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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西部的友善精神

上海 广岛 阿波达卡 卡农斯堡 贝洛奥里藏特 克赖斯特彻奇 蒂斯河畔斯托克顿 SAVIGNEUX

首尔 东京 阿法乐特 里约热内卢伍斯特 谢菲尔德 伦敦 德罗亨博斯

孟买是本期《冶金杂志》机构介绍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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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度团结的地方
我在到达公司所在地后，很快就见到了普锐特冶金技术印度的
冶金服务主管Sharad Budhia。他确认了我对印度人的第一印
象：“愿意互相帮助是印度人根深蒂固的习惯，”他说。“观
察一下季风季节的孟买人会很有意思。有时候，雨下得太大会
使交通陷于停顿，你可能会被困住好几个小时。如果遇到这种
情况，当地人就会开始给完全陌生的人送上茶。他们甚至会拿
出食物，完全是出于热心来帮助别人。你在印度到处都能受到
这 样 的 款 待 ， 在 孟 买 尤 其 如 此 。 这 是 个 很 特 别 的 地
方。”Budhia显然很高兴能够生活在孟买，他也为Turbhe制
造厂、它的能力以及它的员工感到高兴。

Turbhe制造主管Shyam Mishra也赞同他的看法。Mishra肯定
地说，该厂的设计和制造能力完全满足冶金服务的需要⸺不
仅是印度，而且是世界性的需要。“我尤其为我们的弯辊块、
平衡块、液压自动厚度控制(HAGC)油缸、切剪、Morgoil轴
瓦和各种导卫而自豪，”他一边介绍一边带我参观工厂。“制
造这些产品需要高超的技艺，还有对精度和质量的追求。这些
产品充分体现了我们制造厂的实力。”

普锐特冶金技术Turbhe机构位于孟买以东10英里处，是公司在印度的第二大设
施，共有175名员工在这里工作。这里不仅全方位开展制造业务，而且专门承担电
气自动化和长材轧制领域的设计工作。独特的家庭氛围造就了全厂的高效率，以及
同事间的友情和相互支持⸺Tom Widter博士在季风季节访问这里时就充分感受到
了这种氛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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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买
印度孟买的公司机构集设
计和制造能力于一身，重
点为冶金服务提供部件。

在我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孟买机场前一小时，天空突然变暗了，
可以说是漆黑一片。仅仅几分钟后，飞机就遇上了气流，颠簸
得就像瀑布中的一条鱼。大颗的雨点击打着舷窗，使飞机外面
的能见度降低到0。季风肆意发挥着威力，让人不禁胆战心
惊。我不知道驾驶员是怎样使飞机降落的，但着陆后机舱里响
起一片掌声。

当我走下飞机时，扑面而来的是在欧洲从未遇到过的潮气。潮
湿似乎已经侵入了一切，无论是孟买机场铺着漂亮地毯的地
面，移民局的文件，还是我在长途旅行后入住酒店的床单。我
在入睡前想着，明天早晨还要坐两个小时的出租车，才能到达
位于孟买以东10英里处的普锐特冶金技术Turbhe制造厂。我
将会看到印度的一些最极端的景象，包括贫民窟、在河里洗衣
服的人、勉强可以行驶的道路和更多没完没了的雨水。

但是，从踏上印度那一刻起，我也感受到了难以置信的美丽，
热情和友善，还有这个国家独有的味道。以前我从没见过，妇
女们穿着这样鲜艳、雅致而简洁的服装，陌生人在街道上互相
帮助，年轻人享受当下而不是担心不确定的将来。在我看来，
印度人好像在陶醉中生活，陶醉于这些奇妙的共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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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品
在制造厂里，Mishra和我在一大堆产品前停下了脚步，他告诉
我这些是水箱喷嘴。“我们每年制造大约5,000 – 6,000个喷
嘴，”他说。“很大一部分都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毫无
疑问，这些喷嘴的要求非常严格：我越仔细地检查它们，就越
能看出它们的质量无可挑剔。它们的精度是如此之高，我完全
看不出它们相互之间有任何差异。

我们继续在现场查看，Mishra叫住了一个工人。他叫Mahen-
dra Jambhle，刚刚在为一家波兰客户制造的水箱组件上完成
了几个冷却喷嘴的安装。他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感到满意，向我
们演示了他执行的操作步骤，并且指出这样能够保证产品的质
量和可靠性。我可以看出，他在工作时非常专注，不仅训练有
素，而且经验丰富。他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机器在什么时候该执
行什么操作。

我很快就意识到，Turbhe厂能够制造的产品种类极多。我们
从一个正在制造RE-150插入件的工人身边经过，这些产品看
上去结实耐用。厂里的产品实在太多，让人很难选择接下来应
该重点看些什么。随后，我们来到了制造厂小型产品加工区的
最后一站，Sanket Kolaskar正在这里用前不久安装的一台设
备制造喷嘴零件。“这台机器实际上在几个星期以前刚由我们
的首席执行官Satoru Iijima主持了启动仪式，”Kolaskar告诉
我说。在他说话的同时，我注意到机器上贴着一个专门设计的
标牌，上面印着Iijima的名字和照片。“我们都是同一家公

司，”制造主管Mishra指出。“我们很高兴向我们的首席执行
官展示我们的能力，我觉得他非常满意。”

大型产品加工区
制造厂分成了两个主要区域：我们刚刚走过的小型产品加工区
和现在正要进入的大型产品加工区。我们注意到了一件比我们
之前见过的任何产品都大得多的产品：弯辊块。“制造一个弯
辊块需要大约150个工时，”Mishra介绍说。“我们从一大块
方钢开始，对它进行‘雕刻’，直到变成弯辊块的形状。”我
想起了米开朗基罗的一句话，据说他在被问到他是如何创造出
他的精美雕塑时这样回答：“在我雕刻狮子时，我只是把看起
来不像狮子的部分全部凿掉，”Turbhe制造厂的员工可能具
有同样的想法，但目标更为明确。

Turbhe制造厂每年制造大约5,000 – 6,000个这
种水箱喷嘴，其中的大部分都发给海外客户。

制造主管Shyam Mishra和总经理助理Pramod 
Sathe，他们背后是工厂的生产计划。

这种弯辊块在一开始只是一大块金属，制造团队
将其“雕刻”成最终产品。

我们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
都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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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厂的规模和繁忙程度让我吃惊。我问Mishra，他现在手下
有多少工人。“光在制造车间里，我们现在就有66人，包括制
造工人和直接属于制造车间的办公人员，”他说。“另外，现
场还有22个承包商的人，7个负责供应链工作的人。”大多数
工人都轮岗工作，都能在几台不同机器上完成相应的工作。这
一措施既能加强团队精神，又能保证在有人偶尔缺席的情况下
轻松地稳定生产。

大型产品加工区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设备。HAGC油缸可以
在高压HAGC测试台上进行现场测试。Shyam Mishra指给我
看一台他的工人刚刚完成修复并刷成黄色的HAGC油缸。他们
对最后的结果非常满意，而且相信他们的客户也会同样满意。
然后，Mishra带我走进一个房间，这里安装着巴氏合金焊接设

备。由于现在正是季风季节，巴氏合金焊接工作被暂停。制造
厂内的一些齿轮上甚至盖着塑料布，以确保运转性能不会受到
潮气的影响。因为制造厂的业务种类很多，生产井井有条，这
样的安排毫无问题。

正是由于业务种类太多，我在参观期间并不能看到制造厂能够
生产的所有产品。比如，一件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产品⸺重
型1080切剪⸺最近刚刚运往巴西，我在拍照时已经不在现
场“展示”了。Turbhe制造的一些大型轴承座也是如此，它
们在不久前分别发往了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印尼和其他国
家。不过，我有幸看到了一个新制造的Morgoil轴瓦，这是一
种很受欢迎的产品，体积很大，加工精度极高。 

工厂的工人Mahendra Jambhle骄傲地展示他
制造的冷却喷嘴插入件，它们将安装在水箱组
件上。

这是该厂制造的ERG导卫。照片中的这些导卫
是为美国市场制造的。

最近完成修复的这台HAGC油缸让制造团队非
常骄傲。现场有一个测试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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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我对
身为印度人而骄傲 ...
普锐特冶金技术员工有很多共同的追求，比如为客户开发创新方案。但是，每处机构还都有
自己的特质。下面，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是什么使印度人如此特别。

我们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积极向上的精神，从小就学会了互相关心。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努力让客户满意的原因。”

Jayant Gujar， 
催货和质量控制总经理

Rajendra Kharade，
质量控制副总经理

“

因为全国有很多不同的语言和宗教，所以印度人都很宽容。我们也很
有同情心。我们有很多传统节日。”“

导卫制造是强项
在轧制线上引导轧件的导卫的制造是该厂的另一个强项。许多
客户都需要定制型导卫。制造工人和现场工程师通过密切合作
来满足客户的要求，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一些创意。制造团队总
是尽最大努力让客户满意。“就在前不久，一家钢铁公司迫切
需要新导卫，但对我们的方案能否适合于他们有些怀疑。为了
让他们信服，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直接在自己的设
备上检验新导卫方案。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个试验装置，效果非
常满意。这样，客户放心了，决定购买这种产品。”我问
Mishra，工厂通常有多少定制的工作。“根据情况，在特定
的时间内，我们的全部工作量中会有大约10 – 15%属于定制工
作，”他回答说。“这个比例将来很可能还会增加。”

在返回小型产品加工区的途中，我们经过了一大片进口(ERG)
导卫。工厂大量制造这些导卫，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出口到美

国 、 阿 根 廷 、 墨 西 哥 、 台 湾 、 捷 克 共 和 国 等 国 家 和 地
区。Mishra说，这些导卫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工厂还面向
国内和海外市场生产很多种十分复杂的导卫。

为什么安全至关重要
在结束制造车间之行时，Mishra和我在一面墙前停住了脚步。
墙上贴满了工人们画的画，有几十幅，工人们用来提醒自己重
视自身和其他同事的安全。有些画真的让人警醒，还有些则比
较轻松，有的甚至很有趣。我特别喜欢的一幅上写着“我行你
也行，安全大家行。”在这里说俏皮话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有点
不合时宜，但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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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ti Warang，
供应链管理部采购经理

Vaibhav Amrute，
立式加工中心操作工

Abhijit Deherkar，
普锐特冶金技术印度人力资源主管

我真的很爱听我们的国歌。我也喜欢那么多的地方性节日⸺比如马
哈拉施特拉的，古吉拉特的，还有旁遮普的。是它们让印度变得如此
独特。”

“

我们是多元合一，食物、地方性节日和语言都是如此。印度在经济上也
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其他应当提到的还有美丽的景色，以及几千年的悠
久历史。”

“

我为印度人的多样性感到自豪，大家来自不同的种姓，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宗教。”“

“您的家人需要您。为了自己，请注意安全。”另一幅工人的
画上这样写着。看着看着，我有了一个感觉：Turbhe机构的
整个团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像一个大家庭⸺不是血缘上的
家庭，而是后天选择的家庭。Mishra确认了我的感受：“绝对
是这样。这里就是一个家庭般的工厂，安全标准很高，保持得
非常好，厂里还有一个医疗设施。我们在这里互相照顾，也共
同关心我们的工厂。”

为数字化未来作好准备
Mishra和我回到了会议室，进行最后的讨论。我在想，怎样才
能让他更好地展望一下工厂的未来。我决定把数字化作为一个
关键词。工业4.0的趋势对制造厂有怎样的影响？“我们的所

有生产设备已经全部实现了自动化，”Mishra说。“除了这一
点，从更严格的数字化角度来说，我们正在思考，应当怎样作
出改变才能更好地在这方面支持钢铁行业。我们主要是从工厂
层面而不是产品层面来考虑这些改变。它们可能需要一些时
间，但最终会显著改善我们的生产运营。”

智能设备的应用是否会在钢铁行业⸺包括在他的工厂⸺造成
失业问题？他的回答是我听到过的对这个问题最聪明和最中肯
的回答。“我在这方面一点儿也不担心，”他说。“失业绝不
会因为技术进步而发生，而是因为缺乏训练。人们必须坚强，
并且想的长远一些。我们将会这样做。”他的回答让我相
信，Turbhe的员工将会勇敢地面对这一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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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印度
在Turbhe制造厂度过三天后，我的访问结束了。我对这里
有了很多的了解⸺不只是对公司机构，还有孟买这个地
方。我学会了不要把陌生人的善意当作欺骗(一个出租车司
机企图骗我，随后我不太放心让饭店员工帮我拿行李)；我
知道了素食的好处；我看到了我们中最贫穷的人怎样寻找快
乐⸺比如，年轻人在雨中跳舞，唱歌，享受目前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理智地接受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事
物。印度的文化里存在着不平等，短短一个星期的经历只能
让我看到表面。

在孟买机场等着凌晨3点的航班开始登机时，我想，不知道
印度在将来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印度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他们不仅十分友善和坦诚，还以我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
有见过的清澈眼光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他们对未来抱着顺
其自然的心态。无论一个人处在什么地位，是高还是低，他
们都知道自己在这个大千世界中的位置。我在Turbhe进行
的许多采访中发现，每个人都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着敏锐的
感觉，无论是技术方面，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

我登上飞机，在它腾空而起把季风抛在身后时，我决定在这
篇文章的结尾做一个预测：我愿意打赌，在现在这个还处于
初期的世纪结束时，最伟大的思想家、创新者和开拓者中会
有一些来自于印度。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潜力，我真切
地感受到了。我必须说，我深信这一点。我只希望，那些未
来的伟人能留在他们的祖国，让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她应
有的作用。

引领印度和其他地区的创新之路

哪一项发明最让您骄傲？
Suraj Arumughan：我在有需要时拿出新方案。对
导卫来说，并不是所有方面都是标准化的。所以，
我设计了很多定制型导卫，它们全都让我感到骄
傲。

您受过的训练对您开发独特的新方案起到了怎样的重
要作用？
Suraj：我做过很多实际工作，在工作中以一种非常
直接的方式学到了很多⸺怎样做行得通，怎样做行
不通。

新想法是您系统性工作的结果，还是您“灵光闪现”
的结果？
Suraj：当我遇到一个新问题是，总是停不下来思
考，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设想出不同的可能方
案，在付诸实施前先在脑子里反复分析。最终的目
标是找到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方案，因为这往往是最
让客户满意的方案。

您能描述一个您在工作中主要的灵感来源吗？
Suraj：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让我扩大
了眼界，尤其是加深了对钢铁业务的认识，对我获
得灵感产生了很大作用。举例来说，我和来自尼日
利亚、乌克兰、卡塔尔、孟加拉、斯里兰卡和埃及
的人一起工作过，他们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
的技术标准。

Suraj Arumughan于2010年加入普锐特冶金技术，
拥有几十年的导卫制造经验。

失业绝不会因为技术进步
而发生，而是因为缺乏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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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UJA GOLHAR
我们请Rutuja Golhar
告诉我们她怎样度过生
活中的普通一天。

RUTUJA GOLHAR
生活中的一天
作为“探访普锐特冶金技术分支机构”专栏的一部
分，《冶金杂志》编辑团队会请相关机构的一名员
工介绍一下他(她)怎样度过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一天开始

06:00

我的收音机把我叫醒。我起床后做一会儿
瑜珈，让自己以一个好的状态开始一天。

07:00

我离开位于孟买郊区的家去上班。我乘坐
我们公司的班车前往公司。

DAY END

08:00

我到达办公室，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吃早
饭。我特别喜欢一种叫Misal Pav的食品，
它是用球芽甘蓝和面包做的。然后，我坐

到我的办公桌前检查我的电子邮箱。

我查看我的电子邮件，确定是否需要就未
付款项与任何客户联系。然后，我打印电
子发票、装箱单和其他单据，并把它们交

给我们的销售人员。

11:00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在公司的餐厅吃午
饭。我们在午餐时间会谈论很多话题，包
括政治、体育、电影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
方面。午饭后，我们在室外散一会儿步，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3:00

再检查一次我的邮箱，并且和计划部门进
一步谈论他们下一周或下个月的发货计

划。之后，我将处理当天出现的任何尚未
处理的事情。

13:30

17:15

公司的班车把我送回在Thane的家。

18:30

21:00

我回到家，先散一会儿步，然后为一家四
口人做晚饭并和他们一起吃。我的公公婆

婆跟我和我丈夫住在一起，这在印度很
普遍。

我检查Facebook，看看别人都在做些
什么。

忙了一整天，我要上床睡觉了。晚安！

22:00

茶歇时间在我的办公桌前度过。我特别喜
欢喝红茶。

15:00

我和我的老板讨论，我在一天中主要处理
的事情是否符合他的要求。然后是和库房
的人进行讨论和协调，以便能够了解他们

可能在发货方面遇到的任何问题。

16:30

我确认一下我当天制作的所有单据是否都
已正确地发出了。

09:00

我们有一个部门会议。我也和物流部门的
同事仔细讨论每天的发货计划。

15:3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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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生产 

为使员工们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
Turbhe机构的管理层组织了一项绘画
比赛。全厂的每一个人都被邀请画出
自己心目中的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
他们认为自己能够为提高安全水平所
做的事。如果愿意在图画上写一些
话，员工们可以选择使用英语或印地
语。结果非常有创意，既有很严肃
的，也有很幽默的。“安全从我做
起”，一幅画上这样写道；“我们的
目标是零事故，”这是另一幅画上的
口号。还有一幅画借鉴了古罗马的智
慧：“健康的思想寓于安全的工作”(原
话为健康的思想寓于健康的身体)。

2. 椰子树

在Turbhe厂区周围有很多树，第一眼
看上去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是棕榈树。
其实，它们是椰子树，甚至还结了椰
子。据工人们介绍，到目前为止没有
发生过椰子在不该掉落的时候掉落的
事情。同样，它们也很少成为工人们
的营养品，因为它们好像自己会消
失⸺可能是一掉下来就被过路人捡
走了。在印度的一些地方，椰子是最
受欢迎的烹饪配料之一。普锐特冶金
技术Turbhe机构的餐厅为员工们提供
种类繁多的食物，有时还会做椰子口
味的独特菜品。

3. 卡拉石洞

孟买地区发现了多处古代洞穴，卡拉
石洞就是其中最美和最令人难忘的一
处。卡拉石洞的历史可以回溯到公元
前160年，后续的建造工作一直持续
到 公 元 5 世 纪 。 由 于 道 路 质 量 的 原
因，加上还要走过20分钟的陡坡，前
往卡拉石洞的难度较大，特别是在季
风季节。到达石洞后，您可以赤足走
在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厅里，它们不是
用石头盖起来的，而是在石头上凿出
来的。石洞中原本还有一个建于公元
2世纪的佛寺，但后来被一个小一些
的Ekveera女神庙取代了。这个女神
在孟买很受崇拜。

1

3a

2

3b

感受公司机构
和孟买大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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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所有钢铁企业的
可靠合作伙伴

Sharad Budhia是普锐特冶金技术印度冶金服务主管。他在
2001年加入了前身公司摩根制造印度公司并担任销售经理，
几年后升任孟买Turbhe厂运营主管。他的愿望是，努力为印
度的钢铁企业提供世界一流的冶金服务，帮助提高印度冶金
生产的水平。

最近几年来，冶金服务业务在印度开展的如何？
Sharad Budhia：目前正在增长。我们在近年来已经增长了
50%。印度是一个对价格非常敏感的国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我们为本土客户提供服务的能力也在
不断提高。无论何时，只要有客户遇到了困难，我们都会赶
到那里去，详细研究问题，与顾客建立密切关系，拿出针对
性方案。

我知道，普锐特冶金技术Turbhe机构将在公司的冶金服务业
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你们的具体计划是什么？
Budhia：Turbhe制造厂已经把冶金服务作为了核心业务。将
来，工厂的业务领域将会扩大，我们要比现在更重视出口工
作。我在这方面看到了很多机会，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印度劳动
力成本低的优势，用我们在这里制造的产品为其他地区的公司
机构提供支持。

长期合作在冶金服务领域很重要吗？
Budhia：是的，长期合作可能会延续很多年，有助于我们的
客户及时获得关键备件，从而减少停产。关键设备的供货和维
修合同，还有预见性维修合同，也能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框架内
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定期访问我们的客户，以保证他们的设
备运行正常。客户对此非常高兴。

印度钢铁企业需要最多的三种服务是什么？
Budhia：我们的客户需要最多的三种冶金服务是，以有竞争力
的价格及时提供原产备件，在发生故障时立刻提供技术支持，
和在计划维修期提供专家服务。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你们有哪些将会重点关注的具体方面吗？
Budhia：是的，我们将重点向印度转让冶金技术诀窍，以扩大
我们的服务范围；还将提供更多的维修和翻新服务，也要引进
电子服务。

数字化⸺向“工业4.0”的转变⸺将会对冶金服务业务产生
怎样的影响？
Budhia：坦率地说，很多关于数字化的讨论只不过是把它当
成了目前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我们真的在像预见性维修这
样的新型数字化技术方面率先作出了改变，它正在取代传统的
响应性维修。基于人工智能的方案将大大提高钢铁企业预见任
何设备问题的能力。

印度的钢铁企业怎样才能为未来的发展作好准备？
Budhia：印度的生产企业很善于接受新技术。在我看来，作
好准备是未来成功的关键。我认为，印度钢铁行业总体上处于
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当然，和普锐特冶金技术建立密切关
系，共同迎接未来的成功，对企业来说没有任何害处。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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