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优质工具，尽在于此。
独一无二的贸易、制造和服务能力，助您获得更大成功。



制造商能力 服务商能力

我们使工具采购简单化，这样，客

户能够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

超过95%的客户将我们列为首选供

应商。

作为制造商，我们专注于优质工

具和车间装备。高端自有品牌GA-

RANT几乎涵盖了我们产品目录的所

有系列。

在机械加工领域，我们是德国最大

规模的制造商之一。

经验丰富的专家和技术顾问研发最

佳的加工方法，处理新型材料，在

现场为客户量身定制车间装备解决

方案，我们将设计与服务不断与工

业4.0理念相结合。

贸易商能力

快速可靠的交货

 ■超过99%交付能力（通过了TÜV认证）。

 ■99.9%的交付准确性。

 ■交付时间：长三角地区24小时内交货，中国其他主要工业

区域48小时内交货（＜5kg）。

 ■欧洲最大的工具物流中心。

便捷的采购

 ■电话、eShop网上商城或智能手机APP。

 ■超过80,000种产品。

 ■高端自有品牌GARANT、优质品牌HOLEX以及500家世

界领先的制造商。

 ■收录了500,000件工具。

 ■1年固定价格。

 ■切削加工、夹具、测量工具、切割和打磨工具，以及

手动工具、安装工具、车间装备、车间用品和劳保用品。

GARANT 

 ■高端自有品牌。

 ■超过30,000种高性能的优质工具。

 ■最高的性价比。

 ■40多年来，始终保持成功。

 ■在研发过程中，始终保持与用户、供应商、领先的研

究机构以及12家独立的试验中心交流沟通。

 ■使用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设备进行生产。

 ■通过TÜV认证。

 ■10年质保。

超过1,300名技术顾问和专家

 ■刀具技术专家

 ■量具技术专家

 ■车间装备技术顾问

 ■电子商务专家

工业4.0时代的入场券

GARANT 360°为您提供7大服务：GARANT eTool、

GARANT ToolScout、GARANT ToolConcept、GATANT 

Tool24、GARANT ToolGrinding、GARANT ToolRoom、

GARANT ToolAudit。这些服务为您提供全面的CAD/CAM数

据，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它，轻松管理您的工具。
系统

伙伴

系统

伙伴

系统

伙伴



在这里找不到的优质工具，

在其他地方也找不到。

让您获益

 ■全面的产品 — 可靠供货。

 ■具有最大竞争优势。

 ■海量品质一流的工具任您挑选。

切削加工/夹紧工具

手动和测量工具

车间装备

贸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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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集团—您的优质工具系统伙伴。

霍夫曼作为欧洲第一的优质工具的系统伙伴，有超过3,000名员工，营业额逾11亿欧元。与合作伙伴一起，为超过

50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种规模客户提供卓越的服务。凭借与子公司和合作伙伴的紧密合作，以及一支强大的出口团

队，霍夫曼在全球取得了成功。我们出版18种语言的产品目录。

作为霍夫曼集团的客户，您将从我们独一无二的贸易、制造和服务能力中获益匪浅。

 ■贸易能力：品种繁多，物流实力强劲，实现可靠的工具供应。

 ■制造能力：GARANT 顶级品牌质量，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开拓创新

和优异品质。

 ■服务能力：一流的服务，不断提高生产效率。

德国霍夫曼集团 — 工具助您精益求精。

我们可提供 500,000 件工具，其中有 80,000 件收录在目录中，

您可以立即获得最理想的工具。

德国霍夫曼集团 — 工具助您精益求精。

 ■高端品牌 GARANT。

 ■优质品牌 HOLEX。

 ■500 个领先制造商品牌。

 ■多达500,000件商品。

 ■1 年价格保障。

 ■极富竞争力的全球产品管理体系。

系统
伙伴



让您获益：

 ■可靠供应高质量工具。

 ■交付准确性高，从而提升生产效率。

 ■交付能力强，从而实现最少的资金投入。

99% 的交付能力。

99.9% 的交付准确性。

力求完美。

高于 99% 的交付能力，低于 0.1% 的错误率。超过 95% 的客户将

我们列为首选供应商。这些，只有付出 100% 努力才能实现。为

您，我们全心全意。

德国霍夫曼集团 — 工具助您精益求精。

 ■经过 TÜV 认证的交付质量 > 99%。

贸易能力 

最优秀的物流服务 — 覆盖全中国

 ■超过 18,000 件优质工具上海有库存。

 ■60,000 种产品由德国物流中心直接发送（10 个工作日交货）。

 ■零错误战略。

 ■近 99.9% 交付能力。

 ■长三角地区 24 小时内交货，中国其他主要工业区域 48 小时内

交货（＜5 kg）。



2017

制造能力 

进军市场超过 
 40 年

全心专注客户利益

 ■在与用户、供应商、领先机构和 12 家下属测试中心的不断沟通

中精益求精。

 ■在全球最好的加工设备上进行生产。

总是位列前 5  

 ■多年来，GARANT一直在德国顶尖工具制造商中遥遥领先。*

GARANT —我们的质量承诺

 ■顶级品质实现最佳性价比。

 ■超过 30,000 件高性能顶级工具，适用于各个应用领域。

 ■ GARANT 产品享有 10 年质保，机械应力造成的正常磨损除外。

GARANT 产品深受好评

 ■根据最高标准获得 TÜV 认证。

 ■因其顶级品质、精湛设计和人体工程学让您获益而屡获大奖。

*德国工具排名表—来源：fertigung

我们研发工具，力求完美，

之后，我们精益求精。

让您获益：

 ■持续稳定的顶级品质。

 ■GARANT 代表了出色的创新性。

 ■最理想的性价比。

了解更多

http://ho7.eu/garant

WARRANTY*
       

      
  

WARRANTY *              10
YEARS

十年质保



制造能力

为您的成功带来助力的

最佳工具。

GARANT = 最多样化。 

GARANT为客户提供了一个跨应用的精选系

列，具有出色的可用性和高性能服务，从而

确保提高客户生产力。

GARANT = 顶级性能。

“高端”代表着最高品质的优秀产

品，代表着杰出的标准和独有的服

务，代表着超越期望，代表着提供最

高性价比的自信。

GARANT = 极致精密。

对于GARANT来说，新产品的开发尤为重

要。GARANT产品是经认证的开发过程开

发而来。最初经过全面检验的创意，最

终会转变为在全世界最好的制造设备上

生产的产品。

GARANT = 持续创新。 

故障即是退步，而“高端”始终远胜于“良

好”。GARANT 代表了可持续性创新能力。我

们和客户进行充分沟通，不断思考，持续开

发 — 与客户、领先机构、供应商和工程师携

手并进。专注、专业、持之以恒地取得令人

振奋的结果。

让您获益

 ■不断向您提供创新性工具解决方案。

 ■开发流程符合VDA 6.4及ISO 9001标准。

 ■多应用高端产品系列。

了解更多

http://ho7.eu/garant



我们以最优性价比为您提供

最佳选择。

让您获益

 ■不断向您提供创新性工具解决方案。

 ■开发流程符合VDA 6.4及ISO 9001标准。

 ■多应用高端产品系列。

GARANT = 独一无二。 

我们钟情于一流工具，并且始终致力于做

到极致。我们不留缺陷。带着对细节的热

忱和关注，我们旨在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

务。

GARANT = 最佳人体工学设计。 

我们想要随时满足高要求。因此我们更

为关注GARANT产品，会根据用户所提

出的更安全、更高效的需求优化我们的

工具。凭借经验和知识，我们知道即使

是已反复测试过的产品也有改良空间，

而这就是成功的关键。

GARANT = 高端品质。 

我们的产品以其高品质材质、完美的功能、

现代化设计和杰出的工艺而受到瞩目。高端

意味着拥有最高品质的优秀产品

–最好的质量提供给最优秀的您。

GARANT = 最持久表现。 

我们全力以赴应对每天面临的新挑战。对

GARANT而言则意味着在最佳条件下持之以

恒开发产品和服务。

制造能力

了解更多

http://ho7.eu/garant



无论面对何种问题，

我们总有合适的车间装备解决方案。

 让您获益

1. 一贯的高端品质。

2. 从计划到组装—针对所有部门的车间装备解决方案。

3. 最理想的性价比。

GARANT = 模块设计。 

我们钟情一流的车间装备、全力以赴做到

极致。我们不留缺陷。带着对细节的热

忱和关注，我们旨在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

务。

GARANT = 井然有序。 

GARANT 是客户高要求作业的整体组成

部分。在 GARANT 制造中心，我们始终

注重制造能力。成果：顶尖品质的车

间装备解决方案。

GARANT = 持续不断。 

唯有变化是不变的。我们全力以赴应对每

天面临的新挑战。对GARANT而言则意味着

持之以恒开发产品，无论应用于何处。

GARANT = 未来。 

GARANT 代表了可持续性创新能力。我们

和客户进行充分沟通，不断思考，持续

开发 — 与客户、领先机构、供应商和工

程师携手并进。专注、专业、持之以恒

地取得令人振奋的结果。

制造能力

了解更多

http://ho7.eu/garant



在50多个国家驻场。

超过 1,300 名专业咨询人员

现场工具咨询

车间装备专家切削加工专家

测量技术专家

优质的服务甚至让一些客户想要

聘用我们的专业顾问。

承蒙厚爱。

我们明白超过 1,300 名专业咨询人员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全球各地都找不到比他

们素质更好的咨询人员。不过您完全没必要聘用他们。因为他们一定会为您和您

的企业的成功竭尽所能。我们言出必行！

德国霍夫曼集团 — 工具助您精益求精。

让您获益

 ■为您提供各个行业的高精尖专业知识。

 ■现场为您提供一流咨询。

 ■遍布全球的专业咨询网络。

服务能力 



eShop：
快速且可靠的订购。 
www.hoffmann-group.com

GARANT Toolscout:
快速且面向应用的工具选型。 
www.toolscout.com

eScan:

移动使用，独立性强。

  

eCatalog:
长期提供 18 种语言版本。

简洁的系统：

免费的采购市场。 
www.simplesystem.com

我们将手指和鼠标

变成高效的工具。

工具选型的完美途径：

借助我们的创新性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您可通过点击鼠标更快速、

更精准地找到更适合您的工具。

德国霍夫曼集团 — 工具助您精益求精。

让您获益

 ■减轻采购压力 — 更加节约成本。

 ■可以更好地与您的商品管理系统对接。

 ■订购快捷，可以随时随地下单。

服务能力 



135,000名客户，

每一名对我们都至关重要。

让您获益

 ■对优质工具富有热情的高素质联系人。

 ■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的采购流程。

 ■供货及产品质量十分可靠，提升生产效率。

 ■欧洲第一，全球服务。

 ■遍布全球超过 50 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 3,000 名敬业的员工。

 ■18 种语言的产品目录。

 ■95% 的客户将我们列为首选供应商。

作为高质量工具的市场领头羊，我们拥有众多客户，其中 95% 把

我们视为首选供应商。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将 100% 的客户视为优选

客户。

德国霍夫曼集团 — 工具助您精益求精。

服务能力 



2012 
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成

立了GARANT品牌的生产有

限公司

2005 
10种语言的印刷版

产品目录册

2017 
产品目录扩展为4册，

有18种语言版本

2014 
销售额突破10亿欧元

2014 
在奥德尔茨豪森，新建车间

装备物流中心

1932 
Mr. Franz Hoffmann 
加入公司

营业额超

10亿欧元

1919 
Mr. Josef Hoffmann 创建霍夫曼

优质工具有限公司1936 
第一本霍夫曼

产品目录问世 
1973 
成立 GARANT 品牌

1993 
成立了霍夫曼集团

2000 
电子商务时代：

所有产品可在线订购

1994 
同行业中，首家

通过ISO 9001认证

的贸易公司

1995 
国际化进程：西班牙、

瑞士和斯洛文尼亚的第

一批授权合作伙伴
2004 
凭借GARANT品牌，在整体

硬质合金铣削刀具领域，

成为德国市场的领导者

2003 
更名为霍夫曼集团

近百年来，

一直在通往成功之路上。

2006 
推出Tool24—首个针对工具供应的

自动配发系统



学习行业知识的新工具：

霍夫曼集团TV。

您可通过我们的全新视频端“霍夫曼集团TV”观看工具演示。您

可在此找到有关创新铣削、钻探及磨削的信息，甚至可找到有关

搭建车间的内容。当然，您还可了解到我们的工具是如何让您更

好地进行生产，让您的业务更上一层楼。

TV.hoffmann-group.com

www.hoffman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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