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客户
最宝贵的资产
海虹老人中国简介



海虹老人以保护客户的宝贵资产为己任。

我们的宗旨是通过可持续的涂料解决方案打造
更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宏伟目
标，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领军者，是海虹老人到2025
年实现收益翻番至关重要的元素。我们将借此
扩大规模与影响力，同时减少自己的环境足迹
并为社会创造更大效益。 
 
我们誓要不断挑战自我、与日俱进，以此赢得客
户的信任。这便是我们将“立信于行”置于公司
名称后的初衷。    

我们永不停滞，团结一致，
承诺为客户提供值得信赖
的涂料解决方案。

*封面照片：正在振华重工长兴岛重型装备制造
生产基地建造的港口岸桥设备，由海虹老人提
供专业的长效防腐涂料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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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我们在全球各地设有30家生产
厂，能为客户提供灵活便捷的送
货服务。          

750
每分钟大约有750升海虹老人 
涂料产品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进
行涂刷。       

20
大约每20分钟就有一辆装有 
海虹老人涂料产品的货车驶 
离我们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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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虹老人为多种不同行业的企业供
应产品。我们拥有广泛的专业知识
与技术，但我们的目标始终如一，
那就是为客户提供久经考验的涂料
产品与解决方案，为客户带来真正
的价值。为此，我们不断加大研发
投入，以确保我们开发的技术不仅
能够促进客户的业务增长，还能够
帮助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为客户的资产增值

技术服务 
与培训

船舶漆

装饰漆

防护漆

游艇漆

集装箱漆工业漆

• 海虹老人集团于1915年在丹麦成立
• 20世纪5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北亚区总部位于上海 

• 全球拥有30个生产厂，14个研发中心
• 在中国境内拥有3个生产厂，2个研发中心
• 在中国主要城市设立多个办事处和11个存货点
• 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6500位员工，在北亚区超过1000名员工
• 在中国拥有近300名技术服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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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海虹老人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涂料企业之一。 
2020年12月8日，海虹老人将管理型总部变更升级
为投资型总部——海虹老人北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型总部意味着海虹老人的经营范围全面扩大，
这一设置有助于海虹老人全球战略的发展。通过投
资型总部公司，海虹老人将加大我们在全球供应
链、市场开拓和研发方面的资源配置，有利于我们
在技术创新、客户服务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最终为
我们的客户带来真正的价值。                  

集装箱
保护集装箱不受恶劣环境和野
蛮装卸损伤，延长保养间隔期。

能源设施
专为风电设施、常规发电厂、可
再生能源发电设施及核电站；上
游各类大型的海上石油工程设
备和油气下游产业的各类设施
提供高品质重防腐涂料产品。

基础设施
产品广泛应用于全球无数的基
础设施项目，包括建筑钢结构、
桥梁、港口机械、工程机械、综
合工业和道路设施等。                 

船舶
无论是新造船或是船舶维修，无
论是海上保养或是入坞维修，我
们的涂料解决方案能让船舶更
长久地保持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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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



24

海上运输航线是全球经济命
脉，但对于航行其中的船舶
来说，海洋环境也极具挑战
性。我们的涂料可帮助船舶
抵御自然力量的侵蚀，同时
还能够提高船舶的燃油效率
和环保性能。               

船舶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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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漆



25

1917
我们于1917年推出了首款有助
于节省燃料的船体防污漆。如今
的我们仍然是全球防污漆领域
的佼佼者。       

8%
我们专为船体开发的涂料最高能
够将船舶的燃料消耗量与二氧化
碳排放量降低8%，从而极大提
升船舶的效率与环保性能。 

7,000
过去20年里，我们已售出了
7000多万升纤维增强型防护 
涂料。                   

•  水下船体漆
      •  主动防御型防污漆
      •  自抛光防污漆
      •  不沾污涂料
      •  防腐底漆
•  压载舱漆
•  货舱漆
•  油舱漆
•  化学品舱漆
•  甲板、船舷及船艛漆
•  饮用水舱漆
•  船上保养漆

水线以上有着腐蚀性的海洋性空气、货物装卸时造成的磨损，这
些都快速侵蚀着船舶不受保护的金属表面。水线以下，则有附着
在船体上的海洋生物，对船舶动力造成严重影响，导致燃料费用
与污染物排放量急剧上升。

百余年来，我们一直在帮助客户战胜这些挑战，不断突破涂料的
性能极限，以期提供日益增强的保护并不断提高船队的效率。从
压载水舱到住舱，如今的我们几乎能够为船舶所有区域提供久
经考验且技术先进的涂料产品。

无论是新造船或是船舶维修，无论是海上保养或是入坞维修，我
们的涂料解决方案能让船舶更长久地保持良好状态。

船舶漆主要产品系列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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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海的风力发电场到穿越
沙漠的管道，全球的工业设
施均处于地球上最恶劣的环
境。海虹老人的防腐涂料在
全球范围内保护有价值的工
业资产，以帮助我们的世界
保持运转。                  

工业防护漆
- 能源市场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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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在中国已有超过2万个塔筒由我们提
供防腐涂料保护。从早期中国开始发
展风电产业时起，海虹老人已与中国
的制造商和全球化公司密切合作开
发一系列适用于本地的涂料系统， 
以满足高标准的防腐需求。         

3
海虹老人的先锋盾活化锌底漆
使用屏障效应、抑制效应和原电
池效应三效合一的防护方式，其
性能相较于传统富锌底漆显著
提高。        

您知道吗...?
海虹老人的气体管道内壁涂料
能降低气体与管道的摩擦系数，
提高传输效率，有助于减少管道
运营商的投资和运营成本。

能源市场主要业务：
• 风电设施
• 常规发电厂
• 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
• 核电站
• 海洋油气设施
• 陆上油气设施
• 矿业和金属加工

海虹老人的业务遍布全球，产品种类齐全。无论是油气设施
上下游产业链，还是严格控制的核电行业和新型的风电行
业，海虹老人久经考验的耐高温防腐涂料、储罐内衬涂料和
先进的海上风电防腐体系等一系列值得信赖的解决方案均
致力于保护您的资产。   

海虹老人与您一起关注总经营成本，确保您从尽可能长效的
服务寿命、减少或无需维护中获益，因此，我们可最大限度
为您提供增加投资收益，降低维护成本的长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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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瞬息万变。人口不断在
增长，技术更加先进，然而
对资源的需求却从未间断。
我们需要更加智能化的基
础设施，为城市发展提供动
力，在连接人们和生产所需
的商品之间，涂料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                        

180+
在中国，已有超过180座大型
钢结构桥梁由海虹老人提供涂
料防护。其中包括5座名列全球
前十的斜拉桥，4座名列全球前
十的悬索桥。     

2.5
海虹老人的防火涂料能使钢结
构维持高达2.5个小时的承载
能力，为人们的撤离争取宝贵
的时间。       

您知道吗...?
海虹老人是中国交通行业标准

《JT/T722–2008 公路桥梁钢
结构防腐涂装技术条件》 主编
单位之一。       

工业防护漆
- 基础设施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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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桥梁到隧道，从体育场馆到摩天大楼，海虹老人的涂料业
经证实能保护处于恶劣条件的基础设施。但是我们提供的
不仅仅是防护，在每个项目中，我们与客户紧密合作，定制
提升安全性和延长维修间隔的专业涂料解决方案。

海虹老人在基础设施防护市场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提供
包含提高生产效率的快干涂料系统和在行业内树立新标准
的环境友好型涂料。我们所有的产品旨在简化涂装，减少
维护，延长使用寿命。我们在涂料技术上不断开拓创新，寻
找更先进的解决方案。

基础设施主要业务：
• 建筑钢结构

• 桥梁

• 港口机械

• 工程机械

• 综合工业

• 道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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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五个货物集装箱中，
就有一个是在海虹老人涂料
的保护下而免于内外部受到
腐蚀侵害。       

集装箱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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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我们于2010年率先推出完整 
的EcoBoxcoat水性集装箱涂料
系统，为行业提供环境友好型 
解决方案。        

2,000
在中国，我们已经为2000多万个
标准箱提供高品质涂料防护。

20%
全球约有20%的新造集装箱 
涂装的是海虹老人高品质涂 
料产品。         

海运是目前为止最节能、最节省成本的货物运输方式。大
到汽车、起重设备，小到香蕉、豆类。每天都有数百万吨商
品从制造工厂和农田被装于集装箱中，运输至我们本地的
市场与商店。这些集装箱都需要受到保护，才能够免于因恶
劣天气、粗暴处理以及具有潜在破坏性的货物而造成的损
害。                                                

作为全球知名的集装箱漆供应商之一，我们为各种类型的
新造集装箱和集装箱维修与保养提供涂料。我们所有的涂

料方案都能够延长集装箱的使用寿命、降低维护成本并提
升涂装效率。我们还亲自造访客户的生产线，以帮助他们简
化涂装流程并降低成本。                

集装箱的生产方式在日益改良。因此，我们也与客户共同合
作，不断开发出全新的涂料解决方案，以满足不断变化的行
业需求。为此，我们开发出了全球首款水性三道集装箱涂层
系统，帮助集装箱制造商保护产品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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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防护
背后的故事

海虹老人集团的服务宗旨是： 
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得到高质
量、值得信赖、准确的技术支持
和服务，并最终令您在涂料上的
投资带来更大的回报。           

300
在中国拥有近300名富有经验的
技术服务代表，其中很多都通过了
FROSIO/NACE认证，为客户提供现场
技术服务与支持。    

50%
若重型设备和预制钢结构制造商转
为使用海虹老人的快干型两道防护
涂层系统，最高可将自身生产速度
提升50%。     

20
在涂装与保养得当的情况下，我们
大多数防护漆产品均能够提供20年
甚至更久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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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要成功，不仅需要先
进的技术，企业还需要有拥有具备正确技
能、知识、经验和态度的人员，才能将技术
转化为增值型方案。我们正是在这一方面真
正体现出了差异化。我们拥有高素质的技术
服务顾问人员，与全球的客户紧密合作，确
保以尽可能高效的方式涂装，同时确保涂料
发挥出我们所承诺的性能。             

有90%以上的涂料过早失效都是由于表面处
理有缺陷、涂装方式不当或两者共存的原因
而造成的。因此，我们会在整个涂装过程中

为客户提供建议与支持。从表面处理，直至
最终的固化与修补，我们都会帮助客户确保
所有涂层均正确涂装。这样，客户的设施就
能够在最长的时间内受到最强的保护。                  

   

由于涂料施工可能成为大量项目执行过程中
一个严重的瓶颈问题，因此，我们也会帮助
客户简化其生产线上或现场的涂装流程。我
们会对整个流程进行分析，帮助客户缩短涂
装时间、干燥时间并减少废弃物，从而提高
生产速度并降低成本。          

   

我们的服务包括：

• 标准服务

• 优质服务

• 涂装管理/项目管理服务

• 生产线调研服务

• 水下船体检测

• 表面状况检查

• 技术培训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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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末期，全国各地陆续实施新的VOCs治
理目标。        

• 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的广泛共识。巴
黎协定目前已经有190个缔约方批准，巴黎协
定设定了温升不超过2度，并争取低于1.5度的
长期目标，实际上它也规定了碳达峰和碳中
和的路径，也就是尽快实现全球排放达峰，在
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和
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

• 2021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扎实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
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 “十四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就是
推动绿色发展，其中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
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
别降低13.5%、18%。

控制VOCs排放，实现绿色发展
为中国蓝天保卫战、碳中和、碳达峰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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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虹老人，我们的宗旨是以可持续发展的涂料
解决方案塑造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提供值得信赖、
绿色环保的涂料解决方案，用专业的技术、丰富的
经验和快速的响应，长久防护您的资产。

海虹老人相信产品质量和环境维护均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
海虹老人众多的全球化业务单元中，我们致力于帮助客户采
用更能保护资产价值且尽可能减少对环境影响的涂料及涂
装工程一体化解决方案，为地球循环经济出力。

近期海虹老人集团推出全新可持续发展纲领 Futureproof，旨
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帮助我们的客户实现绿色
涂装和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

针对这一目标，海虹老人在中国市场推出爱涂装绿色集成服
务。该集成方案包括绿色产品、绿色技术服务、绿色包装和绿
色讲堂四大模块，为客户提供绿色涂装的全面解决方案，帮
助我们的客户达成绿色涂装，从而实现客户价值和社会价值
的最大化。

爱涂装®绿色集成服务

助力实现绿色涂装

绿色包装

绿色讲堂

绿色技术服务

绿色产品

绿色集成服务
爱涂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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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海虹老人每名员工在公司任职
期间都在同时帮助40名以上需
要帮助的儿童接受教育。

280,000+
海虹老人基金会帮助28万余名
贫困儿童接受更好的教育，让他
们有机会为自己、家人以及社
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2000
海虹老人基金会自2000年
以来就一直与丹麦科技大学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 )
合作，创建了一个国际化的研究
环境，以培养高技术水平的工程
师与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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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创始人J.C.Hempel认为，企业
对其员工、环境以及社会负有责任。
过去的百年间，他所创办的这家企业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的
指导原则仍然是海虹老人一切工作的
核心。                     

1915年，调和漆还基本是一种闻所未闻的产品，而当时的
J.C.Hempel已开始向在哥本哈根及周边地区从事贸易的船舶
出售这种涂料。万事开头难，那时J.C.Hempel亲自为第一笔
订单送货。他骑着自行车在城里穿行，油漆桶就挂在车把手
上。而后来，他所创立的公司已成长为全球最知名的涂料供
应商之一。                    

独资所有人

为了让海虹老人集团不断前行的业务拥有坚实的经济基
础，J.C.Hempel于1948年创办了海虹老人基金会。他将自己全
部股份都转让给了这个基金会，实际上就是将公司的所有权
交到了员工的手里。直至今天，海虹老人基金会仍然是海虹
老人集团的独资所有人。      

海虹老人基金会作为一个商业性基金会，其首要目标就是为
海虹老人集团提供并维持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基金会的
第二个目标则具有社会意义与慈善意义，那就是为全球各项
文化、社会、人文、科学与艺术事业提供支持，特别关注贫困
儿童的教育问题，并着力研发在环境方面具有可持续性的涂
料方案。                                                                                           

为需要帮助的儿童提供教育

提供优质教育，是联合国于2015年构想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之一。海虹老人基金会与其他各方一道，让这一目标成为现
实。基金会已帮助28万余名贫困儿童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让
他们能够为自己和家人创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意味着
海虹老人每名员工在公司任职期间都在同时帮助40名以上
需要帮助的儿童接受教育。                 

研究出具有环境可持续性的涂料方案

世界需要可持续的新科技。海虹老人基金会长期与丹麦科技
大学合作，帮助推动涂料行业内的环境可持续性技术研究，
并提升人们对涂料行业内环境可持续性技术的认识。  

一个革命性理念

创始人J.C. Hempel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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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领先的值得信赖的涂料供应商，海虹老人是一
家拥有坚定价值观的全球化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设
有多个工厂、研发中心和存货点，为装饰漆、船舶漆、
基础设施和能源市场提供值得信赖的涂料解决方案。

放眼全球，海虹老人的涂料保护和美化各个国家和
地区的建筑物、基础设施和其他资产，助力降低维护
成本，提升美观度并提高能源效率，在我们客户的业
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海虹老人，我们的宗旨是以可持续发展的涂料解
决方案塑造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坚信，只有将可持续
发展放在核心位置，我们的企业才能取得成功。这一
正确的方向将加强我们的竞争地位，使我们自身更
具弹性，并降低我们的风险。

海虹老人集团于 1915 年在丹麦哥本哈根成立。海
虹老人基金会负责监管海虹老人集团日常运营，同
时支持世界各地文化、人道主义及科学事业。

北亚区总部：
海虹老人北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平家桥路100弄6号
晶耀商务广场7幢10层1005-1008室

全国统一总机：400-960-3380
电邮：china@hempel.com
微信：HempelChina

 CN: 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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