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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 劉炳興產品與服務品質卓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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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SSMA BUILDING TECHNOLOGIES SDN BHD
瑞馬建築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獨
特的設計可以使一座冰冷的建筑物

“活”起來。隨着現代人講求生活品

味，我們不難發現國內的現代建筑風格與設計

既創新又具特色。

對於建筑物設計，也許很多人會忽略屋頂

的重要性。在市場上，正有專攻屋頂設計的企

業，為建筑物提供設計完善及滿足其他需求的

系統。瑞馬建筑科技私人有限公司（Swissma）

正是本地屋頂科技業的佼佼者。

與大企業合並如虎添翼

1997年，前首相敦馬哈迪醫生建議將所有

聯邦行政機構從吉隆坡搬遷至布特拉再也。當

時本地市場缺乏建筑設計專才，因此政府引進

了瑞士工匠與大馬建筑師攜手合作完成這項工

程，瑞馬建筑科技私人有限公司因而成立。

瑞馬的英文名稱“Swissma”正是以瑞士工

匠（Swiss）及馬來西亞建筑師（Ma）的合稱而

取。瑞馬的成立意義非凡，除了完成布特拉行

政中心工程，也讓本地的建筑設計引起矚目。

2002年，身為一家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瑞馬與聯合鋼鐵工業私人有限公司（ASIM）

合並。ASIM 是與日資公司 Sanko Metal 

Industrial Co. Ltd 和 Nippon Steel & 

Sumikin Bussan Corporation 的合資伙伴。

在2011年，劉炳興進行了瑞馬的管理層收

購。

瑞馬建筑科技私人有限公司總經理劉炳興

一直認為，以瑞馬一家小企業有機會與國際企

業公司攜手合作並不容易，因此從這段合作關

系中也可看出公司對產品品質的重視程度。

瑞馬與ASIM“雙劍合璧”為本地市場提供

完整的屋頂系統及解決方案。

完整解決方案滿足個別需求

瑞馬公司因完成高端建筑物而誕生，因而

也奠定了業務會在利基市場裡競爭，而非大眾

市場。

相比早期的建筑物，現代建筑物設計明顯

經歷巨大的變化。經典設計建筑已經成了過時

產物，標新立異的地標性建筑物成為新趨勢。

此外，全球環保意識的提升，促使人們在

生活活動中事事講求環保。在建筑業裡，綠色

建筑物成了實踐環保的方式之一。劉炳興說：

“所謂的綠色建筑物的特質包括設計可採自然

光線、空氣流通、防熱功能等。”

縱然大馬的高端設計建筑市場稱不上激

烈，但一家企業若無存在價值，就算沒有競爭

對手也難以生存。立足19年的瑞馬必然有其生

存之道。

中小企業瑞馬是國內屋頂系統供應的佼佼者，他因一個特殊的機遇而成立，並通過與
大企業合並及收購案，令公司的實力如虎添翼。
瑞馬不為成本效益而向品質妥協。該公司對品質的堅持獲得客戶認同，因而能與客戶
建立逾30多年的合作關系。

“我們不可能每一天都在尋找新客戶，
因此與現有客戶建立長期合作關系是
很重要的。”

屋頂系統供應佼佼者

瑞馬重品質 立志攻進海外高端市場

榮膺 產品與服務品質卓越獎 總經理 劉炳興SWISSMA BUILDING
TECHNOLOGIES SDN BHD
瑞馬建筑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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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瑞馬的前景，劉炳興

說：“從公司創立開始，

我們一直在尋找走向海外市場的機

會。”大馬市場雖有發展空間卻有

限，走向國際是該公司的目標。

多年前，瑞馬曾到中國大陸

開拓市場，並有計劃競標北京奧運

會舉辦賽事地點鳥巢的建筑工程，

無奈因缺乏了解市場環境而無功而

返。

縱然如此，瑞馬並為因此而放

棄沖出海外的目標，瑞馬目前的大

方向是積極設立出口來源的基礎，

在未來的5至10年，公司將以出口業

務為目標，同時主攻高端市場。

瑞馬的產品已出售到海外幾個

國家，而東南亞地區也是該公司專

注的區域。

基於一個特殊目的而誕生的瑞

馬公司發展至今，依然不棄當初對

高品質產品的要求，而這個原則也

成了現代企業不可或缺的特質。瑞

馬立足海外市場，不是夢！

“我們除了銷售產品，
也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決 方
案。我們了解客戶的需
求，也可以滿足現代建
筑物的個別需求。”

──劉炳興

走向海外

開拓東南亞市場

劉炳興說：“我們與其他競爭者的不同之

處在於，公司除了銷售產品，也提供完整的解

決方案。我們了解客戶的需求，也可以滿足現

代建筑物的個別需求，如隔熱功能或達到綠色

建筑物指標（GBI）。”

瑞馬的存在在於支援建筑設計師，簡單而

言，建筑師的專業在於設計，對於如何選用具

功能性的屋頂系統，瑞馬能夠支持和提供專業

咨詢與服務。

 重視品質  一分錢一分貨

國內的建筑物不乏別具一格的設計，在

這當中不乏瑞馬公司的成品，其中包括波德

申芙蓉花酒店、哥打京那峇魯機場、吉隆坡

第二國際機場、宜家及大馬對外貿易發展機構

（MITEC）。

MITEC 是大馬第一家使用SIKA Sarnafil 

防水隔膜屋層及鋁復合板合成為第一個特殊的

屋頂系統的建筑物，而這也是瑞馬有史以來最

具挑戰的一個項目。

劉炳興坦誠，該行業面對的最大挑戰是，

如何以具成本效益的價格創造最具競爭力的成

品。

他說：“本公司不以廉宜價格作競爭。雖

然市場上有許多項目都盡可能以最低價格來建

筑與眾不同的建筑物，但一分錢一分貨，我們

會向客戶提供過去的記錄，以讓客戶理解，隻

有付出合理的成本才能生產有品質的成品。”

劉炳興深諳客戶對一家公司的重要性，瑞

馬與一些客戶已維持超過35年的合作關系，由

此可見該公司必有獨特的待客之道。

劉炳興說：“我們不可能每一天都在尋找

新客戶，因此與現有客戶建立長期合作關系是

很重要的。 ” 

瑞馬篤信誠心與誠信是經商之關鍵。此

外，公司視客戶為共同成長的伙伴。劉炳興

說:“假設客戶在競標某項工程時需要支持，我

們作為供應商必定盡全力給予支持。”

彈性管理  決策快速

瑞馬作為一家中型企業是採取彈性管理方

式，公司重視員工的表現和績效。瑞馬的員工

都遵從一個原則——互相尊重，以創造和諧的

工作環境。

劉炳興說，由於瑞馬是小企業，因此在決

策上快速又有效。

在瑞馬，大部分員工都是不折不扣的老臣

子，有一半員工已服務超過10年，當中有7位的

服務年資逾20年，有一位更是從ASIM創始就在

公司服務至今。

對於管理新生代員工，劉炳興表示，暫時

沒有明確的答案。新一代的特質就是創意，而

且他們尋求的是滿足感及獲得認同，因此需要

給予他們更多機會。

為弱勢群體打造安穩家園

瑞馬公司過往也參與多項社會公益活動，

其中最為顯着的是與大馬NS Bluescope私人有

限公司攜手合作的“Ladang Care”(關懷園

丘）計劃。此計劃為原住民社區的新培訓中心

供應金屬屋頂。建設此培訓中心的目的是教育

及培訓原住民如何使用現代農業技術，提高農

作物產量，同時協助原住民銷售產品及手工藝

品。

另一項則是萬撓的“正面生活社區計劃”

（Positive Living Community）。瑞馬為有

需要的長者建筑更完善的家園。劉炳興說：

“類似的公益活動對我們的業務具有特別的含

義。”

MITEC 會展及會議中心是目前大馬第一家使用防水隔膜屋層
及鋁復合板合成的屋頂系統的建筑物，也是瑞馬最具挑戰的
一項工程項目。

瑞馬公司與大馬NS Bluescope私人有限公司攜手合作的
“Ladang Care” (關懷園丘）計劃，為原住民社區的新培訓
中心供應金屬屋頂。

瑞馬公司於2016年的年度晚宴，感恩員工的付出。

瑞馬公司的總
部及工廠，坐
落在雪蘭莪州
莎亞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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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B ALUMINIUM INDUSTRIES
SDN BHD

Superb Aluminium Industries Sdn Bhd (“Superb”) 
is a manufacturer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extruded aluminium productsprimarily for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Superb provides design assistance, solutions 
for customized extrusionsand development 
of prototypes that meet the marketplace 
c h a l l e n g e s .  S u p e r b  o f f e r s  o n e  s t o p 
manufacturing solutions which its customers 
can rely on for deliver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at the best performance with cost savings 
solutions via low initial tooling outlay, rapid 
and accurate prototyping and shortened 
manufacturing lead-time that adds value to its 
customers’ product. 

Superb has  come a long way s ince i t s 
humble beginnings a decade ago. It has 
grown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registering 
impressive financial performanceeach year 
since Bryan Tan acquired the then distressed 
company in 2007. From a small setup of 15 
employees operating at a rentedspace with 
just one extrusion press, Superb has now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thriving 150-strong company 
that has sole ownerships of two factories, four 
extrusion lines, two powder coating lines and 
a consistent double digit year-to-year profit 

for the past seven years. Superb’s business 
is certainly booming and expanding well to 
global markets.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2016, Superb has again registered double digit 
growth with record high annual revenue of 
over RM83.0 million attributable to the increase 
in both local and overseas sales. Today, 
Superb exports its aluminium extruded profiles 
to Australia, Singapore and United States and 
Ethiopia. 

Superb’s core values – professionalism, integrity, 
reliability and relationships are key to its success 
story. These values are the essence of Superb’s 
culture and  code of ethic to its conduct of 
business.  Superb’s  tagline is “Our Relationships 
Are Built With Metal-Structures that Last”.   With 
friendship as foundation, Superb attributes 
the milestones that it achieved to the strong 
bonds it have built with its clients through the 
years contributing to lifelong connections. As 
Superb grows progressively towards its vision to 
be a premier supplier of engineered products, 
delivering solutions, innovation and services to 
a global marketplace, we invite you to be part 
of this journey and our success story. Reach out 
and connect with Superb. 

SWISSMA BUILDING
TECHNOLOGIES SDN BHD

Vision

To be the leading Global Provider in Total Roofing and Cladding Solution.

Mission

• To re lent less ly  s t r ive  for  technolog ica l  improvements  and 
advancements in our products and solutions.

• To passionately ensure total commitment to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rough effective service and customer care relations.

• To perpetually pursue value for our stakeholders.

Core Values

Quality and Innovation.

Core Business and Revenue Model

Our core business is in design, manufacture and installation of metal 
roofing and wall cladding. We provide total solution under the Swissma 
and Swissma SANKO brand. We sell our products through a network 
of distributors and also partake in tenders of roof and wall cladding 
contracts.

Core Strength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ur core strength is mainly our ability to sell a solution instead of a 
product. We have more than 40 years of proven track record and are 
able to provide solutions using all kinds of metals like Clean COLORBOND® 
steel, Aluminium, Stainless Steel, Copper, Titanium Zinc and also Pure 
Titanium. We have recently expanded our product range to include 
Sarnafil PVC and TPO membrane for roofing. Projects completed by 
Swissma using membrane are Ikea Cheras, Malaysi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xhibition Centre (MITEC) and Aeropod, Sabah. Due to our technical 
ability, we are able to provide value engineering to ou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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