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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踏入新的一年已经几个星期了， 我和编辑团队还是
希望借此机会恭祝各位开年大吉、 工作顺利、 生活愉快。
我们期待和大家携手共创福伊特史上又一激动人心的篇章。   

上一个财政年度， 福伊特再次创造了新的纪录。 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 所有集团事业部都为这一良好业绩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 各个地区的销售额也很平均。 本期 “焦点” 将回
顾上一个财政年度的亮眼佳绩。  

在上一期福伊特报告中， 我们大量报道了福伊特集团是
如何在不同地区生根发展的。 本期我们将继续关注福伊特在
世界各地的发展。 比如， 在 “透视” 部分， 你会读到中
国新的五年计划为福伊特提供的大量商机， 以及对我们核心
市场的影响。 你还可以跟随Frank Frech的身影， 今天去迪
拜， 明天去台湾， 后天去法国。 因为他要确保全球的客户
都会把福伊特的名字和一流的质量和服务联系在一起。 继续
往下读， 你还会了解我们的工程师在各个地区如何不断寻求
尖端的创新技术方案。 目前在废纸处理中浪费掉的重要原料
可以回收并且再利用吗？智能驱动系统将来可以使公交车更
安静、 更节能地行驶吗？请和我们一起参与在巴西、 德国
的周年庆典， 以及中国的首次周年庆典， 和我们一起展望
未来。 总裁Hubert Lienhard博士在新年祝词中也谈到了福伊
特的发展情况， 并且为我们指引了福伊特今后的发展方向。  

祝阅读愉快！

顺祝问候！

企业传讯部高级副总裁
Lars A. Rosumek

亲爱的福伊特人：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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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2011年：年终回顾 
全球 印象最深刻的项目在哪里？通向未来的里程碑在哪里？上一财政年度福伊特的
大事件有哪些？请与我们欣赏精彩的照片，并回顾过去一年的佳绩。

强劲的利润增长
海德海姆 在2010／2011财政年度，福伊特加强了市场地位，在销售和新订单上创下
新的纪录。最新年度报告列出了重点数据和数字。

业绩非凡的一年 
 

HUBERT LIENHARD博士祝词
全球 集团总裁对员工强调：“我们所处的世界在改变，若想一直处于不败之地，
我们也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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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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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去年秋季，福伊特为3个水电站提供
合同设备，同时成功完成另一个项目。
九月份，福伊特获得一个合同项目，为
印度北部的Rongnichu水力发电站提供水
轮机、发动机和电气机械设备。该电站
的装机容量将达96兆瓦。 
同一个月，福伊特签订了又一个合同，
即坐落在喜马拉雅山的Sainj之100兆瓦。
福伊特负责提供所需的2个水斗式水轮机、
发动机和所有电气机械设备。 

成功的秋季
印度北部的Karcham Wangtoo水利发电
站项目合同是10月份签订的，比原定计
划提前了3个月。作为与Andritz联营体成
员，福伊特负责提供了1000兆瓦主机设
备及其它附属设备。该项目仅在45个月
内完成。
11月份，福伊特又获得Singoli Bhatwari
水电站的项目，为之提供3个混流式水轮
机和所有电气机械系统设备。 //

印度Karcham Wangtoo的大型合同工程已创纪录的时间完成。这个水力发电站的装机容量为1000兆瓦。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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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讯

德国 在德国纽伯格林的卡车大奖赛中，福伊特向公众展
示了世界上第一个二级液压减速器。这种新型减速器持
续减速能力比以前提高30%，以发动机的冷却液为操作
介质。因此，它无需保养，同时可以确保高效及时的刹
车能力。由于它的超小体积设计，只需要50%的安装空
间，而且比同类油压减速器轻35公斤。通过承担车辆
90%的刹车功能，减少制动器的损耗，还可以将刹车产
生的粉尘排放降低80%。奔驰Travego客车1版首先使用
新型液压减速器，刹车功能高达520千瓦或700马力以
上。由于减速器的抽压功能以及因此增加的冷却液流量，
持续减速能力比以前的油压减速器增加20-30%。 //

巴西 戴姆勒集团给福伊特巴西工业技术服务公司颁发了“卓越环保项目”组的环
保引导奖。参选的70个项目都关于如何进一步在公司内部加强环保和可持续性发
展，评委会从中选择10个最佳项目。福伊特的“综合植物群保护计划”排名第
二。该项目利用环保杀虫方法，在贝尔纳多杜坎普的巴西奔驰公司实施。该厂址
在Serra do Mar国家公园附近，占地15万平方米。奔驰公司花园里的虫害活动通
过利用捕虫器、楝树油和自然天敌得到有效控制，无需喷射农药。 //

可持续发展荣誉奖

左至右： 
Herbert Kohler教授，戴姆勒集

团环保部主管；Roberto von 
Adamek，福伊特巴西工业技术

服务公司总经理；Guilherme 
Heinz，巴西奔驰公司企业质量高

级经理；Thomas Weber博士，

戴姆勒集团企业研究和奔驰车研

发部董事

新型液压减速器首次亮相 

踩闸刹车更有趣：福伊特的

新型液压减速器在纽伯格林

的卡车大奖赛中正式推出

重建捐款
日本 福伊特捐赠了10万欧元给日本本宮
市的一所小学，协助修建太阳能供电系
统。本宮市人口31,000，距离在2011年3
月大地震中严重受损的福岛核电站仅60
公里。本宮市有800多个建筑受损，其中
包括福伊特造纸技术的研发中心（VPIT）。
福伊特在日本的各分公司决定共同为小
学校提供帮助。作为仪式的一部分，福
伊特的3名常务董事Masataka Sunaga、 
Keishi Sugimoto、 和Hirofumi Morita将
捐款交给本宮市市长Gigyo Takamats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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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露天采矿用的输送带通常需要长距
离输送原材料。福伊特研发了新型涡轮
带780 TPXL型挂钩，用于输送带的驱动
装置。由于它的特殊设计，这种挂钩能
够在极端恶劣天气下使用，如北极圈或
赤道地带，沙漠或热带雨林地区。巴西
的一个采矿企业计划将这种新型挂钩用
于铁矿石的输送。其他核心市场包括美
国、加拿大、南美洲、澳洲和南非。 //

结实的挂钩

…… 这是福伊特在各个知名厂商生产的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上安装的Hydrodamp
减震器的数量。减震器已经成为农用机械中必不可少的部件。Hydrodamp减震器
的优势显而易见。它可以达到低转速、低油耗，同时利用液压减震避免传动轴负
载过重。去年11月，福伊特在汉诺威世界最大的农业技术展会上推出4种不同型
号的Hydrodamp减震器。 //

碳纤维复合材料轻量而且非常容

易成型，承重力强，具备很多优

势。福伊特在慕尼黑附近的嘉兴

生产碳纤维复合材料，协助我们

塑造未来。

一百万 

德国 第一个专门用作福伊特复合材料的研发和生产中心已经投入运作。中心位于慕尼黑附近的嘉
兴，近期将开始生产福伊特所需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启动工业生产程序，用碳纤维增强塑料
（CFEP）为原材料生产复合材料。福伊特嘉兴复合材料公司于2010年成立，作为福伊特集团内部
的碳纤维产品研发生产中心，目前嘉兴有大约50名员工。福伊特计划在纤维复合材料领域进一步
扩展，加强与奥迪的合作开发伙伴关系。 //

新建复合材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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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福伊特向来非常重视合规准则。现在员工可以在内部网站
上接受有关行为准则中核心元素的密集培训。企业内部设计的E
培训，帮助每个员工了解福伊特规章制度，了解反垄断、识别
贪污等重要知识。

这个在线培训计划有24种语言可供选择。通过连接内部网
络，各地的员工都能参与这个强制性培训。福伊特行为准则在
任何时间都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地。准则明确规定每一个福伊特
人必须了解日常工作中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E培训中的基础
课程重点放在反垄断法和识别及防止贪污，明确各种可能给企
业造成的严重损失，甚至危害到企业存亡的情况，即使这种情
况的发生可能是由于个人的无知或忽视所造成的。培训计划的
下半部分是有关行为准则中其他重要议题，包括公平对待他人、

无歧视、数据保护、以及商业机密的保护。培训的设计确保完
全涵盖准则遵守和按章办事的内容。

由于Ｅ培训的简单设计，员工可以快捷、方便地掌握学习
内容。先阅读每个信息模块，然后回答每个模块后面的测试问
题。如果员工未能通过测试，还可以多次重复培训过程。练习
过程和分数不会纪录在案，通过测试的员工姓名会存入人事部
数据库。

通过Ｅ培训，福伊特确保将来继续遵守已确立的标准和价
值。Ｅ培训计划使用多种语言，在全球各地都可以使用，协助
员工更快适应全球化工作环境，在自己工作所在地，用自己的
母语完成这个重要培训。 //

员工可以在内部网络‘普通收藏’（＂general favorites＂）门户网站中

的‘守规’(“Compliance”) 下面找到有关遵守规章培训的内容。

合规准则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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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衷的希望各位在新的一年有个美好的开始，并祝愿您和您
的家人2012年万事如意！  

2010/11财政年度对福伊特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年。我们
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你们，福伊特人。你们每天努力工
作，不断奉献，争取新的成就。在此，我代表福伊特集团的全
体领导，对你们不懈的努力和奉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你们的努力，福伊特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快速增长的
全球性企业。我们所处的世界在不断改变，我们也必须随之改
变，才能确保我们在明天乃至更远的将来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一步一步地迎接各种新的挑战。去年，公
司各个层面都有所改变，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会改变
我们的个性和价值，即：我们所代表和所坚持的理念。我们的
企业文化是建立在福伊特价值基础上的：职业精神、尊重他
人、关心同事、开明、可靠和诚信。我们的企业在过去的145
年历史里，一直承载着这些价值，代代相传。面对当今日益更
新的世界，我们仍将保留这些丰富的正面价值，并将其继续发
扬光大。 

集团属下的福伊特水利、工业服务、造纸和驱动部门都已
经过实践的检验，并将继续作为我们业务活动的坚实基础。 

2012年将为我们企业带来什么？我们将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运营？欧债危机将如何解决？美国经济和劳工市场会不会复
苏？全球经济增长是否会放缓？即使是经济大师也无法准确预

亲爱的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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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2012年将朝哪个方向发展。然而，我们福伊特人却可以充满
自信地展望未来。凭借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自信的应对困扰全世
界的问题， 如：未来安全性环保型能源的供应问题等。因为我
们具备水力发电的专长，我们拥有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方案。
新的制浆和造纸流程的应用能为我们的客户大大降低原材料的
使用和能源的消耗。我们通过现代化和服务，帮助客户更经济
有效地运作，同时节约资源。福伊特铁路及公路交通工具的驱
动系统为成千上万的人创造安全和对生态无害的交通条件，又
能确保产品和商品以有效、节能的方式运送。 

福伊特为各国经济所做出的贡献远远超越其产品的总和。
我们之所以如此成功都是因为你们，福伊特的员工在各部门勇
于承担重任，以开拓者的精神不断创新。这种精神始终是福伊
特企业的基石。或许这也意味着个别项目未必能按计划如期实
施，但这并不能，也不会阻止我们的脚步继续寻求机遇，评估
风险，并在适当的时候抓住机遇。在2012年，我一如既往地寄
希望于你们的勇气、坦诚和信任。自企业创始至今，我们之所
以强大，是因为我们愿意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局势，从中积累经
验，寻求我们共同开拓的成功之路。这一基本原则将继续指引
我们前进。

祝愿大家2012年事业有成，身体健康! 期盼与大家共同迎
接新的一年和新的挑战。

顺祝问候！

焦点 

“由于你们的努力，福伊特成为一个
充满活力、快速增长的全球性企业。
我们所处的世界在不断改变，我们
也必须随之改变，才能确保我们在
明天乃至更远的将来一直立于不败
之地。”
Hubert Lienhard博士，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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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 2011：年度回顾

尽管2011年对世界来说是动荡的一年，对福伊特来说
却是颇有成就的一年。集团公司展示了技术创新的成
果，开辟了新的工作设施，同时也成功的将新工厂投
入运营，并获得了更多的订单。

业绩非凡 
的一年

12  |  2012年第一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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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阿尔卑斯地区的Limberg二期

抽水蓄电发电站（见22页）

2012年第一期报告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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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建成的水轮机生产车间在奥地利的圣帕尔藤启用了。
福伊特生产网络覆盖全球，这是其中一个主要研发中心，生
产适用于在高处坠落的水斗轮。当地的员工和他们的家人也
应邀参加了工厂开幕式，年长者和年轻人欢聚一堂，活动一
场精彩。 (2)

福伊特签订了为巴西贝罗蒙蒂电站提供
设备的合同。福伊特负责提供包括电气
机械设备和自动化系统在内的4套混流式
水轮发动机组。贝罗蒙蒂电站装机量为
11,233兆瓦，将是世界上第三大水电
站。

一月  

三月

二月

1 2

福伊特购买了用于废纸再生的污泥处理
技术产权和专利。从废纸中剔除印刷颜
色时会产生出脱墨污泥。到目前为止，
脱墨污泥一般都当作废料被丢弃，但多
亏了此项新的CTC技术，我们可以从污
泥中提取有价值的矿物和能源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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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福伊特的新概念RAVE拖

船成功完成测试池里的试运行。RAVE
是和加拿大工程公司罗伯特爱伦有限公

司共同设计的。RAVE拖船配有2个纵向

串联德福伊特施奈德推进器，不同于福

伊特拖船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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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在迪拜的技术园开办了分公司。新办公楼占地面积  
12,000平方米，花了两年时间建成。迪拜的福伊特驱动技术公
司将负责各个领域的业务，为整个中东地区提供支援。 

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Saudi-Aramco订购了40个驱动器，4个
Vorecon（见图），4个齿轮变速联轴器，20个金属膜联轴器，
用来扩建Shaybah的油田基础设施。 (2)

福伊特成功获得中国驻马店市白云纸业公司的PM 8造纸机订
单。该纸机线宽5.85米，其系统构造的最高速度可达每分钟
１,400米。PM 8造纸机可生产复印和胶版纸张，其基本重量在
每平方米60至120克之间。 

四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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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宣布获得在中国的2个水电订单。
福伊特为大唐岩滩水力发电公司两台340
兆瓦机组提供发电机。 

黄河水电开发公司正在黄河上修建羊曲
水电站，已经向福伊特定购3台400兆瓦
混流式水轮机。两个项目总装机达到
１,880兆瓦。目前中国22％的电力来自
水力发电。政府计划2020年水电的装机
容量达到3.8亿千瓦。

五月 六月
继浦那和金奈之后，福伊特又在印度的
班加罗尔开设了第三个运营地点，将接
手丰田基洛斯卡汽车生产设施的维护工
作。 (1)

福伊特为中国金沙江上溪洛渡水电项目
提供第一台混流式转轮。为溪洛渡提供
的设备包括3套水轮机和发电机组成的
770兆瓦机组。 (3)

Stora Enso是一家芬兰和瑞典合资的造
纸和包装厂商。该公司向福伊特定购了
一台新纸机，用来生产瓦楞原纸。生产
线将建在波兰华沙北部的奥斯特罗文
卡。此台PM 5纸机速度为每小时108公
里，每年将生产45万吨瓦楞原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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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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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以PM 32系统为起点，中国东莞九龙纸
业的3台纸板机开始运行。另外，中国的
山东太阳纸业定购了福伊特的PM24系
统，每年可以生产42万吨的铜版纸，基
重在每平方米52至105克之间。 (2)

德国列车将福伊特驱动机车技术
（VTLT）的产品质量和企业服务评定
为“卓越”等级，这是最高的等级。

7月25日，福伊特正式启动上海的企业服
务中心。这个中心将为中国所有福伊特事
业部及福伊特公司提供服务。 (1)

福伊特在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的国际
水力发电博览会上推出Alden水轮机。这
种水轮机可以使鱼类避免意外撞击，存
活率可提升至98%。

福伊特又获得为期3年的合同，负责德国
开姆尼茨的大众汽车生产厂的部分维护
工作和设备管理。 

在西班牙的Mutriku，世界上第一个投入
商业用途的海浪发电站开始运营。福伊
特为该设施提供16个威尔斯涡轮，总发
电量为300千瓦，可以满足250个住户的
电力需求。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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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奥克尼群岛的海岸，福伊特完
成了在欧洲海洋能中心安装第一个1兆瓦
的洋流水轮机的准备工作。一个特别的
离岸建筑船只用来做奠基工作。“北海
巨人”长161米，宽30米，是这类船当
中最大型的。这艘船装有5个福伊特施奈
德螺旋桨(VSP),　每个螺旋桨输出功率为
5,160马力。此外，VSP技术使这艘特别
用途的船更加平稳，可以在波涛汹涌的
海面和恶劣气候情况下安全可靠地行
驶。 (1)

茂林纸业公司安装使用了东海PM1系统
仅仅5个月后即通过检测，新生产线就正
式开工。PM1在南韩生产不含木浆的涂
布和未涂布纸。综合生产系统确保客户
的生产线不间断运转，从木浆延伸到成
品的制作。

福伊特首次参加汉诺威的IdeenExpo（创
新概念交流会）。目的是让儿童和青少
年对工程和技术相关的工作产生兴趣。
遥控拖船，不同质地的纸张和实际尺寸
的船头等给到场的能工巧匠、成长中的
工程师以及所有其他的人带来了许多灵
感和启迪。 

八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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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德国和瑞士边界的Rheinfelden水力发电站在喜庆的气氛中
启用。经过8年的修建，电站运营商现在可以利用福伊特的4台
贯流式水轮机将莱茵河的发电量增加3倍。发电量增加到每年6
亿千瓦时，可供17万家庭使用环保电力。 (2)

2010／11财政年度的工伤事故降低至平均每100万工作时4.7
次。首次降低到5以下。（见第31页） (3)

131米长，30米宽的起重船用于风力发电机组的安装。起重船
用了最强大的福伊特直插式推进器（VIT）。螺旋桨内部直径
为2.3米，功率为1,500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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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地区的Limberg
二期抽水蓄能发电站开始运营。福伊特为该
项目提供2台单机出力为240兆瓦的混流式水
泵水轮机。 

抽水蓄能电站在能源格局变革的今天具有关
键作用。这类发电站可以大量储蓄能源，因
此弥补太阳能和风能的不稳定供电。当出现
过多电力时，水轮机将水从低位转移至位于
高处的蓄水池。当电力需求增加时，位于高
处蓄水池内的水将被释放流入水轮机，带动
发动机开始发电。 (1)

“ 去年的出色业绩明确肯定了我们的战略将带
来长期的、可持续的、有效的利润增长。” 

  Hubert Lienhard博士于2011年12月13日在斯图加特的 
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年终业绩。

十月

福伊特研发的SteamTrac在荷兰船运公司ThyssenKrupp 
Veerhaven的推船上做测试。福伊特SteamTrac适用于内燃机的
小巧、现代的废热利用系统，可以降低油耗及有害气体的释
放。佛伊特的创新研发已在沼气池成功完成测试。SteamTrac
可适用于轮船、工厂、以及铁路和公路交通工具。 (2)

十一月

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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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十一月



24  |  2012年第一期报告

强劲的利润增长

焦点 | 2011：年度回顾

在2010-2011财政年度，福伊特各个业务领域的市场范围都有所扩展， 
在销售和订单上创下了新纪录。 

2010-2011财政年度是我们企业非凡成
功的一年。销售和订单量都是破纪录
的，订单额首次突破60亿欧元的纪录。
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的效益增长超越
了销售增长。我们完全清除了净债务，
而且积累了现金余额。

销售量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在2010-
2011财政年度，企业集团的销售量达到
56亿欧元，比前一年增长8%。集团属下
4个公司个个业绩亮眼。集团销售比例
为：福伊特水电占22%、福伊特工业服
务占18%、福伊特造纸占33%、福伊特
驱动占27%。销售业绩再次体现多样化

和均衡的业务组合的重要性。另一个成
功的因素就是集团的整体销售分布相对
均匀。在集团整体销售方面，美洲、亚
洲、和欧洲（不包括德国）各占总销售
量的25%，德国占20%多。我们的目标
非常明确。我们希望在国际市场的占据
等同于在德国市场的重要地位。 

订单量反映了新业务量的增长。在2010-
2011财政年度，福伊特集团获得的订单
量高达64亿欧元，同比去年增长了20%。
截至上个财政年度结束，即2011年9月
30日，待完成订单额增加到60亿欧元。

集团所属4个公司在综合订单中所占

2010-2011年：又一年的优秀业绩

订单额
63.58亿欧元

增长 20 %

股权比例
22.1 %

增长 18 %

总业务额*
4.16亿欧元

增长 18 %

净债务

– 5200万欧元
= 现金净余额

销售额
55.94亿欧元

增长 8 %

收入净额
2亿欧元

增长 64 %

* 经特殊因素调整后

总销售额 55.94亿欧元

按地区划分

美洲  
23 %

德国  
21 %

欧洲（不包括德国)  
27 %

亚洲  
27 % 其它地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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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900个全新职位，员工数量上升到
4万人以上。 

新增职位是在考虑了集团所属各公司
在各地区的需要之后精心策划的。德国
和亚洲各聘用了约650名新员工。在欧洲
其它地区（不包括德国）新增75个职
位，美洲员工人数下降470。

如同以往，大部分员工（18,464
人）在福伊特工业服务公司工作。到上
个财政年度末，福伊特造纸技术公司有
9,937员工，福伊特驱动技术公司有
5,965员工，福伊特水电员工数量为
5,345人。 //

员工总人数 40,691

按地区划分

美洲  
27 %

德国  
43 %

欧洲（不包括德国)  
18 %

亚洲  
11 %

其它地区  
1 %

总订单额 63.58亿欧元

按地区划分

美洲  
30 %

德国  
19 %

欧洲（不包括德国)  
28 %

亚洲  
21 % 其它地区  

2 %

比例为16%（福伊特工业服务）和 31% 
（福伊特造纸），其中福伊特水电的订
单取得最大幅度增长。由于几个大型项
目的签订，包括当时世界第三大水电站，
巴西的贝罗蒙特卡洛水电站合同的签订，
福伊特水电订单增长达到81%，占集团
总订单量的28%。福伊特驱动技术系统
公司占25%，而福伊特造纸技术公司保
持了上一年的高水平，订单量再一次超
出20亿欧元。

此外，员工人数也有明显增加。在2010-
2011财政年度，公司在整个集团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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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前景
中国政府的5年计划特别强调可持续增长、再生能源、加大
交通运输的基础建设。所有这些都为福伊特提供了大好机
会。福伊特在上海、辽阳、昆山为中国的国内市场进行研发
和制造产品。

透视

2012年第一期报告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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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最大的建设工地之一。
如果把纽约的帝国大厦搬到这
里，它会一下子消失在这个庞

大的空间。溪洛渡水电站在400米深的
金沙江峡谷兴建。去年夏天，福伊特为
这个巨大工程提供了第一个水轮机转
轮。福伊特水电将在上海的工厂为溪洛
渡生产3台770兆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
机组。当2013年电站运行时将输送139
亿千瓦时电力，是全世界同类发电厂中
发电量最大的。

除了中国这个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经
济体以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建设更大
规模的发电站。国际能源机构预计，到
2035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增长3倍。
目前，煤炭仍是主要能源，但会增加全
球温室气体，造成环境破坏。因此，政
府在可持续增长和再生能源上加大投
资。目前中国水电占22%，并计划将装
机容量从目前的2.2亿千瓦增加至2020
年的3.8亿千瓦。 

福伊特水电上海的总裁安瑞田这样
预测说：“会加快一些项目的进程”。
安瑞田很满意福伊特已经拿到的两个合
同定单。福伊特将为红水河上的岩滩水
电站提供2台300兆瓦发电机，还将为
黄河上的羊曲水电站提供3台408兆瓦

的混流式水轮机。福伊特水电上海负责
项目管理的副总裁陈国庆为公司能够参
与中国的主要水电项目而感到骄傲。他
说：“最重要的是，每个客户都对我们
的高质量和可靠性极为满意。”  

在上海附近的昆山，福伊特继续打造纸
城。办公楼和生产场地都在运用环保示
范概念进行扩建。更大量的零部件和配
件将在这里生产，以便更快、更有效地
满足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需。在这里已
经生产了完整的纸机系统、纤维处理系
统（特别供纸张循环使用）、自动化系
统以及造纸机所需的辊轴包胶和毛毡。
福伊特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中国东北的
辽阳生产辊轴。

福伊特不仅仅是销售造纸机，还在
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提供不间断的支
持。福伊特造纸织物和辊子系统亚洲公
司总裁Robert Kietaibl总结说：“我们
在日常生产中时刻守护在客户身边。”
３个毛毡和辊轴包胶服务中心的员工确
保损耗部件可以及时更换，这对生产商
来说是一大优势。Kietaibl解释说：“
这可以让厂商节约能源、水和纤维。”
因为这些原料的成本在不断上升。

节约资源对福伊特动力驱动公司来说也
是日常任务。5年计划的目标是：加大
交通运输基础建设。这对福伊特动力驱
动业务来说是一大推动。福伊特动力驱
动上海公司总裁Martin Wawra曾任德国
萨尔茨吉特的福伊特动力驱动夏固车钩
公司总裁。他对轨道列车车钩和前端模
块以及各个细节都了如指掌。他很自豪
地宣布，福伊特专门为中国研发了一个
B型地铁车厢夏芬伯格车钩。公司负责
中国铁路部门的Jason Hu说：“我们用
中国的材料生产车钩。在质量上，我们
从不选择捷径。” //

上图：世纪工程：溪洛渡水电站建设在  
400米深的峡谷。从2013年开始，它将成

为世界同类电站中发电量最大的水电站。

下图，左：镇江的金东纸业使用福伊特的

造纸机生产铜版纸

 
下图，右：福伊特在上海特别为中国研发

生产地铁耦合器及其他轨道列车所需的许

多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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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福伊特的四个所属公司在中国

都有各自的人事部。您的部门将在企业

服务中心接管什么任务呢？

我们将负责协调中国的各个部门，并扮
演中间人的角色。作为一个战略伙伴，
我们为福伊特在中国的所有运营公司提
供支援。我们的目标是在人员招聘、人
才培养以及IT系统工作中贯彻统一的标准
和程序。

福伊特目前在中国有大约3,000名员工。

在5年内，员工人数预计增加到至少

5,000名。您计划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需要招聘新员工，同时要保留有经
验的员工。要留住员工，我们就必须为
他们提供发展机会并协助他们提升资
质。福伊特在中国需要有国内的管理人
才。如果我们招收2,000名新员工，就必
须在他们之中培养5%的监工和经理，我
是指真正符合福伊特标准的领导者。这
些成员要了解福伊特的价值，并能身体
力行，而且能够达到福伊特对高效表现
的预期标准。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必
须开发落实必要的培训方案，让福伊特集
团所有在中国的所属公司都能受益。

那您如何招聘新员工呢？

我们计划成立一个培训中心，让年轻的
工程师和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接受培训，

一个好雇主
去年年中，福伊特在上海成立了企业服务中心，中心组建的团队
负责各事业部之间的人力资源工作。

透视 | 访谈

在中国为福伊特寻找顶尖员工：人事主管王丽
积极落实各种招聘计划，使福伊特成为求职者
的首选。

以满足福伊特的特殊要求。培训中心的
一个任务就是与大学和技术学校建立良
好关系，以便招收实习生和学员。此
外，我们还将利用传统招聘渠道，特别
是招聘具备专业经验的员工。 

中心目前有多少工作人员？这个团队的

特点是什么？

我们的团队有4名资深的专业人士，都有
在跨国企业工作的经验。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组成这样一个团队是

否有困难？

的确不很容易。在中国有很多人力资源
专业人士的职位空缺。但是，福伊特是
一个好雇主。年轻员工有机会在这里选
择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可以有所创
新，有事业上的晋升机会。这里还有很
好的工作环境。全新的现代办公楼位于
上海市中心。像福伊特这样的德国科技
企业在中国享有盛誉。这些都是选择在
福伊特开始职业生涯的原因。 

你是否制定了一个福伊特总体目标？

福伊特在中国还没有其他公司的知名
度。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职场上的一
家非常有名望和受欢迎的雇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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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令人鼓舞的数据可归功于6
年前开始广泛推广的职业安全
活动。主要重点在于用来存放

和使用数以吨重的物体的工作车间。常
规安全程序在这样的环境未必适用。一
个经验丰富的工人通常需要决定安置和
开关重型物件的最安全方式。经验、投
入、谨慎和专注是安全操作的要素。

例如在巴西，安全推广活动从铸造
厂开始。铸造厂工作环境严峻，风险
高。安全培训与环境改善同步进行：由
于井井有条的工作空间有助于提高安全
系数，厂里改善了灯光照明，车辆和行
人各行其道，并有明显标志。实施安全
措施之前，对所有员工进行了调研，搜
集他们对上司的安全守则的意见。根据

调研结果制定了专门为福伊特设计的提
高安全意识的培训计划及培训内容。 

在海德海姆的生产基也实行了类似措
施。车辆行驶的通道和人行道都有明显
标志，大型部件存放地和工作区域也有
明显标志。地上不再看到容易绊倒人的
电线、软管等物件。 储存工具和测量
仪器的柜子和抽屉、存放零件的架子和
悬挂带子和绳子的挂钩等，一切井井有
条。安全原则是：物就其位。 

成功的秘诀之一是全体员工的参
与。在多次培训课程中，就改善安全条
件征求员工建议。在日常讨论中，不断
审视工作流程：如何安全存放易燃材
料？摆放梯子时要注意什么？在安全总

工程师Ulrich Weiße看来，“安全必须
是日常话题。7年前，安全是每年一次
的课程”。

此外还有海德海姆的健康和安全日
以及圣保罗的安全周等活动。一个特别
项目是邀请员工家属参与。比如，请孩
子们用图画描述他们对父母的工作场地
的安全措施所知。目的是加强家属对避
免事故的理解。事实上，图画比赛已经
成为福伊特在圣保罗的一项重要活动。 
//

更高质量更加安全

透视

福伊特的事故率持续下降，在上个财政年，现有的统计数字为每100万工作
小时发生4.7次事故。在10月至12月期间，事故率甚至下降到3.5。总裁
Lienhard通过公司内部网向全体员工就此成就表达了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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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公司的织布机？这的确不同寻常，但很常见。造纸
机用的定型面料就是由这样的巨型织布机制造的，福伊特
的许多生产厂都有这样的织布机，如图中的奥地利
Frankenmarkt的工厂。但是这些织布机与我们童年记忆中
的木质织布机非常不同，只是基本编织原理相同而已。这
种织布机的体积令人惊叹。织机15米宽，8米长，3.5米

高，100吨重。然而，这些庞然大物却是精密度极高、采用
了尖端技术的机器。卷线轴可缠绕9万条线，12个灌装线轴
作为织梭在织机上飞速横向穿梭。这过程中，用在织机上
的织线总长达87公里。根据需要，福伊特可以改变面料的
针织密度、强度和图案。福伊特在全球有40多台织布机，
生产定型面料。 //

织梭飞速穿梭于织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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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车有益于环境
在鲁尔区，自2011年夏天以
来，已经有11辆装有福伊特制造
的混合动力驱动装置的公交车在
运行。区域性公共交通服务公司
不但可以因此而节省燃料，并且
在气候环境保护上作出积极贡
献。

当Michael Mutzenbach踩踏刹车板的时候，除减速以
外，他还做了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保护环境。过去
12个月以来，这位53岁的司机一直在为Bogestra公

司驾驶公交车。这些公交车采用了先进技术和福伊特的混合
动力驱动装置。Mutzenbach说：“在我们的行车路线上，
可以节省高达15%的燃料。”

原理其实很简单。每当司机通过刹车减速时，所释放出
的能量便被储藏在车顶，被称为“超级电容”的装置中。这
些高性能电容器是使用制动能量，不同于蓄电池，它们不会
被耗尽。当公交车开动时，它利用这些能量加速到大约15公
里的时速时，柴油发动机就开始自动驱动车子前行。

到2011年年中，Bogestra公司已经启用了11辆带有福伊特
混合动力驱动装置的公交车。在波兰的Solaris公司生产的汽车
通过在一些路线上试行成功后，现已在许多公交路线上运行。
公交服务公司到目前为止对它满意之至。Bogestra公司的基建
和车辆部门负责人Jörg Filter说：“我们从未出现过任何故
障。”实际上，由于使用了超级电容，柴油发动机可以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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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磨损。而电容器本身又完全不需要维护。测量值是不言
自明。与传统的柴油车相比，微小颗粒的排放降低了90%，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30%，氮氧化物的释放降低了将近40%。

2009年，当福伊特提议与鲁尔地区最大的公共交通服务
公司之一联手发展混合动力驱动车辆时，迅速做出决定。福
伊特的项目协调人Helmut Zimmermann记得“福伊特向来与
Bogestra的长期合作有良好的表现。”Filter 补充说：“我们
已经在传统驱动装置上有10年以上的成功合作经验。我们很
清楚，如果要在较大规模上尝试混合动力技术的运用，福伊
特将是首选合作伙伴。”

此项目在公共开发计划范畴内实施。北莱茵-威斯特法轮州为
8辆公交车提供了补贴，德国国家运输部为其余3辆提供了资
助。Jörg Filter认为，没有这些开发资助，商业车辆不可能使
用混合动力驱动。他也知道，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在
整个公交系统普及。“尽管如此，混合动力驱动是一个起桥
梁作用的技术，尽早搜集尽量多的信息至关重要。这样，福

伊特才能在创新领域维护其主导地位。”
形象自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司机Michael Mutzenbach

亲眼目睹了乘客对公交车及其显眼的绿色车身的反应。他说学
生的反应尤其明显。他还说：“学生们认为乘坐环保公交车是
很时尚的事。”司机身后的显示牌为乘客提供刹车和加速时车
辆所产生能量的“即时显示”。他们还注意到车的舒适度也有
所不同，也就是说，混合动力车运行得更平稳、更安静。

对司机来说，新型公交车在驾驶上没有任何区
别。Mutzenbach认为，只是在刹车和加速时更平缓。能够驾
驶这样一台高科技车辆，也增加了Mutzenbach的驾驶乐趣。
他用带有当地特点的口音说：“我就是爱开这些东西”。 //

Sylvia Niessen和2岁的Hanna，还有5个月大的Justus。她很高兴在搭乘

配有混合动力驱动装置公交车的同时，也可以为环境做出贡献。

工作现场鲜明的“生态环保绿色”的混合动力

公交车，从远处即明显可见，并传递

着一个明确信息。这就是在鲁尔区的

道路上行驶的Bogestra公司生产的

配有混合动力驱动装置的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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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比伯拉赫的e.wa riss Netze GmbH公用事业公司，晚间的灯光一亮起后，
整个园区就灯火通明。这是因为DIW为园区安装了LED照明灯。 

这样做是有原因的。e.wa riss公司总裁Preiss说：“去年园区内
发生过两次盗窃事件”。现在这类事件不太会发生了，因为整
个园区照明通亮，不再有盗贼可以利用的黑暗角落。此外，LED
照明灯比旧的灯节省能源和耐用。Preiss说，“我们对这个项目
非常满意，而且会向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类照明灯。我们公用事
业公司可以就此提供额外的咨询服务。”

DIW业务发展部门经理Panjörg Salzmann也非常满意。他
说：“在那个工业区，我们明显看到园区的照明比周围其他园
区的明亮。其他公司会注意到，也会改用LED照明灯。

这类项目在DIW被称为FM 2.0，即设施管理2.0，是超出一
般设施管理而满足客户特殊需求的服务项目。将传统照明灯改
装为LED节能灯是一个有望成功的新概念。DIW管理董事长
Thorsten Eck解释说：“这种新型的照明系统的好处在于其照

明强度大，而且能将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降低50％”。LED照
明灯的寿命长，而且不含重金属，大大降低维护费用，回收也
不再是问题。“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一套完整的照明概念，包
括计算投资回报在内。我们提供一个能完全满足客户特别需求
的照明方案，不必被一个特定的制造商捆住。我们可以在高顶
棚的生产车间或其他任何建筑安装维护照明系统。 

FM 2.0将传统的设施管理和维护改装等生产相关服务相结
合。Eck解释说：“FM 2.0的广泛服务范围让我们在竞争者中独
树一帜。”DIW拥有8,000多员工，在德国有30个工作场所，在奥
地利有9个。可以提供灵活服务，满足各种工业客户的高度多样
化的需求。Eck说：“结合设施管理(FM)和服务是我们的主要市场
优势。基于我们广泛的经验和能力，我们能完全了解如何为客户
提供支持服务。对生产相关服务的了如指掌是我们的强项。” //

设施管理2.0

非常满意：  
e.wa riss总裁Michael Preiss在比

伯拉赫的公司园区

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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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公司的设施管理经理
Udo Limanski说：“如同进行手术。”无
法将旧的过滤器从30米高的建筑物顶拉
起，必须在墙上打出一个大洞。调动了
架在卡车上的起重机和其他重型机器，
将两个旧的过滤器从洞中拉出，再把新
的过滤器放入原位。 

福伊特的8至15个员工在这个安装项
目上花了14天时间。除过滤器以外，周
围的管线也要重新连接。与此同时，由于
细腻煤泥可以通过其他过滤器，生产得以
照常进行。Limanski说：“不间断的照常

生产是我们的首要考量，因为停产成本巨
大”。Prosper煤矿每年从将近1公里深的
煤矿里采取约320万吨的煤。在德国，煤
矿的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煤矿的运作方式
是：不用桶将煤垂直拉上地面，而是用
125公里长的传送带网络运送。 

洗煤系统将原煤转为市场用煤。Limanski
解释说：“客户决定煤的燃烧价值、体
积和煤灰灰份。”洗煤设施的参数根据
客户需求而调整。福伊特工业服务公司
负责系统维护和安装。煤矿经营商Ruhr-

kohle AG和福伊特签订了安装过滤器的
合同。计划2012年2月更换第一个过滤
器，2013年初，更换另一个。 

有趣的是，新安装的3个过滤器代替
了5个旧的小型过滤器。好处是，煤矿可
以在仓库少存放备用零件，七十年代的老
式设备的维护费用得以降低。另外，新型
碟式过滤器效能高，滤饼除湿能力增加
2%。Limanski满意地说：“到了2013
年，Prosper煤矿将全面采用统一的系
统，会比老系统更有效、更经济。” //

自2011年秋天以来，Prosper煤矿的洗煤设施便使用了新的过滤器来将
煤粉和水有效分离。这个项目的挑战性在于：在不中断运营的情况下，
将陈旧、笨重的零件换下，安装新部件。

手术般的高精密度

洗煤

煤矿采出的煤，一半是原煤，另一半由水、非
燃烧尾矿和矿石组成。要将可用煤分离出来，
采出的原煤要送到洗煤厂，根据晶粒尺寸作出
区分，然后经过“洗刷”从矿石中分离出来。
洗煤过程产生出细泥，包括煤粉、石头和水。
细泥经过浮选之后，分离成煤炭精矿和浮选尾
矿，然后经过真空加工，排入过滤器。目标是
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煤的水含量。因为在发电厂
有效发电，而非蒸发水分，才是客户需要的。

Prosper煤矿的精密工作：卡车上的起重机通过高处，离地面30米的墙洞送入新的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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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挑选一个超级大都市，圣保罗会
是个理想的选择。该城市有1,070万人口，
南北跨度60公里，东西横贯80公里。700
万辆汽车在交通拥挤的道路上缓慢行
驶。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将在巴西举办，
圣保罗是赛场之一，届时大量的车辆和人
流将源源不断的涌入圣保罗，会更加剧拥
挤程度。一条24公里长的单轨铁路将在Vila 
Prudente和Cidade Tiradentes之间开通运
行，预计会缓解交通压力。列车每天将运
载50万乘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做出这个决定后，市政府将把希望寄
托在一个经过验证的、优越的交通系统。
单轨列车行驶的轨道由高架支柱支撑，列
车在街道和建筑之上行驶。另一个优势
是，单轨车使用橡胶轮胎，所以没有噪
音。国际单轨运输协会会长Kim Peders
充满意兴地说： “单轨车每天在世界各
地安全高效地运载成千上万旅客”。 

例如，德国的Wuppertal自1901年一
直使用一条成功运营的高架铁路。许多
国家都在计划建设新的单轨列车。福伊
特在这个潮流中积极参与。圣保罗
的“Tiradentes快线”上有54班列车，使
用庞巴迪公司的Innovia单轨运输系统。
该系统应用了福伊特的自动和半永久性
藕合器技术。此外，福伊特还提供380套
冷却装置，以保护所有重要的牵引构件，
防止过热。

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市是一个拥有100
万人口的年轻城市。该城市也在计划修
建单轨铁路，为居民提供更便捷的交

通。这个预先计划的城市建在红海海
岸，到2020年将有200万人口。单轨列
车预计于2014年在城市空中行驶，速度
将达到每小时60公里。福伊特也会提供
车钩、半永久性车钩及冷却装置。

在孟买建造的单轨铁路的规模将有好
几倍大。它将缓解这个印度城市的持续
交通拥堵和混乱。城市规划人员希望能

在1小时之内到达所有市内车站。所以，
他们计划建设一个由15条路线组成、覆
盖100公里的交通网络。完成后，这个交
通系统能够每天运送220万乘客。福伊特
为这个项目提供整套车头模块。集团公
司即将向印度运送15辆列车所需的30个
车头模块，连同可伸缩的车钩及45个半
永久性车钩。 //

单轨交通的未来前景是好的。越来越多的大型城市将选择这种可靠、节省空
间、低噪音的技术。福伊特是单轨铁路技术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为2014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减缓压力：

圣保罗的新建单轨铁路完成后，将在

这个大都市中运载50万乘客

迪拜也准备修建单轨列车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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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全球，纸张、纸板和纸箱的年产
量高达4亿公吨。福伊特纸机的产量占四
分之一。产量仍呈上升趋势，特别是由
于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纸张主要是由
木头纤维和纸浆构成的。生产过程消耗
大量水和能源。问题是能源非常昂贵，
水和纸浆在世界许多地方也是短缺资
源。因此，福伊特集团制定了可持续性
减少这些资源消耗的目标。 

福伊特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
展。由福伊特工程师研发的集约型生态纸
厂（IEM）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福
伊特造纸公司的纸厂专家Markus Oechsle
这样总结构成IEM概念的想法：“有别于
传统的纸厂，我们希望将可持续性的设计
同时运用到造纸过程和纸厂，以便取得环

宝贵的纸渣
废纸处理正在迅速发展成未来的全球市场。
通过使用创新技术，福伊特可以在回收过程
中，将残余纸渣转换为矿物质及热能。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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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和经济优势。我们通过高度集结每一道
造纸程序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将纸厂和
它所在地区相结合，以便适应客户需求。
以突尼斯的一个项目为例。纸厂有充分的
天然气资源，但是缺少水资源。他解释
说：“我们将天然气用于海水淡化。通过
这样的因地制宜，我们可以为特定地区的
客户提供最经济有效的方案”。另一个例
子是使用了综合用水程序的瑞士培林的集
约型生态纸厂。（见图例）

IEM策略现在包含了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叫
做控制热能转换（CTC）技术。它将废纸
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残渣转化为矿物质和热
能。通常纸的残渣被焚化，这绝非最佳方
案。由于能量含量极少，焚化非常低效。

而且，燃烧过程中，纸渣的四分之一变成
了灰。灰的处理也十分昂贵。

CTC技术是由荷兰的MinPlus-CDEM集
团研发的。2011年，福伊特接手该集团。
在荷兰Duiven的一个试点厂证明了这项技术
适用于工业用途。2007年以来，Duiven的几
个纸厂的纸渣都使用该技术处理。Joep 
Biermann博士在控制热能转换技术研发中扮
演重要角色。他回忆说：“纸渣处理带来
的复杂难题是研发这项技术的重要原因。
很明显，长远的解决方案必须建立在创造
额外价值的基础上。于是我们把目光放到
了纸渣所含矿物质的价值上。” 

这里所说的矿物质是指高岭土和碳酸
钙。这些物质加入木浆中，使纸张具有特
定属性。处理过程包括：纸渣先用机器烘

里程碑

培林树立榜样

综合用水管理
瑞士的培林纸厂证明淡水消耗可以大幅度降
低。除福伊特的PM 4造纸机以外，这个纸厂还
使用的新型纸机PM7是根据IEM概念研发的第一
个造纸系统（见2011年第一期福伊特报告）。
两个系统都使用废纸中提取的纤维生产白报
纸。 

整个纸厂实施综合用水管理，包括两台机器上
的所有废纸处理工序以及废水处理系统。传感
器测量水量，电脑控制需要增加的水量。最
后，水经过特殊的“肾”过滤净化，循环使
用。福伊特造纸概念部的负责人 E w a l d 
Budweiser说：“理论上，我们将污浊的废水转
化为饮用水。”培林造纸厂还更新了净化设
施。现在纯净、生物清洁水在流入源于
Gotthard Massif的罗伊斯河，河里鱼产丰富。 

同以往相比，由于所有措施的综合利用，水消
耗平均降低了33%。培林也在节约能源上树立
了榜样。同已被淘汰的PM 5相比，PM 7每生产
1公吨的纸，就节约5%的电，10%的热能。 

干，使之成为一半水、一半固体。实际上，
这个固体的50%含有矿物质。然后用700-
800度高温加热，使高岭土转化为偏高岭
土。在石灰和水泥的燃烧过程中，一部分
碳酸盐从碳酸钙中剔除。CTC过程还产生出
蒸汽，纸厂可以用来蒸干纸张或通过涡轮
机发电。

全球的废纸处理产生2,500万公吨的纸
渣，这个市场前景无限。在欧洲和北美已经
有先行者了。Oechsle看得更远。他说：“
现在我们可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今后我们
要能够控制整个纸厂。培林的第一个集约型
生态纸厂已经顺利运营。可见我们的战略是
可行的，我们是有竞争力的。” // 

废纸：有价值的资源，也是可持续

性造纸的必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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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他正在海德海姆的车间准备
下一个任务。后天他将飞往南
非，逗留一周。南非是Frank 

Frech熟悉的地方，过去20年常去的地
方。他的同事Gary在那里的纸厂工作，
已经是Frank的老朋友了。只要时间允
许，他会带Frank去看看郊区和那里的
人们。 

通常没有时间观光。他的工作时间
安排紧凑。Frank对机器进行维护时，工
厂不能开工赚钱。Frank 说：“每分钟
都十分重要”安装技工生活在饭店、纸
厂和飞机场之间。尽管如此，Frank并不
打算放弃。“虽然紧张，但是变化多。
我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客户在遇到困难
时指望我提出解决方案。如最近科布伦
茨的一个案例。我们的目标是将印刷时
间从50小时缩短到20小时。纸机辊的表
面打磨必须精确到千分尺。能否成功的
确是对神经的考验，但我们成功了。客
户对结果满意就是我的动力。” 

Frech重视与他打交道的每一个
人。“我可以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看到
过一般游客看不到的东西，尽管通常打
交道的是与业务相关的。”他的个人关
系也会使公司受益。比如在孟加拉的经
历，有一次Frech在那里出差时，有人
问他，身为专家，他是否可以完成当地
纸厂的一个维修工作。他成功的完成工
作，福伊特也此得到了该厂的合同。 
他有很多类似的故事。有一次，他差一
点登上了一班在香港紧急降落的飞机，
他没有上这班飞机是因为客户需要他比
原计划多待一天。Frech也不会忘记
2007年在加拿大东岸的圣约翰的一次
任务。一个至关重要的测量仪器坏掉
了，需要更換的零件在北美洲无论如何
都找不到。一个在拉文斯堡的同事带着
零件，专门飞到加拿大，Frech才得以
完成任务。 

四海为家
当Frank Frech被问及为什么会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公司当外派员工，
他说：“我也许确是有点不正常”。他一年里有170-200天被派在外为
福伊特工作。这位43岁的监工是一位受过良好培训的磨铣技工，擅长
于造纸机辊的表面打磨处理。 

全景 

行进中：Frank Frech在位于比斯开海湾沿岸的

法国Mimizan的加斯科尼造纸厂打磨造纸机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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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一切圆满吗？还没有。当时
加拿大下起了暴风雪，几个小时内地上
就铺满了1.5米厚的雪。Frech和他同事
的回程航班被迫取消。但下一个客户已
经在德国等待。唯一的办法是从哈里法
克斯城市搭乘航班。然而，开车到那里
简直是任何一个司机的噩梦：900公里
的大雪覆盖的高速路。开车加上滑行12
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安全到达哈里法克
斯机场，而且是准时到达。 

常常在亚洲、非洲、中东、美洲、澳大
利亚和俄罗斯之间穿梭旅行，他是否有
时间过个人生活？办得到。因为有一个
非常支持他的妻子，在他出差时独自在
他们的家乡奥兰德福（靠近拉文斯堡）
照顾家庭，Frank Frech可以兼顾工作和
生活。他们有两个孩子，分别是16岁和
13岁。

Frank 说：“有时他们因为我常常
在外而感遗憾。但是我在家的时候，

全景

加拿大圣约翰：2007年Frech
在这里遇到暴风雪，不得不在

厚厚的大雪中开车900公里到

最近的机场我对家庭全心投入，给孩子们讲述我
在世界各地的经历。我带给他们礼
物，更重要的是带给他们有关外国文
化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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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普尔敦是福克斯河沿岸的福克
斯城市群当中的一个重要城
市，人口75,000。 

阿普尔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首批欧洲皮
毛商的到来。他们在福克斯河谷一带落
户，与土著印第安人一起工作生
活。1853年，阿普尔顿发展为城市，
并且开设了当地第一家造纸厂。从那时
起，造纸工业一直带动这个城市的经济
发展。福伊特造纸在这里扎根也就不足
为奇了。（见插页） 
阿普尔顿的居民有很多喜欢在这里生活
的理由。这里有著名的表演艺术中心、
世界级的艺术展览馆、博物馆、餐厅、
酒吧、现场音乐表演俱乐部，还有巨大
而且非常受欢迎的农贸市场和每年一度
的“十月啤酒节”。这仅仅是阿普尔顿

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亮点。我的个人喜好
是，在夏天的周六早上去农贸市场。在
那里，大家聚在一起，从当地农户那里
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品种繁多，从刚
刚采摘的草莓到烤玉米，每个人都能在
这里挑选出自己喜爱的东西。  

如果你喜爱户外活动，这里有大约30个
公园，让你回归大自然。还有为不同年
龄层的人组织的跑步活动。自幼以来，
我一直热衷于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
包括橄榄球、足球、棒球和篮球。我现
在还在打腰旗橄榄球。说到橄榄球，绿
湾里这里很近，是“绿湾包装工”球队
的所在地，该队是2011年超级碗橄榄
球赛的冠军! “绿湾包装工”球队非常
受欢迎，8万6千个球迷还在等待购买这

可爱的阿普尔顿
Dan Birr今年27岁，是福伊
特的工程师，已经在威斯康
星州的阿普尔顿市工作6年
了。在这篇文章里，他将讲
述在福克斯河沿岸城市阿普
尔顿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

全景



2012年第一期报告   |  45

个球队比赛的季票。有关专家预测：这
些球迷需要等900年！

门县距离阿普尔顿大约2个小时的
车程，是美国最热门度假胜地之一。我
太太Heather和我喜欢每年夏天去这个
美丽如画的地区度假，我们可以划橡皮
艇、骑自行车、远足，或者参观葡萄园
并享受美食。在其它季节，那里还是有
很多户外活动，比如: 冬天滑雪，春天
打高尔夫球，秋天欣赏树叶变色和风景
变化。

我们热爱我们的家乡，现在我们决
定在这里盖自己的房子。身为一个工程
师，我自己制定了建筑计划，我和父亲
已经一起完成了屋顶、墙壁和地板的工
程。我们期待搬入新居，特别是我们的
第一个小宝贝今年6月份即将出生！ // 

周六的农贸市场的新鲜果蔬

全景

我们的工厂

福伊特造纸厂在阿普尔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83年。那时一家叫做河谷铁厂的小铁匠铺在
福克斯河边首次开张。自从这家铁厂开始生产
打磨工具和水轮后，很快的，它的名气也越来
越大。后来，它开始给造纸厂和福克斯河沿岸
区在迅速发展的造纸工业生产专用设备。这家
工厂最终成为福伊特设备之特许生产商。 

如今，阿普尔顿是福伊特北美造纸系统的运营
总部，265名员工在自动化、造纸机、纤维和环
境解决方案等部门工作。业务重点是备用零
件、更换和维护服务，也生产造纸机和纤维加
工厂所需的大型部件。

此外，福伊特造纸的织物和辊子系统的生产基
地也在阿尔普顿。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而研发
的，用在造纸机上的高端毛毡也在这里生产。 

阿普尔敦 
美国威斯康星州

福克斯河畔阿普尔顿的工

厂早期图片

Dan Birr和他的太太Heather在他们的新

居奠基时的合影

彻底疯狂：“绿湾包装工”球队在主场比

赛时，阿普尔顿球迷为之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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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伊特 
工作几十年 

去年秋天，福伊特在一年一度的周年纪念庆典上表扬了在世界各地长期
服务的员工。周年庆典是福伊特保留至今的悠久传统。早在1949年，
在海德海姆，汉斯福伊特博士就首次公开感谢长期在福伊特工作的员
工，并对他们的经验与知识以及他们的忠诚表示赞赏。我们记录了在海
德海姆、圣保罗和上海的庆祝活动中的精彩片断。

上海
影片记忆

上海的庆典是福伊特首次在中国举办的
庆典活动。有313位在中国工作10年以上
的员工得到表彰。他们当中有些人提供
了在福伊特工作的纪录材料，包括一部
记录片，记录福伊特的技术多年来为中
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歌曲“我们是福
伊特”突出表现这里的团队精神。 (1)

圣保罗
多媒体的惊喜

在巴西的圣保罗，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
于已经在福伊特工作25年的50位员工，
以及有着40年工龄的3位员工。一段录像
展示了这些员工的几十年工作历程。最
后，这些获奖励的员工各获赠一本特别
为此次庆祝活动制作的特刊，记录了当
晚活动的精彩瞬间，并加插图片在内。
这张图片中 (2) ，Hebe Brandao高兴地接
受福伊特水电圣保罗总裁Osvaldo San 
Martin赠送的礼物。 

海德海姆
音乐亮点

在海德海姆集团总部的庆典上，一位员
工回忆了在福伊特的50年工作经历。52
名在福伊特服务了40年的员工以及130名
有25年工龄的员工一起和福伊特家族的
代表一起庆祝了他们在集团公司的长寿
职业生涯。由福伊特学员组成的乐
队“Los Crachos,”带来了一场精彩表
演，成为当天活动的音乐亮点。 (3)

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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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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