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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亚洲的业务在

过去的三年中经历了快速增

长”，MRC Transmark新加

坡公司的常务董事LJ Han说

道。“我们在亚洲市场的业务

面涵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

项目，涉及的行业覆盖一般行

业到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并

与世界上的许多主要的终端

用户合作。同时我们也在致

力于开发东南亚地区和中国

等新兴市场。”在世界各地

建立了一系列业务网点之后，

MRC Transmark于2007年成立

了中国分公司，以便进一步挺

进这个巨大的市场。Han先生

告诉我们：“在中国设立分公

司的目的是为了迎合中国蓬

勃发展的潜在市场。虽然大

多数的商品和标准产品都是

在本地采购的，但中国的终

端用户仍然需要进口价值极

其可观的西方阀门产品，特

别是高端产品和工程设计产

品，而这正是我们最初所瞄

准的市场。”值得一提的是，

MRC Transmark旗下经营着超

过100,000条产品线和超过

150个品牌。这些产品囊括了

世界领先阀门厂家中的绝大多

数，并且向数量同样可观的顶

尖终端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分销模式

在国际市场上，持有库

存的分销商所扮演的角色在过

去的三十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从1970年代作为一种“缓

冲器”来弥补制造商们漫长的

交货周期，演变为今天的充满

活力的供应链和增值服务的提

供商。这些变化是在一系列客

户需求的驱动下而发生的，例

如他们对于削减成本、增加效

率以及专注于自身核心业务的

种种需求。另一个因素则是，

分销公司们开始对其业务模式

投以崭新的目光。

集团首席执行官Mr Neil 

Wagstaff为我们解释了这一变

化：“由于分销业务的高效运

行，近来绝大多数的市场都发

生了改变。仅仅15年前，比较

典型的炼油企业需聘用10位

采购员，10位原料供应人，外

加30人奔走于货架之间。他们

将不停地购买并持有自己的阀

门库存，这就需要与众多制造

商建立广泛的联系，并陷于无

止境的书面材料和巨大的财务

投入之中。而在MRC Trans-

mark的分销模式下，我们就是

取代前面种种麻烦的简单资

源。只要一个电话，所有的需

要即可落实。有些公司希望能

确保在需要使用阀门时能立刻

收到货，对这样的客户我们会

协议投资库存货物。而这仅仅

是我们提供增值服务的方式之

一。”

随着一系列石油和天然气

行业的主导企业与MRC Trans-

mark签订了供应合同，这一分

销模式的成功便得到了证明。

纵贯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

亚洲，壳牌、埃克森美孚、

BP、英力士（Ineos）、康菲石

油（ConocoPhillips）、道达尔

（Total）和雪佛龙-德士古（

ChevronTexaco）等公司都出现

在MRC Transmark的主要客户

名单之上。

当问及中国市场的情况

时，LJ Han认为它将跟随国际

市场的潮流，并慢慢地向着分

销市场转化，而这点在终端

用户那里也得到了证明。“许

多制造商根据订单制造产品，

并且他们非常希望按更大的

批量来制造，”Han先生说

道：“然而，他们却无力承担

库存成本。而作为分销商的我

们拥有着仓库和专业团队，可

以凭借同一套库存同时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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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10月起，MRC 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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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世界领先的流体控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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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的客户。我们拥有的订单

价值足以从制造商那里获得折

扣价。然后我们就可以制定计

划并销售这些阀门了。换句话

说，我们批量地采购阀门，因

为我们有许多的客户会用到同

一种阀门。”实际上，对于优

秀的阀门分销商有一种简单的

描述，那就是能确保客户所需

的产品完整及时地交付到任何

指定的地点。

对于一个标准件来说这一

过程就像是听上去那么容易，

但是一个成功的阀门分销商往

往需要提供更多的东西给客

户。Han先生评价道:“中国的

市场情况正在变得错综复杂，

包括哪些国营企业在内，这里

的终端用户们正在慢慢转变他

们的采购方式，因为他们已经

在那些廉价的小规模供应商那

里经历了不快。那些供应商经

常无法交付正确的产品，或交

付的产品带有质量问题而且没

有服务保障。现在我们看到的

变化是，终端用户们希望通过

一家能够帮助他们的公司进行

采购，而不是通过那些违背当

初的供货约定后逃之夭夭的所

谓供应商。”

实际上对于客户的服务和

支持正是MRC Transmark关键

优势之一。“在MRC Trans-

mark集团，我们奉行以客户为

本，这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驱

动力，”Neil Wagstaff先生说

道：“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确

保为我们的团队同时提供工程

技术和必要的后备支持，因此

当客户联系我们时，无论他是

来洽谈阀门标牌或是数百万英

镑的项目，与客户沟通的员

工都会具备相当资历和专业

技术，能够理解客户的需要

并有能力提供最佳的可行方

案。”MRC Transmark同样在

努力探索为客户提供更高层次

服务的新方案。因此， MRC 

Transmark也专门在北京设立了

办事处，以便更好地为蓬勃发

展的中国工程项目准时交付阀

门产品。LJ Han补充道：“我

们在中国的业务运作将支持这

些客户并为他们提供服务。我

们的中国团队拥有来自地区总

部MRC Transmark 新加坡公司

的全方位的技术、物流和管理

支持，那里的项目工程师团队

和阀门专家们会提供积极的支

持和帮助。

价值最优化

在MRC Transmark，工程

师们擅长于跳出一般的思维框

架，思考如何为他们提供的流

体控制产品增加价值。Han先

生告诉我们说，MRC 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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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已经为客户们开发出了一

项价值优化程序，主要是针

对电动阀门和应用于90度阀

门的气动执行器。他向我们解

释道：“举例来说，当终端用

户需要一台带电动执行器的闸

阀时，阀门供应商极有可能将

产品目录中记录的阀门力矩提

供给执行器供应商，后者则会

简单地根据前面的信息选择一

种执行器，在这种操作方式下

不可能实现价值的最优化。而

我们在履行价值优化程序时，

我们会真正地根据最小的执行

器作出相应的阀门设计并逐级

向上增加，随后选择能够有效

操作阀门的执行器。由此，我

们可以说阀门和执行器达到了

价值最优化，好比两者已经合

二为一。有了这样最优化的阀

门，终端用户们不仅能够因较

小的电缆和相关设备在安装成

本上节约一笔数目可观的款

项，而且还可以节约运行成

本，因为较小的执行器消耗

更少的能源，维修中消耗的

贵重零件也更少。”他补充

道：“最近我们刚交付了大约

90套最大口径为32英寸的电动

闸阀，全部都是经过优化的。

客户惊奇地发现执行器比他们

以前一直使用的更小，当时甚

至怀疑这些阀门能否工作。

我们便把他们请到了新加坡

的总部工厂并进行了一次全

面的压力检测，事实证明执

行器不仅能在比设计压力更

高的状态下正常运作，而且

经历了无数次运行后仍然运

行良好。高兴而归的客户现

在已经将最优化的组合应用

在了他们的工厂，那些设备

的效率更高，耗能比使用传

统规格的执行器所用的能源

更少。在启动执行器领域我

们也有一个类似的方案。”

对于MRC Transmark所付

出的努力还有一个很好的证

明，那就是无线电频率识别数

据，或称为RFID。这一技术可

能听起来过于专业而且与阀门

行业相隔千万里，但是当MRC 

Transmark把无线电频率识别数

据植入EZee Tag标签技术后，

便可以为维修经理和工厂经理

们提供一种高效的数据存储和

恢复方式。这些标签能使工程

师们在阀门和关联设备的整个

使用周期内轻松而且准确地进

行跟踪。同时这些数据还能随

时供现有的ERP系统共享。

“安装了GPS系统后，

EZee标牌便成为了非常强大的

工具，”Mr Wagstaff向我们强

调：“在工地现场，工程师们

可以轻松地“阅读”特定的阀

门，核对它是何时安装的，它

的维修记录，以及上次进行检

测的时间等等。对于某个高高

安装在构台上，

或被涂料覆盖，

或者隐藏在厚厚

的绝缘层中的阀

门，任何一位试

图从中获得信息

的工程师都会毫

不迟疑地赞赏这

一系统的价值。

在那些对逸

散性排放控制的

要 求 很 严 格 的

应用场合，MRC 

Transmark一直致

力于在销售时就

提供最合适的填

料。Wagstaff先

生说：“继BP公

司在9 0年代进

行了测试之后，

许多终端用户都

开始在停车期间要求安装特

定的阀门填料以便进行更新

换代。而我们却比这种做法

更领先一步，我们在一开始

便会在新阀门上使用这种填

料。我们的目标是从一开始

就为终端用户们提供最佳的

阀门工况。”

展望未来，LJ Han预计公

司将取得不断巩固的、踏实

且可持续的发展。他继续说

道：“不远的将来，我们将在

中国投资兴建一个仓库，以便

为那些需要得到服务支持的客

户们提供库存。目前我们在

中国持有的绝大多数业务都来

自工程项目领域。当项目完工

并开始运行时，终端用户们将

会需要一家公司在运行期间支

持他们，而那正是我们想要做

的。在新加坡我们将搬迁到一

个更大的场所，它将有目前我

们所在场所的3至4倍大，那时

我们便可以为客户们增加更多

的服务功能，而且当我们的业

务发展时可以储备更多的库

存。有了这些设施，我们就能

够以更好的姿态来挺进亚洲市

场，届时工厂运营商和流体控

制专家们将能够从我们公司的

丰厚资历和经验中获利。”

Transmark Fcx

Bradford, 英国

阀 门 、 安 全 设 备

和 调 节 阀 的 销

售 。 同 时 安 装 和

测 试 执 行 机 构 套

件。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

石 化 ， 电 力 和 能

源 ， 化 工 ， 造

船 ， 医 药 ， 污 水

和水处理，HVAC

设立在于15个国

家的45个分部

25个技术服务中

心

600多名雇员

100，000个产品

线

超过150种知名品

牌产品

全 部 经 过 I S O 

9001:2000和CE-

PED认证

2.6亿欧元的销售

额 (2008年)

价值5000万欧元

的库存

阿布扎比、迪拜、

澳 大 利 亚 、 比 利

时、中国、芬兰、

法国、德国、意大

利 、 荷 兰 、 新 西

兰 、 新 加 坡 、 泰

国、英国

细节和数据

Neil in Boardroom

LJ 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