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改善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主席 Benson Smith 先生的视频讲话

Teleflex 是专业的全球医疗器械供应商，

帮助改善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我们以目标作为创新的驱动力，不断探索尚未得以满足

的临床需求，以此让患者、供应商和社会从中受益。我

们是一家与众不同的成长型企业。

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不论地点、岗

位或语言差异，我们所有员工都认为我们每天所做的事

情将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

发展、文化、人才和事业 – 这就是“The Teleflex 

Advantage”。如果您无法观看此视频，请前往以下链接：
https://vimeo.com/248216765/03cc783e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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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 不断发展的全球医疗器械行业

• 临床医生知晓和信赖的知名品牌

文化由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观来驱动 
• 持续提高人们的健康及生活质量 

• 建立互信、企业家精神和创造乐趣

人才是我们所有努力的核心 
• 才华横溢的同事致力于创造卓越 

• 临床医生及患者信赖的合作伙伴

事业可以在泰利福行得更远 
• 有趣而充满挑战的工作，让您能够发挥所长 

• 为您提供成长和脱颖而出的机遇

见第3页

见第6页

见第9页

见第11页

2



	
	

“ 很早之前，我就意识到我们的产品到了客户手里，便可通过他们

的专业知识为患者的健康护理带来不一样的改善成果。目前，泰

利福产品每天都在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而这让我们非常自豪。” 

– Enrique Grande，销售部，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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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
成立至今，Teleflex 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最初 Teleflex 只有

一款产品 - 一个由多股螺旋形电缆和齿轮组成的装置，用

于将推拉动能转换成旋转动能。

 

泰利福前身是一家多元化企业，业务遍及全球，涉足于医疗、航天和工业

领域。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我们逐步转型为一家专注于医疗技术的公司。

我们的业务通过收购得以发展，并由此收获了来自这些公司的最优秀的人

才和最佳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企业家精神和协作精神，所

有这些因素最终促使我们取得成功。

Global Operations facility in Kulim, Malaysia

Teleflex original push-pull 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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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 Teleflex 
• 建立了全球化品牌，并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 良好的定位，充分利用发展中的全球医疗保健市场

• 公司总部：宾夕法尼亚州，韦恩

• 全球有大约 12,600 名员工

• 全球有超过 70 个销售公司和生产基地

• 为 150 个国家的医疗保健供应商提供支持

发展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  我们在工作中怀揣企业家精神。创造我们品牌的专家们研制出的产品已  

有 100 多年的历史，这就是他们的企业家精神。”– Jorge Perez，研发部，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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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flex Global Operations facility in Salt Lake City, UT:    

From Left: Zung Bui, Phuong Cao, Lucy Dinh

文化由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观来驱动 



	

“我们在意大利的团队非常多元化， 

涵盖多种不同的职能。 

而且我所看到的是， 

每当你需要别人与你合作时， 

你总是可以得到其他人的配合。 

他们总是会帮助你， 

因为我们在朝共同的目标努力。” 

– Sergio del Rosso，意大利

Teleflex 愿景
成为一家在医疗器械领域里与临床紧密结合，具有创新精

神，客户高度信任的全球化企业

 

Teleflex 的员工致力于创造卓越。我们是临床医生及其治疗患者值得信赖

的合作伙伴。作为团队一员，我们每一个人及我们的每一个岗位对于成功

的取得都至关重要。

你会在工作场所看到 Teleflex 管理层活跃的身影，他们支持公开交流和协

作，确保最佳的想法得以共享，惠及所有人。

我们所有业务、区域和职能部门的同事都会时刻谨记，我们努力的最终成

果将会用于患者，这一点促使我们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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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
以人为本，是我们努力的核心，公司以此为共同价值观发

展壮大。这些价值观使我们一起工作时能够提供卓越的产

品和服务，真正改变全世界人们的生活。

创造乐趣 
• 协作、友好 

• 懂得感恩 

• 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与氛围

建立互信 
• 真诚、正直 

• 分享、问询和聆听 

• 互帮、互助、互信

企业家精神 
• 富有创意、敢于冒险、积极主动 

• 引领变革和创新 

• 主人翁精神、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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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们都很友好，作为新人，我能感受到大家对我的欢迎与接纳。同事

们都慷慨地分享他们的知识。如果某个项目是谁的强项时，我们都乐于

互相帮助。”– Chrisen Sim，客服部，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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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29.49%

美国

28.59%

捷克

12.72%

马来西亚

7.70%

德国

5.76%

员工总数

前 5 名
12,600名 
全球员工

43% 男性57%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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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展望未来，我们拥有无限可能。我很感恩能身处

当前岗位，因为我认为我能发挥所长，这很令人满意。”– Upvan Narang，

市场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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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 Adlina binti Abdullah，马来西亚，居林，

运营经理，她在医疗器械行业有超过 25 年的工

作经验，加入泰利福前曾在 LMA 工作三年。

在职业挑战的激励下，她从早先的薪资和会计

角色转入到 IT 工作，之后是运营部门，主要负

责生产、计划、采购、物流和客服方面的工作。

Nur Adlina 继续挖掘其潜能。她于今年完成了 

MBA 学业，并准备好迎接新的机遇。

她说“我从不认为‘这个角色就是我的事业’…

如果有机会做新的事情，我还将努力争取。”

Nico Voulgarakis，比荷卢、捷克和斯洛伐克，

国家经理，1999 年加入泰利福，他的事业证

明了他的学习敏锐度和个人主动性。

Nico 原先负责采购，后来才转为销售和市场职

能，并被提拔为比荷卢地区销售和市场业务负

责人。

 一路走来，他在 Teleflex 的帮助下获得了市场

营销学位。

Nico 在愿意尝试新机遇的同事里面看到了类似

的事业发展。

“Teleflex 为你提供机遇，但最终要靠自己来实

现它，”他说。

Franciso Camacho，墨西哥，新拉雷多，工程

经理，2004 年该工厂招聘的第一批员工。在

过去数年间，他的岗位一直在提升，如今他管

理该工厂的整个工程部门。

“我之所以可以在过去的数年中学习新的职责

和培训中取得成功，我的老板起到了关键作用，

尤其是在六西格玛黑带学习中，起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他说。

Francisco 正在努力获得 MBA 金融硕士学位，

并希望继续在 Teleflex 发挥其才能。

“我很喜欢目前的工作，而且希望可以继续成

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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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Green，美国，罗利，关键客户经理，加

入 Teleflex 六年来曾做过各种岗位，并不断被

选派参与各种特殊任务。

从客服部门到租赁部门再到其目前管理关键分

销商关系的岗位，一路走来，Harry 学到了非

常多公司业务知识，并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各

个新岗位。

“我在 Teleflex 有很多不同的经历，这是我成

功的重要原因，”他说。“我很感谢能有这些经

历，它们对于我的成长帮助很大。”

Erin Burbules，美国，韦恩，高级会计，财务

团队新员工，同时为她的团队带来了新鲜的视

角。今年加入财务团队时，她说“我看到了泰

利福很大，可以帮助我成长，但同时也很小，

你可以看到自己每天所做的贡献。”

从一开始，Erin 便在新的工作场所创造不同，

她所在的团队被委派实施一个新的财务软件 

系统。

此外，在公司总部，她为“创造乐趣”做出了

贡献，带头成立员工活动小组，负责计划社区活

动和社会活动。

Rashid Anjum，美国，外科销售，1994 年从

巴基斯坦移民到美国。他曾在加油站工作，同

时学习语言和文化。他大专毕业，同时兼做两

份工作，他将事业目标锁定在医疗器械行业。

自 2009 年加入 Teleflex 担任外科销售代表以

来，RA 迅速取得了成功，并曾荣获多个销售奖

项。他被提拔到更高的岗位，并希望继续发展。

“紧迫感、客户的尊重、对成功的激情，对学习

的渴望和职业道德，让我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他说，“我很清楚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最

令我满意的是，我知道自己在 Teleflex 不仅仅

只是在做一份工作，而是从事一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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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这些员工（和更多其他员工）为此报告分享

了他们的真知灼见

Amanda Webb 
法规事务部，美国

Charlotte Norwood 
市场部，英国

Bill Schaal
销售部，美国

Dunte’e Silver 
销售运营部，美国

Luca Formigli
人力资源部，意大利

Alice Fan  
市场部，美国

Cynthia Neill  
财务部，美国

Backjoon Sung 
销售及市场部，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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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产品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它们能挽救生命。而作为一家

公司，我们的每一位员工都是与众不同的。Teleflex 的实力与

我们每一位员工的成长息息相关。”

 – Cam Hicks，全球人力资源部，副总裁

Corporate Office 
550 E. Swedesford Road, Suite 400, Wayne, PA 19087, USA   

如需更多信息，请游览 teleflex.com. 

Teleflex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Teleflex Incorporated or its affiliates. 
©2018 Teleflex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telefl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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