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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的锯材交易即将结束，

成果丰硕、令人关注。 

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全球事

件，没有人会认为无聊乏味，很多

人可能已经开始着手考虑即将开

始的夏季假期。但与此同时，在

UPM，我们十分忙碌，我敢肯定

你们也忙于规划第三和第四季度的

业务，希望为 2018 年创造良好

的开端。

今年前两个季度的锯材交易既

取得了积极成果，同时又面临重重

挑战。全球范围内，锯材需求呈上

升趋势。云杉锯材良好的需求求趋

势继续保持且仍会延续下去，我们

所有市场中，赤松需求会大幅增

长；至少在这些市场中，未来前景

喜人。集装箱交付更富有挑战性，

特别是对亚洲客户的交付，有望在

假期前有所缓解。阿尔及利亚政府

在上个春季向锯木材进口商出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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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许可，这一情况在预料之外，导

致该市场的交付暂停。我们希望在

本次简报出版前，对阿尔及利亚的

交付能够恢复，阿尔及利亚需求的

积极影响会持续数月之久。俗话

说，若是容易，人人皆可为之。据

我们所知，这句俗语在锯材领域

锯材包装更新

训。包装进行了加宽，充分确保塑

料可以覆盖锯材最底层，铆钉和衬

垫也进行了标准化。人员也接受了

最佳包装方法和清洁度培训。因

此，我们在包装品质方面取得了大

幅进展。我们持续进行监控，竭尽

全力地保持卓越的包装品质，若对

包装标准有任何违背，则要进行干

预。高质量包装是我们在市场中和

客户面前最显眼的名片。

通过全新包装，我们的全新客

户承诺很快就会从锯木厂传播向世

界各地。

再适用不过了，确实有重重挑战需

要克服。

按照我们最新提出的客户承

诺，我们与合作伙伴（如物流合作

伙伴）不断开发业务，持续改善我

们为您提供的服务。我十分高兴地

宣布，客户对我们给予了十分积极

的反馈，但我们明白，改进空间仍

旧很大。自然，销售工作要一马当

先，这是我们的业务在客户面前最

为显而易见的部分，与此同时，我

们还希望加深和拓宽与您的合作，

不管是目前还是未来，我们都希望

成为您的首选。

祝愿大家度过美好且放松的夏

季，

Mikko Hyvärinen
销售与供应链总监

UPM Timber的锯材包装将会在

夏季采用全新包装，锯材包

装将以新换旧。新包装既展现我

们“Grown to Sustain”的客户承

诺，也体现UPM的 Griffin 标志。

包装的颜色略有变动，熟悉的白色

背景仍旧保留，但 Griffin 标志和 

Grown to Sustain 口号则分别以 

绿色和黑色印刷。新包装会逐步采

用，直到目前库存用完为止。 

锯材包装采用新型包装材料，

其品质和耐久性均有所提升，使用

这种包装的员工均受过最佳实践培

尊敬的客户：



UPM与 STeveco 间的长期合作促进交货可靠性

我们的客户承诺“Grown to 
Sustain”强调我们有能力在

适当时候将适当锯材可靠交付给客

户。我们之所以能兑现承诺，一定

程度上得益于跟 Steveco 的长期良

好合作，这家公司专业从事物流和

装卸货物服务。

“我们为UPM提供托运、运输

和装卸货物服务。我们负责取货并

将其装入船只。对我们而言，UPM
是极其重要的客户，也是战略合作

伙伴之一。我们与他们密切讨论投

资，确保我们在适当的时间关注适

当的问题，”营销和销售部门高级

副总裁兼 Steveco 集装箱业务部门

经理 Tapio Mattila 表示。

UPM在芬兰开设了四家锯木厂，

需要长途运输产品至多个市场。但

是，Tapio Mattila 对芬兰的效率

赞誉有加：在他看来锯木行业在采

购和生产链设计方面尤为出色。“

在芬兰，原材料通常极为靠近锯木

厂，远途出口也更为经济划算。当

然，考虑到航道费用且要使用冰级

船只，运费十分昂贵但运营效率是

非常高效的。”Tapio Mattila 表
示。

一流适用的专业知识

以前，由于转运，集装箱稳定入

港，始终可用。如今，集装箱通常

一次到达很多，相应地，船只也会

最大容量地出口。“大量空集装箱

同时到达，需要卸载到集装箱装卸

站，进行接收、检查、清扫和维

修。时间有限时，我们建立了一种

概念来确保交货的可靠性，这改变

了 Steveco 的工作方式，”Tapio 
Mattila 表示。  

从UPM角度来看，Steveco 最
重要的任务是确保船只在商定的时

间离港。Steveco 全天候运营，这

一点必不可少，因为生产也是全天

候运行。“我们负责UPM的产品

通过适当的船只，准时离开芬兰。

船只装载量目前供不应求，从欧洲

到亚洲的航线尤其如此，正因如

此，船只不会等待来自芬兰的货

物。因此，我们投资建立了新的信

息系统，在科特卡和赫尔辛基添置

了新的跨运车。通过这些投资，我

们可确保集装箱及时运送至正确的

船只。这还让我们可密切关注集

装箱何时及要装载到哪些远洋轮

上，”Tapio Mattila 解释道。

芬兰林业产业及出口服务是 

Steveco 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建立

了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信息系

统，与客户精诚合作，服务芬兰出

口。Steveco 员工约为 800 人，

新员工要进行十分严格的培训，涉

及到质量、安全、环境问题，还包

括公司的经营方式。 

Steveco 对未来也有所展望，持

续发展和培训是业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若我们向前展望 10 年，我

们预期会跟客户建立更为完整的信

息系统，高效传输数据。我希望这

项举措让我们更好地为UPM服务，

并采纳UPM自身目前所采取的举

措。再过 10 年，自动化进一步深

化：我们会对锯材进行自动化，这

必将提升质量并提高经营的成本效

益，”Tapio Mattila 展望道。

我们与 Steveco 等战略合作伙伴

开展合作，希望能够确保在每个领

域实现高经营标准，成为客户应对

未来挑战的最可靠合作伙伴，专注

于发挥自身优势：在适当时候，为

客户提供高质量锯材。



SARI HEIKKILÄ 
UPM TiMber
订单交付流程

锯木行业从 Sari Heikkilä 儿
时就深深融入了她的生

活，她儿时的家位于锯木厂对

面，仅一街之隔。她的父亲和兄

弟姐妹曾在锯木厂工作，从事锯

木行业对 Sari 来说是显而易见

的选择。

2000 年，Yhtyneet Sahat oy 
收购了 Aureskoski oy，Sari 也
因此加入了UPM。她在锯锯木

行业有 30 多年的丰富工作经

验，负责过多种办公业务，例

如内销和出口销售助理以及发

UPM 锯木厂人
员安全；一个
关键考量因素

票管理员。如今，Sari 担任

订单交付流程经理，还是发

票管理员和销售助理的团队

负责人。“我的团队包括四

名发票管理员和十名销售助

理，他们积极性高且专业知

识丰富。我们的团队在四个

不同地点开展业务：Kaukas 
锯木厂、Korkeakoski 锯木

厂、Seikku 锯木厂及位于坦佩

雷的总部，”Sari 表示。

对于 Sari 来说，客户是一

天中最重要的事情，在她的工

作中，她殚精竭虑地为终端客

户考虑，她的团队会为客户想

尽办法。“对于我和整个订单-

供应链团队的成员来说，头等

大事就是保证客户在适当时候

获得适当的产品。为了实现这

一点，从锯木厂到客户的整个

供应链上，内外人员需要精诚

合作，”Sari 表示。

去年，作业安全和健康一直是

UPM的发展重点，员工和承

包商的安全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

面。去年，UPM面向所有UPM员工

和承包商，引入全球报告工具 one 
Safety。该工具涉及到环境、健康和

安全、产品和流程安全和保障。除

此之外，13 项UPM标准也在去年

进行了更新。 

今年，对于每位UPM员工来说，

职业安全仍是不容忽视的主题。这

些芬欧汇川拯救生命行动标准旨在

保障作业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对

UPM安全作业做法进行标准化。 

UPM拯救生命行动标准中有一

项涉及到高处作业，在 UPM 锯木

厂，在超过 10 米处作业屡见不

鲜。 

“在开始作业之前，首先要做

的事情就是限制下方区域，”UPM 
Timber全经理 Joona Ivonen 表示。

另一项重点就是设备：“在高处作

业时，重要的是针对危险作业，使

用适当设备，如人员升降，且具备

使用设备的能力、许可，还要进行

教育，”Joona ivonen 继续说道。

任何人都不应单独或在不通知团

队的情况下高处作业。“在高处作

业时，沟通至关重要，需要预先达

成一致，”ivonen 如是表示，还强

调其理由充分。换句话说，若出现

事故，人员悬挂在安全带中，供血

中断只需短短 10 到 15 分钟，

就可能导致坏死。“通常只有消防

队才能帮助处理高处发生的事故，

因此，如果在高处发生任何事情，

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ivonen 

解释说。即使这些类型的事故很少

见，团队合作依然很重要。

在室外工作时，安全问题同样不

容忽视。像翻新、修缮房屋甚至园

艺等项目，可能需要高处作业。“

很多人认为，购买安全设备或安全

带只需要用一两次，太过昂贵。以 

Seikku 锯木厂为例，员工可借取作

业中的安全设备，防止高处作业的

相关风险，”ivonen 表示。



VTi 与 UPM 间的合作可追溯

到 2000 年，始于顶尖品质的

原木，从那时到现在不断发展和提

升。如今，UPM提供传统活节级产

品组件品质适合窗户，还含有一定

量的心材。 

丹麦 vTi vinderup Træindustri 
(vTi) 选择 UPM 作为锯木材供应

商将近 20 年之久。从 20 多年

前，两家公司间的合作就不断增

强、发展和提升。如今，芬欧汇川

提供传统活节级产品，组件品质适

合窗户，还含有一定量的心材。

选择锯木材供应商时，vTi 尤其

强调稳定的品质、准时交付、灵活

性、森林和监管链认证、理赔处理

程序及具有竞争力的定价。UPM 在

这些方面取得了成功，成为了 vTi 
所选的最重要供应商。 

UPM 和 vTi 间的关系十分

密切，带来了绝佳机遇，可致

力于提高供应商合作的关键要

素。“UPM是高质量锯材的可靠

供应商，其在业内产品和生产方面

具备深厚专业知识，对新产品开发

大有助益，”vTi 采购经理 Allan 
Rasmussen 表示。他还表示，UPM 
Timber的外联网服务 Timbernet 每
天均可发挥积极作用，具有很大优

势。 

vTi vinderup Træindustri 创建

于 1976 年，位于丹麦西部，处

于 vinderup 内，雇员约为 110 
人。vTi 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生产

窗户组件以及拼板，供应家具、代

理商及 DiY 店铺。其总营业额的很

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其他欧洲国家的

出口。

vTi 是我们的一家欧洲细木工

和家具客户。对于 UPM Timber来
说，在很多不同市场中，细木工行

业均是极具战略性的重要终端用途

领域。

Finn Nielsen 自 1991 年开始

在 Skive Træimport 担任销售

人员，这里属于丹麦的 Anco，
归UPM所有。在其职业生涯之

初，Finn 对锯木所知有限，但

他很快领悟到了锯材业务的诀

窍。“刚开始时，我对锯木所知

不多，但参观锯木厂后，我能够

更好地了解和理解整个流程。通

过参观，我开始能够更好地理解

客户需求，可以找到最为适合的

UPM TiMber销售团队

FINN NIELSEN  
来自丹麦

窗户制造商在合作伙伴选择中看
重品质、交付可靠性及责任心 

了解我们的客户 VTI Vinderup Træindustri A/S

采购经理 Allan Rasmussen 
视察锯材。

产品，甚至为客户带来全新可能

性，”Finn 表示。 

如今，Finn 早已对锯材业务

喜爱有加。“我真心喜欢从事锯

木业，我明白自己推广的产品质

地优良，未来有无限可能。每当

我漫步在贮木场或锯木厂中，格

外喜欢锯材的味道。这让我感觉

良好，”Finn 继续说道。 

如今，Finn 担任销售经理，

负责丹麦和瑞典的销售。Finn 表
示，他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跟客户保持良好关系，为其提供

适合终端用途的优质锯木材，确

保品质稳定。“此外，交付的稳

定性至关重要，只有芬兰的同事

每天提供卓越的服务，才能实现

这一点，”Finn 表示。



UPM Kaukas 锯木厂是芬兰最大

的锯木厂之一。其隶属于UPM 
Kaukas 工厂整合区域，该工厂地处

芬兰东部，位于拉彭兰塔。锯木厂

的年产能约为 510,000 立方米，

员工约为 130 人。Kaukas 锯木厂

生产赤松和云杉锯材，其中 90% 
出口国外。这些高质量锯木材除了

内销和供应欧洲客户外，主要销往

日本和北非。 

Kaukas 锯木厂持续发展生产，

始终是北欧国家在自动化、加工工

程及窑烘干领域的先驱。“自动化

质量评估是锯木厂的关注重点。我

们充分利用多年来开发的计算机视

觉，同时也将负责调整的员工专业

知识提升到新的水平，”最近上任

的 Kaukas 锯木厂生产经理 Antti 
Waajakoski 表示。 

去年，锯木厂投资了三套全自动

批量式烘干窑和窑车返回轨道。“

如今，持续改进生产发挥着重要作

用，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更好、

更高效地做事。未来，采用精益

六西格玛方式，生产流程中产生

的数据会得到比如今更高效的利

在 UPM Timber，我们不断努

力，确保人员的专业水准，

进一步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方式，

聘请了约 400 名真正的锯木专业

人士。

我们商业能力的持续发展有赖

于多种多样的举措，包括不同层面

的销售培训（今年春季为销售助理

用，”Antti Waajakoski 继续表示。

作为欧洲最大的赤松锯木厂之

一，UPM Kaukas 锯木厂在芬兰的

赤松生产中发挥着重大作用。除

了锯木厂的规模和高产能外，Antti 
Waajakoski 还认为工厂整合区域

的人员及合作是锯木厂的明显竞争

优势。“我们的员工掌握出色的知

识和专业技能，工作氛围良好。此

外，得益于工厂整合区域模式，工

厂所有木材原材料的利用达到了极

高水平，”Antti Waajakoski 总结

道。

举办了培训）、锯木厂产品和质量

问题培训，今年晚些时候UPM的木

材采购和林业人员会加深其产品知

识，了解顶级锯材的生产要求。

今年，我们开展了 crane 培
训，扩宽了广泛的培训计划。crane 
培训包含四大课程：作为国际领先

森林组织的锯木业、UPM 工厂整合

区域合作的重要性、我们的商业战

略和客户，以及不同职能部门间的

合作与安全考量。 

培训第二个课程在 Kaukas 工厂

整合区域举办，考虑并讨论综合工

厂合作带来的好处，还有UPM作为

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机构所发挥的重

要作用。Kaukas 工厂形成了独特的

生物森林工业集合。Kaukas 经营的

基础是可持续采购木材原材料、能

源的高自给率以及将生产副产品回

收为原料。 

培训计划名为 crane，含义是：

参加培训计划的人员有望自我发

展、吸收锯木业及其附属业务中的

丰富专业知识，将 UPM Timber的

持续生产开发在 KAUKAS 锯木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断培训打造出真正的锯木专家
业务发展到新的水平。参与者来自 

UPM Timber的所有运营地点，受邀

参加培训计划。我们尽可能选择背

景多样且专业知识丰富的人员，确

保培训成功，实现 UPM Timber的
未来卓越发展。“在 crane 培训

中，有些人能力很强，您可以从这

些人身上获得大胆启示，提高锯木

业务，”UPM Timber的人力资源总

监 Mikko Mäki-Tuuri 表示。  

在赫尔辛基 Biofore House举办

的 TIM Crane 培训



为了支持 UPM Timber新的客户承诺 Grown to Sustain，我们更新了市场宣传图片。我们的目的是传达UPM通过敬

业的员工和一流的产品质量及运营为我们的客户创造价值的一种独特方式。 

专业摄影师 Krista Keltanen 拍摄到锯木厂工人 Marko Ahtiainen 在 Seikku 工厂工作时的情景。

– 新的市场宣传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