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卷寄语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造成地方经济和市场的阶段

性停摆，也给建筑行业带来巨大影响。为防止疫情扩散，

各地陆续出台了延长春节假期、延迟企业复工和人员流

动管控等措施，导致多地区建筑企业处于停工状态，对

建筑行业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产生深远影响。洛科威公

司积极应对此次疫情的挑战，我们结合疫情防控和企业

订单计划，在确保疫情防控精准到位的基础上，科学合

理安排各项生产经营工作，高效有序地安排员工休假以

及开展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令我们自豪的是，虽然洛科

威中国春节期间有20名员工滞留湖北，尤其是广州工厂

的员工来自多个省份，但因为沟通及时，措施得力，令

行禁止，我们全体员工无一感染。

在一系列安全防范举措的保障下，洛科威广州工厂于2

月11日复工，扬州工厂也于2月17日正式点火复产。不

过由于疫情的影响，我们的一季度订单收入比计划减少

了20%。因此虽然顺利复工，但开工不足。

一个积极的信息是国内疫情目前趋于稳定。虽然一季度

的中国经济整体表现不可避免大幅回落，但是国内政策

引导和市场回暖的趋势也正在显现。从中央多次提及的

34万亿的“新基建” 计划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和长期

竞争力，到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对重大投资项目的复工

复产工作的具体部署，后期工程项目具备赶工条件，我

们认为中国经济保持向好发展的趋势不变。最重要的是，

疫情将对中国消费者的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健康，品

质，舒适性，可持续发展一定会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考

量的要素。对洛科威来说，反而是一个变“危”为“机”

的好时点。

ROCKWOOL NEWSLETTER
洛科威中国简报

“望远能知风浪小，登高方觉海波平”。在新冠疫情全

球蔓延的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洛科威中国将不忘

初心，坚守我们的战略部署：首先，在扬州工厂所在的

长三角地区实施ZNA战略，即充分利用岩棉产品因运输

距离而形成的500公里服务半径优势，大力开拓周边市

场。其次发挥洛科威在国际岩棉行业的技术优势，开发

石油石化等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客户。第三，加快在清

远的新工厂投资，这是洛科威减少碳足迹，打造可持续

发展岩棉工厂的又一举措，旨在吸引和服务与我们有共

同绿色理念的客户。第四，开拓网上贸易模式，让我们

的客户即使在家办公，也能享受我们的云端服务。与时

者，赢未来。

春天到了，所有的美好都将和春天一起到来。“释放岩

石自然之美，成就现代美好生活”。洛科威中国在明媚

的春光里等你一起出发。

洛科威中国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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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如磐石 Be the ROCK
——洛科威集团CEO对于新冠疫情的声明

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COVID-19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

个重大挑战，它与我们之前遇到的挑战有所不同。这

种新的疾病已经显示出它会影响到我们社会中最薄弱

的群体，所以任何政府、公司和个人都需要采取果断

和联合的行动来减轻它的影响。

洛科威公司在八十多年前成立时是一个家族企业。我

们的11700位员工、我们的客户、供应商和商业伙伴的

健康与福祉永远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一直在密切

关注事态发展，并采取适当措施，在为客户服务的同

时，保障我们的员工和所有合作伙伴的健康。目前，

只有关键活动在现场进行，我们取消了所有的国际旅

行和跨国会议。虽然目前不能进行面对面的商谈，但

我们运用各种数字化平台继续与客户接洽，并尽可能

做到在这段时期 “一切照常” 。 

我们一直在努力确保全球46所生产设施在此困难时期

的环境安全，我们采取了额外措施保障员工健康，包

括加强工作区域清洁卫生、加强个人卫生，尤其要求

员工在宽敞的厂区内部时刻保持一定的相互距离。我

们坚信所采取的举措是有力的。然而，我们必须务实

地应对快速变化的形势，无论是客户需求方面，还是

一些国家的限制管控方面。因此，从3月20日起，我们

将暂时停止在几个国家的生产活动，但继续进行设备

维护和物流活动，以便在市场恢复正常时最短时间恢

复业务运转。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些国家的疫情发展，

同时对设有生产经营活动的全球39个国家的局势保持

关注，并在必要时采取适当行动。我们将尽一切努力

保障客户，减少客户业务受到干扰。 

毫无疑问，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疫情将对我们的员

工、客户和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职业领域或个人

领域的影响。然而，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危机

管理团队，而且我们的业务模式建立在富有韧性的本

地化基础之上。忠于我们的危机管理格言：坚如磐石，

我们有决心渡过这场风暴；我们将支持我们的员工、

客户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我们将在减缓疾病蔓延方面

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乐观的坚信：我们将坚强地渡

过这场艰难的危机。 

Jens Birgersson
洛科威集团主席、CEO

2020年3月19日

Yours faith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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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0日，洛科威集团正式与广州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交易中心、广州市黄

埔区人民政府永和街道办、广州高新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及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广佛产业园管委会签署项目

合作协议及投资协议，将在广佛产业园投资4.8亿元，

新建高品质防火保温岩棉生产基地。新工厂将在24个

月内建成投产，届时，位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

工业区的旧工厂将同时关闭。

洛科威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岩棉制品生产商，拥有业内

领先的岩棉生产技术，目前在全球设有46家岩棉工厂。

此次投资是继2018年11月1日在江苏扬州成立洛科威防

火保温材料（江苏）有限公司后，针对国内节能环保

领域的继续投资。洛科威集团在广佛产业园设立的新

工厂年产5万吨高品质岩棉，并将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电

炉生产线和离心机设备，实施洛科威全球统一的质量

标准和最为严格的环保要求，将打造成为业内领先的

绿色工厂。

洛科威集团高级副总裁Gilles Maria出席协议签署仪

式，他说：“中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是随着中

国政府对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重视，随着中国人民

对居所的舒适性和安全性要求的提高，中国依然是最

大的岩棉需求市场。而且洛科威集团对中国经济的长

期发展始终充满信心。新建的工厂将运用洛科威集团

全球领先的岩棉生产设备和专有工艺，建设成为国际

一流的岩棉制品生产基地，帮助推动中国实施节能减

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洛科威中国董事总经理欧阳涛女士同时表示：“建设广

州新工厂是我们在国内实现生产工艺升级、产品品质

提升的关键举措，它将为大中华区的客户提供最优质

的防火保温岩棉解决方案，势必有效提升洛科威品牌

和产品的竞争力”。针对广州工厂的技术创新和环保策

略，欧总强调：“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洛科威集团

始终坚持的企业理念。新工厂将采用欧洲进口电炉生

产线，并实施各种最先进减排措施，以最大限度的减

少生产过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生产的岩棉制品

在使用过程中因为节能而减少碳排放量，从而实现更

好的保护环境的目的。”

建筑能耗约占社会能源总消耗量的35%，降低建筑能

耗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岩棉作为A级防火

保温材料，是建筑防火保温的首选材料。洛科威作为

保温隔热行业的领导者，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提供岩棉

防火保温产品和解决方案，在保证提供优越的吸音降

噪性能和提升居室舒适度的同时，帮助降低建筑物的

能源消耗，有效保障建筑物的防火安全。

洛科威集团将在广州投资新建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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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好地度过了市场环境复杂的过

去一年，实现了强劲的盈利能力和良好

的销售增长，其中系统应用业务表现尤

为出色。我们还在生产和研究设施的新

建与升级改造上进行了投资。展望未来，

我们预计市场将继续波动，销售额增长

率将保持个位数增长，同时盈利能力保

持稳定。对天然防火、可循环利用的岩

棉产品的需求正在持续增长，这将有助

于消除市场的波动。”

洛科威集团CEO  Jens Birgersson

简      讯

2019年销售额达到27.57亿欧元，以当地货币计算，

增长了2.2％。货币的积极影响为一个百分点。

2019年第四季度，以当地货币计算，销售额下降了

0.6％，达到7.15亿欧元。

2019年息税前利润为3.72亿欧元，增长9％，息税前

利润率为13.5％，比2018年增长0.7%。

2019年第四季度的息税前利润达到9400万欧元，增

长13％，息税前利润率达到13.2％，与2018年第四季

度相比增加1.5%。 

年度净利润达到2.85亿欧元，比去年增加2000万欧元。

全年投资总额为4亿欧元，主要来自产能扩充。

年底净现金为200万欧元，2018年为1.96亿欧元。

洛科威集团2019年度财务数据发布

经营表现

以当地货币计算，销售额增长率将保持个位数的增长。

调整挪威和德国的额外折旧和启动成本后，息税前

利润率约为12％，与2019年相当。

不包括收购在内的投资额约为4亿欧元。

2020业绩展望

由于较高的投资，年化投资资本回报率达到21.7％，

而2018年为22.8％。

拟派每股股利为32.00丹麦克朗，高于去年的29.90丹

麦克朗。

自2020年2月6日起，将进行不超过8000万欧元的股

票回购计划。



2020年   第1期简      讯

2020年3月18日，洛科威集团2019年可持续报告正式

发布。报告展现了洛科威“释放岩石自然力量，成就现

代生活之美” 的理念，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核心目标，

它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碳排放量、节约水资源、

提倡资源循环利用和重视员工健康与长远发展等各个

方面，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

洛科威中国秉承集团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打造岩棉

行业的绿色工厂，始终坚持在安全、健康和环境友好

的基础上，将岩棉生产过程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降到最低。并通过我们所提供的多元化岩棉解决方案，

帮助客户减少能源开支，推动全社会提高能效和节能

减排。 

岩棉制品的生产过程需要消耗一定的能源，数据表明

洛科威岩棉用于建筑领域的岩棉，在其生命周期内节

约的能源是其生产过程耗费能源的100倍，而用于工

业保温隔热领域的洛科威岩棉，在其生命周期内节约

的能源是其生产过程耗费能源的5800倍。尽管如此，

洛科威中国仍然力争将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降到最低。2019年洛科威中国通过优化产品配方和工

艺流程所节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2192吨。洛科威扬

州工厂利用收集生产过程中的废气和热量供冲天炉使

用，可以每年节约14,000,000兆焦耳热量。洛科威中

国已开建的广东佛冈生产基地，将采用世界最先进的

的电炉设备，预计能将单位产品的碳足迹再减少20%，

硫化物排放可以减少30%。

洛科威中国重视生产过程中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目前

洛科威广州和扬州生产基地均实现工艺水100%的循

环。广州工厂通过实施节水措施，2019年每吨产品的用

水量比上年度下降6.6%。扬州工厂每年通过雨水收集及

工艺水和废水的循环利用，可以节约水资源6200吨。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固体废物也是洛科威中国另一项可

持续举措。为了贯彻洛科威集团在未来两年将固体废

物填埋量减少40%的目标，广州工厂和扬州工厂通过自

建和外部合作的方式打通废料废渣的循环利用渠道，

将其应用于制作防火砖。2019年此项措施直接减少废

物填埋达11,260吨，实现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洛科威公司始终认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所有

员工的参与和认同。洛科威中国全体员工在2019年参

加了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 “一起撼动全球目标” 的

活动，全面了解联合国发起的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并将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员工自身紧密联系起来，

鼓励员工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一

份子。广州工厂也发起岩棉盆栽创意活动，提升员工

对岩棉材料可持续特性的了解和参与感。

推动建设人类绿色家园，每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都

是我们的绿色答卷。

洛科威中国推动建设人类绿色家园
——洛科威集团2019可持续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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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洛科威之道。

她为我们所有的行为、决定、结果和业务的长远未来

奠定坚实基础。她定义了我们的文化，决定了我们是

谁、我们如何工作，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她还为公

司和员工设定了明确的方向，并引领我们如何在内部

和外部进行合作。 

洛科威之道基于四个核心价值：远大志向、诚实正直、

肩负未来和提高效率，同时包括了三个管理原则：卓

越完成工作、实现盈利增长和持续提高工作效率。每

位洛科威员工都应该在工作中始终坚持该原则，积极

践行洛科威之道。管理者更需要遵循洛科威之道的三

个管理原则，确保我们拥有全面均衡的管理模式，从

而实现公司发展的可持续性。

    AMBITION远大志向——我们孜孜不倦地追求成功

任何成就都始于一个远大志向。如果没有推动我们向

前迈进的远大志向，我们将毫无建树。我们坚信：通

过为个人、团队和公司树立远大志向和宏伟目标，我

们将成为更加成功的企业。

    INTEGRITY 诚实正直——我们诚信可靠

我们坚持诚实和信任的道德原则，不会为了追求经济

利益而丧失我们的诚信。

    RESPONSIBILITY 肩负责任——现在和未来都能成

为中流砥柱

我们面对挑战时，从不畏惧承担责任。成功是团队成

员共同努力的结果，相互赞誉并认可个人和集体取得

的成就。 

    EFFICIENCY 提高效率——破除局限，实现产出的

最大化

避免浪费，做到物尽其用，实现最大的可持续性发展。

明确优先领域并相应地分配资源。 明确最紧急和最重

要的事情，并首先对这些问题采取行动。

三个管理原则：

    Be excellent at what we are doing 卓越完成工作
我们应该成为全球岩棉应用领域的最优秀的领导者，我

们将始终努力变得更好，包括技术、生产和财务表现。

    Drive profitable growth 实现盈利增长
我们为社会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并通过不断地创

新，增强我们的竞争力，从而保障企业的盈利增长。

    
在盈利的同时，持续提高工作效率，这意味着提高了

我们的竞争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洛科威之道作为洛科威公司的价值观，为企业长远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每位洛科威员工提供了行

为标准和管理准则。洛科威之道已融入洛科威企业文

化之中，成为我们独特基因，并将引领洛科威公司在

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继续前行。

2020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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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productivity continuously 持续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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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科威公司始终把全体员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成立了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小组，对疫情

防控工作做了各项详细部署。洛科威广州工厂和扬州

工厂相继在2月11日和17日点火复产，在保障员工安全

健康的前提下，稳妥有序的推进复工复产。

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洛科威公司快速响应，制定了

《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及应急方案》，实行严格的卫生

防疫标准，全力保障员工的安全健康。在正式复工前一

天，公司安排外部专业人员对厂区进行全面的清洁和

消毒工作。工厂SHE（安全、健康和环保）部门详细了

解每位员工的出行情况和身体状况，每日将相关数据

汇总后上报政府相关部门。同时，SHE部门制作了《预

防新型肺炎指南》的宣传资料，在生产车间电视墙上

来回滚动播放，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员工的疫情

防控意识。采购部积极联系供应商，提前采购各类防

疫物资，包括口罩、酒精、洗手液、消毒剂等，为一

线员工健康安全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

为减少人员聚集，达到人员分流的目的，洛科威工厂

采取分时段入厂措施，并在门口设立了测温点。员工

在进入工厂之前必须佩戴好口罩，按照要求进行间距1

米排队，依次扫取健康码后方可进入工厂。同时，工厂

采用一次性餐盒、分时取餐，间隔一米就餐的方式进行

管理。保洁人员每日将办公楼以及生产车间的办公区

域进行多次酒精消毒，保障各生产车间和办公区域的

洁净卫生。

洛科威公司实施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得到全体员工的

支持和执行，在所有员工的配合与努力下，截至目前，

洛科威中国所有员工均未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保障了

公司复工复产工作的有序开展。

开展疫情防控管理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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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耕国内建筑保温工程市场十多年之后，洛科威中

国开创性地在通过电商平台，进入家装应用市场。2020

年初，洛科威正式入驻京东商城，面向庞大的家装应

用市场需求，开设国内首个第三方平台的线上官方旗

舰店。

针对广大居民的房屋受火灾威胁、能源消耗高，以及

夏热冬冷和噪音困扰带来的居住体验差等问题，洛科

威岩棉京东官方旗舰店目前上架专门针对个人家装用

户的多功能岩棉板系列产品。该产品系列具有多种容

重和尺寸规格，能够满足家庭装修领域较为普遍的隔

墙、吊顶和地板应用，全面解决个人家装应用的保温

洛科威岩棉京东旗舰店上线

隔热与节能舒适问题。

由于疫情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实行居家云办公。

洛科威公司因此加速了我们的电子化战略，迅速应因变

化，为居家消费者提供基于京东平台的云服务，让你足

不出户产品送到家。

对于洛科威京东官方旗舰店的上线，洛科威中国董事

总经理欧阳涛女士表示：“COVID-19疫情正深层次地

改变中国消费者的观念和行为。像岩棉这种基于天然

岩石生产，能显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隔音、防火的

装修材料，将越来越受消费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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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初刚结束的世界帆船大奖赛SailGP悉尼站的比

赛中，洛科威集团赞助丹麦队顺利启航。丹麦作为首

次参加这一国际顶级航海赛事的队伍，目前暂居积分

榜第六位，英国队、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目前位于积

分榜前三位。

国际帆船大奖赛（Sail GP）创立于2018年，是一项

全球性的年度体育联赛，以勇气、尖端科技及令人敬

畏的竞技精神为特色。来自各个国家的代表队驾驶相

同规格的F50增压双体船，以超过50节（约100公里

每小时）的时速在海面上展开角逐，其激烈程度可想

而知。

乘风破浪 直济沧海

——洛科威邀您欣赏世界帆船大奖赛

帆船运动是一项可持续的竞技体育项目，它鼓励人们

走进海洋、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力量和秀美。这与

洛科威集团不懈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所

以洛科威集团在去年年底正式成为丹麦帆船队赞助商，

成为世界帆船大奖赛SailGP的主要合作伙伴，将丹麦

帆船队带入世界舞台。

中国帆船队参加了去年的赛事，并最终总分排名第五。

因各种原因中国帆船队未能参加本年度赛事，中国观

众无法看到中国帆船队乘风破浪的英姿，不过仍然可

以跟随丹麦队去领略这项水上运动项目的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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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x Zeng 
曾飞飞

我热爱火山喷发的磅礴力量

我也热爱熔岩流淌的澎湃热情

我更热爱——

洛科威岩棉散发的自然之美

轻轻地我来了

与您一起

在秀美的佛冈

绽放洛科威绚丽多彩的

工业之花！

项目部—基建经理 

Gordon Jiang
江友国

我是Gordon

祖籍湖南，现住广州

有一对十岁的龙凤胎宝贝

不是爱好但坚持跑步

很多年前就知道洛科威

今天很高兴加入到

洛科威这个大家庭

一起学习成长！

运营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