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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是非常......

......艰难的一年

这是因为 2008 年年底新机器

设备订单突然骤减，程度出乎意料，其原因是众所周

知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汽车行业遭受的打击

最为严重。按照 2008 年 9 月的预测，由于外来订单

数严重不足，2009 年的营业额目标可能无法实现。

当时正在进行的订单量可观的机器设备项目也被迫暂

停或延期，主要原因是一些客户陷入了财务困境。从

组织管理和现金流的角度来看，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

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

尽管形势如此不利，但得益于 2008 年已获得的订单

数高于常年平均水平，哈特贝尔还是在 2009 营业 
年度创造了令人满意的业绩。由于目前收到的新订

单数量并不多，2010 年的业务前景将不再如此令人

乐观。

然而，亚洲市场是当下困境中的希望所在。诸多迹象

表明，亚洲市场的经济景气好转速度明显更快，这一

点在汽车行业表现得尤为显著，这对新机器设备销售

和售后服务需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欧洲的一些项目

也正在重新启动。

......重要的一年

这是因为 Claudine Hatebur de Calderón 成为  
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 公司的第三代领导

者。她接管了父亲 Paul Hatebur 的全部股份，这将

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和独立性提供保证。

......激动人心的一年

这是因为继 Hotmatic HM 35 获得成功之后，哈特贝

尔即将推出更高型号的 HM 45！他将成为现代热成

型机领域的一颗新星。

希望本期《NETSHAPE》让您阅读愉快。

谨致问候，Urs Tschudin

封面照片：

DURA 生产的 
气门弹簧座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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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WWW.HATEBUR.COM 
网络新形象

哈特贝尔官方网站在过去几个月间经过了全面改版，此次改版的首要 
重点是改进网站的导航功能，并使下载信息更具吸引力。例如，以往 
各期《NETSHAPE》杂志现在都有 PDF 格式可供下载。作为改版工作 
的第一步，网站目前有德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版本，接下来即将增加中文 
和日文版本。

ARCADE ENGINEERING AG 
2009 年度最佳供应商

我们不得不承认 2008 年是不够成功的一年，但也并非全无成绩。

去年，Arcade Engineering AG  获得了“年度最佳供应商”荣誉。

隆重的正式颁奖庆祝活动在莱纳赫举行。

总部位于 Allschwil 的 Arcade Engineering AG 在 2009 年度最佳供

应商评选中获得了 89 分 (总分 100 分) 的高分，以第一名的成绩当

选。“年度最佳供应商”的荣誉现在已经成为哈特贝尔与供应商合

作关系的坚实基础。

多年以来，哈特贝尔一直与 Arcade Engineering AG 保持着良好的

业务关系。Arcade 是传动装置和主控系统方面的专家，已经很多次

将看似显然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

左起：S. Hoff (Engineering  Arcade CH 公司 

工程主管)、C. Müller (Arcade Industries SAS 公

司副经理)、F. Ehret (Arcade 公司经理)、 

U. Tschudin (哈特贝尔首席执行官)。

ACHIM PRACEJUS 
使德国的销售业务得到增强

在瑞士度过紧张的职位熟悉期之后，Achim Pracejus 现在已经开始使哈特贝尔在德国的销售业务

得到增强。他的办公室设在位于科隆和古默斯巴赫之间的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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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MATIC HM 45 — HM 35 的“大哥哥”

Stephan Dürer

不久之前，哈特贝尔推出了独创性新一代热成型机 Hotmatic HM 35。截至目前，这款机器已经售出了七台，其性

能令人赞叹。2012 年初，HM 35 的“大哥哥”HM 45 将投放市场。同样的技术，更大的尺寸，更强的性能。

近四年前，Hotmatic HM 35 首次面世后便 
在业内声名鹊起。这款机器拥有强大的性

能，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一台真正意义上的 
“超级机器”。凭借 Hotmatic HM 35 高达  
180 次/分的最大冲程频率，哈特贝尔一举将

卧式热成型机的生产速度提高到了同级机器

中前所未有的水平。Hotmatic HM 35 在很 
短的时间内便售出了七台。

久经考验、倍受信赖的机械工程技术

HM 35 不仅拥有哈特贝尔成型机广受称道

的精度高、寿命长等众多优势，而且还通过

一些新的技术亮点进一步体现出其卓越的价

值，诸如具备单个机械手夹钳监视功能的高

效可靠的传送系统、冲击极低的横向出料 
系统、因安装调试时间更短而提升的操作 
舒适性。

永远领先一步

“永远领先一步” — 这一直是我们在  
Hotmatic HM 45 的开发过程中坚持的理念。

现在，这一点已经确定无疑：HM 45 即将面

世。2010 年春季，哈特贝尔将启动 HM 45 
的路演。从 2011 年开始，第一台 HM 45 将
在总装厂完成装配，并将于 2012 年初正式投

放成型市场。

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哈特贝尔产品家族新成

员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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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工位数  4
总锻造能力  4700 kN
工件最大外径*  82 mm
组合坯料最大外径*  74 mm
棒料外径  20–50 mm
下料重量  0.07–1.2 kg
冲程频率 (无级调速)  90–150 rpm
*  对于圆形钢制零件而言，取决于填充度、操作顺序、材料和温度。

Hotmatic HM 45 的技术数据

肉眼难以区分：HM 35 和 HM 45 看起来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只是 Hotmatic HM 45 尺寸略大一些 (图片所示为 HM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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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 AUTOMOTIVE SYSTEMS GMBH —  
使用 COLDMATIC AKP 4-5 生产形状复杂的 
零件

Stephan Dürer

DURA Automotive Systems GmbH (以下简称 DURA) 是总部设在美国密歇根州 Rochester 
Hills 的 DURA Automotive Systems Inc. 的子公司。前不久，DURA 公司安装、调试了一台新

型哈特贝尔冷成型机。此前，位于德国北部的 DURA 公司已经购买过一台 Coldmatic AKP 4-5 五
工位卧式成型机，因此公司的管理层对这台新机器相当有信心。DURA 公司对冷成型工艺进行现代

化改进的目标非常明确：在保持相同产品质量的同时使先前的生产流程变得更加紧凑，用管理学上

的术语来讲就是“精益生产”。

德国北部正值隆冬，冰冷刺骨的寒风掠过 
大地，这时候当然少不了厚实的御寒衣物。

早上 8:30，在罗腾堡，与 DURA 公司代表 
会见即将按预定安排开始。Heuvens 先生  
(罗腾堡的工厂经理)、Behnken 先生 (生产 
主管)、Riebesell 先生 (保养主管) 将与我们

会面，就 DURA 公司和新型 AKP 4-5 展开 
讨论。会面地点是一间温暖舒适的会议室，

空气中漂浮着一缕缕咖啡的香气。在简短地

互致问候之后，我们开始参观工厂，随同的

厂方代表为我们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信息。

暖衣服 — 冷成型

从寒冷的室外进到温暖的厂房，短短几分钟

的参观之后，我们发现：温暖的衣服不仅可

以帮我们在寒冷的季节御寒，也适合于在 
DURA Automotive Systems 进行冷成型生产

的厂房中穿着。多年以来，罗腾堡工厂一直

在使用冷成型工艺生产用于汽车行业的高精

度零件。而这里正是哈特贝尔机器大显身手

的地方。工厂每周的原料使用量约为 40 吨 
左右，原料包括众多规格品种的钢丝，从 
C15 钢到 42CrMoS4 高温回火钢，从 9 毫米

直径 = 36.15 mm | 37.6 g 13.45 mm | 31.2 g

Netshape_10_01_def_chs.indd   6 2010-3-25   17:37:21



7

NETSHAPE 1/10

DURA 冷成型车间的主角：新型哈特贝尔 Coldmatic AKP 4-5。

直径 = 19.85 mm | 6.7 g

外径到 22 毫米外径。如果将产品的规格与原

料的尺寸和重量相互比较，你就会发现这些

数据更加令人赞叹。

气门弹簧座圈

在 DURA Automotive Systems 的几乎 
每个生产车间里，你都能看到一种产品： 
各种形状和尺寸的气门弹簧座圈，DURA 

Automotive Systems 产品阵容中的重量级角

色。每年，DURA 成型车间生产出数以百万

计的气门弹簧座圈。在经过热处理车间的最

终处理后，它们被交付给多家全球著名的汽

车制造商。DURA 气门弹簧座圈类产品的使

用范围不仅限于乘用车辆，而且还包括商用

车辆和船用柴油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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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matic AKP 4-5 技术数据

成型工位数  5

总锻造能力  1700 kN

工件最大外径*  约 30 mm

零件最大长度  125 mm

盘条最大直径 (600 N/mm2)  20 mm

冲程频率 (无级调速)  110–160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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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圆形钢制零件而言，取决于填充度、操作顺序、材料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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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页中图片：Variblock 模块准备就绪；左上图：AKP 4-5 模具区内部。

“ 如果不必做常规的检修保养， 
AKP 4-5 完全可以实现全天连续 
无故障运行。我以前从未见过有 
任何一台机器能够做到这一点。”
Sven Behnken，生产主管

除了这些冷成型气门弹簧座圈外，DURA 的
另一类支柱性产品也出自罗腾堡工厂：使用

高精度冲裁工艺生产的、用于齿轮部件和换

挡系统的高精度零件。

聚焦 AKP 4-5
在这次厂房参观的尾声，我们来到了  
Coldmatic AKP 4-5 前，冷成型机那种 
典型的有节奏的作业声音如同在欢迎我们 
的到来。伴随这种轻快的声音，AKP 4-5  
以 150 循环/分钟的速度生产小型气门弹簧 
座圈。

谈到购买这台机器的正确决定，Behnken  
先生的兴奋之情立即溢于言表。他由衷地 
赞叹道：“如果不必做常规的检修保养， 
AKP 4-5 完全可以实现全天连续无故障运

行。我以前从未见过有任何一台机器能够 
做到这一点。”

在车间里另外一些 (立式) 冷成型机的环绕之

下，AKP 4-5 看起来就像舞台中心最耀眼的

明星，而 DURA 公司的先生们让我们确信

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形式上的需要，也是从生

产策略角度加以考量的结果。购买 AKP 4-5 
的投资决定有望使生产流程更趋紧凑精练，

进而有助于冷成型环节实现“精益生产”，

使 DURA 公司今后继续在市场上保持强势

地位。

形状复杂的零件

在试运行阶段结束后不久，DURA 公司新购

的这台哈特贝尔冷成型机就担负起了重任，

形状复杂的气门弹簧座圈被 DURA 公司纳入

这台机器的生产计划。举例而言，DURA 公
司今后所有用于保时捷汽车发动机的气门弹

簧座圈都将由这台 AKP 以小批量、极高规格

的方式进行生产。

为了在 DURA 公司使用这台 AKP 进行的首轮

生产中提供及时高效的支持，哈特贝尔专门

派出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技术指导团队成员，

在 AKP 的启用投产阶段进行现场指导。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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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可观的原料储备，包括不同直径和 

钢材规格的钢丝。

成型后的气门弹簧座圈在退火炉

前等待进行退火处理。

成型件在 DURA 公司的许多退火炉中经过 

最终处理或中间退火。

启用这台 AKP 对 DURA 公司而言事实上意味

着引进新的生产技术，但得益于哈特贝尔的

技术支持，DURA 公司的机器设备操作员们

现在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地进行操作，仿佛生

产线上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有了 Coldmatic 成
型机。

“我们之所以决定购买这台哈特贝尔 AKP 
冷成型机，不仅仅是因为其出色的精度，简

单直观、设计周密的友好操作界面也是重要

的原因。”DURA 公司的保养主管 Henry 
Riebesell 说。罗腾堡工厂的主管 Heuvens 
先生补充道：“我们的模具更换频度非常

高，而哈特贝尔机器正是为此设计的。这当

然也为我们带来了战略上的优势。得益于非

常迅速的模具更换过程，我们可以以小批量

的方式进行生产，进而有助于最大程度地降

低库存成本。”

已是老伙伴的哈特贝尔机器设备

在返回会议室的路上，Behnken 先生又不失

时机地带我们参观了四台仍可完全正常工作

的哈特贝尔 PKE 16 — 当年的“冷成型机之

王”。“正如大家看到的，我们对即使使用

了很多年的哈特贝尔机器设备也依然保持着

信赖。”事实上，这些成型机中最老的一台

制造于 1958 年。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

事实是：这些单工位冷成型机中的一部分仍

处于完全正常的服役状态，但现在也将逐步

退役。这些冷成型机现在的作业流程为坯料

生产、坯料清洗、中间退火、酸洗处理、磷

化处理、皂化处理和最终成型。

怀疑情绪一扫而空

AKP 4-5 实际启用后仅仅几周，最终弥漫在 
DURA 公司员工中的怀疑情绪便完全消失

了。随着这台新型哈特贝尔成型机生产的成

型件以毫无争议的表现通过 DURA 公司的内

部质量控制检验，它充分地证明了自己不负

盛名。DURA 公司采用的是一套要求极高的

质量检查系统，其检验速度可达每分钟 300 
个零件，系统会扫描所有对生产优质零件至

关重要的零件参数。然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在零件通过该系统时有一台照相机对所

有零件进行拍照，零件即使只有最轻微的瑕

疵也会被隔离和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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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终买到了冷成型机中的‘奔驰’， 
因此我们的期望值非常高”
Bernd Heuvens，工厂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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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盘条钢材中展望未来。 

从左到右：Timo Guroll、Sven Behnken、 

Joachim Mazur和Andreas Storch。

由不同型号冷成型机组成的壮观阵容。右侧中间位置：哈特贝尔 Coldmatic AKP 4-5。

罗腾堡工厂的经理 Bernd Heuvens 笑容满面

地说：“我们最终买到了冷成型机中的‘奔

驰’，因此我们的期望值非常高，而目前看

来我们的期望已经得以充分实现。”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DURA Automotive Systems GmbH
Rönnebrocksweg 5
D-27356 Rotenburg, Germany
电话：+49 4261 9146 0
www.dura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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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贝尔 Hotmatic 热成型机的卧式多工位成

型机将金属原料一段、一段地剪切并锻造为

成型工件。由于棒料的长度极少刚好等于分

段锻造工件的整数倍，因此会出现棒料的零

头 (或称为“棒料料头”)。此时，ESA 自动

系统就会启动，在探测到棒料料头后，它会

对其进行跟踪，并在棒料经过剪切工位后，

将端头摔料分离。

诞生于 1961 年的 ESA 系统原型

早在大约五十年前，哈特贝尔的工程师们 
就开始研究如何更加高效可靠地剔除棒料料

头。1961 年，ESA 1 成为卧式锻造领域中同

类系统的首创。多年来，经过不断的改进和

完善，棒料料头自动监控系统已经被越来越

多的用户所采用。

ESA 1 系统最初以热离子真空管技术为基

础，但后来改为基于晶体管技术，到了 ESA 
5 系统已经采用微处理器控制器。尽管在当

今的计算机时代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当时

的 ESA 系统完全代表着现代技术的最前沿水

平，而且即使在那时就已经为热成型机带来

了巨大的帮助。

里程碑式的 ESA 600 系统

随着用于所有较大型号热成型机系列的 ESA 
600 系统以及用于最小型号热成型机 AMP 20 
S 的 ESA 60 系统推出，哈特贝尔成功地创造

了可靠性系统的历史。此后，ESA 系统分离

棒料料头的可靠性又得到显著提升，乃至如

今的哈特贝尔 Hotmatics 热成型机已经全部

配备 ESA 系统。

技
术

 —
 提

高
棒
料

料
头
的
可
靠
性

ESA — 提高棒料料头的可靠性

Stephan Dürer

哈特贝尔卧式热成型机处理的通常是棒料。为了防止两个棒料料头相互熔合，哈特贝尔开发了一套精密的自动

监控系统：ESA 系统，能够提高卧式热成型机分离棒料的可靠性。

1970 年推出的 ESA 4 

系统的电子装置。

“ESA 之父” —  

Guy Pfendler

当前最新版本的 ESA 系统使用高灵敏度的激

光光栅探测棒料料头，系统 (ESA 60 系统除

外) 中的机械轮式测量装置对棒料从棒料仓到

剪切工位的每次移动进行测量。电子装置中

保存着成型机参数的编程设置值，与光栅和

轮式测量装置协同工作，确定棒料料头的确

切位置，并向成型机发出分离端头摔料的信

号，最终实现高精度、高要求锻造作业所需

的可靠性。

LINUX 操作系统

第五代软件版本的 ESA 系统基于 Linux  
计算机操作系统，第六代版本也已在开发 
过程中。

最新版本的 ESA 系统将有哪些新亮点？首先

就是内置了亚洲语言和基里尔文语言，这将

在新兴市场得到良好反响。最新版本的 ESA 
系统即将于 2010 年 5 月发布。

可在所有热成型机上加装

对于其 Hotmatic 热成型机尚未安装  
ESA 60/600 系统的客户，以及目前仍使用 
旧系统的客户，建议与哈特贝尔的售后服务

机构联系。ESA 60/600 可以通过加装方式 
安装到任何一款哈特贝尔热成型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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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充分的测量轮对送料轮到剪切工位之间送料进行机械监测。

ESA 600 系统的操作面板：内置亚洲语言和基里尔文语言的版本将于  

2010 年 5 月推出。

ESA 600 系统技术亮点

■  被甩料的棒料端头平均大多都少于两个。

■  过热的棒料料头将被跟踪并分离。

■  系统以图解形式显示棒料从棒料架到最后

一个成型工位之间的材料流动过程。

■  与伺服送料系统相结合，使棒料的移动位

置进一步优化，从而尽可能避免棒料出现

最短零头 (也称“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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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工厂，非计划性停工总是发生在最糟

糕的时候，事实上这完全可以避免。

您可以采取两项措施来避免非计划停工，其

一是根据哈特贝尔机器设备用户手册中的建

议对机器设备进行保养，其二是检查机器设

备的耗损情况并进行后续的返修。您可以提

前规划返修的时间，这会提高成型机器设备

在中长期之内的可用性。哈特贝尔的服务专

家们为此专门制定了一套由三个步骤组成的

计划，本期的《NETSHAPE》杂志将对其进

行详细介绍。

预防性保养 —  
有效延长机器设备使用寿命

Stephan Dürer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成型机器设备会发生正常损耗。为了尽可能减少非计划性的停工次数，我们建议每年对机

器设备中特别易耗损的部位进行检查，并根据需要对受影响的零部件进行返修。哈特贝尔的服务团队将为此提

供专业的支持。

用户受益之处：

■  预防性保养的时间可以预先规划安排，销售、采购、生产、人力资源、模具设计

等部门可以围绕预防性保养计划制定各自的计划。

■  您可以很方便地将任何需要在机器设备外围或主体上进行的维修作业 (例如小规

模的地基维修工作) 并入预防性保养计划。

■  您可以将机器设备因突发性严重损坏而导致长时间停工的风险控制在最低程度。

■ �您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保养成本，并且保养成本非常经济。已经有众多行业的客

户明确表示，机器设备维修保养成本在每个生产零件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可以稳定

控制在 5% 以下。

■  对于大多数客户而言，备件的数量以及相应的备件库存成本都可以大幅度减少。

此外，哈特贝尔还可以提供专门的服务来帮助客户最大程度降低备件成本。

Netshape_10_01_def_chs.indd   14 2010-3-25   17:37:23



15

NETSHAPE 1/10

预防性保养三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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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查步骤之后，保养计划的第二个

步骤是与客户召开返修事宜会议，其

目标是对工程师的检查报告、返修的

报价以及所有的零部件更换建议进

行讨论。

具体的讨论问题包括：
■  如果有优先顺序的考虑，将对机器设备的

哪些部分进行维修？
■  哪些零部件需要更换？哪些零部件还可以

继续服役一段时间？留用这些零部件会带

来哪些风险？

■  还有其它哪些工作可以在返修过程中同时

进行？例如移动机械返修或周边工作等。
■  返修将在何处进行？需要多长时间？需要

多少人员？

在以上这些问题全部明确之后，哈特贝尔售

后服务将对报价进行相应的修订，必要时还

会与客户再召开一次会议。在第二步骤完成

之后，专业返修的所需准备就已就绪。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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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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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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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性
保
养

每年一次的机器设备检查是保养计划成功进

行的基础。通过检查，您可以记录部件和机

构的损耗状况，并且观察其在一定时

间内的工作情况。检查还能够为及早

订购备件争取到足够的时间，进而确

保备件的供应。

在持续二至五天 (视具体机器设备而

定) 的检查过程中，经验丰富的哈特贝尔服

务工程师将对整个机器设备进行彻底检测。

按照严格制定的规程，服务工程师对所有相

关的磨损零部件进行测量并记录测量值，然

后通过与目标值/实际值比较评估零部件的磨

损情况。

与此同时，服务工程师还对零部件的外观进

行目视检查，然后在检查报告中记录检查结

果并附上相应建议。

完整的检查报告将包括机器设备系统的状

况、相应建议、与客户进行总结讨论后的结

果，并将被哈特贝尔售后服务团队作为在完

成检查环节后进行后续技术准备以及制定报

价的基础依据。

上图：测量和检查零部件的磨损情况。 

下图：填写检查报告。

会议讨论/制定措施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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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第二步骤，所有需要进行的维修工作都

已确定下来。现在，哈特贝尔方面和客户的

机器设备现场都开始进入前期组织阶

段。哈特贝尔准备用于更换的零部

件，维修工程师安排整理需要的专用

工具、测量装置和图纸。客户机器设

备现场的所有前期组织工作完成后，

返修正式开始。哈特贝尔服务工程师对现场

的工作担负全部责任，并且在必要时与第三

方承包商进行协调。如果在返修过程中发现

了先前未发现的更多磨损部位，工程师将立

即通知哈特贝尔的售后服务人员以及客户方

面的相关人员，以便客户与哈特贝尔迅速就

需要增加的所有工作达成一致意见。

客户与哈特贝尔售后服务人员讨论返修工作。

在进行返修工作之前，哈特贝尔服务工程师会将机器设备拆解。 

图中所示：拆卸 Coldmatic AKP 4-5 上的压力机主滑块。

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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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任计划 — 第三代

Stephan Dürer

在 Fritz B. Hatebur 创建哈特贝尔公司几乎刚好 80 年之后，Claudine Hatebur de Calderón 继承祖父的基

业，从父亲 Paul Hatebur 手中接过执掌大权，成为哈特贝尔的第三代领导者。在为此进行了两年紧张且绝不 
轻松的准备之后，雄心勃勃的她现在正期待着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哈
特

贝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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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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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ebur 先生，哈特贝尔公司至今仍然一个

家族企业，这对您而言有多重要？

非常重要！今天，能够向各位介绍我的继任

者，我的女儿 Claudine，这让我如释重负。

十三年前，我从我的兄长 Hans Hatebur 手中

接过了公司的领导重任。早在那时，我已经

希望我未来的继任者同样是家族成员。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我也没有为

了自己而让事情变得容易一些。各位可能知

道，我有六个孩子，除了 Claudine 其它五个

都是男孩。

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我的继任者来自家族

以外，比如说由于将公司出售，那么完全有

可能意味着哈特贝尔公司的终结。作为一名

企业家，我还承担着社会责任，必须为员工

以及他们的家庭负责。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我也不能让他们失望。

在经过两年的艰难准备，克服了挡在继任计

划面前的一个又一个障碍之后，我们终于迎

来了今天这个令人高兴的日子。

Hatebur 先生，您如何评价您的客户对此的

反应？

客户是一家公司的发展动力之源，重要性仅

次于员工。他们投资购买我们的机器设备，

希望我们是一家可靠的合作伙伴。事实上我

们一直是客户的可靠合作伙伴，将来也会一

直如此。作为一个家族企业，我们非常重视

我们承担的责任。

Hatebur 女士，家族前辈们的精神是否在 
您身上得到传承？

毫无疑问，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我身上 
“哈特贝尔精神”，毕竟我从小就开始受到

熏陶。我生平第一份工资就是在莱纳赫这里

挣到的。

在当年激励我进入公司的信念当中，“哈特

贝尔精神”占据着最核心的位置。为了能够

让自己承担起企业领导者的重任，我并没有

仅仅满足于只在年终时才回头看看自己学到

了多少东西。如果我说我本来完全可以为了

自己而让事情变得容易一些，各位应该可以

相信我。

哈特贝尔是一家非常“技术型”的公司，作

为在这样一家公司担任领导者的女性，您怎

样看待自己在这个“男性世界”中的角色？

我基本上可以比较好的适应这种环境，因为

我过去曾在多家非常技术型的公司工作过，

其中包括汽车行业的公司。作为董事会成员

之一，我们的工作范围是制定经营管理方面

的决策。然而，随着我对市场的了解深入，

我将逐渐对公司达到了如指掌，并且将充分

掌握公司信息作为我们工作的一部分。这将

是我履行自己职责的最好方式。

换句话说，我完全清楚我有些时候可能必须

表现出“我是男子汉，不是胆小鬼”的气

势。但是今天，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依然感

受到员工当中的很多积极反应，这对我而言

是一种巨大的激励。

Claudine Hatebur 和父亲 

Paul Hatebur 一起阅读最

新一期的《NETSHAPE》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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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ebur 女士，您对公司中长期的发展有何

展望？

我正在展望未来五年以后的远景。如果我们

往前看十五年左右，可能会想到这样一个问

题：“汽车行业的下一步走向何方？”目前

我们将汽车行业零部件的生产作为我们业务

格局的重中之重。为了给我们和客户的未来

发展都提供更多积极保障，我们将必须不断

推出新的技术和服务。我将在这方面全力以

赴。现在这对于我无疑会更加容易一些，因

为每当有人提及这些问题，我还能够带来一

些新的观点。

我衷心期待与大家共同创造哈特贝尔的美好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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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活动预告

敬请光临哈特贝尔展区

第十四届 SENAFOR 锻造会议

巴西阿雷格里港：2010 年 10 月 20–22 日

第三届亚洲锻造会议

中国上海：2010 年 9 月 12–16 日
2010 年莫斯科国际机床展

俄罗斯莫斯科：2010 年 5 月 24–28 日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轴承及其 
专用装备展览会

中国上海：2010 年 9 月 21–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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