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S RELEASE

全球首秀——全新边宁荷夫（BENNINGHOVEN）产
品理念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新型沥青搅拌设备汇集了边宁荷夫品牌有关沥青生产和搅拌设备的诸多
知识与经验。与此同时，公司不断完善发展，如今已成为该行业的领军者。随着全球最先进的沥青
搅拌设备制造厂于 2018 年夏季投用，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最佳解决方案，以实现最优质、经济的
沥青生产。我们的理念：多组件模块化组合。
德国制造！百余年来，边宁荷夫始终践行这一要求。它由最初的手工作坊逐步成长为一家拥有
Mülheim an der Mosel 和 Wittlich 两 大 驻 地 的 全 球 运 营 性 企 业 。 2014 年 加 入 维 特 根 集 团
（WIRTGEN GROUP）则是公司历史上的又一大里程碑。自 2017 年底起，维特根集团现已成为
约翰迪尔旗下的一员。当然，这些发展令边宁荷夫得以成为更具实力的雇主。随着全球最先进的沥
青搅拌设备生产工厂在 Wittlich 落成，今年我们再度续写成功故事。
该工程的投资总额逾 1.3 亿欧元，旨在保留员工的工作岗位，创造新的未来就业机会，以便在中长
期内实现增长，并使边宁荷夫成为全球市场领导者。
此项目不仅是维特根集团历史上最大的单笔投资（逾 1 亿欧元），也是对 Wittlich 市及附近地区、
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乃至德国驻地的坚定承诺。就提升全球竞争力而言，兴建新工厂是合乎逻辑的
必然结果。
经过 1 年零 11 个月后，边宁荷夫公司的全体近 800 名员工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搬进了 Wittlich
新工厂。
边宁荷夫还对现有产品组合进行深入探索，创建全新的产品架构，以使自身为未来做好最佳准备、
开拓并服务新市场。 因此，为规划并相应实行这些既定流程，SAP 的进一步实施是合乎逻辑的结
果。
有史以来，维特根集团首度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从采石到沥青生产、沥青摊铺、压实，甚至
于废旧路面的铣刨和回收。通过组合约翰迪尔的辅助工程机械，在道路施工领域打造出一支无与伦
比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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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理念总结如下：
搅拌设备配置/扩建级别的全新变化
通过高制造标准（例如粉末涂料）保障最佳品质
方便用户的人体工学设计和维护方案
项目工期短，装设快捷
施工成本低，快速交付

有关边宁荷夫新工厂的数据与事实
时间轴


动工庆典：2016 年 8 月 31 日



奠基仪式：2017 年 4 月 11 日



封顶仪式：2017 年 10 月 18 日



正式启用：2018 年 7 月 30 日



施工用时：1 年零 11 个月整

数据与事实


投资总额 1.3 亿



800 名员工



62 名学徒（截至 2018 年 8 月）



总占地面积 310,0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20,000 平方米



厂房面积 60,000 平方米



行政大楼（共 5 层）12,000 平方米



地面活动空间 400,000 立方米



地面高差 8-9 米



施工现场每天有约 300 名工作人员

工作舒适度


符合人体工学的工作场所



可调节式办公桌与舒适座椅



此外还进行人体工学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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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保护



在预制过程中，采用 Kappa 公司的现代化分层通风系统以及安装在手持焊接设备上的附加
抽吸装置，以便更好地保护员工免于暴露。

可持续性
带有存在感应器的 LED 灯


当房间里没有人时，灯会熄灭，从而节电
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



在新工厂中，现今的喷漆工艺几乎全部改用粉末涂层。因此，几乎可以摒弃目前使用的所有
溶剂。
热交换



从厂房中抽出的热空气经由过滤器加以清洁。热空气产生的能量将再度回输至空气循环。

学徒
实训车间
学徒们将拥有配备全新现代化装置的培训室。此外将为所有学徒配设独立的理论课程、考核
准备、控制技术和活动组织培训室。今年在学徒培训室举办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徒日。
以“未来尚有余裕”为口号，边宁荷夫举办了第三次学徒日，共有约 250 名人员登记出席。
此次，该活动首度亮相 Wittlich，也是第一次在新工厂中以全新形式举办。

新工厂的延时视频短片以及更多聚焦资讯请参见
https://www.BENNINGHOVEN.com/de/news-media/werksneubau/baufortschrit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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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
维特根集团是一家专门从事工程机械的国际性运营公司，旗下拥有维特根 (WIRTGEN)、福格勒
(VÖGELE)、悍马 (HAMM)、克磊镘 (KLEEMANN) 和边宁荷夫 (BENNINGHOVEN) 五大知名品牌。
作为技术领先者，我们在筑养路、采矿和矿料加工、材料再生以及沥青生产方面为客户提供了全套
解决方案。2017 年核心数据：凭借约 8,200 名员工，维特根集团实现了 30 亿欧元的合并营业额。

边宁荷夫
边宁荷夫有限责任两合公司 (BENNINGHOVEN GmbH & Co. KG) 是维特根集团的成员之一，而后
者则是一家专门从事工程机械的国际性运营公司。该集团旗下拥有维特根 (WIRTGEN)、福格勒
(VÖGELE)、悍马 (HAMM)、克磊镘 (KLEEMANN) 和边宁荷夫 (BENNINGHOVEN) 五大知名品牌，
总部工厂位于德国，并在巴西、中国及印度都有其生产场地。55 个自有销售和服务中心，为全球
客户提供强大支持。在维特根集团之中，边宁荷夫有限责任两合公司是沥青搅拌站及其组件的专业
生产厂商。边宁荷夫在国内外拥有 800 多名员工，提供从设计到安装的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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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全新边宁荷夫（BENNINGHOVEN）产品理念

BENNINGHOVEN GmbH＆Co KG 落成庆典上象征
着新起点的“剪彩仪式”——（从左到右依次为）总经
理 Heinrich Steins 博士；工厂厂长 Oliver Fich 先
生；Wittlich 市市长 Joachim Rodenkirch 先生；约
翰迪尔董事会主席 Samual R. Allen 先生；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副州长兼经济、交通、农业和葡萄种植
部部长 Volker Wissing 博士；维特根集团首席执行
官 Domenic Ruccolo

边宁荷夫新工厂——800 名员工，62 名学徒（截至
2018 年 8 月），
总占地面积 310,000 平方
米，厂房面积 60,000 平方米，行政大楼（共 5 层）
12,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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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请咨询：
BENNINGHOVEN GmbH & Co. KG
Lars Henrich
Benninghovenstraße 1
54516 Wittlich
Germany
电话： +49 6571 6978-5117
传真： +49 6571 6978-8020
电子邮件：info@benninghoven.com
www.benninghov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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