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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 合 作 伙 伴 ， 多 种 解 决 方 案

One partner, many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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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共同的热情，我们会一事无成。我们集团的每个项
目都是一个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善于整合团队成员的
不同技能，共同进行一次冒险之旅。我们的团队具备果敢和
创新精神，发扬追求结果的企业文化和务实的工作态度。虽
然每个项目的地点、瓶颈和使用的技术都有所不同，但唯有
一点不变：强调人际关系和专业能力，携手合作伙伴共同创
新，追求更高效、持久的解决方案。

每个项目都是一个故事 我们在山地开发领域拥有丰富的

经验：致力于提升世界各地山区

的安全性、娱乐性和城市机动性。 

 

MND 集团位于阿尔卑斯山腹地，优越的地理

位置使集团能够整合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在法

国，MND 从事的行业是最顶尖的山地发展行业，在

提升山地客流量、安全性和娱乐性方面，是您最佳的

工业合作伙伴。索道交通基础设施、安全设施、造雪设

施和惊险刺激的休闲设施之间的无缝对接和创新开发需

要公司具备统筹管理山地项目的能力。 集团的此项工业

战略远见为项目的进展提供了多种便利，以满足终端客户

的需求，从而使 MND 集团在所有主流国际市场都占有一

席之地。

一位合作伙伴，
    多种解决方案

               

Ernesto BassEtti 
M N D  集团副总裁

Xavier Gallot-lavalléE
M N D  集团总裁兼 C E O

Roland DiDiER
M N D  集团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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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道基建: LST
安全，性能，舒适

LST 是索道行业的主要生产商。

通过追求新型一体化交通工具为山区度假村、工业度假村以及城市

地区提供创新的解决方式。

造雪系统: SUFAG
集所有造雪技术之大成

作为造雪系统市场的资深生产商，SUFAG 在造雪领域占有重

要的地位。作为国际雪联官方合作伙伴之一，公司为世界各地

的度假胜地提供交钥匙设备。 

令人肾上腺素飙升的休闲设备: TECHFUN
兴奋缔造者

TECHFUN 是室外娱乐设施方面的专家：四季高山滑道，旱雪圈，

滑索，丛林穿越，飞拉达，人行桥，观景台，冒险公园等。公司致

力于室内和室外娱乐设备的设计和安装。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核心业务

集团精神

不论我们在世界何地承接项目，无论参与何种项目，MND的员工都肩负着一个共同的使命，在

三项领域中要求精益求精：

安全产品: MBS 和 TAS
世界杯或娱乐滑雪：来自 MBS 的安全保障

MBS 在滑雪场、运动场和娱乐区域的安全防护方面以及相关产品的

开发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自然风险防护和防御

TAS 在雪崩预防系统、风险管控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公

司还提供一系列监测产品（监视决策系统和雪崩检测方案)，

以便预测预防自然灾害。

体验

客户

员工
敬业

运营
一流

3000 CUSTOMERS
IN 49 COUNTRIES

TURNOVER

15%
€     87, 6 M

INCREASE

TURNOVER
66% EXPORTS

STOCK EXCHANGE

8

DISTRIBUTION 
SUBSIDIARIES

REGISTERED
PATENTS

4 NEW 

IN 2017

R&D 
7%

OF TURNOVER

370

EMPLOYEES

2017-2018 集团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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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从城市延伸至山顶的索道

预先分析运营情况，让客户放心
设计任何设备之前，LST 都会优先考虑合作伙伴提出的性能

和吸引力方面的要求。

不管是在山区、旅游区、城市还是工业区，我们的技术服务

确保设备能够以最佳的状态，长期稳定地运行。 

 

产品和服务
滑雪度假村定制的索道产品: 吊椅和固定式以

及脱挂式吊厢索道, 缆车, 拖牵索道，托盘升降

机，魔毯顶篷等产品。

LST 还能够为工业生产提供运输方案，开通寻

常交通工具难以进入的区域。 

在城区， LST 提供多种轨道公共交通方案，比如城市缆车

CABLINE，其车厢在索道上快速运行，同时保证乘客的舒适

感。 

www.lsturbanropeways.eu

LST在滑雪度假村索道系统的设计和制造方面有 30 余年的经验。

 如今，其专业方向延伸至了城市地区，为城市提供经济、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移动方案

六人座脱挂式吊椅索道采用了 LST 的专利新

技术，近期交付给了 La Plagne 度假村。其性

能，安全性和运行均得到提升。此项新生代产

品也深化了MND同  La Plagne 度假村之间的

关系。该公司隶属于法国阿尔卑斯公司

(La Compagnie des Alpes)， 一家世界顶级

的滑雪度假村运营商。  

CHAIRLIFT 
6-SEATER DETACHABLE 

MANY
PATENTS

FILED

La Plagne,
法国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lst / 索道运输解决方案

30
YEARS

AN 
EXPERT FOR

Nicolas CHAPUIS
LST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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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来，我们不断地提升为滑雪场提供的造雪服务标准。SUFAG 的专业技术就是“造雪质量保证书”，公司的产品

能成功应对山区的最大挑战-气候不稳定性。 SUFAG 持续调整其造雪技术，以确保雪的质量和能源使用效率。 

可靠的造雪技术让客户放心

根据不同情况提供最佳方案
专业，可靠，效率：这三个词很好的总结了 SUFAG。 这是三

个国际知名公司（艾瑞克和雪星）融合的结果。SUFAG 结合

了每个公司宝贵的专业知识，以提供最先进的造雪解决方案，

并根据各种情况提供最有效的方案。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与全

球各滑雪度假村维持的合作关系，提升了 SUFAG 的知识储

备，以应对不同类型的滑雪度假村的细节要求。SUFAG 的挑

战: 确保其在全球造雪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为客户提供当地

最高效的造雪服务。

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不论什么温度下，由 SUFAG 的雪枪所造雪的质

量，都是全球认可的。造雪机喷出的细微雪晶颗粒

能够完美适应任何娱乐和运动场地的需求。除了高

质量造雪，SUFAG 产品还兼顾了方便客户使用的

人性化的设计。其安装、操作和维护等环节在设计

过程中都追求最简化，其零部件的坚固耐用性也保

证了设备的使用寿命：对于滑雪场来说，使用寿命 

是关键。 为帮助合作伙伴选择一款雪枪，SUFAG 

会综合考虑其资金状况和运营费用，保证造雪设备

能够满足高峰期的使用负荷，滑雪运动的发展和成

本控制。 此外，SUFAG 长期为合作伙伴的训练以

及需求提供国际技术支持。

Vincent DOUILLET
SUFAG 总经理

MND 集团与万龙雪场正在进行紧密的合作。

万龙是中国滑雪界的领军企业，距离北京 110

公里，毗邻 MND 中国分公司位于张家口的生

产基地，是 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场所。

万龙项目包括拓展和自动化现有造雪系统，新

安装 350 多台全自动低压雪枪炮，为中国首

例。

+ 350
SNOW GUNS SYSTEM

ST

AUTOMATIC

IN CHINA

万龙,
中国

2   

SITES
PRODUCTIONPRÉSENCE

DANS 50 PAYS SNOW GUNS
25 000 PRODUCT PART-

NER

suFaG / 造雪系统

+ 350
SNOW GUNS SYSTEM

ST

AUTOMATIC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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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雪的完美管理
        追求极致安全

服务于主要赛事
TAS 和 MBS 团队应对及时、随叫随到，凭借其专业知识服务于

世界各地的滑雪坡道。高质量的系统使其在各种重要赛事组织

方面赢得了相当的权威。两个品牌与其合作伙伴紧密协作，提

供从咨询、维护到设计、制造以及安装设备的一整套服务。

我们提供的产品以及服务
TAS 通过远程雪崩控制系统保证游客和滑雪场员工

以及工业区作业人员的安全。该品牌采用独一无二

的专利技术：释放既安全又有效的混合气体进行爆

破。这些固定、可拆除或者可移动的（基于直升

机）系统在市面上是独一无二的。此外，TAS 还提

供全套防雪崩防护栏以固定积雪。 

MBS 提供防护网、防护垫、障碍杆子、横幅等设

备，确保游客在滑雪度假村的滑雪安全。

MBS 品牌还能够为高级别赛事、运动俱乐部、滑

雪学校乃至类似“雪游乐场”的娱乐场地生产专

用设备。

出于预防的目的提前触发雪崩，以降低雪崩带来的危险，并保护滑雪运动员和爱好者免受雪崩的危害：正是出于这两

种需求，才需要我们具备完美掌控积雪的能力。TAS 拥有世界上头号无需爆炸的雪崩触发预防系统，保卫雪道、道路

和矿区的安全。此外，对积雪进行监控是雪道管理的根本，TAS 还能提供综合监控系统对积雪情况进行全面监督。 

MBS 公司则在娱乐雪道和竞赛雪道的开发和防护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

mBs - tas / 安全设施

   

2014 年冬奥会的滑雪区是在高加索的森林中

建设的，其建设速度之快可谓是破纪录的，而 

MND 提供的设备可谓是功不可没。 

TAS 和 MBS 为场地提供了雪崩防护设施，保证

赛道的安全。LST 也提供了一条索道以扩展滑雪

区域面积。

Rosa Khutor,
俄罗斯

SYSTEMS
TRIGGERING PRÉSENCE

DANS 50 PAYS RESORTS
EQUIPPED
12002 800  

Louis NOëL
TAS 总经理

Julien NOëL
MBS 总经理

GAZEX
68  

OF «A» NETS
8 KM  

10



12 13

惊险刺激的创造者

新颖的理念
Techfun 能够为客户提供种类丰富的新颖的游乐项目，比如

过山车（轨道雪橇），能够集兴奋感、享受感和安全感于一

身。Techfun 的设备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与友人和家人共度

好时光的平台，适合成年人也适合孩童体验。Techfun 的理

念丰富了景区的旅游设施，提升合作的游乐场吸引力。

产品和服务的范围
户外设备

下行:  过山车(在轨道上的高山过山车)，夏季滑道，冬季

滑道，卡丁车轨道

上行：巨型滑索，多项目冒险之旅，飞拉达，悬索桥，观景

平台，冒险公园

室内设备：城市探险路线

我们的服务包括

交钥匙工程：整体策划至项目执行。Techfun 的机械设计团

队可根据方案进行创新、设计和生产， 同时可提供自己的

安装团队。

TECHFUN 的产品能让您的客户在绝对安全的状态下体验到一种独一无二的刺激感并超越自己的极限。这些项

目利润高且环保，能够丰富景区的旅游资源，提升景区的吸引力。

teCHFun / 兴奋缔造者 娱乐设施

世界上第一条塔筒连接的飞索位于 Geilo 

Skisenter，由 Techfun 安装。游客无需解扣

就能通过-中间的塔筒让绳索有了一个拐点。

为了保证客户能够体验到肾上腺素飙升的刺激

感，飞索的坡度为 22.4%，速度达到了每小时

90 公里。 

世界第一条

Pierre METAYER
TECHFUN 总经理

Geilo,
挪威

13

35% 
最大坡度为

飞跃 滑行 高空
LUGE
D’ÉTÉ

VIA 
FERRATA

TYROLIE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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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程示例

One partner, many sOlutiOns One partner, many sOlutiOns

tas / MBs / lst / sUFaG 
Waterville / 新罕布什尔州 / 美国

Waterville 度假村位于美国东海岸，是美国度假村领
域的领跑者。MND 已为其提供了近五百万美金的设
备。Sufag 提供了 500 台自动化造雪机，对其造雪
系统进行了升级，LST 安装了两条传送带和一条滑雪
索道，MBS 的产品对雪道进行了防护和划分。对于
Techfun 的休闲娱乐设施，该度假村也在考虑之中。
 MND 在当地的子公司则为这座 «露天展示厅» 提供
售后服务，这也是该项目成功的关键。

tEchFUn
Luchon 地区/ 人行桥 / 法国

Techfun 设计、生产和安装的 35 米长
的人行桥位于法国 Luchon 地区，该桥
坐落在河岸线之上 31 米处的岩壁上，
飞跨 Pique 河。人行桥的架设为当地
的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徒步旅行
者重新开启了一条路径。

tas
矿区 /智利

Codelco 是一家国营矿业公司，采用
了 TAS 的产品，以确保其位于安第
斯山脉的矿场不受任何自然因素的干
扰，能持续正常运作。 
El Teniente 是该司下属的一个露天铜
矿矿坑，该矿使用 Gazex® 爆震装
置建立了雪崩触发系统，保护人员和
设备。 

tas
Kootenay Pass / 加拿大

1993 年至 2015 年间，在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交通部的统筹下，至少
有 24 个Gazex® 爆震器安装在五
个不同的天然气工厂内，在冬季保
证道路安全。

partners laBels

sUFaG
Les Grands Montets / 滑雪场 / 阿尔卑斯山 / 法国

在霞慕尼山谷区，SUFAG 保证了多家滑雪场雪
道的用雪需求。二十年间，公司一直致力于改进
 Les Grands Montets 滑雪区的造雪系统。2017
 年，公司又提供了十台塔式造雪机。 机器安装
在四米高的塔架上，为雪场提供大量高质量的人
造雪。在 Le Brévent, SUFAG 改进了一套人工造
雪系统，由于临近居民区，所以安装了静音式的
造雪机。

MBs / lst / tEchFUn / sUFaG 
新雪国 / 中国

由 MND 和新雪国度假村签署的新度假村开发合
同涉及度假村现场的设计开发，直至竣工。度假
村距离北京 130 公里，建成后全年运营。度假
村开发的项目包括滑雪索道、为总长达到 55 公
里的雪道提供造雪设备、安全和标识设备，以及
能给游客带来独特体验的户外休闲设施，这是 
MND 综合开发方案的最佳实例。

lst
蒙马特区 / 巴黎 / 法国

根据 RATP 的要求，LST 翻新了巴黎蒙马
特缆车的两条轨道，在很短的时间内改进
了车厢、引擎、刹车、电池和自动系统。
从山地至巴黎市中心，LST 凭借其索道运
输的专业知识给成千上万的游客带来观光
的乐趣和安全的体验。

MBs
伊泽尔谷赛事/法国

MBS 是多项国际赛事的合作伙伴。每
年十二月，MBS 的产品被广泛用于在
伊泽尔谷举办的高山滑雪世界杯选拔赛
上。涉及的产品包括：防护网、门杆、
终点线和最新的防护垫，由直升飞机直
接送达。 

memBers

MND 奥地利公司 - 因斯布鲁克 – 奥地利
MND 意大利公司 - 布雷西亚 – 意大利
MND 伊比利亚公司 - 塞奥德乌赫尔 – 西班牙
MND 瑞典公司 - 厄斯特松德 – 瑞典
MND 瑞士公司 - 巴尔 – 瑞士 
MND 土耳其公司 - 安卡拉 – 土耳其
MND 美国公司 - Eagle - 美国
MND 中国公司 - 北京/ 张家口 – 中国

如需浏览所有分公司和分销商的信息，请登陆 MND 集团网站 mnd-group.com

分公司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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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partner, many solutions

Parc d’Activités Alpespace - 74 voie Magellan - 73800 Sainte Hélène du Lac - France - www.mnd-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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