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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司 (MAUSER PACKAGING SOLUTIONS) 

我最近读完了一本名叫《耐力》(Endurance) 的书，书中讲述了探险家厄内斯特•沙克尔顿 (Earnest 
Shackleton) 爵士的故事。 这本书详细描述了他的船在威德尔海被浮冰压碎、船上所有人都被浮冰困
住后，船员们所经历的“失败”的航行及其后来的艰苦斗争。 

船员们不得不重新定义其生存方式，因为他们不得不在海冰
上露营，直到海冰融化。 他们建造并部署了小型救生船，这使
他们能够到达大象岛。 搁浅在陆地上后，船员们便建造了一艘
结实但很小的救生船，仅能供少数船员航行。 当这一小部分船
员出航寻求安全出路时，剩下的船员不得不留在极寒的零下温
度和荒凉的环境中。 在漫长而凄凉的三个月后，沙克尔顿终于
成功地将剩下的船员也营救了出去。 自原船（耐力号）沉没以
来，船员们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总共生活了七个多月。

他们在寻找食物（捕猎企鹅、海豹和信天翁）以及在损毁且部分沉没的船上建造避难所的过程中展
现出的聪明才智，同时在极为艰苦的亚北极条件下（冷湿环境下，风速为每小时 100 英里）仍保持积
极的态度，既引人入胜，同时也用事实证明了其坚强的领导力、敬业精神以及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
的能力。

您与我们公司共同度过了难忘的 2020 年。 我们经历了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最具挑战性和最艰难的一
年。 我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随时进行调适，以满足个人和客户的需要。 我们采取措施以不同的方
式行事，并在需要时做出调整。 作为一家公司，我们取得了一些奇妙的成就； 我们开发出一些非常
有趣的新产品，并且学会了如何在没有外部资源支持的情况下成功地运营我们的工厂并扩大我们的
业务范围。 

作为必要的员工，即使面对面交流受到限制，我们仍然克服困难并持续关注协作的重要性。 我
们始终坚守在第一线，严格遵守防疫指南，保持社交距离，加强卫生防范，不断向抗击新冠病毒 
(COVID-19) 的行业提供优质包装，为消费者提供生活必需品。 我希望在这段前所未有的时间里，您
了解到了您自己和我们公司的一些您过去所想象不到的东西。 我希望您对我们的成就感到满意。 
只有充分利用这些成就，我们才能在 2021 年继续探索并把事情做得更好。

2021 年将会带来新的挑战，但我知道我们将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我们会把我们的公司以及我们自己
变得更强大。 感谢您在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司所做的一切。  祝您和您家人节日快乐、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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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安全对
我们公司、 对您、对彼此都至关重要。

保护自己和他人
生活、工作与新冠病毒

平安 2021
提高您的标准

安全不仅仅是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司的重中之重，它是我
们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保护
员工的安全和健康是我们所做一切工作的基础。 

为了便于履行这一责任，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司将在 2021 
年举行两次全球安全停工 (Global Safety Stand Down)。

所有员工都负有安全地工作的责任。 “提高您的标准”
是我们 2021 年的停工主题，体现了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
司致力于为公司全体员工以及合作伙伴提供安全健康环
境的承诺。

2021 年 5 月
以工厂为中心的活动和培训

2021 年 1 月
全球安全停工

遵循日常卫生习惯
 • 与其他人保持至少 6 英尺的距离 
 • 避免与生病的人接触 
 • 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手，每次至少 20 秒 
 • 如果没有肥皂和水，请使用洗手液

正确地佩戴面罩
• 戴上面罩之前请先洗手
• 使其遮住口鼻，并在下巴下面戴好 
• 尽量让它紧贴您的脸部 
• 确保您能轻松呼吸 
• 不要给 2 岁以下的儿童戴面罩

戴上面罩
 • 一旦您成为无症状感染者，戴着面罩

有助于保护其他人  
 • 任何时候您出现在公共场合，都要戴

好面罩 
 • 不要把面罩套在脖子上或额头上 
 • 别触摸面罩；如果您触摸了，就立即

洗手

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司将通过我
们的健康计划“维珍脉搏” (Virgin 
Pulse) 持续重视我们员工的健康
和平安。 该计划鼓励参与者积极
保护或保持自身健康。 参与维珍
脉搏是完全自愿的，并且是保密
的。参加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司医
疗方案的员工都可以参与这项计
划。 通过该计划，符合条件的员工
可通过参加 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的健康活动获得积分，相当于 HSA 
元。 

开始
在 1 月 1 日或之后注册维珍脉搏，
承诺过更健康的生活，即表明您开
始参加该计划。 请访问 
join.virginpulse.com/mauser 或下
载适用于 IOS 或 Android 的手机应
用，即可加入。

*该计划仅适用于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司有资格享受北美福利的员工。

维珍脉搏：
健康计划



2020 年发展成就
扩大我们的业务范围并落实改进措施

小包装业务 
田纳西州孟菲斯
田纳西州孟菲斯市 (Memphis) 小包装金属厂的一条
新建生产线采用最新的 F 型焊接和粉末喷涂技术来
改进 F 型加仑罐的制造工艺。 

这一交钥匙生产线可快速更改产品规格（如高度变
化、粉末喷涂和喷嘴尺寸），从而减少了废料，提高了
可靠性，并改进了通用性。 

该生产线的主要优点包括焊工和粉末工艺的技术改
进、机器人码垛机的应用，以及所有 F 型加仑罐的生
产能力。 这条生产线是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司重视
持续改进的一个典型例证。 

工业解决方案 
德克萨斯州哈钦斯
我们位于德克萨斯州哈钦斯 
(Hutchins) 的工业解决方案
工厂于 2020 年 6 月启动制
造和翻新 (Reconditioning) 
业务。 全面投入运营后，这
座最先进的工厂将成为得克
萨斯州肯普 (Kemp) 的翻新
业务以及 IBC 吹塑业务的大
本营。 

与目前的肯普工厂相比，哈钦斯工厂的优势包括：

•	 提高了安全性和效率
制造和翻新业务位于工厂内的同一个屋檐之下。 通
过使员工摆脱风吹雨打以及在室外进行翻新过程时
可能遭遇的不利条件，员工将不再需要在泥泞的地
面上工作，因为泥泞的地面会使他们滑倒、绊倒和跌
倒。

•	 节约了货运成本
集中化经营通过减少毛瑟包装解决方案经营地点之
间的运输瓶颈，降低了货运成本。

•	 改善了运输物流
靠近主要公路和两个大机场的便利性增强了发货和
客户拜访方面的竞争优势。

•	 实施了现代技术和方法
最先进的设备和自动化流程使工厂的制造和翻新业
务对所有员工更加安全。

哈钦斯工厂为员工提供了一个 21 世纪的生产基地，同时
也为支持“一个毛瑟”战略的其他双重翻新和大型包装
工厂提供了蓝图。

分切机和焊机，然后是粉炉

用于生产手柄和喷嘴的糊固化炉

质量检测机

瓶子插入线



工业包装业务 
北卡罗来纳州里兹维尔
北卡罗来纳州里兹维尔 (Reidsville) 回收工厂推出了一种新的用于消费后树脂 (PCR) 生产的自动化物流和存储系统。 该新
的自动化系统复制了新泽西州南普莱恩菲尔德 (South Plainfield) 回收工厂的一个系统。 该系统将干净的磨料从清洗线直接
输送到内部筒仓，进入造粒机，最后输送到外部筒仓进行装袋和装运。 在实施新生产线之前，物料是通过叉车在这些加工
站之间搬运的。

毛瑟国际公司 
德国埃尔克伦茨
在过去的一年里，埃尔克伦茨翻新工厂 (Erkelenz Reconditioning) 进行了
两个项目，旨在扩大 IBC 再装瓶业务，并解决对 PCR 日益增长的需求。 
以该工厂的产品和服务组合为基础，建造了一个新的大厅，以容纳一条最
先进的 IBC 清洗线和一条自动化 IBC 再装瓶生产线，使公司能够在客户
附近提供可持续的清洗服务。 这些改进通过优化该地区的运输活动降低
了物流成本和二氧化碳影响。

投资还包括： 

• 通过改进埃尔克伦茨再生料清洗线和混料线提高 PCR 产量；

• 扩大现有的管道中心 (Tube Center)，使其成为支持 IBC 生产的物
流枢纽；

• 建造更多建筑物来容纳一条新的扩大的管线 。 

在德国埃尔克伦茨的开发工作为实现资源友好型和负责任的生产奠定了
基础。

“尽管由于新冠病毒我们都在经历着一个艰难的
时期，但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在埃尔克伦兹的项目

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 亚历山大·齐梅尔卡 (Alexander Zymelka)，毛瑟国际

公司项目工程师

此自动化系统的优点包括：

• 提高了安全性
• 降低了环境和物流成本
• 改善了产量稳定性
• 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工厂布局和占地面积

作为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司网络内工厂以及外部客户的 PCR 供应商，里兹维尔
工厂通过高效、安全地提供高质量的 PCR 正在改善着 PCR 供应链。

先前的操作员和叉车
要求

翻新工艺

新的操作员和叉车要求

粉碎机 研磨机 清洗线 造粒机 筒仓或袋子
之外

叉车搬运物料

手动机械操作

通过自动化和储
存的内部筒仓搬运
物料

新 IBC 清洗线

新建管线中心

内部筒仓



创新 
增强我们服务客户的能力

为满足客户的需求，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司 2020 年开发出多款新产品，并推出对现有产品线的改进。

全新一件式零售包装 
一件式零售包装于第二季度推出，是家庭护理、糖果和甜食、泳池维护和食品等行业的理想选择。 无论是
存放在厨房水槽下面还是车库的架子上，该包装的专利设计都可以保护其中的物品，同时提供良好的最终
用户体验。 

防拆封标签，安全可靠

大开口，便于消费者随时取用

广告牌面积大，便于实现最大的品牌影响力

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司荣获 
PACKTHEFUTURE 2020 INFINITY 系列 IBC 奖

产品规格：
– 专利设计
– 材料: 聚丙烯

 – 100% 可回收，不含双酚 A
– 尺寸： 8 英寸（长） x  6 英寸（宽）x 

7.875 英寸（高）
– 包计数： 840 嵌套 / 200 填充

 – TL： 45,360 嵌套 / 5,400 填充

我们很荣幸能获得这一殊荣。 我们始终致力于
为客户和市场提供创新的包装解决方案，以促进
循环经济，同时持续满足性能要求。- 迈克尔·史都

宾 (Michael Steubing)，国际包装公司总裁

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司的 Infinity 系列 IBC 被公认为 
PackTheFuture 2020 – 可持续塑料包装奖的生态设计类别
优胜者。 Infinity 系列 IBC 是第一个引入市场的复合 IBC，
其特点是采用消费后树脂 (PCR) 制成的内贮器。

PackTheFuture 奖由法国塑料和软包装协会 (ELIPSO) 以
及德国塑料包装行业协会 (IK) 共同举办。 该奖项旨在表
彰欧洲塑料包装行业为创造可持续塑料包装解决方案而进
行的创新。 十份创新产品获得表彰，它们分属四个不同的
类别。

环保设计 (Eco Design) 类优胜者是根据
以下标准精心挑选出来的： 再生材料的
使用、可回收性、源头减量、重量减轻，
以及通过环保创新保持或改善产品功能
的能力。

以可持续发展为设计理念，Infinity 系列 
IBC 展示了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司独特
的闭环回收再生系统的优势，以及将重
复利用和再生概念应用于工业包装产品
的好处。

Infinity 系列 IBC 是一个更广泛的产品线的一部分，该产品
线包括由再生树脂制成的多层桶、医疗废物容器、提桶和润
滑油罐。 Infinity 系列产品线是由再生树脂制成的最全面
的工业包装产品组合。

旨在满足联合国的未来性能标准

由 70% 以上的再生树脂制成

可重复使用，可回收



第一个 100% 回收塑料制药废物容器
毛瑟包装解决方案公司的一家品牌企业 Daniels Healthcare 
于 2019 年底、2020 年初推出了其第一个 100% 由回收塑料

制成的制药废物容器。 新的 
SHARPSGUARD® 生态制药
系列将最高的质量和安全标准
与使用回收塑料带来的环境效
益结合在一起。

SHARPSGUARD® 生态制药
系列专为处理原包装中的制药

废物而设计，是一项长期计划中的一个基础步骤，旨在减少
所有产品中的一次性使用塑料。

Daniels Healthcare 公司英国及爱尔兰销售和营销主管凯文·
坎迪 (Kevin Cundy) 指出：“作为英国医疗保健行业领先的锐
器和临床废物容器供应商，我们有责任进行创新，满足客户
的需求，并帮助为我们的星球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Daniels Healthcare 每年减少 280 吨一次性塑料 

可堆叠的平盖和容器，便于高效运输和储存

更短的制造时间，减少了 284 小时的能耗

盖子和底部都由 100% 回收塑料制成

100% PCR 密闭盖容器

与采用纯再生高密度聚乙烯 (HDPE) 制成的
密闭盖容器相比，碳足迹减少约 60%

一卡车毛瑟 PCR 密闭盖可重复使用相当于 
44.5 万个一次性水瓶

减少碳足迹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的一部分。 在第二季
度，我们扩大了我们的环保型包装产品范围，采用了通过联合国
评级的、100% 消费后树脂  (PCR) 制成的密闭盖容器。

在我们自己的工业解决方案工厂生产的再生高密度聚乙烯为塑料
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并减少了工业废物。 这种独特的闭环物流确

保了连续、高质量的 PCR 供应，使塑料材料获得新的生命，减少
了工业废物，并缩小了碳足迹。

新型联合国评级的密闭盖容器适用于多种行业，包括石油、建筑
产品、工业化学品、清洁卫生、汽车保养、油漆和涂料。 目前有 
20L 和 5G 两种尺寸，可满足联合国对 II 类和 III 类包装的要求，
而无需使用外包装纸箱。 

创新型 DRUMGUARD® 系统获得陶氏包装创新奖 

减少了一次性负载固定材料（如收缩包
装）带来的浪费

滴注速度比传统的负载固定方法快了 
95％

货物运抵目的地时可快速
方便地拆除包装

DrumGuard  拥有卓越的能力，能够满足货物安
全运输的性能要求，同时可促进循环经济，并减
少我们对环境的相互影响。 - 马克·伯吉斯 (Mark 

Burges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与 Strauch GmbH 合作设计的 DrumGuard® 
负载固定系统在陶氏第 32 届包装创新奖中获
得工业配送系统进步荣誉奖。 

作为同类产品中的第一款产
品，DrumGuard® 提供了无与伦
比的货物保护功能，同时大大减少
了一次性使用塑料废物，如将钢、
塑料和纤维桶固定在托盘上的拉伸
包装和捆扎带。 

“陶氏包装创新奖”创立于 1986 年，是
全球公认的领先包装奖项目。 该项目前
身为“杜邦奖”，旨在表彰技术进步、可持续
发展和增强用户体验方面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