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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重要资源因过度开发而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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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什么？和谁一起？
环境和社会问题变得日益紧迫，我们（消
费者、制造商、政府）都必须重新定义我
们的优先事项、生活方式以及生产和管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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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加快，对这些改变的需求
愈发强烈。

观点
我们必须对未来保持信心
我们完成本年度报告之际，全球新冠疫情⸺一场前所未有的健康、
社会和经济危机，仍未结束。非常时刻，形势动荡，我们的正常生
活已完全被打乱。然而灾难终会过去，我们必须怀抱谦卑之心，适
应特殊环境，渡过难关，展望未来，继续前行。跟许多其他企业一
样，阿科玛即刻采取全面行动应对危机。我们得到了员工的全力支
持，他们表现出不容置疑的专业精神和责任心。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采取行动，维持企业运营，为客户提供服
务，为卫生、能源、水处理和食品等战略领域提供必需的产品。在
这种新形势下，阿科玛价值观中的“同心协力”以及“尽职尽责”为
指引。同时，我们拥有企业家精神、业务的灵活性、专业知识，以
及最重要的：我们对未来的坚定信心，这些都是我们坚定前行的动
力。

此次经济衰退以及2020年全球的预计需求大幅下降，我们相信集团
完全有能力抵御这些冲击。我们在全球开展业务，为多样化的终端
市场提供服务。凭借着稳固的资产负债表和融资能力，我们调整成
本和投资，严格控制营运资金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和短期需求。

我们也对集团的长期战略充满信心。自2006年以来，我们一直在集
团内部进行重大变革，因而能够通过精准投资，基于可持续发展趋
势实施的创新政策以及对业务组合的管理，在特种材料领域逐步获
得领先地位。特种工业产品业务盈利性大，弹性空间大，目前占集
团收入的近80％。到2024年，这一比例将上升为100％。

最后，我们对集团应对重大社会挑战提供具体解决方案的能力充满
信心。这些挑战包括城市化不断深入，资源短缺，气候变化和技术
发展。尽管我们正面临重大的危机，也应坚持优先考虑生态和能源
转型、不同企业部门的脱碳工作。在新型、可持续和高性能材料的
需求持续增长的大环境下，阿科玛因在特种材料领域的独特地位和
创新方面的扎实专业知识而受益颇多，所以能够与客户保持合作，提
供有助战胜这些艰巨挑战的解决方案。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制造商，未
来十年阿科玛无疑将成为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方面社会变革的推动
力量。

这是本创新年度报告的核心。

尽管处理当前的危机刻不容缓，我们已经为危机后阶段和阿科玛的
未来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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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这是危险现象。
正在破坏地区关系的平衡，我们

亟需提出优化、紧急的解决方案。
如今，新的工作方式和工业绩效有赖于可
靠性和可持续性有待增强的 。
在这一紧迫的变革过程中，只有人类不断
前进，才能应对各种挑战。

INNOVATIVE for, 2019年度报告的创新性反映了我们的决心，我们决心保障将
环境、社会和人类生存问题置于产品和业务的首位。我们的工业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成
为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期望为您重点展示它们的价值、技术和可持续性。



支持年轻一代

运动型
聚合物！
阿科玛参加体育行业最大的贸易展会ISPO。
这是向全世界的设备制造商展示我们的高
性能聚合物Pebax® 尼龙弹性体和Kynar®
氟聚合物的绝佳机会。Pebax® 尼龙弹性
体制作的鞋底具备轻盈、高回弹和坚固等
特性， Kynar®氟聚合物耐用性和耐磨性
突出，在特种织物领域备受青睐。

阿科玛推动
3D打印行业发展
阿科玛与Autodesk和Farsoon合作开发一套优化生态
系统。它将软件、打印设备和材料融相结合,目的是促
进Rilsan® 聚酰胺11粉末在激光烧结应用中的推广。
这是一种高性能聚合物，具有极强的耐久性，非常适
合工业生产。

BOSTIK的FIX & FLASH
产品获奖！
Bostik赢得法国消费者认可，他们将
Fix＆Flash评为“胶水和修复”类别
的“2019年度产品”。这是首款使用
LED灯对所有类型材料表面作用进行
即时干燥的零售胶水！ 

关于我们

时事速递
2019年是忙碌的一年，业务收购、工业投资、合作伙伴关系、大型贸易展览会、
创新和获奖。这一年的亮点反映了集团是充满活力、创新且持续增长的。让我们来
回顾2019年的精彩亮点。

阿科玛成为法国“城市体育”慈善机构合作
伙伴，对其“L in the City”计划予以特别支
持，帮助年轻女性融入社会和工作场所。从
2017/2018赛季以来，阿科玛一直是巴黎香
榭丽舍剧院的赞助商，向贫困社区10000名
学生提供以有趣的方式学习和演唱古典音乐

的机会。

展望下一代电池
阿科玛积极投身参与交通运输市场电池技术的未来发展，收购锂硫电池制造商
OXIS Energy股份，自2012年以来，阿科玛持续为OXIS Energy提供含氟化合
物的电解质盐、碳纳米管和增值聚合物，以提高电池的寿命和能量密度。

二月

可回收复合材料
前景光明 

阿科玛参加全球最大的复合材料展会JEC World 
Paris，展示独特的热塑性系列工业产品。这些
产品用于可回收复合材料的生产，可满足风力
涡轮机、建筑、运输和运动领域的需求。阿科
玛意在利用这些产品，解决复合材料在使用周
期结束后的处理过程中存在环境问题。凭借其
创新性产品，用于加固混凝土的玻璃纤维复合
材料和Elium®热塑性树脂电缆，阿科玛集团获
得展会建筑类一等奖。

一月

一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印度
粉末涂料业

发展繁荣
阿科玛在印度新孟买开设一流的聚
酯树脂制造厂。用于低VOC粉末涂

料生产的Reafree® 树脂在工业和
建筑领域得到应用，在印度和墨西

哥湾地区蓬勃发展。

二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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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科玛
在中国开发

紫外光固化树脂

阿科玛扩大
表面活性剂业务
阿科玛收购美国农作物营养、采矿和道路基础设施专用表面活性
剂领导者ArrMaz后，表面活性剂业务发展迈向新的里程碑。ArrMaz
销售额达2.9亿美元，两者进行有益的技术互补，扩大了阿科玛表面
活性剂业务分布范围。见反面。

世界杯：
为女性加油！
作为2019™FIFA女足世界杯法国的官
方赞助商，阿科玛在比赛期间成功展
开宣传活动。Caravan’Arkema在法
国作巡回演出，Arkema推出首个FIFA
官方聊天机器人，举办比赛，为比赛
大使、足球运动员GaétaneThiney献上
一部电影，还举行其他活动，与公众
互动。

阿科玛
赞助女足D1联赛
为继续提升女足及企业中女性角色的
重要性，阿科玛与法国足球联合会签署
为期三个赛季的女足一级联赛冠名合同，
该赛事现改称“阿科玛D1联赛”。

CARBON和阿科玛：
3D打印市场
两大佼佼者
全球领先的数字制造公司Carbon，和
用于3D打印的液态树脂先驱者Arkema
子公司Sartomer宣布达成战略合作。
阿科玛将投资该初创企业，为3D批量
生产提供高度创新的材料和新技术，
打破供应链模式。

Sartomer在中国广州南沙设立光
固化液态树脂生产基地，将其产
能有效提升30％。这项投资是为
满足亚洲对电子、3D打印和胶粘

剂与日俱增的市场需求。

PEKK
进军美国 
阿科玛在美国Mobile工厂（阿拉巴马
州）设立PEKK生产基地。航空、石油
和天然气、电子和汽车行业对碳纤维增
强复合材料及3D打印解决方案的需求
十分旺盛，阿科玛故此做出这项投资。

HEXCEL
在法国推出PEKK
阿科玛和Hexcel在法国伊泽尔省LesAvenières创
办联合研发实验室，开发用于未来飞机构件制造
的PEKK（聚醚-醚-酮-酮）热塑性预浸料复合带。
这一富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既能为航空航天客
户提供轻量级技术，又可缩短生产周期。

三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六月

六月

阿科玛和ArrMaz：
特种表面活性剂 
新领导者

JEAN-FRANÇOIS  
CHESNEAU, 
ArrMaz表面活性剂和添加剂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与表面活性剂相关的市场
有哪些？
表面活性剂是一种添加剂可以改变两个表面之
间的张力以及使非混溶的物质相互溶解。许多
应用中都会添加表面活性剂。它们可提高道路
铺设过程中沥青的流动性，可用作肥料包膜剂，
防止肥料固化；还可用于采矿，分离提取的金
属元素与杂质；以及用于清洁剂、油漆、化妆
品及石油和天然气提取过程。ArrMaz的产品组合
特别专注于肥料、采矿和道路沥青领域的应用。

收购ArrMaz对阿科玛意味着什么？
这项收购使阿科玛成为世界表面活性剂领导品
牌之一。ArrMaz为我们提供了优异的地理、商
业和技术互补性。ArrMaz在北美、南美、中东、
亚洲和非洲等活跃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有
助于进一步稳固阿科玛在欧洲的原有地位。 
ArrMaz也是在几个增长强劲的利基市场的领
导者。其中包括在锂矿石回收市场，以及发展
迅猛的电动汽车行业，对锂矿石的需求也日益
增加；在化肥市场，添加剂的使用增强了化肥
效果；以及沥青市场，添加剂可改善沥青质量
和道路表面的可循环再造性。正因我们拥有共
同的产品组合，所以能够瞄准所有地区的所有
细分市场。

你们有联合创新的项目吗？
ArrMaz以专业配方知识闻名业内。我们立以近
乎量身定制的专业知识为基础，推动产品全面
升级。同时，我们将在生物基和可生物降解表
面活性剂方面取得进一步发展，并为客户提供
全套解决方案。阿科玛在该领域经验丰富，收
获巨大。我们已对洗涤剂市场推出生物基非离
子型表面活性剂系列。双方各自领域的专业知
识使创新能力得以提升！

>>>

关于我们

新加坡新建工厂
生产RILSAN® PA11 
阿科玛选址新加坡裕廊岛，建立全新
的世界级工厂，专门生产氨基十一酸
单体及Rilsan® 聚酰胺11树脂。2017
年7月宣布全球产能增长50％，集团
立足于此，推出高性能生物基解决方
案，以满足亚洲客户，尤其对交通运
输市场的强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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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tomer收购Lambson：引领紫外光
固化市场革命！
“Sartomer是紫外光固化特种树脂行业领导者。这项
无溶剂技术生产可通过紫外光固化的液态树脂。此类
清漆、油墨和粘合剂满足了电子、汽车、化妆品、包
装和用于增材制造的3D打印等尖端市场的需求。比如，
我们的树脂应用于智能手机触摸屏，可优化电阻、光
扩散和图像清晰度。

英国Lambson公司生产引发紫外光固化聚合反应的
各种光引发剂，Sartomer收购该公司后，在紫外光
固化领域已取得重大进步。通过此次收购，Sartomer

阿科玛展示专业技术
阿科玛在2019年商标展上展出其压敏胶粘剂全新系列产品，特别是用于包
装、建筑和汽车行业的粘合剂。这得益于集团在标签、胶带和保护膜等领
域的扎实专业知识。为了向市场提供最全面的产品，体现最新的创新技术，
集团决定打造一个名为阿科玛自粘胶解决方案的全球网络，用来汇集团队
的专业知识。见反面。

扩大了产品范围，年增长率将可达到5％左右。利用
Lambson在光引发剂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全面掌
握了紫外光固化系统的知识，确保能够更好地满足
最终应用的需求，应对客户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凭
借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以及必备配方组分（特
种树脂、添加剂、光引发剂），从竞争对手中脱颖
而出。我们具备所需的资源，以可持续发展的方法，
实现紫外光固化领域的突破。”

在圣奥班工厂
享受阳光 
光伏技术创新者Corsica Sole，和
阿科玛圣奥班工厂联合建造太阳能
发电厂，这是法国第一家完全位于
塞维索分类工业园区内的发电厂。
该项目对圣奥班工厂的大量棕色地
带场地进行重新利用。所生产电能
用于供应阿科玛本地工厂的运营。

 六月

BOSTIK有大计划！
波士胶收购法国高性能热
粘合胶膜公司Promochir，
这项收购将丰富波士胶无
溶剂粘合解决方案，满足
汽车、建筑、纺织和医疗
市场多个高增长工业的应
用领域的需求，波士胶也
将成为全球领先的热粘合
胶膜供应商。

六月

有启发性的收购  
Sartomer收购英国光固化引发剂
专门生产商Lambson，该项技术
可满足电子、3D打印、数字油墨、
复合材料和高性能涂料等前沿市场
的需求。上述解决方案很好地弥补
了光固化树脂全球领导者Sartomer
的产品短板，有助于其应对快速
增长的市场，加快其发展速度。

六月

九月

九月

透过桨板看水底
第28届蒙特卡洛摩纳哥游艇展上，在众多参
展的超级游艇中，LOEVA展示了完全透明的
桨板。这是首款使用Altuglas® ShieldUp制

成的桨板。这种材料是阿科玛公司开发的纳
米级丙烯酸玻璃，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前卫
的设计和高级制造工艺，为游客提供非同寻

常的冲浪板板体验。

INNOVATING WITH YOU IN MIND

JULIE HAEVERMANS, 
Sartomer全球传播和

市场总监

Bostik压敏热熔胶
ERIC PAROIS
Bostik包装、标签及医疗产品全球市场负责人

您如何评价Bostik的压敏热熔胶

系列产品？
Bostik是该领域的领导者。我们的专家对价值
链的深入了解，就能够为标签/包装市场提供
全面的系列产品。这些产品融合最新创新成果，
能反映可持续性等新出现的问题。

2019年你们推出了哪些新产品？

我们集中开发更具可持续性、对生态负责的技
术（无溶剂）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的无
底纸标签不含硅酮，可以减少浪费和碳足迹。
我们还提出可回收玻璃瓶标签的概念。这种用
于可洗标签的新型热熔胶对回收公司特别有吸
引力。这种新型标签容易脱落，玻璃上无痕迹，
清洁水中无残留物。

我们还提供用于纸板包装、不含矿物油的新型
粘合剂，它既符合最严格的标准，又不会打乱
纸板回收链。

这款新型粘合剂来源于生物基产品用于生产食
品标签，能满足可持续性和消费者对安全的需求。
最后，我们的硅烷改性聚合物压敏胶（PSA）
实现了技术突破：湿固化。它的涂布速度比传
统的同类型溶剂型胶水快三到五倍，达到了粘
合力和内聚力之间的平衡折衷。

整个产品开发过程中你们是否考虑到可
持续性和回收利用问题？

当然会考虑。除了我们的直接客户（不干胶标
签制造商），所有品牌尤其是食品和饮料行业
品牌，都希望采用性价比更高而且对生态负责
的包装。在线零售商要消耗大量纸板包装，他
们也有同样的需求，而回收商遵循的流程越来
越严格。这些挑战为Bostik带来了意想不到的
机遇。

>>>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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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力与日俱增
阿科玛法国Mont工厂启动一条新的生产线，生产
Orgasol® 高性能聚酰胺12超细粉。集团的全球产能
因此增加50％以上，可满足涂料、个人护理、复合
材料和3D打印市场的旺盛需求。

微粘合市场的
雄心壮志 
Bostik推出Born2Bond™，它是
一款创新、高性能、快速固化的
粘合剂系列产品，可满足各种应
用中的高精度微粘合（500微米
至2 毫米之间）需要。 Bostik的
目标是成为迅速扩展的市场上的
领导者。见反面。

Born2Bond™
POLIVIO GONCALVES, 
市场经理，
Bostik工程胶粘剂

Bostik投资快速增长的工程胶粘剂
Born2Bond™系列产品市场。 
Born2Bond™是什么样的产品？ 

Born2Bond™是一款高性能胶粘剂系列产品，适
用于对即时胶粘剂精度要求极高的解决方案的应
用。它专门针对组装需求复杂的电子市场，如智
能手机和车载汽车电子产品、珠宝、豪华包装、
医药及专门配件和设备（导管、超声扫描仪等）
的组装及工业设备和汽车的维修。全部加起来，
每年潜在市场价值达70亿欧元，年增长率估计高
达9％。我们希望跻身工程胶粘剂制造商世界前
五强。

你们能满足客户的什么需求？

精度、速度和用户舒适度。我们使用氰基丙烯酸
甲氧基乙酯（MECA）技术配制速溶胶。最终获
得专利的产品具有快速固化、气味小和低起霜等
高端产品必备的特性。我们的胶粘剂可满足客户
的高端需求：复杂的组装和设计、更快的固化时
间、更低的操作成本、用户舒适度及对环境和健
康标准的严格遵守。

Born2Bond™技术创新程度如何？

我们是首家将结晶质常态胶粘剂的伸长率提高250％
的企业。我们的配方采用MECA技术，气味小，
有单组分和双组分两种，可为用户提供比竞争产
品更大的舒适度。我们的Born2Bond™学院向客
户和全球分销商敞开大门，他们可以来此培训他
们的技术和销售团队。 

中国电动汽车
快速发展
阿科玛将常熟工厂的Kynar® PVDF氟
聚合物产能提高约50％，以满足电动
汽车锂电池市场增长的需求。

阿科玛专注于
复合3D打印 
这项新技术为航空、汽车、能源和建筑行业带来光明的前
景，还满足了对轻质材料不断增长的需求。阿科玛是3D打
印和复合材料聚合物领域的领导者，已与该领域两家新兴
企业合作：使用用Sartomer紫外光固化树脂开发连续纤维
印刷技术的Continuous Composites，和运用Kepstan® 
PEKK复合材料进行3D打印的9T Labs。

BOSTIK
确立领导者地位
Bostik收购丹麦公司LIP，该公司是丹麦瓷砖胶年
纪、防水系统和地面处理解决方案的领导者，是斯
堪的那维亚地区市场的核心参与者。凭借强劲的地
理和商业协同效应，通过这个项目，波士胶能够为
客户提供广泛的高附加值解决方案，同时提升其在
北欧国家的影响力。

十月

十月

聚合物再生
通过与工程塑料复合材料制造和再生领导者Agiplast
合作后，阿科玛技术聚合物事业部宣布一项新计划，
回收高性能聚酰胺和PVDF氟聚合物。该Virtucycle®
计划意在发动客户与阿科玛合作开展后工业和消费后
回收项目。

十月

美国新投产巨型反应堆
北美客户对水处理市场中超吸收剂、涂料、粘
合剂和絮凝剂等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阿科玛
在德州克利尔莱克工厂新投产一座9万吨丙烯
酸反应堆，以满足北美客户需求。

十月

致力于3D打印的
新研发中心

阿科玛于法国诺曼底Serquigny的
Cerdato研发中心内新设立全球3D打
印卓越中心。该中心配备最新一代打
印机，专用于高性能聚合物的增材制
造，将推动上述新生产方法在该地区

企业的应用。

十一月 十一月

十一月

十二月

•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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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面临新冠疫情危
机，阿科玛的企业基础
依然坚如磐石，我们依
然对未来充满热望。”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情况变得极为特殊。
您在管理工作中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Thierry Le Hénaff  – 这场危机确实是史无
前例的。我们只能迅速采取行动，适应不断
变化的局势。在这动荡的时期，阿科玛的当
务之急是采取必要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保护
集团的员工，对政府给予支持，限制病毒传
播，同时关注弱势人群。

企业内部根据每个国家的要求制定严格而清
晰的程序。我们已采取措施减少出门和面对
面接触，实施严格的安全和消毒措施，只允
许必要人员进入工厂。

我们还严格遵守保护措施和社会隔离要求，
已尽可能转换成远程办公形式。

执行委员会每天举行一次视频会议，讨论集
团运行情况，确定新的举措，及时了解瞬息
万变的情况。

我们目前正着手准备第二季度工作，就需求
而言这对企业来说可能更为复杂。

全球各地阿科玛员工的奉献和专业精神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此刻，集团的价值
观至关重要。团结是阿科玛的四个关键价值
观之一，这在当前形势下得到了鲜明体现。

这场危机对企业产生了什么影响？  

T. L. H. ‒ 在阿科玛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
能够维持企业在全球的运营。尽管形势复杂难
料，我们照常为客户提供服务。我们的许多产
品对于下游产业和经营所在国家/地区的经济至
关重要。

我们满足了客户对几款产品的巨大需求，如用
于保护超市结账人员的PMMA丙烯酸玻璃，用
于制造防护口罩的PVDF和用于医用呼吸器的分
子筛。在感染人数每周增加的局势下，尤为凸
显企业专业知识的重要性。

我们为抗击疫情所做的贡献而感到自豪。我们
果断行动，在法国调整一条生产线的用途，生
产酒精类溶液，在美国也进行小规模生产。我
们的快速应对能力和专业知识，体现了企业的
社会责任感。

这种特殊情况对集团的财务状况产生了  
何种影响？
T. L. H. ‒ 这场危机已由全球安全健康危机，
演变为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汽车和建筑等许
多领域的市场需求急剧下降，而且暂时无法
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在这段时期，我们仍需努力，幸运的是，集团已
为这一突发情况做好充分准备。一直以来我们
优秀的管理能力，稳健的资产负债表，技术专长,
我们的商业存在，和近年来的长足发展等优势。

同心协力是阿科玛
的四个关键价值之
一，这一点在当前
形势下得到清楚地
证明。

专访 成果与展望
Thierry Le Hénaff回顾集团2019年的优异表现，讨论2020年初全球出现的
空前危机。这种特殊情况凸显了阿科玛员工的灵活性和集团的财务实力。展
望今年， Thierry Le Hénaff对集团下一阶段的发展充满信心，这也是他在
最近的战略更新会议上向投资者传递的阿科玛的愿景，即到2024年完全专注
于特种材料领域。“即使面临新冠疫情危机，阿科玛的企业基础依然坚如磐
石，我们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

关于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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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阶段的商业模式，和近年来的发展，
使我们能够谨慎且信心十足地展望未来。与
仅依赖一两个细分市场的企业相比，多终端
市场的多元化经营策略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
保障。

“在当前情况下，企业的应对能
力是关键因素，今后也将如此。”

在当前情况下，我们的应对能力已变得至关
重要，今后也将如此。我们必须灵活、果断、
迅速地调整库存、运营支出和投资策略。我
们还必须为危机后的生活做准备，尤其是封
锁解除之后思考我们的经营方式，这才是负
责任的态度。

回顾2019年，阿科玛表现依然出色吗？
T. L. H. ‒ 因为疫情，我感觉2019年过去很
久了，但回顾这一年也是很重要的。2019
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没有2018年那么繁荣。
我们的营收总额为87亿欧元，与前一年基
本持平，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达到14.57亿欧元，与前一年记录水平相当。
现金流仍然非常稳固，且达到历史最高水
平，自由现金流为6.67亿欧元，实现大幅
上涨，运营现金流占EBITDA比率为52％。

某些重要终端市场增长放缓，已经影响当前经
济环境，而上述财务业绩则反映了集团的根基
稳固性和应变能力。同时也印证了我们的业务
组合策略是有效的，我们聚焦特种材料战略是
稳健的。
2019年这些产品线的EBITDA增长13％，已超
越由于氟化气体市场严峻现状影响的中间体业
务。

我们的业绩还反映了战略的相关性及阿科玛团
队为适应宏观经济环境波动所做出的努力。

2020年初，阿科玛制定了宏伟的2024年新
路线图。其主题是什么？

T. L. H. ‒ 自阿科玛成立以来，公司未来的发展
愿景十分清晰，即成为特种材料领域的领导者。
从2006年集团资产分拆开始，集团持续深入
转型，改变业务组合，增强组织结构效率和竞
争力，将创新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上。这些举
措改变了我们的业务组合，提升了组织结构的
效率和竞争力，使我们走上了明确、创新的可
持续发展道路。

2020年4月投资者大会上，阿科玛以全新形象
——纯工业特种材料制造商出现，市值达100至
110亿欧元，其简洁、灵活的投资组合专注于
可持续解决方案。对集团所有利益相关者来说，
这是他们的清晰的愿景，宏伟的计划和重要的
价值来源。

拥有了新的形象，我们就可以提供更好的解决
方案，以满足客户对用于交通、城市化和环境
保护等领域的新材料及3D打印等新技术的强
劲需求。我们具备材料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有能力提供客户需要的高科技、轻便、生物基、
可回收材料。

我们将各领域专业知识（包括胶水、替代材料
及减光和保护材料）形成三个相互关联的互补
性增长体系：胶粘剂、先进材料和涂料解决方
案，这三大体系共同构成工业特种材料，确定
集团的中期概况。

“到2024年，我们将完全
专注于特种材料领域。这
一业务目前占企业经营活
动的79％，五年后将达到
100％。”

集团对中间体部门的发展战略愿景：整合业务
较为波动的业务，并对比实施差异化战略。

“今年年初，集团根据《巴黎协定》，
宣布远大的2030年气候计划，致力
于实现将全球变暖温度控制在2°C以
内。”

基于聚焦特种材料的三大关联和互补业务部门，
即胶粘剂解决方案、先进材料和涂料解决方案，
当今世界对可持续和高性能材料的需求不断
增长，围绕此三大增长平台，阿科玛享有独
特地位。

这些业务结合了真正的内部创新专识、强大
的商业和工业协同作用以及在可持续和增长
市场中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卓越能力。

阿科玛在发展过程中，是如何突显企业社会
责任重要性的？

T. L. H. ‒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创新的立足点，
阿科玛致力于为轻质材料、新能源、水和生
物基产品领域的客户提供服务。正是这一策
略，我们才能够为联合国确定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作出贡献，应对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
自然资源匮乏等当前和未来的重大挑战。

阿科玛自成立以来，坚持奉行负责任生产的
原则，优先考虑员工的健康和安全，环境效
益、工业设施的可靠性和与利益相关方的开
放式沟通。

自2012年以来集团在环境问题上接连取得进
展，所以我们根据《巴黎协定》，于年初宣
布规模宏伟的2030年气候计划，目的是致力
于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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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温室气体
排放量比2015年减少38％。集团还针对排放
到空气和水中的废气和能源消耗确定了新的
环境目标。上述承诺，和董事中女性比例增
加所取得的进展，巩固了阿科玛勇担社会责
任的优良企业形象。

关于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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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围绕四大业务部门打造的业务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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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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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材料占营收总额的

24%
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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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4

31

21

79%

24%
胶粘剂

生物基材料 电子消费产品
解决方案

新能源  轻质材料

水处理  房屋节能与阻隔

专注于可持续发展的6大研发平台

DES POSITIONS DE我们的主要市场

87亿欧元 营业额

20500名员工

144家工厂

55个国家/地区遍布

全球  90%的业务位居全球

前三

阿科玛概览

24

24

31

21

22%
工业

7%
运输与汽车

7%
营养与水

7%
电气、电子
与能源

22%
消费品 20%

油漆和涂料

15%
建筑业

中间体

创新：经营理念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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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构
董事会制定阿科玛发展战略并监督其
实施。董事会主席为蒂埃里·勒纳夫
Thierry Le Hénaff，另12名成员中
有六名女性。

1  Thierry Le Hénaff,
阿科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8 Laurent Mignon, 
BPCE集团管理委员会主席

9 Hélène Moreau-Leroy,  
法国赛峰集团收购Zodiac项目执行主席

10 Thierry Morin,  
Thierry Morin咨询公司董事长
11 Marc Pandraud,  
摩根大通欧洲、中东和非洲
投资银行副主席

12 Nathalie Muracciole, 
员工代表
13 Jean-Marc Bertrand,
员工股东代表

会议出席率为95％
（2018年为97％）。

95%
2019财年董事会
举行会议八次
（2018年为六次）。

8  次

2

8

3

9

4

10

5

11

6

12

7

13

决策机构

1 Thierry Le Hénaff,
阿科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 Marc Schuller,
先进材料、涂料解决方案
和中间体业务首席运营官

3 Bernard Boyer, 
战略执行副总裁
4 Vincent Legros,

Bostik执行副总裁
5 Luc Benoit-Cattin,  

行业和企业社会责任执行副总裁
6 Marie-José Donsion, 

首席财务官
7 Thierry Parmentier, 

人力资源和企业传播执行副总裁

阿科玛内部三名新成员（包括一名女性和一名美国
籍员工）加入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是我们的最高决策机构，每月召开两次会议，研究战略问题及资本支出、
新产能和收购方面的增长和发展计划。

它还负责监督集团战略实施情况，监督我们不同活动的业务和财务绩效，并跟踪安
全和环境绩效。

1 2 3 4 5

6 7 8 9 10

五月份任命
三名新成员：
8 Marie-Pierre Chevallier,

高级副总裁
功能助剂

9 Richard Jenkins, 
高级副总裁
涂料解决方案

10 Erwoan Pezron,  
高级副总裁
高性能聚合物

这三名成员向Marc Schuller
汇报工作。

关于我们

2 Yannick Assouad, 
Aeronautical主管
3  Isabelle Boccon-Gibod,

法国股票基金参与战略基金会
(FSP)常驻代表

4 Marie-Ange Debon, 
MEDEF 国际副总裁
5 Ian Hudson, 

已退休，Carbios董事会主席

6 Alexandre de Juniac,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

7 Victoire de Margerie, 
Rondol Industrie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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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专业知识，董事
会特别设立两个专项委
员会
审计与帐目委员会
该委员会由主席Marie-Ange Debon与
Isabelle Boccon-Gibod、Hélène-
Moreau-Leroy、Ian Hudson三位董事
组成。其职责是保证内部控制的质量，
为股东和金融市场提供可靠的信息。

提名、薪酬和公司管理委员会

该委员会由主席Thierry Morin和另两名
董事Alexandre de Juniac和Victoire de 
Margerie组成。其职责是就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政策及公司治
理最佳做法提供建议。

执行委员会与Thierry Le Hénaff共同管
理阿科玛的业务活动。每名成员监督一个
业务部门或多个职能部门。2020年五月

为贯彻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阿科玛分为四个业务部门和
六条业务线，由业务执行副
总裁领导。本部门向四位执
行副总裁汇报工作，为所有
活动和运营提供支持。

Thierry Parmentier于2019年7月1日接任退休的
Michel Delaborde, 加入执行委员会, 担任人力资
源与传播执行副总裁。Thierry Parmentier加入
阿科玛之前曾担任阿尔斯通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 
亦是阿尔斯通执行委员会委员。2008年至2017
年, 他担任Technip人力资源总监兼Technip执行
委员会委员。

在此之前, 他在Faurecia、Atos和Schlumberger
的人力资源部均担任过多个职位。

Thierry Parmentier现年55岁，毕业于南锡第二
大学和巴黎第二大学。他还拥有人事管理培训中
心CIFFOP资格。



EBITDA（百万欧元）
和 EBITDA利润率（％）
EBITDA达14.57亿欧元，相比2018年记录水平（-1.2％）。
EBITDA利润率高达16.7％，保持稳定。

调整后净收入总计6.25亿欧元，合每股8.20欧元。

调整后净收入 
（百万欧元）

和调整后每股
净收入（欧元）

自由现金流
（百万欧元）

2019年，阿科玛的自由现金流达到创纪录的6.67亿欧元，
同时投入大量资金促进未来发展。

净债务（百万欧元）
和债转股比率（％）
截至2019年12月底，阿科玛净债务稳定控制在16.31亿欧元之下。
企业净债务权益比率为31％，是2019年EBITDA的1.1倍。

自2007年以来的股息
（欧元/股）   

2024年的稳健表现
和新目标
2019年总体经济逐步下滑，阿科玛却在特种
化学品业务的推动下，财务业绩表现十分抢眼。
集团营收额已打破记录，仍投入大量资金促进
未来发展。

销售额
（百万欧元）

2019年宏观经济背景存在不确定性，活跃度较上年有所下降，
阿科玛销售额达到87亿欧元，与2018年持平。

2024年目标：成为专注于特种材料的企业，销
售额达到100至110亿欧元

2016

2016

2016

7,535

1,189

418

15.8%

 €5.56

16.7%

 €7.82

16.7%

 €9.51

16.7%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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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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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6

1,474

725

8,738

1,457

625

2017

20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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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8

20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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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目标：特种化学品EBITDA利润率
由目前的15.8％增至17％

2016

426
565 499

667

2017 2018 2019 2016

1,482

35% 24% 20% 31%

1,056 1,006

1,631

2017 2018 2019

20082007

0.60.75 0.6
1

1.3
1.8 1.85 1.85 1.9 2.05

2.3 2.5
2.2 1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 2020年5月19日年度股东大会股息推荐。

1. 可持续产品
销售额中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重大贡献的份额

已申请的与可持续性相关的专利数量

2017

n.c

43% 46%

2018 2019

2017

154150 149

2018 2019

1. 第三方根据集团销售额的44％做出评估

考虑到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和对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和责任，董事会决定将2020年2月26日建议的2019
财年股息降低至每股2.20欧元，比上一年减少12％，比原先建议的金额（2.70欧元）低近20％。董事会表示，计划等工作
和一切恢复正常后向利益相关者弥补这一差额。

1.

2.
2025 至2030年
不断提高CSR指标，
实现宏伟目标
阿科玛制定明确的指标，制定宏伟的目标，履行三大承诺，
即提供可持续发展问题创新解决方案、做负责任的制造商、
促进与内外部利益相关方进行公开对话，以保持持续发展。
我们的目标是，在安全性和环境方面跻身化学品行业最佳
之列。

>>>

关于我们

18 / 阿科玛-创新  阿科玛-创新/ 19

稳健的财务表现
和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指标
集团对改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给予同等重视。
2019年底和2020年初企业在这几方面重新设定目标。
这些目标既激励全体员工，也鼓舞企业走向成功。



2. 负责任的制造商 3. 公开对话

1.与2015年相比，以《京都议定书》界定的范围1和范围2排放量、
《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界定的物质为目标

AIMS审计（健康、安全、环境）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2017年，阿科玛采用新的流程安全指标，即每百万工时的流程安全
事故（PSE）。工厂开展针对性行动后，2019年PSE降至3.7。

 2025年目标：
TRIR低于1.2

2030年目标：
VOC排放环境足迹绩效指标比2012年低65％

2025年目标：
 PSE低于3

2030年目标：温室气体排放
比2015年减少38％

这意味着到2030年，无论产量增加多少，绝对排放量都将减少
170万吨以上，即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300万吨。

2030年目标：净能源购买环境足迹
绩效指标比2012年低20％

1.6

0.66
1.00

3.9

1.3

0.62
4.4

1.4

0.60
3.7

0.35

2017

201720122017

2018

20182018

2019

20192019

2025年目标

2030年目标2025年目标

经AIMS审计的工厂所占百分比

阿科玛开发了阿科玛综合管理系统（AIMS），该系统将我们执行的
所有安全、安保，环境和质量审核整合在一起。2019年集团80％的
工厂接受AIMS审核。

安全
每百万工时的总可记录伤害率（TRIR）

2019年，阿科玛TRIR为1.4，与2018年几乎持平，进一步巩固了
其业绩。这一数据已将外部企业人员的统计结果（TRIR为1.1，2018
年为2.3）考虑在内。

气候（温室气体排放）

能源（净能源购买EFPI）流程安全事故（PSE）率

2019年阿科玛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5年减少13％。

2019年，部分工厂产量下降导致该指标上升。

2025年目标：
非法国籍高管和董事占42-45％

37% 39% 40% 42-45%

2017 2018 2019 2025年目标

非法国籍高管人数比例

在阿科玛业务遍及的所有国家/地区，我们均会优先考虑各层次的
本地技能人才和专业人才，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

空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EFPI）

2019年，工厂（尤其是法国）在处理方法上取得进展，VOC
排放量减少。

78%
84%

78%

2017 2018 2019

公民参与度
参与Common Ground® 所占比例

尽管Common Ground®活动吸引了很多人来参与，其活动数量却从
2018年的1064项略降至2019年的990项。这些活动主要与当地社区和
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有关，共识计划旨在推动与利益相关方的开放对话。

2025年目标：
女性高管人数比例占23-25％

员工发展
与多元化
 女性在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中的比例

我们落实2016年实施的支持机会平等和性别平等计划， 
2019年该指标有了明显提高。

19% 21% 23% 23-25%

2017 2018 2019 2025年目标

69 74 80
100

2017 2018 2019 2025 年目标

0.961.00
0.90 0.87

0.62 1

20172015 2018 2019 2030年目标

0.891.00 0.88 0.91 0.80

20172012 2018 2019 2030年目标

2030年目标：
COD排放EFPI比2012年低60％

0.70
1.00

0.59 0.50 0.40

20172012 2018 2019 2030年目标

水（化学需氧量/COD EFPI）

2019年，我们对废水处理站（特别是意大利一家工厂）做
出很多改进，降低了COD。

“阿科玛自愿
改进CSR表现，
最终目标是入围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
指数（DJSI）。”
可持续发展副总裁Virgine Delcroix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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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阿科玛已实现2025年四个战略环境目标中
的三个，修订了原有目标，制订更宏伟的2030年新目标。

为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新的气候指标是用绝对值
表示的。另三个目标⸺能源、水和空气，均以环境足迹
绩效指标（EFPI）为基础，该指标反映的是集团业务范围
和工厂产量的变化。

2025年目标：
对所有工厂进行AIMS审核



并肩
作战
与阿科玛
汽车市场面临发展迅速、轻质化、可回收、电气化等多重
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在聚合物、油漆、助剂和粘合
剂方面的专业知识。 

电池
Kynar® PVDF对电解液具有超强的电化学耐
受性，可用于锂离子电池。Kynar® PVDF使活
性材料粘结到电极上，极大地增强电池的耐用
性。

座位和车厢
Adiansol® 多元醇助剂用于制造座椅和方
向盘使用的聚氨酯发泡。这种助剂可增
强发泡硬度，加快发泡的硬化。
Encor® 饰面树脂手感柔软，耐干湿磨
损，用于车厢和座椅的内部皮革饰件。

Bostik热熔胶用于组装仪表板、座椅、
车门和车顶饰板的皮革、纺织品和织物。
这种物质可提升隔音效果，减少振动。 
Platamid® 热熔胶是一种源自蓖麻油的
可回收、生物基产品。

仪表板
Altuglas® 丙烯酸树脂具有极高透明度和
极强耐刮擦性，可用于仪表板显示器。

第三代Forane® 制冷剂气体（HFC，即氢
氟烃）不损害臭氧层，不易燃，可用于
空调。下一代HFOs即氢氟烯烃正在开发
中，有助于缓解全球变暖危机。

金属漆
车身油漆使用的Encor®、Synaqua®、Synocure® 和
Synolac® 树脂可增强光泽度、耐刮擦性和耐候性。 
Dianol® 防腐添加剂可提升附着力，使涂料更加耐
用、耐高温、耐刮擦、抗碎石冲击。

天窗
天窗使用的Altuglas® ShieldUp
加固型丙烯酸玻璃，透光度是
玻璃的两倍。

组装粘合剂
Bostik SAF® 甲基丙烯酸酯结构胶用于车
身部件、玻璃、塑料和橡胶的组装。这些
产品性能卓越，可替代较重部件的焊接和
铆接。

挡风玻璃
Bostik SMP挡风玻璃填缝剂具有出众的柔韧性、
密封性和抗紫外线性。不含溶剂和异氰酸酯，
可粘合金属、铝和玻璃。

车身
Elium® 热塑性树脂用于制造可回收复合材
料，供外部面板和半结构零件使用。采用该
树脂制造的可热成型部件比金属部件轻。

轮胎
低滚动阻力轮胎即“绿色轮胎”越来越受
欢迎。这种轮胎可减少克服惯性所需的能
量，使燃油消耗降低约30％。这项技术的
核心是，往接触路面的橡胶带中添 加大量
二氧化硅。Ekaland™DPG剂可确保二氧化
硅与橡胶完全混溶，防止轮胎品质下降（加
热或颗粒分散）。

尾灯
汽车制造商采用Altuglas® 丙烯酸树脂生产各种红色
和橙色尾灯，光穿透率达98％。这种可回收塑料也
具有极强耐刮擦性。

发动机 
软管和零件
Rilsan® 生物基聚酰胺（源自蓖麻油）具
有坚韧、耐化学腐蚀、耐热等特性，用于
替代从油箱到发动机的燃油金属管。它比
铝和黄铜轻三至九倍，可有效减轻重量，
降低生产成本。 Rilperm® 是多层软管中
采用的一项独特技术，带来极低的渗透率
和析出率，能满足客户最苛刻的要求。

Rilsan®  HT聚酰胺具有极其优异的高温耐化
学性，可代替钢和橡胶制成的管路及零部
件，使重量减轻一半或三分之二。

Orgalloy® 聚酰胺合金具有出色的粘结力和耐化学
性（耐受空调制冷剂、燃油等化学品），可用于制
造空调管道内的保护层。

Kynar® Flex PVDF用于制造耐发动机机油和燃料腐
蚀的电缆。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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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WBCSD）。这个全球性组织拥有200多家大型
企业成员，他们共同努力，加速向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过渡。

 

我们根据可持续发展
目标对解决方案组合
进行分析

专访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卓越企业社会责任（CSR），是阿科玛及其
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的重点。结合财务绩效，我
们可以制定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集团坚
持遵守成立时制定的行为规范原则。这一原
则明确了CSR战略，即为联合国的17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出最大限度贡献，并在2019年
提出宏伟的新计划和新目标。我们来听一听  
可持续发展副总裁Virginie Delcroix怎么说。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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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能源造成的压力不断加大，人口不断
增长，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加剧，未来十年
全球都将面临诸多挑战。

像阿科玛这样的集团在当前大环境下采取了
哪些行动？

     — 作为制造商，我们的责
任是，更多地贡献我们的创新能力和价值创新
机制，让世界变得更加可持续。可持续发展事
关全局，事关社会和经济进步，其目的是重在
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基本需求（粮食、健康、
流动性、幸福），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
和气候的影响。大型工业集团主导的行业应当
在能源转换、采用更节能的生产方法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化学品行业尤其如此，因为它对上
述方面存在直接影响。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
符合监管要求的基础上，设定了自己的义务性
目标。这正是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目的，它遵
守以下三项主要承诺：提供创新驱动的可持续
解决方案，成为负责任的制造商，与利益相关
者进行开放对话，建立紧密关系。

本集团正在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定义
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政策？

      — 我们的CSR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
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与我们保持定期沟通的
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为此，继2016年第一次“重
要性分析”之后，阿科玛于2019年初进行了第
二次 “重要性分析”。这次分析以在线调查和
个人访谈的形式在七个国家进行。调查向集团
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对客户、供应商、
合作伙伴、投资者、员工等，就他们认为的最
重要的CSR问题分别进行提问。这种分析促使
我们将行动重点放在诸如气候变化、可持续创
新和安全等优先主题上，确定循环经济和员工
的工作/生活平衡等重要性与日俱增的问题。

            — 这是绝对的。员工和生产安全始终是我
们的头等大事，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是我们不懈的
追求。我们对制造程序进行甄选并不断改进，采
取能源购买和资源管理政策，在运营方式上追求
精益求精。近年来，我们通过Arkenergy等计划提
升能源效率，利用Optim’O计划确保负责任的水
资源管理，在这些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
截至2018年，2025年四个战略环境目标中我们已
经实现了三个。
因此，今年我们设定了更加宏伟的的2030年目标
（ 请参阅第20页）。阿科玛遵守《巴黎协定》承诺
（见第52页），努力遏制全球变暖，是最积极、
有雄心的化学品制造商之一。

“大企业在社会转变
过程中必须发挥重要
作用。”
我们根据调查结果来调整集团的CSR政策、设定目
标然后启动计划。2019年Virtucycle®计划确定循环
经济的主题是，回收利用特种聚合物， MMAtwo
计划的主题是回收PMMA（编者注：见第44-45页）。
从更宏观的角度说，2019年我们的投资组合可持续
性评估取得了重大进展（编者注：见插图背面）。
我们的解决方案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突
出贡献，才通过这项系统评估，这也是过去四年
来阿科玛努力实现的目标。

要成为负责任的制造商，我们除了选择产品，
还要选择生产方式.......

2018年底，阿科玛启动产品组合可持续性评估，这
是一个从可持续性角度评估其解决方案产品组合的
系统过程（考虑到产品的不同应用和地区）。可持
续产品经理Noël Zilberfarb解释说：“我们根据
WBCSD1 发布的方法指南进行开发，着眼于整个价
值链。阿科玛的所有经营活动、业务专业团队、研
发活动和管理法规都进行了评估。”这一评估初步
确定每种解决方案的潜在风险，不管风险与监管趋
势还是市场需求有关。“确定解决方案的风险后，
我们将其定义为替代开发或替代最佳方案。”如果
解决方案没有风险，我们将评估其对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贡献（正面或负面）。此分析对我们业
务线的策略产生了实际影响，促使我们将重心放在
创新和良性解决方案的销售额上。到2019年底，已
对44％的销售额进行评估，其中46％的销售额对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过一项或多项重大的积极
贡献，没有严重的负面贡献。 2020年我们继续采用
这种方法，增加待评估的销售额比例，从长远来看，
这有助于增加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消除
贫困

高质量
教育

体面工作，
收入增长

负责任的
消费和生产

和平、公正及
强有力的权力机构

为目标而结成
的合作关系

气候行动 水生动物 陆地动物 

产业、创新
和基础设施

性别
平等

清洁水
和卫生

消除
饥饿

可负担、
清洁能源

不平等
现象减少

可持续发展
城市和社区

健康
幸福



21世纪全球城市人口规模持续增长，
人道主义和环境面临重大挑战。

联合国称，到2050年，
全球68%的人口将居住
在城市中。
预计30年后全世界人口将达到98亿，其中
三分之二以上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化进程
日益加快（在非洲和亚洲尤为明显），将
产生对医疗保健、食品、水资源管理和建
筑领域的新需求。

我们的行业具备设计和生产材料的能力，
能提供为人人创造更美好生活的解决方案，
这正是解决上述挑战的最佳答案。

城市化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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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创新

饮用水
Kynar® PVDF用于制造滤膜，可以过滤水
中的污染物和超细颗粒（包括病毒和细
菌）。

2.
水上运输
100％生物基Rilsan® PA11 尼
龙粉末涂料为管道提供长期的
防腐蚀保护。

6.
混凝土
高泰 Ethacryl™ 添加剂可将生产
混凝土所需的水量减少30％。

4.
工业涂料
丙烯酸、醇酸和聚酯树脂用于生产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耐磨涂料。

3.
废水处理
丙烯酸Albone® 过氧化氢和絮凝
剂提升了水处理厂的运转效率。

7.
动物营养
硫化合物甲硫醇（MeSH）可用于生产蛋氨酸，
后者是动物饲料的重要补充来源。

5.应对城市化带来的挑战

全球人口不断增长，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对食物、长期住
房、饮用水和卫生产品的需求呈指数增长。阿科玛的产品组
合重在满足人们的这些基本需求。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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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尿裤
由丙烯酸制成的超强吸水性聚合
物，不到10克的超高吸水性聚合
物即可吸收自身质量100倍的液体。



生物基涂层替代
不锈钢产品
Rilsan® Fine Powders尼龙11粉末涂料保护的
碳钢管，为水的输送提供了有竞争力的生物基解
决方案。

 城市化创新

1. 水处理超滤法

3. 水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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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NAR®过滤膜
助力人类发展

为了处理饮用水和废水，阿科玛开发出性能无与伦比的
超滤膜，该解决方案可应对全球挑战。

确保人人都能喝上优质水是21世纪面临的艰巨挑战之一。
超滤系统是当今世界上最常见的水处理解决方案之一, 里面
所采用的超滤膜（直径为1至2毫米的多细孔的中空纤维膜）
可过滤水中的颗粒、细菌和病毒。阿科玛Kynar® 过滤膜与新
市场经理Bernard Schlinquer称：“这种解决方案是纯机械
的，几乎不消耗能量。”集团正在开发特殊牌号的高性能
PVDF，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市场。 Schlinquer继续说： 
“Kynar® DH100是我们研发部门最新推出的产品，其制成
的膜产品亲水性十分持久。这种超滤膜能截留99％以上的
细菌和病毒 ，同等能耗下过滤的水量更大（多20％），同
时可将传统产品的使用寿命延长一倍。”

此款Kynar® 过滤膜被用于与模块制造商Polymem合作开发
的便携式套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饮用水解决方案。

膜生物反应器

很大程度上，Kynar® PVDF中空纤维膜丝最适用于对过滤标
准要求高的饮用水厂。这种膜丝也广泛用于废水处理行业。
“  我们与中国、美国和欧洲多家膜生物反应器制造商合作。”
Schlinquer说。2019年，废水市场占Kynar® 超滤膜产品销
售额的三分之二。

支持水
处理厂

2.  过氧化氢
和丙烯酸单体

废水处理是水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用于生产絮凝剂的阿
科玛丙烯酸单体，和用于脱硫应用的过氧化氢，都应用于
废水处理过程中。

絮凝剂在水处理厂中起着两大关键作用。阿科玛欧洲丙烯
酸单体业务总监 Bernard Darricau说：“它吸收悬浮在水
中的物质，形成大的絮凝物，然后将其过滤，还可以浓缩
和干燥沉积物，形成泥浆便于扩散。”这些试剂通常是第
一阶段阴离子聚丙烯酰胺和第二阶段阳离子聚丙烯酰胺。
两者均以丙烯酸单体为基础，阿科玛是全球领先的丙烯酸
单体供应商之一。除了国有水处理厂（在发达国家），这
些产品对于处理世界各地的工业废水处理至关重要。

过氧化氢：清洁快速

过氧化氢是阿科玛的又一款明星产品，对部分城市网络配置
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天气炎热时，水若在运输系统中停留
时间过长，便会滋生细菌，生成硫化氢（H2S）”过氧化氢
市场开发总监Philippe Zydowicz说 。为了保护工厂、材料
和人员安全，一种有效的措施是向水中注入过氧化氢，集
团凭Albone® 产品成为世界第三大过氧化氢生产商。“根据
所测量的H2S浓度，连续注入相应水平的过氧化氢，便立即
发生反应，生成水和无毒硫酸盐的副产物。”含氧产品业务
经理Julien Leroy说。Veolia已经在法国南部的多家处理厂
实施这种干净、快速的解决方案。

相比不锈钢，碳钢生产成本更低。用碳钢代替不锈钢输送饮用水、废
水、工业用水和海水是一种基本趋势，但管道内部需要使用防腐蚀涂
层进行保护。为此目的，阿科玛研发的Rilsan® Fine Powders尼龙11粉
末在水市场的应用历史已经超过50年。把需要涂敷的金属加热，粉末
在金属表面形成300-500 μm厚的薄膜，加工简便，逐渐成为该领域的
首选解决方案。

阿科玛特种粉末工业市场全球市场经理杰罗姆·波特（Jérôme Porte）
表示：“Rilsan® Fine Powders尼龙11粉末具备极强的耐化学性、耐腐
蚀性和耐磨性，并拥有当今市场上最大的优势，即采用蓖麻油生产---
100％生物基。”

不含双酚A

对于直径大于300mm的管路，涂有Rilsan® Fine Powders
尼龙11粉末的碳钢管比不锈钢管更具竞争优势，使用寿命
长达20年以上。因为Rilsan® Fine Powders尼龙11粉末涂层
在组装过程中的抗冲击性要远高于环氧树脂涂层，所以可以
广泛用于配件和阀门。与环氧树脂不同，Rilsan® Fine Powders
尼龙11粉末不含双酚A（BPA），这使它们特别适合用于饮
用水，符合最高的健康和安全标准（已获得与饮用水接触
的认证）。

Jérôme Porte补充说：“Rilsan® Fine Powders尼龙11粉
末在北欧、日本和中东的市场上非常活跃。”Rilsan® Fine 
Powders尼龙11粉末的另一个主要应用领域‒海水淡化正在
兴起，由于干旱地区新增饮用水厂数量不断增加，是一个
强劲增长的市场。



智能
纸尿裤！
随着日益增长的老龄化人口，纸尿裤市场使用人群不
仅仅只面向婴幼儿，还有老年人。人口老龄化不仅是
健康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工业难题，阿科玛在这一领
域贡献自己的力量。

什么材料，可吸收20倍于自身重量的液体却不会侧漏？
那就是聚丙烯酸钠，纸尿裤中的吸收剂。这种聚合物以
其独特的性能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
上要归功于阿科玛。“我们在法国、美国和中国的三
家工厂生产冰丙烯酸，冰丙烯酸是超吸收性聚合物的
关键成分，对所有尿布领导品牌出售。在法国Carling
的丙烯酸工厂，我们还为Sumitomo Seika集团的相邻
部门生产超吸收性聚合物。”阿科玛欧洲丙烯酸单体
业务总裁Bernard Darricau说。

这是对市场巨大的溢价贡献：由于发达国家老龄化人
口增长迅猛，2018年全球共售出2740亿个卫生护垫、 
480亿个失禁护垫和近1700亿片尿布。

胶粘剂解决方案：
事半功倍

超吸收剂的出现逐渐取代了纤维素，使卫生护垫更轻
（如今为35克，而1990年代为65克）。

阿科玛在粘合剂解决方案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该
领域的发展促进了上述重大进步。“我们的热熔胶涵
盖组装和固定尿布的所有关键功能。”Bostik全球技术
营销经理Christophe Morel说。“我们的产品具有超
强性能，能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将生产一片尿布所需
的胶水量降至最低（1-1.5g）。如今单条组装线每分钟
可生产1000至1200片尿片。”对卫生用品而言，速度
至关重要！

  城市化创新

具备耐用性
 VOC排量低

4. 工业涂料

5.  超级吸收剂、
胶粘剂解决方案

6. 混凝土掺合料

>>>
阿科玛 - 创新  /  3332  / 阿科玛 - 创新

作为许多市场中工业涂料的主要参与者，阿科玛正在开
发产品组合，确保生产具有竞争力，满足耐用性和低能
耗等高要求，并符合排放监管政策要求的低VOC（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排放产品。

在汽车、船只、金属结构和土木工程、工业木材、建筑和农业
机械等应用领域，涂料（油漆和清漆）可对材料（金属、混凝
土、木材）起着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因此需要更多这方面的
技术解决方案和应用。
阿科玛是该领域全球领导企业之一，其丙烯酸、醇酸和聚酯树
脂产品种类繁多，在四大洲均开设有生产基地。“在竞争激烈
的市场上，耐用性和工业效能是产品性能的关键指标。”阿科
玛工业涂料全球营销和业务发展Claire Reynier说。

减少采购、运输中的能源消耗

集团推动通过改变产品配方, 减少VOC，改善涂料性能并减少
运输量。 “比如,我们增加的比例,该比例超过市场标准的65％,
从而减少运输体积,降低相关能源成本。”Claire Reynier继续
说。除高固体比例树脂，阿科玛还经营并积极开发无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的工业漆和清漆技术，如水溶液、光固化清漆和粉末
漆（100％固体）等。为此，集团2019年投资扩大中国南沙工
厂的光固化树脂产能,还投资印度新孟买的粉末树脂新工厂, 这
两项技术的全球增长率估计达到5％至7％。

减少建筑
用水
水资源变得日益珍贵。阿科玛的EthacrylTM 助剂可将建筑混凝
土所需的体积减少30％，从而为建筑行业节省用水。

由阿科玛公司的子公司高泰生产的聚羧酸盐用作混凝土助剂，可
改善水泥颗粒的分散性，从而改善混凝土的流动性。此外大大节
省用水量。水泥中掺入1％的助剂后，制备一立方米混凝土所需的
水量可减少30％至40％。“被称为第三代的助剂比前一代产品更
有效。”高泰建筑材料全球业务经理Christo-phe Salus说。“它们
名副其实主导着发达国家市场，自2014年以来在亚洲（印度尼西
亚、泰国）和中东地区增长迅猛，增速达到14％。”

城市致密化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阿科玛的EthacrylTM 系列产品因其独特
的品质而独树一帜。有时需要三到四个小时才能将混凝土泵送到
高耸的建筑物顶部，所以我们采用某些等级的配方延长混凝土的
流动时间。在混凝土固化后的头几天我们配制其他配方，以提高
其机械性能或抵抗力。“这些性能满足了当前城市密集化和垂直
生活的需求。”Christophe Salus说。EthacrylTM 助剂也可用于
石膏板生产（美国建筑业通常使用）。同样，它能减少所需的用
水量，从而减少了风干过程所消耗的能量。



研发面临的挑战：
生产更好的蛋氨酸

蛋氨酸：
改善农业资源利用的关键

蛋氨酸是家禽第一必需氨基酸，通
过添加蛋氨酸，可以达到平衡氨基
酸、增加蛋重和提高增重速度的作
用。在马来西亚的Kerteh，阿科玛

的合作伙伴CheilJedang，是世界上第一个
使用阿科玛提供的甲基硫醇硫衍生物和生物
原料通过工业生产工艺生产L-蛋氨酸的企业。

在这种背景下，阿科玛与韩国合作伙伴CheilJedang 
（CJ）花费数年时间，研发出一项突破性技术。自
2015年以来，CJ马来西亚Kerteh的工厂一直使用这
项非同寻常的工艺直接生产L-蛋氨酸。

生物基节能流程

与其他工厂一样，Kerteh配有甲基硫醇生产装置，
甲基硫醇是合成蛋氨酸所需的一种硫化合物，阿科
玛是世界领先的甲基硫醇生产商。“其中一项创新
是CJ开发的发酵工艺，该工艺可以运用100％生物
基原料（如植物油中的糖或甘油）合成中间产品。” 
Georges Frémy解释说。最后阶段是硫醇与生物基
中间体之间的反应，是室温下在水性介质中的生物
催化。因此，与传统的化学过程相比，整个过程更
加简单（具有更少的阶段），并且能源消耗也大大
降低，而传统的化学过程则依赖于高达40倍的温度
进行反应。其结果是，生物能源的蛋氨酸具有较低
的能量需求，可以直接作为L-蛋氨酸生产，完全适
合动物使用。

«通过这种合作模式，阿科玛
公司为提高蛋氨酸的效率做出
了重大贡献。 »

双倍容量

Kerteh厂区于2015年投入使用，并于2019年进行
了扩建。合作伙伴双方为提高产能都追加了大笔
投资。CJ的产品商业化程度高，竞争力强，质量
出众，资源利用率高。这是对农业和分销商市场
期望的完美回应。

阿科玛为许多蛋氨酸生产商供应甲基硫醇，通过
这种示范合作伙伴关系，为提高蛋氨酸的效率做
出了重大贡献。对于未来数十年食品业将面临的
重大挑战，蛋氨酸可谓是一笔宝贵的资产。

100%
CheilJedang生产的L-蛋氨酸以从
糖和植物油中提去甘油的工艺流程
中，产生的中间产物为原材料。

生物基原料制造的。

城市创新

7.    动物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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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饲料中仅占0.1至0.2％的蛋氨酸，却足以影响其代谢和
生长曲线。使用蛋氨酸后，仅需消耗一半的饲料和少得多
的时间，便能达到目标肌肉重量。然而，蛋氨酸既不是一
种掺杂剂也不是神奇的药物。阿科玛（Arkema）硫化学品
专家Georges Frémy说：“ 这种氨基酸，对于动物和人类蛋
白质的合成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天然存在于各种谷物
和豆类中，数量有限。但是，为了使动物吸收达到良好新
陈代谢所需的量必须过量喂养，这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需要适当剂量的补充。”
蛋氨酸补充剂已用于禽类和其他牲畜的饲料已有近80年的
历史，从本质上讲是农民优化动物生长所需的资源，同时
促进优质肉（肌肉而不是脂肪）的一种手段。这一效率驱动
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全球人口总数为77亿，
到2050年可能达到98亿：Georges Frémy继续说：“对肉类
的需求（尤其是亚洲）正在迅速增长，这给农业土地的使
用造成很大压力。蛋氨酸可保证所需的最低水平的蛋白质
来源，产出更多的农作物供人类食用。”

如今尤其在禽、猪和虾等养殖业中，蛋氨酸得到广泛使
用。但这种成功自然是要付出代价的。Georges Frémy指
出：“化学合成的传统工业流程依赖石油资源，对能源
需求极高。”而且它们只能产生DL-甲硫氨酸，其中包含
等量的L-型和D-型氨基酸。“但只有L型蛋氨酸（天然形
式）对动物有用，因为只有L型蛋氨酸可用于蛋白质合成 。
它们的生物体可将D型代谢为L，但是研究表明，与天然
L-蛋氨酸相比，这种转化降低了补充食品的营养价值。” 
这名专家解释说。



地球资源有限而人口不断增长，人类的未来和环境保护
取决于开发新的生产、旅行和消费方式。

这是2019年人类消耗完
地球在一年中生产的可
再生资源的日期。
由美国N.G.O.全球足迹网络预测的地球超载
日每年提前来临。这说明我们当前的发展模
式是不可持续的，亟待彻底改变。工业企业
可以跟政府一起，共同参与带动这一变革。

工业企业可以跟政府一起，共同参与带动这
一变革。他们必须将创新和生产能力用于可
再生能源、可持续交通、水资源和原材料的
回收与有效利用的开发。

资源
for

阿科玛 - 创新 / 3736 / 阿科玛 - 创新

七月



资源创新

3.
电动车
我们的Kynar® 氟化物材料
可提高电池性能。

100％生物基材料 

我们的Rilsan® PA11采自
蓖麻油，用于制造运动鞋
鞋底、眼镜架、手机和笔
记本电脑外壳及汽车发动
机零件。

®

装饰漆
我们的Encor® 涂料树脂由
98％的生物基原料制成。

1.

2.

6.

7.

风力涡轮机
我们的液态热塑性树脂Elium®
用于制造可回收的涡轮叶片。®

5.
太阳能光伏板
由于采用我们的Kynar® 氟化物材料
制成的保护膜，面板更加耐用。

可回收瓶的涂料
我们的Kercoat® 和Opticoat® 玻
璃涂层可延长瓶子使用寿命。 

保存、优化
和回收我们的资源
生物基材料，用于优化新能源和电动汽车性能的聚合物，
延长客户产品寿命的解决方案以及材料回收计划。
阿科玛公司定位于通往最终用户的供应链的起点，为优化
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做出了切实贡献。

4.
氢动力车
Elium® 复合材料用于设计
更轻巧和可回收的储罐。

9.

8.
“更环保”的道路
我们的Cecabase RT® 添加剂
可降低沥青的制备温度。

回收
我们实施了两项PMMA（丙烯酸玻璃）
和增值聚合物回收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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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创新

2. 装饰性油漆和清漆

1.   RILSAN® 聚酰胺11

3. 电动汽车

4. 氢发动机

>>>

更轻， 
成本更低的
氢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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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100%生物基聚酰胺
的可持续增长
汽车工业、供水网络和消费电子产品；扁平管和
连接器；运动鞋鞋底、电子设备零件、眼镜架，
甚至3D打印��阿科玛Rilsan® 聚酰胺11  (PA11)
应用类型多样化，其在蓖麻化学领域拥有70多年
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在大量应用中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接近市场预期。技术聚合物计划和战略总监
Guido Donà表示:“ Rilsan® PA11基于蓖麻油，具有
耐化学性、耐热性和卓越的机械性能等一系列高
性能优势，这些优势对我们自身和社会的发展都
日趋重要。”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阿科玛
于2019年宣布了一项关于PA11的重大投资 ，选
址新加坡新建一个世界级规模的工厂，全球聚酰胺
11产能因此将提高50％。

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0％

生命周期分析表明，与石油基聚酰胺PA12相比，
100%生物基Rilsan® 聚酰胺11生产过程中排放的
二氧化碳减少了40％。蓖麻油，源自一种生长在
半干旱地区的非食用植物，主要产自印度古吉拉特
邦，阿科玛是全世界最大的蓖麻油采购方。在古吉
拉特邦，已有数千名蓖麻种植农民参与了一个名为
Pragati的可持续项目（Pragati在印地语中意为
“进步”），阿科玛集团公司通过Pragati项目
为蓖麻种植农民提供支持，旨在改善社会、环境
和农民的经济状况。

97% 
生物基树脂 ！
Synaqua® 系列树脂是醇酸基树脂装饰性涂料和清漆的基本成分，
生物基成分含量高（根据等级，碳排放量减少42％至74％）。
该家族最近新添一名成员Synaqua® 4856，其生物基成分含量
超过96％。阿科玛涂料树脂的Chantal Roidot说：“这种物质
大多是造纸工业的副产品，来自位于欧洲可持续管理体系的森
林，不占用农业用地。”这款产品已于2019年德国纽伦堡欧洲
涂料展上展出，已被涂料市场世界领导者之一采用。它专为室
内使用而设计，具有实验室测试的优势，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排放量小（小于1g / l）。涂料涂在美观、均匀的物体表面（硬
度、耐水性、色彩度和光泽度），各方面均不会超标，不会对
眼睛和皮肤产生伤害。

KYNAR® PVDF 
提升电池性能
阿科玛长期参与全球锂离子电池性能升级
的研发，积极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

电动汽车具备续航里程大、充电速度快和购买
价格低等优势，正逐步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

锂离子电池的性能与电动汽车密切相关，是目
前市场上的主导技术，这主要归功于阿科玛氟
聚合物领域领先的专业知识。

“过去15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特殊等级的Kynar® 
PVDF产品，它们对电池起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电池全球市场经理Thomas Fine说。

三大洲

Kynar® 聚合物作为隔膜涂层有很大优势(在正极和
负极之间),有助于缩短充电时间和延长电池寿命。
它在电极中起着重要的粘结作用，使电池更加节
能。作为电池制造商的既定合作伙伴，2019年
阿科玛在PVDF应用方面实现两位数增长。阿科玛
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同时在欧洲、北美、亚洲三大
洲投产该技术的公司。集团也提供其他的创新锂
离子电池解决方案（碳纳米管导电剂、电解质锂
盐 ) , 投资研发锂硫和固态电池相关的新兴技术。

氢发动机已在巴黎和其他地区的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中得到应
用，有助于今后交通碳减排。汽车制造商面临的关键挑战是
氢气罐，氢气罐既要提供每存储体积的最大重量，还需承受
700巴的内部压力。阿科玛业务与发展经理Guillaume Clé-dat
说：“当前使用的系统是用细丝缠绕热固性环氧树脂生产
的，价格昂贵，生产时间长。”将Elium® 热塑性树脂与碳纤
维加以结合，问题则迎刃而解。“集团2019年与大型汽车零
件制造商合作生产第一批原型机，减少了缠绕时间，使固化
时间降至零，获得可观的工业收益。”阿科玛研发部门继续
开发另一项Rilsan® Matrix树脂基浸渍碳带技术，可提升充电
速度，增强耐热性，显著提高生产率。



1. 太阳能光伏板的峰值功率是指，在标准明确的前提下，光
伏板可输送到电网的最大输出功率。

回收再利用，
玻璃前景广阔

资源创新

5. 光伏板

6. 风能

7. 瓶装啤酒

8. 道路混合料

>>>

您认为CECABASE RT®
有何特别之处？！

Cecabase RT® 使用50％
生物基原料制成（对食品
生产没有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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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光伏组件背面
的耐用性
太阳能光伏发电市场迅速发展，阿科玛的
Kynar® PVDF解决方案为能源转换做出了
必不可少的贡献。

10年来，太阳能光伏的投资成本从每瓦时5欧元，
将至0.2欧元。太阳能组件的产量和安装速度以平
均超过10%的速度增长，对未来的碳化物的减排贡
献卓著。太阳能组件长期暴露在高温、高湿、高紫
外线等急剧变化的环境中，其户外环境下的使用寿
命和稳定性至关重要。太阳能组件的正面一般选择
高透玻璃, 而背面采用PET进行封装。大部分的太
阳能组件的生产商选用氟聚合物复合在PET的表
面，以提高PET的户外耐久性。阿科玛PVDF的专家
Bernard Schlinquer说：“阿科玛的高性能氟聚合
物Kynar® PVDF是行业内的佼佼者，Kynar® PVDF
白色氟膜，采用多层复合结构，可使背板的耐候性
和使用寿命延长到25-30年以上。”

双面太阳能组件透明膜

除了成熟的技术市场，阿科玛在新技术、新应用方
面不断投入。Bernard Schlinquer说：“双面发电
的太阳能组件可以提高超过10%的发电量，所以是
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需要背板采用透明背板封装。
我们正在开发具有更强抗紫外线老化的Kynar® 透
明膜，并在2019年通过首次测试。”阿科玛还致
力于柔性太阳能光伏膜专用涂料和开发钙钛矿的
太阳能技术。钙钛矿的超薄晶体层技术将进一步
降低太阳能发电的投资成本, 替换目前的晶体硅太
阳能技术。

可回收叶片
即将上市
全球每年生产的风力涡轮机达数千台，用于涡轮机叶片
的复合材料超过55万吨。这些复合材料是采用难以回收
的热固性树脂制造的，那么产品使用寿命结束后，如何
处置风力涡轮机呢？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15-20％)中，
阿科玛开发出Elium® 液态树脂，为大型风力涡轮机叶片
生产带来了革命性变化。Elium® 开发经理Guillaume  Clédat
说：“它是一种热塑性材料，用它制成的复合材料零件
可以先研磨再解聚，材料中的树脂可以多次重复使用而
品质保持不变。”这种材料重量轻，具备机械阻力和耐
用性，在室温下固化时间短，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制
造商已开始进行投产，首批可回收风电场将于2020年中
期投入使用。

Guillaume Clédat说：“我们正与行业几家主要企业建立
合作伙伴关系，检查生产流程并优化回收程序。” 第一
个用Elium® 树脂设计的叶片于2019年通过DNV GL （风
力发电标准化机构）认证，实际尺寸的叶片首次解聚计
划于2020年进行。这种材料必定大有市场！

玻璃瓶已成为大众市场上最接近循环经济的容器。阿科玛聚焦全
球关注的重要增长市场：可回收救兵，以延长玻璃瓶使用寿命。

全世界每年消耗的啤酒总量达19.6亿百公升。其中42％是以可回收的玻璃
瓶形式出售。玻璃涂料业务经理Isabelle Birken说：“南半球矿床不断
减少，北半球国家逐渐废弃玻璃瓶，收集和循环利用玻璃瓶成为市场发展
方向。”从各方面来说，可回收啤酒瓶都是生产过程碳排放量最低的容器,
低于铝和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地球上砂子的储存量在减少,
我们应当重视这一业务。这就是阿科玛涉足玻璃涂料业务的原因之一, 
Certincoat®系列涂料可提高新玻璃瓶坚固性，是全球最受欢 迎的涂料。

最多使用50次

互补的两种可回收玻璃瓶系列产品, 大大延长瓶子的使用寿命。 Kercoat®
覆盖层可延缓瓶身裂缝和划痕的出现；瓶子清洗后再使用，可循环使用
50次，普通玻璃瓶只能用20次。Opticoat® 乳液可减少瓶身裂缝和痕迹,
使瓶子更漂亮。Isabelle Birken说：“这两种解决方案可以单独使用，也
可同时使用，取决于每位装瓶商的策略。”与Petropolis集团一样，2019
年巴西市场排名第三的石油公司选择了Opticoat® 解决方案，将其应用
于Premium系列产品。

这些表明，我们可以通过使瓶子看起来几乎是全新的，来改善用户体验,
甚至不变卖刮伤的瓶子，将这一做法纳入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行动。

Cecabase RT® 助剂
可节省25％的能源
温拌混合料可在低温环境中生产和使用，允许
增加再生骨料的掺入量。它得到阿科玛等公司
大力推动，不断繁荣发展，十分有利于降低能
量消耗。

只需将150克Cecabase RT® 表面活性剂添加物混
入沥青中，便可看出一吨热拌沥青和一吨温拌沥
青之间的差距。制备热拌沥青需在160°C高温下
完成，而温拌沥青对温度的要求是120°C。“这
一差距意味着生产工厂的燃油消耗可以减少25％ ，
也为铺沥青的道路工人提供了便利。”阿科玛公
司专家Eric Jorda说。集团多年来一直是道路混
合料添加物市场的领导者，2019年收购美国特种
表面活性剂领导品牌ArrMaz，进一步巩固了在温
拌混合料增长势头强劲的美国的市场地位。

温拌混合料再生率高达40％

温拌混合料在墨西哥城等大都市长期备受欢迎。
这一利好现象如今正在北欧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出
现。相较于公众对改善资源利用效率的需求，这
种添加物的额外成本已不再是问题。

Cecabase RT® 添加物还有一个优势，即通过提高
沥青混合料的“流动性”，促进旧路破碎骨料的
回收利用，这有助于节省颗粒物形式(主要是沥青)
的自然资源。Jorda总结道：“使用Cecabase RT®
添加物可显著提高再生公路骨料的份额，使其在
温拌混合料中占比达到30-40％，而热拌料中仅
可达到20％，同时对机械设备没有特殊要求。” 
如今国家法规（尤其是欧洲和美国）越来越多地
禁止在垃圾填埋场处置废弃公路骨料，这更是一
个巨大的优势。



阿科玛
应对循环经济
的挑战

1.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2. 废弃电子电气设备

70%
温室气体排放少70％

与生产单体相比，将聚合物还原成
单体所消耗的能源少

资源创新

9. PMMA、聚酰胺、PV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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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回收产业化是一个对于保护资
源至关重要的目标。我们需要对整体
价值链进行明确的动员，包括收集组
织材料、完成工业流程和创建经济模

型等。阿科玛对这项工作十分投入，实施了两
项致力于回收聚酰胺和PVDF氟聚合物的重要
计划。一是MMAtwo计划，目的是收集和解聚
PMMA1（丙烯酸玻璃）；二是Virtu-cycle® 
计划。

欧洲每年PMMA（丙烯酸玻璃）总产量达300,000
吨，但目前通过机械粉碎工业废料或解聚方式收
集和回收的PMMA只占10％。因而我们有很大的
改进空间。阿科玛公司催化、工艺、可再生能源
和回收科学主管Jean-Luc Dubois说：“PMMA是
可再生原始单体，可再次进行工艺生产，生成新
的树脂，而其性能保持不变，反之机械回收会降
低其性能。”为了开发这一性能，集团已参与欧
盟MMAtwo计划。该计划于2018年底启动，为期
四年，预算为890万欧元。该联盟计划在整个PMMA
价值链中拥有13名合作伙伴，为实现具体目标而
努力。MMAtwo执行董事会主席Jean-Luc Dubois
接着说：“我们从工厂收集更多生产废料，收集
使用寿命快要结束的PMMA物品，提高材料的回
收率。” 

建立收集网络

PMMA解聚反应是还原成单体MAM的过程。化学
家对此熟悉，阿科玛以前也曾使用过该技术。初
始单体的生产过程消耗了生成PMMA所需的大部
分能量，因此这个反应的能量方程不错。与生产
单体相比，将聚合物还原成单体所消耗的能源少
70％，温室气体排放减少70％。联盟计划的计划
是，验证该工艺的产业可行性并证明它在欧洲市
场上的竞争力，最后在尼德兰建造回收工厂，由
该计划的合作伙伴Heathland运营。如此一来， 
MMAtwo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建立PMMA收集网
络，收集生产商的废料、报废物品等重要的潜在
资源。Jean-Luc Dubois说：“我们正在与专门
收集WEEE2的环境机构Ecologic合作，该机构也
是MMAtwo成员，为用途大的物品（如霓虹灯、
电脑屏幕和汽车尾灯等大件物品）设计收集流程。”
但报废产品中包含的PMMA可能含有性质和数量
未知的化学添加物，故MMAtwo的一项重要职责
是，确保在解聚过程中消除这些添加物，明确它
们对所生产单体质量的影响。

“我们的战略是，使生产的聚 
合物回收率至少达到30％。” 

聚酰胺和PVDF：闭路还是开路？

除参与MMAtwo计划之外，阿科玛还于2019年
10月推出另一项宏伟计划，该计划专门负责PVDF
产品和高性能聚酰胺。“ 该计划叫做Virtucycle®,
意在与全球领先的聚合物再生领导者Agiplast
合作，研发产品回收和再生。”阿科玛高性能
聚合物规划和战略总监Guido Donà说。短期来
看，最容易实施计划的场地位于集团客户的制
造基地，即使用我们材料的加工厂，包括管材
挤出厂商、模具厂商和3D打印零件制造商。碎
屑和刨花最多可占消耗量的20％，这取决于成
品打造的技术和类型。阿科玛和Agiplast结合具
体情况与制造商客户进行沟通, 共同建立良好的
循环机制，选择闭路（将回收的废料磨碎、提
纯，再直接投入生产），或者是开路（阿科玛
为客户提供来自其他市场或应用不同等级的再
生聚合物）。此种情况下，合作双方根据机械
回收和物理分离开发再生工艺。Guido Donà接
着说： “我们生产的聚合物堪称完美。与其他
回收技术相比，我们的技术恢复初始性能快，
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小。我们的目标是，使生产
的聚合物回收率至少达到30％，为工业应用提
供卓越的品质。因此，我们能够在增加可再生
量的同时提供更高的性能保证，符合对市场的
真实期望，为聚合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
切实的贡献。”

生态设计：目标是使设计
的最终产品可回收

就Virtucycle® 而言，阿科玛已与数家重要品牌
就报废产品回收项目进行合作，以打造并优化
成本效益高的收集网络。成品的设计工艺是开
发此模型的关键。当前产品一般是将几种不同
材料合在或模制在一起生产的，实现各不相同
的功能（如运动鞋或汽车多层排气管中），因
此很难回收利用。我们没有增加添加物和用量。
Guido Donà坚持认为：“我们正在寻求运用同
系列材料简化设计工艺，使用自产的聚合物 ，
制定完全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对了解这
一需求的主要运动服和汽车品牌的销售诉求 。”
要让制造业向循环经济方向发展，这种观念变
革必不可少。



气候
for
为遏制气候变化，

我们即刻行动做出改变！

截至2015年，签署《巴黎
协定》的成员国已达195个。
该协议目标是到2100年将
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2°C以下。

1. 与工业化前的水平相比。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气候变化的影响限制
在生物圈和人类社会可接受的水平。而这要
求我们立即动员所有政治、经济和产业行动者。

所有人都亟需加大努力，实现更低的碳能源
组合，减少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推行节能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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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金属
我们的Kepstan®、
Rilsan®和Elium®
热塑性材料减轻了
飞机和汽车重量，
减少了燃料消耗。

1.

胶粘剂和填缝剂
Bostik隔热产品符合最高环保标
准，可提供环保的建筑解决方案。

 

2.
替换玻璃
我们的PMMA、Altuglas® ShieldUp 
PMMA比玻璃轻50％，可用于汽车
挡风玻璃和天窗。

3.
4.
房屋隔热
我们的绝缘泡沫Forane® 发泡剂使全球
变暖潜能值（GWP）几乎降为零

6.

7.
凉爽屋面系统
我们的Kynar Aquatec® PVDF
为光反射的白色屋顶提供持久
保护，是空调的环保替代品。

绿色电力
我们工厂消耗的大部分电能来自可再
生能源。

5.
气候计划
阿科玛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比
2015年减少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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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
气候变化
阿科玛制定了宏伟的气候计划，在工厂推行使用可
再生电力能源，未来十年努力减少碳足迹。我们还
为客户开发解决方案，减轻运输重量，改善建筑物
的隔热性能。
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大幅度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化石
燃料消耗。



Altuglas® ShieldUp丙烯酸玻璃：
比普通玻璃轻两倍
与普通玻璃相比，PMMA(即Altuglas® ShieldUp丙烯酸玻璃)具有
明显优势。它重量轻50％，抗冲击性强五倍，更透明，绝缘性更
强,抗洗涤剂性强。只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的抗刮擦性不如普通
玻璃,因此禁不起雨刮片刮擦。该产品系列于2015年推出 ，扩大了
PMMA的公共应用范围, 在高端定位的摩托车挡风玻璃市场上越来
越成功。

“丙烯酸玻璃非常适合对杂复或弯曲度大的零件进行热成型操作，
普通玻璃则难以做到这一点。”Altuglas® ShieldUp市场与技术
经理Marilyne Hurtado说。这种简洁的材料也非常适合汽车天窗,
雷诺Twizy和导风板便是用的这种材料。

is

s 

” 
l 

  气候创新

1. 航空航天、汽车

2. 替换玻璃

3. 胶粘剂和填缝剂

4. 发泡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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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
汽车轻量化
车辆越轻，代表碳足迹越少，这正是飞机制造商和
汽车制造商的终极目标。阿科玛不懈追求减轻重
量，在超高性能材料上取得进一步突破。

将阿科玛的Kepstan® PEKK与高性能碳纤维合二为一，是
航空业的理想选择。这种材料比铝轻40％，机械和耐热性
（最高260°C）出色。Kepstan® 总经理Philippe Bussi说：
“阿科玛与Hexcel合作开发的PEKK预浸带越来越多地应
用于结构零件（纵向支柱和圆形框架）和设备‘ 外壳 ’ 
的生产。这种材料与热固性复合材料相比，具有生产周期
短的优势。”此外，因为重量更轻，PEKK是3D打印材料
和空气分配器等复杂形状的理想选择。

电池组和冷却管路

Elium® 热塑性树脂还为飞机各种内部零件(桶形座椅、杯架
等)提供了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但在减轻重量方面，最重
要的应用是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电池保护组件。阿科玛
就此业务与雷诺、PSA和佛吉亚建立了伙伴关系。业务与
开发经理Guillaume Clédat说：“Elium® 玻璃纤维复合材料
比钢轻10%至15％，与热固性复合材料不同，它具有可回
收利用的优势，适用于汽车工业中最快的生产流程 。”

最后，Rilsan® HT聚酰胺11生物基含量达70%，具有超强
耐热性（连续使用时为135°C）。可替代金属，制成冷却
管路，应用于靠近发动机的流体输送，越来越受汽车供应
商青睐。

无溶剂
无邻苯二甲酸盐的
可持续建筑

Bostik于2019年对比荷卢经济联盟（比利时、荷兰、
卢森堡）推出多功能Premium Aware系列产品，为建
筑和保温产品设定了新的环保标准。它的粘合剂、填
缝剂和聚氨酯泡沫不含溶剂（A990优质丙烯酸填缝剂
也不含邻苯二甲酸盐），且在温室气体排放和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EC1PLUS，A +和/或M1分类）方面符合
最高认证标准。

Bostik全球建设和消费业务主管高级副总裁Rodrigo 
Lacerda说：“最近几年，建筑行业对环保产品提出更
要需求。这款系列产品无可匹敌，是我们研发的最新
成果。这反映出我们的决心，我们决心支持变革，保
持产品的高质量和高性能，这正是Bostik的成功之道。”
粘合剂专家还宣布，集团将于2020年底更新丙烯酸填
缝剂产品目录，使所有配方均不含邻苯二甲酸酯。

 建筑绝缘�
无温室气体！
凭借领先于环保法规的Forane® FBA 1233zd发泡剂，阿科
玛在聚氨酯泡沫发泡剂方面取得突破性创新。

块状或硬质板形式的聚氨酯绝缘泡沫广泛应用于建筑和制冷设备，
但其中所含的膨胀剂（基于氢氟碳化物（HFC））全球变暖潜能值
（GWP）很高，通常超过二氧化碳当量1000倍。但这个问题不会
持续太久。从2023年起，欧洲法规将禁止使用全球变暖潜能值超过
150的发泡剂。阿科玛不仅期待这一新法规的实施，而且走得更远。
集团于2018年推出Forane® FBA 1233zd，其全球变暖潜能值仅相当
于一个二氧化碳当量，“与目前市面上的泡沫解决方案相比 ，它
提供了更好的隔热效果，降低能耗最高可达15％。” Fluogases
欧洲业务总监Mélanie Jourdain说道。

扩大市场

这款最新产品是十多年前研发至今的结晶。Mélanie Jourdain继续
说：“这款产品衍生自氢氟烯烃（HFO），氢氟烯烃是多种应用中
HFC型产品的替代品，因此需要进行大量的研发工作。这表示我们
在当前市场上地位遥遥领先。”集团还为制冷剂气体市场提供基于
HFO的解决方案。开发用于冷藏零售展示柜的Forane® 449A (XP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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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环境危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刻不容缓。根据《巴黎协定》，集团
设定更加宏伟的环境目标，自发制定新的气候计划。

203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
比2015年减少38％

5. 气候计划

阿科玛采购可再生能源...
并生产！

作为能源转型的贡献者，集团正采取全面行动，减少碳能源采购,
支持绿色电力。
2019年7月3日，光伏电力生产商Corsica Sole受委托在位于法国
南部Saint Aubain的阿科玛生产基地建造一家占地约25英亩的10
兆瓦规模的太阳能发电厂。该太阳能发电厂投资1300万欧元，每
年发电量19 GWh，主要为工厂供电。 

“这个旗舰计划证明，在不影响农业的工业基地，使用绿色电力是
可行的。”阿科玛能源部门负责人Loïcde Bergh说。该公司在法国
还宣布了另外几项类似计划。

筹备采购合同

除正在进行的生产项目外，集团全面开展工作，支持绿色能源， 
为客户提供他们自身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所要求的保证。例如，阿
科玛获得了苹果公司的有力承诺。在中国、法国和美国生产苹果
品牌产品消耗的所有电力均来自可再生能源。集团还致力于与生
产商签订绿色电力采购协议。
“ 首先是美国生产商，其次是中国的，中国采用混合电力，以化
石燃料为主。”Loïcde Bergh继续说。阿科玛在新能源比如太阳
能领域的专识，其兆瓦时价格仅为十年前成本的四分之一，以上
因素推动协议签署成功。

2012

6.50

4.72
4.09

2.95
-38%

2015 2019 2030 目标

温室气体排放范围1 + 2 + ODS（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6. 绿色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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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科玛完全赞成《巴黎协定》所确定的目标：到2100年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限制
在比工业革命之前高“2摄氏度”的水平上。为响应这一基本要求，我们必须立
即采取果断行动。集团已承诺推出一项新的气候计划，其主要目标是，无论经济
活动如何发展，到2030年使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比2015年减少38％。

可持续发展负责人Sophie Huguier说：“这个目标是运用科学的目标方法论制定
的，符合阿科玛必须为地球做出贡献，使全球变暖水平稳定在2°C以下的承诺。
它是以对集团的预计增幅、制造流程的发展规划、降低能源消耗、低碳能源电力
购买市场的详细研究为基础的。”按绝对值计算，2030年二氧化碳当量将可减少
170万吨 ，降至300万吨以下。

阿科玛的目标考虑到了工业活动产生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即生产过程中直接排
放的气体（“范围1”及由消耗臭氧层物质（ODS）产生的气体），和能源收购
间接产生的排放物（“范围2”）。

采取全面行动

为减少碳足迹，阿科玛数年来努力改进生产流程，实施确定的能效优化战略。

Sophie Huguier说：“为降低能源消耗量，阿科玛已采取的行动有，采用排放处
理系统，2013年实行Arkenergy计划。2012年至2019年，我们已将绝对排放量减
少37％。有了新目标，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我们不断改
进和优化制造流程，在能源来源方面不懈努力，进行投资决策（收购、单位扩张
等）时必定优先考虑碳排放问题，实现预定的气候计划目标。

阿科玛的每个业务部门都必须为这一目标做出贡献。集团视情况而定，考虑对部
分工厂和产品系列实施碳中和计划（受益于不可压缩排放的抵消机制）。



21世纪的城市
将使用白色屋顶 

另外，过去五年来，越来越多
的欧洲公共建筑和大型零售空
间屋顶变成白色。这一趋势受
到包括巴黎市在内的地方当局
的鼓励。巴黎市已制定《气候
能源计划》，明确凉爽屋面是
抑制城市热岛效应的一种手段

63%
更节能

用Kynar Aquatec® PVDF树脂制成的
白色凉爽屋顶涂料，其能源效率久而
久之比用丙烯酸树脂制成的高出63％。

气候创新

7. 凉爽屋面系统

在线节能计算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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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装和维修重涂热反射的白色屋顶，
可在高温期间明显降低建筑物的内部
温度。这就是“ 凉爽屋面系统 ”原理。

这是一种既节省成本又环保的空调替代方法，
在世界范围内已被迅速采用。阿科玛运用Kynar 
Aquatec® 丙烯酸PVDF乳胶，为该解决方案添
加了增值层，增强了白色屋顶的性能和耐用性。

黑色吸收热辐射，白色反射热辐射，这一人人皆知
的现象在破纪录的高温期间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
注。凉爽屋面系统是一项重要的创新技术，可有效
改进能源效率，已传播至美国、欧洲和亚洲等世界
各地。它的技术原理是，将屋顶涂上反射性白色油
漆，即使室外酷热似火，而建筑物内部依然保持凉
爽，从而减少人们对空调的需求及温室气体排放量 。
纽约市率先采用该解决方案。在2010年发起市政运
动之后，纽约市的粉刷白色屋顶面积已超过850000平
方米。过去五年来，欧洲越来越多的公共建筑和大
型零售空间屋顶变成白色。这一趋势受到巴黎市等
地方当局的鼓励。巴黎已制定《气候能源计划》，
明确凉爽屋面系统是抑制城市热岛效应的一种手段。

节能水平高达30％

Cool Roof是推动应用此解决方案的法国企业之一。
这家初创企业位于布列塔尼Leclerc购物中心，占地
7,000平方米，成立于2015年，同年签订第一份合同。
现场收集的数据表明，该建筑的能耗降低了15％，
相当于每年减少近四公吨二氧化碳当量，为零售商
节省能源价值达20,000欧元。全球约有50位客户纷
纷效仿此举，包括巴黎戴高乐机场的2G候机楼，位
于圣乔治新城的巴黎消防队中心等。 

2018年，Valence-Sud的Géant Casino商店收购
法国最大的光反射屋顶，该屋顶占地18,000平方米。
根据超市记录，收购后屋顶温度降低至36°C。Cool 
Roof France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Antoine Horellou
说：“根据建筑物的不同，当空调的需求减少，能
源成本下降可达到30％。没有安装空调的空间，我们
就改善室内舒适度。”

“阿科玛积极努力推广
凉爽屋面系统。”

KYNAR AQUATEC®，提升性能和耐用性

为了达到预期结果，高质量的涂层必不可少。

Cool Roof与另一家光反射涂料供应商Aximum都借助
阿科玛的专业知识来开发解决方案。白色的强反射水
性涂料采用基于Kynar Aquatec® PVDF的防紫外线和
防霉涂层进行保护。这种丙烯酸防水乳液可将太阳光
线的反射率提高至95％，大大改善白色屋顶的性能，
而传统涂料则只有70％。此外，它的使用寿命极长。
阿科玛凉爽屋面系统专家Bertrand Dinelli说：“太
阳光中的红外线和紫外线最终会破坏基本的白色涂
料，所以屋顶需要经常重新粉刷，成本就会变得很
昂贵。”Kynar Aquatec® 面漆可防止屋顶弄脏。
“这就像普通布和打蜡的帆布之间的区别。雨水自然
会冲走沉积物和污垢，否则沉积物和污垢会使屋顶变
黑，降低其反射功能。”法国Cool Roof承诺该方案
将至少保持20年。

市场前景达数百万平方米

Kynar Aquatec® 乳液由阿科玛美国开发，具有Kynar 
500® PVDF 的优异性能，50年来该树脂对卢浮宫金字
塔等许多建筑物的金属结构起到保护作用。产品开发
经理Agnès Beaugend说：“我们的工程师希望开发一
种丙烯酸PVDF乳胶，能将PVDF树脂的特性转移到涂料
中，使涂料不仅能应用于工厂的金属，还能直接应用于
使用传统材料的建筑现场。” 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基于Kynar Aquatec®乳胶的面漆可以用喷雾器或刷子涂
在所有类型的材料上。

Cool Roof包括表面处理、底漆和面漆在内的报价成本
是最高每平方米20欧元。

适合应用这种乳胶的建筑物为数不少。仅在法国，平
坦的商业屋顶面积就达到约500万平方米，许多屋顶
已经老化且绝缘状况不良。Kynar® 涂料全球市场经理
Paul Lavallee表示：“近年来，凉爽屋面系统在世界
范围内得到普及，阿科玛也在大力推广这种系统的好处。

制定新的可持续建筑标准，要求减少现有建筑物的碳
足迹，这仅仅是开始。我们的团队正在努力展现Kynar 
Aquatec® 节能方面已经证明的优势。

它在总太阳反射率（TSR）、耐污性和寿命方面明显
优于传统的丙烯酸涂料。”建筑业的未来看起来一片
光明，尤其是涂上Kynar Aquatec® 乳液后！

在美国，我们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
个应用程序Kynar-aquatec-calcu-
lator，该应用可根据各州的阳光水
平和屋顶面积，即时计算表面涂上
Kynar Aquatec® 树脂三年后，白色
屋顶每年所节省的能量。

结果用千瓦、美元和减少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表示。对于大面积屋顶，
空调需求减少节省的费用可以积少
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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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为技术的发展，新的消费行为、商
业活动和更加灵活的生产方法不断出现。
数字化转型的“工业革命”已来临。

这是2019年全球77亿人口使
用的智能产品的数量。预计
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38.6
亿，20301年将增至50亿。
除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外，人工智能、
大数据和日益可靠的机器人技术正在引领
社会进入全新的数字时代，这对我们的生
活方式和生产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数字经济是世界增长的新动力。它在2019
年的价值为135,00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
15.5％，并有望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升至
25％。

1 策略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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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技术革命

人工智能（AI）提高质量
相机借助AI可识别产品的制造缺陷。 

1.

预测性维护
极为可靠的工具可预测生产设备
发生故障的可能性。

 

让数据说活
只需点击几下分析工具可解读生产
单位生成的数百万条信息。

智能服装
智能工作服意味着操作员在工作站的
工作更符合人体工学、更安全。

 

2.

3.

4.

虚拟现实
操作员借助4D模拟器，可在工厂建造之前
体验虚拟工厂，改善生产设施的设计。

模拟生产操作
为了训练操作员，我们在生产设备就绪
之前模拟它们的运行。

5.

6.

零售电子产品
我们的聚合物和树脂可改善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性能
并延长其使用寿命。

工业技术4.0
所有这些数字制造工具都集中在一个
孵化器陈列室，以鼓励整个集团采用
它们。

游戏模式下的安全
我们使用虚拟现实系统对操作员
进行安全工作方法方面的培训。

10.

9.

8.
建模未来分子
软件通过虚拟设计分子和材料来预测它们的性能。

7.

未来电子产品
我们的电活性聚合物将可用于
设计药品的铰接手套、柔性屏
幕和智能标签等智能产品。这
些产品具有无可比拟的性能。

11.
3D打印和复合材料
我们的3D打印材料和树脂品种齐全，我们开展合作伙伴
关系目标明确，这些均有助于制造商采用这种革命性的
生产方法，支持3D复合打印新兴技术。

12.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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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工业4.0时代，数字技术提供了无限的动力。
数字资源使我们能够更快、更安全地从事生产。数
字技术可以预测潜在的故障，可以在工厂建成之前
模拟工厂的运营和管理，甚至“虚拟”地开发新材
料。就产品组合而言，我们的解决方案可满足制造商
采用3D打印技术和电子市场快速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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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制造业：
欢迎来到
新的维度

“将数字技术与我们的生
产流程加以整合，可以节
省时间，优化资源并促进
我们的生产活动。有一个 

先决条件:需要在设计新工具之前让
员工充分参与进来。”

Frédéric Gauvard, 阿科玛数字化转型负责人人工智能
提升质量

让数据说话
数据处理和分析是数字转换的核心。
数字制造项目经理Philippe Kemikian
总结道：“我们希望生产人员可以利用
工业设备生成的数据。我们能利用新
的数字解决方案处理和分析数据，而
不需要特定的编程技能。我们预测，它
将对运营设施和监控设备的方式产生
重大影响。”

通过评估风险
暴露因素

简而言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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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是提升性能和工业流程的
强大手段。阿科玛正以其坚定的创新
和协作精神在这一领域开展各种各样
的项目。欢迎来到工业4.0时代。

工业4.0：
走向成功！ 
我们的工厂正在普及数字化，与运营商进行智
能交互。阿科玛正潜心开发适合他们需求、可
立即采用并产生即刻收益的新工具。

对阿科玛数字化转型负责人来说，一切都始于用户
的需求。Frédéric Gauvard断言：“数字化是合作的
第一要务。一个新的数字化项目的成功取决于，我
们使所有人参与进来, 并确定需要改进之处的能力 。” 
这种协作方法是转型过程的核心。我们不仅要摸清
用户需求，作出必要的改变，还要让人们看到机会
的可能性。“我们要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取得适当的
平衡，既能保持务实，也有远见卓识！”

数字化概念验证

“概念证明（POC）”指的是与直接用户一起测试
数字化概念。“您可以提供一项技术，并说出它的
强大之处。但这满足了用户真正的需求吗？在操作
人员的帮助下，我们明确这些概念，考虑如何将其
应用于现场。下一步是创建原型，让我们检查解决
方案的实际用途，然后假如有收益，我们可以投入
实际生产。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它鼓励用户参与
模型设计，推动创新解决方案的应用。”负责数字
化制造的流程总监Laurent Baseilhac说。

数字化‒满足不同生产需求的加速器

位于荷兰Roosendaal的Bostik基地是一个极好的范
例。Bostik工业总监Pierre Grolier解释说：“地面
操作人员向我们反应他们遇到的问题，如将原料装
载到反应堆中的问题。我们让他们考虑可能的改进
方法。于是我们想出一个方法，来调整合适的数字
化工具。现在操作员不用在流程单上输入数量和批
号,操作会自动使用条形码扫描系统。这样节省了很
多人力时间。这个系统非常安全，可以确保操作员
按照正确的顺序将物料填入正确的反应器。它还重
视制造订单、产品质量和生产率。”

我们如何自动检测成品中的不合格品？
通过将光学与深度学习相结合。Bostik
已对荷兰的热熔胶生产线推出该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与摄像头系统配合使用，该摄
像头系统学会识别故障（气泡 、黑点、不
合格包装）。通过自动化的质量控制，
操作员可以腾出精力专注于产品线中其他
更有价值的任务，提升了工作站的人体工
学水平。

维护：
最好准备
数字化技术使我们能够优化监督计划，
确保工业设施的完整性。这是“基于风
险的检测”系统的目的，它是一种预测
性维护系统，已在法国、荷兰、印度和
意大利的多家工厂进行部署。这一系统
可检测零件故障和磨损的风险，极大提
升了设施的实用性和可靠性。工厂中的
流程技术工程师和维护工程师给出的反
馈有助于改进系统。

智能服装可监测脉搏频率等生命体征，
优秀的男女运动员对其已经很熟悉。如
今我们工厂也在使用。智能服装可以传
达身体的相关信息，运用身体姿势的数
据，客观地衡量执行任务的难度。阿科
玛法国Serquigny工厂已成功实现这一
方法。
这个方法目的是，防止员工受伤，适应
工作站的人体工学设计，以及在病假后
更容易重返工作岗位，促进安全生产。



未来应用于分子建模

沉浸式仿真工具助力
工厂生产操作

推广数字化建模
数字建模应用于阿科玛的多项生产运营工作中。它可
用作生产设施模拟器，如飞行员在飞行训练中使用的
模拟器。“甚至在化学平台建立之前，我们就可以模
拟要发生的情况，培训未来的操作人员。我们在Lacq 
（法国）和Kerteh（马来西亚）就是这么做的，我们
在新加坡新采取的也是同样措施。” Laurent Baseilhac说。

我们运用数字计算的强大功能设计和制造分子，未来
这些分子可更快、更高效地用于材料生产。有了最新
的分子建模工具，我们可在生产新分子之前对其特性
和表现作出预测！

2015年马来西亚Kerteh，设施建模设被用于设计硫
化学品装置，接着用于法国Honfleur工厂的新型高
性能分子筛珠生产线，如今用于阿科玛所有生产设
备的设计。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下列各工厂中，如法国Mont工厂的
Orgasol® 粉末新生产线，Jarrie工厂的Carling-Saint-Avold
平台新生产线，马来西亚的Kerteh 2号工厂的扩建工程，
和新加坡高性能生物基Rilsan® 聚酰胺生产厂未来的生产
设备建模工作。设施建模的用意是对未来的生产设施进
行建模，这些设施完全按照3D数字形式设计。好处是节
省设计和施工时间，减少设计错误，降低成本，提高启
动生产的效率，更准确地预测维修问题，提升操作员的
培训水平等等。

沉浸式和协作式

Laurent Baseilhac说：“我们各方面都胜人一筹。这主
要是因为3D车间建模具有独特的优势，可把所有参与工
程和生产的员工都调动起来。”Cetia数字总监说：“当
操作员沉浸在他们未来的工作环境中时，我们可以在早
期阶段发现设备使用中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员工才对
按照他们要求建造的工厂感到满意，帮助未来的设施变
得更安全、更符合人体工学、效率更高。日后他们还能
将此3D模型用作沉浸式培训工具，创建操作场景，检查
他们学到了什么知识。”

5.

6.

7.

8.

9.

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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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与安全游戏！
以视频游戏形式进行的健康和安全培训，这是
阿科玛法国Mont工厂正在进行的项目。约100名
员工佩戴3D耳机参加这种新培训方法的测试。
欧洲健康与安全总监Pierre Montagnon说:“  该
项目假设您有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如何在确保
自身和设施安全的同时完成任务呢？我们将每个
人置于虚拟世界，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一样,但不
存在危险。实际上执行虚拟任务有助于我们记住
培训内容。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在虚拟/增强现实
环境中，人类大脑可以保留80％的信息，而在传
统环境中（被动参与的Powerpoint演示）， 我
们的大脑仅能保留10 ％的信息。”

工业4.0：
欢迎来到新时代！

经过Cetia团队筹划，合作项目成为现实，崭新的高科技中心在法国Pierre-Bénite建
成，为阿科玛所有的数字生产项目提供了孵化器。“新中心名叫Agora，内部专设一
个空间，用于操作和演示新的数字技术（远程协助、虚拟现实、分析等）；另 外还
设有一处场所，专用于激发创造力和注重实践的协作方法。” Laurent Baseilhac说。
阿科玛将成为欧洲首家拥有LED技术驱动3D浸入式墙显示器的 化工公司。随后将在
亚洲和美国建立合作和沉浸式中心。

顶级数字化网络
与阿科玛人力资源部门合作建立顶级
数字化网络。它由Philippe Kemikian
领导，集合了所有经过“数字思维方
式”培训的制造经理，为数字化转型
铺平了道路，这是阿科玛数字生态系
统上的皇冠。该网络通过其成员加强
了转型过程的影响，这是鼓励采用新
方式的绝妙途径！

简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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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数字

2019年尽管智能手机销量略有下降
（全年售出手机约14亿部），平板
电脑销量却高达1.44亿部，比2018
年增长14.3％（来源：Strategy 
Analytics）。

Sartomer® 树脂基高级粘合剂
Rilsan® 透明聚酰胺外壳和框架

Kynar® PVDF提升
锂离子电池性能

基于Sartomer®
树脂的保护性清漆

10. 零售电子产品

11. 未来电子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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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材料增强了
智能手机
和平板电脑的性能

我们的的研发部门正在研发新材料，
以提升移动设备的耐用性和操作性。

Sartomer树脂提亮屏幕！

只有屏幕具备最佳的光扩散性，我们才能提供最清晰、
最华美的图像。在这过程中Sartomer® 丙烯酸酯树脂起
着重要作用。这种材料用于生产高科技粘合剂，粘合剂
用来粘合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触摸屏的不同层。它具有
耐用性 、完全透明性、防泛黄性，以及耐刮擦和耐磨等
特性，可用于智能设备外壳的保护性清漆。这种树脂之
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一经紫外线LED灯照射它立即硬
化，不产生溶剂排放。当今市场上，产品两三年更新换
代一次， Sartomer不断调整产品，以满足迅速增长的
市场需求。

轻巧耐用的高科技聚合物

市场上的智能手机领导品牌已纷纷选用Rilsan® Clear
透明聚酰胺。这是一种具备耐化学性、耐冲击性，
薄度、轻度、柔软手感和光泽度俱佳的材料。它比
常用的聚碳酸酯和铝更轻，被制造商用来设计坚固
的特殊造型外壳和框架。

在锂离子电池领域阿科玛同样追求卓越。在温度不
稳定，反复经历充电/放电循环时，活性颗粒与集流
体之间的粘附性丧失，导致电池容量降低甚至失效,
因而锂离子电池表现不佳。为解决这一问题，电池
制造商使用Kynar® PVDF将活性颗粒粘结到集流体
上。它的粘结性能和出色的耐电解质腐蚀性有助于
延长电池容量和使用寿命。它也可用作两个电极之
间的隔膜涂层，从而提高了电池寿命。正是阿科玛
的这些重要产品，延长了手机使用寿命！

绝佳
的聚合物！
有机的、柔性的、印刷的、轻巧的、超薄的，新一代电子产品不
断涌现，智能设备革命正在到来。这场革命中，阿科玛子公司
Piezotech功不可没。Piezotech专门生产高性能聚合物⸺智能
PVDF的衍生物，也称“电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备独特性能，
可广泛应用于电子、机器人、航空、医药和汽车行业。

这种独特的聚合物在电场作用下发生变形，反过来，在机械压力作用下
产生电流。它们被制成粉末、薄膜或墨水，成为许多交互式、智能的日
常用品之中。Fabrice Domingues Dos Santos预测道：“我们的聚合物
将应用于可穿戴技术，提供新的感官性能。”阿科玛研究人员在研究触
觉应用，当你触摸这些应用的表面时，聚合物会使其振动。虚拟或增强
现实中的控制面板、表带或智能手套可以通过振动向用户传递触觉信息 。
我们的材料包装纸可用作扬声器。这些感觉途径正在彻底改变人类运用
智能设备传达信息的方式。 

印刷的电活性油墨传感器

这种聚合物的另一个市场是新一代超薄型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如今打
印到诸如织物、纸张和柔性塑料之类的柔性表面上。这种聚合物使物
体变得智能，能感知热量、振动和形状变化。例如，纺织品可以配备
多个传感器，传输穿戴者的生物医学数据。Piezotech总裁Fabrice 
Domingues Dos Santos继续说：“智能标签、柔性屏幕、超薄传感器
等许多应用未来十年将在机器人、航空、医药和汽车行业得到大规模
发展。”这些聚合物将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科技创新

阿科玛
让3D打印变得
大众化并大规模投产

 
 

行业从传统制造向3D打印的转变为复杂零
件的设计和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可能性。在此突破性技术领域，阿科玛发挥
着行业领导作用。

20%
阿科玛所占的增材制造市场份额

12. 3D 打印 13. 复合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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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在增材制造技术领域长期的专业知识，阿科玛是
全球唯一一家拥有完整产品组合的化学品生产商，拥
有聚酰胺、PEKK和特种UV固化树脂等打印材料。这
些材料以长丝、液体或粉末形式存在于相关应用中：
生活消费品（体育用品、眼镜），牙科用品（牙科模
型、护齿器），电子产品以及汽车和航空航天领域。

由于其优异的机械性能，生物基Rilsan® 聚酰胺11
可满足小批量生产。“超高性能聚合物” Kepstan® 
PEKK轻便、坚韧，具有无与伦比的耐化学性，阿科玛
是其全球领先的制造商。Keptstan® 材料特别适合制
造中小型复杂零件，这些零件通常采用金属原料，可
用于最严苛的应用。 Sartomer的N3xtDimension® 液
态光固化树脂具有特殊级别的定制性能，可精准地满
足终端应用的需求。随着机械质量不断提高，这种树
脂从原型制作阶段到批量生产都可以采用3D技术。

“在增材制造领域加快建立新的
合作伙伴关系，为行业带来创新
的新解决方案。”

为帮助全行业更快地掌握3D打印制造流程，阿科玛与
机械制造商和最终用户建立起多角色合作伙伴关系。
生态系统促进了这种民主化进程，我们与专业软件解
决方案供应商Autodesk，和专门从事聚合物和金属
粉末激光烧结公司Farsoon的合作便是例子。我们在
互补领域进行联合开发，将软件、印刷机械和先进材
料有机结合，为最终用户提供快速创建数百种可打印
设计的能力，提升创新能力，加速增材制造在工业中
的应用 。

阿科玛全球3D打印高级总监Sumeet Jain总结道： 
“我们的目标是，将自己定位为即将出现的技术选择
的核心。”

自2013年创立以来，Sartomer和初创企业Carbon 
（ 阿科玛已收购其股份）保持长期合作，这是阿科玛
的又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关系。Carbon位于全球数字技
术中心硅谷，计划大量投产3D打印技术。两家公司融
合技术和材料科学方面的创新能力，希望通过革新物
流和制造模型，为体育用品、日用品等大众市场生产
质量可靠、竞争力强的零件，从而推动3D打印的发展。
“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超出基本的客户—供应商
关系。我们共同开发明天的 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
将彻底改变传统的制造模  式，为所有业务领域的新设
计和新性能开辟市场。”Sartomer全球传播和市场总
监Julie Haevermans说。

复合材料3D打印：
阿科玛正在书写未来
Sartomer与美国初创公司Continuous Composites达成战略合作开发 
协议，计划将高性能树脂的应用范围扩展至复合材料3D打印领域。这种

颠覆性的创新是减轻重量行动的重要一步。

将复合材料零件制造业提升到全新水平：阿科玛与加利福尼亚的初创公司
Continous Composites签署战略协议后，所面临的挑战就是3D打印。

对轻质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

Continuous Composites的专利连续纤维3D打印技术（CF3D®）与N3xtDimension®
光固化树脂的即时硬化性能有关。树脂是通过连接到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手臂
末端的管口沉积的。这种树脂使碳或kevlar® 中布满连续纤维。零件无需支撑
即可打印，复杂且独特的几何形状也能进行3D打印，而不用模具或高压釜，
可极大地减少前置时间、成本和浪费。与传统的复合材料制造工艺相比，设计
可能性明显变得更多。航空航天、汽车、工业和建筑等行业对规格要求非常
严格，3D打印技术将加快对这些行业中定制复合材料的开发。满足对轻质材料
不断增长的需求，有助于减少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复合材料与3D打印结合，诞生颠覆性工艺

3D零件生产是一种颠覆性的工艺，自美国初创企业Continuous Composites 
2013年成立以来，阿科玛持续为其提供该方面的支持。3D打印全球高级总监
Sumeet Jain指出：“Continuous Composites之所以选择我们，是因为我
们具有灵活性，我们的树脂配方能适应各种应用需求。我们的合作是一种真正
的共同发展关系。在3D打印技术方面，我们的材料完全颠覆了传统复合材料生 
产工艺，我们为这个定位感到自豪。”



人才
for

人力资源专家注意到形势正在变化。 
员工不仅想获得“高薪”或“职业上升空间”，他们
还希望在公司 “感觉良好”，希望企业具有清晰的

理念和慈善精神，能实现他们的职业追求。

的员工说他们与公司
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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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是招聘咨询公司Hays最新的研
究结果。然而76％的人表示，如果收到
更有吸引力的公司录取通知，他们会马
上离职。面对这种矛盾情绪，公司必须

解决挽留员工的难题。具体做法是举办
相关主题培训，将办公室设计得更舒适,

组织活动增强员工凝聚力，着重改善
办公环境。

另一个趋势是，求职者希望找到具有
强烈社区意识，承担环保和人道主义
责任的企业。



面对新冠疫情危机，管理集团员工
对您来说算是挑战吗？

Thierry Parmentier ‒ 当然是。这次疫情
期间，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企业都困难重重。
所有人都必须应对新挑战。我们全球各地的
员工迅速作出调整，无论在家办公还是继续
在工厂上班，都遵守极其严格的健康和安全
要求。集团所有团队辛勤工作，制定计划，
使企业维持运营，确保工厂安全并完成战略
性生产。对他们的专业态度、敬业精神和高
效执行力，我表示感谢。

您于2019年6月加入阿科玛。作为人力
资源主管，您的主要看法是什么？

T.  P.  ‒ 阿科玛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
的。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各位董事们展现
出了非凡的能力，组建和发展起20,000多人
的大集团，是该领域目前公认的全球领导者
之一。无论在哪里，您都会为身为阿科玛的
一员感到自豪。自任命以来，我已视察全球
约30家集团工厂，做出坚定的承诺。阿科玛
的员工流失率很低，不到5％，这表明阿科玛
保留员工的水平很高。2019年的调查发现，
大多数员工对集团感觉良好。他们的回答是
积极的，对企业满意度高，远高于调查表所
显示的水平。其他指标也证实了相同的结果。
比如，在500家大型公司中，我们的员工好评
度最高（见第73页）！这正是员工满意度的
体现。

您是如何履行新职务的？

T.  P. ‒ 我觉得我既要稳住企业目前的突出成
就，又得担起责任，帮助集团应对未来的重
大挑战。阿科玛正努力实现年收入达到100亿
欧元，在所有市场中均处于领先地位（排名
前三）的目标。对于那些被优秀企业所吸引
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诉求，但还
不够。在人力资源方面，我们很快将面临人
口结构问题。婴儿潮一代已经老去，很快将
被淘汰，可用的人才将大大减少。我们必须
放眼全球，寻找所有业务领域中的最优秀的
人才资源。阿科玛必须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公
司之一。

1. Marie-Pierre Chevallier, Richard Jenkins 以及 Erwoan Pezron

>>>

专访
人力资源策略

人力资源和企业传播执行副总
裁Thierry Parmentier于2019
年6月加入阿科玛。

他希望集团实现多元化，男女
平等，创造职业升迁和跨国就
业机会。他认为保留和吸引人
才让集团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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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科玛必须成为最具
吸引力的公司之一。”

尽管如此，化学工业足够吸引人吗？

T. P. ‒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解释企业的业
务活动。我们强调化学工业是一个发展势
头快的行业，这对战胜艰巨的环境挑战是
有益的。此外，阿科玛在特种化学品和高
性能材料领域十分活跃，不断创新，寻找
最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阿科玛员工流失率很低，不到
5％，这说明了集团对员工的吸
引力。”

我们如何保证集团持续具有吸引力？

T. P. ‒ 我们必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让
德才兼备的人才有最大的施展空间，这一点
至关重要。最近我们任命三位董事1进入执行
委员会，是自2011年以来集团首次将内部管
理人员提升为执行委员会成员。这是个好现
象。我拥护精英主义，但仅仅提升自己的才
能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为员工提供工作机会,
拓宽职业道路，提供出国工作的机会和吸引
集团外部人才的工作环境。

改善工作环境是否至关重要？

T.  P.   ‒ 这是最基本的。做不到这一点的公
司是不值得去的。如果我们想在这场全球技
能和人才之战中吸引年轻人才，就必须满足
他们的需求。这正是我们积极努力的方向
(见第76和77页)。

数字化对此有帮助吗？

T. P.  ‒ 数字化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它有助
我们实时掌控全球人力资源现状，将最有效
的人力资源管理流程标准化，和更好地了解
国际团队及其需求等等。确切地说，就个人
发展而言，我们希望为员工提供更多在线学
习的机会，这是传统求职培训的最佳替代方
案。数字化也是一种即时共享信息与协作的
方式。我们正在建立像LinkedIn这样的专业
内部社交网络，该网络将覆盖我们全球的所
有员工。



人才创新

欢迎！
阿科玛追求人才多元化。我们支持不同
职位员工的发展和晋升，集团变得越来
越有吸引力。

 
 

人才

吸纳各种各样的人才对阿科玛的成功至关重要。人力资源和内部
沟通部副总裁Dominique Massoni表示：“我们一方面定期为集团
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确保支持未来的专业和管理人才的发展,
促进集团不断壮 大。”为解决这一问题，阿科玛每年面向全球招聘
1600名高级人才！新人来自不同出身和背景，有刚步入职场的新
人,有经验丰富的专家。阿科玛有生产、程序、研发、物流、财务、
营销和人力资源等200多个岗位供他们选择。

“您的未来您做主。我们帮您一起探索。”

集团不同地区的业务之间存在关联，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职位选
择。“您的未来您做主。我们帮您一起探索。”这是一名人才经理
总结的箴言。他希望为新晋员工提供培养技能所需的信息和资源。
出于此种考虑，阿科玛充分利用最佳的数字资源，为新人提供职业
发展机会。集团还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不同形式的支持。2019年创建
职业学院，下设“销售学院”和“供应链学院”。它是一个内部平
台, 提供适合不同职业的培训计划资源。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预测
这些职业在数字化转型期将如何发展(见第56至63页)。领导力学院
也是2019年成立的，与法国INSEAD、HEC学校和美国康奈尔大学
达成合作，为未来的国际领导人才和董事提供课程。阿科玛最近还
推出 “多元化管理”计划，意在提醒管理者认识到他们认知和选
择上的偏见，鼓励通过对话扩大选择范围，增加新员工背景的多样
性。Dominique  Massoni称：“在阿科玛您不会固守在一个职业发
展轨道上。准备接受挑战的员工随时拥有机会。阿科玛也代表着某
种立场。即使刚步入职场，每个人都能找准自己的定位。集团的新
晋人员经常提到，他们可以迅速变得独当一面并且有成就感。他们
强调技能分享的企业氛围，这与我们所培养的责任感和团结精神
一致。”

40%
这是2019年非法国国籍在阿科玛全球
高级管理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我们的目
标是, 通过招聘多样化和内部晋升, 2025
年将该 比例增至42-45％。

我在阿科玛很开心！

“我会建议别人加入阿科玛吗？” 2019年集团在
欧洲进行内部调查，法国雇员被问到这个问题。
大多数人给出肯定回答。净推荐值表示愿意推荐
该集团的员工比例，集团得分为20。与进行类似
调查的其他公司相比，这算是好成绩。媒体和社
交网络证实了这种积极的意愿。《资本杂志》评
出法国500强最佳雇主年度排名，阿科玛位列前
20名，在“化学和能源”行业排名第一。2019年
“ 快乐培训生”调查印证了上述反馈结果。这份
调查是一份成千上万名潜在实习生热切盼望的年
度报告，其目的是确定“对实习生和培训生最友
好的公司”。去年，阿科玛的推荐率达到94％！

以阿科玛为起点
阿科玛迎来法国、美国和中国的数百名实习生、学
生训练生、博士生及国际志愿者，他们均来自不同
的教育背景和行业。集团通过与高校合作，为博士
研究人员提供机会，让他们从事高分子化学、化学
工程和人文科学等领域的论文研究。

>>>

“我觉得员工
真正成为了集
团的一份子。”
阿科玛的价值观是简洁、团结、责任和绩效，它在人才管理
中起到什么作用？

 T . P.  ‒ 我们的优势之一是，价值观的几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价值观是建设未来的坚实基础。我觉得集团与员工是真正融为一
体的，在处理当前危机过程中我尤其感受到这一点。我非常注重集
团人才的品质。我们在全球各地分公司开展不同的招聘活动，成
功地招揽到优秀人才。我们必须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对每个员工
进行人才管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让每名员工在各个业务领域、
工厂和国家/地区都有进步的机会。不必局限于同一个地方等待垂
直晋升，我们要通过培训和技能共享，为员工提供调整职业的机
会。

员工可以从人力资源岗位转移到销售岗位，
也可以从运营部门转换到支持部门。我们应
该提倡部门职能灵活性、冒险精神和地域流
动性。我们应该促进跨部门、跨业务、跨国
家流动，打破孤岛，走出舒适区。在不同地
区工作、生活，熟悉不同类型产品的人则有
更多的机会。

我们是一个大集团，员工20,000多人，由100
多个民族构成, 其中法国以外的员工有13,000
人，遍及50多个国家/地区。这是我们巨大的
优势。我们的职业管理政策必须反映劳动力
人口统计因素。

通过促进多样性吗？

T . P .  ‒ 一家企业因为缺乏多样性而犯错，
就会传递出负面信息。尽管多样性很重要，
但仅此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具有包容性。
我们将人才纳入集团，是因为他的独特性，
而非因为他有能力。在当今的人才战争中，
如果不全面考虑国际主义、多样性、包容性
和流动性等因素，我们就难以有吸引力。我
们必须由内而外对市场和合作伙伴发出积极
的信息。

>>>

72  / 阿科玛- 创新 阿科玛 - 创新 / 73



平等报酬和平等就业

阿科玛的男女职业平等政策正在逐步取得成果。数
字是透明的：集团员工中女性占25.3％。中层管理
人员中，这一比例上升至34％。这说明集团的人才
库大有希望，有利于实现集团的目标，目标是女性
高级管理人员的比例到2025年达到25％。为了预防
“玻璃天花板”风险并支持女性员工升迁，我们制
定了一项导师计划。经过培训的男女高管担任志愿
导师，为他们的学员提供职业生涯方面的指导和帮
助。

人才创新

阿科玛
鼓励
女性人才
集团支持并鼓励招聘女性员工，
为她们提供晋升机会。 

阿科玛确保女性享有与男性员工相同的职业机会
。这是集团非歧视政策的一条重要原则。集团强
调同工同酬，就业机会均等，支持女性职业发展
，还考虑到职业管理的育儿问题。

Clara Mateo 23岁，是一位顶级足球运动员，曾参加巴
黎FC锦标赛，并打算在Polytech Paris-Saclay理工学院完
成材料工程学研究。她找不到比诺曼底（法国）阿科玛
研发中心（Certado）更理想的训练场。Clara在这里度
过几个月求学时间。这位运动员说：“很高兴从阿科玛
改进运动性能的材料领域的技术进步中受益。大多数女
足运动员的鞋底都是用Pebax®尼龙弹性体材料做的 。” 
她高兴的是，能将自己的竞技运动训练、高等教育与
实验室尖端研究训练三者结合起来。Clara说：“ 对我
来说，这样做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她“非常清楚阿科玛
为提高女性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所做的努力。” 
Clara曾代表法国队，应邀参加U20世界杯法国队A小组
决赛。她自然乐于看到女性足球运动中表现出色。“ 女
子足球受到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女性注册球员数量
迅速上升，从十年前的50,000人增加到今年的200,000
人！从2019年世界杯（见反面）开始，阿科玛成为女足
一级联赛合作伙伴。无论在足球场上、研发中心还是
工厂，集团都表达出明确的态度：女性应该充分展现
和发挥她们的才干！”

Clara密切
关注足球

“在CERDATO，我参
与了碳纤维增强PA11
针对体育应用的各种
机械测试。研发工作
和体育的共同之处是,
都需要付出大量努力
和毅力。”
Clara Mateo

女子
足球
进行体育赞助是阿科玛树立品
牌知名度的极佳途径。集团支
持女子足球队，传递了更多正
面能量，提升了女性在足球场
上和工作场所的地位。

2018年，阿科玛成为2019年FIFA法国女足世界杯
队首个国家合作伙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比赛当月(6月7日至7月7日),我们的赞助商形象展
示在180个国家的十亿电视观众面前。2019年比
赛直播期间，仅在法国，拥有赛事电视转播权的
TF1观众人数就三次突破纪录！

从2019年女子世界杯到阿科玛D1

继这项国际赞助协议之后，集团与法国女足一级
联赛（现改称阿科玛D1）建立合作关系。阿科玛
三个赛季中助阵参加法国锦标赛的12个俱乐部，
高水平地推动足球赛事，提升了足球专业化水平。
对外传讯总监Gilles Galinier说：“对于阿科玛
来说，继承世界杯的文化遗产非常重要。借助新
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的集团和品牌形象将长期
与女子足球发生关联。D1冠军赛正在进行，我们
所受的益处是知名度得到提升，同时坚定对女足
运动的承诺。”

赞助地方球队
在阿科玛拥有工业或商业活动的国家，女足运动受到普遍欢迎。美国的情况就是这
样。美国女足国家队（1991、1999、2015和2019年）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亚洲和
欧洲情况大抵相似。这激励我们开展基层宣传活动，动员众多阿科玛的支持者。集
团法国的工厂临近比赛城市勒阿弗尔、格勒诺布尔、里昂和巴黎，世界杯期间集团
因此受益颇多。阿科玛D1冠军赛情况也是如此，各俱乐部在马赛、波尔多、里昂、
梅斯和巴黎等城市比赛。我们的工厂也参与当地足球俱乐部的活动。例如, 法国Jarrie
工厂与格勒诺布尔俱乐部建立合作关系，美国阿科玛支持纽约的一支女子足球队。

支持女足广招人才

这项赞助表达了对于女性在足球领域的地位
和影响的鲜明立场。Gilles Galinier说：
“我们提供的工作绝不是专属于男性。我们
正作出积极努力，确保我们的行业充分认识
到女性人才在各学科的重要性，就算它跟足
球一样至今仍被视为男性主导的领域。考虑
到简单、亲近和谦虚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支持女足运动的决定尤其意义重大。”

“这是第一份女足D1
冠军赛冠名合同。这
对女足发展是大好消
息。”

Noël LeGraët
法国足球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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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让人们
“感觉良好”
的集团
阿科玛持续投资改善工作生活质量（QLW）
。它是员工幸福和绩效的重要指标，有助于
留住现有人才和吸引新人。

全方位改善QLW 
QLW并非中心部门独有。主题周期间，地方员工也积极性高涨， QLW
在工厂也找到了生存土壤。Isabelle Simonetto是研究工业应用的神经
科学家 ，她在Colombes总部发表主题为大脑如何避免职业和个人风
险的演讲时，将这项倡议推广到所有场所（生产、研究、商业）。

就这一问题，阿科玛采取了最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心理风险预防策略。
作为提升员工工作场所幸福感的开拓者，集团设立中心压力监测部门，
用来及时发现高风险情况。该部门实施一项由职业医生领头的“意识
提升”计划，重点关注工作中的健康和幸福问题（睡眠、饮食、成瘾
性等）。

此外，我们每年开展“ Netiquette Week”活动，总结实现工作生活
平衡的技巧。我们尤其重视工厂的人体工学效果，对集团所有工厂的设
计或现有空间进行调整。

员工之间相互分享好的经验。法国员工关系负责人Pauline Saint Macary
说：“我们必须全方面改善QLW，包括工作环境的设计、人体工学、
工作条件、远程工作、照顾残疾人等。我们与全体员工代表签署《健
康与工作》协议，以员工的专业知识和建议为基础，共同采取一致行
动。”

园区效应
阿科玛将QLW列为优先事项。去年秋天集团开设
新工作区，立即受到员工欢迎。它位于Colombes
的集团总部，占地400平方米，里面有功能各异
的空间，如鼓励创造性思维的头脑风暴室，安静
的充电区，可举行各类活动的模块化礼堂，及氛
围轻松、非正式的共享办公空间，还设有咖啡
区、图书馆和游戏室。整个园区随处可见直观的
数字设备和工具。

阿科玛总部QLW经理Corinne Haran说：“ 我们
的理念是，设计一种新型空间，提升员工的幸
福感，促进多部门协作和创新。开会时人们以
更直接、友好的方式进行互动。这是良性循环。
改善工作环境（包括QLW）对人际关系有显著
的影响。”

开设工作园区体现了阿科玛的一项基本理念：
鼓励团队之间开展跨学科项目, 支持数字化转型, 
同时改善工作环境。Bostik总部迁往Colombes
是另一个试点项目。员工参与该项目以获得他们
的支持。该项目设计了开放式办公室，还采用
了“无纸化”等新方法。为了确保员工的健康,
集团正在思考不同的办法, 如采用吸音面漆, 符
合人体工学的家具，营造宜人且光线充足的环
境, 在每层楼设置一个安静区, 供偶尔需要退出
开放式空间的员工使用。在中国上海，阿科玛
总部也遵循相同的理念，设立社团，正是公司
采取行动提升员工幸福感的范例。

不论资历，所有人都可以在办公室放松、运动。
此类措施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2019年在册员
工流失率下降便是明证。

阿科玛
获得高分

根据员工的打分，阿科玛是位列
前20位的企业之一。《资本杂志 》
对法国约2100家公司（公司员工
数均超过500人）的20,000名员
工进行调查，提的问题是：“ 按
0到10的等级, 您会向认识的人或
家人推荐您的雇主吗？”阿科玛
连续三年排名第一，平均得分为
7.79 / 10。集团总体排名第20位,
在石油和化工企业中排名第一。

陪产假

我们希望促进父母平等。
阿科玛十分重视育儿问
题，婴儿出生后企业提供
为期两 周的全薪产假。

“我们希望被评为最适合工作的企业。
这关系到我们员工的幸福感和绩效，也
与年轻人的需求有关。他们避开那些无
法解决上述问题的公司。招聘过程中经
常有人问我们，你们的QLW和CSR做得

如何？从改善员工工作生活质量的角度出发，远程工作
为员工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我们的QLW政策旨在让企业
变得更具吸引力。”

Corine Haran, 

阿科玛总部

阿科玛总部QLW负责人

讨论会
50名阿科玛员工在舒适的礼堂里凝神冥想！这一幕非同寻常。
这种工作场所的集体放松行为极为少见，但并非噱头。相反，
它反映出员工对QLW的兴趣日益浓厚。阿科玛总部QLW负责人
Corinne Haran说：“我们努力改善QLW，是为满足员工的需求，
那就是寻找多种途径，以更加有效地解决工作的制约因素和难
题。我们竭尽所能，为员工提供心灵养分，平衡工作压力。 ”定
期举办正念讨论会，围绕自信心、创造力和情商等问题举行演
讲，这些软技能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行为技能。

“员工还希望通过工作场合扩大视野、结交人脉、同享欢乐。
这一切影响深远。您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对个人和团队参与的积极
影响。”

人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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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创新

涉足
工厂之外
阿科玛进行了多项赞助和慈善活动，并优先
考虑教育、吸纳年轻人才、人道主义问题及
可持续性相关的社会项目。请看下面几个例
子。

与高等教育紧密相关
本集团在所有专业领域均与顶尖教育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在法国，
阿科玛参加了普通和化学工程学校组织的活动，赞助了ÉcolePoly-
technique、ENSIACET和ESPCI ParisTech。集团还向ENSIC基金会
提供财务支持。自扶持计划启动以来，约100名经济困难的工程系
学生享受助学金资助。在美国，阿科玛每年通过“工程师养成计
划”，从美国顶尖大学招募多名未来的工程师。

2019年, 阿科玛与非营利组织“城市体育”（Sport dans la Ville）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它为处境不利的社区提供支持, 在居民楼旁建造足球场和篮球场。最重要
的是, 它开展体育和活动计划, 帮助年轻人完成学业, 做出职业选择。到目前为止, 
共计6,500个年轻人接受资助, 其中1,000名女孩从专门项目“L dans la Ville”中
受益。

通过该项目，女性获得实习和参观公司的机会，掌握专业知识，从而拥有与男
性相同的成功机会。

这些参观、访问活动与现实生活息息
相关, 受到学生喜欢。我们对他们宣
传, 我们的工作报酬优厚, 激起他们的
兴趣, 等他们毕业时, 会被吸引加入我
们。”

Hourida Manessier, 
招聘和人力资源项目经理

阿 科玛为教育搭建桥梁

阿科玛志愿者与中国学生亲密接触

 “ChemArt绿色创新教室” 项目是阿科玛在中国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活
动中员工定期走访工厂附近的学校，与学生面对面接触，目的是提升科学
学科的教学水平，推动化学职业发展，提高年轻一代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2019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员工志愿者走访张家港绿丰民工子弟学校。他
们对孩子们讲授循环经济的概念和实践操作, 然后和他们一起踢球。

城市运动和工作场所的女性

科学老师：专业化学人士
在美国，阿科玛公司基金会资助当地的社会、文化和教育组
织，改善企业运营所在社区的生活质量。该基金会集中支持
各层次的科学教育，发起了“科学教师计划”，使全国数百
名教师受益。基金会向教师提供科学实验工具包，让老师与
阿科玛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直接进行合作。目的是为老师们
提供学习资源，提升他们的教学效果，使成千上万的中小学
生参与到化学等学科课堂之中。2019年，15家美国工厂参与
该计划，使当地41所学校受益。

年轻人参与式歌剧
观看《卡门》歌剧感觉太棒了。参与歌剧角色扮演简直是
不可思议的！而这正是巴黎香榭丽舍剧院为年轻人提供的
服务。孩子们无论水平高低，都在观众席上伴着歌剧选段
齐声歌唱。整个礼堂的人都参与进来！这是著名的古典音
乐场地与赞助商阿科玛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典范。剧
院每年都邀请来自巴黎和郊区的数千名学童。

2019年剧院举行了十场参与性歌剧表演，然后举办了讨论
会。借这一项目，阿科玛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帮助儿童了解
古典音乐和歌剧。

每个人都有喝水的权利！
三年来，阿科玛持续支持非营利组织Sail for Water。我们分发
了1000个过滤器，使22个国家的100,000人喝到饮用水。Sail 
for Water现已将接力棒交给No-Thirst Initiative和Soleil d'Or
等其他非营利组织。前者向尼泊尔偏远地区分发300套过滤工
具包，后者为遭飓风“多利安”破坏的巴哈马提供应急过滤器。
这些产品所用的超滤筒膜是用我们的Kynar® PVDF材料制成的，
是阿科玛与水处理膜过滤专家Polymem共同开发的，可消灭
99.9999％的细菌和病毒！

CGéNIAL基金会了不起！
自2016年阿科玛与CGénial基金会启动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双
方合作不断深入发展。2019年集团采取多项举措，惠及800多
名年轻人。法国多家工厂纷纷响应邀请，支持这一引人注目的 
“教师进车间”和“技术员进教室”项目。前者是邀请高中老
师参观我们的工厂。后者是我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自愿去学
校宣讲我们的产品和职业机会。这项计划激动人心，将加深集
团与教育的联系，吸引学生进入我们的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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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科玛教育基金会于2016年成立，意在纪念集团成
立十周年。该基金会支持全球自愿参与教育和人道
主义项目的员工提出的倡议。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已
经为约40个项目提供支持。

其中之一是非营利组织Proxité，Proxité执行教育
项目，帮助贫困地区的年轻人寻找工作机会。阿
科玛还捐出款项，为居住在Colombes总部附近的
青少年提供奖学金。导师向年轻人传授自己的专业
知识，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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