对

轻质材料的要求旨在制造油耗更少的飞机。

这些材料可能含有需要新方法加工的合成物，

例如含钛的碳强化塑料。Rolander说：“这

是快速增长的主要工作领域之一。”

山特维克矿山工程机械前研发与质量副

总裁Åke Roos主管瑞典、芬兰、德国、奥地

利、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中国的研发中

心。他说：“我们的主要侧重点是减少运营中

的复杂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取决于加强创

新、提升技术能力，以及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2010年，一个新的产品研发中心在中国

嘉定启动。Roos指出了研发工作的三大基

石：“开发产品的方式、可支持开发的研究，

以及找到高效率的工作方式。”

要在业务领域的研发运营取得成功，关键是

能否将应用能力与特定技术领域的先进科技

能力结合起来。

研发运营促进了新推出的潜孔钻机的开

发。他说：“这是采用一种全局的角度来开发

产品。”该钻机能使生产最大化，同时尽量保

持低燃耗和低操作成本。它还改进了操作条

件，因为在设计上考虑到了操作人员的舒适

与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 Roos说道。“我

们从不在安全方面妥协。”

最后，Åke Roos表示，最重要的是有合

适的人员各司其职。他说：“研发就是要在组

织中人尽其才。这是让研发组织发挥作用的

核心，也是我们的运营优势。”

“在同一台机床上，使用更好的刀具
可提高生产率，这意味着我们节省
了人力和投资成本，而且还有利于
环境保护。”

研发小资料

• 山特维克每年在研发上投资约30亿瑞典克

朗（3.3亿欧元）。

• 集团已拥有5,000个有效专利。

• 目前山特维克有2,400多名员工从事研发。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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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特维克股票 
—— 惊人的投资回报
如果您的曾曾祖父曾经投资5,000瑞典克朗，买进1868年

山特维克重组后发行的第一批股票的一部分，那么他的

股票在2010年的市值会达到2.41亿瑞典克朗。

许多股东和员工促成并实现了山特维克150

年的发展。像山特维克这样的股份公司，至少

从理论上说，不管员工或股东有什么变动，都

有可能永久存在。其秘密就是19世纪的一项

发明：股份制。这一概念使华尔街迄今仍是世

界上最有名的街道之一。要是没有它，恐怕山

特维克难以屹立至今。

山特维克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盈利颇丰。

山特维克所存的历史数据显示：如果一个家庭

买下价值5,000瑞典克朗的1868年山特维克公

司重组后发行的第一批股票的一部分，然后只

是持有这些股票，就可以在2010年出售获得

2.41亿瑞典克朗。更惊人的是,若将所有已支

付股息的现值计入，这个数额还会大幅增加。

山特维克股票的每年实际价值增长率约为

4%，加上定期支付超过3%的股息，即使把通

胀因素考虑进去，山特维克股票也是回报惊人

的投资。在20世纪，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

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股市之一，像山特维

克这样的企业就是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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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特维克是一家高科技工程集团，在所处专业领域
拥有先进的产品和世界领先地位。业务遍布全球。

地图显示了截至2011年10月山特维克在全球的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