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戈班在亚太
SAINT-GOBAIN IN ASIA-PACIFIC

圣戈班伟伯（上海）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公路9117号

舒热佳特殊镀膜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98号浦
           江国际金融中心18楼

圣戈班陶瓷材料上海办公室
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98号浦
           江国际金融中心18楼

圣戈班磨料磨具（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北斗路198号
          

圣戈班高功能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昆阳路1476号

杭州汇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春晖路10号

圣戈班汽车玻璃（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文井路18号

圣戈班高性能玻璃纤维上海办公室
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98号浦
           江国际金融中心18楼

广州欧凯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红棉大道48号美国
           工业村第11号

圣戈班穆松桥（江苏）建筑科技
有限公司
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卡子门大街19号紫
           云智慧广场5号楼1808室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400 888 0198

圣戈班石膏建材（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王桥路968号

圣戈班伟伯（广州）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增城增江街东区工业园经
             三路10号

圣戈班伟伯（香港）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51号资本中
           心8楼801，804-805室

圣戈班科顺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重庆市两江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
           70号天王星C1座5楼

圣戈班速造建筑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地址: 成都市贝森路58号西村创意产业
           园二号楼5楼507 3-4

分支机构

圣戈班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文井路55号

圣戈班亚太总部

圣戈班中国

高性能解决方案 特殊建筑产品

圣戈班（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98号浦
           江国际金融中心18楼

圣戈班服务号 圣戈班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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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戈班设计、生产并分销高性能材料，为消费者提供创新解
决方案。这些材料和解决方案遍布于建筑、交通、基础设施
和工业应用的方方面面，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们

是每个人幸福生活的源泉，是人类美好未来的基石；不
仅为消费者带来舒适、安全和品质生活，同时也积极应
对可持续建筑、能效和气候变化所带来挑战。

大部分业务均在
欧洲或全球
居于优势地位

近10年来
连续被选为
全球创新百强企业

承诺于2050年
实现碳中和

成立于

多年前350
业务分布在 2020年销售额

个国家 亿欧  元70 381

超过

名员工，分布在110多
个国家

家生产基地 个销售网点

167,000
大约 超过

800 3, 50 0

4大整合区域

1个全球事业部

南欧、中东和非洲区

北欧区

美洲区

亚太区

高功能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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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发展、节能和环保方面的挑战，圣戈班为住宅、

办公楼、医院、托儿所、学校以及其他服务型建筑提供创

新解决方案。

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建筑物的外部结构（外

墙、外保温系统、隔热玻璃等）和室内系统（隔热材料、

石膏板、吊顶等）。通过独特而多样化的材料和服务组合，

圣戈班不仅可以帮助降低建筑物的能耗，还可以提高建筑

物在温度、听觉、视觉和室内空气质量方面的整体舒适度。

圣戈班提供一系列专为航空市场设计、可抵御极端温度的高功

能塑料、陶瓷材料、磨料磨具等产品。

通过提供钢化玻璃、夹层玻璃、着色玻璃和镀膜玻璃，圣戈班安

全玻璃不仅能帮助减少汽车的能量损耗，同时也为用户在安全

和舒适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此外，我们

还为铁路、装甲和工业用车市场提供同样高品质的产品，如卡

车、公交和巴士以及农场和建筑工地的机械设备。

圣戈班的产品在食品与医疗健康领域

有着广泛的应用。

同时，我们为多种工业领域提供所需的

产品与材料，以提高其高科技含量与高

附加值。

GLASS
SAINT-GOBAIN

建筑玻璃

INSPACE
SAINT-GOBAIN

装配式建筑内装系统

PAM
SAINT-GOBAIN

建筑管道与阀门

SOLAR GARD

建筑与汽车隔热/防爆窗膜

QUANTUM

GYPROC
SAINT-GOBAIN

石膏板和石膏粉 饰面砂浆和工业砂浆

WEBER
SAINT-GOBAIN

ISOVER
SAINT-GOBAIN

隔音保温

TYGON

食品及医用软管

NORBOND

粘性泡棉

OMNISEAL

高性能弹簧蓄能密封圈

NORGLIDE 
BEARINGS

免维护自润滑衬套

NORPRO

能源领域陶瓷解决方案

SEKURIT
SMART VISION

汽车玻璃

ZIRPRO

陶瓷研磨介质

SEFPRO

耐火材料

NORTON
WINTER

磨料磨具

SAGEGLASS

动态调光玻璃

VETROTECH

防火玻璃

SHEERFILL

建筑膜

CERTAINTEED
SAINT-GOBAIN

内饰及外饰解决
方案

ADFORS
SAINT-GOBAIN

玻璃纤维墙面材料

EUROCOUSTIC
ECOPHON

吸音吊顶

C-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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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创新的方式：与初创企业、科研院所合作，
内部创业 ···

· 2005年开建一期大楼

· 2014年二期扩建完成

· 共约180名研发工程师

· 专注于创新材料 & 建筑材料

1/4 的 产品8
研发中心

家跨业务 圣戈班现在出售的2,100
名市场推广人员

超过100
家开发机构

超过3,600
名研发人员

是在近5年研发生产的是在近5年研发生产的

超过400每年申请

项技术专利

市场、中间平台、产品服务、
专利技术、概念销售、废料回收和
循环再生服务 ··· 全球

最具创新能力的
集团公司之一

上海
研发中心

中国
上海巴黎

研发中心
法国

奥贝维利埃

北美
研发中心

美国
诺斯波罗

德国
研发中心

德国
黑措根拉特

普罗旺斯
研发中心

法国
卡维雍

印度
研发中心

印度
金奈

巴西
研发中心

巴西
卡皮瓦里

贡比涅
研发中心

法国
图罗特

  法国夏邦杰建筑设计（曾设计上海大剧院）

美国绿色建筑认证金奖 & 中国绿色建筑认证

广受认可的创新能力

持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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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 年，圣戈班在法国成立。

今天，基于我们丰富而悠久的历史、与客户紧密的合作、

以及持续创新的能力，圣戈班希望成为每个人幸福生活的

源泉和人类美好未来的基石。

走过 350 多年，圣戈班的脚步始终与我们为之服务的人

类社会发展的步调保持一致。我们不断重塑自我、预知客

户所需的前瞻性是圣戈班悠久历史的保证，也是我们得以

在国际范围内取得成功的关键。

自成立伊始，圣戈班的基本战略之一便是将我们的业务不

断拓展至新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圣戈班在亚太区的表现

对集团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基于亚太区巨大的发展潜力，圣戈班在亚太区

的业务拓展已经成为了集团的首要任务之一。

圣戈班于 1972 年开始进入亚太地区，直至今日，业

绩有了显著的增长。圣戈班在亚太区的业务遍及 14 个

国家，拥有 118 家法律实体，80 多家生产基地以及

11,223 名员工，2020 年销售额近 20 亿欧元。因为

员工和每天不断的努力和付出，使圣戈班在创新与高

性能解决方案领域成为每个国家的市场标杆。

圣戈班筑造您的未来！

1985   第一家代表处设立
1990   第一家工厂
今天     12个业务部门
               1个研发中心
           6,632名员工

1985    第一家公司

今天      8个业务部
                 710名员工

80年代末    通过合资建立第
                            一家公司
今天                5个业务部门
                           560 名员工

70年代末    在澳大利亚开设
                            第一家工厂
今天                 5个业务部门
                            188名员工

1972    第一家代表处在
                 新加坡设立
今天      10个业务部门，在越南、
                 马来西亚、新加坡、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拥有生产企业
                 约3,114名员工

第一家代表处
（新加坡）

第一家代表处（中国）
第一家代表处（日本）
玻璃棉工厂（韩国）

北京西普（中国）
高功能塑料（韩国）

磨料磨具（中国）
（全球收购诺顿）

高功能塑料（中国）
汽车安全玻璃（中国）
磨料磨具（印度尼西亚）

汽车安全玻璃（韩国/泰国） 
圣戈班管道系统
（马鞍山基地，中国）

建筑工业砂浆（泰国）

汽车安全玻璃（日本）

建筑工业砂浆（中国）

石膏建材（越南）

石膏建材
（马来西亚/泰国/中国）
（收购英国石膏集团）

亚太区第一个综合研发中心
（上海）

保温隔音材料（日本）

工业砂浆
（印度尼西亚）

石膏建材（印度尼西亚）
第一家办公室（菲律宾）

收购VTI公司
（石膏建材，越南）

收购EMIX

（建筑工业砂浆，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

收购汇杰
（胶粘剂，中国）

装配式内装（中国）
高分子防水卷材（中国）

Ludovic Weber, CEO of Saint-Gobain 
APAC

韦博立  圣戈班集团亚太区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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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 年，圣戈班在法国成立。

今天，基于我们丰富而悠久的历史、与客户紧密的合作、

以及持续创新的能力，圣戈班希望成为每个人幸福生活的

源泉和人类美好未来的基石。

走过 354 年，圣戈班的脚步始终与我们为之服务的人类社

会发展的步调保持一致。我们不断重塑自我、预知客户所

需的前瞻性是圣戈班悠久历史的保证，也是我们得以在国

际范围内取得成功的关键。

自成立伊始，圣戈班的基本战略之一便是将我们的业务不

断拓展至新的国家和地区。因此，近 47 年来圣戈班在亚

太区的表现对集团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基于亚太区巨大的发展潜力，圣戈班在亚太区

的业务拓展已经成为了集团的首要任务之一。

圣戈班于 1972 年开始进入亚太地区，直至今日，业

绩有了显著的增长。圣戈班在亚太区的业务遍及 14

个国家，拥有 108 家法律实体，80 多家生产企业以及

12,000 名员工，2018 年销售额近 25 亿欧元。因为员

工的聪明才智和每天不断的努力和付出，使圣戈班在

创新与高品质解决方案领域成为每个国家的市场标

杆。

圣戈班筑造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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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11个业务部
               1个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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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7个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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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    在澳大利亚开设
                            第一家工厂
今天                 6 个业务部
                            约200名员工

1972    第一家代表处在
                 新加坡设立
今天      10个业务部，在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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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拥有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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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基于我们丰富而悠久的历史、与客户紧密的合作、

以及持续创新的能力，圣戈班希望成为每个人幸福生活的

源泉和人类美好未来的基石。

走过 350 多年，圣戈班的脚步始终与我们为之服务的人

类社会发展的步调保持一致。我们不断重塑自我、预知客

户所需的前瞻性是圣戈班悠久历史的保证，也是我们得以

在国际范围内取得成功的关键。

自成立伊始，圣戈班的基本战略之一便是将我们的业务不

断拓展至新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圣戈班在亚太区的表现

对集团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基于亚太区巨大的发展潜力，圣戈班在亚太区

的业务拓展已经成为了集团的首要任务之一。

圣戈班于 1972 年开始进入亚太地区，直至今日，业

绩有了显著的增长。圣戈班在亚太区的业务遍及 14 个

国家，拥有 118 家法律实体，80 多家生产基地以及

11,223 名员工，2020 年销售额近 20 亿欧元。因为

员工和每天不断的努力和付出，使圣戈班在创新与高

性能解决方案领域成为每个国家的市场标杆。

圣戈班筑造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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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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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戈班伟伯是圣戈班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成立于 1900 年。伟伯产品覆
盖外墙饰面及保温系统、瓷砖铺贴
系统、地坪系统及技术砂浆系统。目
前，中国已成为伟伯建筑方案继欧
洲大陆以外的第二发展轴心。

圣戈班石膏建材，成立于 1915 年，
生产纸面石膏板系统、石膏粉和保
温材料三大类产品，致力于成为客
户值得信赖的建筑合作伙伴，圣戈
班石膏建材（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汽车安全玻璃、磨具磨料、高功能塑
料和陶瓷材料事业部均属于全球高
性能解决方案事业部。在中国拥有多
个生产基地以及独立的技术、销售和
服务团队。

2021 年 6 月，圣戈班与中国先进的
防水科技企业科顺股份合资创立圣
戈班科顺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深化
双方在综合建筑材料解决方案的研
发、制造和销售领域的长期合作。

2021 年 3 月，圣戈班与领筑智造
(inDeco) 合资成立圣戈班速造建筑
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强
双方在模块化建筑领域的长期合
作，为装修市场带来“装配式装修”
的全新理念和高度整合的产品和解
决方案。

圣戈班高性能玻璃纤维业务的产品
主要依靠海外生产基地进口，其国
内的市场、销售和服务团队以上海
的亚太总部为中心，业务覆盖全
国。

临沂

葫芦岛

北京

邯郸
郑州

武汉
禹州

成都

青岛
连云港

台北

广州

杭州

香港

云浮

 高分子防水卷材

 玻璃
 建筑管道与阀门

装配式内装

 石膏建材
工业砂浆

 汽车玻璃系统

 磨料磨具
高功能塑料

 陶瓷材料  

 胶粘剂
 玻璃棉
 高强玻璃纤维布

12 个业务部门
  

50+ 家生产基地

6,600+名员工

12 亿欧元销售额

1 家研发中心 长兴扬州

注：该地图仅显示圣戈班在中国的业务
分布，不代表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

欧凯由法国圣戈班和美国康宁公司
联手于1990年，在法国香槟大区组
建。公司专注于微晶玻璃的创新应
用，在全球（北美/欧洲/亚太）建
立了5大工厂，为客户提供服务。

杭州汇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优质的胶粘剂和密封剂的生产商
和营销商，一直致力于粘合剂中各
种功能及应用的研究和发展。杭州
汇杰于2018年被圣戈班收购，提供
更经济、专业的应用产品、服务和
解决方案，以满足在建筑、工业、
汽车等市场的需求。

2011年10月，圣戈班高功能塑料事
业部完成了对舒热佳公司的收购，
该公司专门从事建筑和汽车膜的生
产。2012年10月，舒热佳青岛工厂
正式成立，成为在华投资建造的第
一个生产基地，该基地主要生产汽
车膜、建筑膜。

上海

宜兴南京重庆

昆山
上海

常州

苏州

马鞍山

对我们的客户而言
圣戈班的解决方案可实现可持续性和高性能

对我们的生产流程而言
圣戈班承诺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碳中和

提高集团内部碳价格

对比2017年减少绝对排放量

2030 目标 SBT- 已确认

建筑环境脱碳 2020

2030
工业脱碳

屋顶材料解决方案+ 隔音保温系统+

投资：50欧元/吨+ 研发活动：150欧元/吨+

范围 1 和 2 -33%+ 范围 3 -16%+

轻质外立面解决方案+ 地面材料解决方案+

平板玻璃解决方案+ 高温耐火材料+

工业陶瓷+ 用于电动汽车开发的组件+

使用圣戈班出售的隔音保温材料可在一年内避免产生相当于
12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

NET ZERO CARBON

1 2

4 5

3

1
2
3
4
5

Kistefos博物馆 ‒ 挪威耶夫纳克尔
TGV火车站 ‒ 摩洛哥盖尼特拉
奥斯卡电影博物馆 ‒ 美国洛杉矶
中信大厦 ‒ 中国北京
圣戈班集团总部大楼 ‒ 法国库尔布瓦

1.与安永可持续性绩效与转型合作开发的内部方法论：避免的排放量计为与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相关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和产品解锁的利润相对于参考基本解决方案乘以产品寿命（例如，隔音保温材料30年，玻璃50
年）的差额。每种产品都设定了参考解决方案和场景。

2020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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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戈班在亚太
SAINT-GOBAIN IN ASIA-PACIFIC

圣戈班伟伯（上海）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公路9117号

舒热佳特殊镀膜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98号浦
           江国际金融中心18楼

圣戈班陶瓷材料上海办公室
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98号浦
           江国际金融中心18楼

圣戈班磨料磨具（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北斗路198号
          

圣戈班高功能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昆阳路1476号

杭州汇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春晖路10号

圣戈班汽车玻璃（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文井路18号

圣戈班高性能玻璃纤维上海办公室
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98号浦
           江国际金融中心18楼

广州欧凯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红棉大道48号美国
           工业村第11号

圣戈班穆松桥（江苏）建筑科技
有限公司
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卡子门大街19号紫
           云智慧广场5号楼1808室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400 888 0198

圣戈班石膏建材（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王桥路968号

圣戈班伟伯（广州）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增城增江街东区工业园经
             三路10号

圣戈班伟伯（香港）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51号资本中
           心8楼801，804-805室

圣戈班科顺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重庆市两江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
           70号天王星C1座5楼

圣戈班速造建筑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地址: 成都市贝森路58号西村创意产业
           园二号楼5楼507 3-4

分支机构

圣戈班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文井路55号

圣戈班亚太总部

圣戈班中国

高性能解决方案 特殊建筑产品

圣戈班（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98号浦
           江国际金融中心18楼

圣戈班服务号 圣戈班订阅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