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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销售与供应链运营模式
和组织结构

尊敬的客户：

这

一年即将过去，我们中的许
多人已经开始盼望圣诞节和
新年了。2017 是充满挑战和成功
的一年，也是精彩而又不平凡的一
年。在这一年里，我们既感受到了
全球锯木板材需求增加所带来的
喜悦，也面临了来自各方面的挑
战，譬如集装箱的普遍稀缺，6 个
月内暂停对阿尔及利亚的全部出口
业务，以及英镑和美元走势低迷等
等。与此同时，我们的竞争国瑞
典也出现了货币走软的势态，使得
它们在价格上比芬兰的锯木板材供
应商更具竞争优势。但是，我可以
很自豪地说，UPM Timber没有退
缩，成功攻克了重重挑战！
我们的生产和销售数量达到了
历年来的最高点，按时交货率也保
持在极高的水准，同时我们还不断
提升运营效率，力求为客户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在此，我特别感
谢所有客户及合作伙伴对我们的
信赖以及与我们真诚、紧密的合
作。UPM Timber之所以取得如此
骄人的成绩，最大的功臣莫过于我
们的员工，他们为我们实现发展目
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对 2018 年的销售前景也
充满信心，预计从第一季度起就
会呈现上升趋势云杉的需求量将
继续维持在高水平，并且赤松的
需求量也将不断增长。这对于我
们 — 大型赤松锯木板材运营商来
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
息。我坚信，全球经济将会持续
回暖，世界危机中的热点问题所
带来的威胁也将不复存在。这意
味着我们可以把更多精力投放到
加强与客户的未来合作上，砥砺
前行，争取实现更辉煌的业绩。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客户服
务能力，我们着眼于未来发展，
对现有的销售与供应链组织结构
进行了变动。新的销售与供应链
管理团队将由我、各关键市场
（北欧、欧洲大陆、英国、中国
及日本）的销售总监以及我们的
销售规划经理 Raimo Halt 组成。
这一变动不但简化了我们的运营
流程，也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决
策制定效率。这让我们可以直接
从市场的核心部分挖掘更多具有
创新意义的、新的战略观点，并
融会贯通到我们的业务运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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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制定更出色的方针政
策。
对于 2017 年所取得的辉煌成
绩，我要再次由衷感谢所有客户
与合作伙伴。同时，我也郑重承
诺，UPM Timber的销售与供应链
部门在 2018 年将会继续发展壮
大，高效运营，诚挚为您服务。

PM Timber推出全新的销售与供应链
运营模式和组织结构。旨在进一步
提升客户服务品质以及与客户间的合作
共通。
新模式以全球化的战略视角为基础，
着重发展销售业务。“在新的运营模式
中，我们着眼于更具战略化的视角，同时
兼顾多个不同市场的发展。”销售与供应
链管理总监 Mikko Hyvärinen 表示。
在推出新模式后，各战略市场的销售
办事处负责人将被指定为 UPM Timber销
售与供应链管理团队的成员。他们的任务
是将新的发展视角融入到销售战略中以及
UPM Timber的全球销售发展中。作为销售
办事处的负责人，他们的其他日常工作也
将照常进行。

之所以会有上述安排，也是多年来发
展的自然延续。“近几年，我们循序渐进
地加大了各销售办事处的职责范围。我们
在各个市场的销售运营工作正常开展，而
各关键岗位的负责人则负责作出正确的决
定，提升客户体验，并且加强与客户的合
作共通。这次推出新的运营模式，还有一
个目标就是，加强各销售办事处之间的合
作，促进他们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最佳实
践。”Mikko 介绍说。
随着这次变动，区域经理一职将会停
止使用，转而变成“供应链经理”。这些
供应链经理将一如既往地与各个市场开展
密切合作。他们将会给予市场负责人以强
大的支持，并且负责从锯木厂到客户的整
个供应链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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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货可靠性承诺

U

PM Timber的目标是：成为客
户值得信赖的伙伴，让客户满
意。“Grown to Sustain”(“携手共进，
芬享未来”) 一词中明确体现了这一目
标。这是我们对客户承诺，表明了我
们以客户为中心，本着对客户负责，
让客户信赖的宗旨行事。我们要在每
日工作中履行我们的承诺。
可靠的交付是我们履行客户承诺中
十分重要的一环。通常情况下，交货
可靠性仅视作物流部门的任务，但是
在 UPM Timber，我们赋予它更广泛的
意义：从森林到客户的整个供应链都
要确保交货可靠性。

交货的可靠性和质量
需要各方之间密切、
可靠的合作。
密切合作
“实现可靠交付，首先需要精明能干
的销售人员，将正确的产品销往合适
的领域，还需要销售助理团队，负责
将订单正确地录入到系统中。然后，
生产规划与销售人员之间仍需要进
行讨论，确保每个人都了解整个过
程，”Seikku 锯木厂的运输助理 Mari
Leppänen 说道。
“通常，我们会评估未来两周的
需求。我们尽量积极主动采取措施，
确保我们拥有足够时间应对突发事
件。这样，我们才更可能避免延迟发
货，”Mari 解释道。
要保证锯木板材的质量和及时
发货，锯木厂各方之间需要积极配
合。“从原木分类到产品最后抵达调
度部门的整个生产流程中，我们都
要密切、坦诚地合作。我们当中的
每一个人在涉及到个人的本职工作
时，都需担当内部质量监管员。我
们要确保我们生产的锯木板材不但
具有高品质，而且完全符合订购要
求，”Korkeakoski 锯木厂的生产班长

Hanna Kotivuori

和调度工作负责人 Hanna Kotivuori
说道。该流程将在调度部门完成。调
度部门工作人员将与销售助理团队一
起监督货物是否按时运出。
Vuokko Piippolainen 认为，作为
原木分类人员，履行客户承诺的重要
任务是除去批次中的次品，保持机器
（如 X 光）干净。“在我的日常工作
中，我对原木进行分类，除掉所有劣
质原木，即那些弯曲的，错误的树种
的，被虫蛀过的以及错误的的原木。
为了确保质量，我们必须认真监控，
确保质量不过关的锯木板材不会流入
生产阶段。例如，在包装时不应装入
其他树种，”Vuokko 强调说。
全心全意服务客户
“虽然我们没有直接接触客户，但我
们也认为我们在为客户提供服务。我
们把自己当做客户，把我们所想要的
体验提供给客户。交货可靠性是衡量
客户服务质量的一个指标，”Hanna
告诉我们。
Mari 还记得许多次他们收到客户
好评的情形。她对其中的一次记忆尤
其深刻：“客户安排了一艘船，停泊
在芬兰这里的港口，他们的一个供应
商无法将已协定数量的锯木板材交付
到船上。我们仅用了一天时间，不但

提供了协定数量的锯木板材，而且还
补充了缺少的数量。这样，轮船满满
当当地按计划离开港口，”Mari 描述
着他们服务客户的强烈欲望。
除了我们内部的工作人员，我们还
需要与运输公司和叉车运营与维护供
应商保持良好、可靠的合作关系。“
我们谁都不能单独完成任务。交货的
可靠性和质量需要各方之间密切、
可靠的合作。当一切正常，并且按时
完成交货，客户才可能继续向我们订
货。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成为客户的
首选，”Hanna 和 Mari 总结道。
UPM TIMBER交货可靠性超过 95 %
交货可靠性是 UPM Timber的客户承诺
“Grown to Sustain”(“携手共进，芬享
未来”) 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因此，我
们将交货可靠性放在首位。“我们从
去年开始系统化地衡量交货可靠性。
按时交货的次数也从此进一步提升。
目前，锯木厂超过 95% 的货物已按
承诺发货，”UPM Timber物流经理
Erkki Pietikäinen 告诉我们。
系统化监管让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
延迟的原因。这样，我们更可能预测
延迟，并加以避免。
“当前，我们仅衡量锯木厂的发
货。但是，我们计划在 2018 年，

目前，锯木厂
超过 95% 的
货物已按承诺
发货。

开发出
衡量货物
到港时间的指
标。这自然是需要衡量的最重要问
题，”Erkki 总结道。

有关 UPM TIMBER
交货可靠性的客户好评
世界各地的 UPM Timber客户对我们的
交货可靠性通常都非常满意。一些非
欧洲的客户曾经问过我们，我们怎么
可以做到始终如此准时的交付货物，
并且货物与订购要求完全一致。
“交货可靠性对于大多数英国客
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些客
户需要连续供货来确保客户自己的按
时加工，以及随后他们的成品按时交
付给他们的客户，对于这些客户而言
交货可靠性尤为重要，”负责 UPM
Timber英国市场运输的 Kevin Guthrie
说道。
“UPM 在英国的 Tilbury 和 Hull 港
口都有库存，鉴于我们与运输商关系
密切，我们可以在 48 小时内向客户
交货，”Kevin 解释说。“我们的目
标是成为客户可靠的首选合作伙伴，
不遗余力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拥
有灵活性与魄力，通过密切合作，认
真履行交货承诺，”Kevin 强调说。

对我们的员工有何意义?
MIKKO HYVÄRINEN
销售与供应链管理总监
“我们的愿景是客户至上。我们积极倾听客户的心声，
并传达给整个供应链和生产部门，确保在必要时及时进
行变动和采取措施。”

JUKKA KORHONEN
铲刮工
“我们一直努力确保机器和刀片的形状完好无
损，并且小心保养，确保尺寸的准确性在认可
的范围内，保证让客户收到满意的产品。”

ERKKI PIETIKÄINEN
物流与销售网络经理
“送达时间是我们与客户的协议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我们的目标是，找到可以满足客户送达时间要求的理想
物流解决方案。”

EEVA LAAKSONEN
战略发展部门高级专员
“我们的目标是，尽一切努力满足客户需要。我们努力让
客户在需要的时间得到他们需要的产品。同时确保所有行
为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

STEFAN MADAJ
销售经理
“我们努力抓住所有机会，为客户提供支持，帮
助他们发展壮大。我们将与客户共同成长。”

PASI PAARANTO
叉车司机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货物按时运出，以及
小心装卸。即便时间紧急时，我们也要加倍小心谨
慎，确保发给客户的货物完好无损。”

MARI LEPPÄNEN
运输助理
“我们一直积极主动地向客户提供有关货物运输的进展信
息。因为只有从销售到生产，再到整个公司的信息保持畅
通，才能确保运输的可靠性。”

RAIMO HALT
销售规划经理
“我们尽全力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并且努力满
足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实现业务增值。”

从森林到锯木厂:
芬兰木材的起源地

UPM TIMBER旗下锯木厂
不再向垃圾填埋场倾倒
固体废物
U

PM Timber是芬欧汇川旗下首个
实现零固体废物项目回收目标的
部门。公司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全
球所有部门不再向垃圾填埋场倾倒固
体废物。
芬欧汇川旗下的这些锯木厂，在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木质废物和混合废物
将全部予以回收再利用，不再产生垃
圾填埋废物。
它们的主要废物是木质废物和塑
料，比如塑料包装材料及塑料轮辋。
另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木屑和锯末
等副产品将运往浆厂和纸厂，作为生
产原材料。单单这些锯木厂，大约可
以向芬欧汇川芬兰的浆厂和纸厂供应
27% 的软木木屑和锯末。“生产中的
木质废物主要有树皮、飞溅的颗粒物
和木板碎片。树皮压碎后可以运往芬
欧汇川在 Korkeakoski 的发电厂，或
者销往外部发电厂，芬欧汇川也会从
这些发电厂购买热能。而飞溅的颗粒
板和木板碎片则直接运往发电厂，或
堆起来压碎。”项目维护经理 Mika
Lampola 说道。发电厂产生的灰烬将
全部用于公司的土方工程中。
芬欧汇川 Korkeakoski 的发电厂在
促进回收利用方面效果显著。“锯
木厂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不
得不把像石头一样硬的树皮从现场的
原木进料管下面给取出来。而且，废
物会造成巨大的成本开支，传统方法

是将废物运往垃圾填埋区、园林绿化
项目或大型发电厂。5 年前，我们在
Korkeakoski 投资兴建了一个生物供热
厂，所有废物不再压碎，而是直接在
厂里燃烧供热，效果显著。另外，原
木场的树皮废物也在锯木厂自己的生
物供热车间内燃烧掉。”Mika表示。
芬欧汇川将发电厂产生的灰烬全部用
于公司的土方工程中。
除了木质废物和塑料外，锯木厂还
会产生一些混合废物以及建筑废物，
如混凝土、绒线和金属。这些废物由
芬欧汇川的废物管理合作伙伴回收再
利用。据 Mika 表示，UPM Timber部
门的员工已经全面实行这一新的、
更准确的分类方法。“我们会定期
对所有员工开展培训及废物分类测
试。如果哪一年不培训，员工们就会
问 - 怎么还不培训啊，我们等着奖品
呢。”Mika 笑着说。优化并且明确标
注废物收集区对废物分类也有着巨大
的推进作用。“每个员工都要了解废
物正确分类的重要性。我们要尽可能
将不同类型的废物回收再利用，或者
正确分类，这样对我们以及我们的合
作伙伴都有帮助。”Lampola 说道。

图：Laura Vesa

文：Päivi Stenroos

去年夏天，我们的客户Jewson 公司的销售人员一行参观了我们的公司，深入了解了芬兰林业的发展，该公司是
英国最大的建筑材料供应商之一。这次参观的目的是加深销售人员对木材从森林到成品的整个过程的了解。来
访的销售人员参观了 Seikku 和 Korkeakoski 两个锯木厂以及 Juupajoki 的优质赤松林。

J

ewson 公司隶属于 Saint-Gobain
集团，他们认识到销售人员实
地了解所销售的产品对业务发展的
重要性。“我们的商店经理在深入
了解整个生产链之后，可以把这
些信息传达给自己的客户，帮助他
们找出更理想的解决方案。”英国
Saint-Gobain Building Distribution 公
司的锯木业务总监 Martin Stevens
说道。
第一个引起来访者注意的是砍
伐机器的速度和准确度。在操作
员把机器停止后，来访者亲自到
驾驶室内部进行了参观。“每个
人在看到这些技术后都会激动不
已。”Stevens 笑着说。
来访者还想了解一下木材采伐
后的加工流程。Saint-Gobain 谨记
自身的企业责任，在制定采购决策
时始终把可持续发展放在首位。
据 Stevens 说，不论是亲眼见证采
伐过程，还是确认明年的新幼苗已
经栽种到位，都是一次不可多得的
体验。
来访者在参观 Korkeakoski 锯木
厂时，工厂人员向他们介绍了不同

类型的锯木板材，他们还亲自参观
了即将运走的锯木货物。
Saint-Gobain 是 UPM Timber的
主要客户之一。他们是一家全球性
的住宅与工业建筑材料公司，芬兰
的木材经由他们运往世界各地，
并广泛用于多种不同的用途。据
Stevens 预测，英国木材市场发展
前景广阔。“近些年来，我们开发
了许多新的木材产品和创新服务，
住宅建筑中的木材利用率也越来越
高。”

Martin Stevens，英国
Saint-Gobain Building
Distribution 公司锯木
业务总监

芬兰林业观察评论
森林覆盖约75%的芬兰国土面积。
所有林木数据全部采用数字化传输。
芬兰的森林均可持续化管理。
芬兰树木的年增长量超过2000万立
方米每年，超过砍伐量及自然损失量。
保护环境是UPM的首要任务。

SOILI KUUSISTO

在全球销售会议上积极备战
2018年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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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UPM Timber的全球销售团
队以及来自各战略市场的代理商
齐聚坦佩雷美丽的Rosedahl湖边。这
次会议的主要目标是，积极
为明年的销售工作和客户服
务备战。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
品尝了芬兰的传统美食，
共同庆祝芬兰独立 100
周年。

对销售人员而言，全球年度销售会议
是本年度最重要的活动，来自不同销售
办事处的销售人员将在会上分享各自的
最佳实践，以便持续提升我们的
客户服务水平。

为庆祝芬兰独立 100 周
年，全球各地的标志性场
馆和建筑物上都点亮了蓝
白两色的灯。

英国客户日，着重深化长期合作
为

进一步深化与客户的长期合作，我
们在英国历史悠久的纽马克特赛马
场 (Newmarket Racecourse) 举行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客户日。客户日当天举行了
多场生动有趣的演讲和讨论活动，最终
以一场紧张激烈的赛马比赛完美收官。

英国是 UPM Timber最重要的市场之
一，同时也是 Korkeakoski 锯木厂最大
的单一出口市场。我们主要向英国的细
木行业供应赤松和云杉，我们的锯木板
材在英国经进一步加工后，制成窗框、
门、门柱或装饰板等产品。

对于百忙之中热情参加本次客户日活动
的客户，我们在此致以最真挚的谢意!

UPM TIMBER 销售与供应链发展

S

oili Kuusisto 从 2018 年起
开始担任销售与供应链发
展部门的高级专员。届时，
她将负责领导 UPM Timber的
销售与供应链流程和技术改进
项目。Soili之前任职于标签制
造企业— 芬欧蓝泰，在那里
工作了 15 年，最近的职位是
客户媒介解决方案 (Customer
Interface Solutions) 部门的开发
经理。
Soili 与林业一直有着不解
之缘，她大学毕业时曾获得
林业工程理学士学位。“我
主要从事林业和商业两个领域
的研究，它们对我来说非常重
要。”Soili 说道。
而新担任的高级专员一职代
表着她再次回归本源：1993
年，她的首份工作是在
Korkeakoski 锯木厂，在那里曾
经工作了几个夏天。“大学毕
业后，我获得了一个在布鲁塞
尔一家锯木代理商处工作的机
会，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多。那
段时间，我接触并熟悉了来自
比荷卢经济联盟国、法国以及
北非的许多客户，也与北欧国
家/地区的一些锯木供应商和
代理商有着密切合作。”Soili
回忆道。

她对 UPM Timber的客户承
诺深表认同，对自己的新职位
也斗志满满。“我最大的目标
是，领导团队不断简化和调整
运营模式。同时积极致力于现
代化工具的开发，为销售与供
应链部门提供支持。我的职责
在于通过不同的渠道和现代化
工具，使客户更便于和UPM的
员工进行交流。Soili 如是介绍
自己的职责。她坚信，通过密
切合作，为客户创造价值，以
及凭借卓越的服务从竞争中脱
颖而出，UPM Timber未来的发
展必定辉煌。

北欧木材风靡中国家庭
采用北欧木材生产的功
能性儿童家具在中国越
来越受欢迎。

资来购买高品质、安全、无毒的产
品，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芬兰的
木材在见闻广博的中国消费者中一
直享有不错的口碑。

一

芬兰云杉进入中国
UPM Timber主要客户之一 — 松堡
王国家居有限公司，是中国的一家
大型家具制造商，总部设在深圳，
公司 17 年来一直以芬兰云杉为原

般而言，年纪大一点的中国
人喜欢厚重的红木、梨木或
檀香木制成的家具，而年轻人则更
青睐浅色的天然木质家具。慧眼独
具的中产阶级家庭愿意花更多的投

材料专业生产儿童及青少年家具。
该公司主要生产三种风格类型
型的家具产品：北欧、美式和简约
中国风。松堡王国的客户大多是年
龄在 25 岁或以上、孩子在 2 岁到
10 岁之间的年轻夫妇。
当孩子到了 3 岁以后，中国的
父母开始考虑给他们买一张床，让
他们学会独立生活。另外，在六一
儿童节、孩子的生日以及寒暑假，

在为儿子选择家具时，
安全是头等大事
– Frank Tang

父母也会给孩子买一些新家具。
安全、天然
深圳某健身中心的经理 Frank Tang
和他的妻子 Janet Zhang 想要给他
们 3 岁大的儿子买一张桌子，这
些年轻的夫妇在综合考虑网上研究
结果以及朋友的建议后，选择了松
堡王国。
他们带儿子一起来到了实体店，
让他自己挑选。“现在的中国小孩
儿都很独立，自主意识强。”Frank
笑着说。
这张桌子是自然木色，没有任何
彩色涂层。小男孩还太小，不怎么
看书，但是喜欢把他的照片和玩具
摆在上面。
对 Frank 来说，为儿子选择家具
时，安全是头等大事。
“我希望知道桌子是什么材料
的、这家公司是否可靠、是否有过
负面报道以及生产流程是否会造成
环境污染。”
这对夫妇自己的家里使用的也
是自然木色家具。“北欧风格的家
具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简单利落又
实用，就像苹果的 iPhone 手机一
样。”Frank 说道。
社交媒体的影响
这对夫妇又看中了一张新的高低

床，准备下次购买，他们正在考虑
生第二个宝宝。
中国在 2015 年放开二胎政策
后，越来越多的家庭想要再生一个
宝宝。对于这项新政策，所有专业
从事儿童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双手表
示赞同。
松堡王国 (Sampo Kingdom) 的
品牌总监 陈闯 认为，二胎政策的
放开给他们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商
机，未来 10 年内，儿童家具的销
售前景一片大好。
目前，松堡王国在中国拥有
800家门店，并计划在明年扩大至
1,000多家门店。公司一直积极投
身企业社会责任活动，通过口碑提
升品牌形象。网络论坛、微信等社
交媒体的推荐，尤其是来自重要意
见领袖及其朋友的意见，都是影响
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
UPM Timber主要客户之一 — 松
堡王国家居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
的家具制造商之一。松堡王国主要
为广大中国家庭提供舒适实用的床
具，以及采用芬兰木材制造的其他
一些种类丰富的产品。“中国是
UPM Timber的最大市场之一，家具
行业是我们的主要终端用途市场。
而儿童家具则在这一市场占据了主
要的市场地位。”销售与供应管理
总监 Mikko Hyvärinen 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