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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2018 年，我们专注于当下：完成 ICS 收购，整合 BWAY 和 MAUSER，并交付成果。随着我
们在 2019 年取得进展，我们将把更多时间放在未来；其中大部分与投资有关，也是本季度
一揽子计划的一个主要主题。我们在四个主要领域进行投资：

• 我们的员工：建立强大的学徒计划，投资培训和制定我们的安全计划

• 我们的运营：关注以业务维护和运营改进为目标的资本计划

• 我们的技术：增强 Salesforce.com，继续部署 Shoplogix，增强网络安全功能以进
一步保护我们的信息，以及销售和运营计划解决方案

• 我们的运输足迹：改进我们的系统，增加人员来更好地管理我们的第三大成本

未来所有这些投资的基础是我们对商业模式和员工的坚定信念。我们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
平台，可以为现有客户提供服务，通过收购实现有机增长和扩张。

我们已经确定的 2019 年关键成功因素（CSF）正帮助我们专注于我们能够最好控制和影响的
业务领域。通常情况下，随着企业的成长，他们会追求太多的计划，而结果往往收效甚微。
我们会继续围绕 CSF 熟悉整个组织，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 CSF 的执行过程中发挥作用。

我们在一起构建一些特别的东西，今天和未来，我们都可以为之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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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们的学徒…
每年，我们的国际包装业务部门在德国的四个地方培训大约 40 名学徒，从事 8 种不同的职业，源源不断地输出高素质的产业
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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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培养全球下一代
制造业员工队伍。
认识今年的一些学徒！

TOBIAS KAHLERT

ALEX ZASADA

JANIKA KRINGE

PANAGIOTIS GOUNTSOUDIS

商业学徒  德国，布吕尔

技术学徒   德国，布吕尔

商业学徒  德国，布吕尔

技术学徒  德国，巴门塔尔

您觉得学徒生涯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了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日常经验与我们在学校学到的有很大的不同。我的学徒生涯使我在知道该做什么
以及如何应对某些情况方面具有优势。

您希望通过学徒计划的来实现什么目标？
这次学徒生涯让我了解和学到产品在交付客户之前，它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希望运用这些知识成为一名
优秀的机械工程师，同时也成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消费者。

您为什么选择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您最喜欢哪些任务？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作为全球领先的工业包装企业，代表着经济、全球化和创新。通过专注于
可持续发展，我们可以影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由于生产和办公室之间的联系，我非常喜欢在物流部门

工作。

您觉得学徒生涯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我对自己做为一名机械工程师的表现以及追求激情的能力感到满意，这是我学徒生涯中最大的收获。

投资于人力资本 
员工学费报销 

公司鼓励员工继续接受正规教育，增加技术知识，拓宽技能范围，提高工作
效率，为将来的工作做好准备。今天和人力资源团队的一名成员谈谈资格和
选择。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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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我们确保
我们的员工感到挑战，

同时也感受到 
拥有支持。

了解 Mauser 的工作并立即申请。访问：mauserpackaging.com

在 Mauser  
有更多的事情 

要做，而不仅仅是 
工作本身。我们的 
员工将获得个人和 

专业的成长。

在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我们大力投资于员工、设施和设备，以推动公司业务、客户和员工的可持续
增长。以下是在我们的业务部门内正在进行的一些投资。我们正在将利润重新投入到我们的业务中，以改善
我们的工作、运营和工作环境的诸多方面，从而提高安全性、质量和效率。

员工：安全升级
码头护栏：确保装货码头的安全
翻新，乔治亚州，格里芬

运营：业务维护
屋顶维修的开始
小包装，伊利诺斯州，芝加哥

技术/运输：运输管理系统
完善物流体系，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运营：运营改进
堆叠机器人：将机器人技术添加到现
有机器中，以改善安全和流程
国际包装，荷兰，奥斯特豪特

运营：安全升级/自动化 
自动化的重复纤维清洗，提高安全性
大包装，伊利诺斯州，芝加哥



了解我们的业务
专注于翻新

工业包装生命周期

我们遍布全球的 96 个翻新设施网络收集和处理各种类型的废旧工业容器，从钢桶和塑料桶到中型散装容器（IBC）， 
以重复使用为主要目标。

收集的容器会发生什么情况？ 

翻
新

处置

回
收

翻新并交付给客户
重新使用。

回收成新产品的
原材料。

安全处置受损或受污染且不能 
重复使用的容器。

1,670 万 
废旧容器 

由 Mauser 于 2018 年 
收集以用于翻新

中型散装
容器 
350 万

聚乙烯 
240 万

钢铁 
1,090 万

Mauser 在收集什么？

“我们很自豪能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领导者，拥有行之有效的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并为长期
成功铺平道路。客户受益，我们受益，地球也受益。” 

 - Klaus-Peter Schmidt，研发/可持续发展主管（国际包装）

Mauser 塑料和金属容器上的标签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最终用户可以在容器完成原来的用途后致电安排取件。只需 
一个电话就可以开启容器通往新的翻新生活的旅程，可持续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焦点。

工厂（能量、汽油、水等）

运输
处置（堆填区或焚化）

原材料供应商 制造商 装填者 排空者

翻新者回收站



$

员工 
我们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来增强我们的劳动
力，并专注于培养这些人才。我们对员工
的首要职责是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愉快的
工作环境，让员工实现令人满足的事业。。

财务与 IT 
我们正利用现有 IT 和财务团队的最佳实践
经验，使工作变得更容易，在数字竞争时代
更容易获得数据。

物流系统 
我们评估当前的货运资产和机会领域。通过
跨地区运输，我们能够稳定成本，为客户带
来优质的服务。

原材料 
我们利用自己的集体购买力来确保所需
材料的最佳价格。原材料成本直接影响
我们的财务收益。

客户 
我们培训自己的客户，让他们了解我们
业务部门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和
解决方案。

运营 
我们制造自己的产品。我们评估如何
最有效地利用资产，为客户提供最好的
产品和服务。

关键
成功 
因素

物流 
系统

运营

员工 客户

原材料 
战略概述

垂直 
整合

采购 
计划

采购计划 
我们正在努力确定能够带来重大经济
效益和最大成功可能性的成本节约
措施。

垂直整合 
我们通过在运营链的不同控制点扩展业务
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
财务与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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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产品和创新：我们新的 MauserNOW 员工沟通中心使您 
可以轻松跟上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世界的步伐。

查看我们新的员工沟通中心。随时随地访问它，
了解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世界各地的
最新动态。

保持 
连接

扫描此二维码，可以在浏览器
中登录到 MauserNOW 或访问 
MauserNOW.com

今日马上连接！MauserNOW.com
MauserNOW 目前只有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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