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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品质
信任 灵活服务 » 思不同-做不同 

   -成就不同«



自1981年纽豹集团成立至今，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全球化的加速让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相

应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创新技术从各方各面改变

和丰富着我们的生活。

纽豹集团作为智能识别和RFID市场的领导者，不断发掘自

身技术潜力以应用于更多领域，推动形成了如今的市场格局。

并在使人类生活变得更安全、简单和舒适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

依靠创新和远见，纽豹从一个人的小作坊成长为拥有3000

多名员工的跨国企业，并在全球35个国家设有分公司或服务办

公室。如今的纽豹已成为多个市场领域的领导者。

在这一巨大的发展和改变中，纽豹秉持的经营理念历经30

年风风雨雨从未改变，甚至历久弥新，那就是将客户视为合作

伙伴。 

同时我们一直以来进行业务和决策的信条是：绝对的信

任。纽豹信任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也会信任纽豹。

我们所秉持的信条不仅为自身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成功，同

时也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带来了共赢。越来越多的企业、政府和

公共机构选择与纽豹合作，信任纽豹的专业技术和远见。 

纽豹的合作伙伴同时也信任纽豹的员工。每一个员工的全

心付出才成就了今天的纽豹：一个受益于信任的企业。

此致

Josef Mühlbauer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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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需要	
	 	 	 承担责任 «



"信任是我们开展业务的基础"，这是约瑟夫·纽豹先生能够

在30年前成功创立纽豹公司的核心因素。现在，这句话仍然是

我们纽豹人的信条并且也是我们持续发展纽豹集团的决定性因

素。自公司成立以来，尽管我们历经了快速的发展和巨大的改

变，信任与信赖仍然是我们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区别于竞争对手

的突出特点。越来越多的政府、公共机构和跨国企业也开始因

为共同的价值观而成为了纽豹的坚实合作伙伴。

纽豹的产品质量与纽豹信条一样值得客户信赖。从精密零

部件的生产起家，纽豹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开发了多种专业技

术。大部分纽豹员工都在纽豹公司经历了实习、培训和教育的

过程，因此不论是生产、组装、服务、咨询或研发人员都是其

专业领域的专家。正是这些部门的协同合作使纽豹能够保证产品

的最高质量水准。

研发部在纽豹集团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基于纽豹集团在广

泛业务领域的生产经验，我们能够根据合作伙伴的不同需求进行

产品研发。出色的市场定位和研发能力使我们已经并且将持续成

为全球市场的领导者。这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归功于由500名创新

技术人员组成的研发部。纽豹将继续致力于使人们的生活更安

全更舒适。  

纽豹总部位于德国罗丁，并已在全球约35个国家设立分公

司或办事处。因此我们能够保证为客户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务支

持，更灵活高效地反馈客户需求。纽豹将一直与合作伙伴和市

场保持紧密联系。

公司信条

06|07

» 信任是我们的  
  	 业务基础«



"教育是企业的心脏"。纽豹不仅将这句话写在公司简介中，

更实实在在地履行。自公司成立以来，实习生成为了公司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30年的公司发展历史中，我们为上千名年轻的

领域专家铺就了从实习生开始的成才之路。他们的职业包括机

电工程师、IT工程师甚至厨师。纽豹提供广泛多样化的工作机

会，能够为实习生带来意想不到的职业发展生涯：纽豹全球约

70%的经理层人员从纽豹实习生做起；约四分之三的员工在纽

豹自主教育项目下成长起来。这个数据远远超过了德国公司的

平均水平。同时纽豹的教育质量也在平均线之上：公司获得了

各类教育培训奖项足以证明公司的教育体系完善和教育理念的

先进。2002年，纽豹第一次被评为德国最佳培训公司。自此后

纽豹持续发展与完善自己的培训系统。 

进步与挑战-这是我们教育体系的指导思想。从踏入纽豹第

一天起，我们允许并也期待实习生懂得承担责任。一方面，他们

融入团队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也有机会提高自身能力、实现

自身个性发展。

即使顺利地完成岗前培训，实习生们在纽豹的学习之路并

没有结束。作为正式员工上岗后，纽豹员工仍然可以持续技能

和个人发展之路。在这一阶段，纽豹拥有自己的深造教育基地-

纽豹学院-来继续支持员工的个人化发展。我们的箴言是：教育

带来进步。

最终纽豹在全球的合作伙伴也能够从纽豹学院获益。就像

实习生培训一样，合作伙伴们也能够在纽豹学院接受纽豹专家

的系统完整的技术和知识培训。

教育培训

» Zit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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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  
 企业的心脏«



发展历史

1981

1985

1998
1995

1988 2003 2010 2012

约瑟夫·纽豹先生从一台设备生
产精密零部件起家创办纽豹公司

开发出半导体后道生产
设备

	纽豹在德国上市

开发RFID工厂

第一个生产塑料卡和智能
卡的完整解决方案

定位于政府安全与生物识
别市场

提高身份证项目的市场
认可度

成立塞尔维亚技术中心

1996

2008
2009 2014

成立马来西亚马六甲
分公司 

安装第一台全自动柔性薄膜太能技
术生产设备

成立美国纽波特纽
斯技术中心和尼
特拉、斯洛伐克
办事处

在德国罗丁成立纽豹
TECURITY® 证卡技术中心
在中国无锡成立分公司

» Zit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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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 巴西 | 中国 | 萨尔瓦多 | 法国 | 格鲁吉亚

美国 | 澳大利亚 | 巴西 | 中国
萨尔瓦多 | 法国 |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 | 德国 | 印度 | 马来西亚 | 墨西哥 | 菲律宾 | 俄罗斯 | 沙特阿拉伯 | 

塞尔维亚 | 斯洛伐克 | 南非 | 泰国 | 台湾 | 土耳其 | 乌干达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美国

塞尔维亚 | 斯洛伐克 | 南非 | 泰国 | 台湾 | 土耳其 | 乌干达

土耳其 | 乌干达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美国 土耳其 | 乌干达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美国

塞尔维亚 | 斯洛伐克 | 南非 | 泰国 | 台湾

公司分布

» Zitat «

12|13 马来西亚-马六甲

美国-纽波特纽斯

斯洛伐克-尼特拉

德国-罗丁 德国-施托尔贝格

中国-无锡塞尔维亚-纽帕佐瓦



证卡制造的复杂性要求供应商具有丰富的项目经验、过硬

的专业技术和对客户需求的及时体察。纽豹作为证卡解决方案

的合作伙伴不仅为客户提供设备或软件，也会对项目任务进行

综合调配并且关注整个项目的始终。从项目规划到客户生产到

最终身份证件的发行，纽豹会在每个阶段与客户紧密合作。纽

豹作为自主零配件开发和生产供应商，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

项目所需的所有零配件，这不仅提高了服务和咨询效率，更保

证了零配件的品质和可用性。

为了保证解决方案的成功施行，纽豹结合了各个部门的生

产力。在罗丁最新的	TECURITY® 证卡中心，纽豹机械部、软件

部和服务部等来自各国的员工紧密合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

最满意的解决方案。

每一个项目解决方案都是客户需求的体现，世界上没有完

全相同的两个项目。我们能够根据客户个性化的需求和期待定

制解决方案，确保成功完成客户的项目。

依靠多年来在证卡项目的经验积累，纽豹已在全球参与了

300多个身份证项目，获得了多个国家政府和社会机构的信任。

tecurity®证卡中心

» Zit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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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项目都  
   独一无二 «



不论是提供解决方案亦或零配件，设备是纽豹的销售核心。

作为一个从机械工程起家的公司，创新、高效与高质量的产品是

我们能够持续发展30年的主要因素。在纽豹的发展进程中，我

们不断拓宽产品范围以期将纽豹打造成为完整解决方案供应商。

纽豹自动化业务部是所有设备的枢纽部门-囊括了护照、卡片生

产技术和半导体产品、RFID产品和太阳能电池生产技术。研发

部、生产部和服务部通力合作持续开发出新设备及优化既有设

备。纽豹秉持的座右铭是：将创新融入生产。纽豹长期与合作伙

伴一起在不同项目方案中研发了大量的新技术应用于市场，这

奠定了纽豹的技术市场领导者地位。从精密零件到软件，纽豹

能够提供客户所需设备的所有组成部分，从而保证设备的高品

质、可靠性及长期使用寿命。质量是纽豹生产的核心。因此，

纽豹愿意担负起整个项目的实施责任，尤其针对综合性产品，

纽豹将为客户提供完整的生产供应链，并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

为客户提供帮助和支持。纽豹在全球的分公司与服务点的广泛分

布确保能够以最快、最简单和最灵活的方式回应世界各地客户的

疑问和需求，保证客户项目的顺利进行。尽管纽豹起家于机械

加工，但如今我们已能够为客户提供完整的产品解决方案、满足

客户一站式供应需求。

自动化

» Zit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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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随时  
  做好创新的准备«



所有纽豹设备的共同点即每一台设备都由各种零件组成。

纽豹客户大多位于高安全意识产业，因此对于设备零件精度提

出了极高的要求。而零件生产是纽豹最初始的业务。

纽豹MPS集团（零件与系统生产公司）在过去的项目开发

中获得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并已具有综合精密零件生产力，能够出

色地达到客户预期。正是我们对精度的不懈追求帮助纽豹集团在

3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进步。这三十年的经验与技术正是纽豹

精密零件生产的基础。 

从纽豹公司创立起，客户范围不断扩大，如今已有超过250

个公司选择与纽豹合作。这些公司来自各个行业例如航空航天、

体育运动、医疗产业等等。最初的纽豹客户也依然与我们保持

着合作。正是纽豹提供的高精度组装设备确保设备的操作安全

和产出质量，赢得了来自不同行业客户的信任。

纽豹的生产标准即能够满足最小零件的高精度生产又能满

足高质量的产出，而这需要优秀的员工和最新的生产技术才能完

成。依靠多年的丰富经验积累，我们能够为合作伙伴提供最高

的质量标准：从细节到细节。 

质量是纽豹产品的优先标准，但同时我们也在不断追求产

品的更高灵活性和更快的生产速度以期为客户带来更高的投入产

出比。依靠纽豹位于德国和斯洛伐克的两个独立零件生产工厂，

我们不仅能够适应更大的市场波动，也能够更灵活快速地反馈

客户需求。

零件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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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工作激情来自 
    精度 «



市场、社会与合作伙伴以及他们的期望都处于不断的变化

中。许多以前不可想象的事物如今已习以为常并伴随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中。 

适应这些改变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参与甚至发起这些改变。

纽豹因正确的远见得以发展。纽豹创立之初，数控技术并

不流行，公司创始人约瑟夫·纽豹先生果断投资了这项当时鲜为

人知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机械加工的新技术，创立了纽豹公司。如

今看来，约瑟夫·纽豹先生对于市场趋势和发展拥有明智的洞察

力。在这种洞察力的引领下，纽豹集团逐步成长为领先技术供应

商。不论是半导体行业、RFID行业或电子安全行业，纽豹作为

市场领导者和领先者提供完整技术解决方案，并对市场成型起到

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纽豹将努力提前体察合作伙伴的需求；努力提前解决未来

可能会变成荆棘的难题；努力让世界变地更安全、简单和舒适。

每一天，由500人组成的纽豹专家团队都在探索，以便让未

来更接近现实。我们不仅憧憬未来，我们正在实现未来。

愿景与未来

» Zit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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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愿景 «



自纽豹创立以来，我们一直将企业活动视为社会责任。创

办企业即意味着承担责任，这不仅指对企业自身和员工的责任，

也指对社会所需之处给予帮助的责任。 

约瑟夫·纽豹基金会因此而成立。基金会持续不断地支持

世界各地的社会组织、慈善和人道主义机构。从非洲医院的发

展援助、到德国的洪灾救助和落后地区小学校园的建立，约瑟

夫·纽豹基金会总会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

在公司直接参与慈善活动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倡导更多的

人投入到慈善援助活动中。每年的纽豹慈善助跑活动就是其中之

一。从一开始公司内部的体育竞技赛发展成了巴伐利亚东部地区

的大型慈善体育活动。在2013年，超过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

选手参加了慈善助跑活动。在活动中筹集的每一分钱，不论是

赞助、捐赠或报名费，都用于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援助。

除此之外，纽豹员工积极参与例如定期献血和年度圣诞捐

献等更多的慈善活动。

社会责任

» Zit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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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uehlbauer.de

技术中心

服务中心 :

澳大利亚	 |	 巴西	 |	 中国	 |	 印度	 |	 墨西哥	 |	 俄罗斯	 |	 伊拉克	 |	 沙特阿拉伯	 |	 南非	

韩国	 |	 南苏丹	 |	 台湾	 |	 土耳其	 |	 乌干达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英国 

纽豹集团
全球联络中心

Mühlbauer AG Headquarters 
Josef-Mühlbauer-Platz 1 
93426  roding,  
Germany

Phone: +49 9461 952 0 
Fax: +49 9461 952 1101

Mail: info@muehlbauer.de 
Web: www.muehlbauer.de

Mühlbauer Germany

Mühlbauer technologies d.o.o. 
evropska 17 
22300 Stara Pazova,  
Serbia

Phone: +381 22 215 5100 
Fax: +381 22 215 5130

Mail: serbia@muehlbauer.de 
Web: www.muehlbauer.de

Mühlbauer Serbia

Mühlbauer Malaysia

Mühlbauer technologies Sdn. Bhd. 
3 Jalan tu 62 
taman tasik utama,  
75450 Melaka, Malaysia

Phone: +60 6 2517 100 
Fax: +60 6 2517 101

Mail: info@muehlbauer.com.my 
Web: www.muehlbauer.com.my  

Mühlbauer Slovakia

Mühlbauer technologies s.r.o. 
Novozámocká 233 
94905 Nitra, 
Slovakia

Phone: +421 37 6946 000 
Fax: +421 37 6946 501

Mail: info@muhlbauer.sk 
Web: www.muhlbauer.com

Mühlbauer uSA

Mühlbauer inc. 
226 Pickett`s Line 
Newport News, VA 23603-1366, 
uSA

Phone: +1 757 947 2820 
Fax: +1 757 947 2930

Mail: info@muhlbauer.com 
Web: www.muhlbauer.com

纽豹中国

纽豹智能识别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无锡市新区华谊路23号	 	 	
邮编：214135		

电话: +86 510 8190 0100 
传真: +86 510 8190 0101

邮箱: info@muehlbauer.cn 
网站: www.muehlbau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