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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段时间已经通过数

家工程公司和最终用户的供应商审

核，”销售经理周先生表示，“包

括台湾中鼎工程公司和泰国国家石

油公司等重要用户，已经把意本阀

门列入供应商名单。未来几年内工

程项目订单将占据意本的大部分业

务，而公司还在积极争取进入更多

知名工程公司和最终用户的供应商

名单。”

产品与市场

自公司在浙江丽水成立之始，意

本阀门投资人和管理层就明确瞄准高

端市场，并致力于在未来成为业界一

丽水意本阀门：立足高端 铸造一流

流的阀门供应商。

总经理林先生介绍说：“公司产

品涵盖了锻造与铸造闸阀、球阀、截

止阀、止回阀、蝶阀以及全自动调节

型阀门，超过60种规格的球阀系列已

完成产品设计和工艺开发，而闸阀也

占据一定比例。在公司2010年生产计

划中，除了球阀会占据较大比重外，

我们还会推出几类油田井口设备，包

括高档井口阀门、高温高压阀门、采

油树、压井管汇、截流管、防喷器

等。”同时，在当前国内阀门产品越

来越同质化的形势下，意本阀门将目

光投向API 6A产品。周先生说：“在

下半年，意本的API 6A阀门产品就

将大量投产。相对来说，API 6A产

品全部采用数控

设备，对加工精

度、尺寸精度和

材料的要求将更

高。国内还很少

有企业涉足该领

域，而北美和欧

洲客户每年在中

国的采购量都在

150亿以上，因

此我们非常看好

该 类 产 品 的 前

景，并将进一步加大这一系列产品的

开发力度。此外，高温、低温以及超

低温阀门所需的测试和生产设备也已

全部到位，因此产品的适用温度从-

196°C超低温到800°C，口径至48英

寸，我们均可生产供应。”林先生同

时介绍说，公司目前的产品主要是管

线阀门，主要应用于高中压阀门所适

用的石油化工、电力系统、以及一般

化工行业如化肥行业、采油行业、也

包括天然气领域和市政水务工程等。

凭借台湾投资方的支持，意本阀

门目前的产品主要出口至欧美和国际

市场。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公

司管理层对深入拓展国内市场充满信

心。周先生透露：“台湾投资方拥有

20年的阀门行业经验，除了前期的投

资、运营中的资金投入外，它对公司

在技术和市场方面都有强力的支持。

我们当前的产能主要用于出口市场，

包括以OEM形式和自有品牌形式，出

口到中东、欧洲、泰国、马来西亚、

印尼，北美如墨西哥、美国等。但国

内市场也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之一，

我们将逐步提高国内市场在公司业务

中的比重，很多国际品牌都十分看好

国内的巨大市场，意本就更没有理由

放弃这个市场。虽然我们进军国内市

场还起步不久，但也已经获得了不少

优质的工程项目和业务订单，主要集

中在电厂和化工行业，如赤天化项

目，以及保定的多晶硅项目，仅这一

个工程我们就交付了超过30000台阀

门。”

理念

公司管理者并不满足于意本在国

内市场的初获成功，他们早已将眼光

瞄准了长远的未来，不论是即将开始

的二期和三期厂房建设，还是从海内

外不断的引进的先进加工设备，公司

以一流的阀门供应商为标准进行量身

打造。“从产品定位上我们已经在逐

步向中高端发展，并努力打造自主品

牌。因此我们对选择合作伙伴显得非

常慎重。曾经有一家国际知名阀门厂

商来寻求合作，希望利用我们2/3的

产能来为其生产，对于一些阀门企

业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求之不得的

机会，但我们不愿意接受这种只能代

工、却无法再生产其他产品的合作。

从长远来看，我们希望创建意本的自

主品牌，所以OEM业务不会占据太大

的比重。同时，单靠客户的图纸来完

成订单，势必影响意本的自主研发能

2007年，由台湾及希腊籍人士共同投资2000万美金的合资企业丽水意本阀门有限公司宣告成
立。短短3年间，意本阀门已迅速崛起为中国阀门行业的耀眼明星。依托一系列高端阀门产
品的研发投产，意本阀门的销售触角延伸至全球各地的重要战略市场，并获得客户的一致高
度认可。为探寻意本阀门快速成长之谜，近日，《阀门世界亚洲专刊》来到其位于浙江丽水
的全新工厂，并同总经理林工博先生，以及销售经理周学军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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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意本阀门：立足高端 铸造一流 力，制约企业的快速发展。因此我们

倾向于选择高端客户进行双赢合作，

他们不仅能在市场拓展上同我们合

作，在技术上和管理上也能帮助我们

提高。比如我们已经开始和一家世界

领先的流体设备经销商合作，他们作

为国际知名的经销商，具有专业的技

术能力和丰富的运作经验，在审核工

厂的时候不单是谈价格，还会给出很

多非常好的建议，例如在某些地方做

细微改进，就会对产品质量有很大的

提升。另一方面，他们对阀门生产厂

家的管理经验也要比我们多得多，因

此能从管理和专用设备的选型上给予

我们很好的帮助。”

周先生还认为，只有硬件（包

括基础设施、加工设备等）和软件（

员工素养、团队氛围等）的紧密结

合，高端阀门的目标才能达成。他

说：“刚才提到的API 6A产品系列，

就是我们努力提升产品水准和加工能

力的体现。众所周知，6A产品对原材

料的控制、加工工艺、加工设备、

以及工人的素质要求较高。选择该产

品，一是因为它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景，对公司来说是个难得的发展机

遇，所以我们已经投入了不少设备具

备了生产条件，在未来随着6A产品的

比重越来越大，我们会引进更多适合

制造6A产品的先进设备。二是因为我

们也想通过新产品的上马，使员工素

质得到相应的提升。如果工人一直接

触的是普通或低档产品，他们就很少

会去追求更高的品质。但高端产品投

产后，它不但能提高工人的工艺要

求、自我要求更高，还能提高员工

生产常规产品的工作效率和产品质

量。”

公司不但对设备硬件进行持续

不断地投入，更对以人为本的企业

文化进行不遗余力地打造。在严格

执行工厂安全条例和管理制度的同

时，公司管理者为员工创造高品质

的食宿环境、工作环境、学习环

境。“我们注重员工的生活和工作

环境，员工拥有愉快的心情，就会

更好地生产高品质的阀门。公司也

非常重视员工基本技能和素质的培

训，我们向员工提供的软硬件和福

利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林先生

说。他认为，这样的投入也反映了

投资人对企业的长远期待，而并不

只关注短期的效益。

蓄势待发

要成为一流的阀门供应商，先

进的设备设施和前瞻性的投入都是必

需的要素。在意本，全新的铸造和锻

造厂房已经规划完毕，一系列先进检

测设备正从海外源源不断地被引入。

林先生介绍说：“我们的锻造厂已经

开工，预计明年初可以投产。铸造厂

也已列入议事日程。公司阀门年产将

达3万吨左右，只要开足80%的产能

即可以支撑铸造和锻造厂。另外，

除了为API 6A产品配备更多的数控

设备，加工设备和测试设备，超低温

阀也已在开发计划中。一个投资达

1000多万元的综合测试实验室将在工

厂周围建成，整个实验室将覆盖锻

造、超低温试验、高温试验、寿命

试验、扭矩试验、放射性检测等全

面内容。”周先生同时指出：“当

前，环保问题已日闪引起国际社会

的高度关注。就国内来说，类似广

州炼油厂迁址的案例也屡见不鲜。

我认为，来自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力

量，将督促政府和最终用户制订更

严格的排放标准，例如壳牌早已拥

有自己的低泄漏标准来控制排放，

以尽力降低对环境的

影响，我相信越来越

多的企业也会具有更

高的环保责任感。而

我们这个实验室的寿

命试验，就是为了满

足低泄漏要求而设置

的必要环节。在我们

目前的服务中，就会

跟一些最终用户主动

推荐，根据他要求的

应用场合选用合适的

阀门。”

谈 及 如 何 服

务客户，林先生指

出，过去中国阀门

企业大都将眼光停

基本信息

名称：丽水意本阀门有限公司

总部：浙江省丽水市

主要产品:API 6A阀，API 6D阀，超高温超低温阀门

主要应用：石油、化工、天然气、电力、核能、市政水务

主要市场：中国、美洲、欧洲、东南亚等地区直接用户

业务模式：自有品牌的出口，OEM，进口阀门的测试与维修

留在“产品”上，如价格和质量等

等，而意本阀门则从一开始就将重点

放在“人”的身上，即通过深入了

解客户需求、提供针对性的优质服

务。“就阀门供应商而言，没有产品

能保证100%的不出问题。就像我们的

设备供应商对于公司生产的重要性一

样，售后服务将决定客户的实际产

能、周期和满意度。在实际服务中，

除了尽力满足客户的需求外，我们还

会考虑他们潜在的、长远的需求，我

们在技术工艺、产品设计、应用工况

会更有经验，因此在这些领域，我们

总是站在客户角度考虑问题，并提出

各种专业的优化建议。这不但体现了

我们的诚信、保证了客户利益的最大

化，同时也为我们后续的持久合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林先生说道。

展望阀门业的未来，林先生认

为，机遇大于挑战，“虽然要达成世

界一流的阀门供应商这个目标需要很

长的过程，而且最近全球经济受金融

危机重创元气大伤，但人类社会的进

步将势不可当，国际市场的逐步复苏

和国内市场的企稳回升，将为意本这

样的实力型、成长型企业开启无限广

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我对意本的后

续发展信心十足。”

Lummus赢得

中石油设计合约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已就吉林的一座乙苯和苯乙

烯单体首建工厂的许可和工

艺设计向Lummus Technol-

ogy公司授予合约。据Lum-

mus公司所属的CB&I公司称，

该厂将可年产32万吨苯乙烯

单体，将在2011年投产。苯

乙烯将被用来生产各种塑料

和橡胶制品。

神华煤制油项目正式投产

瑞典高科技工业集团

山特维克1月6日宣布其内蒙

古神华煤制油项目近期已

经正式投产，成为首个为中

国提供煤液化油渣成型设备

的公司。该项目是国家能源

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我国新能源发展的

一大尝试。山特维克材料技

术全球总裁PeterGossas表

示，“按照中国的规划，该

项目将最终达到3000万吨成

品油的输出规模，缓解原油

的供应压力。”据了解，目

前一期共有14套60米长的山

特维克油渣固化成型装置

在现场运行，二期也将在

2010年中期开始施行，预计

规模为一期的2倍。

中海油计划把今年油气产

量提高28%

中国最大的海上石油勘

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

司（中海油/CNOOC Ltd.）在

一份战略报告中说，由于世

界发展最快经济体的燃料需

求量大幅增加，该公司打算

把今年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

提高28%。中海油在战略报告

中说，在香港上市的中海油

计划在2010年生产2.75亿至

2.9亿桶油当量的油气产量。

中海油总裁对媒体记者说，

中国将继续是中海油今后的

主要生产基地。中国去年加

工了创纪录的3.746亿吨原油

或日加工750万桶原油。中

海油估计该公司去年的油气

产量达到了2.26亿至2.28亿

桶油当量。报告说，中海油

今年的产量目标是建立在每

桶75美元的原油价格预测上

的。今年的资本开支有可能

增加29.5%，达到79.3亿美

元。据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所说，中海油今年有可能向

勘探作业投资14.7亿美元，

开发作业投资48.1亿美元以

及生产作业投资15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