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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风机和电机领域的技术领导者，依必安派特集团 2017/18 财年销售
额增长了 7.5％，全球员工人数超过 15,000 人。在“一个依必安派特”
的战略指导下，依必安派特正在发展的同时寻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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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风机和电机领域的技术领导者，依必安派特集团一直致力于实现
全球范围内的整体增长。这家位于巴登-符腾堡州 Mulfingen 镇的家族企
业为 2017/18 财年交上了满意的成绩单，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其销
售额达 20.43 亿欧元。与去年的 19 亿欧元相比，本财年增长额达到
1.43 亿欧元（+7.5 %）。截至报告日，依必安派特的员工人数达到
15,115 名（去年：14,398 /+717)。
依必安派特集团首席执行官 Stefan Brandl 表示：“作为一家集团型企业，
我们的年销售额首次突破 20 亿欧元大关。在原材料短缺、产能问题和
政治不确定因素的形势下，这是一项杰出的成就。我们几乎在所有地
区和市场都实现了增长，甚至普遍是两位数的增长。”
去年，随着 “一个依必安派特”战略计划的推出，Stefan Brandl 为公司的
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目标是实现质的突破。Brandl 先生说道：“我们
目前进行中的战略性项目有 30 多个.通过这些项目，首先，我们将提高
我们的效率、效用、反应能力和灵活性;其次，从长远来看，这会提高
我们作为一家集团型企业的国际领先地位。”
“布局 2020”项目是 “一个依必安派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遵循
“立足本土，服务本土”的原则，提高公司在研发、销售和生产领域的独
立性，除了欧洲，依必安派特还不断地扩大其在亚洲和美洲地区的影
响力。在 2018/19 财年，公司将投资约 2.01 亿欧元（去年：1.44 亿欧
元），用于进一步扩大产能，例如，投资西安工厂（已经是中国的第
5 个子公司），在 Mulfingen 建造全新的研发中心。
在本财年，我们计划以 3.1 %的稳健的增长实现 21.07 亿欧元的销售
额。依必安派特将在研发上投资约 1.16 亿欧元（+ 6.0％），包括用于
进一步研发空气动力学/声学、数字化、材料专业知识，以及进一步扩
展位于 Dortmund 和 Osnabrück 的初创公司。

2017/18 财年和 2018/19 财年的背景信息
依必安派特风机（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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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业务部门：依必安派特在所有市场都表现强劲
尽管由于英国脱欧、俄罗斯制裁或与美国之间可能会发生的贸易战等
经济政策形势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依必安派特集团仍在所有业务
领域以及全球四大区域中的三个区域都实现了强劲增长，并扩大了市
场份额。
依必安派特在欧洲（德国除外）实现了 10.5%的喜人增长，销售额增长
至 9.482 亿欧元（去年：8.583 亿欧元）；其次是德国市场，增长率达
7.2%，销售额为 4.708 亿欧元 （去年：4.391 亿欧元）；再次是亚洲地
区，增长率达 6.2%，销售额为 3.765 亿欧元（去年：3.546 亿欧元）。
在美国市场，由于货币影响，销售额呈现小幅下跌，为 2.477 亿欧元
（去年：2.482 亿欧元/ -0.2%)。
在市场细分方面，St. Georgen 的汽车/驱动技术业务强势增长 15.2%，销
售额达 2.886 亿欧元 （去年：2.506 亿欧元）。Landshut 的家用电器和供
暖技术业务的增长率为 8.4%，销售额达 4 亿欧元（去年：3.692 亿欧
元）。Mulfingen 总部的工业空气技术业务增长 5.8%，销售额达 13.545
亿欧元（去年：12.805 亿欧元）。

研发 –不吝投资智囊团
凭借位于 Dortmund 和 Osnabrück 的两大智库，依必安派特正在增加数字
化领域和新商业模式发展方面的研究活动。我们将有选择性地招募约
20 名研究人员，为风机和电机世界注入全新的创意。
在 2017/18 财年，依必安派特在研发上花费了 1.092 亿欧元。重点提升
数字化、空气动力学和声学、节能产品概念以及电子和系统能力。在
本财年，我们还将投资 1.158 亿欧元 (+ 6.0%) 。

投资：依必安派特持续投资
在上一个财年，依必安派特开展了一项高达 1.439 亿欧元的投资计划，
满足了市场对新型风机和驱动系统的高需求。投资包括在 St. Georgen、
依必安派特风机（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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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f 和 Herbolzheim 扩建工厂，开发在罗马尼亚的工厂以及在 MulfingenHollenbach 建立全新的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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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财年，依必安派特计划的投资额达 2.008 亿欧元(+39.6%)，创历史
新高。其中包括在中国新建西安工厂，在 Mulfingen 新建研发中心和在
东欧的扩建。

雇员：职工人数显著增长
依必安派特业务的增长还体现在职工总数的增长上（新增 717 人）。
在本财年末，我们在全球的雇员总数为 15,115 人（去年：14,398 /
+5.0%)。其中，德国的职工总数从 6,519 人增长至 6,852 人(+333 人)，而
其他地区的职工人数从 7,879 增长至 8,263 人（+384 人）。
在 2017/18 财年，依必安派特在全球共雇用了 1,173 名员工（去年：
1,569 / -396), 其中，在德国雇佣了 372 人 (去年 372 人），其他地区雇佣
了 801 人 (去年：1,197) 。

进一步增加培训机会
依必安派特的大部分技术人员和专家都是通过公司培训和继续教育项
目招聘的。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依必安派特招募了 341 名双元制的
大学学员和学生(+3.0%; 去年：331 人）, 并将总人数分配到各个工厂：
Mulfingen 招募了 203 人（去年：191 人），Landshut 招募了 43 人（去
年：53 人)， St. Georgen 招募了 37 人 (去年：37 人），Herbolzheim 招募
了 29 人（去年：26 人) ，Lauf 招募了 29 人 (去年：24 人)。

有关德国总部的背景信息
依必安派特集团总部位于德国 Mulfingen，销售额首次突破 10 亿欧元大
关，达 10.29 亿欧元(去年：9.42 亿欧元/ +9.2%)，雇员人数增长至
3,699，新增 210 人（去年：3,489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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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汽车业务不景气，St. Georgen 工厂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通过实施
一系列的措施，这家工厂也重新回到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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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销售发展方面，位于德国黑森林的 St. Georgen、Herbolzheim（汽车行
业）和 Lauf（传动装置）的销售额增至 4.46 亿欧元，增长了 10.6%
（去年：4.03 亿欧元) ，截止该财年结束，雇员数达 1,936 人（去年：
1,818 / +6.5%).
依必安派特 Landshut 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是一家专注于家用电器行
业和供热技术领域的公司，其营业额增至 3.33 亿欧元（去年：3.04 亿
欧元/ +9.5%)，雇员人数基本保持在 1,217 人不变（去年：1,212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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