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版 - 2020 年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调整我们的优先要务 
肯罗·埃瑟 (KENRO ERSER) - MAUSER  
包装解决方案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你们所有人，感谢你们在这个困难时期所付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在这场 COVID-19 疫情期间，我不
断看到和听到有关如下内容的感人故事：我们的团队齐心协力确保工厂安全运行、确保我们的团队成员保持健康、确保客
户订单得以履行。无论使用什么言语都无法充分表达我对你们的努力的感激之情，也无法表达我对我们这家伟大公司的韧
性的自豪之情。

今年上半年，我们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两个季度。在第一季度，我们的销售量比去年略有增长，我们的收入完全符合预算。我
们的业绩低于去年，原因是小包装金属的非现金重估，这也包括在预算中。而第二季度的情况并不乐观。由于我们的市场正
在遭到 COVID-19 疫情的全面影响，销售量和收益均低于预算。我们看到许多客户停工，一些关键行业（油漆、油田服务和
汽车）产量显著下降。不过，我们希望随着全球商业和经济重新开放，第三和第四季度将出现良好的改善。

与任何企业一样，我们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计划，才有可能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因此，我们的优
先要务反映了我们修订后的计划，并考虑到影响 Mauser 的关键因素：

• 应对 COVID-19 疫情 - 确保员工的安全和健康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 流动性 - 鉴于 COVID-19 的不确定性，我们已经采取了额外的措施，以确保如果出现更严重的衰退我们公司有足
够的现金。

• Mauser 平台优化 (MPO) - 在整个 2020 年上半年，我们的 MPO 项目和计划都达到了目标。它们的成功将使我们
能够创造自己的未来。

• 改善小包装金属业务 - 我们的小包装金属业务部门由我们最大和最复杂的工厂组成。在这个动荡的市场上，这个
业务部门一直在努力提高生产率。因此，我们对这个业务部门进行了多次调整，并期望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

• 改善北美的翻新业务 - 鉴于二手集装箱的出货量和采购市场都很困难，这项业务在 2020 年上半年举步维艰。我
们仍然致力于北美的翻新业务，并将此业务视为公司在新形势下的增长点。

我在这里再次对你们在工作中和在社区中所做的一切表示诚挚的谢意。我们将一起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通过团队合作，
我们将走出这一困境，变得更加强大，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疫情常态下乘风破浪
专注于保护员工和发展业务

COVID-19 疫情似乎以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方式改变了各行各业。这个世界可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我们的企业也不能例外。要在疫
情常态下破浪前行，我们必须：

• 在虚拟环境中重新思考我们的销售和营销流程。
• 重新思考我们的供应链，以平衡成本效益和供应安全。
• 重新思考我们在生产场所的操作规范，以留出社交距离，并为可能的更多感染波做好准备。
• 根据当前的经济衰退环境，重新思考我们的长期业务增长战略。

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两个主要关注领域将是扩大我们员工健康和安全战略的范围，以及利用现有技术在数字工作环境中更有效
地运作。

员工健康和安全
虽然安全一直是我们公司关注的焦点，但我们过去安全措施
的范围一直围绕着预防工伤展开。COVID-19 扩大了范围，将
以往与工作场所安全无关的风险纳入其中。在保持基本商业
活动的同时防止病毒疾病的传播是我们的新常态。我们继续
遵守所有权威性（CDC 和 ECDC）指南以及当地和区域健康指
导，以降低员工的感染风险。

在所有工厂和办公室内实施社交距离

每次交班汇报时必须进行自我评估和
温度筛查 

加强对所有区域的清洁和 
消毒工作 

禁止访客*  
进入工厂和办公室内

大规模采购 PPE （个人保护设备），并建议在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环境中使用面罩

利用技术
随着在线电话会议、聊天、讨论和数字营销的兴起，COVID-19 
加速了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这场疫情告诉我们，随着技术到位，我们与同事、客户、厂商
和供应商的内部和外部合作方式正在发生变革。

麦肯锡在 2020 年 4 月进行的包装行业调查显示：

• 90% 的企业对企业 (B2B) 销售已经转变为远程销售 

• 70% 的 B2B 公司希望新的销售模式持续 12 个月以上

• 60% 的 B2B 公司发现远程销售与传统的面对面销售模式
同等有效或更有效。

• 对于公司来说，数字互动的重要性是传统互动的两倍。

• 消费者希望减少个人活动 30%。

• 客户正在重新评估供应链，利用数字平台和更具区域性
的安排来增加透明度。

为了保持我们的卓越标准，我们正在对数字文化蓬勃发展所
需的技术和培训进行投资。

如需详细了解正在实施的措施，请访问我们的 MauserNOW COVID-19 降级页面。随着我们继续降低在工作场所传播 
COVID-19 的风险，员工在工作中和下班后采取个人防护措施也同样重要。
* 此时访客仅限于全职承包商、既有供货商、必要的人员、求职者和邮件递送人员。



重新定义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之旅的后续步骤

可持续发展在我们企业中的重要性体现在我们的使
命、基石、目标和口号“重新定义可持续发展”中。我们
独特的全生命周期包装循环的能力是我们通过可持续
的包装创造积极、持久的变革并推动世界前进的基础。
随着我们继续塑造我们的公司和行业，我们有独特的
机会为更加美好的未来铺平道路。通过在可持续发展
道路上迈出下一步，我们正在制定一个稳健的计划，这
对我们的企业和我们周围的世界都有好处。

为什么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意味着爱护我们的环境， 同时也意
味着爱护和投资于我们的员工，增加我们对所在社区
的积极影响，并为我们的客户和投资者创造价值。归根
结底，可持续发展就是付出多、索取少的事情；为每个
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的持续投资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为我们的公司
创造了长期价值。它使我们有别于竞争对手，将业务重
点放在可持续的流程上，并创造更多的机会来吸引、培养和留住充满激情的 Mauser 包装解决方案公
司员工。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现状并确定正确的前进道路，我们与企业公民公司 (Corporate Civilization) 合
作，帮助企业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我们共同确定并构建起公司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 - 环境、社会
和治理 (ESG) 因素。

爱护环境

投资于员工为客户和投资者创造
价值

影响我们的社区

环境

考虑一个公司如何成为一个大
自然管家

例如，能源排放、废物管
理、资源消耗、气候变化

治理
确定公司如何通过负责任的商

业实践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
值。

例如，道德和合规、风
险管理、决策结构、

股东权利

社会

研究公司如何管理与员
工、供货商、客户和社区的关

系
例如，健康和福利、建筑安全、员工关

系、多样性、对社区的影响



第一阶段 

基准与分析

第二阶段

重要性评估与生
命周期分析

第三阶段

目标： 
实施与治理

第四阶段

外部报告

通过基准和差距分
析了解我们与竞争
对手、同行和行业
最佳做法的差距。

确定可持续发展的
最重要方面 - 环境、
社会和治理 (ESG) 
主题，公司应该通
过一个称为实质性
的过程来关注这些
方面。

为我们的战略（包括
愿景和目标声明）建
立框架，这将为可衡
量的目标和路线图
奠定基础。

提交我们的第一份
可持续发展报告，讲
述我们正在做的伟
大事业的故事和分
享数据，并确定我
们对未来的雄心。

目标完成： 
2020 年第 3季度

目标完成： 
2020 年第 3季度

目标完成： 
2020 年第 4季度

目标完成： 
2020 年 6 月

我们有哪些后续步骤
为了将我们“重新定义可持续发展”的品牌承诺变为现实，我们正在经历四个阶段。这种方法将使我们
能够与同行、竞争对手和最佳做法进行对比，了解我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同时确定对我们成功地重新定义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具体主题。最终，我们致力于实施一个负责任的
商业战略，专注于付出多于索取。

这一过程最切实的成果就是每年出版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这份报告，我们能够与利益相关者分
享我们的成功经验并确定需要持续改进的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将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并实施项目
来转变我们的业务活动，以实现我们“重新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使命。

可持续发展需要我们所有人
Mauser 包装解决方案公司独特的可持
续发展故事是我们不断发展和分享的
故事。
我们现在为“重新定义可持续发展”所做
的工作正在定义我们公司的未来，而这
项工作需要我们所有人参与。我们每个
人都与我们如何重新定义可持续发展
以及我们采取什么行动来实现这一目
标有着利害关系。一旦我们制定了我们
的战略，我们每个人都将为它的成功作
出贡献。提前感谢您对这项重要工作的
贡献！

要点

• 企业可持续发展是投资者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他们不
仅追求经济利益，也追求社会利益。

• Mauser 包装解决方案公司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 
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 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我们能够与利益相关者分享我
们的成功经验、对未来的抱负以及需要持续改进的
领域。

• 我们的持续投资和对可持续性的承诺为我们的公司
创造了长期价值。



迎接 COVID-19 的挑战
满足外部和内部需求 

Mauser 包装解决方案公司的员工在面对意想不到的挑战时展现了他们的奉献精神、聪明才智和慷慨大方。尽管世界大部分地区
已采取封闭措施以减少这一疾病的传播，我们仍然勇敢地迎接了这一时期的挑战，并证明了我们成为行业领导者的原因。

美国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位于俄亥俄州
梅森市的工厂对圆桶的设计进行了
修改，为陶氏化学公司生产了 680 个
圆桶。在向陶氏公司履行订单后，圆
桶里装满了洗手液，并捐赠给了美国 
国民警卫队。圆桶部件是由北卡罗来
纳州哈里斯堡工厂提供的。

西班牙 
NCG Iberia 向当地两家医院的重
症监护室捐赠了 200 套防化服： 
Clínica Diagonal de Barcelona 和 
Hospital Germans Trias i Pujol of 
Badalona。这些防化服通常在 PCR 
部门切割废塑料时使用。为了这次
捐赠，我们通过供应商购买了额外
的防化服。

意大利 
意大利的员工加班加点，以
满足我们公司不断增长的
阀门需求。意大利员工的敬
业精神使我们的内部供应
链和业务部门能够毫不拖
延地为我们的内部和外部
客户提供服务。

波多黎各 
Destileria Serrallés 是波
多黎各的主要酿酒厂和化
工公司之一，依靠 Mauser 
包装解决方案公司提供交
付其产品所需的包装。为
了帮助抗击 COVID-19 疫
情，Destileria Serrallés 公
司使用在我们波多黎各工
厂制造的包装向当地医院
和医疗实体捐赠异丙醇。

新加坡 
当根据旅行限制可能需要对上下班
的员工实施长达数周的隔离时，9 名
马来西亚员工同意留在新加坡继续
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员工，新加坡工
厂将被迫关闭至少一条生产线。这
些员工的个人牺牲使 Mauser 能够
继续抗击疫情，提供必需的产品和
服务。

巴西 
在巴西实施了拼车*计划，以减
少员工对公共交通的依赖。除
了其他环境和经济优势外，为拥
挤的公共交通提供一种替代方
案，可以减少巴西雇员可能受到
感染。
*拼车计划可能适合也可能不适合巴
西以外的交通。

英国和荷兰 
在英国和荷兰，敬业的 Mauser 医疗保
健员工满足了市场 60% 以上的需求增
长。在许多欧洲国家重新开放的同时，许
多国家政府也在增加我们产品的库存，
以应对预计将出现的第二波 COVID-19 
疫情。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已经在
英国利特尔伯勒和荷兰奥斯特豪特都进
行了投资。



从气雾罐、密闭容器、圆桶、中型散货箱、医疗废物容器和危险废物的收集； 我
们的产品、服务，最重要的是您本人，对抵御 COVID-19 至关重要。

谢谢大家！
我们重视所有员工的智慧与创造力，它们有助于我们应对 COVID-19 疫情
带来的挑战。我们尤其要向我们的 180 多家工厂致敬，它们在整个世界封
闭时一直保持运转。
尽管这场疫情在全球肆虐，但我们的工厂满足了市场的需求，并继续在全
球供应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截止到 2020 年 6 月 20 日，
• 所有的工厂都在运转。
• Mauser 平台优化项目正在进行中。
• 我们的供应链顶住了当地、地区和州订单骤减的压力。
我们很自豪能成为对抗 COVID-19 的重要一员。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承诺
和奉献。

mauserpackag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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