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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第 一 部 分

福田雷沃重工

企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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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公司概况 成立于1998年,目前已发展成为以工程机械、农业装备、车
辆、发动机、核心零部件为主体业务的大型产业装备制造企
业;

连续多年获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认定企业技
术中心”、中国企业500强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等荣誉
。公司主导产品被认定为“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
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

旗下产品雷沃谷神联合收割机销量连续11年居行业首位，
市场占有率达70%；

雷沃大中型拖拉机连续7年市场占有率行业领先；

福田五星三轮摩托车连续7年销量、市场占有率行业第一；

以雷沃装载机、挖掘机、旋挖钻机为代表的工程机械业务成
为行业内成长最快的品牌之一;

现有员工1.5万人，总资产105亿元。在山东（潍坊、青岛、
临沂）、天津、新疆、黑龙江等多个省市拥有整车和零部件
生产基地。

福田雷沃重工是中国最大的
农业装备制造企业、成长最
快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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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突破：
• 1998年，公司集
中资源，选择并进
入收获机械业务；
• 2000年，拓展进
入大中拖业务。

两次跨越：
• 由单一产业到多
业务运营；
• 由国内市场到国
际市场。

两步走：
• 2011---2015
年，现有业务调整
结构，做精做强，
做好储备；
• 2015---2020
年，成长为世界行
走机械装备领导者。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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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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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雷沃重工历年销售收入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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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万台 1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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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4.3%
同比增长12.3%

142亿元67.8万台

公司成立14年来

2010年，实现销售整车67.8万台，销售
收入142亿元。
2011年，实现整车销售70.7万台；销售
收入 1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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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8日，由世界品牌实验室(WBL)发布的2012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
牌》出炉，“雷沃”品牌评估价值攀升至177.36亿元，位列中国500最具价
值品牌排行榜第64位。

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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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行业服务模式持续升级

连续七年与农业部签约三夏跨区作业信息服务 福田雷沃重工信息服务中心

福田雷沃重工成立14年来，先后推出了差异化服务、规模化服务、亲情化服务、
信息化服务、品牌化服务，引领行业服务模式实现了五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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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怀

2005年4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福田雷沃重工。

2005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视察福田雷沃重工

2006年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视察福田雷沃重工

2006年11月23日，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视察福田雷沃重工

2005年5月16日，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王乐泉视察福田雷沃重工

2005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视察福田雷沃重工

200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视察福田雷沃重工

2007年6月6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视察福田雷沃重工

2008年10月26日，国家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视察福田雷沃重工

2010年1月7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视察福田雷沃重工

2011年4月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视察福田雷沃重工

201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到公司视察

福田雷沃重工的发展得到了党和国家
领导人及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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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第 二 部 分

福田雷沃重工

现代制造服务业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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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福田雷沃重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服务业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们对现代制造服务业进行了全面的

应用，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配件维修等售后服务方面，将制造服务业进行纵

向延伸、横向拓展，为供应商提供零部件业务的信息化服务、为经销商提供

销售及服务的信息化支持、为用户提供金融服务、物联网服务等现代制造服

务内容，将制造服务业务深入到了企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销售及服
务信息化

信息中心服务

金融服务

供应商服
务支持

物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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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制造服务业——供应商服务

福田雷沃重工具有全球化的供应商体系，与之匹配的是福田雷沃重工

SRM系统服务。通过系统的应用，为供应商提供了库存查询、送验单网络打

印等现代制造服务内容，目前已有1951家供应商应用福田雷沃重工统一的

SRM系统，实现企业供应链各环节的协同，实现主机厂向供应链各环节的延

伸及覆盖，起到现代制造服务的拓展及示范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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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雷沃重工2005年开始涉足金融业务领域，为客户、代理商提供各种

金融服务。通过多年的力量积聚、创新升级，2011年以10亿元注册资本，注

册成立了汇银担保公司和汇银融资租赁公司，搭建了全新的金融业务平台，为

实体业务的发展和企业由“高端制造”向高端制造+“生产性服务型”转变提

供了金融服务支持。2011年福田雷沃重工金融业务金额达34亿元，业务渗透

率占实体业务的71%。

现代制造服务业——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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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雷沃国际重工信息中心（简称信息中心）自2003年4月投入使用，至今

已连续进行四次较大规模的升级，累计投资7000余万元，目前已形成拥有102个

全时坐席（其中专家坐席18个），具备日处理电话50000个、日发布信息500余

万条业务能力，处于行业领先位置的大型专业客户服务中心。

现代制造服务业——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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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制造服务业方面的不断探索，福田雷沃重工用5年时间建立起了以信息中

心系统、GPS智能信息系统、配件服务系统为主，集成了整车销售、融资租赁等系统

的物联服务平台，利用信息化技术，通过电话、短信平台、3G网络、手机平台、

GPS、电子邮件、电子传真等多种现代化信息服务手段，建立一套从用户报单、派工

维修、服务过程监控、完工回访到售后索赔为一体的售后服务体系，建立了企业与客

户全时、无缝联通的信息传递枢纽，为福田雷沃重工快速、精准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现代制造服务业——物联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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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自
助服务

现场维
护服务

配件维
修服务

信息中心通过GPS查找

最近服务车并下发调度

指令前往现场维护。

信息中心接到故障
报告后，通过配件
管理系统及GPS系
统查找最近的服务
网点，调度服务车
获取配件后到现场
进行故障排除。

GPS终端发送故障描述

到监控平台，平台自动

匹配故障现象并调用解

决方案数据库，将解决

方案发送到终端。

福田雷沃重工现代制造服务创新应用

福田雷沃重工在现代制造服务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结合GPS系统及信息
中心，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初步实现三种物联服务模式的创新应用。

现代制造服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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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第一

福田雷沃重工现代服务业开展过程中，始终将用户需求放在第一位， 在业务开展

前，对服务对象进行充分的调研，确保为用户提供精细、准确的服务，提高用户满意度

，推动企业制造服务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对福田雷沃重工现代制造服务的内容与目标进行统一规划，在不同的业务环节分步

实施信息化系统，各系统的实施过程中均充分考虑系统间的数据交互接口，各既可满足

相关价值链环节的业务需求又密切融合，最大程度降低了信息化成本，提高了企业信息

化的投入产出比。

标杆学习与资源整合

现代制造服务业推广过程中，在企业内部能力增长的同时，积极开展标杆研究及学

习，吸收先进技术并进行资源整合，加快现代制造服务业推动进程。

现代制造服务业开展过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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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目前累计受理用户来电1000多万个，发送作业指导信

息8000多万条，累计受益用户300多万家。

◆搭建了“以客户为中心”的售后服务管理体系 ，客户

服务满意度提高到98%以上 。

◆实现采购、物流、财务、质量等业务与1951家供应商

的协同；

◆累计实施2153家国内外经销商\服务站，实现营销、售

后业务与经销商\服务站的协同管理，覆盖率达到98%。

◆产品开发周期缩短30%，销售订单至发运周期由原来

的7天缩短到3天。

◆减少供应商与工厂的库存资金占用，库存降低13%～

25%，库存资金占用每年节约6000余万元，资金周转率

提高10%～20%；

现代制造服务业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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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第 三 部 分

福田雷沃重工

现代制造服务业中长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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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田雷沃装备产品智能化和制造过程智

能化为目标，完善服务体系，提升企业精准服

务能力；创建行业物联技术标准体系和服务标

准体系，形成示范效应，促进机械化和装备制

造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

工作思路

福田雷沃重工现代制造服务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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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福田雷沃重工现代制造服务业规划

福田雷沃重工现代制造服务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集专业呼叫处理、地理

位置定位、机械健康状况监测、远程服务调度、集群调度服务、服务过程监

控、作业及租赁信息发布、二手机性能评估、整车及配件网络交易、精准农

业解决方案提供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物联服务平台，同时深化对企业供应

商、经销商的服务支持，实现服务的精细化，将服务渗透到产品全生命周期

的多个环节中，以多种形式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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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行业现代制造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机

械装备制造企业的努力和专业机构的支持，在

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现代制造服务业必将成为

企业调结构、转型升级及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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