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裁寄语 
KEN ROESSLER，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随着 2019 年接近尾声，我无法摆脱错失机会的感觉。全球工业放缓的负面影响对我们 2019 
年的整体业绩产生了显著影响，使其远低于我们的目标。与相对疲软的 2018 年相比，我们在 
2019 年经历了全球交易量下降约 4%。关税、经济不确定性、灾难性天气导致的农业环境以及
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都导致工业需求明显减弱。然而，尽管有这么多围绕销售量的负面因素，
我们还是能够增加收入，实现一些重要目标，这对公司的长期成功来说是个好兆头。我们今年
得以：

• 增强我们的管理团队；

•  继续整合我们的传统业务；

•  成功整合北美翻新和大型包装业务部门，以及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EMEA) 翻新和国际
业务部门，以回应客户的“One Mauser”（一个 Mauser）需求；

•  开发 Mauser 平台优化 (MPO) 程序，我们相信在未来许多年中，它将成为一个关键的差异
化因素。

我们已经为长期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的战略规划工作证实了我们的信念：我们正参与一
个正确的市场，并通过广泛的产品和服务供应打造竞争优势。到 2020 年，我们将继续大力进行
人力、资本和技术投资。此外，我们将提供资金资源，以实现我们的商业计划中包含的 MPO 期
望。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股东、债务投资者和客户的信心。正是我们对自己和彼此的信心，将
继续见证 Mauser 的成长和繁荣。

我对 2020 年的展望非常乐观，这源于我们在 2019 年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对我们能够发挥最
高水平的认识。我非常荣幸能领导公司，并且感谢大家的贡献。

最后，我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2020 年见！

具体内容

了解我们的业务 
国际包装和 EMEA 重整理

MAUSER 制造 
无比的奉献精神。 
无与伦比的表现。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2020 年健康支持资源

2020 年安全

2019 年第四季度

2019 年完美收官， 
2020 年重点关注  



服务的主要行业

设施

团队成员

产品与服务

了解我们的业务
国际包装和 EMEA 重整理

化学品、石化、餐饮和药品

47 

2,600 +

塑料
新塑料，水洗塑料， 
采用回收塑料制成
特色：通过 UN 认证， 
多层，屏障功能，导电

金属
标准和专用钢桶
特色：通过 UN 认证， 
内层涂层，平版印刷

复合 IBC
新材料，再生，水洗， 
采用回收塑料制成
特色：通过 UN 认证， 
多层，屏障功能，抗静电， 
UL，无菌

纤维
金属和塑料盖
特色：通过 UN 认证，PE 涂层， 
带覆层，带内衬，全纤维

机械
特色：先进的吹塑技术， 
单层和多层技术，定制化 
生产和跟进设备，专业服务

重整理
特色：定制化收集计划， 
透明准则和先进报告， 
车队管理和洗衣服务

消费后树脂 (PCR)
旧 IBC 转换为可重复使用的 
树脂
特色：清洁并调节后的 
旧 IBC 材料，完整生命周期 
管理，MAUSER 可持续性

组件
塑料部件，钢管生产（IBC 笼）
特色：成功实施垂直集成



接收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
改善健康的提示和提醒。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2020 年健康支持资源

MAUSER 制造 
无比的奉献精神。无与伦比的表现。
每一个 Mauser 员工都有故事……现在正是分享故事的时候。
MAUSER 制造：无比的奉献精神。无与伦比的表现。 是一项由迷你员工肖像组成的内部计划， 
用以展示 Mauser 大家庭的丰富多彩。  
请于 2020 年访问 mausernow.com 查看最新肖像。

认识 MARI LUCAS：现代先锋 
工厂经理 - 美国威斯康辛州斯特蒂文特

对航空的热爱，对事物的运作和制造原理的兴趣一路引领着小型包装厂经理 Mari Lucas 开始了她的海军飞机发动机
技工职涯。Mari 加入海军的时候，女性还不允许登上航空母舰，而女性从事机械行业的也不常见。尽管有着巨大的
性别鸿沟，Lucas 还是成了第一批加入舰载 F-14 中队的女性之一。

在海军服役六年之后，Lucas 光荣退伍，并开始求学学习制图与设计。她以平民身份担任的第一个职位是在一家为
核和制药行业制造远程处理设备的工厂。也正是在那里，Lucas 担任了人生中第一个管理角色，发现了新的热情。

“管理公司的质量计划让我能够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组织。我开始了解精益计划和持续改进的价值。它成了我新的热情——与他人合作
共同改进，对个人和公司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Lucas 将她的成功归功于她生命中的众多导师以及她倾听他人意见和向他人学习的意愿。“导师处处都能找到，不一定只是你的经理。
导师可以是你的同事，日常生活中认识的人，有时候甚至是偶遇到的人。如果你花时间倾听，就有可以学习的东西。” 

在职涯早期，Lucas 得到一位女性士官长的帮助，这位士官长带给她的是鼓励和证明，
而不是当时海军中的女性所面临的限制。后来，Lucas 与一位运营副总裁共事，这位运营
副总裁认识到了 Lucas 的潜能，并对之颇感兴趣。这位领导在帮助 Lucas 建立起承担更多
领导职责的信心，最终获得今天的工厂经理职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与一些鼓舞人心的领导共事外，我还参与了一些激动人心的项目。在我的职涯中，
我参与的项目有：开发对核废物清理至关重要的产品，减少制造足迹，为新业务腾出空
间，购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备。现在，我在一家工厂担任领导，工厂为数百万人提供
日常使用的产品。在制造业担任的职责帮助我了解产品的背后是什么让现代世界能够不断
前进。”

参加 Mauser 医疗计划的北美员工有资格参加 2020 年
的 Virgin Pulse 计划——一项完全自愿且保密的健康计划。
参与 Virgin Pulse 的员工可以得到年度健康资源，并且有
资格获得价值 750 美元（单人）/1,500 美元（家庭）的 
HSA 代币，用于健康行为。 

立即注册，赚取积分！ 
join.virginpulse.com/mauserpackaging

有效期：2020 年 1 月 1 日

用于跟踪活动，实现目标的可定制
资源。

获取食谱和信息，帮助您做出健康
的食品选择。营养

锻炼

跟踪

扫描，立即访问 
MauserNOW 上 
的员工资料。

“如果一个人对了解事物的运作原理、
制作东西，或者对为某些人带来改变
有兴趣，那么制造就是一条很好的追求
途径。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在我的
职涯中当然也遇到了一些，但你必须
发挥创造性，找到跨越障碍的方法。”



2020 年安全
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正是我们反思过去一年在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遇到
的挑战的好时机。安全是否被当作每个人的首要任务？ 您是否实现了 
2019 年的安全目标？ 2020 年，您是否需要承担一些新的安全目标？ 
 
环境健康和安全是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公司风险管理工作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感谢我们的员工、主管以及经理，感谢你们在  
2019 年共同营造出了更安全的工作场所。  
 
2020 年，员工安全将继续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去年，我们要求您加入 
我们的行列，奉行安全规则，把安全当作首要任务。一年一度的暂停 
工作回顾安全活动是整个公司暂停日常工作，重申我们个人的安全承诺， 
协调业务部门的安全承诺的时候。 
 
期待在 2020 年 1 月举行的2020 年暂停工作回顾安全活动中与您见面， 
因为安全靠大家。

环境健康和安全是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公司风险管理工作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感谢我们的员工，感谢你们在 2019 年共同营造 
出了更安全的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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