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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优势度过了2020艰难的一年，

们拥有丰富的材料 合以满足 化市场需求，

/70/

股东信息 

特种材料领域领导者

产品，它将高性能材料与涂料，胶粘剂和树脂
相结合，以满足市场所需。我们的产品为未来
应用的发展提供了具体解决方案，如电池、3D 
打印、可持续建设、以及节能运输。 

未来战略的主要重点是循环经济，目前我们正
在研究它的三个驱动因素：使用可再生及循环
材料；优化工厂资源；可持续或可循环应用解
决方案。我们还将继续与技术领域合作伙伴一
起携手创新，以满足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

特种材料领域领导者

培养企业韧性 设计未来
/22/ 作为特种材料的领导者，我们拥有独特的市场

创新促进
员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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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和2021年，全球经历了前所未有
的疫情重创和经济危机。我们通过不断
反思工作方法、降低成本、重新审查流
程、以及调整产品进行妥善应对。作为
众多行业化工材料的专业供应商，我们
已根据疫情所造成的紧急需求，及时调
整了产品组合。

最重要的是，我们继续预测客户需求，
他们一直在寻求发展更好，可持续性更
高的产品，继续实施产品组合管理策略。

我们是一家强大的公司，
我们会在这场危机中逆势
而上。

培养企业
韧性

2 / Arkema - Innovative for 



培
养

韧
性

2020 与众不同的一年
COVID-19如海啸般席卷全球，随后全球经济空前
崩溃。这无一例外地影响了我们在全球的各分公司。

2020年是与众不同的一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此做出了巨大
的努力，这些努力都卓有成效。与其它许多公司相
比，阿科玛能够更好地抵御风暴，如今发展良好，
完全有能力从 2021 年及以后的经济反弹中获益。

同心协作
危机处理是展现公司实力的机会，阿科玛 员工证明
了他们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成效。同时也彰显了
阿科玛的团结精神，这是我们四大核心价值观之一。
尽管危机带来了阻碍，但每个人都充分发挥着自己
的作用，并迅速适应现状。

例如，我们迅速反应，让员工在家工作。尽管受到
一定限制，我们还是能够继续生产并有效为客户提
供服务。集团不仅成功应对了新冠疫情，而且在若
干领域取得了突出进展，继续推进创新项目的实施，
并开展两个重大工业项目。推出新业务及运营举措
的同时，又在追求长期战略的发展。

逆势而上
面对疫情，阿科玛集团展现了强大的适应性和应
变能力。虽然年收益有所下降，但成交量仅下降
4%，EBITDA利润率仍保持在15%的强劲水平。占
集团销售额82%的特种材料是我们发展的核心，其
EBITDA仅下降了12%，证明了我们聚焦特种材料
战略是稳健的。我们还成功创造了6.51亿欧元高水
平的现金流，与2019年创下的纪录相当。因此，我
们以稳固的财务状况结束这一年，这为我们集团的
增长计划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未来可期
面对新冠疫情，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目标：2020年
管理危机，为2021年的反弹做好准备；继续积极
实施我们的计划，即在2024年成为特种材料领域
领跑者。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充满挑战，我们仍继续
投资6亿欧元，在马来西亚、日本和中国等地开设
工厂，因为未来可期！集团目前发展良好，

并将在2021年经济
恢复中获益 

/Thierry 
Le Hénaff/

我们是一家强大的公司，我们会在这场危机中逆势而上。

展望 2024
有弹性的收益和运营，认可度高的社会责任感，高水平的员工参与，持续的
创新和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Thierry Le Hénaff对阿科玛的未来充
满信心。我们的目标是在2024年成为一家销售额超过100亿欧元的纯特种材
料公司，尽管面临健康和经济危机，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仍在按计划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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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定位，应对重大挑战
作为一家工业公司，我们的目标是利用我们在材
料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向一个更持
续、更负责任、更高效的世界过渡。因此，我们
为客户提供突破性的解决方案，并帮助他们提供
创新的解决方案满足消费者在轻质材料，自然资
源管理，以及新能源方面的各类需求。

阿科玛的战略与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持久价值
的目标相结合，具体体现在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CSR) 政策中。在此框架内，集团设定了雄心勃勃
的目标，即在 2030 年将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做出重大贡献的销售额比例从目前的 50% 提
高到 65%。 它还根据《巴黎协定》制定了气候
计划，旨在2015 年至 2030 年间，将温室气体
排放量减少38%。

在安全方面，阿科玛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去年事
故频率创历史新低，每百万小时发生 1.0 起事故。我
们在企业经济特区的郑重承诺和进步得到了领先的非
金融评级机构的认可。我特别为我们最近被列入DJSI
世界指数而感到自豪，在114家同类化工企业中，我
们排名第六。

信心
2020年4月以来，我们利用中国经济强劲的复苏，带
动了我们在建筑、装饰涂料和电池领域的蓬勃发展。
在年底时，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地的汽车等主要工业
部门也开始出现好转。这使得公司第四季度的销量额
显著增长了5%。尽管依然面临疫情，但我们对2021
年的销售、营销和研发预算充满信心，从2020年第四
季度已经取得的进展来看，今年开局非常稳健，是
非常好的兆头。

在特种材料方面，我们计划今年恢复到接近疫情前的
EBITDA水平，或在销售快速增长的支持下增长10%。
我们认为，疫苗和消费复苏计划的到来将带来经济强
劲复苏，现在我们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从这种情况中
获益。

股东收益政策反映了我们对2021年的信心。董事会
决定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拟议股息为每股2.50欧
元。在PMMA的出售完成之后，将首次推出3亿欧元
的股票回购计划。

广纳贤才
携手美好未来
自2006年首次公开募股（IPO）以来，阿科玛集团
不断发展，为股东创造了卓越的价值。我们之所以
取得这一成功，首先归功于公司员工的才华和奉献。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多元化的群体，全体员工尽管
拥有各样的背景、来自不同的国家，掌握多样的技能，
但他们能够融入到阿科玛项目中。多元化发展是我们
决定在集团内部进一步加强的方面，我们的目标是， 
2030年使妇女占高级管理层的30%，非法国籍员工
占比为50%。

我们将继续共同书写阿科玛集团的更多精彩故事。个
人的才能与团队融合，才显得更有意义。

/ Thierry 
Le Hénaff /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首先
要感谢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员
工，它们不断开展动员工作，
适应目前发展现状。由于我们
的多元化市场，集团展示了其
韧性与弹性，随着特种材料推
广活动的开展，我们能解决面
临的重大挑战，仍有望实现 
2024 年发展目标. 

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拥
有员工的大力支持，与更多人
才一起，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我们建设的两个大型新项目：100% 生物材料来源
于新加坡的聚合物生产厂和来自美国的Nutrien工
厂所生产的水氟酸，都展现了可持续环保特征，并
获得了高回报率。 我们还加快创新步伐，在电池
和氢气罐、轻质材料、3D 打印、低 VOC1 油漆、
过滤膜、可回收复合材料以及用于工业和建筑的
高性能胶粘剂方面获得了良好成效。

我们最终敲定了向韩国SK集团出售功能性聚烯烃
业务，并在年底签署了向美国Trinseo公司出售
PMMA的提案，该公司将接手我们的阿尔图格拉斯
的业务。我们在胶粘剂方面进行了多次有针对性的
收购，包括 LIP、Fixatti 和Ideal Work，并收购了
具有良好技术的初创公司的股份。我们的目标是成
为可持续材料和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在2024年
销售额超过 100 亿欧元。

1.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

我们是一家强大的公司，我们会在这场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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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遍及全球

工厂

电子消费产品
解决方案

房屋节能与阻隔

人员 产品对
做出贡献

布局 

围绕四大核心业务打造的业务组合

82%

20,600

/概览/

工厂 工厂 工厂

销售额

79 亿欧元

销售额用于研发

18%

25.5%

32%

24.5%

55 国家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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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前三
90%业务位居



一月 
向中国湖北省卫生
当局捐赠氧化氢
阿科玛向中国湖北省
卫生当局捐赠了26公
吨用于消毒剂的过氧
化氢。

三月
用于呼吸设备
的分子筛
为了满足新增需求，法国Honfleur工厂
提高了分子筛（呼吸设备的基本组成部
分）的产量。各个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
确保为医疗设备制造商提供分子筛。

/新闻资讯/

三月 
法国紧急生产洗手液 
阿科玛决定调整位于Lyon郊外的Rhône Alpes研究中心
CRRA 的一条生产线，每周生产20公吨洗手液，并紧急
免费分发给法国医院。Grenoble附近的Jarrie工厂提供
了所需的过氧化氢。

COVID-19 疫情: 
齐心协力

三月 

阿科玛全球动员
为了应对疫情和封锁，阿科玛的147个工厂严格遵守当局规定，
保护员工，维持公司运转。集团采取了一切可能的行动，继续向
客户提供所需产品，其中许多产品在一些领域至关重要，有助于
维持经营国的经济。

1难以用言语总结2020
这一年。在全球疫情影
响下，各国人民相互支
持，互助合作。我们继
续在世界各地开展业务
活动，奋力推动项目
运行，重新调整业务模
块、继续研发合作以及
落实企业年资计划。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2020年的精彩亮点。

Arkema - Innovative for / 1110 / Arkema - Innovativ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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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家强大的公司，我们会在这场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



Nutrien Ltd., 是世界领先的农用化
学品制造商之一，该公司同意为阿
科玛的卡尔弗特城工厂(Ky.)提供氢
氟酸。氢氟酸是某些聚合物和含氟
化学品的关键原材料。
通过该项目，我们可以利用磷酸盐
中的天然元素获得氢氟酸，这种方
法安全且有竞争力。Nutrien使用
该元素而非传统的氟化物矿石制造
产品。这个协议使得氢氟酸部门得
到了1.5亿美元的投资，Nutrien公
司的奥罗拉基地（N.C）每年能生
产40，000公吨氢氟酸。

管理投资组合和合
作伙伴，开设新
工厂‒ 奋力前行！ 

一月 
Bostik 收购 LIP
LIP Bygningsartikler AS (LIP) 是丹

麦瓷砖胶粘剂、密封系统和地板制备
解决方案的领导者。与 2019 年 10 

月收购Prochimir一样，此次交易反
映了阿科玛的战略，即通过有针对性
的收购继续扩大其Bostik胶粘剂业务

六月 
功能聚烯烃业务剥离
此次出售给SK全球化工是阿科玛重新
调整其特种材料业务战略的一部分。
该业务收入为2.5亿欧元，主要生产用
于食品包装、电缆、电子和涂料的乙
烯聚合物和三聚苯乙烯。

七月

创新
U.S.
合作

2

7月 
Bostik 收购 Fixatti
Fixatti 专注于生产高附加值、高性能的
热胶粘剂，适用于建筑、饰面技术、电
池、汽车和纺织品印刷等细分应用。 这
家国际知名公司在欧洲有两家工厂，在
中国有一家工厂。 Fixatti 有 180 名员
工，年收益达 5500 万欧元。

四月 

捐赠透明丙烯
酸玻璃片

Arkema - Innovative for / 13

因为对透明亚克力玻璃板的需求很大，
我们位于世界各地的Altuglas国际子公
司运营的工厂都在全力运转。这些玻璃
板可用于保护仍在营业的商店中的顾客
和员工。我们的部分工厂为紧急医疗设
备捐款。例如，墨西哥的Matamoros
工厂捐款给该市的主要医院（用于生产
病人插管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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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家强大的公司，我们会在这场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



九月 
Bostik 收购
Ideal Work 

Bostik通过收购Ideal Work扩大了其地板设计
范围，该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增值装饰地板技
术的意大利公司，收入为1000万欧元，符合
阿科玛 的突破性粘合技术预期发展战略，该
战略扩大了 Bostik 现有的建筑行业范围。

阿科玛加强了与连续纤维3D打印(CF 
3D®)技术的开发公司Continuous 
Composites的合作关系。阿科玛集团
投资了这家美国初创公司，以加快3D
复合材料的开发。3D复合材料是航
空、汽车和能源等领域的一项突破性
创新，可用于制造强度高、重量轻的
结构。阿科玛正通过子公司Sartomer
开发一系列用于CF3D®技术的特定光
固化树脂。

九月
日本开设
新工业胶
粘剂厂 

Bostik-Nitta, 在日本奈良开设了一家新
的世界级工业胶粘剂厂。这是一家合资
企业，阿科玛集团拥有其80%股权。这
一新开工厂帮助Bostik为日本客户提供
尿布、个人护理、包装、标签、运输和
电子产品市场等。

创新与奖励
不同凡响3

法国总统向“法国制造”产品致敬，展览了120件法
国工艺标志性产品。我们的Rilsan®系列材料在1750
件精选产品中脱颖而出。让人们重新发现100%生物
基材料应用于3D打印和其他领域的优异性能。自70
年前发明以来，其高强度的特性在数十种不同的应
用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无论是纺织品、钢管、发动
机管道、或是眼镜架的防护罩，都有它的身影。

一月 

Rilsan® 
经久不衰

二月 
Elium ® 复合
材料预制房屋
阿科玛、Nexoon初
创公司5M（一家专
门从事复合材料的公
司）、以及位于Metz
的 P2P 技术研究所
（复合材料拉挤成型
技术中心），三者使
用Elium®树脂合作开
发了一个创新工厂制
造模块化建筑系统。
这些非常坚固的结构
可以在24小时内进行
安装、拆卸和重装，
旨在满足个人和集体
住房的需求，包括社
会福利住房和高级住
房。

七月

阿科玛投资

十二月 
阿科玛Altuglas 业务剥离
阿科玛宣布以 11.37 亿欧元的企业价值
将其 PMMA（丙烯酸玻璃）业务转给
Trinseo。这笔交易标志着集团转型计划
进一步发展，也展现了阿科玛到2024年
成为纯特种材料公司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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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家强大的公司，我们会在这场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



五月 
热塑性复合材料令人印象深刻
阿科玛获得了2020年JEC奖的双冠军。在与
Soudure Institute、Hexcel, Latecoere, 
和Stelia Aerospace公司合作过程中，阿科玛
集团凭借创新型高性能焊接技术，有效解决铆
钉所需的热塑性复合材料部件，赢得了航空类
奖项。第二个奖项是" Destiny project”奖项，
该奖由25,000名参与者投票选出，这是阿科玛
和Stratiforme工业公司联合开发的基于 Elium® 

树脂的热塑性复合材料火车客舱。这种价格合
理的客舱可以在使用寿命结束时进行回收，不
像热固性复合材料那种铁路行业使用的标准材
料，难以进行回收利用。

针和胶带。Blu Tack®

已成为Bostik文具系列
的明星产品，自1970年
推出以来，全球销量已
超过2.5亿包。该产品
在英国、南非和亚太地
区处于领先地位。在澳
大利亚，每五秒钟可以
卖出一包Blu Tack®。

九月

漂浮实验室——阿科玛
第四代Multi50 三体船
正式下水
阿科玛集团与Lalou Muti 的合作迄今已达8年，这款Multi50三体船正
是双方密切技术协作的结晶。凭借可回收的树脂、新型胶粘剂和清
洁能源等等，众多的创新材料和技术解决方案与大胆的结构选择相
得益彰。还有越来越多的创新材料和解决方案为建筑行业提供选择。

驾驶舱由复合材料制成，包括阿科玛的创新产品可回收的Elium® 树脂；采用波士胶的丙烯酸胶进行
组装，便于回收。驾驶舱位于X型舷外支架的侧后方，使船员在受保护的情况下进行操作，并有助于
降低重心。参与Grand Prix大奖赛时，可将甲板室拆卸下来，在单人赛事中提供卓越保护。座舱的
众多玻璃板都是由超轻且极耐冲击的PMMA 或同样可回收的“丙烯酸玻璃”制成，具有防刮防水涂
层；用于该玻璃板的全新ShieldUp® Flex 柔性薄膜摒除了对热成型加工阶段的需求。 

集团很多其他特种材料也对三体船的性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用于结构组装的波士胶结构粘
合剂，或是采用Kynar® 技术，从而在横渡大西洋的比赛中对能源消耗进行优化及可持续管理的新一
代锂电池。

十月
Elium® 树脂荣获Pierre Potier奖 
在法国经济和财政大臣 Agnès Pannier-Runacher 出席的仪式上，
阿科玛因 Elium®液态热塑性树脂荣获 2020 年 Pierre Potier奖，这
是复合材料市场上的一项颠覆性创新，用于制造100%可回收风力涡
轮机叶片。

九月 
屡获殊荣的生物基表面活性剂
阿科玛凭借其全新的 Sensio™ 表面活性剂系列，
在法国杂志 《Usine Nouvelle》 主办的可持续工
业大奖中荣获环境和自然资源奖。这些产品源自蓖
麻油，旨在打入洗涤剂市场，兼具清洁能力和起泡
特质，可打造出更高效的产品。由于该产品源自植
物且可生物降解，Sensio™表面活性剂为传统产品
提供独一无二的可持续替代品。

九月 
生物基 Pebax® 尼
龙弹性体——美津
浓Wave Rider鞋
的关键部分
日本著名的运动鞋和
服装品牌推出了Wave 
Rider 24系列鞋，这是
其新款旗舰运动鞋。

采用美津浓新的 
Enerzy 中底技
术，泡沫中嵌入
了Wave Plate。
波纹型中底片使
用我们的Pebax® 
Renew®生物基
聚合物，轻质、
省力、高回弹

七月 
Bostik的Blu 
Tack®

50年后仍具粘性Blu 
Tack® 是在英国实验室
中研发的新型密封剂，
它是一种可重复使用的
胶粘剂，可替代别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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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家强大的公司，我们会在这场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



切实履行社
会环境责任4 二月

阿科玛致力于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

九月
发行第一只
绿色债券
阿科玛成功发行了首
笔绿色债券，完全致
力于它在新加坡的新
世界级工厂的融资，
生产生物基Rilsan®

聚酰胺11，生产总值
3亿欧元，使投资者有
机会为特种材料的可
持续解决方案的开发
做出贡献，并确认了
集团在可持续性和创
新方面的领导地位。

十月
阿科玛——企业社
会责任的典范
阿科玛凭借其雄心勃
勃的政策和坚定的承
诺，在《华尔街日报》
排名中攀升至第 11
位，化工行业的第1
名，荣膺“最具可持
续管理能力的100家
公司”，彰显了集团
长期的价值创造能力。

阿科玛入选道·琼斯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数榜单
（DJSI），位列“化工”类第六名。 
该指数榜单享有盛誉，它根据标准普尔旗下SAM非
金融调查问卷进行评级，筛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最
佳的公司上榜。集团同时也入选道·琼斯欧洲可持
续发展指数榜单（DJSI Europe），在行业排名中
位列第二。

十一月

阿科玛为中国学校提供
干净的饮用水

十一月

阿科玛加入 道琼斯可持
续发展指数

Pragati项目的创始者-阿科玛，BASF， 
Jayant Agro-Organics和Solidaridad
组织-庆祝第一阶段获得成功并正式启
动该计划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将持
续到2022年7月。该计划在印度古吉拉
特邦实施，该邦拥有约占世界70％的
蓖麻子。阿科玛是全世界最大的蓖麻
油采购方，将蓖麻油用于生产Rilsan®

聚酰胺11。第一阶段包括年产13,000
吨的蓖麻子，由3,000名经过审核与认
证的种植农民种植。现在约5,200公顷
符合可持续的蓖麻种植法典的标准。在
用水量方面，与2016年相比，下降了
25％，同时收益提高了50％。到第二
阶段结束，将有7,000名种植农民获得
认证。

三月

Pragati项目
标志着世界
第一个蓖麻
子种植培养
项目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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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科玛正在根据《巴黎协定》宣布的2030年气候计划执
行落实，目的是致力于将全球变暖温度控制在2°C以内。
阿科玛已定好目标，即到2030年，争取温室气体排放量
比2015年减少38％

九月
阿科玛通过可持续回收利用，为风电行业提供支持
法国研究中心IRT Jules Verne领导的ZEBRA（Zero wastE Blade ReseArch）
项目的合作伙伴。

在该项目中，制造商和技术中心设计和制造了首个完全可回收的风力涡轮机叶
片，阿科玛凭借其Elium®树脂巩固了在热塑性复合材料市场中的关键地位。 
Elium®树脂材料是集团针对运营和生产研发的循环经济的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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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阿科玛的主要研发
平台之一，水处理一直
是阿科玛关注的核心领
域之一。阿科玛及旗下

特种表面活性剂领导者阿科玛-阿麦仔计划投入
40万元人民币，携手壹基金，支持“净水计划”
项目逐步落地云南省的10所乡村学校，预计于
2021年底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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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家强大的公司，我们会在这场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



/成果/ 

Bostik 奉行针
对化发展战略 

Bostik销售额增长

个国家

57

6,000

25.5%

Bostik 数据

家世界生产工厂

占阿科玛的销售额

员工

覆盖 50 20202014

€1.53 billion €1.97 billion 

建筑（用于建筑的胶粘剂和胶泥，DIY）和耐用品（用于工
业，运输，航空，家用电器等的粘合解决方案）已成为我
们最近的收购重点。我们调整战略设计，适应业务活动规
模，寻找在产品或区域覆盖方面具有良好互补性的公司，
或二者兼有，从而使我们有机会提供更广泛的解决方案。

市场扩大

胶粘剂和密封剂的全球销售

年增长

€  

4 %

€55 million 销售额 $
€10 million 销售额€30 million 销售额

PROCHIMIR
用于汽车，建筑，纺织
和医疗市场的高性能热
粘合胶膜（法国）

€30 million 销售额$30 million 销售额€3 million 销售额

CMP
地板制备解决方案
（美国）

NITTA-GELATIN INC.

用于卫生、包装和标签工业市场
(日本)的无纺布粘接产品

LIP
瓷砖胶粘剂、防水系
统和地板制备解决方
案(丹麦)

IDEAL WORK
用于建筑市场（意大
利）的高附加值装饰
地板技术

FIXATTI
高性能热固性粉末，
用于建筑、技术涂
料、电池、汽车和纺
织印刷行业(比利时)

CMC
与Cartell共同投资成
立合资公司CMC，生
产高性能氰基丙烯酸
酯胶粘剂（台湾）

11 million 投资

$15 million 销售额

DEN BRAVEN
绝缘和建筑用高性能密
封胶的领导者（荷兰）

€350 million 销售额

XL BRANDS 
地板胶
（美国）

$58 million 销售额

2020年收购Fixatti、LIP和Ideal Works后，我们的子公司Bostik
获得了重要的新资产，并拓展了解决方案组合和区域覆盖面积，
在胶水和粘合剂领域排名世界第三，Bostik战略总监Fernando 
Accioly-Menezes在采访中说道。

2017 2020201920182016

LIP和Ideal Works均于2020年加入了我们的消费者和建
筑业务活动，这就是很好的例子。

F.A-M. ‒ 不可否认，LIP是一个良好的品牌。它在丹麦的瓷
砖胶粘剂，地板密封剂和制备中排名第一，产品质量高，在专
业人士中享有良好的声誉。这将有助于我们打入丹麦市场，
同时利用相关渠道增加出口，特别是对瑞典的出口，我们在
瑞典有良好的企业形象。至于经营地板材料业务的意大利公
司Ideal Works，则以其装饰混凝土技术和在意大利已确立的
高端地位完善了我们的产品范围，我们现在也专注于在全球
范围内树立高端品牌形象。

7月，阿科玛完成了对比利时公司Fixatti的收购。该收购
如何与阿科玛的耐用品业务策略相契合？
F.A-M. ‒ 它为日益发展的特种热熔胶领域增添了新的亮点。
这些热粘合解决方案具有许多优点。它们是无溶剂产品，某
些类型是生物基的，并且由于更换了机械紧固件，它们可回
收利用性更好且重量更轻。Fixatti在欧洲和中国拥有180名

AFINITICA 
瞬干胶也称氰基丙烯酸
酯，用于电子和医疗设
备市场(西班牙)

自2015年被阿科玛收购以来，Bostik一直采取稳步收购战
略实现增长。这一发展路径的总体愿景是什么?Fernando 
Accioly-Menezes ‒ 阿科玛稳健的财务状况和利润率能支持公
司实现特种材料的外部增长目标。Bostik正在带头推动集团向
这个方向的发展。我们经营的部分市场现在仍然非常分散，有
大量中小型企业在同我们竞争，其中有一些企业非常成功。

五年来的稳步收购历程

1. DIY : do it yourself

员工，三个生产基地，在热粘合胶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此次收购之前，公司于2019年收购了Prochimir及其胶粘
膜技术。这两项业务提高了我们的特种热熔胶市场份额，
有助于我们打开新市场，提供更多的工业解决方案。

12月，Bostik投资1100万美元与台湾公司Cartell成立
了CMC合资企业。您能告诉我们更多信息吗？
F.A-M. ‒ 在2018年收购了西班牙初创公司Afinitica之
后，这更多是一项前瞻性投资，而Cartell已经与该公司进
行了业务往来。它旨在将创新型生产工艺用于制造氰基丙
烯酸酯单体，该配方用于快速固化，高性能和无味的胶粘
剂，用于工程胶粘剂领域（如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微型装配
体）的多样应用。这也是一个对工业性能有高要求的发展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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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家强大的公司，我们会在这场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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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特种材料的领导者，可聚焦三大互补、
强韧和高度创新的特种材料业务部门，即胶粘剂
解决方案、先进材料和涂料解决方案。
作为特种化学品的重要参与者，阿科玛利用其
扎实技术和专业知识来创新材料及行业解决方
案，以便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支持绿色发展。 

我们站在高性能，创新型，智能化材料开发的
前沿。研发让我们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我
们不断创新，满足当前需求，预测未来发展趋
势。我们研发的先进材料，作用于电池或氢能
汽车，可回收的风力涡轮机，以及为更轻便，
更高效的汽车服务。

我们还在努力提高材料的重复利用性，并提高
推广力度。

创新改变未来，创意铸造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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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未来



交通运输
轻质材料，可持续性，电池

城市化
阻隔、能效、模块化结构

环境
太阳能、风能、光伏、氢能、水处理、可再生资源

工业 4.0
3D 打印、小型化、智能材料

消费
定制化服务、性能、可持续性

我
们

的
挑

战
•

•

人口增长与
城市化发展
建筑物的
能源效率

• 轻质材料
(代替机械紧固
件)

/市场先进 
材料专业
知识的有
机结合/ 

创新型材料及可持续 性材
料的全球需求 
目前，随着世界发展，新需求不断：

• 交通运输（重量，稳健性，电池）
•

•

城市化（绝缘，节能，模块化建
设）
环境（太阳能，风能，氢能，水
处理，可再生资源）

• 工业4.0（3D打印，小型化，智
能材料）

• 消费（定制化服务，性能，可持
续性） 

为满足客户对高科技，轻便，生物基
可回收材料的需求，阿科玛不断发展，
扩展其业务组合，以扩大资产，增强
专业知识。这种持续不断的变革过程
有利于目标愿景的实现：即阿科玛发
展成为一家纯特种材料公司，专注创
新和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丰富的材料科学
专业知识
阿科玛根据过去的15年里开发和收购
的多种材料，打造了一套独特的解决
方案。在以下方面，我们是专家：

• 粘接材料
• 轻质，高效/生物基可替代材料
• 保护材料及其应用涂层 

所有这些技能都基于材料科学领域的
广泛专业知识，并结合了我们在聚合，
配方和应用方面的知识。丰富的专
业知识是阿科玛的业务核心，使我
们能够为电子，装饰工业涂料，建
筑和汽车制造等众多领域的高要求
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和独特
创新。

• 胶粘剂
• 先进材料
• 涂料解决方案 

胶粘剂
解决方案

市场

•

•

 环保涂料
解决方案
高性能涂料
（预防极端天气，
极度干旱）

涂料
解决方案

取决于范围

三大发展平台，  
相互协同
我们基于材料科学在三个相连且互
补的领域构建了专业知识：

基于独特的材料科学专识，阿科玛提供一系列全球领先的技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新
型可持续材料的需求。聚焦三大互补、强韧和高度创新的特种材料业务部门，即胶
粘剂解决方案、先进材料和涂料解决方案阿科玛提供尖端技术解决方案，以应对包
括新能源、水资源获取、循环利用、城市化和移动出行等方面的挑战。

我
们

的
专

业
知

识
 

•  轻便运输
• 可再生能源
• 清洁用水
•  生物材料，

回收利用
• 3D 打印 

先进材料

取决于范围

趋势

设
计

未
来

结
构

材
料

纳米科学
UV固化技术

添加剂技术

生物基材料

胶
粘

技
术

表面
保护

可
回

收
材

料

流变改性剂

表面科学

压电材料复
合

材
料

我们在这三个领域均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它们共同组成了特种材料平台，
为阿科玛长期的企业愿景奠定基础。
这三个平台的结合在化工行业中是独
一无二的，从而使我们在创新，商业
和运营效率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内部协
同作用。它还让我们具备出色的能力，
能够在变化的市场中为客户提供所需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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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材料助力我们向高效及可持续发展之路迈进



5. 

10. 

11. 

4. 
以Kynar Aquatec®乳液为基料的光热反射涂层具有耐紫外线老化、耐环境污
染和易于清洁等特点，用于白色屋顶表面,相比于传统涂料，长期光热反射效
率更高。

6. 
我们高耐用性粉末脂是油漆和保护漆的基本成分，最大限度
地延长潮湿环境下的金属表面寿命，包括外部支柱、屋顶和
混凝土钢筋。它们是可持续建筑中公认的优选产品。

Bostik 的 Axios™ Tri-linking™ 聚
合物技术可以轻松铺设实木地板
和墙面饰面。这些胶粘剂形成的
薄膜可以防止木材开裂，保护木
材不受潮，降低噪音，提高隔音
效果。

EthacrylTM 添加剂可改善水泥颗粒
的分散性，可将制备一立方米混
凝土所需水量减少30% 至 40%。
同样，它们也用于制造石膏板。

我们的 Forane 1233zd 发泡剂采用 HFO（氢氟烯烃）化学品生产，
用于制造具有高绝缘性能的泡沫板。此外，它的全球变暖潜能值仅相
当于 1 个二氧化碳当量，比上一代水基 HFC（氢氟烃）低 1,000 倍。

7. 
Bostik的平整隔热涂层是2 020 年推出的突
破性创新，含隔热效果显著的中空玻璃珠，
可在墙体和涂层之间形成热障，从而消除冷
壁效应，减少高达15%的能量损失。

8. 
Bostik的Panel Tack®底漆和密封剂系列产
品可用于各类外面板(包层，绝缘)安装，且
无需使用机械固定件。这一解决方案可消除
固定件产生的热桥，提高建筑的隔热性能。

9. 
Sartomer的光固化树脂为木地板和表面提
供持久的划痕和磨损保护，并结合高效的工
业紫外线应用工艺。硬化后不会释放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

提升建筑阻隔效果，扩大3D打印生产规模，优化锂离子电池和轻型运输。
我们在高性能材料方面的专业知识帮助阿科玛解决这四个关键市场的发展
和可持续性挑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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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气候危机和人口增长，建筑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建筑能源性能、资源效率和环境友好
型材料和工艺将是未来几十年的关键问题。 阿科玛 已将上述问题作为其创新政策的中心重点，并已致
力于为阻隔性更好、可持续，更舒适，更健康的建筑提供专家和个人解决方案。

1. 
暖边技术是高隔热双层玻璃的新全球标准，采用Siliporite®分
子筛与聚合物基质混合。通过减少窗框产生的热桥，该解决
方案提供了比传统双层玻璃更好的能源性能，是节能建筑的
基准。

2. 
Botik室内应用解决方案不含有毒物质，远超监管要求。水基 
密封泡沫(0%异氰酸酯，0%聚氨酯)，无锡硅酮密封和用于生
物基地板的胶黏剂不含溶剂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3. 
Synaqua®系列装饰性油漆脂由高比例的生物基材料制成—
在42%至74%之间，而新Syaqua®4856系列的高达96%。这
些配方源自非食品植物生物量，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
量也非常低，同时保持最佳感官要求。

26 / Arkema - Innovativ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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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打印/ 

无与伦比的解决方案组合

技术领先
阿科玛特种聚合物系列——生物基 Rilsan® 
聚酰胺 11、Orgasol® 聚酰胺 12、 Kynar® 
PVDF、Kepstan® PEKK——为 3D 塑料打印
的各种需求提供高性能解决方案，包括耐热
性、和机械性能（如耐疲劳性、柔韧性和抗
冲击性）
阿科玛集团旗下的沙多玛N3xtDimension®

解决方案提供一系列获得国际认可的用于UV
固化的特种树脂和光引发剂，可实现高速打
印、高精度、高透明，并且能够制造高度复
杂的空心结构。这些无与伦比的材料使阿科
玛能够通过三种主要的增材制造工艺来满足
客户具体的需求：选择性激光烧结 (SLS)、UV 
固化（SLA、DLP 等）和熔融沉积制造 (FFF)。

积极的研发战略

快速增长的工业应用
3D打印技术正以每年30%的增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 
增材制造不仅用于原型制作，而且越来越多地用于批量生产。
阿科玛材料是这一增长的推动力。 2020 大事记：

香奈儿的 Volume Revolution 和 Volume 
Stretch 睫毛膏，睫毛刷印有 Rilsan® 标识

HexR 定制打印骑行头盔，基于对用户头部
的扫描，由Rilsan® 中的蜂窝结构制成，以
确保出色的冲击吸收

Neubau 眼镜架，按订单定制，以减少交货
时间并简化库存管理

Fizik 的 ADAPTIVE 是一款超宽、舒适型鞍
座，适合骑行者。它由初创公司 Carbon 基
于 N3xtDimension 树脂中的蜂窝结构生产
而来。

Mighty Buildings 利用 N3xtDimension®光
固化解决方案和供应链模型，通过3D打印
和机器人自动化，创建美观可持续性的房
屋，彻底改变传统建筑行业。

在航空、健康、化妆品和运动等领域，3D 打印如今正广泛在小批量生产中应用，这些应
用充分利用了增材制造的独特功能：自由定制、快捷制作以及节省材料。阿科玛从一开
始就采用了这种技术，着眼于未来，开发一系列独特的材料和解决方案，市场规模同比
增长30%的同时，为所有创新领域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支持。

为医疗设备定制服务
3D打印在医疗领域应用众多，可用于生产矫形器、假肢
和植入物等，满足不同患者的个体需求。阿科玛作为这
一增长领域的关键合作伙伴(每年增长率达20%)，为其
提供医疗级别的专业材料。例如，XFeet增材制造平台
可生产Pebax®Rnew®制成的矫形鞋底，以及Rilsan®聚
酰胺11制成的新矫形产品。牙科修复方面，专家Dentca
于2020年获得FDA授权，可以使用N3xtDimension®UV
树脂生产定制部件。另一个医疗应用正在大规模生产。
同样在2020年，惠普集团使用3D打印技术生产了由
Rilsan®聚酰胺11制成的拭子，用于Covid-19检测。

PEKK 与3D 打印，完美组合
Kepstan®PEKK是一种性能卓越的聚合物，主要用于
航空航天中等严苛应用，PEKK兼具良好的机械性能、
耐热性和耐化学性，与其竞争对手PAEK不同，PEKK
易于加工，完美适用于3D打印在这个特殊领域，增材
制造在小批量生产复杂形状零件(空气分配器、轴承保
持架)时十分重要，因为它能够优化所用的原材料数
量。

感光树脂：沙多玛的展翅高飞

2020年，沙多玛收购了Colorado Photopolymer 
Solutions，这将助力其在大规模生产3D打印特种配方开
发方面的技术专长。该公司还与Continuous Composites
和Adaptive3D 这两家为3D 打印带来颠覆性技术的突
破性初创公司建立了开发合作伙伴关系和投资。

选择性
激光烧结

熔融沉积制造

液态树脂的UV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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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科玛于 1988 年凭借第一个快速原型制作应用进入 3D 打印领域，并迅速发现增材制造的工业潜力。
集团已将该市场为其创新政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并在其三个专门的发展中心开展了大量的研发工作：
King of Prussia（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灯丝挤压，Serquigny（法国）用于选择性激光烧结 和 Exton（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光固化。 集团的工程师已将印刷机制造商与终端用户的需求联系起来，以开发新的材料
等级——以及随之而来的制造生产和供应链流程，以支持日益多样化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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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离子电池/ 

阿科玛推动传统电池的转型

关键部位...

Z
Kynar® PVDF 
Kynar®PVDF的电压稳定性高，通过帮助活性颗粒与集流体
结合，在电极配方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其耐高电压和耐
电解质溶剂，它还用作隔膜涂层，从而提高电池的使用寿
命。这两个应用正在强劲增长。2020 年，锂离子电池成为 
Kynar® PVDF 的最大市场，Kynar® PVDF 仅占构成电池材
料的很小一部分，但对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减少碳足迹方面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Z
Foranext® 超纯电解质盐
在高压下比现有解决方案更
稳定，将有助于减少电池的
充电时间并增加其自主性。

Z
Graphistrength® 碳纳米管
将其少量添加到负极,有助
于电子流向正极并减少电池
充电时间

未来创新材料和电池的
新尖端实验室

阿科玛与电池生态系统的各方(学术研究、初创企业、
超级工厂、制造商)建立了越来越多的研发和工业伙
伴关系。阿科玛不断完善其配方，提供新等级特种
材料，致力于满足每一种应用的需求。展望未来，
集团正在开发新兴技术代替传统锂离子电池。为此，
公司于2020年在法国Pierre-Bénite成立了一个新的
尖端实验室，致力于开发新材料和创新工艺，主要用
于固态锂离子电池。该实验室是由欧盟资助建立的。

电绝缘...

电池组装...

到2050年，世界上一半的汽车将由电力驱动。所有领先的汽车制造商都加入了这场革命。
与目前3%的比例相比，2027年将有10%的新车是电动的(包括其中的33%混合动力汽车)。
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之一是提高锂离子电池的性能(充电时间，自动驾驶，重量)，这是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研发领域之一。
2020年，政府的扶持进一步增强了该领域的发展前景。作为电池生态系统中公认的知名品
牌，阿科玛凭借独特的高附加值解决方案组合，从电池内部到组装和电池管理，对这一领域
做出了重大贡献。

保护包…

模块内部…

热管理...

Z
Rilsan® 聚酰胺 11 
Rilsan®聚酰胺11兼具良好的耐温性、机械稳定性
和优异的防水性，被广泛用于制造电池包组内的
冷却水管。Rilsamid®聚酰胺12也应用于该应用。

Z
Rilsan® 聚酰胺 11 
具有优异的电气绝缘性能和成型性能，可作为母
排的保护涂层。这些刚性的母排连接器用于电池
模组之间，被广泛使用替代柔性的电缆，从而使
电池排列更加紧凑。这种生物基应用正在快速增
长。

Z
各种 Bostik® 胶粘剂和绝缘剂解决方案
可用于电子元件的封装、防止热桥、电池组
装和防水。

Z
Rilsan® 聚酰胺 11 
以薄涂层形式用于电芯之间的金属分隔板
上，实现优异的绝缘效果。

Z
Piezotech® 压电聚合物
用作传感器的“致动器”，用于监控电池充
电水平。

Z
Bostik® 特种胶粘剂
可用于将电池相互连接并连接到电池组外壳。

Z
Elium® 热塑性树脂
这是一种高性能复合材料基质，已成为越来越
多电池组制造商的首选。与钢材相比，这款产
品在重量上极具优势(见第32页)。

Z
Kepstan® PEKK
重量轻，电阻优异，可为高端电池组提供保护解
决方案。30 / Arkema - Innovative for Arkema - Innovative for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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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性能聚合物/ 

轻质运输材料 

Kepstan® PEKK：未来新星
航空工业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用热塑性复合材料代替金属部件。聚醚酮酮 
(PEKK) 是一种轻质材料，正在支持这种转变，它具有良好的刚性、机械性
能和耐热性（连续使用时最高可达260°C）。阿科玛是PEKK全球主要供应商，
以Kepstan®品牌销售。结合Kepstan® PEKK 和高性能碳纤维的复合材料，比铝
轻40%。它们可以更高效地生产飞机结构件，例如纵向支柱和圆形框架。

另外，由于生产高效，周期较短，它们被越来越多地用作飞机外壳的热固性
复合材料的替代品。此外，Kepstan® PEKK 特别适用于3D打印（参见第28-29 
页），飞机制造商使用它来制造形状非常复杂的零件。

Elium® 复合材料：
轻量化，且可回收用
于电池组
在电动汽车中，减轻重量的重点主要放在电池上，电
池占车辆质量的很大一部分（在纯电动汽车中通常为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市场中， 
Elium® 液态树脂为电池保护包提供了一种极具吸引力的
金属替代品。Elium®  玻璃纤维复合材料比钢轻 10-15%。
由于热塑性树脂的固化时间短，它们也比热固性复合
材料更适合汽车行业快速制造工艺。此外， Elium® 复合
材料的主要优势是可回收——这是当今制造商的关键区
分标准。

Rilsan® 生物基聚酰胺 11：
减轻重量，从车身到发动机
源自蓖麻油的生物基 Rilsan® PA 11为汽车设备制造商
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减轻车辆重量、降
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重大挑战。Rilsan® PA 11
具有比钢，铝和橡胶更好的耐久性和更轻的重量，可满
足交通运输行业中对轻质材料的需求。特别是，汽车制
造商使用它来制造卡车的发动机管、燃油管路和气动制
动系统。阿科玛利用其在PA 11方面的专业知识为不同
的高附加值应用开发提供特定的解决方案。例如，填充
碳纤维或玻璃纤维的Rilsan® Matrix复合材料旨在使用新
的创新工艺代替金属或与结构部件中的金属结合。
Rilsan®HT PPA具有优异的耐高温性能(可在135°C高温下
连续使用)。该产品作为金属的替代品，可广泛用于靠近
发动机的流体输送应用中，如冷却回路。

将汽车重量减少几公斤可以节省电力和燃料，减少碳足迹。随着二氧化碳排放标准日益严
格，在目前汽车和航空业的绿色交通竞赛中，找到减轻重量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阿科玛
凭借其在高性能聚合物方面的独特专业知识，将更轻的材料作为其创新的战略关键点。从
商用飞机的机身到电动汽车的电池，阿科玛制造的复合材料应用非常广泛，可以轻松地替
换金属部件，且不会影响其性能、安全性或耐久性。

将汽车的重量减轻 100 公斤，每 100 公里可节
省 0.40 升燃油和 10 克碳。

在飞机 30 至 40 年的使用寿命期间，将飞机重
量减轻 1,000 公斤可节省 6,000 吨喷气燃料或 
20,000 吨碳。

工业胶粘剂：
金属材料的替代品

车辆减重的另一个关键是连接技术。胶水和高
性能胶粘剂正在日渐取代螺丝、铆钉和其他机
械解决方案，在保证功能不受影响的同时减轻
重量。对此，Bostik的工业胶粘剂团队提供了
领先市场的产品线，例如，用于粘接塑料和金
属部件的结构胶粘剂解决方案。这两种材料因
为性质不同，很难用铆钉或焊接组装。Bostik
现在是热熔胶粘剂的世界领导者，热熔胶粘剂
使用粉末或胶连接组装织物或泡沫等柔性材料。
和传统胶粘剂相比，这些解决方案可节省高达
90%的原料。

主要供应商，在欧洲和美国有两大生产基地

Rilsan® 聚酰胺
是世界上唯一的

聚酰胺

Elium® 树脂是市场上

可用于制造可回收复合材料的
液态热塑性树脂。

阿科玛是PEK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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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阶段 
都必不可少
阿科玛的分子筛可用于炼油厂
和石化工厂的许多流程。将分
子筛装载在吸附柱中，用于干
燥和分离石油和石化产品，净

医用制氧机
分子筛辅助呼吸
Nitroxy®系列筛网正在改变全球数十万患者的生活。
它们旨在保留氮分子，将空气过滤到 93% 的氧气浓
度。而且它们是制氧机的关键部件，供患有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如阻塞性肺病）的人使用。这些医疗
设备在美国和中国普遍使用（在欧洲，患者倾向于
使用氧气瓶）。有适合家庭和医院使用的固定型号，
但便携式型号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见反面）。

Nitroxy® 系列筛网在过去几年中稳步发展，特别是在 
2020年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下，疫情导致的慢性
呼吸衰竭人数增加。作为服务全球70%市场的行业
领导者，阿科玛正调动工业产能来满足这一需求。

Nitroxy®  革命：
创新生活
开发更轻盈小巧的制氧机一直是制造商面临的主要
技术挑战，制氧机对于每天都需要它们的人来说至
关重要。 最近，出现了重约 3 公斤的新一代真正便
携的电池供电制氧机，恢复了这些患者的行动能力
和自主性，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这些“简化型”制氧机使用的是阿科玛开发的一种
特殊等级的分子筛，名为Nitroxy® Revolution。 
2020年，Honfleur工厂生产了近100吨这种分子筛。

石油和天然气

全球

制氧机

全球市场占比70%  

“静态”筛

全球市场份额

聚氨酯树脂

欧洲市场份额占比 75%

暖边
（双层釉粉）

阿科玛在分子筛市
场处于领先地位

明星产品
展示

分子筛的工作原理是，允许小分子通过，保留大分子，这
一过程取决于网孔的大小。 从微观层面上看，这些多 
孔材料由合成沸石和粘土的混合物制成，形成一个均
匀分布的三维网格。
它们在众多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吸附、干燥和分离功
能。阿科玛在该领域拥有悠久的专业知识，现已成 为
世界领先的专家之一，其品牌名称为 Siliporite ®。在
Honfleur（法国）和Inowrocław（波兰）工厂的持
续创新政策和生产能力的影响下，它能够为应用市场
提供高性能解决方案。

我们重点关注五种材料系列，推动未来发展。

Focus 1

/Siliporite ® 分子筛 / 

专业知识，
闻名世界 

化炼油产品。最重要的是，分子筛可以干燥天然气，天然气的含水量小于
0.1 ppm1才能以液体形式运输。这些筛子在每次操作后都会再生(水、硫
分子从筛子中被解吸，然后重新进行吸附循环)，现在它们的使用寿命为4至
5年。阿科玛是这个战略领域的世界第二大领导者。阿科玛与主要工业部门
协商，并不断调整产品，以满足不同类型应用的需要。2017年，Honfleur
工厂获得了一项重大投资(5700万欧元)，提高了一倍工业产能，生产用于
石化行业二甲苯异构体分离的分子筛

1. ppm：百万分之几

建造、包装
哪里可以找到“静态”筛？
低调但高效的“静态”分子筛以珠子或粉末的形式用于各种应用。
例如药品包装时，它们可以防止药物受潮，可以在阿司匹林管盖中
找到。在聚氨酯树脂的配方中，包含 2% 至 5% 的分子筛粉末，它

们有助于防止气泡的形成，并用于地板覆
盖物（体育馆、运动场、停车场等）和
汽车部件（方向盘、仪表板等）。静态
筛子也以珠子或粉末的形式存在于双层
玻璃窗中，吸收残留水分并防止温度变
化时起雾。在该领域，提供高
隔热性能的暖边技术（见第
26页）快速发展，它采用特
殊的“粉末”筛解决方案：
2020年生产了12,000公
吨静态筛。阿科玛在上

述所有有领域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包括
占据大约 33% 的聚氨酯树脂筛全球市场和 5% 
的欧洲暖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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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天然气、
石化

高性能材料助力我们向高效及可持续发展之路迈进



成熟的技术诀窍：  
四大涂料技术，
有助于显著减少VOCs1

阿科玛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投资于四种涂料技术的公司之一，拥有世界闻名的涂料解
决方案：

众多应用
我们有超过3000种上市产品，我们的树脂和添加剂可用于油漆、油墨和涂料的
配方，应用广泛，能满足各类功能要求和严格的法规要求。

2020年新增产能

在涂料市场，尤其是光固化树脂、
高耐久性粉末树脂和水性树脂的
全球平均增长约3.5%的推动下，
本集团通过定期投资以跟上需求
增长。仅在2020年，新增产能包
括：Clear Lake（美国）的丙烯
酸单体工厂、Navi 孟买（印度）
的聚酯粉末工厂、南沙（中国）
的光固化树脂工厂和Chester
（美国）的流变助剂工厂。

室内装饰

外部面板保护 保护性海洋表面

保护金属基础
设施和工程

铁路车辆和设备

工业木器涂料
（地板、家具）

建筑和道路

功能性表面
（粘合剂、纺
织品、地板、
皮革等）

电子设备
（智能手机）
的保护

喷墨打印

特种添加剂:
用量少，
附加值高
制造商可在配方中放入少量添加剂，从而调整油
漆和涂料的性能。凭借CoapurTM、CoadisTM、 
EcodisTM、RheotechTM、visatexTM、ThixoTM、 
CrayVallac®和Orgasol®等商标，阿科玛展现了
该领域的前沿专业知识，为其树脂提供强大的配
套产品：流变性添加剂，用以改善树脂的流动性
和流平性，以及颜料和矿物填料的分散，纹理，消
光，抗磨，流平，出砂等效果，能够满足日益增
长的性能要求，适用于各种规格。此外，2019年
收购Lambson的举措促使Sartomer巩固其UV技
术核心参与者的地位，还提供了大量光引发剂和
相关专业知识。这些添加剂将光转化为能量，用
于固化客户配制的UV树脂。

1.有机化合物

水性树脂，包括一系列旗舰产品，如Synaqua® 系列，含有高水平的生物基
材料，用于油漆或内墙涂料应用；Encor® 系列用于混凝土屋顶和内外墙的持
久保护；Kynar Aquatec® 乳剂用于冷屋顶系统（参见第26页）。

高固体分树脂（高达90%），如果在应用时稀释，可提高运输过程中的
能源效率及工业效率，同时满足法规要求(含生物基成分，不含限制级化合
物)。该产品源于Synolac®，Synocure®，Gelkyd®和Unithane®系列，适用
于各种工业涂料应用。

光固化树脂（100% 固体），得益于子公司Sartomer在世界市场的领导
作用，阿科玛在这方面拥有经久不衰的公认专业知识。这类树脂在紫外光
下会立即硬化，且产品采用无溶剂配方，在建筑、汽车、电子、化妆品和
包装行业的金属、纸张、工业木材(家具、地板)涂料领域，展现独家定制
的高级性能。

粉末树脂（100% 固体），例如Rilsan®Fine Powders粉末涂层用于输送
水或工业流体的管道内壁；或具有低固化温度的Reafree®聚酯树脂（热固
性树脂），用于各种建筑和工业金属和木材涂料应用。

汽车内外表面，
包括光学元件

关键数字

亿元€
2020销售额

家生产基地

研发支出（销售额百分比）

2020-2024 年平均有机增长

用于化妆品
和食品包装
的保护清漆
和油墨

Focus 2

/ 树脂和涂料 / 

独特的产品系列
从装饰涂料到用于金属、木材、塑料和混凝土的工业涂料，阿科玛的涂料产品范围非常
广泛，包括改善光泽、保护表面免受损坏以及提供特定功能。

阿科玛的涂料解决方案由丙烯酸制成，丙烯酸的性能优异，是制作油漆、油墨和涂料的主
要树脂。阿科玛是油漆和涂料材料制造商的全球市场领导者之一。我们不断发展，帮助合
作伙伴在可持续性、应用性能、创新、节能和工业效率方面达到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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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验室和技术专业中心

帮助我们的市场
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的树脂和添加剂，加上我们在所有当前技术中
的专业知识，使我们能够帮助配制油漆、油墨和涂料的客
户找到更可持续和环保的解决方案。在消除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方面，我们的产品远超监管要求。除此之外，我们在
市场重大趋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发展高固化树脂，降低
固化温度和应用速度，这些都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
由于阿科玛使用生物基原材料并关注所用碳的来源，我们
(包括工厂和供应商)在低化石含量配方开发方面也处于领
先地位。”

Jean-Christophe Leveugle，涂料树脂战略营销全球总监

高性能材料助力我们向高效及可持续发展之路迈进



可持续创新
投资策略
阿科玛是PVDF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在三大洲都有生产设施，这些地区
的Kynar®市场正在不断增长。阿科
玛在Pierre-Bénite（法国）、 
Calvert City（美国）和常熟（中国）
设有工厂。

Kynar®欧洲和全球氟聚合物产品总
经理David Silagy表示:“集团十年来
一直在推出雄心勃勃的发展政策，持
续支持关键PVDF市场的研发投入，
并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支持。

阿科玛的产能不断增长。阿科玛一直
以来奉行积极的投资政策，不断扩大
产能。最近一次是2020年底，得益于
在常熟新建的一条生产线，服务于电
动电池市场的产能增加了25%。
2021年初，我们宣布进一步提高常熟
Kynar®氟聚合物的产能，预计将于
2022年底前开始启动。”

冷屋顶 
替代空调的
环保创新方案
冷屋顶在气候变化的时代正强势增
长，可利用白色屋顶反射太阳辐射
并保持室内凉爽。Kynar Aquatec® 源
自Kynar 500® PVDF技术，防紫外线
和抗污能力强，可作为透明保护涂
层应用于水性涂料。

该产品可优化白色屋顶的能源效率
和寿命，最高可达25年。

锂离子电池
绿色交通发展的核心
电动汽车的兴起推动了全球锂离子电池研发竞赛。Kynar® PVDF
作为电极粘结剂和隔膜涂层发挥着关键作用(参见第30页)。这个
迅速扩张的领域还包括智能手机、电脑、无人机和电动自行车的
电池，现在是Kynar®产品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不止如此，还有 
半导体、
太阳能电池板、
聚乙烯等 
Kynar®产品是高风险应
用的首选材料，例如在半
导体制造中需要能够在不
影响其纯度的情况下输送
液体，或者在化学和食品
行业中输送腐蚀性流体。 
Kynar®产品还用作太阳能
电池板背面的保护膜和聚
乙烯生产的高效加工助剂，
可以提高他们加工效率和
可回收性。

建筑涂料
永葆青春的秘诀
50 多年来，Kynar500®树脂一直为世
界各地众多建筑物的金属结构提供保
护——包括卢浮宫金字塔和温布尔顿
中央球场——使它们免受由天气和污
染造成的破坏。 这是Kynar® 产品在初
期阶段的主要应用，目前在建筑领域
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重要的
是，实现了可持续增长。

超滤
水处理
Kynar® 超滤膜
对抗水污染
机械超滤系统越来越多地用于水处理工
厂和便携式饮用水装置。这些技术包含 
PVDF 过滤膜，阿科玛也为此提供了特定
的高性能亲水性 Kynar®。其他类型的过
滤膜也由 Kynar® 产品制成，用于制药行
业的活性成分过滤，该应用在2020年出
现强劲发展势头。

“Kynar® PVDF 的销售额持续
稳定地增长。
紧跟锂离子电池的快速发展，
所有应用市场都在为这一良
好态势做出贡献，未受2020 
Covid-19疫情的影响。

David Silagy，
欧洲总经理兼全球含氟聚合物产品经理

高性能材料助力我们向高效及可持续发展之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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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3

/Kynar® PVDF/ 

卓越材料
的全方位发展
Kynar® PVDF具有卓越的耐用性、耐化学性、耐UV老化和耐热阻燃性能，且易
于加工。自1948年被发明合成以来，PVDF氟聚合物凭借优异的性能广泛应用
于各种领域。1960年代，在肯塔基州的卡尔弗特市工厂开始商业化生产之后，
PVDF以Kynar®的注册商标得到广泛推广和销售，现在已成为全球市场领导者，
是阿科玛的主要业务增长动力之一。



波士胶是全球胶水和胶粘剂市场的第三大供应商，
坚定地以创新和可持续解决方案为核心，致力于满
足注重产品性能和环境保护的市场需求，包括建筑、
包装、各种工业和卫生产品。作为阿科玛的主要子
公司，波士胶以集团强大的投资实力为后盾，在各
个领域都享有稳固的地位和强劲的增长势头。

/ 可持续胶水和胶粘剂 / 

世界市场领
导者的解决
方案和想法

消费与建筑
通过其知名的 B2C 品牌以及建筑专业品
牌（材料制造商、安装商等），波士胶
的产品组合包含数百种胶水、填缝剂、
密封剂和技术材料，为世界各地的可持续
建筑提供服务（见第20页）。其战略基
于提高建筑能效，去除有毒化合物，超
越监管要求，并在 2020 年通过两次重大
收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战略（参见第21
页）。

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正在重新洗牌包装胶粘剂市场。向
可持续解决方案（生物基、可堆肥、可回收等）的转变
是我们先进封装业务的绝佳发展机会，该业务历来控制
着4-5%的市场份额。我们拥有广泛多样的技术和公认的可
持续发展创新政策，因此，在应对这一挑战时有显著优势。
波士胶是第一个提供聚氨酯复合胶粘剂的公司，经认证，
这种胶粘剂与回收聚乙烯兼容(食品包装中最广泛使用的
塑料材料之一)；我们的Kizen®技术可减少高达20%用于
纸箱密封的材料；我们正在开发一种特殊的热熔胶用于可
堆肥包装。

这些前景广阔的细分市场增长迅猛，财务业绩显著改善，
足以反映集团的良好发展态势。”

Richard Lelièvre，波士胶先进包装高级副总裁

Focus 4

耐用产品
汽车工业、铁路、航海和航空中的结构性胶粘剂；建
筑密封防水；电子产品和电池的组装……波士胶研发多
种技术与材料，为需要固定或胶粘剂解决方案的行业
领域提供高水平附加值产品，延长产品使用寿命。集团
针对蓬勃发展的市场制定了发
展和收购战略（参见第20页），
专注于清洁技术，例如特种
热熔胶的研发，在该领域集
团目前已成为全球市场领导
者。

无纺布/卫生用品
随着天然材料使用的增加，纸尿裤和其他卫生用品在
重量、舒适性和可持续性方面正在取得稳步进展。
波士胶是这个不断扩张的庞大市场的主要合作伙伴，
预计在未来五年增长20%。其热熔胶解决方案提供核
心组装功能，能决定成品的坚固性，消费者的舒适性
和安全性，以及生产机械性能。波士胶与世界各地的
制造商合作，致力于提升胶粘剂质量，帮助客户优化
基材用量，并根据新的生物基材料(竹子和棉纤维，
玉米淀粉制成的塑料等)的化学表面特征调整配方。

工业胶粘剂：
投资清洁技术

波士胶在世界包装
行业新秩序中的作用

先进包装
食品包装、标签、贴纸、纸板箱……在众多的工业
包装市场中，对胶粘剂和固定解决方案的需求大，
同时通常带有具体要求，并随着新的环境标准迅速
发展。包装材料的可持续性和可回收性、生物来源
和可再生胶粘剂的使用以及可堆肥包装现在是制造
商及其客户期望的核心。

波士胶在这些专业市场中享有卓越地位，占全球销
售额的4-5%，波士胶的创新发展战略使之成为包
装行业环保转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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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耐用品业务占波士胶销售额的 40% 以上，涵盖从
智能手机到汽车保险杠的运输、制造和制造产品组装等
数千种应用。我们有一个动态的发展战略，通过对17项
关键技术投资以及与阿科玛内部其他活动垂直整合，例如
利用某些材料的工业协同效应，将我们的销售和营销方
法整合到某些市场。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在最活跃的领域
实现稳健增长，比如在汽车电池领域，我们使用了七到
八种不同的技术，在建筑密封和防水(门、屋顶、双层玻璃
等)，甚至是消费类电子产品领域都实现了增长。”

Guillaume Desurmont，
波士胶全球耐用品高级副总裁

高性能材料助力我们向高效及可持续发展之路迈进



随着化石资源的枯竭，使用生物基可再生环保材料对于工业和公众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重要，因为它具有可持续性。在这方面阿科玛生产的PA  11很有优势，阿科玛是唯一
一家拥有PA 11的公司，PA11的生产历史已经超过70年，且在Sezairquigny（法国）原厂
使用蓖麻籽进行生产。
Rilsan® PA 11是100%生物基高性能材料。它的重量、强度、耐温性和使用简易性可媲美
甚至优于石油基长链聚酰胺。Rilsan® PA 11独特的产品性能使之成功应用于包括汽车、
水管甚至运动设备等越来越多的行业中。

/Rilsan® 聚酰胺 11 / 

100% 可再生的成功故事

Pebax® Rnew® 弹性体：
为运动员打造的
生物基产品
PA 11也可用于制造Pebax®Rnew®弹性体。
通过结合刚性PA 11硬段和柔性聚醚柔段获
得， Pebax® Rnew® 弹性体在体育界大获成
功。
由于质量轻(比其他弹性体轻20%)、耐冲击、
耐用和能量回馈等特性，该产品得到了制造
商的一致认可。

这种独特的材料在许多足球和跑鞋的鞋底证
明了它的价值。例如，肯尼亚混合性别马拉
松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布里吉德·科斯盖
(Brigid Kosgei)在赢得2020年伦敦马拉松比
赛时就穿它。Pebax® Rnew®弹性体优异的耐
寒性也使其成为滑雪靴（Scarpa）的首选材
料。一些Pebax® Rnew®产品用于制作生物基
防水透气膜和高性能服装，如滑雪服(如图)。

阿科玛是世界领先的
蓖麻加工公司

从采购到回收，
循环经济的首选材料
生命周期分析发现，生产PA 11排放
的二氧化碳总量比生产石油产品少
35%到40%。

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 Rilsan®产品
可以实现真正的回收，集团正努力
在 2022年底前与客户共同实施
Virtucycle计划（见第46页）。

生产能力

到 2021 年底！

阿科玛的业务覆盖整个生产链，从
蓖麻油制成的氨基11单体到聚酰
胺11，生产厂址位于Marseille, 
Serquigny（法国）、Birdsboro 
（美国）、常熟和张家港（中国）。

为了满足亚洲的增长需求，我们在
新加坡裕廊岛开设了新一代工厂，
将于2022年初实现50%的增长。
这是集团过去五年进行的价值超
5亿欧元的投资中，最大的一次投
资。

Rilsan® Fine Powders
用于饮用水管道涂层取
代不锈钢管路，因为不
锈钢在制造过程中会排
放更多二氧化碳。

Rilsan® 产品可以挤出纺
成长丝，以制造用于运
动用 品 的 纺 织 品 ， 例
如 NOSC 品牌的瑜伽服
和 On Running 的新型 
100%可回收Cyclon 鞋
（参见第 46 页）

汽车、石油和天然气、水系统...
令人难以置信的 Rilsan® 应用范围
Rilsan® PA 11 有不同的规格，为不同行业应用提供高性能生物基
解决方案。 这种 100% 可再生聚酰胺发展势头强劲。

在石油行业中，它保护
水下管道不受腐蚀，该
管道长达2,500米，与
海上平台相连。

在汽车行业中，Rilsan® HT
聚酰胺具有优异的耐高温性，
连续使用温度达135℃，所以
受到越来越多的汽车供应商
青睐，用来代替金属或橡胶，
被广泛用于发动机周边的应
用。

特定的 Rilsan® 系列越来越多地用于电动汽车
电池，冷却电路和电气导管。

最近，由于其对高达700巴的压力环境和极
端温度波动的特殊抵抗能力，它被开发用
于氢燃料汽车上储氢罐的内衬。

Focus 5

Rilsan® Clear 透明尼龙也已上
市多年，用于制造眼镜框架、
智能手机外壳和家用电器。

粉末状的 Rilsan® 聚酰胺出色
的应用特性也使其成为各种 
3D打印工艺的首选材料（参
见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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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制造商而言，迈向循环经济的第一步是在工厂层面，即通过选择和流程
优 化 。 几 年 来 ， 阿 科 玛 在 1 4 7  个 工 厂 推 出 两 项 重 大 转 型 计 划 。 

“ArkEnergy”的目标旨在 2012 年至 2030 年期间将集团的净能源消耗
降低 20%，而“Optim'O”计划则将 2012 年至 2030 年期间污染物

排放量减少 60% 作为目标。阿科玛在不同战线采取措施，进行技
术改进，严格实施操作，全体员工参与，更换或调整流程，并

阿科玛位于价值链的中心，为合作伙伴和客户引领方向，设计材料与解决
方案，助力循环经济的发展，减少材料的使用量，延长客户成品的生命周
期，提高材料和组件的可分性、回收性和可降解性。这些方法融入了集团
的整个创新政策，并反映在阿科玛五大战略创新平台之一——自然资源管
理。集团的许多解决方案已经为此做出了贡献：

Kercoat® 和 Opticoat® 技术使可回收玻璃瓶的使用寿命延长了三倍，我们
的 Kynar® Aquatec 涂层为反光屋顶提供了耐磨保护，同时将空调需求降低

了 30%，以及Cecabase RT® 添加剂最多可将道路沥青中的再生骨料含量增
加 15%。产品寿命和可回收性问题现在出现在生态设计阶段，这影响到整个价

值链，尤其是供应商、客户和其他合作伙伴。
阿科玛凭借其 100% 可回收的 Elium® 热塑性树脂创造了一种颠覆性的新产品，集团目

前正在投资开发其高性能聚合物的回收工艺和工业方法（参见第 46 页）。

实施恢复循环和产业整合。 阿科玛还全力投资提高效率第三 
个重要举措——减少和回收垃圾及副产品（见第 47 页）。

现在市场对基于可再生原材料的解决方案有着
强烈的需求，这也逐渐成为消费者的选择标准。
阿科玛是该领域的先驱。70多年来，其阿科玛
100%生物基的Rilsan PA11 大获成功，被广泛
应用（参见第42页）。它由蓖麻油制造生产，而
阿科玛是世界上最大的蓖麻油购买者。蓖麻种子
由印度古吉拉特邦的数百个小生产者在边缘土
地上种植，不影响粮食作物的生产，同时最大
限度地减少用水量。除了占集团可再生资源产
品销售额 40% 的 Rilsan® 系列产品外，阿科玛的
生物基产品还包括 SensioTM 特种表面活性剂、
用于醇酸基装饰涂料的 Synolac® 和 Synaqua®

树脂、Vikoflex®环氧增塑剂和Bostik® 热熔胶。
本集团现向供应商评估其采购的产品中可再生和
循环材料的比例。

提高生产效率
简化生产流程2

>>>

/采购、流程、产品 / 

循环经济三要素
面对资源稀缺和减少环境足迹的需要，目前所谓的“线性”经济模式——提取、
生产、使用、处置——已经达到极限。阿科玛在材料加工领域发挥着核心作用，
并将循环经济当作可持续增长战略重点。为了推动这一决定性的转变，本集团正 
在三个方面采取行动。即原材料的选择，寻求推广可再生和循环材料；优化生产
现场的资源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和简化流程；一系列重点关注可持续和可回收应
用的解决方案。

选择使用并推广可再生及
可循环的原材料 1 3生命周期分析：

衡量产品的环境影响

为了引导行业政策朝着可持续的解
决方案发展，阿科玛参与了系统性
的生命周期分析(LCA)过程。这种科
学方法包括量化给定产品与其生产
相关的所有环境影响（原材料、能
源、排放）。阿科玛应客户的要求
提供这些数据，使他们能够在整个
价值链中计算市场推出产品对环境
的影响。在集团内部，专家团队正通
过从集团业务部门和供应商那里收集
数据来研究这一方法。该项目发展
迅速，目标是到 2023 年覆盖集团销
售额的50%，并最终覆盖整个投资
组合。

提供可持续和
创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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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投资研发，阿科玛的Elium®液态树脂在循
环经济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Elium®液态树脂，这
种热塑性材料具有轻便性、高强度和耐用性，为回收
大型复合材料部件开辟了新的方向。在使用寿命结束
时，它们可以低成本粉碎和解聚，并且由于保留了相同
的特性，材料可以重复使用。这种特性使Elium树脂成
为风能、航空等先进领域中越来越受欢迎的替代品，
这些领域的主要制造商正在与阿科玛合作，将回收过
程工业化。

未来产业
除了这项杰出创新之外，该集团还主动与客户及合作
伙伴为先进材料（如 PVDF 和高性能聚酰胺）创建回
收渠道，这些材料是Virtucycle® 项目的主题，该项目
于2019年与全球聚合物再生专家 Agiplast 共同启动。

工业废品进入循环

阿科玛一直在生产流程的下游价值链中寻找回收
废弃物和副产品的方法。
“截至2020年，集团回收了35%的废弃物。”安全与
环境副总裁Jean Morch解释道。“在焚烧过程中，有
近14万吨废弃物被用作能源或其它产品的原材料。”

在化学制造业中，废弃物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阿科
玛集团去年产生的40万吨废弃物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的主要价值来源。因此，回收废弃物的比例在未来数
年将会进一步增加。

他补充说:“我们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尽可能利用新
的可修复和可回收资源，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发展新的
合作伙伴关系。”尤其是某些类型的废弃物可加工成
用于其他领域的产品，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进步空间。

回收部门

例如，几年来，阿科玛Mont工厂单体净化产生的含钠水
一直被工业造纸厂用于制造牛皮纸和硬纸板。在Lacq，
硫渣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脱硫石膏现在被用来制造石膏
板。2020年，14500吨脱硫石膏被重复利用，避免了
被送往垃圾填埋场的命运。同样，在Jarrie（法国）含
氧水生产线中，使用过的二级过滤器中的钯现在被回收
并用于制造一种现场使用的催化剂。Jean说:“自2019
年以来，我们一直在阿科玛的工厂进行循环生产，并与
来自业务线、采购、研发和流程的多学科工作组的合作
伙伴进行协调。”

在循环经济中，(几乎)没有什么会被丢弃，(几乎)一切
都可以被重复利用，只要你投入努力!

“我们正在逐一确定可回收材料的来源——从我们客户
工厂的生产废料开始，”阿科玛可持续供应经理 Noël 
Zylberfarb表示。我们正在构建不同的回收模式：在
“闭环式”循环中，自动回收的聚合物(经过研磨和净
化)会被重新引入生产线，而“开环式”循环是指阿科
玛在市场上销售含有一定回收材料比例的聚合物。

生态设计获得动力

与此同时，我们更加关注成品的设计，必须从一开始
就考虑到循环性问题。“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核心要
素——循环利用，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举措，即在可能
的情况下，向单一材料产品方向发展，如果做不到这
一点，则对不同的组成部分进行分离。”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使用的材料，包括添加剂、涂
料和胶粘剂不会对回收或分离造成任何障碍，反而能
充分发挥自身特性的优势。

“尤其要注意选择不含有害物质的材料，这对于回收
流程来说十分重要。”Noël说。

这种向生态设计原则的转变需要思想上的变革，阿科
玛正努力将这一变革影响自己的团队和合作伙伴。

著名的旋风赛车鞋(见反面)从原材料选择到产品报废
都体现了生态设计和良性伙伴关系，并得到了创新商
业模式的支持。

生态设计，
回收利用，
近距离产品观察
作为高性能材料领域的全球专家，阿科玛利用其创新专长与客户合作创建工业部门，使
这些材料能够得到回收和再循环使用。

Cyclon
助力循环经济向前迈出一大步

瑞士制造商 On Running 于 2020 年推出的 
Cyclon 鞋，该款鞋子轻巧、时尚，专为速
度而设计，它也是世界上第一款100% 可回
收的鞋。事实上，你不是在买鞋——而是从
制造商那里租一双鞋子，一旦鞋子磨损，
制造商就会把它们拿回来！与阿科玛合作设
计的 Cyclon 鞋完全由Rilsan® PA 11 制成，
包含鞋舌，胶粘剂以及鞋底。整只鞋都可
以进行熔化并重复使用制作新鞋。

Focus 6

阿科玛研发了一种热塑性树脂，
这标志着现在可以制造完全可回收的风力涡轮机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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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创新 /

工作网络
促进快速、良好发展 

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开放式创新的讨论，
它在阿科玛如何运作？

Denis Bortzmeyer ‒ 开放式创新一直是阿科玛思维的一部分。
我们的研发植根于开放和协作。用于合作研究的公私平台是
真正的催化剂，我们可以在这里集中资源，共享先进设备，
并汇集互补领域的广泛专业知识。我们认为走出去寻找“智
力资本”很重要，而阿科玛与大学研究人员和大型实验室建
立的越来越多的高水平科学计划恰恰反映了这一点。在流程
下游，与大型工业部门的公司的合作项目是无可替代的。我
们的主要研究项目——无论是涉及复合材料、氢、电子、电
池还是其他技术——都是与应用合作伙伴、研究所、初创企
业、中小企业或大公司一起进行的，这些合作伙伴都以其在
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而闻名。在我们看来，将不同的生态系
统结合在一起是满足每个市场需求、取得项目成果、更快走
向市场的最佳方式。

具体而言，您如何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
D. B. ‒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在法国，2020 年初，阿科玛与初
创公司 Nexoon 和位于梅茨的 M2P 技术研究所 (IRT-M2P)
联手，开发了一种使用复合材料组件的新模块化建筑概念。
阿科玛提供其 Elium®  树脂，这是世界上唯一可用于制造可回
收复合材料的液态热塑性树脂，而 Nexoon 则提供其在模块化
建筑建造方面的专业知识。

IRT-M2P拥有出色的专业知识和设备，可以使用挤压工艺开发
配置。同样，树脂也是另一项合作的关键，这次合作旨在制
造 第 一 个 完 全 可 回 收 的 风 力 涡 轮 机 叶 片 。 阿 科 玛 作 为 
Zebra 联盟 (Zero wasteE Blade ReseArch) 的一员，正在应
对这一挑战，同时这是一个由南斯附近的 IRT Jules Verne 研究
中心领导的顶级项目；Zebra联盟包括领先的制造商和技术中
心（CANOE、Engie、LM Wind Power、Owens Corning 
和 Suez）。我们还在亚洲和美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丰富
的研发活动。

您如何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设计融入合作项目中？

D. B. ‒ 在过去几年中，可持续发展的一直是我们创新战略的指
导原则。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对环境的长期承
诺方面保持着良好的记录。以 Zebra 为例：该项目与阿科玛为
其运营和产品创造循环经济的政策完美契合。当我们开发新
材料时，应该以循环利用（以及更广泛的生态设计，包括产品的
整个生命周期）为口号。目前，我们70%以上的专利在某种程
度上与可持续发展有关。我们的研发工作的共同点是专注于负
责任的创新，为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提供解决方案。

阿科玛正在通过创建有针对性的协作项目来设计未来，该项目
涉及 一 系 列 技 术 领 域 的 合 作 伙 伴 。 在 研 发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负 责
人 Denis Bortzmeyer 看来，这是充分满足市场需求的唯一途径。

Start-up Connect
携手初创企业促进
责任创新
Start-up Connect是一个新的全球
性项目，于2020年底启动，我们邀请
了研发先进材料的初创企业与阿科玛
建立特殊研究伙伴关系，以便让他们
利用阿科玛的技术与资源。通过为这
些创新提供技术或财务支持，Start-
up Connect成为阿科玛在责任创新
生态系统中发展的战略组成部分。
这些初创企业可以从阿科玛的全球
影响力、对市场和应用的出色了解
以及开发安全且具有竞争力的化学
品业务的能力中获益。他们还可以
使用集团在法国、美国和亚洲的15
个研发中心的科技资源。该生态系
统旨在鼓励汇集专业知识，促进创
新和区域经济发展。

阿科玛在2020 年 
申请专利数量。 
申请专利能够保护我们的专业知识，
扩大我们在五大研究平台的学科影
响力，这些平台都有关当今世界面
临的主要挑战：新能源、自然资源
管理、电子消费产品解决方案、轻
质材料和设计、房屋节能与阻隔。

得益于专家合作伙伴， 
Rilsan® PA 11 正在纺织行业
寻找新市场
我们的研发团队希望通过Rilsan® 
特种聚酰胺系列赢得纺织行业的
青睐，该系列源自蓖麻油。这是
由技术和工业合作伙伴关系推动
的渐进式创新的一个良好范例。

70 多年前，Rilsan® PA 11 发明时，
最初应用于内衣行业，现在致力于拓宽应 
用范围。“我们希望实现多元化传统纺织品
市场，并利用生物基聚酰胺增加附加值。Rilsan® 
PA 11以其独特的性能在体育运动、汽车、奢侈品
等市场中被广泛应用，这些性能使它也能够应用于
服装行业的许多其他领域。”Cerdato 的研究工程师 
Stefânia Cassiano-Gaspar 说道。市场提供了重要的销
售机会，阿科玛正在亚洲进行重要的工业投资，以提高其
聚酰胺 11 的产能（见第 42 页）。

整合大量不同的流程是一项艰巨的技术挑战。“我们正在
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从技术上讲，
这是一个要求极高的市场。你必须掌握制造过程的每个阶
段，从纺丝，到织造和染色，以确保我们为开发人员和客
户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

例如，在纺丝阶段，我们能够在法国图尔昆的
欧洲创新纺织品中心 (CETI ）进行纺丝中试。
无论是从制造角度还是从纺丝的质量（例如其
可回收性和碳足迹）来看，这种合作关系有助于
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工艺过程，充分利用PA 11。这也是现
在客户特别关注的问题。”

Stefânia Cassiano-Gaspar

本次采访也是为阿科玛研发副总
裁 Christian Collette 准备的，他于 
4 月 24 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他曾在
研发部门工作 15 年，由于对世界的
独到看法和理解，在阿科玛创新和发
展政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
杰出的品质和人格让我们铭记于心，
我们在此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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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材料助力我们向高效及可持续发展之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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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所有的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
公司项目中来，我们的价值观——简洁、团结、
责任和绩效——体现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

集团内部，员工是我们最强大的资产。我们努力
用价值观和各种项目留住他们，促进员工发展，
并吸引世界各地的新人才。我们切实采取行动，
促进多样化、性别平等、就业机会平等，提高在
公司办公和远程办公者的生活品质。

对外，我们参与了许多慈善活动，支持教育事业
团体，帮助弱势青年融入社会和人道主义项目。

我们在材料科学方面的专
业知识是基于我们希望尽
可能广泛地推动行业共同
进步的愿景。/

50 / Arkema - Innovative for 

创新促进
人才发展



你觉得自己应该在职业生涯中前进吗?不要因为你是
女人而止步不前。”这些话会让你反思，但对
Mélanie Jourdain来说，这不仅仅是个人建议，它
被集团人才副总裁当作阿科玛发展的核心原则之一。
这位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于2005年加入阿科玛，正值
阿科玛成立分公司之前。因为她说“我想体验一个
新团队的成长，观察它是如何形成的。”在过去的
15年里，她担任过各种职务，从开发工程师到氟化
学品欧洲总经理，与执行委员会合作采购和战略规
划。在这段时间里，她从自己的职业和团队中备受
鼓舞。“这个团队让我意识到这些职位是我触手可
及的。越来越多的女性担任业务线上的管理和行政
职位。这是一个全球目标，我们所有人都会参与其
中。”在公司里，有许多职业发展的成功案例，尽
力确保女性与男性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机
会。这些核心原则和同工同酬的原则构成了集团非
歧视章程的一部分。

帮助女性成长
数据说明一切。目前，集团 25.3% 的员工是女性，
中层管理的女性比例上升到 34%，为 2030 年女性
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比例提高到 30% 的目标提供了
庞大的人才库。我们需要加紧行动，因为这是一个
社会问题，人们对此期望很高。”
Mélanie Jourdain意识到了未来的挑战。“集团有 
20,600 名员工，我们无法在两年内达成这一成就。 
而且我们不希望为了数字而实现目标。我们希望让
女性加入，因为工作场所的多样性和女性职员的成
功显然有助于集团发展。”研究人员、工程师、技
术人员和运营人员，在职能支持或运营岗位上，女
性无处不在，她们为公司做的贡献与男性同事一样
多。

提高绩效的关键作用
减少不平等还意味着削除原有陈腐理念，并为无歧视环境创造条
件。阿科玛对此非常关注，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发起了尊重工
作场所（Respecting the workplace）运动，提高人们对良好行
为规则的认识，例如在向包括女性在内的群体讲话时不要说“Hi 
guys”。像这样的小细节，并不意味着不好，但是会给人冒犯的
感觉。阿科玛美国人力资源部副总裁 Sandra Auffray 强调说。 
“我们还扩展了安全共享原则，在会议开始时用于提醒人们基本
的安全实践，我们现在也有多元化共享。无论男女，人人都可以
分享自己的经验。”女性网络在美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并被集
团采用。阿科玛的美国分公司推出了“Women@Arkema”，这是
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密切网络，她们相互见面，相互支持，促进各
自职业发展。“反馈非常好。它已成为一种有效的内部工具，” 
Sartomer美洲高级人力资源经理 Jennifer Trolley 解释道。她还
观察到“我们还积极支持对混合领导力发展项目感兴趣的女性，
这有助于她们发挥管理潜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这个可以培养
未来女性领导者的计划，”。

“雇用女性高管可以传递出强烈的信息，”桑德拉·奥弗瑞强调，
并引用了Samantha Hollingsworth Davis最近被任命为美洲首席
信息官时的说法。在亚洲，女性人才也受到鼓励。“阿科玛中国有
大量女性担任管理职务和行政职务。这一比例高于 Colombes总部
或美国，”阿科玛大中华区首席人力资源官 Alan Tan解释说。
她强调在招聘阶段采用包容性做法的重要性。“我们在校园招聘时
强调性别平衡。在介绍我们的战略时，我们会强调这是未来五年的
主要目标之一。有些工作主要吸引男性。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让
更多的年轻女性申请这些工作。 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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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担任高级管理和
行政职位的百分比。
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 
年将这一百分比提高到  

Sandra Auffray, 
阿科玛美国人才管理副总裁

Alan Tan, 
阿科玛大中华区首席
人力资源官 

Mélanie Jourdain,
集团人才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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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的性别多样化 /

重视阿科玛女性
阿科玛继续扩大政策范围，在集团各地区和各级别招聘和晋升女性，确保女性员工享有与
男性相同的职业发展机会。阿科玛致力于在传统男性主导的行业中吸引和晋升女性人才。

我们在材料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基于我们希望尽可能广泛地推动行业共同进步的愿景。



“性别平等是我非常关注的
话题，尽管我从未经历过任何歧视或
因为性别而受到限制，即使是在男性占
多数的生产行业。我不喜欢男性工作这

个概念，因为我不认为工作有性别之
分。 早在这个道理成为共识之前，阿

科玛的关注点就一直是人，而非性
别。”

“我最近刚加入公司，是刚毕业的年轻工程师。阿科
玛是一家多元化的公司，拥有大量的职业发展机会。从一开始，我就
已经能够在公司内担任各种角色。性别平衡和多样化的背景通常会创
造附加值。它们使团队合作在日常工作中更加有效。在我看来，作为
女性，我们需要表现出坚定的决心和务实精神。但无论性别，我认为
每个人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技能和对公司整体发展的贡献能力，在集团
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阿科玛，我认为我们和男同事机会平等。

Jina Wu, 波士胶亚太区
胶带和标签业务总监

“阿科玛是大型集团的典型代表，这些
集团希望招募更多的女性，让她们成为
组织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我一直有志于
担任肩负重任的职位。我喜欢新的挑
战，而阿科玛允许我担任重要的角色。
我以波士胶中国人力资源经理的身份加
入了集团。在担任亚太地区商务经理之
前，我被任命为阿科玛广州工厂的总
监。阿科玛在中国精心设计人才发展计
划。我一直在参加领导力发展培训计
划。这是留住人才和利用稳定高效的组
织的真正有效方式。”

>>>

Shasta Bondarev, 维
护和可靠性工程师，阿
科玛美国

Marianne Barbier产品
质量和控制主管，阿科

玛亚洲

“在阿科玛，女性有很多选择来
丰富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我23年的
职业生涯中，我认为我获得了与男同事相
同的发展和晋升机会。作为年幼孩子的母
亲，我也享受着良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当然，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因此阿科
玛致力于增加女性在管理职位中的比例确实
很重要。在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行业中，
女性需要她们可以认同的女性榜样。努力
为女性和其他少数群体创造更具包容性的
环境非常重要。我建议女性要掌控自己的
职业生涯，抓住一切机会，展示领导能力，
与管理者谈论兴趣和愿望，并建立自己的
人脉。阿科玛有很多杰出人物帮助会帮助
你实现目标，但如果他们不知道什么对你
来说更重要以及你的未来发展方向，他们将
无法提供帮助。”

Michelle Walasavage, 
工艺开发经理，
King of Prussia, 
阿科玛美国

Lin Qi,
Kynar®常熟工厂工艺工程师，

阿科玛中国

image a venir

“仅凭性别就要求女人从事某个特定职业，
对个人和公司都没有好处。我认为阿科玛有一个更合适的
方法，那就是根据女性的技能和个性来支持她们进行职业
选择，同时也考虑到个体的具体限制条件。比如，我休了
产假后，幸运地得到了很多支持。人力资源部和我的直线
经理积极主动地在合适的时间为我找到一份符合我个人背
景和职业发展愿望的工作。帮助女性平稳地度过这段缺勤
期，对公司或女性自身的职业生涯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
这是帮助她们的最佳方式之一。”

Sophie Chhun,
大会总监（耐用品事业部），
波士胶亚太区、波士胶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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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在
讲述她们的故事
“阿科玛致力于在公司各个层面发
展多样性，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有大量
出版著作讨论到职场女性偏见问题。幸运的
是，阿科玛采用组织性战略，通过创造舒适的
工作环境，帮助女性获得信心，克服困难。在
阿科玛，与我共事的女性坚强、热情、聪明且
鼓舞人心。我很自豪在一家愿意为女性人才投
资，并为她们提供职业进步和发展途径的公司
工作。”

我们在材料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基于我们希望尽可能广泛地推动行业共同进步的愿景。



Mégane Dimey, HSE 工程师，
法国 Feuchy 工厂，学员

“我很高兴被邀请参加指导计划。26 岁
时，我想了解阿科玛多样的职业发展机会。与经验丰
富的导师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自由交谈，我认为十分有
用且令人放心。这让我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平，并留出
时间考虑我的职业规划。 没有它，我会一直沉浸在我
在工厂的日常角色中。 同时这也是在不同工作中建立
学员关系网的机会。 当我告诉一位男同事我正在制定
指导计划时，他问我如何申请。我回答说这个项目只
针对女性。该计划表明，阿科玛非常重视女性在集团
中的作用。阿科玛非常注重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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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阿科玛全球担任高
级管理职务的非法国国民
的百分比。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多元化
招聘和内部晋升，到2030
年至少达到

Caroline Bastien, 
总经理兼女性导师
项目发起人

“我们的指导计划依赖于志愿管理者，
她们希望利用自己的经验帮助有才华的女性
在公司内展现潜力，获得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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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指导：奠定基础 
在荷马的《奥德赛》中，导师是特勒马科斯睿智仁慈的顾问。
在阿科玛的女性导师项目中，导师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帮助有
才能的女性发挥潜力并在公司获得成功的经理。我们的女性
员工自愿参与这种创新职业个人发展道路。导师制时长仅为
一年，但我们鼓励结对的导师与学员经常交流，以确保学员
能联系到导师，发展自己的职业网。自2018年以来，已有70
多对导师配对成立，该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功。从人数上看，
前三期的转换率(两年内职位晋升或职位变动)为86%。学员
报告显示，这种方法让他们能够考虑自己从未想过或看起来
遥不可及的职业道路。他们还说，从互动中可以更好地了解
阿科玛的整体情况，以及阿科玛如何运转。“我们还注意
到，”该项目的总经理兼发起人卡罗琳·巴斯蒂安(Caroline 
Bastien)说，“导师和学员都非常喜欢这种非正式的安排，
没有人力资源和管理人员的参与。”这种自由感是解决工作
和生活平衡等问题时所需要的。这种关系也让结对双方更加
充实，因为直接和坦诚的交流能给导师带来新的见解，促使
她们重新思考自己的做法。” 

/工作场所的文化多样性 / 

人才无边界 
阿科玛最初是一家法国集团，但现在拥有
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公司非常重视尊重团
队内部的多样性旨在促进各国之间的交
流，发展文化多样性，允许本地人才在管
理和领导角色中成长。

我们在材料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基于我们希望尽可能广泛地推动行业共同进步的愿景。



“见证新工厂的落成是独特
的机会。新工厂非常有吸引力，
建在一块新开发的区域，它代表集团
的全球形象，价值观和产品等等。这
一切都很让人兴奋。我成为新加坡永
久居民25年了，一直在化学品行业工
作。我的贡献是在招聘阶段了解当地
的就业市场。首先，我会试图在激烈
的竞争中找到最优秀的申请者，并在
给定时间内让他们加入团队，确保工
厂能顺利启动。在我带领团队时，我
会让他们熟知当地法规和公司政策。
作为一名人力资源专家，我很自豪能
在一个员工流失率低于5%的组织工
作，这说明了阿科玛集团能够留住
员工。”

>>>

法国女性在亚洲

一家致力于生产100%生物基Rilsan®聚酰胺的阿科玛世界级工厂
即将在新加坡裕廊岛投产。这是阿科玛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
同时集团还会开展大规模现场招聘计划。Matthieu Zône，亚太
地区(不包括中国)人力资源总监向我们介绍，这个工厂会充分利用
当地人才和生态系统。

“首先，我们组建了当地管理团队，该团队密切参与
了未来工厂约 150 名员工的招聘和入职。大多数将是新加坡公民
或永久居民，未来工厂的管理团队中约有三分之一将是女性。因
此，我们希望确保最终组成的团队能够反映阿科玛的多元化政策。
我们在面试中广泛谈论集团的价值观，以了解申请人是否愿意接受。
我们也在为未来做准备。对于本地经理人，我们的目标是选择有潜
力的申请人，他们能够胜任最初由外籍人士担任的职位。新人将参
加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培训项目，该项目以公司的纪律和文化为基础，
以安全为重点。我们会精心安排招聘时间，以便顺利推行这个培训
计划。项目阶段有大约20名外籍人士参与，其中大部分是法国人，
他们负责传授我们的专业工业技术。

培训员工和调试工厂也将涉及我们的其他同事，主要来自Marseille
工厂，他们将负责生产氨基11 单体。一些将来自新加坡，而另一
些将接受来自新加坡的员工现场培训。阿科玛的目标是在集团经营
的所有地方培养人才，促进发展人才。在亚洲，我们有足够的实力
为这些人才提供职业前景。这是使公司具有吸引力的核心因素，也
是我们业绩的关键之一。这些项目传递的正能量，以及项目参与者
散发的热情都非常棒。”

 “我开始在阿科玛的一家工厂工作，首先是生产，
然后是健康和安全、环境、质量和物流，最终进入集
团位于科隆布的聚酰胺供应链总部。我在中国工作了十年，担任亚
洲和高性能聚合物事业部的产品质量经理。广泛的经验使我能够在
从生产到客户关系的各种角色之间建立联系。我一直得到阿科玛的
大力支持。我接受过职业发展指导、女性指导计划以及转岗帮助，
这些帮助我在移居中国前消除顾虑。我不得不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
地点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想尝试其他工作，测试自身极限，突
破障碍，继续成长。尽管当时我已经得到了一个在欧洲的工作机会，
可以在工作中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但到中国工作的机会能
为我的职业生涯注入新鲜空气，让我跳脱出只在法国发展的相对狭
窄的职业发展道路。今天最让我自豪的是成立了一支善于倾听、高
度专业化并得到整个事业部认可的坚实团队。我招募了四位有才华
的年轻人，其中三位是年轻的中国女性。我们很高兴共同努力，让
阿科玛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在亚洲得到认可。”

在美国，国际文化至关重要  
对于阿科玛美国人力资源部副总裁 Sandra Auffray 来说，
这一点很清楚：“国际化和多元化是我们文化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在研发等某些业务线中尤其如此，在这些业务线
中，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才并肩工作。”凭借美国分公司实
践的坚实基础，导师指导制度——包括一名导师（高级经
理）和一名学员，前者鼓励后者建立传统管理关系之外的
发展关系——“该计划不仅可以促进有潜力的人成长，同时
也能获得国际化的文化。”其他项目，例如领导力发展项
目，该项目旨在鼓励员工自己解决问题，实施解决方案。
“该项目的获胜团队之一，”Sandra继续说道，“正在推
出一个在线平台，以促进多样性和包容性，协调多个小组来
记录我们所有工厂员工的多样化发展情况。三年前，我们还
启动了一项促进国际化方法的计划，以减少某些文化差异。
它包括让我们的一个业务单位或部门与其他国家的同行就
特定问题或项目开展合作。这为双方对话提供了一个极好
的平台，这通常是伟大发现的开端。”

中国积极采用国际导师制
阿科玛中国对建立国际导师制度很感兴趣。“我们的学员非
常积极。学员在总部或美国的经历鼓励她们去展望未来的
职业生涯。这也是打破文化障碍和成见的好方法，” Alan 
Tan 指出。阿科玛大中华区首席人力资源官补充说：“还
应强调的一点是，我们有许多法国和美国的外籍人士担任
技术和管理职位。他们很好地融入了集团，以至于有些人
说中文比中国人自己还好！”

 巴西人在法国 
“职业生活各不相同。2007年，我来到了法国，
这是我所在的巴西大学与蒙彼利埃的国立高等
化学学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Chimie）联合攻读学位的一部分。我对材料非常感兴
趣，在里昂的法国石油与新能源研究所（Institut Français du 
Pétrole Énergies Nouvelles）完成了一篇关于多相催化剂陶瓷
膜领域的博士论文。然后，我的研究转向特种聚合物领域并加入
了阿科玛，该公司是公认的该领域世界领导者之一。在 Cerdato 
的七年里，我的工作内容丰富多彩，每天都充满新的挑战。我
喜欢跨学科研究，就像我喜欢能够与世界各地的同事交谈一样。
如此丰富的领域、工作和文化真是太棒了。我不排除会回到巴
西，因为阿科玛在那里有工业和商业活动。”

Stefânia Cassiano-Gaspar, 研
究和材料设计部门工程师， 
Cerdato，法国

Florence Lie Siew Ming,  
新加坡人力资源经理

Marianne Barbier,  产
品质量和控制主管，阿
科玛亚洲

Mathieu Zône, 
亚太区人力资源总监
（不包括中国）

“我是未来工厂的高级 QEHS 质量、环境、
健康和安全经理。加入未来工厂并不容易。我必须参
加四次招聘面试。但我真的很想加入阿科玛新工厂！这是一
个激动人心的项目。集团在亚洲市场的业务迅速扩大，并专
注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当然，对我来说，在本地雇佣员工
很重要，因为新加坡多元化的劳动力在学术和专业上都很熟
练。培训项目是根据我的需求和未来的角色量身定做的。作
为一个HSEQ专业人士和地球公民，这个工厂将生产生物基
材料这一点让我备受鼓舞。”

Paul Wen, Senior QEHS 高
级 QEHS 质量、环境、健康
和安全经理，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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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立足本地优势 

我们在材料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基于我们希望尽可能广泛地推动行业共同进步的愿景。



Denis Bortzmeyer,  
CRDC 前经理，研发部合作伙
伴关系负责人

Weiqing Liu, 
             CRDC经理

“我很自豪人们信任我，而我能够追随
Denis的脚步，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堪称完美的专
业人士。我的晋升对我的同事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
响，其中有95%是中国人。这表明阿科玛认可个人
奉献和能力，这一点在人事变动频繁的当地尤其重
要。担任这个职位让我感到压力，尤其考虑到要为
60多名员工的安全、发展和福祉负责。我是中国人，
在人事管理和与本地伙伴、企业和大学合作方面联
系更紧密，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优势。让一个中国
人来负责研发，这在我们的同行中很少见，这也表
明阿科玛对长期在中国投资和发展是认真的。对于
我们的许多商业伙伴来说，这一点很有说服力。”

David Silagy,  Kynar® 
总经理、导师

“国际导师制是一
个难得的机会，可以
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的经
验，认识其它国家才华横
溢的年轻人，否则你们可
能永远没有机会相遇。你
可以通过这个项目为别人
的发展做出贡献，发掘他
们的潜力。通过促进性别
平等，吸引来自不同国家
和文化的人才，推动劳动
力多元化。我们的目标很
明确，但我们需要确保有
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改
变不会自己出现，它需要
我们来引领，而这个项目
会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领域和业务线的年轻人才提供机会……那些渴望在集团中发展的人，
包括他们的原籍国以外的人，”集团人才招聘、多元化和包容性经理 
Mengdi Yuan 说道。

国际导师制允许人力资源部门在除法国以外的国家（中国、日本、韩
国、新加坡、印度、新西兰、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德国，
英国，俄罗斯和荷兰）挑选人才，他们将得到（由高级经理，业务单
位和公司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导师提供的支持。2020年建立了11个
导师学员对，2021年建立了19对。“他们都是职业生涯刚刚过半的志
愿者，迄今为止都取得了成功。在学员所在的国家里，阿科玛的知名度
并不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担忧自己的职业发展前景。在这些国家中，导
师通常具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可以帮助学员开阔眼界，扩大职业网。”

55
开展业务，其 36% 的收入来自
欧洲（其中 10% 来自法国），
 32% 来自北美，而亚洲与世界
其他地区的收入也相差不大。 
这些数字证明，在20,600名员
工集体贡献的推动下，集团有
能力在全球各个地方蓬勃发展。

Mengdi Yuan, 
集团人才招聘、多元化
和包容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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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阿科玛在

个国家/地区

国际导师制:
发掘并支持
有潜力的员工
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国际导师计划加强了阿科玛年轻人才在全球的知名度和多样性。 
这是帮助他们充分发挥潜力，为未来的领导者做好准备的有效工具。

“人才不论年龄、性别、出身。”
但是，我们如何让来自集团运营所在所有国家/地区，具有潜力的男性
和女性更加引人注目并帮助他们成长，以促进管理和执行角色的多
样性？这是阿科玛人力资源政策的核心重点之一。“我们希望为所有

人才 选择站
研发中心 (CRDC) 位于中国常熟，是阿科玛在全球最大的工
业平台。 其法国经理Denis Bortzmeyer于 2020 年将其交给
了中国人Weiqing Liu。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巍青博士毕业后，于2012年加入法国CRDC。
从一开始，他就担任CRDC和事业部的管理职务。显而易见，
他就是最佳人选。我们的人力资源主管帮助他制定了继任计
划，建立了一个培训和指导计划，为他提供合适的途径。在
管理交接方面，由于只能有一个老板，所以一旦安全和人员
管理职责交接完毕，就全权由继任者负责。但要做到这一
点，他必须承担起这个职位的所有责任。总的来说，我认为
这种晋升政策对于阿科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为了将管
理职位留给法国人而设置天花板。我们需要利用集团所有的
人才，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这些人已经成为阿科玛文化的一
部分，在公司内部发展了自己的网络，并展示了他们的忠
诚。一旦满足这些标准，就应该向他们敞开大门。”

我们在材料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基于我们希望尽可能广泛地推动行业共同进步的愿景。



“83%的人会把阿科玛推荐给朋友。”这是在Glassdoor在线
招聘平台上发布的一项数据，根据现任和前任员工在该平台
上对自己公司的评价得出。这对Raphaële Grivel来说是好消
息:“在就业市场紧张的情况下，雇主的品牌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些未经过滤的推荐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对于
未来的申请者来说，评分高是一项优势，”法国人力资源总
监说。这表明，一家公司的声誉不仅在于公司传达的信息，
最在于员工、应届毕业生和学生的看法。“我们听取在社交
媒体下长大的年轻一代的意见，这有助于我们克服弱点，增
强优势。”

创新、强劲发展
具有吸引力的国际集团
当被问及阿科玛的吸引力时，中国人力资源主管 Alan Tan 确
认，公司“凭借优势，即可持续发展、技术领先和重视员工，
在年轻一代毕业生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在北美也可以看到
同样的情况，人力资源副总裁 Sandra Auffray 提到了集团其
他方面的吸引力，例如“丰富的产品组合、良好的财务状况和
雄心勃勃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工
作已成为申请人的首要标准之一，他们越来越关注公司的文化
及价值观。其他标准，如工作环境质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尊重多样性以及包容性原则，也说明了这一重大的转变。

>>>

“为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做出贡献”
“阿科玛拥有 200 多条业务线，可以根据您的个人素质和
发展愿景，按照集团需求，为您提供广泛的职业道路选择。
我们的专业领域以及我们所做出的努力，在培养新材料研
发最佳候选人，开发有效程序，建立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方
面，都得到了认可。”集团人才副总裁 Mélanie Jourdain
强调说。“我们告诉潜在的申请人：加入我们，这样你就
可以为我们都需要共同面对的这些重大挑战做出贡献。我
们需要优秀人才来应对挑战。加入我们的年轻毕业生有很
多机会。 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他们开始这次征程。”

Raphaële Grivel, 
法国人力资源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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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人才/ 

吸引人才，分享价值观
尽管薪酬和物质福利仍然是决定公司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但仅凭这些已不再足以
吸引应聘者和留住员工。职业前景、工作环境、工作生活平衡、价值观、应对生
态挑战的行动、多样性和包容性都是成功组合的一部分。阿科玛提供上述一切
条件来增强公司的人力资本，吸引青年人才。

我们在材料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基于我们希望尽可能广泛地推动行业共同进步的愿景。



阿科玛在人力资源排名中
获得良好声誉
2020年，阿科玛在杂志和国际机构编制的多项人力资
源排名中表现出色。这些排名证明了公司的对外吸引
力，也反映了公司员工、培训人员和学生对公司的看
法。也是对本集团人力资源管理努力的认可。

− 2020 年，福布斯将阿科玛列为“全球最佳雇主” 
第 259 位，在 46 家法国公司中排名第 14 位。

− 阿科玛入选《金融时报》多元化领导者
（Diversity Leaders），表彰 850 家国际公司
在多元化、平衡性和专业包容性方面的表现，并
获得 7.08 分（满分 10 分）。

− 在法国，阿科玛在Happy Trainees 最佳表现公司
排名中的推荐率为83.3%。该排名由ChooseMy 
Company 对实习生入职，支持措施与管理，培
训者工作学习项目及VIE国际实习进行评估决定。

− 同样在法国，据Capital magazine报道，阿科玛
是石油和化工行业受认可的前 20 名企业之一。

“我们集团拥有许多才华
横溢的工程师和化学家，
但我们也需要金融、商业
和营销方面的专家。向年
轻毕业生展示所有行业的
人都可以在阿科玛发挥作
用这一点非常重要。”

介绍性研讨会：
交流与发现
在法国，由于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而远程举行的网
络研讨会使数十名年轻的培训人员和实习生能够
进一步、快速了解阿科玛集团。人才招聘和大学
关系主管Alexana Terrade强调说 “无论他们是
选择成为生产操作员、攻读工程学位还是进入支
持职能部门，他们都可以在这些活动中见面。允
许这些年轻人互相交流体现了我们的企业价值
观。”这些培训人员和实习生要有信心展望在阿
科玛工作的未来。“如果他们达到企业发展预
期，我们肯定希望毕业后留住他们。他们是未来
人才的孵化器。”这些会议还提供了与阿科玛大
使——员工志愿者，负责职业道路规划讨论见面
的机会。其中包括像 32 岁的 Jérémy Assayag 
这样的职员，负责硫化学品行业的战略分析和开
发项目。“我们集团拥有许多才华横溢的工程师
和化学家，但我们也需要金融、商业和营销方面
的专家。向年轻毕业生展示所有行业的人都可以在
阿科玛发挥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在 LinkedIn 
上收到很多学生的反馈，他们说对我的项目很感
兴趣。分享这一点真是太棒了，也许可以帮助他
们找到梦想的工作。” 

Mélanie Jourdain,  
集团人才副总裁

“加入我们的年轻
毕业生享有很好的
机会，同时也面临
着惊人的挑战。 我
们的工作是帮助他
们踏上征途。” 

>>>

Jérémy Assayag,  硫
化学品业务战略分析主

管兼学员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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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材料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基于我们希望尽可能广泛地推动行业共同进步的愿景。



“我在大学学习和在公司工作之间轮转。这是
顺利融入职场生活的完美方式我可以真正深入探索我关心的
课题，结识化学品研究人员。我有幸与世界各地的数十名阿
科玛员工建立联系，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对我来说，一次
成功的工作调动会让我看到自己的有用之处，感到自己不仅
仅是在做别人不想做的工作。在阿科玛，我获得了真正意义
上的任务，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目标。他们让我自己独立解
决问题，同时也给了我接触他人的机会，这对提高自身潜力
非常重要。在这里，他们希望初级员工提出自己的想法与建
议。即使想法没有被采纳，公司也会鼓励你继续进步。阿科
玛热衷于倾听年轻一代的意见，了解他们对方法和管理的看
法。这也是你如何脱颖而出，提供自身附加值，抓住机会与
公司携手前进的方式。”

“我在阿科玛公司签了一份勤工俭学的合同作为
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y)国际商务教育的一部分。
我没有化学专业背景，所以在意识到阿科玛的材料是我们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之前，我对这个领域了解并不多。阿科玛的创新
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对于像我一样24岁的人来说很有激励
作用。我也非常认同阿科玛的国际维度。我有德国和西班牙双
重国籍，喜欢与世界连接在一起的感觉。我在Sartomer负责
出口客户业务时发现了这种心态。入职过程非常顺利，虽然工
作要求很高，但大家都非常支持我。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安排
去负责客户的投资组合，但我喜欢接受挑战，不喜欢按命令做
事。几十个瑞士和德国的客户都和我直接联系。我帮助销售人
员，跟踪订单，独立工作，这显示了公司及其员工对我的信任，
也真正帮助我学习和进步。”

“我最初是在法国Airbus Nantes公司
担任飞机结构装配工。然后决定回到大学，
在Sorbonne大学攻读化学硕士学位。我 33 岁，
目前正在攻读专业硕士学位课程，还在阿科玛位于 
Verneuil en-Halatte 的研发中心工作。我是添加剂
研究团队的一员，在那里我有很好的经理，我的工作
包括进行实验和测试以澄清灰色区域，更好地了解我
们的产品及其制造。添加剂研究团队团队非常积极主
动，乐于助人，经理是真正的领导者。人力资源部门
建议我参加入职网络研讨会，这让我更好地掌握了不
同领域和事业部之间的各种桥梁。例如，你会看到从
事生产工作的人员有机会转向从事业务相关工作。我
被分配到一个项目，让我有机会专门研究粉末以及几
种分析方法和过程。我也很幸运能认识入职计划的发
言人之一，与里昂研究中心的研发工程师Rabi Inoubli 
保持联系，这是我完成工作和寻找未来职业道路的宝
贵建议的来源。”

Lalou Roucayrol, 船长和企业家 

Quentin Vlamynck, Arkema 4新任船长

学员话筒：

“当我加入Lalou Multi团队时，一切都
要从头开始学习。这正是吸引Lalou的地方，
他能够训练我，告诉我他对这项工作和帆船运动的看
法。我到这里时， Arkema 1三体船正在建造中。然
后是Arkema 3， 它是由Elium®可回收热塑性树脂制
成的首个6.5米原型船，还有充满创意的新型三体船
Arkema 4。成为船队的一员是工作的一部分。与船
坞保持这种持久的联系让人感到既充实又谦卑。海
上航行就像锦上添花。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责任。
Lalou一直都在帮助大家，把所知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
分享给别人，教我如何成为一位船长。驾驭Arkema 4
的压力更大，但他给了我自信。我们一起掌舵，在船
上合作。Lalou分享了很多让人不胜感激的决定。我很
幸运能被一个经验丰富的人训练。他熟悉大海，三十
多年来一直乘坐多体船航行。在28岁时，我仍然有很
多关于船只的知识要学习。Lalou将和我一起参加今年
所有的航行，这样我就可以为11月的下一场
“Transat Jacques Vabre”比赛做好充分准备。
到达那里并没有固定的路径，需要保持耐心和谦逊，
专注于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上，决不屈服，一步一个脚
印，才会前进和成长。”

距离阿科玛4号的新船长、Multi50最年轻的船长昆
廷·弗拉明克(Quentin Vlamynck)第一次和家人在
比斯卡罗斯湖航行时已经过去很久了。2011年 9 月，
他在 Gujan-Mestras 的 Lycée Polyvalent de la 
Mer 的塑料和复合材料学院学习，那时他仍然对帆船
赛充满热情，他遇到了参加会议的船长兼企业家 
Lalou Roucayrol。他们一拍即合。Quentin 在 Lalou 
Multi 造船厂开始了勤工俭学计划。十年后，他们仍然
是一个伟大的团队，毫无疑问，Quentin正准备有一
天接任船长。这是一个相互信任、知识传承的范例。

Romane Cuq, 
CSR项目经理
实习生

Omar Neggaz, 
研究技术

实习生

Samira Monn, 
出口客户经理
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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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 成功交接

我们在材料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基于我们希望尽可能广泛地推动行业共同进步的愿景。



印度  阿科玛
投资女性培训
在我们印度过氧化物工厂的支持下，非政府组织 Vibha India 发起
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培训计划，使农村地区的 200 名年轻女性能够获
得经济独立。这笔赠款用于在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库达洛尔附近开
设一个缝纫培训中心并为其提供设备。

/在员工的支持下 致力于
可持续发展和社区服务/
以下是阿科玛在世界各地采取的行动实例，旨在推进女性融
入、为所有人员提供教育和文化机会，为可持续的发展奠定
基础，证明我们认真对待环境和社会问题，将它们作为我集
团慈善政策的核心。

Bostik 和 Ontex   
在赞比亚捐赠女性卫生用品 
Maydred Siamuzwe 是我们位于英国的子公司 Bostik 的会计师，该子公司
生产用于女性卫生产品的粘合剂。当Maydred得知赞比亚的女孩因为没有
卫生巾而无法上学时，她决定为她家乡赞比亚的学生筹集卫生用品。Bostik 
的无纺布卫生部门及其合作伙伴客户 Ontex（个人卫生产品的国际领导者）
很快接受了这项慈善计划。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在这个南部非洲国家
分发了 100 万包卫生巾。

阿科玛-阿麦仔
为学校提供
清洁饮用水 
阿科玛及其子公司 ——世界特种表面
活性剂的领导者之一阿麦仔，向中国非
政府组织 壹基金 捐赠了 50,000 欧元，
为云南省重点地区的十所学校提供水过
滤装置。 除提供净水器外，该项目还旨
在提高人们对卫生和健康问题的认识，
已惠及四千名学生。 

马来西亚 
鼓励人们回收
“电子垃圾”
阿科玛在Kerteh工厂的团队帮助当地居
民提高回收废旧电视机、电脑和家用电
器，捐赠废品，重复利用的意识。这是
阿科玛与Terengganu理工学校、当地
的世界自然基金会、CIMP银行和马来西
亚政府合作的一部分，符合集团减少废
物及促进废物回收的目标。

阿科玛赞助
Théâtre des 
Champs-Élysées 

在法国，阿科玛是巴黎Théâtre des Champs-Élysées的朋友。
阿科玛特别支持剧院为年轻人提供节目，让 6 到 12 岁的弱
势儿童有机会接触音乐和歌剧。该计划是阿科玛支持教育和
融合战略的一部分。 2020年，它让12000名儿童体验到歌
剧的魅力。

女孩机会
均等
阿科玛是法国慈善机
构 Sport dans la 
Ville 的合作伙伴，
该慈善机构专门针对

女孩和年轻女性开展了“L in the City”计划。 该计划与
来自优先社区的 1,000 多名女孩合作，通过体育、文化
体验、参观公司和培训研讨会等活动ing，提供让她们获
得与男孩相同的成功机会。 我们的各个工厂都在本地采
取了行动。

共识® 项目数量

2020 年全球开展的 
倾听当地社区的声音
通过 共识® 计划，我们集团每年在世界各地发起百项举措，以促进开展与当地社区、机构、
学校和慈善机构的对话。 我们希望通过教育和慈善项目参与运营所在社区。2020 年，

这些举措中有近三分之一与教育和就业有关，而 25% 与健康和安全有关。 2020 年，除了 168 家机构和 139 所学校和大学之外，我们还与 205 家
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CGénial  
促进年轻人科学事业发展
在法国，阿科玛是 CGénial 基金会的合作伙伴，致力于
向高中生推广科学。 该集团通过参与基金会举办的各种
代表性项目来支持与学术界开展对话，包括让集团的工
程师参观学校以及让学校教师参观集团的工厂。 2020 
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仍有 400 多名高中
生在教室和虚拟会议上看到了我们志愿者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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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ns 
la ville  

阿科玛
国际教育基金 
该基金旨在支持由自愿参加教育计划
的员工提出的项目计划。 通过一系列
努力，阿科玛希望促进所有国家的员
工共同参与其中。 该基金自四年前创
立以来，已资助了15个国家的48个慈
善教育项目。

 美国 改善
弱势群体的生活
阿科玛在美国的 11 个工厂的近 400 名员工现已响应了美国非政府
组织United Way的呼吁，通过采取具体行动消除贫困。我们的员工
已筹集了超过 270,000欧元的资金，用于支持针对贫困人群的各种
教育、职业、医疗保健和经济援助计划。

阿科玛 D1 采取行动对抗乳腺癌
10 月，来自法国精英女子足球赛区十二家俱乐部的球员有额外的
理由庆祝她们的进球。阿科玛以每个进球 100 欧元为标准，为法国
的“Ruban Rose”组织筹集了 10,000 欧元，用于该组织支持乳
腺癌研究。

我们在材料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基于我们希望尽可能广泛地推动行业共同进步的愿景。



EBIDTA （百万欧元）

和 EBITDA  利润率（%）
得益于特种材料的灵活性，EBITDA利润率
保持在15%。

自由现金流
（百万欧元）
阿科玛 2020 年的自由现金流为 6.51 亿欧元，几
乎与 2019 年的现金流（6.67 亿欧元）持平。

包括混合债券在内的净债务 
（百万欧元）

2020年股息将恢复
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每股欧元）

2024 年目标

2008

0.6 0.6
1

1.3
1.8 1.85 1.85 1.9 2.05 2.3 2.5

2.2
2.51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17 2018 2019 2020

€7.82

592
€9.51

725

€8.20 

625

€5.11
391

2017

16.7% 16.7% 16.7% 15% 17%

1,391 1,474 1,457
1,182

2018 2019 2020 2024 年目标

阿科玛对其财务业绩以及社会和环境效益都抱有很高的期望。我们在这些领域
设定了较高的到2024、2025和2030年的目标。在特殊的公共卫生事件和经济
危机中，集团的经营和业绩表现良好，企业社会责任效益持续全方位提升。

稳健的财务业绩和
强劲的非财务绩效

/股
东

信
息

/

稳健的财务状况
2020年，阿科玛凭借地域优势、技术优势和市场的多
样性，在全球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实现了强劲的财务业
绩增长，面对突发情况，公司业务仍然运营良好，销售
额和业绩从第四季度开始明显恢复。 

收入
（百万欧元）
收入比上一年下降 9.8%，按
固定汇率计算下降 8.1%，销
量仅下降 4.3%。

2020

2020 2020

83.26

565

88.16

499

87.38

667

2,331
1,910

78.84

651

位于 100 至 110 
亿欧元之间

2017

2017

2018

2018

2019

2019 2019

/2024 年目标/收入位于 
100 至 110 亿欧元之间

1. 2021 年 5 月 20 日年度股东大会推荐股息。

股息是集团股东回报收益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020 年 4 月 2 日的资本市场日，集团重申了逐步增加股息的目标，即在 2024 年派息 
40%。在2021 年 5 月 20 日年度股东会议上，董事会已决定提议派发每股 2.50 欧元的股息 。此外，一旦完成 PMMA 业务的剥离，集团将
实施总额为3 亿欧元的股票回购计划。这些规定包括将 2020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暂停的部分股息（每股 0.50 欧元）返还给股东。

非财务指标持续改善
阿科玛参照各项指标和目标，制定了一条不断改进的企业社会责任路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承诺上:

- 提供创新驱动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 负责任的制造商
- 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开放对话和密切关系。
其目标是为客户提供可持续的、创新的解决方案，实现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 对 SDGs (ImpACT+) 做出重大贡献的销售额份额是基于对2020 年本集团向第三方销售额的 72% 和 2018 年与 2019 年的 44% 的评估。

1 - 可持续性解决方案

可再生原料产生的收入份额

2020 2030 年目标2018 2019

43% 46% 50%
65%

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重大贡献的收入份额1 

2020 年，阿科玛 50% 的销售额与 ImpACT+ 解决方案相关，集团制
定了一项战略性发展目标，即到 2030 年将50%销售额提高到 65%，
以进一步证明阿科玛致力于提供可持续产品。

/2030 年目标/65% 影响力+ 销售额

/2024 年目标/  
EBITDA 利润率为 17%

调整后净收入 
（百万欧元）

调整后每股净收益 
（欧元）

调整后的净收入为 3.91 亿欧元，
即每股 5.11 欧元。

净债务降至 19 亿欧元，包括
混合债券（7 亿欧元），相当
于当年 EBITDA 的 1.6 倍。

2018 2019 2020

9%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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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万工时的总可记
录工伤率 (TRIR) 气候 

（温室气体排放）

过程安全
事件率 (PSER)

1.3

0.901.00

4.4

1.4

0.87

3.7

1.0

0.77

4.0

<1.0

0.62

<3.0

2020 年的 TRIR（包括集团人员和外包合同工的事故）为 1，这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是阿科玛有史以来最低的比率。 阿科玛
的 TRIR 表现在化工行业中名列前茅。

2020年，阿科玛温室气体（GHG）排放量较2015年减少
23%。集团在2020年取得的进展尤为显著，排放量较2019
年下降11%； 其中三分之二的减排是通过集团气候计划中
规定的自愿行动实现的。

Lhe PSER ，每百万工作小时的过程安全事件数。

2020 年，PSER 为 4，与前三年基本持平。目前正在制定一项
计划，以减少 PSER 的技术行为和人为行动。 

/2025 目标/ 实现 TRIR <1.0

/2025 目标/ 实现 PSER <3.0

2 -  负责任的制造商 

安全：
2025 年的两个目标

气候与环境：
2020 年的四项环境目标

/2030 目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2015 年减少 38%  

这意味着到 2030 年，无论产量增加多少，二氧化碳
的绝对排放量都会减少超过 170 万吨，相当于不到 
300 万吨排放量。

下面显示的“能源”、“水”和“空气”目标基于环境定义的
环境足迹绩效指标 (EFPI)，它反映集团业务范围变化和工厂生
产变化。

能源 
（净能源购买 EFPI）

水 
（化学需氧量 [COD] EFPI）

空气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EFPI）

1.00

1.00

1.00

0.88

0.59

0.62

0.91

0.50

0.60

0.90

0.45

0.58 0.35

0.80

0.40

鉴于 COVID-19 导致产量下降，2020 年该指标的改善反
映了不利条件下的积极表现。

2020 年 COD 的改善是废水处理设施进步的表现，
特别是位于法国的 Carling、Saint-Auban 和 Pierre-Bénite 
工厂的COD 改善。

由于几家工厂（尤其是法国马赛、Genay 和 Mont 工厂）
处理方法改进，2020 年 VOC 排放量有所改善

/2030 目标/净能源采购 
EFPI比2012 年降低 20%

/2030 目标/ COD EFPI 
比 2012 年降低 60%

/2030 目标/ VOC 排放量 EFPI 
比 2012 年降低 65%

2025 年目标

2030 年目标 

2030 年目标 

2030 年目标 

2030 年目标 

2025 年目标

2020

2020

2020

2020

2019

2019

2019

2019

2015

2012

2012

2012

2018 2019 2020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9 2020

21% 23% 23%
30%

2020 2030 年目标 20192018

39% 40% 41%
50%

与阿科玛的区域发展战略相一致，增加
非法国国民在其管理队伍中的比例已成
为主要目标

2030 年目标 202020192018

入选 DJSI World 和 
DJSI Europe 指数；获
得The Sustainability 

Yearbook铜奖

2020年气候变化“A-”级、
水安全“B”级

阿科玛在行业内排
名前1% 可持续性表

现：先进

自2015年起入选
Europe 120和

Eurozone 120指数；
入选CAC 40 ESC指数

“C+”评级；
阿科玛跻身全球前十位

自2017年以来评级为“A”

进步承诺得到评级机构称赞

1,064 990
642

共识®计划要求我们的工厂采取一系列社区行动，促进与
当地利益相关者进行公开对话。2020年，全球共有642项
共识® 倡议，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较前几年有所下降。
尽管如此，实施共识®倡议的工厂的百分比稳定保持在
78%——这体现了我们的工厂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

2020201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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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目标/高级管理人员
中的女性比例：30%

高级管理人员中
非法国国民比例

/2030 目标/高级管理人员中非法国
国民比例：50%

公民参与
全球 共识® 活动和倡议数量

3 - 与利益相关方
建立开放对话和密切关系

员工发展和多元化 

高级管理人员和中的女性比例

继 2019 年增加 2% 后，
管理岗位中的女性比例保持在 23% 不变



我们的最高决策机构, 执行委员
会每月召开两次会议，以审查
战略问题以及增长和发展计划，
包括资本支出、新产能和收购

活动。同时，执行委员会还监督集
团战略实施，监控不同活动的业务
和财务表现，并密切跟踪安全和环
境情况

决策 机构
执行委员会与 Thierry Le Hénaff 一起管理阿科玛运营活动。 每个
成员负责监督一个或多个业务部门或多个支持职能。 2020 年，阿
科玛内部的三名新成员加入了委员会，其中包括一名女性和一名美
国国民。

Thierry Le Hénaff 
阿科玛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

Laurent Mignon 
BPCE集团管理
委员会主席；

Yannick Assouad 
Thalès执行副总裁
负责Thalès航电业务

Thierry Morin,  
TM法国主席

Marc Pandraud 
JP Morgan欧洲、中东和
非洲投资银行部副主席

2020财 年，董事会共计召开 12 
次会议（2019 财 年为 8 次）

出席率为95%
（自2019年起未发生改变）

Isabelle Boccon-Gibod 
法国股票基金FSP
（Fonds Stratégique de 
Participations）常驻代表

Marie-Ange Debon 
管理委员会主席， 
Keolis；Carbios 
董事会主席

Alexandre de Juniac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总干事兼
首席执行官

Victoire de Margerie 
Rondol工业董事长

Nathalie Muracciole 
代表员工董事

Jean-Marc Bertrand 
代表员工股东董事

Susan Rimmer 
代表员工董事

Hélène Moreau-Leroy 
Hutchinson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

阿科玛员工代表

五名运营执行总裁和高级副总裁在各条业务
线内实施执行委员会所作决定

这三名成员向 Marc Schuller 汇报

四名职能执行副总裁监督所有业务线支持活动

Erwoan Pezron 
高性能聚合物
高级副总裁 

Marie-Pierre Chevallier 
性能添加剂
高级副总裁

Luc Benoit-Cattin  
行业与企业社会责任
执行副总裁

Thierry Le Hénaff  
阿科玛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

Thierry Parmentier 
人力资源和企业传播
执行副总裁

Bernard Boyer 
战略执行副总裁

Marc Schuller  
先进材料、涂层解
决方案和中间体首
席运营官

Vincent Legros  
Bostik执行副总裁 

Richard Jenkins 
涂层解决方案
高级副总裁

Marie-José Donsion 
首席财务官

2021 年，为了评估阿科
玛创新和战略对环境问
题和可持续增长的贡献，
董事会决定成立一个新的
创新及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自2021年5月20日
的年度股东大会起生效。
委员会将由Victoire de 
Margerie（主席）、Ian 
Hudson、Isabelle 
Boccon-Gibod、 
Jean-Marc Bertrand 
和 Bpifrance 
Investissement组成。2

Ian Hudson  
Hutchinson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

为加强其专业知识储备，董事会设

有两个常设专门委员会1
审计与会计委员会, 
由 Marie Ange Debon（主席）、Isabelle 
Boccon-Gibod（Fonds Stratégique de 
Participations 常任代表）、Hélène 
Moreau-Leroy 和 Ian Hudson 组成。 
该委员会确保了内部监督质量以及提供
给股东和金融市场信息的可靠性。提名、
薪酬和公司治理委员会由 Thierry Morin 
（主席）、Alexandre de Juniac 和 
Victoire de Margerie 组成。该委员会就
董事会成员、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薪酬
政策以及公司治理最佳实践提出建议。

提名、薪酬和公司治理委员会由 Thierry 
Morin（主席）、Alexandre de Juniac 
和 Victoire de Margerie 组成。该委员会就
董事会成员、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薪
酬政策以及公司治理最佳实践提出建议。

2021 年三位新董事

在 2021 年 2 月 24 日的会议上，阿科玛
董事会提议在 2021 年 5 月 20 日举行的
下一届年度股东大会上更换任期即将届满
的 Thierry Morin、Marc Pandraud 和 
Yannick Assouad，任期为期四年。

Thierry Pilenko, 管理顾问， TechnipFMC 
前执行主席

Bpifrance Investissement, Lac1 基金代表，
其常驻代表是 Sébastien Moynot  

Ilse Henne, 材料服务部门执行委员会成
员兼首席转型官

1. 2021年5月20日股东大会批准第五至第七项决议
规定，审计与会计委员会成员及提名、薪酬与公司治
理委员会成员将按照Document d'enregistrement 
Universel 2020 3.3.4.1和3.3.4.2所述分别进行修改 

2. 2021 年 5 月 20 日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任命规定。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Document d'enregistrement 
Universel 2020 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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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 机构
我们的董事会由 Thierry Le Hénaff 担任主席， 13 名成员组
成——7 名独立派、1 名股东 FSP（Fonds Stratégique de 
Participations）代表、1 名员工股东代表和 2 名员工代表。 
十四名成员中有七名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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