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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vate Your Business

化工企业
德国游学活动

众所周知，德国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之一，在全球领域拥有领头羊的地位。随着德国

工业4.0迅速窜热，中国企业也正在不断搜索升级之道。

为此，《流程工业》将于顶级流程行业盛会——2015 第31届ACHEMA展会（2015-6.15~19 德国）期

间，携手中国化工企业共同探索德国化工业的成功发展模式。通过聆听德国一流管理大师讲解隐形冠军运

营秘籍，以及参观调研德国典型化工企业，了解德企文化精髓，深度解读德国制造业与中国制造业之间的

区别与差距，助力企业在未来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得到启示。

北京起飞（北京时间:6月14日）——抵达法兰克福（德国时间:6月14日）

ACHEMA展览会（参观及讲座: 6月15-16日 ） 

勒沃库森（拜耳公司一体化基地:6月17日）

波恩（西蒙公司总部:6月18-19日）

维尔茨堡（德国弗戈总部及酒庄:6月20日）

法兰克福登机返回（德国时间:6月21日）——北京（北京时间:6月22日）

更多信息请关注 流程工业 微信

北京总部：电话(Tel)：+86-10-63326090~281

张女士：13811551941

E-mail: zhangrong@vogel.com.cn

☆了解德国最先进的化工生产技术及发展趋势；

☆寻求国际技术合作、技术引进，为企业自身更新升级寻找伙伴；

☆结识国际同行精英及专家，建立国际人际网络；

☆借鉴德国式的成功经验、现代企业模式，助力中国企业走向良性发展；

☆探寻中国企业成长中难题的解决方案，突破思维局限。

价值及特色

总路线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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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初步暂定行程，如有调整将及时通知）

日期 活动安排

Day 1

Jun.14

Sunday

北京首都机场起飞，抵达法兰克福机场

酒店入住并用晚餐

Day 2~3

Jun.15~16

Monday

Tuesday

两天全天参观ACHEMA展览会

与国际同行企业人士面对面交流，现场洽谈等

会见DECHEMA协会（德国化工装备、工程与生物技术协会）

会见VDMA协会（德国机械制造商协会）

Day 4

Jun.17

Wednesday

上午：乘车从法兰克福至勒沃库森

下午：参观拜耳一体化基地，与拜耳企业管理、生产负责人座谈交流

Day 5

Jun.18

Thursday

上午：乘车从法兰克福至波恩

下午：听取管理大师--西蒙教授讲座，面对面深入探讨

——百年工业文化及精髓，百年品质如何长盛不衰；

——隐形冠军的成功经验，经典案例，给中国制造业的启示等

参观波恩大学、贝多芬故居、附近小镇、美因河

Day 6

Jun.19

Friday

上午：德国隐形冠军制造企业参观学习

下午：乘车至维尔茨堡（德国弗戈总部）

Day 7

Jun.20

Friday

上午：维尔茨堡市内游览

中午：参观圣灵市民福利院（Bürgerspital）酒庄 

晚餐：Juliusspital-Weinstuben

夜晚美因河畔休闲活动

Day 8~9

Jun.21-22

Sunday

Monday

上午退房，乘大巴由维尔茨堡至法兰克福机场

法兰克福机场起飞-到达北京首都机场（6月22日星期一）

北京总部：电话(Tel)：+86-10-63326090~281

张女士：13811551941

E-mail: zhangrong@voge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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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总部：电话(Tel)：+86-10-63326090~281

张女士：13811551941

E-mail: zhangrong@vogel.com.cn

限制名额：20人以下

收费标准：2015年3月31日前报名者：50 000RMB/人

                     2015年3月31日后报名者：55 000RMB/人

报名截止时间：2015年5月20日

报名人员要求：中国化工领域企业副总、总经理、技术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收费标准及报名人员要求

费用不含：

1、护照费用；

2、酒店内电话、传真、洗熨、收费电视、饮料等费

用；

3、服务项目未提到的其他一切费用，例如特种门票

（夜总会、博览会、缆车等）；

4、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

搬运等私人费用；

5、签证相关的例如未成年人公证，认证等相关费用；

6、旅游费用不包括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自由活

动期间内行为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费用包含：

1、展会邀请函及展会门票费；

2、北京 -法兰克福往返国际机票经济

舱，含机场建设税；

3、德国当地火车、地铁票；

4、酒店（双人间 / 西式早餐）；

5、境外旅游巴士及外籍司机； 

6、专业中、英、德文翻译；

7、行程中所列景点*首道门票；

8、团队旅游签证费用；

9、旅行社责任险；

10、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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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明细供参考

2014年德国游学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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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参考

德国弗戈工业媒体

      德国弗戈媒体集团于1891年由卡尔 弗戈先生创
立，距今已有120余年的发展历史。德国弗戈媒体集
团是德国最大的专业媒体机构之一，旨在为行业用户
提供高质量、实时、高效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平台，凭
借全方位、立体化的媒体传播渠道助力客户在专业领
域取得成功。集团旗下拥有覆盖全球的100多种平面
媒体和60个专业网络门户，并通过专业会议活动以
及客户定制服务等形式，为用户和目标读者良好沟通
搭建便捷的B-to-B互动交流媒介。 

德国拜耳化工园

      拜耳公司是世界最为知名的世界500强企业之

一。公司总部位于德国的勒沃库森，业务领域几乎遍

布世界各国，是德国最大的产业集团。位于德国北威

州勒沃库森市的拜耳化学工业园是传统的化工产业开

发区，也是目前德国乃至欧洲最大的化工产业园。

DECHEMA
德国德西玛—化学工程与生物技术协会

      1918成立于德国的化学仪器工作组在1926年演变

成了一个独立的学习协会，这就是最早期的德西玛协

会。德西玛协会始终强调跨学科合作的价值，在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因为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生物学家

也加入到了这个原本是化学家和工程师的联盟。今天

的德西玛协会拥有5,000多位会员，包括工程师、自

然科学家、公司、协会和研究所，它已经发展成为一

个跨学科的协会，广泛地活跃于加工工业领域。

背景信息



展会名称：2015年德国国际化学工程、环境保护和生物技术展览会

                  （ACHEMA 2015）——第31届国际流程工业大展暨论坛

展会时间：2015年6月15-19日

展会地点：法兰克福

展会简介：ACHEMA是由德国化工装备、工程与生物技术协会主办，每三年

一届, 是全世界最大的化工工程及装备展览会，在全球化工界享有盛誉。

ACHEMA是流程工业的世界级展会，是化学工程、环境保护和生物技术的最

高峰会，参展商所代表的领域极为广泛, 涵盖了化学、石化、制药、食品、材

料加工以及相关工业领域里的系统解决方案、设备、专业技术等诸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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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往届回顾：2012年举办的第30届ACHEMA展览会，在五天的展期内共有3,773家公司占用了高达

136,400平方米的净展出面积，向来自世界各地的167,000名观众展示了创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无论

是从实验室设备到零部件，还是工厂建设到包装生产线，人们都可以看到契合了化学技术、加工技术以

及生物技术要求的新产品。“泵、压缩机、阀和标准件”展区则首次超过了1,000家参展商。

ACHEMA展会介绍

      西蒙顾和管理咨询公司是一家以战略、营销、定价和销售为核心的国际管理

咨询公司，成立于1985年，在全球拥有27家分支机构和690名员工。

     作为真正的利润专家， 帮助客户持续地提高他们的利润。 项目通常会达到利

润100到500个基点的增长。通过我们的智慧型利润增长（Smart Profit Growth）

方式，我们帮助客户提高收入，而非减少其成本。

       项目涉及各个领域的收入增长。典型领域/主题包括：

       战略 营销 定价 销售

       全面的智慧型利润增长(Growth）方案

 西蒙顾和管理咨询公司

 “隐形冠军”

       西蒙创造性地提出“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的概念。他通过大量数

据和事实证明德国经济和国际贸易的真正基石不是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而是这

些在各自所在的细分市场默默耕耘并且成为全球行业领袖的中小企业。它们在利基

市场（niche）中的地位无可撼动，有的甚至占据了全球95%的市场份额（比如德国

卷烟机械生产商Hauni）；它们的技术创新遥遥领先于同行，其人均拥有专利数甚

至远远超过西门子这样的世界500强公司；但是因为所从事的行业相对生僻、加上

专注的战略和低调的风格，它们又都隐身于大众的视野之外。

       西蒙把他对这些企业的研究成果著成《隐形冠军》一书。在随后的十多年当

中，该书被译为20种语言，包括简体、繁体中文版，广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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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简介

       2. 波恩

     波恩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四面临

水，人口29.1万（1986）。公元1世纪初，罗马军团曾

在这里设立兵营，为古罗马要塞。因此，“波恩”意为

“兵营”。 市内多博物馆、文化机构、公园和古建筑。

波恩大学创建于1786年，马克思曾在此学习

（ 1835-1836）。音乐家贝多芬诞生地，

其故居已为博物馆。郊区盛产蔬菜、水果，森林和公园

占全市面积的三分之一。

       1.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Frankfurt）是德国第五大城

市，位于莱茵河中部的支流美因河的下游。

法兰克福是德国乃至欧洲工商业、金融服务

业和交通中心之一，欧洲央行和德国中央银

行均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还是著名的国

际会展中心城市。

          3. 勒沃库森

         勒沃库森是一个由工业起家的城市        

跨国集团拜耳股份公司 (Bayer AG) 

使勒沃库森 (Leverkusen) 成为了一座

全球知名的工业城市。 但是工业并不是

勒沃库森的唯一，它同时也是一座非常

值得一游的休闲城市，有贝尔吉施地区

 (Bergisches Land) 美丽的山川风光，有生机勃勃的大

都市生活，在城区边上就可以享受到田园般的宁静。

          4. 维尔茨堡

          维尔茨堡位于德国中南部，濒莱因河 。公元704年首见史

籍，建于1582年。工商业城市，文教中心。水路和铁路交通枢

纽。 工业有机械（尤以印刷机为主）、酿酒、皮革、化学、家具

等。市内多古迹，有中世纪建造的美因河桥等，还拥有众多巴洛

克风格建筑物。在维尔茨堡还有一必游之处就是维尔茨堡宫，

这是南德巴洛克后期最杰出的代表作它出自德国伟大建筑师巴 诺

依曼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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