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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启世界之门



Andrea Moschetti
执行主席

Andrea Marcellan
首席执行官

我们知道，世界是未来技术发展的地平线，以回应
对福祉和保护地球日益紧迫的需求。我们希望为这
种不分国界的新发展模式做出贡献。

我们创造想法和创新性，我们开展投资和项目，
为越来越多的人、企业和社区提供越来越高效、简
单、安全和可持续的自由通行和出入口管理解决方
案。

每一天，遍布五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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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数字来回应大需求

我们是一个从意大利卓越传统中诞生的集
团，如今在全球29个国家开展业务。
 
我们诠释不同的市场文化，以满足自动
化、出入口控制和自由通行服务领域的各
种需求。

从住宅和工业的出入口解决方案，到行人
和车辆通行的管理，再到为新的智能移动
模式服务的最先进硬件和数字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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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3.600+8 16
公司遍及29个国家，
遍布5大洲

员工主要生产基地 遍布全球的装配
中心

6亿以上
净收入（欧元），其中
80%以上来自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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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成为满足自由通行和出入口管理需
求的高性能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
者。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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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每天，在世界各地，我们始终尊重员
工、环境和最严格的道德标准，致力
于提供尖端和高度可靠的解决方案，
以满足移动和访问管理需求，确保我
们的利益相关者的重要回报。 

4关于我们



诚信
我们将透明度和诚实放在首位，完全遵守

法律，反对任何形式的腐败或利益冲突。

客户至上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以保证为客户提供毫不

妥协的质量为主要目标，并改善他们的用

户体验。

社会责任
我们坚决地致力于社会和环境问题。

我们尽一切努力迎接挑战。

关怀
我们每天都爱护我们的同事，并努力

创造一个安全和积极的工作场所，始

终鼓励团队合作。

守护
我们坚决地致力于确保员工、客户及

最终用户的安全和舒适。

创新
我们开发最先进的技术，为我们的客

户提供最先进的解决方案。

员工

道德观

愿望

战略

尊重
我们以人为本，尊重同事，尊重他们的文

化，尊重他们的多样性。我们努力创造一

个功绩获得认可和嘉许的工作环境。

抱负
我们决心坚定，大胆思考，勇于尝试新

的做事方式。

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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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honest
Be engaged

Be human
Be supportive

Be hungry
Be attentive

Be customer driven
Be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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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两家国外子公司FAAC AG（瑞
士，1979年）和FAAC法国（1981年）
。

建筑承包商Giuseppe Manini通过应用液压技术创建了第一个闸
门自动处理系统，为非凡的创业冒险赋予了生命。

微处理器电子时代开始了。生产集中在
爱尔兰新收购的Faac电子公司，一个处
于新技术前沿的国家。

Autostrade SpA委托FAAC为其所有
收费站建造自动道闸。“Self Learning 
SLH”专利被注册，该技术彻底改变了发
射器市场。

FAAC扩展到德国和奥地利（FAAC 
GmbH）、英国（FAAC UK）、美国
(FAAC International）和西班牙 
(FAAC SA）。Giuseppe Manini收购了
法国尚飞（Somfy）集团的股份，该集
团是管状电机生产和分销的领导者。这
种伙伴关系持续了25年。

1979
1981 1983

1984
1990

我们的历史

1965

从博洛尼亚走向世界

我们的故事始于50多年前创始人Giuseppe Manini的创业直
觉。得益于有远见的眼光、创新的愿望和那些能够将想法转化
为成功项目的人的热情，我们经历了从一家乡村小作坊走向世
界的漫长旅程。  

如今，总部位于博洛尼亚的FAAC是一家成功的跨国公司，具
备高度结构化和完全管理化。

1993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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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Clemsa（西班牙）、Altron BV 
(荷兰）、Kemko（荷兰）和Zeag集团 
(瑞士）、Datapark 
(美国）、Magnetic Autocontrol 
Group（德国）、Rossi Industrias 
Eletromecanica（巴西）、CTR（美
国）和CENTURION Systems（南非）
。

对Magnetic集团和Datapark/ZEAG集
团进行特别重大的投资，这是FAAC进
入出入口控制和停车场管理业务的基
础。 

2012年，FAAC俄罗斯和FAAC土耳其
开业。

2010
2016

收购Automatica Casali（Genius品
牌），Spazio Italia和Voltec。扩展业务
到波兰、斯堪的纳维亚、比荷卢、中国
和印度。 
 
引入新的3D CAD设计技术。

推出新的FAAC City系列，专门用于交
通路桩。

收购ALTRON——一家专门从事百叶窗
和卷帘自动化的管状电机的公司，以及
DAAB（瑞典），一家从事自动门和工
业门自动化的公司。 

随着2007年FAAC澳大利亚和2008年
FAAC中东公司的成立，集团进入了高
度活跃的新市场。

1994
2002

2005
2008

2019
2021

2019年收购Viking（美国）、Wolpac 
(巴西）和Parclick（西班牙）。 

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进行两项最
大的收购：首先是ASSA ABLOY的收
购，FAAC从中收购了自动门和快速滑
动门（ASSA ABLOY和Record品牌）
的部分欧洲业务，然后是TIBA集团及其
德克萨斯州ATI分销商的收购，它们是
美国停车场管理系统市场上领先的运营
商。

2021年收购Cometa集团，Cometa集团
是一家重要的安全出入口制造商和分销
商，主要活跃在意大利。

关于我们



我们创造协同价值

作为一家致力于国际增长的全球集团，我们
始终如一地在内部生产线和外部生产线奉行
有效的平衡扩张战略。

我们保证高水平的财务稳健性，并在研究方
面开展重要的活动和投资，旨在成为该行业
的新技术标准定义的标杆。

我们在不同的品牌、技能和专业之间创造
积极的协同效应，为我们的公司提供更多价
值，并在我们所处的所有市场中以最高质量
水平开发完整的产品。

我们的业务 8

12 +270 100亿欧元
在9个国家设
有研究中心

致力于研究活动的
专业人士

过去5年的研发活
动支出

22
过去10年的收购情况



业务领域和我们的品牌

通过53家公司和15个商业品牌，我们在自
由通行和出入口管理的三个关键领域开展业
务。这三种产品共同使用了最先进的机械、
电子和数字技术。

出入口自动化

用于住宅、商业和工业用途的车
行通道、人行通道、大门门机、
自动门、道闸和路桩的自动化解
决方案。

出入口控制

行人和车辆出入口控制技术。

停车场解决方案

物理和数字系统、交钥匙工
程，用于公共和私人停车场收
费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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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自动化

该集团核心业务的历史品牌，是欧洲市场和各个非
欧洲国家的领导者，特别是在住宅大门自动化领
域。 

它代表了FAAC Technologies研发的核心，是技
术（液压和机电）、可靠性和设计的集合。

faa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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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3年以来，它一直是英国自动门
市场的领先品牌之一，这得益于其解
决方案所达到的卓越技术水平和所提
供的服务质量(自动门的生产、安装、
支持和维护，滑动门、旋转门、伸缩
门和平开门的自动化)。

dssautomaticdoors.co.uk

出入口自动化

南非和非洲大陆市场的领先品牌。
它设计和制造大门、道闸和用于出
入口控制的安全和电子设备。

centsys.co.za

DAAB是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
市场领导者，为商业和工业活动提
供工业规模的自动化服务。

faac.se

其特点是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性价比极
好，主要集中在机电技术方面。

geniusg.com

30多年来一直是西班牙市场的领导
者。  
凭借在西班牙的充分发展，它为平移
门和平开门、高架门、卷帘门和道闸
的自动化提供了广泛的服务。

clems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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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市场，特别是美国的领导者，专
门从事平移门和平开门的运营商。  
该系列是根据美国安装人员和消费者
的需求开发的，其特点是技术含量
高和创新，但同时使安装人员易于安
装，使消费者易于使用。

vikingaccess.com

作为巴西和拉丁美洲市场的领导者，
它专门设计和制造用于大门、道闸和
车库、电子电路板和遥控设备的自动
化系统。

rossiportoes.com.br

CoMETA S.p.A.是意大利物理安全
（安保和安全）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导
者。它生产安全入口、紧急门、防盗
装甲门、转轴滑动门、旋转门、安全
锁、保护贵重物品的专业系统、获取
生物识别数据的技术等。

cometaspa.com

我们的业务



出入口控制

南美市场行人出入口控制系统的领先品牌，适
用于各种细分市场和应用。该系列由一系列用
于车辆通行的道闸组成。这两个系列以高质量
和高技术标准为特点。
wolpac.com.br

“德国制造”品牌和世界领导者（主要是美国、远
东和欧洲），专门从事最先进的、易于使用的出
入口控制解决方案。遍布全球的业务以及高标准的
质量和安全标准，使其成为该行业的领先运营商之
一。
magnetic-acc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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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解决方案

Parclick是欧洲在线停车场预订的
网页和移动应用程序，特别在西班
牙、意大利和法国被广泛使用。自
2011年以来，它一直在帮助用户
以最优惠的价格停车，但它也帮助
停车场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增加利
润。

parclick.it

TIBA的移动应用程序在以色列启用，
允许用户提前预订并支付停车费，享
受较低的价格并增加公共和私人停车
场的停车位可用性。一个应用程序中
有大量的功能。

pinkpark.co.il

HUB Parking的移动应用程序让您
只需通过智能手机，即可以简单、
舒适和安全的方式停车。从预订到
停车位定位，再到出入口和付款。

j-pass.com

作为大型和“中小型”基础设施领域的全球领先品牌，其致力于集成和智能
停车场解决方案的开发、生产和安装，并提供安装和售后服务。

hubparking.it

一个最近被集团收购的品牌，是北
美市场的领导者，特别是在中小型
企业领域。为运营商和停车场管理
人员提供全系列基 于云的硬件、
软件和产品。TIBA产品可靠且安
全，易于安装和使用。

tibapark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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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FAAC 
TECHNOLOGIES

4 南美洲

4 非洲

5 中东

5 亚洲

1 大洋洲

5 北美洲

29 欧洲

北美洲

加拿大 密西沙加

美国 哥伦布（俄亥俄州）、达拉斯（德克萨斯州）沃
沃伦代尔（宾夕法尼亚州）、罗克利奇（佛罗里达州）

南美洲

巴西 阿瓜斯克拉拉斯、圣保罗

哥伦比亚 波哥大

中东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

以色列 特拉维夫 

非洲

尼日利亚 拉各斯

南非 约翰内斯堡、North Riding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坎贝尔菲尔德

亚洲

中国 上海 康桥

印度 金奈

马来西亚 吉隆坡

欧洲

奥地利 佩希托尔兹多夫、萨尔茨堡

比利时 布鲁塞尔

保加利亚 鲁塞

法国 略桑、克雷米厄、里昂

德国 弗赖拉辛、肖普夫海姆

爱尔兰 都柏林、罗斯康芒

意大利 巴贝里诺·塔瓦内莱（佛罗伦萨）、科隆·蒙
泽塞（米兰）、奥吉奥诺（莱科）、佐拉·普雷多萨（博
洛尼亚）

荷兰 多尔沃特、多廷赫姆

波兰 华沙

英国 贝辛斯托克、格拉斯哥、 
泰晤士河畔森伯里

俄罗斯 莫斯科

斯洛文尼亚 森丘尔

西班牙 西班牙

瑞典 柏斯托

瑞士 阿尔特多夫

匈牙利 锡盖特圣米克洛什 53
公司遍及29个国家，遍布5大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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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创造共享的福祉

我们认为，为今天和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
美好的世界是我们不能也决不会放弃的承
诺。

我们深知，可持续性是我们使命的基本组
成部分。

我们感到有责任成为新经济发展模式的积
极倡导者，这种模式将环境保护和创造与
社区共享的价值作为每个商业项目的创始
理由。

可持续性 15



我们的管理方法

我们的所有权结构无疑是在创业领域中的
独有组织。 

通过我们的活动，我们为合作伙伴和利益
相关者的社区创造共享价值。我们支付的
股息由我们的唯一股东博洛尼亚大主教管
区用于社会和慈善活动。

这是引以自豪的源泉和重要的动力，让我
们以激情和决心继续致力于通过更好的运
营和财务业绩创造价值。

以独一无二为荣

ANDREA 
MOSCHETTI

主席

董事

ANDREA 
MARCELLAN

首席执行官

区域和业务部门总监

中央职能

EZECHIELE 
GALLONI

首席财务官和首席合规官

MARCO 
MONTERASTELLI

首席技术官

LUIGI 
PASQUALI

首席运营官

ENRICO 
MINELLE

首席信息官

LUCA 
BAUCKNEHT

首席人力官

FABIO 
TOMI

亚太区出入口解 
决方案区域总监

ROBERT 
KEMPTON

美洲出入口解决 
方案区域总监

LUCA 
CERVATO

停车场业务单元总监

ARNO 
STEINER

欧洲出入口解 
决方案区域总监 

RICHARD 
ROHMAN

中东和非洲出入口解决方案区
域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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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承诺

我们知道，人是与众不同的价值。激情、
能力、抱负和动力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我们照顾我们的人民和他们
所居住的社区，解释不同国
家的文化，尊重权利、尊严
和多样性。

我们以道德和透明度的价值
观为灵感建立关系，保证对
福祉和安全的持续承诺，并
排除任何基于性别、宗教、
种族和政治观点的歧视。

我们与所有利益相关者——
客户、员工、实验室、合作
伙伴、供应商分享对社会和
环境可持续性的承诺。

34%

9%

44%

13%

生产和物流
每天生产我们产品的同事，其中
46%是女性

研发
开发我们解决方案的技术人
员和工程师

销售和分销
管理和协助客户的员工

企业职能
支持业务、合规性、流程
质量、基础架构（财务、
人力资源、法律、信息技
术等）的职能

我们最重要的价值

17

3.600+
员工

可持续性



对环境的承诺

我们开展研究、创新和组织，以不断减少生
产和分销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自2019年以
来，在我们位于佐拉普雷多萨（博洛尼亚）
的工厂和集团总部，我们开展了以下活动：

. 减少一次性塑料

. 低耗空调

. 通过收集和再利用雨水来减少用水量

. 采用节能LED灯照明

. 光伏板安装

. 垃圾分类收集

在意大利、爱尔兰和保加利亚的工
厂，我们启动了SCIP/REACH项目

用于控制和减少我们产品排放的有害物质，特别
是所谓的高度关注的物质(SVHC)，这些化学物质
被认为对人体健康极为有害。

地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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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Monaldo Calari, 10
40069 Zola Predosa (BO) Italy
Tel. +39 051 61724
Fax. +39 051 0957820

www.faactechnologi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