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最近针对 Mauser 平台优化 (MPO) 做出了很多讨论。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MPO 将使我们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无论全球市场表现

如何，它都将助力我们“创造企业的未来”。贯穿 MPO 的一条主线就是投资。在许多公司纷纷缩减业务投资的当口，我们则在扩大投资，以保证 

公司的未来发展。MPO 投资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  人才发展 - 投资我们的“全球学徒计划”和“北美一线领导计划”

•  Mauser 操作系统 - 投资“持续改进工程师计划”，以不断改善流程，创造更多正常运行时间

•  物流战略/系统 - 发展和部署运输管理系统 (TMS) 

•  采购成本优化 - 简化所有位于材料项目清单之外的材料的全球采购，以节省大量成本

•  垂直整合 - 扩大内部零部件和材料的生产，包括在意大利生产阀门及在埃克伦茨投资管件生产线；并将 PCR 产能提升一倍 

•  机械自动化 - 投资新技术，打造更安全的工作场所 

•  重整理流程 - 创造新工具，以利用我们的市场定位盈利，并改进二手集装箱采购渠道

•  优质客户服务 - 采用销售规划工具，并最终将其扩展至所有业务部门

•  新产品开发 - 在俄亥俄州梅森新增一条中级钢桶生产线，开发新型零售包装，并改进我们的 IBC 设计和多层屏障应用程序 

此外，我们正在启动一个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的“可持续发展”项目，以便能够发布年度报告，并将业务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流程上。我们计划将

此作为一种手段，以更好地讲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及生命周期管理故事，这也是我们公司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一个关键差异。

毫无疑问，这对于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最终起重要作用的还是我们的员工。在今年 1 月举行的 2020 年暂

停工作回顾安全活动期间，我有幸参观了我们在北美和欧洲设立的 17 座工厂，同事们的高素质又一次让我印象深刻。当我介绍公司战略的时候， 

有人问了我一些非常有见地的问题，这显示出公司员工的超高敬业度。2020 年伊始，我谨代表 Mauser 感谢大家的努力，同时还想强调，你们的

贡献对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

具体内容

第 1 版 - 2020 年

全球健康与安全政策我们的愿景 
端到端可持续包装解决 
方案全球领导者

Mauser 平台优化 
我们的战略发展计划

为我们的团队喝彩 
表彰 2019 年取得的 
傲人成绩

销售会议 
2020 年必做事项

管理层寄语 
KEN ROESSLER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销售会议 
2020 年必做事项

我们的愿景 
及战略说明
下一页中的图示说明了各业务部门如
何协同工作以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全面
服务（上方）；同时还概述了指导我们
如何开展业务的公司战略、目标和行
动实践（下方）。

“一线领导计划”是目前在北美提供的一个多模块领导

计划。在该计划中，领导者将学习如何提供明确的方向、

指导员工以及提供有效的反馈。这项培训的最终目标是，

使领导者能够创造促进员工参与、提高绩效与安全以及

提升员工满意度的良好工作环境。

目标受众： 

负责指导其他人工作的所有现任、 

新任或有抱负的主管和经理。

总体计划目标：

 9 了解有效领导所需的技能、行为和态度

 9 提供工具，以增进与团队和直接下属的联系 

并与之互动

 9 了解员工敬业度和满意度心理

 9 学习指导员工、提供反馈、做出改变和解决 

矛盾所需的沟通技巧

 9 培养创建高效、安全团队的技能

上图：Ken Roessler 对销售 
团队成员发表讲话

下图：在里程碑服务周年 
纪念日受到表彰的多名 
销售团队成员。

1 月 14 日至 17 日，北美销售团队在伊利诺伊州奥克布鲁 

克举行了年度销售会议。这次会议以我们的使命为基础， 

即“成为高质量、可持续硬质包装产品与解决方案的全球 

领军企业”。这一主题在执行委员会成员报告以及业务部 

门小组会议中均得到了呼应。整整一周，该团队讨论了四个 

关键领域，这也是我们在 2020 年及以后为完成公司使命 

而必须达成的目标。

• 为所有员工打造安全的工作场所 

• 发展我们的闭环商业模式并从中获取价值 

• 始终专注于我们的核心市场，并加强与这些市场 
客户的合作关系

• 继续把 Mauser 打造成一个更易合作的生意伙伴

年度销售会议是我们杰出销售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是一个提升整个团队技能的机会，也是一个为新的 

一年加油打气的好机会。

过去一周我们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各业务部门的销售团队齐聚一堂， 
共同制定了 2020 年目标，并强化了 

“一个 Mauser”的运营方式。
JOHN HOMAN 

全球市场营销副总裁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Jason Wasikowski 
电子邮箱：jason.wasikowski@mauserpackaging.com



我们的愿景： 
端到端可持续包装解决方案全球领导者

PCR 战略

• 回收树脂生产和 
消费领域领导者 

•  引进环保产品， 
重新定义可持 
续性

卓越商务

•  扩大专用化学品、润滑油 
和公共机构餐饮业务

•  优化上市方式，推动销售 
团队跨业务部门开展协作

•  利用整合数据和先进的 
分析技术，加强对客户 
需求的规划

创新：跟踪和追溯

•   利用 GPS/IoT 实现产品的 
完整跟踪和追溯 (FT&T)

•   通过闭环重整理和回收树脂
供应及生命周期管理，重新
定义可持续性

整体货运战略
•  一流的车队及超高回程 

利用率
•  基于数据分析的行车路线/

网络优化
• 资产实时监控

原料

制造与重整理工厂
小型包装客户

大型包装客户 
（例如专用化学品）

为最终用户/排空装置 
（例如油气）提供 

   包装解决方案及时交付
行业领先的 

制造技术

回程

战略

目标

我们的承诺

 ► 使命：成为提供高质量、可持续硬质包装产品与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军企业，助力客户拓展业务，为股东创造价值

 ► 专注于有助促进稳定增长的油漆和涂料、化学品、石油、零售包装及食品/农业等核心终端市场

 ► 我们的闭环商业模式是一个无法复制的战略优势

 ► 推动每年取得超出市场水平的增长

 ► 在 2017 至 2023 年期间，通过我们的 Mauser 平台优化 (MPO) 项目创造价值

 ► 立志成为硬质包装行业内的可持续发展领军企业，并朝这一目标迈进

 ► 为员工打造安全的工作场所

 ► 吸引、培养并留住富有激情的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团队成员

 ► 确保员工的个人年度目标与公司战略挂钩



MAUSER 平台优化 
我们的战略发展计划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平台优化 (MPO) 的定义是 
对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的各种资源进行组装、 
校准和利用，以此来达到我们的目标。

在继续对全公司实施 MPO 的过程中，我们将通过提高收入、 
降低成本以及建立更加高效的员工队伍来增加收益。

我们为什么投资 MPO？

为了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保持领先地位

我们身处瞬息万变的环境之中，动荡不安的因素、日新月异的 
技术与全球化趋势相互交织、纷繁缠绕。如果得到有效实施， 
我们的 MPO 目标将成为短期及长期目标的可靠驱动力，这将 
助力我们在市场上保持领先地位。

为了实现战略优势

通过优化，我们能够雇佣和部署与我们的目标更加匹配的技能组合。
这一战略优势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中突如其来的变化，更快、
更有效地实现我们的优先目标。

为了取得战略性增长 

合理调整合并后的组织架构是释放企业协同效应和价值潜力的关键，
我们需要在此过程中协调并统一企业文化、人力资源、优先事项和 
工作流程。

作为公司的首要战略，MPO 为取得更显著的长期成功提供了一个切
实可靠的路线图。在为公司愿景不懈奋斗的征程中，我们将为公司、 
员工和客户带来重大影响。

扫描二维码查看 MPO 项目，并了解它们与 
我们的愿景有何关联。

SAFETY 2020 
全球健康与安全政策

安全需以人为本。对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而言，孜孜不倦的员工是我们最大的财富。确保每一位员工 

每天安全无恙地回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为了更好地履行这一责任，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实施

了全球健康与安全政策，该政策概述了公司支持所有业务部门的安全决策及行动的承诺。

随着全球健康与安全政策的实施，以及对安全教育的投资，我们正在为员工提供创造和维护安全工作环境的条件。我们将通过制定 

和实施可为全球健康与安全政策提供支持的安全计划、最佳实践和指导方针，以继续减少和识别风险。

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对您，乃至对每个人而言，关注安全都至关重要。

平台创建
与集成

Mauser
平台优化
(MPO)

整合4家公司及实现协同效应 MPO：优化流程与跨价值链实施

2017-2019 2019-2021

扩⼤
核⼼业务 卓越运营

2020-2022 2021-2023

利⽤MPO推动整个公司的
卓越运营

通过协同兼并、战略兼并及
重整理业务兼并扩⼤核⼼业务



为我们的团队喝彩 
表彰 2019 年取得的傲人成绩

安大略省奥克维尔工厂（小型包装业务）完成压缩空气系统升级， 
从而荣获 2019 年度 Oakville Hydro 能源保护奖。 

这次升级显著减少了能源成本和环境足迹。

加拿大

巴西
Mauser do Brasil Embalagens Industriais S/A of the Suzano and Taubaté Units 
（国际包装业务）凭借在工业包装市场实施的可持续环保行动，荣获杰出环保企业证书和 
Jornal Meio Ambiente de São Paulo 颁发的环保徽章。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兰里市工厂（小型包装业务）荣获卓越职业标准 (OSSE)  
认证。在由一家经认证的外部审核机构执行的 OSSE 全面安全程序审核中， 

兰里工厂总分高达 95%，比此认证的及格线 80% 高出 15%。

加拿大

Maider IBC S.r.I.（国际重整理业务，位于意大利维拉斯泰洛内） 
荣获 Conai 重整理及回收最佳改进奖。该奖项突出了公司在生产 

流程方面的技术创新及生态可持续创新，正是通过这些创新， 
我们才得以保证材料回收及其在新产品生产中的再利用。

意大利

南非
NCG-Container Solutions South Africa（国际重整理业务）荣获南非工业集装箱重整理 

企业协会 (SAICRA) 颁发的协会卓越奖证书及流动奖杯。该奖项表彰了约翰内斯堡和德班 

分公司在 SANS10406 审核中获得满分的杰出成绩。同时，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South Africa 还成为南非第一家获得 ISO 45001 认证和 ISO 综合管理体系认证的重整理企业。

Mauser International México, S. de R. L. de C. V.（大型包装/重整理业务，
位于墨西哥托卢卡）达到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系列要求，荣获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FSSC) 22000（版本 4.1）。该团队以零不符合项的成绩顺利通过了这项认证
审核。

墨西哥



全球健康与安全 – 新型冠状病毒  

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对您，乃至对每个人而言，关注安全都至关重要。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一直在密切关注 CDC* 针对冠状病毒发布的信息和最新消息。我们将保持警惕，并遵循所有官方
建议。

在本文付印之时，冠状病毒已经对许多人的生活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公司会立即采取行动，为受影响的员工提供援助，以此确保他们
的安全，这将始终为公司当下以及未来的首要任务。

我们现提供一些简单的日常预防措施，可以帮助预防呼吸道病毒的传播。其中包括：

•  提高自身意识。
•  问候时避免握手和亲吻脸颊。
•  避免与患者密切接触。
•  避免用不干净的手触摸眼睛、鼻子和嘴巴。
•  经常用肥皂和清水洗手，至少要达 20 秒。
•  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则使用酒精浓度不低于 60% 的酒精洗手液。
•  限制所有旅行。

如需了解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关于冠状病毒的最新通讯消息及其他信息，请访问 mausernow.com/coronavirus。
要获得更多感染防控指导，请访问 www.cdc.gov 或 www.ecdc.europa.eu。

*CDC 是指疾病防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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