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特别专题 
博斯特集团

为下一代助力



关注持续发展

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是什

么造就了博斯特公司的成

功？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中，我们是否能够继续保

持技术领导者地位并兼具强大的人文价
值？我们的未来将是什么？
 
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我们的客户，我们
的员工和投资方也经常向我提出这样的问
题。这是一个复杂却令人兴奋的话题！在
历经了不同的环境和各种交流后，我的答
案才逐渐成熟。 

 “博斯特的基因由强大并根深蒂固的价值
观所构造”。近年世界经济环境迅速变化，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不断的经验总结、分
享与观察中，这一信念也愈发稳固。其中一
个特征便是我们在业务和行为中表现出来
的专业意识。这种坚持到底、协助客户及同
行并放眼长远的理念，我们对此非常自豪。
因为我们的信念超越了仅仅注重利润、成
功和物质的世界，追求如同家庭的人际关
系，力求塑造中长期战略远景，避免仅仅顾
及现状，这是我们的基本价值观。难道我
们可以忘记什么是我们生活的本质，什么
是我们的历史渊源？

博斯特对他人利益的关怀充分体现在她对
人文价值的主张和追求发展创新的激情
中。通过阅览本增刊对公司125年历史的回

顾，你们会发现，博斯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并经历了诸多、有时甚至是非常严重的危
机。我们正视世界的不断变化，我们更满怀
对数千家庭以及全球客户的责任感，因此
无论遇到任何挑战、挫折，公司的管理者始
终不言放弃，努力经营着公司，使之不断发
展、恢复、创新。因为我们怀着坚定的信
念：“我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即使在最恶
劣的情况下，我们坚持不懈地秉承这个信
念：对人的尊重与创新。

当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冲击时，例如
2015年初的汇率危机，我会回想起我们前

辈们克服那么多困难的决心。迅速、从容
的应对措施加之坚定的信念使得我们成功
遏制了可能在中长期会出现的不良后果并
捍卫了我们的市场增长战略。 2011年以
来，公司每年的设备销售数量都会增加。 
2015 年，我们较2011年多销售了400台设
备即总共1400台。因此， 虽受瑞士法郎走
高的巨大影响，我们的销售额却保持稳
定。

我们应该明白，面对紧急危机所付出的牺
牲将最终有利于所有人。就像一句古老的
家庭格言所说：“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
这一点无论在我们面临挑战、身处逆境中
或在日常合作中均得到了证实。公司内部的
和谐与家庭和谐相得益彰，我们的供应商、
投资者、任何利益相关方也同时受益。这也
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客户：他们的业务好坏
影响我们未来的订单数量。良好的业绩和
卓越之间的差异正是来源于我们价值观一
直以来的实践和我们对每个人利益的尊
重。这是我们打造未来的首要任务!

正是这些高标准的理念确保了我们集团的
发展与壮大，这将成为我们2016年3月23日
在全球范围内举办的“博斯特—全球化的

 “博斯特的基因由强大
并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所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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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活动的重要主旨。我们会共同庆祝
公司125周年纪念日 —— 就像一盏永不熄
灭的灯。事实上，夜以继日，在世界任何地
方，都会有博斯特人在一直坚守岗位！

你们大家都是保障公司良好运作的宝贵财
富,将共同创造未来，并传承公司的价值
观。我们一定可以持续我们的事业，成为这
样一个独一无二的集团。

我在此真诚地向大家表示感谢，让我们共
同庆祝吧！

Jean-Pascal Bobst 

博斯特集团首席执行官

“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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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及图文印刷

 拥有印刷操作学历，约瑟夫•博斯
特起初在洛桑定居并开设了一家图
文印刷设备商店，生意兴隆。

约瑟夫•奥拓•博斯特（1862–1935）出生
于瑞士索洛图恩州（Balsthal）巴尔斯特
尔市（Balsthal)，是一名印刷操作工。21
岁时，他定居洛桑学习法语并在一家名为
Edouard Allenspach的印刷店工作。
 
期间，约瑟夫•博斯特发现，洛桑地区印刷
商因缺乏本地市场商品供应，须在瑞士其
它城市采购印刷用品。从1890年开始，他
在自己的公寓内设立办公室及产品仓储。
作为公司员工的同时，他发展该项业务并
于1893年开设了自己的公司。 

1886年，他娶同乡玛丽•哈格勒（Marie 
Haegler）（1864–1933）为妻。他们一共
有六个孩子：玛丽（1887年）、奥托（1889
年）、耐莉（1891年）、安娜（1895年）、亨
利（1897年）和伊丽莎白（1899年）。

博斯特公司源头

约瑟夫•博斯特成为位于法兰克福附近
城市博肯海姆（Bockenheim）施密特兄
弟公司的印刷油墨代理商。

专业认可 
 

约瑟夫•博斯特创办瑞士专业印刷商协
会洛桑分部。

公司设立  

辞去工作后，1893年1月5日，约瑟夫•
博斯特在商业登记处正式注册其印刷
用品公司。

亨利•博斯特（HENRI 

BOBST）的出生  

1897年12月19日，亨利•博斯特在洛桑
出生。他后来成为一位富有才华和远见
的工程师并成为集团工业繁荣的始祖。

1891
1892

1894
1895

1896
1898

1900
1901

1902
1903

洛桑新厂房 

约瑟夫•博斯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他打
印产品目录、销售印刷用品并维修机
器。后来在 Gare-du-Flon广场，他找到
了更大的厂房和一家商店。

说明

1890 1897 19041893
1899

集团生活

科技创新

收购

1900 
巴黎地铁1号线
落成。

1893 
鲁道夫•狄塞尔申请注册  
“压燃式发动机”专利 。

4

约瑟夫•博斯特（JosEpH 
BoBst）商业之路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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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 亨利•博斯特发明了第一台盲文双面印刷机。

盲文印刷机

维修车间  

公司雇佣三位装配工为客户上门排 
除机器故障。车间销售二手备件 
并生产印刷机工具、滚筒印刷机和
移动升降机。

一家股份有限公 

司的设立  

一战结束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约瑟
夫•博斯特父子满怀信心。他们创办了一
家名为“J. Bobst & Fils”的股份有限公司
并在里昂展览会展出他们的机器设备。

  博斯特商标注册

齿轮形商标的注册成为公司作为机 
械制造商的标志。

盲文印刷机 

亨利•博斯特18岁时开发出首台印刷立体
盲文的轮转印刷机。这项技术将纸张两
面文字行巧妙错开而得以实现，从而避
免了两面孔眼之间的覆盖重叠。这台设
备能以每小时几千张的速度完成盲文压
花，迈出了博斯特品牌传奇历史上成功
的第一步。 

1905
1906

1909
1910

1911
1907

1913
1914

19161908 1915 1917 1918
1912

1919

E=MC2

1915
爱因斯坦完成 
相对论发表。

1912 
4月15日，泰坦 
尼克号沉没。

1908
福特首系t型车 
在美国诞生。

5  Bobst Group SA

博斯特的
首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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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

困境中在法 
国的坚持

命运转折 

数年后的1936年，Marinoni公司资金
周转困难。“J. Bobst & Fils” 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了12年前向该公司出售的
纸板加工设备部门 。公司在巴黎开设
了一家销售办事处，成为公司的首个
国外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博斯特公司经历动荡。为避免 
破产，公司向一家法国制造商出售
了其部分技术资产。

随着国际贸易的复苏，约瑟夫•博斯特父
子期望出售他们在战乱期间设计的纸板
制品加工机。但是，随着边境的放开，德
国和法国制造的机器得益于本国货币的
贬值而成为他们强大的竞争对手。为避免
破产，1924年，“J. Bobst & Fils”股份有限
公司向法国公司Marinoni出售了其纸板制
品加工部门。奥托和亨利•博斯特受雇于
收购方并赴斯特拉斯堡工作。时年62岁
的约瑟夫•博斯特则独自一人留在洛桑。

约瑟夫•博斯特被迫解雇了几名员工，机
械车间产能降低。1927年起，为降低生产
成本，Marinoni公司将其生产线迁移至瑞
士。1932年，亨利•博斯特返回洛桑担任
公司技术部门负责人。他的兄弟奥托留在
法国并成为Marinoni公司巴黎总部的销
售总监。

MR2BA   

纸板模切机

约瑟夫•博斯特构思了一种新机器：用于
对规格较大的纸板进行精确切割的自动
模切机。机器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就绪
并满足客户期望。

博斯特出 

售资产 

迫于法国和德国的竞争压力，“J. Bobst 
& Fils” 股份有限公司急需流动资金。为
此，公司决定向法国公司Marinoni出售
纸板制品加工技术资产。

博斯特车 

间重整  
为避免破产，公司将注册资本从 
360 000减少为270 000瑞士法郎。 
1921年，公司资本仍达到一百万瑞士 
法郎。

1920
1922

1923
1925

1928
1927

1930
1931

1932
1933

AUTOVARIABLE  

的成功

在1933年的莱比锡展览会上，亨利•博
斯特与德国制造商H. W. Casack 签
署使用其卷筒纸加工技术的协议。历
经一年开发，用来印刷和模切卷筒纸的
可自动调节加工尺寸的原型机
Autovariable在巴黎博览会取得圆满
成功。

1921 1926 19341924
1929

1927 
查尔斯•林德伯格独自一 
人从纽约穿越大西洋飞到巴黎。

1922
埃及图坦卡蒙法 
老墓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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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博斯特在柏林
法院捍卫专利权

亨利•博斯特发明了用以加工简单纸盒的可自动调节尺寸的连线印
刷模切机，并于1938年毅然前往柏林。此时正值德国国家社会主
义全面兴起，他在法庭上捍卫与 sächsische Cartonnagen- 
Maschinenfabrik机械制造股份公司（scamag）有争议的专利权 。

在日记中，亨利•博斯特记录了这次不寻常的庭审。出乎意料的是，
法庭肯定了瑞士实业家的权利：“争议由联邦参议院进行复审，
三名法官就其诉讼请求作出决定 。当时正值希特勒时代，Lauber
先生陪我到了柏林，我当时自问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否会对法院
的决定产生影响。结果，该影响并没有产生，上述专利被证明是
对“Autovariable”的有效保护。在数人的陪伴下进入法庭后，我不
得不作出一个害羞的致敬希特勒式的手势，此种经历在我一生中只
有过一次…… ”

知识产权 

1940年: AP 900对纸板模切作出性革命性改变，每小时
可加工4000张纸板。

普莱利（PRILLy） 

工厂开业

公司开始工业化生产。公司在洛桑附近
的普莱利建立了一个工厂。亨利•博斯特
在此期间推出公司员工刊物“trait 
d’Union”并为工人们建立了Bobst-
sports休闲协会。

战争的结束及业务 

的蓬勃发展

公司拥有员工200余人。其营业额较往
年增加了80％。1947年，工厂首次放假
关闭一个星期。

糊盒机 

PCR 382

首款糊盒机的推出。整合各种技术解决
方案，pCR 382开启了一条从未动摇过
的创新之路。

博斯特自动平 压平 模切

机AP 900

作为世界上第一台自动平压平模切机，
博斯特 Ap 900在纸板模切和压痕处理
方面作出了革命性的改变。与同期手动
机生产1 200张的数量相比，它每小时
可加工4 000多张纸板。

博斯特的50年 

受当时形势严峻及配给政策影响，公司
庆祝活动受限

1935
1936

1939
1941

1937
1943

1944
1945

1947
19481938 19421940 1946

1949

1948 
雀巢推出Nestlé Quick巧克力饮料并成 

为后来有名的Nesquik巧克力粉。

1938 
大众第一辆甲壳 
虫汽车出炉。

1935
“大富翁”游戏 
首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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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市场促进博斯特的

蓬勃发展

北美成为一个领先的市场。1957年，公
司15％的销售额是在北美市场实现的。

博斯特， 

高品质机器

Autoplaten® sp 1080平压平模切机体
现了博斯特机器的品质，即：专业、保养
便捷、优质和高效。

1951年德鲁巴展览

会：43台机器销售纪录

作为德鲁巴展览会的首次亮相，  
“J. Bobst & Fils ”股份有限公司向杜塞尔
多夫展销摊位运送了20吨设备并售出43
台机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SP 1260-E 

机的推出

该平纸板平压平模切机设计幅宽为
1260 x 920毫米，并且衍生出不同版本
的机型，用以模切和烫金。它为包装工
业的精加工提供了新工具。

1952
1953

1955
1954

1957
1958

1959

面向美国市 

场的机器

spo 1575 平压平模切机 
（规格1575 x 1055毫米）标志着 
博斯特真正进入瓦楞纸板加工领域 。

1950 19561951

作为销售总监，Louis Milliquet自1932年以
来便在亨利•博斯特身边工作并说服他前往
美国。1947年和亨利•博斯特完成首次美国
之旅后，年近60岁的Louis Milliquet随后数
次前往纽约。1949年的大西洋城（新泽西
州）包装业展览会上，sp 900平压平模切

机的生产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但是，美国
工业生产商采用较大的幅宽，而它的模切
宽度只为90厘米，这妨碍了它在该国的市
场开拓。为此，博斯特开发了幅宽为108厘
米的sp 1080机。与18个月后才寻得购买
商的前代机型相比，本机型在1950年的芝
加哥发布会上一推出即获得成功。博斯特
就此征服了北美市场，这也成为它后来最大
的市场。

“尚普兰”冒险之旅  

亨利•博斯特关注凹版印刷业的发展并意
识到其可能取代纸张胶印技术。 1957年，

他与美国尚普兰公司达成协议，共同出资
在普莱利生产一台凹版印刷机。1959年，
博斯特－尚普兰（Bobst-Champlain）股份
有限公司的设立巩固了两家公司之间的合
作。这家位于洛桑的公司保证设备的生产
及在欧洲的销售。1965年，博斯特收购了
其美方合作伙伴的股权并创建博斯特－尚
普兰分部。

 1949年在美国推出后， 
Autoplaten®便征服了美国人。 
这款革命性的机器推动了工业时 
代的纸板加工并为博斯特打开北 
美市场。

征战美国市场
尚普兰（CHAMPLAIN）和北美

1957 
罗马条约标志着欧盟经 

济共同体的设立。

1950 
彩色电视节目首 
次在美国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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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 尚普兰生产线，可以一次走纸完成大批量的生产，从印刷、凹凸、压痕以及模切，成型的纸盒可以立即进入下一个工序。

1960
1963

1964
1962

1966
19671965 1968

1969

1969 
尼尔•阿姆斯特朗成为 

第一位登上月球的人。

1964 
大圣伯纳德隧洞开通， 
连接瑞士和意大利。

1961 
迪克桑斯坝在瑞士启动使用：
世界上最高的重力大坝。

批量生产线
尚普兰

1961

售出第1 000台 

AUTOPLATEN®

博斯特的第1千台平压平模切机  
“sp 1260-E”从普莱利出厂并销 
往新西兰。

收购尚普 

兰公司

在位于新泽西州的罗斯兰 
（Roseland）的尚普兰厂址设立了
驻美销售处，后来成为博斯特北美
公司。在普莱利，则继续建设大规
模生产包装线。

卷筒凹版 

印刷机

CoRsAIR 940/1225是在瑞士制造并
专为软包装市场设计的第一台博斯
特-尚普兰卷筒凹版印刷机。

博斯特意 

大利公司

今称博斯特意大利公司，最初在米兰创
建，现在位于皮亚琴察（piacenza）。

AUTOPLATEN®  

SP 1420-E平压平模 

切机

简单、坚固、可靠安全，该平 压平 模切
机也可处理当时欧洲使用的新的更大 
规格的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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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需要空间

20世纪60年代末，博斯特集中在普莱
利，场地人工密度过高，出现了过度拥
挤的问题。 1970年，公司购买了位于
Mex、维夫朗拉维尔（Vufflens-la-
Ville）和维拉尔圣十字（Villars-sainte-
Croix）三镇，距离洛桑7公里的一块30
万平方米的土地。

进军日本

设立了Nihon Bobst KK公司，即现今位
于东京的博斯特日本有限责任公司
（Bobst Japan Ltd）。

博斯特巴西公司

1972年在伊塔蒂巴（Itatiba）购买了一
块95 000平方米的土地。博斯特巴西公
司（BBR）选址于此并于1996年建成。
同时设立于此的还有博斯特拉 
美公司。 1974年，集团在圣保罗设立 
了办事处。

1973

LEMANIC  

品牌的诞生

凭借其全新的设计和先进的技术， 
LEMANIC 1425能够大批量处理卷筒
纸，并且以连线后加工的方式生产包装
纸盒。

1970 19741972

亨利•博斯特

1974
博斯特员工Victor Defago在世界残疾人 

滑雪锦标赛上获得两枚金牌 。

1971
苏联发射第一个载 

人空间站。

一位有远见 
的发明家

作为一名有才华的技术人员，亨利•博斯特
发明了许多产品，最有名的是他1940年推
出的 Autoplaten®平压平模切机 。它彻底
改变了包装生产工业，为公司带来成功和
财富。

他的人品也为他赢得了公司及全体员工的
尊重。早在1937年，公司就加入了沃州普通
退休保险机构，为员工提供养老金计划，并
在1947年建立工会。

薪火相传

1975年2月26日他去世，雅克•博斯特和
布鲁诺•德•卡尔波马腾（Bruno de  
Kalbermatten）接管集团并成为公司
常务董事。当时他们继承的是一个已经
拥有近2 000名员工的正在快速成长的
公司。

期间，设立亨利•博斯特基金，旨在资助
出身贫寒的继续其学业。

 亨利•博斯特78岁时去世，他是集
团事业的开拓者和纸板业具有革命
性意义机器的发明者。

博斯特和200家瑞士公司一道参加
了1974 夏季在北京举行的sItEX国
际展览会。其带来了 pCR 930糊盒
机和 具备简单纸盒在线模切功能的
Autovariable AV-3。本次展览结束
后，参展机器均未售出。后来，第一台
机器在日本售出，第二台机器则被运
回洛桑。

但是，博斯特是乐观的。就像其员工
刊物“trait d’Union”对本次经历所描
述的：“迟早，大型超市也将出现在中
国，届时，包装产业将会随之进一步发
展”。 

博斯特在中
国展出

北京展览会

1971

10 年度特别专题



博斯特 EUROCAT图像

处理系统 
该系统能以每小时120 000个字符的速
度进行复杂的图像和排版处理。

公司新名称

“J. Bobst & Fils“有限公司更名为博斯特
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在洛桑交易所正
式上市。

北美

于蒙特利尔（加拿大）设立博斯特加拿
大公司。

在MEX建成首 

座大楼

经过两年施工，第一座工业大楼于 
1977年4月15日在Mex落成。该建
筑外观呈 “U”形，楼高3层。博斯特
印刷设备部门、套准系统部门和电
气部门都坐落于此。

1976 19781975 1977 1979

1979  
卡带播放机索尼 
随身听被推出。

1976
英法超音速协和 
飞机首次商业飞行。

1975年: 亨利·博斯特（正中），Autoplaten® 平压平模切机的发明者，于1961年庆祝第1 000台平压平模切机的售出。
在他1975年逝世后，雅克·博(靠右)和布鲁诺•德•卡尔波马腾成为集团领导。 

11  博斯特集团



博斯特巴西公司

位于毛阿（Maua）的工厂开始运行。

博斯特GRAPHIC

向Volt Information sciences Inc公司
美国子公司Autologic出让业务。但是所
取得的电子领域专业技术被用于制造其
他博斯特机器。

1982年，成功的1年

博斯特售出其第5 000 台Autoplaten® 

平压平模切机。在德鲁巴展览会上，集
团展示了其最新sp- 102 CE 机型。该
机采用了凸轮平台传动和优化了纸张传
输，使其成为第一台能每小时模切超过
10 000张纸板的机器。

1983
1984

企业收购

收购两家瓦楞纸板行业供应商，即位于
维勒班（Villeurbanne）和布龙/里昂
（Bron/Lyon）（法国）的Martin股份有
限公司和位于汉堡（德国）的peters 
Maschinenfabrik GmbH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全新的管理层组织结构 

设立执行委员会，由pierre Baroffio 、 
Raymond Heimberg 和  
Jacques schluchter 组成。 

1980 1981 1982

1983
巴斯特研究所识别导 
致艾滋病的病毒。

1981 
IBM的pC 5150成功打开了个 
人计算机即pC市场。

企业收购

一个国际性集 
团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在布鲁诺•德•卡尔波马腾的领导下，博
斯特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完成三
大战略性收购，使其业务得以壮大并多样化。

1982年，瓦楞纸箱设备制造商 - 法国工业集团Creu-
sot-Loire旗下的Martin股份有限公司遭遇严重的财
务困难。博斯特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向该集团收购了
Martin股份有限公司并于两年后将其纳入集团。

1986年，洛桑公司继续在瓦楞纸箱设备行业多样
化发展，收购了位于汉堡的德国公司peters GmbH
公司。通过上述两项收购，博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成
为全球范围内第一个能够提供全套瓦楞纸板加工
机型的供应商 。

最后，在1987年，集团进入软包装领域并收购了
位于皮亚琴察（piacenza）的意大利机械制造商
schiavi Cesare Costruzioni Meccaniche spA 
公司 50％的股权。

 博斯特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强化其领导
性地位，成为瓦楞纸箱设备行业全球领先的
制造商，并进入软包装市场。

12 年度特别专题



1988

电子糊盒机 

DoMINo生产自动锁底盒。

自动打包机 

CARtoNpACK可将盒子堆叠在待运
集装箱中。

LEMANIC 820 生产线

雅克•博斯特

（JACQUES BOBST）

去世

亨利•博斯特的儿子雅克•博斯特
（1931年出生）为一名工程师，他于
1956年加入公司，主要负责工业产权
工作，申请注册了大量专利。1964年，
他成为公司经理并于1966年开始成为
公 
司董事会成员。在他去世后， 
pierre Baroffio和董事会主席布鲁 
诺•德•卡尔波马腾成为公司领导。

新的子公司 

在比利时贝尔赫姆 NV（Berchem）。

FFG 1330 SUPERLINE  

超级连动线 
数控柔印开槽糊箱机

股权投资 

参股位于皮亚琴察（piacenza）和摩
德纳（Modena）的专业印刷和软包装
复合设备供应商意大利公司schiavi 
spA。完全收购Martin股份有限公司。
它后来成为博斯特集团的一个独立子
公司。

19861985 1987 1989

1989 
柏林墙 

的倒塌。

1985 
JVC推出VHs 
格式摄像机。

MARtIN
革命性连动线

创新

不间断印刷
作为1987年以来意大利制造商
schiavi 的大股东，博斯特集团得益于
该项新合作并于2 年后首获盈利。

作为软包装设备的专业制造
商，schiavi于1989年推出 “不停机” 
凹版印刷机 。它由两个以干燥器分开
的印刷机组成，在一台机器印刷作业的
同时，另一台印刷机则为随后的印刷作
业待命，从而确保生产链的连贯不间
断。这一概念立即获得成功， 四台印
刷机当即售出。

SCHIAVI公司的成功

1989年: FFG 1330 Superline为数控柔印开槽糊箱连动线 。后来大多数的连动
线都装备了该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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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基地

MEX生产 
基地的建立与发展 

鉴于普莱利（prilly）的场地过于拥挤，  
博斯特集团于1970年在距离洛桑7公里
的小镇Mex购买了一块300 000平方米的
土地。

1977年第一栋楼G1落成。至1978
年，F1-F4的制造厂房也陆续建成，共占
地11 510平方米。这为博斯特在洛桑的两
处生产基地的优化、整合乃至最终迁移提
供了基础。

1991年，一个崭新的、占地面积7 626平
方米的4层行政大楼F5开始投入使用。

在扩建过程中，集团对不同生产装配线，
从部件组装到整机组装，直至发运都进
行了规划重组。

博斯特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寻找
新的生产基地，并在Mex购买了一
块土地， 逐步建起了满足其发展的
第二个生产基地。

世界性领
导地位 

1992年: 一家德国大型出版商购
买了22套转轮印刷机颜色套准系统，
确立了博斯特套准在该领域的全球领
导地位。

博斯特套准系统

博斯特于德国设址 

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梅尔布施
（Meerbusch）设立博斯特梅而布施公
司 （Bobst Meerbusch GmbH）。

博斯特集团百年庆 

举办“人与技术1890 -1990”  
纪念活动。

非洲子公司 

在突尼斯市（tunisia）设立博斯特非
洲&中东有限责任公司 （Bobst Africa 
& Middle East Ltd）

博斯特 CUBE 

人机界面

用于控制机器的电子控制单元。

企业收购 

Asitrade AG如今是博斯特格伦
兴（Grenchen），从事微细瓦楞
裱贴机的制造。

DRO 1624 

圆压圆模切机

圆压圆模切提高了生产率。

1991

亚洲和中欧 

在八打灵在也市（petaling Jaya）设立
博斯特马来西亚公司（Bobst Malaysia 
sdn. Bhd.）；设立博斯特台湾公
司。1993年，博斯特中欧s.r.o公司
(Bobst Central Europe)在捷克共和国
布而诺（Brno）设立。

1990 1993 19941992

1994
卡西欧推出第一台零

售数码相机。

1992 
富士通推出第一款市

售等离子屏幕 。

14 年度特别专题



人机界面
1995年，博斯特集团向洛桑公用事业机构
（sIL）表达其自产电力的意愿。1991年以
来，电力价格上涨了35％，公司因此担心洛
桑两基地的竞争力。

在普莱利和Mex，公司计划安装使用锅炉
热量的高热量电耦合动力系统以降低电
耗。该项安装经4年的摊销预计可使公司所
用电力成本降低一半。 

因担心集团作为主要电力消费者付诸实行
上述计划，洛桑市政府决定向工业用户推
出一项优惠性的收费价格政策。它于1996
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

1992年: CUBE（博斯特电子控制单元）。数码控制单元控制机器上的多个功
能。其屏幕简化了操作者的工作。

创新竞争力

1999
1996

新的开拓 

博斯特印度公司和博斯特印度尼西 
亚公司设立。1996年，博斯特泰国公 
司设立。 
 

SP 76 BM烫金机 

该机器简化了换单操作，其控制系统能
保证可靠和稳定的生产。

ALPINA糊盒机 

配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GYRoBoX旋
转系统，它可实现复杂折叠纸盒一次成
型 。

在美收购 

对位于田纳西州拉特利奇(Rutledge)的
瓦楞辊生产商Corrugating Roll 
Corporation (CRC)进行了收购。 
 

博斯特在俄罗斯和波兰 

博斯特CIs LLC公司在莫斯科 
（俄罗斯）设立。1999年，博斯特 
波兰公司（polska sp z o.o.）在罗
兹（Łódź）设立。

新的生产基地 

位于上海和伊塔蒂巴（巴西）的工厂运
行。它们分别于2001年被扩建。 
 

墨西哥公司 

在墨西哥市（墨西哥）设立博斯特北拉
美公司（Bobst Latinoamerica Norte 
sA de CV）。

1995 1997 1998

1998 
第一枚欧元硬币 
制作出炉。

1995
Gps全球定位 
系统开始运作。

降低电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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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 

在丹麦勒藻勒自治市（Rødovre）设 
立博斯特斯堪迪纳维亚公司（Bobst 
scandinavia Aps）；在英国雷迪奇 
市（Redditch)设立博斯特英国和爱尔 
兰公司(Bobst UK & Ireland Ltd)。

博斯特接手 

SCHIAVI公司

该公司在意大利皮亚琴察（piacenza）
和摩德纳（Modena）的两个基地完全加
入集团营运业务。

战略伙伴关系 

与位于德国魏黑拉梅尔（Weiherham-
mer）的世界领先瓦楞纸生产线制造商
BHs集团达成合作协议 。

破纪录发展速度 

Autoplaten® sprintera 106 pER平压
平模切机可每小时处理12 000张纸板。

印度生产基地 

在距离印度孟买西部160公里处的浦那
（pune）城建成工厂。

乌克兰办事处 

在乌克兰基辅设立代表处。

2001

扩大里昂基地并 

收购一企业

Martin购买在法国昂热（Angers） 
的Rapidex公司，扩大了里昂布龙
（Bron）。

进驻西班牙 

在巴塞罗那设立博斯特销售与服务西
班牙有限公司（Bobst Ventas y 
servicios España s.L.），即今日的博
斯特伊比利亚公司（Bobst Ibérica, 
s.L.）。

2000 20032002

2003
人类基因组的第一个完 

整序列完成。

2001 
苹果发布其数字 

音乐播放器ipod。

2002
瑞士成为联 
合国成员。

企业收购

2000年将意大利schiavi机械制造商纳入
集团后，博斯特继续其公司收购战略，以
加强其在软包装行业的影响力并扩大该项
业务。

2004年，公司向芬兰美卓（Metso）集团
收购了五家位于英国和意大利的公司。这
些公司专业从事软包装材料加工。而该业
务只占博斯特7％的销售额。这些制造商
制造柔印和凹印机、涂布机和复合机，对
schiavi所提供的产品作出了补充。

巩固和多样化

此等收购旨在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汇集足够
的竞争力，使软包装加工设备在集团内部
得以强劲发展。通过本项预计花费 
7500万欧元的项目，集团拟在本领域实现
其营业额的20％ 。此外，集团试图通过这
种多样化的方式及加强其在度市场中的地
位以降低对经济周期的敏感度。 

开辟软包
装领域

 2004年，博斯特集团向芬兰美卓
（Metso）集团收购了五家公司，增
加了其在软包装行业的市场份额。

16 年度特别专题



2005年: 集成了涂布和复合解决方案的4003MP凹版印刷机可配置为多功能生产线。

2005

博斯特收购 

五家企业

向芬兰美卓（Metso）集团收购以下企
业：Atlas、 titan、 Midi、 General 
Vacuum Equipment 及 Rotomec。

可持续发展 

博斯特采用Iso 14001认证体系，将环
境标准纳入其管理体系。

博斯特意大利公 

司的设立

Rotomec spA、schiavi spA 和  
Bobst Italia spA合并成为位于意大利
皮亚琴察（plaisance）的"Bobst Italia 
spA"公司。

全球员工和商业行为规范 

博斯特集团推出了全球员工和商业行为
规范，其中两章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CL 850复合机 

随着本机器的问世并凭借它的高敏感
度张力控制系统，从轻型铝箔到塑料薄
膜和纸张等不同材料之间的结合成为
可能 。

胶贴装置 

 
AsItRADE GApRo：高规格胶贴膜和
高品质复合机。

SPERIA FOILMASTER 

102烫金机

博斯特发明了外置换膜技术。本项技术
更便于操作员的工作。

ROTOMEC RS 

4003MP

发布于2005年，凹版印刷机提供了一个
多功能生产线。

2004 2006 2007

2007 
空客A380首 

次商业飞行。

2004 
脸书（Facebook） 
正式推出。

2006 
任天堂（Nintendo） 

发布Wii游戏机

4003Mp凹版印刷机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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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FED :  

  战略性收购

收购位于德国比勒费尔德（Bielefeld） 
专业从事柔性印刷设备的Fischer & 
Krecke GmbH公司。

离线自动设置 

智能Gps™系统在装版阶段对 
印刷套准进行跟踪。 

盲文印刷 

为应对欧盟法规对药品包装使用盲文的
规定，博斯特开发了一个可靠的、准确和
快捷的ACCUBRAILLE盲文系统 。

FAG关闭 

位于瑞士阿旺什（Avenches）的图文印
刷设备供应公司（FAG）被解散。  
法国Rapidex公司加入Martin股份有限
公司。

博斯特集团新任首 

席执行官

让-帕斯卡尔•博斯特 
（Jean-pascal Bobst），代表 
家族第四代于2009年5月7日成 
为集团首席执行官 。

建立以设计研发为基础

的技术中心

每个生产基地将成为卓越技术中心。此
次以专业技术为划分依据的重组，有利
于不同产品线间的协同效应,优化研究、
开发和生产流程。

2008 2009

2009 
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奥巴马 

当选为美国总统。

2008 
北京举办夏 
季奥运会。

全球化挑战

2008年世界经济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金
融危机影响了博斯特集团的业务发展，逼
迫集团当年春季即 进行组织架构重组和
裁员。

公司新文化 

2009年春季被任命为集团首席执行官后，
让 - 帕斯卡尔•博斯特（Jean-pascal Bobst）
当年8月份即推出“集团转型计划”。围绕四
个战略性支柱即：高效的组织结构、卓越

运营、以人为本和长期稳定的发展，本项
计划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公司的工作方
式。位于瑞士阿旺什（Avenches）的FAG
公司被关闭。法国公司Rapidex并入位于里
昂的Martin股份有限公司。最后，titan和
Atlas品牌在英国均被出让。

博斯特集团重组为三大业务部门——单
张纸事业部（BU sheet-fed）、卷材纸事
业部（BU Web-fed）和服务事业部（BU 
services）——优化了生产工艺，采用精益
生产方式，并决定将洛桑两个工厂集中于
Mex一地 。 从2010年起，上述努力结果明
显：营业额同比增长21％。较2009年，集团

盈利能力显著提高。
公司2011年再次经历危机。为此，公司反
应迅速并加快其转型计划的实施。
 
可持续盈利

比预期提早一年，博斯特2014年取得很好
的成绩。该结果反映其业务的可持续盈利
能力，并证明集团有能力成功应对全球经
济波动所带来的挑战。

博斯特集 
团的转型

 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博
斯特集团推出前所未有的转型和大
幅度削减成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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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管理 

Mex基地采用精益生产方式。 
 

高品质镀膜 

博斯特鹰眼检测系统可检测、量化、分
类各种瑕疵，最小可检测到0.1毫米的瑕
疵孔眼。

博斯特设立三大事 

业部门

单张纸事业部（BU Sheet-fed）：模
切、糊盒、柔印&平压平模切、柔印&圆
压圆模切、烫金和胶印裱贴。

卷材事业部（BU Web-fed）：凹印、凹
印&印后加工、纸盒卷筒纸印后加工 、
涂布、软包装复合、中心滚筒柔印、涂布
和真空镀膜。

服务事业部（BU Services）：基本服
务、维护解决方案、Boost my BoBst
及专业技术解决方案。

ETERNA和  

BRAUSSE品牌

收购上海旭恒精工制造有限公司的控股
公司“中国香港Gordon 公司” 65% 的股
权以及Eterna和 Brausse品牌。

博斯特ACCUCHECK质

量检测系统

第一个内置零缺陷质量控制系统的全自
动糊盒机。

科技创新 

MAstERFoIL 106 pR是第一台采用 
凸轮开牙技术和power Register套准技
术的烫金机 。 MAstERFLUtE 
AsItRADE是一台高性能胶印裱贴机。 
MAstERFLEX –HD确立了高端柔性印
刷机新标准。Alox氧化铝镀膜工艺使包
装具有良好的透明阻隔性能。

2010 2011

2011 
世界总人口 

达70亿。

2010 
足球世界杯在 
南非举行。

一个集团，  
一个品牌
当博斯特集团2009年开始转型时，公司品牌重塑当即被认为
是一种有效的能够驱动变革的沟通途径。这不仅仅是图形上
的改变，而是反映了公司塑造一个强大的品牌、在市场上处于
领先地位的愿望。

2012年，在杜塞尔多夫的德鲁巴展览会上，博斯特得以借此评
估其品牌重塑效果是否达到去年预期的目标。尽管展场比以
往较小，品牌却获得很大的知名度。品牌的统一促进了三个事
业部之间的协同作用即：在统一的品牌下，不同产品和服务可
以合并报价并销售，而不会引起客户混淆。

品牌重塑体现了品牌在博斯特的业务部署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

新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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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巴（DRUPA）  

创记录销售

集团获得数千份意向订单。超过40％ 
的营业额来自新客户。  
 

圆压圆模切机 

凭借轮转加工技术，LEMANIC RDC 
82 D年生产量超过12亿盒。

EXPERTCUT 和  

F&K 20SIX CI 

Autoplaten®平压平模切机和柔印机：
优化生产率、品质和经济性。 

MEX 自产 50%  

的电力

2012和2014年间， Mex工厂安装了 
4250块太阳能光伏电池板。与工厂余
热发电锅炉相辅，可自产其总用电量
的50％。

MEX 工厂落成 

继普莱利基地历史性搬迁至Mex并完成
生产整合后，博斯特Mex股份有限公司
新址落成。 
 

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 

 
sp 92 FCH烫金机集高科技和有价格
竞争力为一体。

用于瓦楞纸板的

GyROBOX 

凭借旋转技术，可在一次走纸方向上实
现纸箱的旋转。

快速和强大的连动线 

FFG 8.20 EXpERt连动线可以最小 
的成本每小时生产出 22 000个美式包
装盒。

2012 2013

2013 
面向大众式3D打印机成为洛杉矶

电子消费展上的明星产品。

2012 
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实现世界最高 
38 969.40米的跳伞纪录。

TEAM项目完成

博斯特合并洛 
桑两处工厂

2008年，博斯特开始研究集洛桑两个
生产基地于Mex一地的tEAM（tous 
Ensemble A Mex）项目。2010年3月, 董事
会同意投资1.6亿瑞士法郎用于该项目。项
目预计在Mex建设一个生产基地、一座包
含技术展示中心的集团大楼，和配有儿童
娱乐设施的员工餐厅。

2011年8月，具有历史意义的普莱利场所
基地开始迁移。它成为瑞士最大的工业搬
迁之一：60车次卡车运送、重量在100公斤
到94吨间的280台生产机器的搬运和 900
名员工落户Mex。钥匙交给普莱利新业主
即“sICpA”公司后，tEAM项目于2013年4
月16正式完成。“sICpA”公司是全球领先
的纸币和有价证券防伪油墨供应商。

 博斯特投资1.6亿瑞士法郎发展
Mex生产基地。该基地历经3年后 
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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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型 

8种新机型扩大了市场规模： 
NoVACUt 106 ER 、 
sp 92 FCH 、sp 106 FCH 、 
LILA II 、FFG 8.20 DIsCoVERY、 
NoVAFLUtE 、EXpERtFoLD 
145/165 和Rs 5002/Rs 3.0。

世界首创： 

数码印刷机

两个数码印刷机原型机根据实际生产
条件在客户所在地进行了测试。

服务事业部转型 

七大举措提供优质服务和发展客户 
忠诚度。

收购基杜（NUOVA 

GIDUE）公司

被重新命名为博斯特佛罗伦萨公司并隶
属于卷材事业部（BU Web-fed），该实
体专业于柔印及窄幅多工艺组合印刷线
和短版标签和软包装制造。

集团的成功 

2008年推出的“集团转型计划”完成。改
革的实施使公司业务得以成长并确保了
可持续盈利能力。

2014 2015

2015
米兰世博 
会举办。

2014 
纽约新世贸 
中心建成。

为寻求一种高效的工业规模所需的数字印刷工艺，博斯特于2009 
与美国影像技术领导者柯达成为合作伙伴。在2012年的德鲁巴展
览会上，集团宣布其将首先开发创新性瓦楞纸板数码印刷机，其次
会开发卡纸和软包装材料数码印刷机。和柔性印刷工艺相比，它的
stream喷墨系统提供了卓越的显色及印刷分辨率功能。它采用诸
多行业都必须使用的水基油墨包装。不但节省了原料，数字印刷每
分钟可达到独立印刷200米的超常规速度。2015年，瓦楞纸制造商
欧洲联盟（Fefco）向公司GENEVA 数字印刷机授予金奖。凭借这
项技术，博斯特开启包装行业未来的大门。

数码印刷

数码革命 
 博斯特开发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瓦楞纸板数字印刷

机。该技术提供创新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无与伦比的印
刷质量。

2014年: GENEVA喷墨系统印刷机数字化印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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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特集团历届董事局主席

1918–1935  Joseph Bobst 
1935–1940  Georges Mercier
1940–1959  Auguste Brandenburg
1959–1975  Henri Bobst
1975–1981  Pierre Payot
1982–1997  Bruno de Kalbermatten
1998–2004  Marc C. Cappis
2005–2012  Charles Gebhard
2013–  Alain Guttmann 

集团历届总经理和首席执行官

1890–1935  Joseph Bobst
1935–1964  Henri Bobst
1964–1985  Jacques Bobst
1964–1989  Bruno de Kalbermatten
1989–1995  Pierre Baroffio
1995–2009  Andreas Koopmann
2009– Jean-Pascal Bobst 

博斯特全球化125年 

“博斯特· —全球化的大家庭”。2016
年3月23日，集团员工将共同庆祝博斯
特125周年。在24小时内，一连串庆祝
活动将在世界范围内集团各基地举行 
。庆祝活动将开始于日本并结束于墨
西哥。

数项创新成果及2016年

度展览会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2016年德鲁巴展
览会和K2016展览会上，博斯特将推
出8种新产品。

全球化的新拓展 

创建博斯特伊斯坦布尔公司。博斯特
尼日利亚公司开业，业务涵盖非洲中
部、东部和西部。博斯特常州有限公司
（BCL）代表卷材事业部 
（BU Web-fed）在中国投产。

正在进行中 

的数字革命

125年的技术先锋，博斯特现在正处于
数字化创新的最前沿。集团将为实现工
业生产中个性化的包装生产开发多工
艺技术解决方案。

集团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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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为下一代助力

2015年，全球52％的包装产品销售额是由
博斯特设备创造的。瑞士博斯特公司活跃
在瓦楞纸板、折叠纸盒和软包装材料三大
领域，集团现拥有4 800名员工，在三大洲
拥有生产基地。遍布五十多个国家的销售
和服务网络确保了集团与客户的密切联
系，确保满足客户的需求。

植根于公司基因，创新为公司核心策略。公
司现拥有1 350项专利权。博斯特将其大部
分资源使用于开发技术和完善服务。

125年的历史提醒我们，没有充满激情的员
工，我们无法获得今天的成功。我们的创新
能力、为客户提供服务和创造共同价值的
能力为下一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25年丰富的经验和创新使博斯
特成为包装行业领先的设备和服务
供应商。

2016

年度特别专题

“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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