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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
最好的一年
2020 年第二季度是 Suzuki Garphyttan 历史上最糟糕的
一段时期。新冠疫情全面爆发，使我们和整个行业陷
入瘫痪。但我们很快将市场的不稳定性变成了我们的
优势。
我们的主要优势在于贴近客户，在各大洲都设有分公
司、工厂，我们的每一位员工时刻专注于客户的需
求。并且在新行业领域产品开发和服务继续向前
发展。
正因为如此，2021 年我们取得了优秀的业
绩，并 且 使 我 们 继 续 保 持 领 先 地
位。 2021 年我们各项指标均创历
史新高。我们取得了有史以来
最好的业绩！我们继续前进
着，希望新的一年再创新
纪录—— together for a
better tomorrow。

Ad Raatgeep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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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 取得

开门红
中国苏州生产基地的 Site Manager ， Erik
Licht 度过了令人兴奋的第一年。各个工厂
的员工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苏州也不例外。Erik 解释道，中国工
厂如此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苏州团
队为强劲的市场所做的充分准备，因此能
够迅速做出反应并获得市场份额。

2021 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虽然新冠

新征程成功启航

疫情肆虐，但我们取得了非常优秀的
业绩。这些是我们在 2021 年取得的

2021 年是 Suzuki Garphyttan 为新领域和新挑战

一些重要成果。

Suzuki Garphyttan 将在未来几年内持续加大对人员
和设备的投资。苏州将在 2022 年建立一条新的世界
领先的拉拔线。

设定路线的一年。为了继续保持世界领先的线材

– 这对我们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因为拉拔工艺

供应商并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一部分，我们制定

一直是我们的瓶颈。我们还将使用更环保的工艺减

了雄心勃勃的战略，发展我们的产品、能力和技

少碳足迹。

能。尽管新冠疫情和不确定的市场给我们造成了
很多困难，但凭借创新思维和前瞻精神我们取得
了出色的开端。现在，我们期待为我们、我们的
客户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新的机会。

安全第一
Suzuki Garphyttan 的目标是到 2025 年成为一家零事故公司。
这意味着我们都需要时刻把安全记心上、积极报告潜在风险、
避免发生事故。
为了建立良好的安全知识库和意识，我们努力进行安全沟通和
行为规范。所有会议的一开始，我们都会先审视安全规范，生
产区域的所有员工必须始终佩戴适当的安全设备。

Erik 表示，在人员投资方面，重点将放在进一步
发展技能上，例如能够操作新技术、工艺，以及在
我们的全球领导力计划中培养我们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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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培训生到应用经理
来自印度的 Santosh Shinde 是 Suzuki

– 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职位，我也可以跳入其他项

Garphyttan 2021 年全球培训生计划的 6 名培

目，这给了我很多学习的机会。我觉得我可以为公

训生之一。他在印度获得了工业工程学士学
位，并在瑞典获得了硕士学位。

我们迎来了

67 位新同事

司贡献一份力量，我真的很想成为 Suzuki Garphyttan
发展旅程的一部分。

2021 年，我们迎来了 67 名新同事加入 Suzuki Garphyttan ，到年
底我们的员工总数达到 639 人。他们每个人体现了我们把正确的

“抓住机会”
加入培训生计划并非巧合，Santosh 透露：

人放在正确的岗位上这一承诺，并且每个人都深知他们对

Suzuki Garphyttan 的新任应用经理向应届毕业生推

– 我想以培训生的身份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我在

Garphyttan 未来的重要性。

荐培训生计划。

LinkedIn 上看到了 Suzuki Garphyttan 的广告，发现

– 抓住机会向有经验的前辈们尽可能多地学习。

这家公司非常有趣，拥有引人入胜的产品、具有全

作为培训生，你将获得丰富的知识和对公司的广泛

球影响力，我感觉这将是充满挑战的一段旅程。

了解，这意味着你可以进入任何角色并快速成长。

Santosh 认为 Suzuki Garphyttan 的培训生计划非
常成功和有趣。他强调了在不同部门工作的机会 – 研
发、生产和销售，并且在多个国家的不同分公司、
工厂。例如，Santosh 一直致力于小尺寸线材的表面
质量、价格分析以及专注于可再生能源的项目。

发现新应用

有机
增长：

15%

项目结束后，Santosh 继续担任汽车行业的应用经理。

自 2018 年以来，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好的一

主要工作是通过分析潜在市场寻找传统内燃机以及

年，我们获得了 15% 的有机增长。这归功于

之外的新应用。
他做了很多产品样品，并研究工厂应该投资哪些
能力来开发新产品。

我们更高的生产力、生产线的多项改进、新
产品、更多的销售额以及我们在不同领域的
竞争对手手中夺取市场份额的结果。

创历史

Suzuki Garphyttan 有史

新高！

以来最好的一年，产量
和利润均创历史纪录。

Suz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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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的优化投资

发展并迎接未来

除了高度关注我们的员工、团队和管理者，为我们雄心勃勃的计划建

2021 年，我们为新领域、新行业的业务发展

2021 年，我们对人员和新技能的关注带来了 67

立正确的行为和技能外，我们还在生产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将持

制定了清晰的增长计划。这意味着我们的生

位新员工。截至年底，我们共有 639 名员工。他们

续下去。每个生产基地都有未来几年的扩张计划，重点关注产能和能

产基地将建立新的生产能力。我们还在英国

力。以下是 2021 年的一些典型案例：

的工厂建立了新的冷镦生产能力。

创新和现代的硬化工艺

试验和合作项目

推动我们的业务朝着更可持续的行业发展，我们正在投资一种创新的

我们挑战自我、不断发展，旨在将我们的业务扩展到

现代硬化工艺，采用更环保的方法推动我们在制造硬化线材方面处于

新的行业和领域。我们的工厂正在进行多项针对新产

市场领先地位。作为第一步，我们很自豪能够在我们位于中国苏州的

品和应用的试验。目前，更多的合作项目正在与扁线

工厂展示这项技术。

和异形线材领域的客户一起进行。未来的新业务和合

中的每一个都是我们致力于将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
岗位这一承诺的最佳体现。
我们的销售额从 20 亿到 23 亿瑞典克朗，线材
从 5 万吨增加到 7 万吨。2021 年生产的线材足以绕
地球近 25 圈。这真的是难以置信。

作伙伴关系需要明确方向，以增加现有产品和新产品

新的拉拔生产线提高了灵活性和生产力
通过在拉拔方面的投资，我们可以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并提高我
们自身的灵活性和生产力。在我们位于美国南本德的生产基地，我们
安装了一台高速拉丝机。这项投资有助于我们跟上不断增长的客户需
求，并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机会来继续提供高质量的线材和高质量的服

的全球化生产。加强我们的企业凝聚力对未来非常重
要，以此获得适应业务不断发展的能力和技能。

巨大的有机增长
自 2018 年以来，我们有机增长了约 15%。在中国增
加了 4,000 吨，主要用于汽车自动开启器的线材和

务。新的机器也更安静，大大改善了工作环境。为了满足新市场的要

气门弹簧线材（用于变速箱中）。欧洲增加了 3,700

求，英国利兹的工厂也投资了新的拉丝生产线。今年的所有投资都有

吨，用于自动开启器、传动装置和扁线和异型线材。

助于更环保的生产和显著的产能增加。真正的双赢之策。

美国和墨西哥增加了 3,000 吨异型和扁线、自动开启
器用线材以及其他应用。

营收

7 万吨线材
– 绕地球 25 圈

23 亿瑞典克朗

油回火、不锈钢、扁线和异形——我们的线材在 2021 年打

我们无比自豪。回顾最近几年和一些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时期，

破了新的生产记录。作为世界领先的生产商之一， Suzuki

非常兴奋看到我们的营收从 20 亿增长到 23 亿瑞典克朗。

Garphyttan 的线材产量已从 5 万吨增加到 7 万吨。足以绕
地球25圈。这真的是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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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来 线材

Suzuki Garphyttan 在多个市场都实力雄厚且赫赫有名。为了确保我们未来

11

为了成为全球强大的合作伙伴，共同
努力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正在实施
一个新的全球业务系统： OneShare 。
通过标准化、现代化和简化我们的

一起更强

业务流程——为我们的客户和供应
商提供一个统一的界面——我们将

的领先地位并为我们的线材找到新的业务，我们将发展我们的产品系列、

变得更强大、更灵活并为未来做好

我们的公司、文化和我们的技能。我们的目标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需

准备。正如 Suzuki Garphyttan 的愿

要线材，我们是客户立刻想到的首选。未来几年，我们将持续投资人员技

景：Together for a better tomorrow。

能、创新、流程工艺和系统，以实现更高的质量和更快的交付。

在整个公司创建通用流程并集成一个
单一系统的工作始于 2021 年；新业务
系统将于 2022 年在全球上线。

人员和技能
2021 年，我们在新行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
将继续努力。我们的员工和他们的技能是

Suzuki

Garphyttan 在汽车领域发展壮大的关键，也是公司

几十年来，创新、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

继续开拓新领域能力的关键。他们永远都是最重

和持续发展一直是我们成功的关键，现

要的。

在这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去年

我们深知，伟大的成果总是始于人，实现盈利
的最佳方式是让敬业的员工和公司一起成长，并
为我们共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今年，我们专
注于让所有员工参与到我们新的发展旅程中。我
们希望 Suzuki Garphyttan 的每个人都感到他们可

创新是
我们的 DNA

我们继续探索新产品、新产业、新合作
伙伴。我们一直在倾听不同的市场需求
和趋势，并积极创新思维。我们现在正
在发展和优化组织架构，以便能够在产
品和流程开发方面更具创新性。产品和

以为公司做出贡献，并且他们是公司的重要组成

工艺的研发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部分——现在和未来都是。

密集。我们正在测试解决客户挑战的新
方法。我们正在设计原型、确保质量并
不断前进和突破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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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的业绩以及

更丰富的产品
Suzuki Garphyttan 开发和制造油回火钢丝、不

细技术、床和座椅、工具、能源和航空航天、食品和农

锈钢线和扁线和异型线。该线材用于质量和性

业等领域产生了影响。

能很重要的广泛应用。2021 年，我们生产了超
过 7 万 吨的线材——创历史新高！
一直以来，我们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汽车产品上，
通常与内燃机有关。汽车领域对我们来说永远很重要，
但为了未来继续成为世界领先的线材供应商，我们正在
开发新产品。现在，我们的创新解决方案也在医疗和精

一个多世纪
的成功

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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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增长率：

常规汽车产品
该领域的产品与内燃机相关，例如在发
动机或变速器中的应用。由于自动变速
箱和混合动力车的普及率更高，变速箱
的销量将继续增长。
年增长率约为 4%，但增长很可能会

传统汽车产品——占总收入的份额：

在 3-4 年内停止。Suzuki Garphyttan 加强
了在汽车领域的地位，这将在未来十年
保持良好的销量。

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有关我们钢种的更多信息：

www.suzuki-garphyttan.com/en/products

60%

80%
2021

2026（预计）

想与我们取得联系？请使用我们的联络表格：

www.suzuki-garphyttan.com/en/contact

年增长率：

一张床、一辆汽车和一个弹出式帐篷都有一个共
同点：来自 Suzuki Garphyttan 的可靠钢丝线材。

业务发展 - 各个领域

我们的钢丝产品在各个行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汽
车、医疗技术、能源、床和座椅以及食品行业，等等。

制造业在不断发展，我们也在随之发展。我们对未来的愿景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基于可持续的生产工艺、创新技术和

很明确。我们将投资致力于解决行业的新兴需求，并不断开

100 多年的经验。

发我们广泛的各种合金产品和服务，用于许多不同的领域。

Suzuki Garphyttan 起源于瑞典的加普腾小镇，但如今已

在这个业务板块，我们在多个领域不断发展。我们持续为

成为全球知名的供应商，隶属于日本新日铁公司

我们的线材寻找新的应用途径：新材料、新制造工艺、新应用

(Nippon Steel Corporation)。我们在瑞典、英国、美国、

和新行业。这也是我们现在和未来几年看到明显增长的地方。

墨西哥和中国有环境许可制造生产基地。我们还在德国

年增长率已经达到 12%，但由于更高的投资水平、新的发

杜塞尔多夫设有销售办事处。

展、敬业的员工和明确的增长战略，年增长率将加速至 20%。

我们 “care, dare and share”

最大和最快的贡献归功于在我们的许多生产站点中增加更多

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所做一切的基础。我们都是团队的

的容量和能力。

一，我们关心彼此、关心公司、客户和利益相关者，当
然还有环境。我们敢于有新的想法、敢于创新、敢于诚
实、勇敢、敢于担当。我们一起工作，分享知识和想
法、计划和可能性、成功和失败。我们都有共同的愿
景——together for a better tomorrow。

20%
12%

业务发展，各个部门——占总收入的份额：

20%

2021

40%

2026（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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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就是放眼全局。对我们来说，这是关于我们

2021年的投资

在生产 100% 可回收钢丝线材时如何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一直致力于投资和更新我们的设

但它也涉及审视价值链的其他部分，并与客户、供应商

施、设备。在中国苏州，我们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并用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应对可能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挑

有效、创新和环保的钢化炉替换了旧炉子。在 加普腾，工

战。我们为可持续发展蓝图的所有部分设定了雄心勃勃

厂仅使用绿色电力，从 2021 年 5 月到 2021 年 12 月，二氧

的目标。

化碳排放量减少了 8 万吨。我们获得了当地气候投资机构
的支持，并转向更可持续的地热供暖。

未来几年的目标
环境可持续性目标的重点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及消除
我们生产设施中的非环保元素。如果我们能够将生产和
销售的每公斤线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10%，我们将
超过《巴黎协定》中关于到 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50% 的目标。我们将努力消除生产中使用的非环保元素
到 2025 年，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我们的回收量。我
们将限制淡水使用和垃圾填埋场，并开发不仅可以回收
淡水还可以回收塑料、金属等的方法。
在社会可持续性方面，我们将关注联合国的目标：良
好的健康和福祉（我们的安全工作是重要组成部分）、
优质教育、性别平等以及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我们还
将多样性视为目标领域。
根据《联合国目标 8》，财务可持续性与稳健的财务
和经济增长息息相关。我们的目标包括来自盈利业务的

在南本德，我们开始回收喷雾罐并减少生产中的废料
量。位于利兹的英国工厂专注于绿色电力和废物分离。我
们还安装了冷却塔，以减少水和电的消耗。在我们位于墨
西哥圣何塞伊图尔比德的最新工厂，我们努力提高人员安
全并减少危险液体。
回收和减少废物一直是我们业务议程的重点，也是我
们员工的安全和福祉所在。我们正在努力通过安全沟通和
行为来增加知识和意识，以达到我们在 2025 年实现零事故
的目标。在 2021 年，我们与“零自杀”组织开展了合作，
以贡献和支持他们传播关于精神疾病的知识和意识的重要
工作，并减少社会中的自杀人数。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工作，请联
系我们。我们乐于分享更多信息。您还可以阅读我们的可
持续发展报告。

良好现金流和低债务权益比率。

良好的
健康和福祉

聚焦可持续发展
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可持续和长期性的决策将引领
我们走向新业务机会和盈利增长。因此，可持续发
展是我们业务路线图的优先事项和重要组成部分。

性别平等

体面工作
和经济增长

优质教育

Liljedal Communication 2022

Together for a better tomorrow
Suzuki Garphyttan是世界领先的先进弹簧钢丝产品供应商
隶属于日本新日铁公司 (Nippon Steel Corporation)

联系我们
电话：+46 (0)19 295 100
地址：Bruksvägen 3
SE-719 41 Garphyttan, Sweden
www.suzuki-garphytt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