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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通过我们的安全周承诺所力证的，安全将继续是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的第 1 位首要工作。安全是我们以员工、客户（产品与服务）及可
持续性成功为本的可持续性举措的关键部分。

另外，公司也得到了巨大发展；我们需要努力留住我们的员工，继续吸引 
他们为我们的公司工作。这是我们以安全、培训与发展以及沟通交流为重心
的以人为本举措的一部分。

在我们展望 2019 之际，作为领导层团队的我们将把工作重点放在几乎涵盖
了业务领域的各种规范的六大成功要素 (CSF) 上。您将得到更多有关 CSF 以及您在为其成功所起的作用方
面的信息。今年，我们将为我们的业务注资 1.7 亿美元，但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来“推动”公司的发展。我
相信大家会响应我的号召，积极面对挑战。

为期 12 个星期的安全周之行
再次坚定了我的强烈信念，即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拥有这个行业最优秀的员工，我
为能够领导这样一支睿智、专注
和敬业的团队而深为感慨。

再次感谢大家为使我们公司发展
壮大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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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PACKAGING 
庆祝安全成果 

2018 年 11 月 18 日，Small Packaging 骄傲地宣布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印第安纳波利斯塑料厂取得五年无记录在案
安全事故成果。

在过去的五年中，接近 100 名员工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进行生产
运营，完成了近 100 万个工时的挤出吹塑成型密闭容器的生产
工作。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印第安纳波利斯工厂的员工不断
力证其安全承诺和持续探索完善安全体制的机会。自 2013 年以
来，该工厂进行了如下投资：

• 用于防止与机器部件持续交互的 B18 捆扎机；

• 用更轻、更安全的门替换沉重的木质坞门；

• 仅出于员工舒适和安全目的而安装的通风装置和大型风扇；

• 为使员工远离叉车通行区域而重新设置的员工入口；

• 由第三方为维修团队提供的额外的液压、机器人技术和电气
培训；

• 为所有安全小组成员提供的事故调查培训。

为了庆祝，2018 年 12 月 21 日,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印第安纳波利斯厂的全体员工举行了午宴。出席庆祝活动
和答谢的有总裁兼 CEO Ken Roessler、人力资源副总裁 
Bruno Couteille、Small Packaging-Plastics 副总裁 Greg 
Hutchison、Small Packaging-Plastics 运营总监 Stephan 
Dechert、Small Packaging EHS 总监 Allen Coppolo。 
 

“实现零事故、零受伤的目标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这是
一个长期的承诺。安全成绩斐然的工厂均是既有实际经验又富有
创新思想的工厂 - 印第安纳波利斯厂为取得这一成就付出了艰苦
的努力，”Allen Coppolo 说。

财务 
重新定义安全 - 关注资本要素的提升  
首席财务官 TOM DE WEERDT

“重新定义安全”说起来似乎很容易，或者甚至听起来象是新的
一年的解决方案。在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这绝非空
谈。而是切实的、不可推卸的和公开的承诺。作为一家公司，要
想成功，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我们的员工的安全问题。

2018 年，在安全工作方面，我们着实开始付诸了实践行动。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有史以来在一年当中比以往投入
更多资金改善员工的安全状况。您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已亲眼目睹
在您们的厂区进行的这些投资：确保适当的机械防护的新栅栏、
红外锁定系统、车间标记的更新换代以及更多。

这种努力不仅还将在 2019 年继续，而且还会通过在全球业务单
位进行再一年的创记录安全相关投资予以加强。随着我们将重点
放在重新定义安全上，员工在 2019 年将看到下列安全投资：

• 持续提升我们的工具、设备、机械和建筑物安全以及更广泛
的工作环境的安全的资本投资；

• 在公司的不同部分增加安全专家；

• 在公司范围推出的持续的和改进的培训与教育；

• 有关安全、幸免事件、事件发生和事件预防的更频率的沟通
交流。

尽管作为一家公司我们可以进行的所有投资，打造更安全的工作
环境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却是我们每个人对于安全的承诺。“看
到有问题的事情及时告知”的箴言很重要。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报
告是我们大胆直言和保护彼此的共享责任，无论是不安全的工作
场所、不安全的流程，还是同事的不安全行为。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将安全作为首要工作，并进行大量
投资来为我们所有人打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安全是我们每个人
的共同责任。无一例外。没有任何事情比您的安全更重要。



INTERNATIONAL PACKAGING 
反思 2018，展望 2019
INTERNATIONAL PACKING 总裁 MICHAEL STEUBING 

2019 INTERNATIONAL PACKAGING 的目标以及为实
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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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们推出了首批
利用来自消费后包装废物的 
100% 再生塑料制成的医疗
废物容器。通过对最先进的 
Mauser Machinery 吹塑成
型技术的几项新投资，我们
将以显著减少的碳排放继续

提供包装产品。

2019 年，我们的目标是通
过推出优化我们的生产力
及实施新的和改进的精益
流程的举措，来激发高绩

效运营精神。2018 年，我
们聘请咨询公司 BeST 在欧

洲的七个工厂优化我们的
生产力及实施新的和改进
的精益流程；2019年，我
们还将在另外五个工厂推

出此项举措。

2018 年，我们高度重视一
个公司的精神。我们的品牌
大使计划在通过一个公司活
动凝聚整个 International 

Packaging 的员工的同时，
以公司的愿景为支柱，帮助

员工熟悉了公司的所有层
面。2019 年，我们将进一步
重点关注改善工作环境及实

施表彰和奖励计划。

从我们“重新定义可持续性”的愿景出发，
我们构建了驱动我们的关注焦点、注意力
和我们的资源的关键支柱。我们对于安全、
公司成绩、运营改善与投资的承诺将帮助我们
实现我们的目标和使我们未来能够发展壮大。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员工是我们最宝贵的
资产。因此，致力于他们的安全应是我们所做
的一切事情的基础。

2018 年，International Packaging 事业部在
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并将在 2019 年通
过以职业健康与安全为中心的安全宣传活动
继续在此基础上取得进展。2019 宣传活动已
通过全球安全周启动，并将通过安全话题全年
为其提供支持，以提升安全意识和鼓励开展改
进活动、制作宣传海报、举办展示会、进行团
队训练以及进行安全问题测验和对员工的参与
予以奖励。

我们对于安全、公司成绩、运营改善与投资的
承诺将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和使我们未来
能够发展壮大。我们的员工对于我们公司以及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充满热情。



LARGE PACKAGING
加强安全工作

就安全而言，永远不要认为
做得“足够好”...... 我们的努
力必须持续、始终如一和自我
保持。”
 - John Dergentis  
北美纤维板分部副总裁及 Large Packaging  
安全团队成员

Large Packaging 安全团队是确保安全工作始终处于
我们业务的最前沿、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以及关
乎每个人的驱动力量之一。

“关注安全对于我们公司、对于您和对于我们彼此
都至关重要，”Large Packaging 环境、健康与安全 
(EH&S)/合规团队总监 Nick Sheets 说。

这一切都始于人和计划。在 Large Packaging 总裁 
Glenn Frommer 的支持下，Nick 及其经验丰富的安全
专业人士团队致力于制定确定流程和实践惯例的环境
健康与安全路线、鼓舞围绕安全工作的干劲和帮助加
速完成公司的共同安全使命。

Large Packaging 安全团队的路线重点关注三个关键
领域：

1. 工作环境

为有助于保护员工，首先要考虑到工作环境和注重减
少物理危害十分重要，Nick 说。

2. 管理制度

实施全面的安全计划需要有系统的方法和责任感。

3. 技能与知识

培训

持续培训是安全小组的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19 年度，该团队将发起为时 30 个小时的 OSHA 
认证课程。

沟通交流

安全团队强调沟通交流在实现安全目标当中的重要 每
个班次开始时，应强调员工日常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旨在提高安全意识和进行有关安全行为的教育， 性。
每个班次开始时强调的员工应日常注意的关键点旨在
提高安全意识和进行有关安全行为的教育，而每周安
全号召则是提供一个由 Large Packaging 安全团队、
业务领导及工厂管理团队参与的公开对话的论坛。

团队如何知道其计划是否成功？ 

“就安全而言，永远不要认为做得“足够好””，
北美纤维板分部副总裁及 Large Packaging 安全团队
成员 John Dergentis 说。“尽管我们可以按照行业标
准和进行计算来衡量我们的安全努力，但是我们必须
继续为我们的员工做到最好，努力完善我们的流程。
我们的努力必须持续、始终如一和自我保持。” 



人力资源 
从员工角度重新定义可持续性 
人力资源副总裁 BRUNO COUTEILLE

在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我们通过留住我们的员工队伍和 
提高他们的技能将可持续性付诸行动。

随着数字革命进入制造业，车间技能在经历着快速的改变，公司常常
需要努力寻找具有技能的工人来:操作先进的制造设备。在全球拥有近 
7,000 名生产工人的我们致力于通过我们称之为行业再培训或学徒计划的
方式提振生产员工队伍。

我们的员工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种专门知识对于下一代员工而言
至关重要，但需要有严格的、系统安排的发展计划来确保新员工得到所
需的培训，以在合理的时间内成为训练有素的维修工人或技术人员。

随着 2019 年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学徒计划的推出，我们将充
分利用我们现有员工的专门知识对下一代员工进行培训，以培养维修和
工艺技术人员。该计划将向现有员工以及准备对此计划和公司做出长期
承诺的新员工开放。在此新计划中，徒工将接受课堂指导、体验亲身参
与和接受在岗培训。毕业生将充分准备好满足我们目前对熟练的技工、
电工、工具和模具制造人员的工作场所要求。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成功的关键是拥有高技能的制造业员工
队伍。通过在整个公司内采用德式学徒模式，Mauser 在力证一种可以为
企业增添价值、巩固家庭和社区以及支持经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人
力资源副总裁 Bruno Couteille 说。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分享更多有关此计划的详细信息，并期待着
目睹此计划如何使现有和未来的员工在其所选领域中脱颖而出。

员工 产品与服务

长期财务稳定性

学徒制

打造可持续性员工队伍的 
学徒计划

Mauser 的成功有赖于我们的员工、产品
和服务以及长期财务稳定性的相互依存的
力量。在学徒制方面的投资是对我们的员
工进行的一项投资。

 学徒制计划始于技艺高超的工匠传承其技艺的中世纪。这种做法 
后来在工业革命时期被工业贸易领域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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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安全 
2019 安全周

安全是所有人的责任。为证明这种责任的重要性，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将关注安全再度纳入 2019 首要工作。

为在 2019 年启动我们的“重新定义安全”活动，各地的每个员工均暂停
了其日常工作，于 1 月 14 日参加了“周一全球安全停工”活动。此次停工
并不是为了对任何特定事件做出响应，而是在进入新的一年时一次积极主
动地将全员关注焦点放在安全上的机会。员工在该周的其余时间还参与了
其它安全相关活动。

致力于安全将保护我们最宝贵的资产 - 我们的员工。作为一家公司，我们
的成功取决于我们的员工，我们的最大责任是确保每个员工在每天下班时
安全回家。

我们最宝贵的资产是我们的员工，没有任何事情比他们的
安全更重要。绝对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