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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德宝是一家全球化技术集团，

通过前瞻性的创新活动长远造福于客

户和社会。

科德宝旗下十家业务集团携手广

大合作伙伴、客户及科研机构，共同

开发尖端技术以及卓越产品和服务，

其中包括密封产品、振动控制技术元

件、技术纺织品、过滤器、特种化工

产品、医疗产品和现代清洁产品，这

些成果广泛应用于40多个细分市场和

成千个应用领域。

在全球范围内，科德宝集团的

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收获成功做出了宝

贵的贡献——这些产品和服务平日难

见，却始终不可或缺，彰显了企业定

位：“科德宝是一家以价值观为导向

的技术集团，为我们的客户和社会提

供最佳服务”。  

从室内空气净化到汽车驱动，从

服装制作到创伤愈合，科德宝在诸多

领域扮演着无法替代的角色。科德宝

为客户提供卓越的高科技和创新产品

及服务，覆盖乘用车和商用车、机械

和设备工程、纺织和服装、建筑、采

矿和重工业、能源、化工以及石油和

天然气等众多行业。科德宝的客户还

包括医疗技术、民用航空和轨道车辆

等行业的公司。

创新实力、心系客户、紧密合

作、多元发展以及团队精神是科德宝

集团的基石。追求卓越、值得信赖、

积极进取、承担责任——170年来，

科德宝始终不渝地践行这些核心价值

观。

科德宝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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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开发合作伙伴

交通和运输  

无论是公路、水路、铁路还是

空中运输——科德宝技术助力发动机

和其他部件可靠工作。我们使用密

封、振动控制或过滤技术、技术纺织

品、耐用轴承、特种化学品或表面处

理和镀锌技术，让世界各地的交通运

输更加安全、高效、舒适。  

工业和生产

工业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生产活

动的顺畅和高效的程度。

能源和资源  

化石燃料的勘探和运输极具挑

战性。负责任地处理可再生能源离不

开创新应用。科德宝致力于提高整个

能源行业设备的工作可靠性和使用寿

命，并且最大程度地保护环境。

无论是密封件、过滤器、脱模

剂、特种润滑剂还是技术纺织品，性

能可靠的定制化科德宝产品助力提升

生产率，并确保质量长期稳定。在所

有行业、生产过程和系统中，几乎都

能看到科德宝产品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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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众多行业

医疗和食品加工

医疗和食品加工必须符合严格的

卫生标准。凭借材料领域的雄厚实力

和可靠的工艺流程，科德宝成为深受

医疗技术和医药行业客户欢迎的合作

伙伴。 

我们的医疗创新成果简化手术干

预并且改善创伤治疗效果。在食品行

业，我们的产品用于糖果以及其他食

品类别的加工过程。科德宝技术广泛

用于高效的饮用水处理。

家居和纺织品

即便日常产品也能彰显尖端技

术。超细纤维布和电动窗户除尘器展

现了科德宝的创新实力。我们的技术

纺织品用于制造舒适的沙发、合身的

织物面料和无螨虫的床上用品。

我们的产品还用于制造鞋履和皮

具或防护服。过滤器应用则帮助保持

室内空气清洁。

我们的产品系列包括管路中

的气体润滑机械密封件、应用于发

电厂的整套过滤系统以及应用于电

子行业的微型硅胶密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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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科德宝是一家由众多具有企业家

精神的人才运营的企业。集团的业务

由独立设置的公司以及这些公司的管

理层独立运营。各公司隶属于不同业

务集团。

科德宝有两家母公司：科德宝集

团公司(Freudenberg & Co. KG）位于德

国魏茵海姆，是战略母公司；科德宝

欧洲股份公司（Freudenberg SE）位

于德国魏茵海姆，是负责管理经营活

动的母公司。

科德宝集团公司的管理机构由管

理委员会、股东委员会和股东大会组

成。科德宝欧洲股份公司的管理机构

由管理委员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组

成。科德宝集团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和

科德宝欧洲股份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成

员相同，科德宝集团公司的股东委员

会和科德宝欧洲股份公司的监事会成

员相同。

科德宝是一家家族企业，目前由

创始人卡尔•约翰•科德宝（Carl Johann 
Freudenberg）的320多位继承人共同

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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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战略管理）
科德宝集团公司

母公司（业务经营）
科德宝欧洲股份公司

业务领域
密封与振动控制技术

业务集团

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1

科德宝石油与天然气技术集团

伊格尔博格曼集团

科德宝医疗集团

威巴克

业务领域
无纺布与过滤

业务集团

科德宝高性能材料集团

科德宝过滤技术集团

日本宝翎株式会社

业务领域
家居用品

业务集团

科德宝家居和清洁用品集团

业务领域
特种产品及其他

业务集团

科德宝特种化工集团2

分支

科德宝商业服务

科德宝后勤支持

在中国
1 包括恩福（中国）
2 包括克鲁勃润滑剂、肯天、赛德克、OKS、Ca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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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化技术集团，科德宝与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

紧密合作。科德宝集团在华业务可追

溯到一个多世纪前。如今，中国是科

德宝的第三大市场，对集团战略至关

重要。

集团在华长期方针和创新战略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于高科技制

造基础设施和本土研发设施的持续

投资。科德宝集团先进的技术、产

品和解决方案助力本地客户收获成

功，“中国制造”的创新成果支持中

国经济发展。正因如此，科德宝是中

国，乃至全球众多行业的首选合作伙

伴。

目前，集团在中国拥有7000多名

员工，70多个分支机构，包括20多个

生产基地以及众多销售服务办事处。

集团设在上海的地区总部——科德宝

亚洲地区企业中心为科德宝在亚太地

区的公司提供运营支持。

科德宝致力于履行社会责任，

并为集团在中国好邻居和好公民的身

份而骄傲。科德宝在华公司和员工积

极参与众多社会和环境保护项目。例

如，科德宝集团在2008年四川特大地

震发生后援建了江油市海金科德宝爱

心小学。时至今日，集团员工一直在

为该校提供支持，包括举办一年一度

的夏令营活动。

科德宝在中国

Freudenberg in China



1010

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是创新的市场和技术合作

伙伴，全面满足包括密封技术和电动交通在内各类

应用场合的严苛要求。1932年，科德宝发明Simmer-
ring®油封。如今，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拥有以客户

为导向的产品组合——从定制化解决方案到应用于

电动汽车的密封组件和部件，种类丰富，不一而足。

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是汽车工业、民用航空、

机械工程和造船等众多行业客户的供应商、开发和

服务合作伙伴。该业务集团在中国设有多家公司：

恩福（中国）是由NOK株式会社和科德宝密封技术

集团均等出资建立的合资公司；长春因特佳蓄能器

有限公司为汽车和一般工业提供蓄能器解决方案；

德克迈特德氏封 (Dichtomatik) 中国是提供工业标准

密封产品的机构，旗下流程工业为食品、饮料、制

药和化工行业提供优质密封解决方案，Freudenberg 
Xpress®提供车削密封件快速配套服务。

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

产品 / 服务

油封、隔膜、高精度模塑

件、保护套/波纹管、防

尘罩、液压蓄能器、O型

圈、液压和气动密封；用

于电机、变速箱、制动器

和转向系统的框架、硅胶

和吸振器密封垫、阀杆密

封以及各类特种密封、密

封组件；用于汽车悬架的

橡胶和聚四氟乙烯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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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福（中国） 
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

恩福（中国）是由NOK株式会社（日本）和科

德宝密封技术集团（德国）均等出资建立的合资公

司，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提供密封解决方案。该

公司受益于全球各个工程中心之间的紧密协作。如

今，NOK/科德宝企业网络在30多个国家设有工厂，

实施全球标准化制造技术、工艺和质量程序。

恩福（中国）的产品组合范围广泛，种类丰

富，全面覆盖汽车和工业应用领域。恩福（中国）

拥有30多个工业部门的技术专长，深谙技术、尺寸

和材料使用之道，因此交付总能超出客户要求。我

们的所有产品和解决方案具有一个共同点：倾力呈

现品质保证。科帝克公司是恩福（中国）旗下专门

服务于中国汽车独立售后市场的公司。

管接头密封

产品 / 服务

油封、往复式密封、O型圈、

密封垫、隔膜、高精度模塑

件、硅胶、管接头密封、聚四

氟乙烯和聚醚醚酮部件、保护

套、防尘罩、液压和气动密

封、各类特种密封；用于电

机、变速箱，传动系统、电池

和冷却、电动动力总成、悬架

的密封组件；加湿器、双极密

封垫及其他应用于燃料电池相

关领域的密封件

分支机构

上海、长春、太仓、无锡、北京、重庆、合肥、香港、

广州、天津、武汉



1212

伊格尔博格曼集团是一家全球性工业密封技术

制造商。从面向特定客户、技术先进的解决方案到

泵、压缩机和搅拌器的配套量产产品，该业务集团

制造和销售一系列优质产品。

伊格尔博格曼集团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对安全性

和可靠性要求极高的行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炼

化、化工生产、电力、医药、食品和饮料、纸浆和

造纸、水和废水、造船、航空航天和采矿。密集的

销售和服务网络意味着始终贴近客户。

自1994年在中国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以来，伊

格尔博格曼集团已经走过20多年发展历程。目前，

伊格尔博格曼集团在中国设有4家公司和8个区域销

售或服务中心，拥有近400名员工，确保为客户提供

周到、高效的服务。

伊格尔博格曼集团

机械密封件

产品 / 服务

机械密封和密封辅助系

统、磁力联轴器、碳浮环

密封、膨胀节、垫片和填

料、特殊产品和广泛的服

务

分支机构

上海、大连、天津、南京、独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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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德宝医疗集团

科德宝医疗集团是医疗器械和零部件设计、开

发及制造领域的全球合作伙伴。公司产品系列包括

用于微创手术的导管解决方案和采用复合医疗材料

制成的零部件。

科德宝医疗集团是高精度液态硅胶、热塑性塑

料零部件、管件以及海波管领域的专家。

科德宝医疗集团深圳工厂为包括微创、药物输

送、体外诊断、呼吸、介入、心血管和糖尿病在内

的多种医疗器械细分市场制造零部件。

成品医疗器械

产品 / 服务

分支机构

深圳

热塑性注射成型、液态硅胶注

射成型、合同制造、制模、装

配、包装和二次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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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巴克

可切换三气囊式空气弹簧

分支机构

无锡、烟台、上海和重庆

产品 / 服务

电机、变速箱和底盘悬置、

空气弹簧、扭转减振器、隔

振器和减振器、MCU（微

孔聚氨酯）材质部件

威巴克是全球创新的汽车行业NVH（噪声、振

动及声振粗糙度）专家，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助

力提升驾乘舒适性，同时改善车辆效率、安全性和

耐用性。凭借覆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和所有车辆领

域的技术专长，威巴克广泛的产品组合为应对NVH
领域的当前和未来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

通过遍布全球的生产和设计基地，该业务集团

为几乎所有轻型车辆和商用车制造商及其直接供应

商提供产品和服务，显著提升驾驶舒适性。

威巴克秉持“全球布局，本土专长”的原则服

务广大客户：在中国，威巴克在无锡、烟台、上海

和重庆设有分支机构，共有1,400多名员工。他们为

全球和本地主机厂提供优质产品、工艺和工程专长

以及研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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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德宝高性能材料集团

燃料电池气体扩散层

分支机构

香港、上海、苏州、北京、大连、广州、杭州、南通、苏

州、台北（台湾）、桃园（台湾）、杨梅（台湾）

产品 / 服务科德宝高性能材料集团是全球性创新技术纺织

品制造商，服务市场广泛，产品主要应用于服装、

汽车、建筑材料、能源、过滤介质、医疗保健、卫

生、建筑内饰、鞋履和皮革制品以及特种产品。

该业务集团是无纺布领域的先锋，在全球13个
国家拥有23个生产基地，员工总数3800多人。

在中国，科德宝高性能材料集团拥有770多名员

工，服务亚太地区市场。该业务集团设有以下合资

企业：科德宝•宝翎无纺布（苏州）有限公司、科德

宝•宝翎（香港）有限公司以及开展建筑材料业务的

科德宝宝利德（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在台湾，科

德宝高性能材料集团设有科德宝远东股份有限公司

和台湾科德宝宝翎不织布股份有限公司。

服装、功能性纺织品和业余爱

好剪裁用衬布；汽车地毯衬

底、顶棚面料、吸音材料、电

池和燃料电池组件；沥青防水

卷材胎基、簇绒地毯；创伤和

透皮敷料；鞋履和皮革制品配

件、电器用无纺布、防螨床上

用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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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德宝过滤技术集团

通风系统过滤器

产品 / 服务

工业过程和最终用户应用

场合中进气和排风过滤的

配套元件、系统解决方案

和服务；水和膜过滤系

统、汽车空调滤清器和发

动机进气滤清器、过滤器

测量技术；家用消费品市

场：提供空气/饮用水的

过滤产品及全套解决方

案；培训和咨询

分支机构

苏州、广州、成都、桃园（台湾）

科德宝过滤技术集团是空气和水过滤领域的全

球性开发、生产和应用专家。该业务集团的解决方

案有助于提高客户的工业过程效率、节约资源、保

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从而提升生活品质。

过去几十年里，科德宝过滤技术集团在中国强

势布局，持续快速发展。在中国，科德宝过滤技术

集团携手日本宝翎株式会社开展市场活动，推广其

全球品牌微粒盾®（viledon®）和每刻爱®（micron-
Air®），并为客户提供创新过滤器产品和过滤系统，

满足能源和资源、卫生和健康、汽车和运输、生产

和建筑技术行业以及高度专业化领域需求。2019年
4月，由科德宝过滤技术集团与阿波罗集团共同组建

的合资公司佛山市顺德区阿波罗环保器材有限公司

正式运营。科德宝过滤技术集团成为更具实力的战

略合作伙伴，通过新品牌 “阿波罗”（Apollo）服务

消费品过滤行业客户，为室内空气净化器、新风系

统、净水器、空调、冰箱、吸尘器、厨房家电、加

湿器、医疗净化器、办公设备等各类应用提供更加

广泛的创新过滤产品和解决方案组合，为净化全球

空气和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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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宝翎株式会社

汽车脚垫

分支机构

天津

产品 / 服务自1960年成立以来，日本宝翎株式会社始终是

日本市场上创新的无纺布制造商。公司口号是“工

程面料创新”，代表着在无纺布和其他产品生产工

艺和技术以及加工领域长期积累的材料能力和广泛

的技术专长。日本宝翎株式会社为汽车、医疗、电

气和工业领域的各种应用提供广泛的产品组合。

该公司还拓展了全球业务，将汽车脚垫纳入业

务范围。日本宝翎株式会社与科德宝高性能材料集

团和科德宝过滤技术集团密切合作，在中国运营多

家生产和销售类合资公司。2004年，日本宝翎株式

会社成立全资子公司天津佰安汽车产品有限公司，

负责销售和生产汽车脚垫。天津佰安汽车产品有限

公司与北美、日本、墨西哥、泰国和德国的公司合

作经营汽车脚垫业务，为客户提供最高水平的产品

质量，客户服务和创新技术。

汽车行业的汽车顶棚、脚垫和

滤清器；过滤介质和单元；用

于可充电镍氢电池的蓄电池隔

板、透皮贴剂产品的弹性基

材、衬布和敷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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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德宝家居和清洁用品集团

洁净室预浸渍清洁推车

产品 / 服务

耐用的地面清洁套装、颗

粒脱落极低的擦拭布、为

洁净室罐体量身定制的清

洁器、以及用于特定洁净

室环境的软帘清洁器、多

表面清洁器和多功能清洁

推车

分支机构

上海、香港、宁波

科德宝家居和清洁用品集团是一个在研发和生

产清洁用品以及洗熨护理用品领域有着领先技术的

全球公司，拥有微力达®（Vileda®）、O-Cedar®、 
Wettex®、Gala®、Marigold®、卓洁（SWASH）、Gi-
mi、Oates®和微力达专业清洁                                            
等品牌。

在中国，科德宝专注于制药行业的受控洁净室

环境，利用B2B商业模式推广和销售Vileda Professio-
nal品牌产品。公司提供专业的清洁工具和制定合理

的清洁解决方案，帮助制药企业降低清洁过程中的交

叉污染风险并提高清洁和消毒效率。

（Vileda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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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德宝特种化工集团

产品 / 服务科德宝特种化工集团由克鲁勃润滑剂、肯天、

赛德克、OKS和Capol共同组成，五家公司独立运

营。

克鲁勃润滑剂公司是全球性的特种润滑剂制造

商。

肯天是全球脱模剂专家，产品用于复合材料、

橡胶、塑料、金属和聚氨酯材质模塑件的生产过

程。

赛德克是表面处理和电镀领域专用化学品的专

业供应商。OKS专业制造维护和维修领域使用的高

性能润滑剂及维修养护产品。Capol是全球性的糖果

被膜剂供应商，供应抛光剂、脱模剂、密封剂、色

素、香草提取物以及其他特种产品。

油、脂、蜡、膏、干性润滑涂

层、干式和固体润滑剂、防腐

产品、化学技术保养产品、液

压油、清洗剂、压铸脱模剂；

复合材料、橡胶和聚合物加

工、表面预处理产品、工业零

部件清洗和电镀；糖果行业用

抛光剂、脱模剂和密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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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勃润滑剂公司 
科德宝特种化工集团

链条油

分支机构

上海、北京、成都、广州、香港

产品 / 服务

特种润滑剂，包括高性能

润滑油和润滑脂以及润滑

膏、蜡、干性润滑涂层、

脱模剂和自动油脂加注

器。“KlüberEfficiency-

Support”克鲁勃能效支

持服务体系

克鲁勃润滑剂公司在全球拥有2300多名员工，

其中约270名员工在华工作。克鲁勃润滑剂公司是

全球性的特种润滑剂制造商之一，可为全球各地几

乎所有行业和市场提供独一无二、量身定制的摩擦

解决方案。克鲁勃润滑剂公司开发多种产品，满足

客户特定润滑需求，并向原始设备制造商、经营企

业和最终用户销售。通过细致深入的技术咨询和服

务，克鲁勃润滑剂公司在工业界和商界赢得良好声

誉。公司已有90多年的成功发展历史，拥有针对不

同行业的技术专长、各种资质证书和大量检测和测

试设备，其中包括100多个测试台架。

近四十年来，克鲁勃润滑剂公司一直活跃于

中国市场。公司大举投资，扩大在华布局，充分印

证了中国地区对高性能润滑解决方案日益扩大的需

求。克鲁勃润滑剂公司在上海建有先进的研发中

心、生产和仓储设施及培训中心，能够满足当地客

户对尖端创新和技术不断提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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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天公司
科德宝特种化工集团

复合材料行业 - 风力叶片

产品 / 服务

分支机构

上海、广州、北京、青岛

肯天是全球脱模剂、螺杆清洗料和其他工艺过

程助剂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肯天成立于1960年，

是一家全球公司，致力于提供增值解决方案，帮

助成型和铸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并提高生产

率。肯天在全球所有主要工业制造区域拥有由经验

丰富、知识渊博且富有洞察力的生产和技术专家组

成的全球整合网络。肯天通过设在北美、南美、亚

洲和欧洲的办事处为全球制造商提供服务，覆盖压

铸、聚氨酯、橡胶、轮胎、热塑性塑料、复合材料

和人造板等多个行业。

肯天在中国市场已有20年历史，中国总部位

于上海青浦，并在北京、青岛和广州设有办事处。

肯天在上海设有一家生产工厂和研发实验室。肯天

拥有一支专业人才队伍，覆盖销售、营销、研发、

客户服务、制造、物流等方面，提供增值产品和服

务，助力客户解决挑战。

高性能脱模剂、轮胎喷涂剂、

螺杆清洗料以及与模塑、铸造

和成型作业相关的辅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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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钳

分支机构

杭州、上海、广州、天津、重庆

产品 / 服务

工业零部件清洗：精密清

洗、中间清洗、表面活性

剂、短暂防锈；金属预处

理：六价铬替代品、磷化

替代品、低温磷化、热浸

锌处理；功能性电镀：镀

锌和锌合金、钝化剂和封

闭剂、耐磨层、预处理；

装饰性电镀：铜、镍和

铬、塑料电镀、锡和锡合

金、前处理、颜色范围广

泛的装饰表面

赛德克公司 
科德宝特种化工集团

赛德克公司开发、制造和供应表面处理领域

使用的专用化学品。赛德克公司拥有全面的产品组

合，为几乎所有涉及表面处理过程的行业供应产

品，包括汽车、航空航天、工程/建筑、家居、医

疗、电子、可再生能源和机械工程行业。赛德克集

团总部位于德国本斯海姆，在22个国家设有子公

司。三个区域技术中心以及17个本地技术中心和现

场实验室为全球客户提供一流技术服务。

赛德克金属表面处理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是

赛德克在中国的子公司，1999年成立于杭州萧山。

赛德克中国拥有亚洲最大的生产基地，并且设有配

备中试线的技术中心和分析中心，服务亚洲市场。

针对四大应用领域——工业零部件清洗、金属预处

理、功能性电镀和装饰性电镀——赛德克公司提供

包含800多种产品的全面产品组合、优质技术服务和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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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保养产品

产品 / 服务

分支机构

中国销售支持办公室位于上海  

经销商遍布北京、成都、广州、香港、上海

OKS公司
科德宝特种化工集团

40年来，润滑专家OKS公司始终活跃于全球市

场。OKS生产和销售150多种润滑剂和维护保养产

品，这些产品用于减少摩擦、磨损和腐蚀。OKS产
品主要应用于工业维护、维修和运行领域。2003
年，OKS成为德国科德宝特种化工集团子公司。

通过与香港经销商建立的牢固业务关系，OKS于
1988年进入中国市场。此后，OKS的经销网络逐步覆

盖中国所有重要工业领域。2013年，OKS在位于上海

的科德宝亚洲地区企业中心设立中国地区销售代表

办公室，为本地经销商提供支持。

工业维护和维修操作使用的

油、脂、膏、干性润滑涂层、

干式润滑剂、防腐产品、化学

技术维护保养产品、齿轮油、

清洗剂、脱模剂、自动润滑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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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OL公司
科德宝特种化工集团

凝胶软糖

分支机构

广州

产品 / 服务

防粘剂、抛光剂、上光

剂、密封剂、包埋酸、机

器脱模剂、天然色素、香

精和提取物

Capol公司是全球性的糖果工业专用表面处理

剂制造企业。该公司的表面处理产品在全球享有盛

誉，其中包括抛光糖果上光剂、淀粉基软糖和挤出

型甘草糖的防粘剂、坚果仁和高水分核心的保护涂

层。Capol公司的产品线还包括天然色素和不同香精

配方。经验丰富的应用技术专家团队随时针对定制

化解决方案提供建议，并确保提供最佳应用支持。

Capol公司于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市场，

经过数年努力，已与当地经销商成功建立业务关

系。2015年，Capol公司以克鲁勃润滑剂公司为基地

设立了本地技术销售代表处，旨在更快更高效地培

育市场，同时更好地满足中国客户的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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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家族拥有、以价值观为

基础的技术集团，科德宝认为衡量成

功的标准包括经济效益和履行社会责

任两方面。自公司创立以来，这两个

目标密不可分。

在科德宝，“社会责任”涵盖五

个方面：可持续发展、健康、安全与

环境保护、企业公民、合规以及人权

与劳工。这五个方面紧密关联，牢牢

植根于科德宝的价值观和原则中。

在与客户、商业伙伴、邻居及

环境的互动过程中，科德宝始终将价

值观置于重要位置。科德宝员工承诺

恪守内部《行为准则》，参与科德宝

的“我们人人有责”倡议，以改善

环境保护、健康和职业安全，并且开

发出创新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倾力

提高全球生活质量。将行动传达给

客户、邻居、潜在员工和机构至关重

要。有鉴于此，科德宝集团于2014年
签署了《联合国全球契约》。

企业公民

集团将业务活动所在的国家、州

和社区视为家园，努力成为当地的好

公民和好邻居。在科德宝，企业公民

超越价值链范畴——这从我们生产基

地附近的数百个项目中可见一斑。所

有活动都是根据当地要求量身定制，

而科德宝员工通常都会成为当地志愿

者。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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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和环境保护计划 

自创立以来，科德宝始终心系社

会。随着e²（教育和环境）倡议的启

动，科德宝于2015年在全球推出企业

公民计划。  

目标是为公众提供教育和就业机

会，并为环境保护出一份力。该倡议

对满足一系列标准的现有项目构成补

充。科德宝计划在七年内向e²捐赠总

计1400万欧元。

2008年5月，一场地震给中国

四川省海金村造成严重破坏。科德

宝帮助重建了一所小学，该校于

2009年重新开放。教学楼可容纳

300名学生就读。  

每年，科德宝员工亲赴该校举

办各类活动，例如夏令营支教、课

外辅导和圣诞聚会。

四川特大地震援建学校项目：在中国的众多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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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材料

材料效率
可回收、可再生和
替代材料
产品生命周期终止
（EOL）处理

废弃物

废弃物处理

 

排放

大气污染/排放

水

水污染
水消耗

 
 

能源

能效
可再生能源

心系客户
持续创新
领导风格
以人为本

承担责任
长期导向

材料       废弃物      能源               排放
        
     水

客户手印最大化

自身足迹最小化

可持续性

人
权
与
劳
工

健
康
与
安
全
/环
境
保

护

合规

企

业
公民

产品和工艺流程的可持续性一直

是科德宝践行责任的一部分，它包含

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司如何设计工

艺流程及使用设备，以节约资源（足

迹，见下图）。

另一方面是众多科德宝产品和解

决方案。这些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客

户提高生产效率和可持续水平，或提

高产品制造过程中的资源效率（手印，

见下图）。科德宝通过足迹最小化和

手印最大化助力提高全球可持续水

平。五个核心主题：材料、废弃物、

能源、排放和水是集团最重要的主

题。

足迹

探寻可持续生产过程是科德宝

DNA的重要组成部分，牢牢植根于

科德宝的原则中。诸如能源、材料效

率、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减少废弃物

等主题对足迹最小化颇为重要。

通过在这些领域实现持续改进，

科德宝更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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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材料效率
可回收、可再生和
替代材料
产品生命周期终止
（EOL）处理

废弃物

废弃物处理

 

排放

大气污染/排放

水

水污染
水消耗

 
 

能源

能效
可再生能源

心系客户
持续创新
领导风格
以人为本

承担责任
长期导向

材料       废弃物      能源               排放
        
     水

客户手印最大化

自身足迹最小化

可持续性

人
权
与
劳
工

健
康
与
安
全
/环
境
保

护

合规

企

业
公民

手印

社会责任意味着科德宝还帮助客

户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例如，创新

产品和服务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提高

能效。扩大我们的手印也对客户的生

活质量具有积极影响，同时对科德宝

以外各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

克鲁勃润滑剂（上海）有限

公司的废弃物产生量一度很高。原

因之一是产品范围日渐扩大，使得

不同生产批次之间需要进行更多清

洁，并且需要范围广泛的大量原材

料，因此产生更多包装废弃物。  
 

为了避免浪费，该工厂调整了

生产计划，从而不再需要在不同批

次之间进行清洁。此外，该工厂摈

弃圆桶，启用储罐储存原材料。

足迹：改进工艺流程，减少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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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创新团队的一份子

长期承诺，
可持续发展

技术与创新

发展机遇
每位员工都受到重视，

并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个人技能。

值得信赖
家族企业性质使科德宝具备独立性，

拥有目光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传统。

专业精神
凭借创新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我们

能够为客户的成功做出宝贵贡献。

诚信正直
强大的公司价值观为我们与员工、

客户及业务合作伙伴建立信任关系

奠定基础。

开放态度
我们以开放态度和多元发展

面对持久变革，

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作为全球化技术集团，我们为

50,000名员工倾尽全力。更多职业机

会——覆盖4 0个细分市场；更多激

励——鼓励员工与来自60多个国家的

同事一起承担责任并积极应对当前挑

战；更多机会——每天向10个不同业

务集团的同事学习。

科德宝一直是一家家族企业。

得益于财务独立，我们深谋远虑，始

终着眼未来。立足于强大的企业价值

观，我们聚焦稳健增长——使科德宝

集团稳步发展，科德宝员工踏实工

作。

 

企业价值观植根于我们的DNA。
自科德宝1849年成立以来，价值观

一直指引着我们开展日常业务，并将

全球员工拧成一股绳，共同组成科德

宝大家庭。我们的员工为他们所做的

每一件事承担起责任。他们共同寻找

支持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前瞻性解决方

案。科德宝在所有其分支机构积极践

行社会参与——在需要帮助的领域提

供支持，尤其关注教育和环保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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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德宝员工具有企业家思维，

充满创新激情。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专

家，使用先进的方法，并在国际和跨

学科项目中分享技术专长——始终以

开发卓越解决方案为目标，助力客

户收获成功。科德宝给予员工充分自

由，让员工发挥主动性，鼓励员工尽

早承担责任，并与同事分享专业知

识。

 

科德宝主张建设积极、开放、

多元的企业文化。我们坚信，拥有不

同年龄、性别和文化背景的团队能够

收获更大成功：多元化团队提出新思

路，创造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并

且生产创新产品。简而言之：他们推

动科德宝持续创新。

科德宝集团的雇主角色

科德宝认为，员工长期全情投

入是其实现成功发展的主要因素。

通过提供持续学习和继续教育支持

员工职业发展——这是科德宝中国

区人力资源战略的基石。

为了支持区域员工的职业发展

需求，我们建立了系统化的学习和

发展框架，广泛涵盖“科德宝全球

领导力发展计划”(Global Leaders-
hip Framework)，在中国培养具有

全球战略思维的本地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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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信息

地区总部
科德宝亚洲地区企业中心

上海市浦东大道720号24楼D

座

邮编：200120

电话：+86 21 5036 6800

传真：+86 21 5036 6802

www.freudenberg.com.cn

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
长春因特佳蓄能器有限公司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扬州街

1777号

邮编：130031

电话：+86 431 8110 6586

www.fst.com

德克迈特德氏封密封（上

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申霞路314号

邮编：201818

电话：+86 21 6082 2178

传真：+86 21 6082 2180

www.dichtomatik.cn

 
 

 
 

恩福（中国）

上海市浦东大道720号14楼

B-H座

邮编：200120

电话：+86 21 5036 6900

传真：+86 21 5036 6307

www.nok-freudenberg.com

 

伊格尔博格曼集团
上海博格曼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文井路127- 8号

邮编：200245

电话：+86 21 6462 0550

传真：+86 21 6430 8364

www.eagleburgmann.com.cn

科德宝医疗集团
科德宝医疗集团亚洲工厂

深圳市平湖镇鹅公岭村良白路

倍光工业园2栋

邮编：518111

电话：+86 755 8401 2502

传真：+86 755 8401 2793

www.freudenbergmedical.com

 

威巴克
威巴克（无锡）减震器有限

公司

无锡市锡梅路36号

邮编：214112

电话：+86 510 6667 5153

www.vibracoustic.com

科德宝高性能材料集团
科德宝•宝翎无纺布（苏州）

有限公司

苏州市滨河路1588号

邮编：215011

电话：+86 512 6825 1586

传真：+86 512 6825 1780

www.freudenberg-pm.com

科德宝•宝翎（香港）有限

公司

香港长沙湾道828号8楼

电话：+852 2786 8368

apparel.freudenberg-pm.com/

zh-CN

科德宝宝利德（上海）贸易

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大道720号24楼D

座

邮编：200120

电话：+86 21 5036 7835

传真：+86 21 5036 3657

www.freudenberg-pm.com

科德宝远东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桃园县大园乡溪海村崙顶

38号

电话：+886 3 384 1188

传真：+886 3 386 7127

www.freudenberg-pm.com/

Markets/Sh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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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德宝过滤技术集团
科德宝• 宝翎无纺布（苏

州）有限公司过滤技术事业

部

苏州市滨河路1588号 

邮编：215011

电话：+86 512 6825 1586

传真：+86 512 6824 1942

www.freudenberg-filter.com

佛山市顺德区阿波罗环保器

材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国家

级高新技术园朝桂路9号

邮编：528303

电话：+86 757 2638 0828

传真：+86 757 2638-0812

www.freudenberg-apollo.com

日本宝翎株式会社
天津佰安汽车产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赛

达北二道19号

邮编：300385

电话：+86 22 2397 9798

传真：+86 22 2388 8779

www.tjviam.com

科德宝家居和清洁用品
集团 
科德宝家居和清洁用品集团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567号1

层R124室

邮编：200335

电话：+86 21 5219 2297

export.vileda-professional.

com/

科德宝特种化工集团
克鲁勃润滑剂（上海）有限

公司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拓青路88

号

邮编：201700

电话：+86 21 6922 5666

传真：+86 21 6922 5817

www.klueber.com.cn

肯天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拓青路88

号

邮编：201700

电话：+86 21 6922 5900

传真：+86 21 6922 5901

www.chemtrend.com.cn

 
赛德克金属表面处理技术（杭

州）有限公司

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泰

五路70号

邮编：311232

电话：+86 571 8269 6636

传真：+86 571 8269 6395

www.surtec.com/cn/

OKS Spezialschmierstoffe有限

公司

上海市浦东大道720号24楼D座

邮编：200120

电话：+86 21 5036 5019

传真：+86 21 5036 6802

www.oks-germany.com/zh 

CAPOL有限公司

克鲁勃润滑剂（上海）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9号耀

中广场4009-4010室
邮编：510610
电话：+86 20 85270538-7217
www.capol.d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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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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