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75周年庆祝活动印象

§	专题讨论：成功的代际传承

特刊：		
WaldrichSiegen的175年

§	电影：“WaldrichSiegen的今天和明天”

§	里程碑175年

WaldrichSiegen的175周年年庆
曾经的一个铁匠铺如今已发展成为了享有领先地位的机床
制造商

图片说明：以ProfiMill龙门铣床为背景的庆祝活动

1840年，Heinrich Adolf Waldrich
先生在Sieghütte Siegen建了一小
铁匠铺.	WaldrichSiegen	从当初一
简陋的小铁匠铺成为今天在重型
机床加工制造方面享有领先地位
的制造商。今年，公司隆重举办了
其成立175周年的庆祝活动。

平日里，Burbach	 制造车间都是在
加工制造尖端的重型机床，但在
2015年9月19日这一特殊的日子，
在Burbach的生产加工制造车间隆
重举办了WaldrichSiegen历史性的
庆祝活动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庞大的ProfiMill

龙门铣床为背景WaldrichSiegen
执行总裁Christoph Thoma先生做
了开幕式演讲。他为这里程碑般的
历史性改变感到荣幸：在过去的
175年，WaldrichSiegen经历了经
济危机、战争、通货膨胀及所有权
变更，	 但WaldrichSiegen总能寻
求到适合它的成功之路。“现今我
们在庆祝之时展望未来我们同样
充满信心”－这一扣人心弦的结束
语是庆祝活动开始的信号。多达
1200人的嘉宾、员工和他们的家
人、退休员工、朋友以及商业伙伴
大家共同享受着这一令人欢乐的
气氛。

本次活动的亮点是一令人兴奋的
小组讨论“作为中型公司代际传
承”，讨 论由经济记 者 K a y 
Bandermann先生主持，参与讨论
的为著名的政治和经济界人士，如
CEO和FDP在Bremen头号竞选	
人Lencke Steiner先生，历史学家
Karl-Peter Ellerbrock博士，Siegen
市长	Steffen Mues 以及Waldrich-
Siegen CEO首席执行官	Christoph 
Thoma。

在庆祝活动中，人们成对或成组，
由员工向他们的的家人，同事，客
户及朋友介绍了这一令他们倍感骄

傲 的 生 产 车 间 和 工 作 场
所。“Feuerland”	 （火之乡）以及
在本次活动中也为小客人设立了一
些令他们开心的娱乐活动。伴随着
爵士音乐，人们享受着丰富的自助
餐，不同的摊位上摆设着有来自员
工所在国家的各种美味佳肴。

当晚的另一个亮点是说唱艺人
Mohamed El-Chartouni表演的	
“Waldrich之歌”及“Geschich ten 
von Mama”（母亲的故事），讲述
了他及家人在1989年黎巴嫩的举
家迁移。当晚的另一亮点是由
WaldrichSiegen的学徒工在Marita 

Thoma 和	Gökben Beyazgül指导
下拍摄的“WaldrichSiegen的今天
和明天”电影首映收到了热烈的掌
声。

当晚还燃放了场面壮观的焰火。庆
祝活动一直到深夜。与会人员一致
认为：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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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录影团队，Gökben Beyazgül 和	Marita Thoma	(中间)

WaldrichSiegen让大家相识在一起
并工作在一起。

专题讨论：成功的代际传承

Siegen市长Steffen Mues先生的话
来说“企业实际拥有人管理经营的
中型公司是本地区繁荣、稳定和确
保就业的保证者”。基于这个原
因，代际传承永远是一个引人注意
的话题。由经济学记者 K a y 
Bandermann,	 政治以及经济代表
人物对此话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对于中等规模的公司来说如何保
证代际之间的传承能够成功呢？什
么样的前提条件更能够保证	
代际更替的成功？来自B r e m e n 
市的FDP CEO 的候选人	 Lencke 
S t e i n e r，大众熟知的参与了	
“Shark Tank”电视节目的Siegen市
市长以及CDU政党成员Ste f fen 
M u e s 先 生 ，历 史 学 家	
Dr. Karl-Peter Ellerbrock 博士以及
WaldrichSiegen的CEO Christoph 
Thoma先生一致认为：代际之间的
传承和接力比赛时交接棒瞬间的
危险性类似。Christoph Thoma先
生强调，这是一个远距离长跑接
力，不是一个短途冲刺。它是在跑
动中随时发生的，不能够训练出
来，并且它只在某个人身上发生一
次，这样的交接也必须是坚	
决的，自信和正确的。Karl-Peter 
Ellerbrock博士补充到“代际更换
必须在人们的思想做好准备时进
行”。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公司，
同样也适用于复杂的社会变革，就

像目前政治和经济学家所讨论的：
移民政策。商务人士对目前适用与
移民的禁止工作条例进行了批
评：“移民必须融入到社会之中去，
进入到劳务市场。文化的多样性对
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尤
其是对于需要熟练技术工种的公

电影首映：WaldrichSiegen–	今天和明天

	左起：Steffen Mues, Christoph Thoma, Lencke Steiner, Karl-Peter Ellerbrock	和	Kay Bandermann	在讨论中

社论 | Christoph Thoma

自从WaldrichSiegen于2004年1
月26日成为HerkulesGroup集团
一员之后，立即采取了很多措
施，发生了很多改变	－结合全球
一片繁荣的经济下，我们进行了
局部的重组、经济的整合、投
资、新的发展和协同效应－把
WaldrichSiegen又带回到了净
盈利的时代。	当前，我们面临着
金融危机以来的严峻挑战。然
而，尽管订单有限，但是依然有
一些有潜力的项目，因此我们有
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为了迎接挑战，需要我们要有勇
气去实现改变。我们要进步、变
革、重组和协同发展。我们要再
次精简并积极杜绝官僚作风。尽
量减少书面和邮件沟通，使得整
个集团内增加面对面的沟通机
会，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在
设计、制造和装配方面需要创造
更多的具有竞争力的方案，以客
户利益为目标寻求协同发展。制
造更小型的机型及全部组件，
并推进制造和存储的标准化。

为了实现这些，我们已经采取了
一些重要举措。新一代的管	
理层更加年轻化，这一变化已
经开始。Marco Tannert，一位非
常优秀称职的工程师，出任了我
们的新任总裁和首席运营官。
他将负责推进这些变革。	 Ralf 
Tschersche，新任机械设计部
经理，将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对
于公司的新员工，我们也全方位
支持并提供学习机会使他们在
学徒工作中不断成长。同时，我
们还赞助体育运动和文化活
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Der 
Siegerländer Weg”项目将培养
年轻运动员和专业教育想结
合。

重组和改变总是巨大的挑战。但
可以确定的是：HerkulesGroup 
集团可以全部做到：铣、车、镗、
磨和毛化。我们能够提供所有
规格的重型机床－不是某个子
公司，而是整个集团。

WaldrichSiegen的175周年庆是
公司发展历史的里程碑。我相
信：2 5 年后的今天，作为
HerkulesGroup 集团一员的
WaldrichSiegen将迎来200年历
史的纪念日。

Christoph Thoma,		
首席执行官

司来说。”Christoph Thoma先生
也同意这个说法：“让这些人工
作，他们就能渡过难关。”本次讨
论的一致结果：品质和价值观，例
如信任，能够保证代际传承的成
功。Lencke Steiner先生说：“如果
两个不同代际的人可以互相理解并

接受彼此不同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那么成功的代际更换，光明未来的
基础就已经打好了。”

也许会变成为和正常的公司周年
庆典的标准电影一样：一段浓妆
重抹的历史上的成功镜头的组
合，但它却聚焦于未来。Mari ta 
Thoma给公司管理层提出建议让
学徒来参与到这部影片的录制中
来，包括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
因此巨大的会议室变成了一个思
想的熔炉，生产车间则变成了一
年的影视拍摄基地。

也许没有人会想到在舞台上来表
演，演出和剪辑本不属于金属切
削机床操作人员的本职。但是，
他们做到了，在WaldrichSiegen这
个电影录制项目中充分给与	
了他们自信的追求创新想法的	
机会。在Marita Thoma 和	Gökben 
Beyazgü l的指导下，五部影视频
杀青，并且完全出自于这些年轻
人的内心世界。

WaldrichSiegen今天和明天的各
个杰出的片段，源泉和惊喜，学
徒工勤勉的付出在每一个镜头里
都能发现。完成这个庞大的项目
需要辛勤的工作，超时加班和很
多训练。但是一切都值得，拍摄
的结果就是复杂的令人印象深刻
的公司肖像画。这些学徒工编程

了演员、导演、灯光师、摄像师
或剪辑师，让他们的想法变得栩

栩如生，让在庆典现场的人思
考：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是



175周年庆典印象

CEo Christoph thoma 和	Lencke steiner, Bremen FDP政党国会议员

marco tannert, Waldrichsiegen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stefanie tannert	和	marita thoma

Fritz spannagel, Gontermann-Peipers总裁	和		
michaela Helmrath-arlt

axel Barten, achenbach Buschhütten	首席执行官	和	Dr. Gabriele 
Barten

andrea Billig, HerkulesGroup services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和	
andreas Bongardt

烟火表演

Christoph thoma, CEo; max appoltshauser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和	
steffen Jost

Dr. Benedikt sitte, unionChemnitz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R. tschersche, 机械设计部主任;	t. mehlhorn, RsGetriebe总裁兼
首席运营官	和	F. spannagel, Gontermann-Peipers首席执行官

mohamed El-Chartouni, B.E. der micathlet

175周年庆典贵客:	K. Gräbener, iHK协会CEo; Burbach市市长	
C. Ewers,以及	siegen市市长s. mues

Heinrich Haumer,	销售总裁

儿童天地Gökben Beyazgül,175周年庆典电影摄制组导演

爵士乐队三人合奏 Jacou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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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med El-Chartouni:
Waldrich之歌

B. E. der Micathlet, Mohamed El-
Chartouni是一名家喻户晓的流行
说唱歌手。在Siegen，他与Apollo
剧院合作了诸多场演出。

在WaldrichSiegen的175周年年庆
之际，Mohamed El-Chartouni根
据它的历史和文化专门创作了一
首：Waldrich之歌。首场演出即在
175周年年庆现场。

1989年，Mohamed El-Chartouni
随家人从Lebanon黎巴嫩迁移至
此。当年他只有4岁。演出现场，他
还演唱了一首“Geschichten von 
Mama“（“母亲的故事”）来讲述
这段历史。

WaldrichSiegen – 175年里程碑
从Siegen的一个铁匠铺发展成为重型机床制造商的领航者，WaldrichSiegen经历了战争、通货膨
胀、经济危机以及公司所有权变更。一部WaldrichSiegen记事将于2016年年初出版，它生动的记
载了这段历史。

一段简史涵盖了公司的历史

编年纪:	
WaldrichSiegen的175年

卓越的个人素质、有胆识的创始
者、深谋远虑的领导者们、有创新
性的工程师们和杰出的专家们促成
了WaldrichSiegen的发展与壮大并
且形成了其独特的公司文化。

通过他们的洞察力和理念，研发了
开创性的技术、开辟了新的市场和
产品领域。然而，经济环境和经济
形势的变化很大程度地影响着它
的发展和WaldrichSiegen的历史。

Marita Thoma和经济新闻记者
Kay Bandermann通过采访员工
和退休人员，调查研究文献和新
闻报道、社团组织活动和经济报
告，从中寻求事实、记录。这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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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前后，轧辊车床

1963年，轧辊磨床

2014年，龙门铣床

1933年，WaldrichSiegen的员工

年，Heinrich Adolf Waldrich	成立了WaldrichSiegen公司

年，在他逝世后，他的儿子Heinrich Adolf Waldrich jr.接管了公司。在当时，
WaldrichSiegen公司初具规模。他决定扩大公司产品范围。

年，	在车间里，第一台车床开始制造生产。

年，	Oskar Waldrich加入了他父亲的公司。公司由此更加专业化；他不断提高的产
品质量并且迅速的在Ruhr	和Saar地区开始生产重型铣床。

年，一战期间，政府要求公司所生产的产品作为战备物资。

年，	战后，Oskar Waldrich成为公司唯一的直管领导。他延续生产车床、镗铣床、
刨床和辊颈铣床

年，产品范围扩大至轧辊磨床。WaldrichSiegen成为了一名国际领先水平的轧辊机
床制造厂商。

年，	二战期间，空袭摧毁了WaldrichSiegen的三个工厂。

年，	战后，Oskar Waldrich重建了公司

年，制造出第一台小型铣床

年，	WaldrichSiegen决定将在美国市场常见的重型龙门铣床的技术引进到德国。
在Rockford /  Illinois，与Ingersoll Milling Machine Co.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

年，为了实现高效和经济的经营模式，公司决定将工厂和办公场所都迁至
Burbach。

年，	 经过了多年成功经营后，盈利性公司开始分阶段出售以确保集团的资产流动
性。不久，Ingersoll集团在美国宣布破产。隶属于德国Ingersoll Group	 的
WaldrichSiegen和Waldrich Coburg也被出售了。

年	 1月26日，HerkulesGroup集团总裁兼董事长Christoph Thoma收购了Waldrich
公司。之后，Waldrich Coburg再次被出售，WaldrichSiegen在重组后很快就盈利
了。公司在重新整合后很快便渡过了瓶颈期。

年，拥有对市场的高度敏感和预期，总裁Dietmar Weiß	和	Christoph Thoma提出了
创新型产品-新一代的铣床Profi Mill。

年，WaldrichSiegen收购了UnionChemnitz，它是一家生产卧式镗铣床的制造商，
它的并购丰富了产品范围。

年，Profi Turn	 V立车产品系列的问世使得公司完善了重型机床产品。如今，与
HerkulesGroup旗下的其他公司合作，WaldrichSiegen的产品涵盖了重型机床领
域的全部领域。

年，WaldrichSiegen的175周年年庆。

料使得他们成功地撰写了编年
史“175 Jahre WaldrichSiegen”
（“WaldrichSiegen的175年”）。

这本书将于2016年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