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トライウォール・社内報   特耐王集团内部通讯 

 

 

 

 

【四月刊】                                                                  2019 年 4 月 10 日出版 
 

 

 

 

 

Tri-Wall Metal（特耐王金属）于 2019 年 1 月 2 日成立，是特耐王旗下的最新成员，由特

耐王土耳其持有其 51％的股份。目前，Tri-Wall Metal 主要生产和销售用于汽车行业的钢制和

金属货架，包括一次性钢制货架（ESR），以及使用多元材料（如 EVA、EPP、EPS、PU 等）

制作的可回收货架。 

Tri-Wall Metal 占地面积 4,000 平方米，其中包括 2,500 平方米室内空间。由于公司目前

以一次性钢制货架业务为主，所以设施配备较为基础，包括 12 台焊接机、2 台切割机、2 台

钻孔机、1 个封闭式喷涂区及 1 个组装区。20 名员工分为两班，每天最多可生产 30 至 40 套

一次性钢制货架；今后，待设备和人员水平进一步改善之后，生产效率还将进一步提升。在未

来一到两个月，新公司计划新增两台焊接机器人和一台 Faro 坐标测量臂；新设备将用于生产

可回收货架，以便扩展公司的业务领域。 

现阶段，福特（土耳其）是 Tri-Wall Metal 的主要业务来源，而潜在的业务来源则包括所

有 OEM 企业、各级供应商，以及欧洲的汽车企业。 

对于汽车行业来说，包装方案的使命是为高价值商品和零件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在全球

范围内使用的所有工业和运输包装中，汽车行业的消耗量占据了 40％以上。随着特耐王土耳

其将服务范围扩展至瓦楞纸和金属两个领域，特耐王品牌在土耳其及周边市场的竞争力将进一

步加强。 

如果您有任何意向、问题、相关业务或设计咨询，欢迎联系 turkey.sales@tri-wall.eu；Tri-

Wall Metal 全体员工将竭诚为您解答一切问题。前往下页浏览 Tri-Wall Metal 厂房及产品照片。 

 

 

 

 特耐王集团最新成员：Tri-Wall Metal 

 特耐王 One-Easy双向纸托盘荣获 

全球瓦楞行业大奖决赛冠军 

特耐王有限公司新闻 

特耐王集团总部 

特耐王集团最新成员：Tri-Wall Metal 

mailto:turkey.sales@tri-wall.eu
mailto:turkey.sales@tri-wall.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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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由特耐王土耳其的 提供  

  

照片提供者：Ted Kitag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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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上海：在三月份的《Tri-Wall Now！》中，我

们曾报道过特耐王新加坡携 One-Easy 双向纸托盘参加

2019 全球瓦楞行业大奖的新闻。在当时的网络投票环节，特

耐王以总票数第三的成绩成功入围决赛。2019 年 4 月 7 日

晚，大赛主办方在上海举行了现场总决赛及颁奖仪式。经过

现场展示及投票，最终，特耐王 One-Easy 双向纸托盘以高

票摘得金奖荣誉，成为当晚最受瞩目的创新设计案例。祝贺

特耐王新加坡团队！同时，也感谢各位在过去两个月里的持

续关注和支持！ 

有关此次决赛及颁奖仪式的详细报道，敬请关注《Tri-Wall Now！》五月刊！ 

 

 

 

 

 

 

 

  

特耐王 One-Easy 双向纸托盘荣获全球瓦楞行业大奖决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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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在这万

物复苏的季节，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在

这一天，全国各地都会以不同形式举行植树活动。中

国的植树节由凌道扬、韩安和裴义理等林学家于

1915 年倡议设立，最初时间是定在每年的清明节；

1928 年，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

将植树节改为 3 月 12 日。新中国成立后，1979 年，

在邓小平同志提议下，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

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 3 月 12 日定为我国的植树节。 

 2019 年的 3 月 12 日，特耐王包装（东莞）有

限公司参加了由茶山镇政府组织的植树节活动。这

已经是特耐王东莞参与的第七个植树节。坚持节能

环保、减少废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高效利用资源，

一直都是特耐王人的使命之一。作为环境的保护者

和环保政策的拥护者，我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从未忘记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在此，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东莞公司参加植树节活

动的一些片段，以作留念。 

 

 

 

 

 

 

 

 

新闻由特耐王东莞的田明星提供 

  

 特耐王东莞植树节活动 
来自特耐王中国的新闻 

中国包装业的领军者 

特耐王东莞植树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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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6 至 27 日，特耐王新加坡为全体员工量身打

造了一场销售技巧培训。此次培训的主讲人为 Shuhairi

先生；从集团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开展业务至今，他已陪

伴公司走过了 28 载。多年的工作，让 Shuhairi 先生积

累了极其丰富的专业知识，特别是有关制箱工厂的设备、

生产、设计、技术等知识，以及销售和营销技巧。这么多

值得学习的内容，让两天的培训显得格外短暂。在这里，

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条来自 Shuhairi 先生的专业建议：

在特耐王，销售从来没有捷径。每一点成绩都是通过努

力和自律换来的！积极思考，注重观察，勤于律己！千

万不要被惰性战胜！记住：胜不骄，败自勉。 

经过培训的洗礼，我们决定即刻采取行动，向着

2019 的销售目标进军！今年，我们的销售目标可以用“5R”

来概括：Retrain（重固基础）、Refresh（重整面貌）、Renew

（重振斗志）、Rejuvenate（重注活力）、Recalibrating（重

树标杆）。 

特耐王新加坡的每一位员工都十分重视此次培训，

并且认真参加了培训末尾的测试环节。其中，素描测试

是最有趣、最活跃的环节之一（5分为满分）。  

 

 

 

 

 

 

 

 

 

 特耐王新加坡举行销售培训 

 铃木会长到访特耐王新加坡 

 特耐王出席新加坡设计周 

 瓦楞纸板创意作品 

  

来自特耐王东南亚的新闻 

特耐王亚洲：为亚洲的小巨人提供 

特耐王解决方案 

 

 特耐王新加坡举行销售培训 

培训结束后，每位员工都获得了一份参

与证书。这也是 J-SOX 有关员工培训和

能力提升的相关要求之一。 

最佳作品： 

4.6 分 

来自 Fyona, 的作品，得分为

3。Fyona 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加入公司，从一般行政工

作做起，目前是特耐王新加

坡客户服务团队的一员。 

优秀作品：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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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木会长到访特耐王新加坡 

猜猜箱子里 

是什么？ 

为了感谢特耐王 Guru*——主

讲人 Shuhairi 先生——我们特

别准备了一份礼物，把培训的

收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Shuhairi-san，向您表示敬意和

感谢！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下一个挑战！！ 

*Guru 一词源自印度

教，意为精通某一领域

并能给出专业建议的权

威或专家。 

 

Greenpac (S) Pte Ltd 

公司是我们在新加坡的前

五名客户之一；该公司的

CEO Susan Chong 女士与

铃木会长曾在十五年前见

过面。 

2002 年，这位女中豪杰从 30,000 新币贷款起家，一

步一步把一家不起眼的创业企业培养成了如今拥有五十多

名员工的大型企业。Greenpac 曾创下过年复合增长率达

20%的奇迹。凭借其在包装领域的创新理念与卓越品质，

Greenpac 曾荣获多项奖项，如世界之星包装奖、亚洲之星

包装奖、新加坡包装之星奖等。 

2019 年 3 月 13 日，特耐王

新加坡有幸迎来铃木会长、橘桂

子女士和 John Lymberis 先生的

到访。今年三月，三位贵宾到访

了集团位于东南亚的多家公司，

而新加坡就是其中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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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耐王出席新加坡设计周 

三月：设计颂歌 

对你来说，什么是“好的设计”？你知道吗，

设计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赏心悦目”；一份好

的设计，甚至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工作或娱乐

的品质。 

在今年的新加坡设计周期间（3 月 4 至 17

日），创作者们用作品展示了设计是如何开辟商

机、影响社会、启迪生活和塑造未来的。此次设

计周活动涵盖四大类主题，让每位参与者都能得

其所寻，悟其所见。 

 

• 开辟商机  

致企业领袖 -  

设计、变革和创新是原动力。不忘初心，方能

笑对变幻风云；让设计成为变革的杠杆。  

 

• 影响社会  

致社会活动者和变革追随者 -   

努力成为改变本身：用设计点燃星星之火，在

涅槃中迎来更好的世界。  

 

• 启迪生活  

致手工和设计爱好者及家庭 -  

从设计和创作中发现快乐、传递美感、提升生

活。 

 

• 塑造未来  

致设计师、学生和教育者 -  

发现设计的潜能，探索新的边界，重新定义生

活、学习、工作和娱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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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由特耐王新加坡的黄丽清与周青海提供 

  

瓦楞纸板创意作品 

新加坡华侨中学百年校庆志喜  

1919 年 2 月 15 日 - 2019 年 2 月 15 日 

 

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及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彭俊豪均出席了此次校庆仪式。我们的设

计师 Bartholomew 以重型三层瓦楞纸板为原材料，为这个特别的日子创作了《猛虎挈幼》

雕塑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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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8 日，特耐王印尼组织员

工参加了一场健康卫生培训，培训的主讲

人是来自雅加达 Permata Keluarga 医院的

内科医师——M. Irfan 医生。近期，印尼境

内的登革热发病率明显上升，因此，公司特

别选择了“如何预防登革热”作为此次培训

的主题。 

 

特耐王印尼各级员工约 30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其中包括各部门领导及管理层成员。特耐

王印尼总经理 Yusuf Romadhon 呼吁所有参与者认真学习和应用培训内容，杜绝疾病的发生

与传播。健康问题不仅会对员工个人产生影响，还与他们的家人息息相关。如果家中任何一名

成员出现了健康问题，他/她的家人都将面临被传染的风险。因此，养成良好的健康和卫生意

识，不仅要从个人做起，更要号召全家共同行动。 

在培训结束后的提问环节，M. Irfan 医生认真回答了参与者提出的各

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局限于登革热，说明大家都十分注重健康与卫生。

这是特耐王印尼首次组织的健康类培训，目的是向员工传授相关知识，

并鼓励员工采取预防措施，从而改善工作和生产效率。此外，这次培训

还让员工面对面与专业医生交流，为他们关心的健康问题提供了专业可

靠的建议。 

今后，特耐王印尼的人力部将定期组织此类活动；这不仅是为了履

行政府对员工健康与福利的相关规定，更是出于对员工的关怀与保护。

我们衷心希望每一位员工都能保持良好的健康、优秀的效率和昂扬的斗

志！ 

 

 

 

 

 

 特耐王印尼举行健康卫生培训 

 铃木会长到访雅加达 

来自特耐王东南亚的新闻 

特耐王印尼：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提供 

现代的包装技术 

 

特耐王印尼举行健康卫生培训 

特耐王印尼总经理 Yusuf Romadhon 致开场辞 

M. Irfan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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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1 至 12 日，特耐王印尼迎来

了铃木会长、橘桂子女士和 John Lymberis 先生

的到访。三位来宾此行除了视察特耐王印尼工

厂，还拜访了印尼本地的一些客户。 

3 月 11 日上午，铃木会长参加了特耐王印

尼管理团队的晨间例会。借此机会，管理团队的

两名新成员——Suwito 先生（人力部）和 Atin

先生（品质部）——也分别进行了自我介绍，并

了解了管理团队各成员的情况、职责、工作挑战和规划，以及他们对改善和实现公司目标所做

的努力和预期。铃木会长则分析了特耐王集团在全球的发展前景和潜在挑战，勉励大家勤恳尽

职，共同努力。 

晨会结束后，铃木会长与本地的一家潜在合作企业

进行了会面，商讨了在泗水发展业务的可能与前景。由

于该客户的家族曾与丰田汽车建立过合资企业，所以在

印尼拥有多年的制造业经验。当晚，铃木会长和特耐王

印尼的管理团队共进了晚餐，并就公司的发展提出了中

肯的建议。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多才多艺的管理层成

员更是登台一展歌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月 12 日，铃木会长一行三人参观了联合

集团位于印尼的分公司——PT. Surya Rengo 

Container (SRC) 公司以及本地一家生产汽车

部件的潜在客户，随后结束了他们的印尼之行。 

借此机会，特耐王印尼全体员工衷心感谢

三位贵宾的到访，并期待着与大家再次相见！ 

 

 

 

 

新闻由特耐王印尼的 提供 

  

来自特耐王印尼的 Harry 登台献艺 

SRC 公司留影 

铃木会长到访雅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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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5 日、6 日及 7 日，特耐王集团位于泰国的三家工厂（TWTH、TWPK 及 TWPT）

分别组织员工参加了企业社会责任（CSR）政策培训。各工厂所有管理层成员、生产员工及承

包商均参加了培训。培训期间，讲师用简洁明了的演示内容，向大家介绍了集团全新的 CSR 政

策。目前，特耐王 CSR 政策共包含四大版块，分别是环境政策、商业道德政策、可持续采购政

策，以及员工与人力关系政策。 

 

 

 

 

 

 

 

 

 

  

 特耐王泰国举行企业社会责任培训  

 TWPK荣获绿色工业（绿色行动）二级认证 

来自特耐王东南亚的新闻 

特耐王泰国：加强泰国在东南亚 

供应链上的中心角色 

 

特耐王泰国组织企业社会责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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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PK 于近期荣获由泰国工业部工业发展厅颁发的绿色工

业（绿色行动）二级认证（TWTH 与 TWPT 均已获得该认证）。

根据工业部的规定，经济增长与商业发展必须兼顾生态环境与

社会福祉。“绿色工业”项目涵盖一系列环境保护举措，鼓励企

业积极践行和参与。该项目的最终目标是打造环境友好型企业，

保持社会、环保和经济的均衡发展。 

绿色工业项目共包含五个层级的行动纲领，分别为： 

 

第一级 

绿色承诺：企业拥有完善的环境政策；承诺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并有效督促组织各层级对环保政策的关注和实践。 

 

第二级 

绿色行动：企业应根据“第一级”纲领中的政策和承诺制定和执行环保项目，减少经营活动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第三级 

绿色系统：企业应将环保管理工作制度化（包括监督、评估和审核职能，以确保持续改善），

或取得各类有公信度的环保奖项和认证。 

 

第四级 

绿色文化：企业应将环境和社会责任纳入每一名员工的日常工作，让环保意识成为企业文化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五级 

绿色网络：企业应督促供应链各环节加入

绿色工业项目，结为环保绿色同盟。 

 

 

 

 

 

 

新闻由特耐王泰国的 提供 

  

TWPK 荣获绿色工业（绿色行动）二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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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1 日，特耐王

越南举行了新工厂的奠基仪式。

这个日子将成为公司发展历史上

的重要里程碑，代表着一个全新

的开始。 

新工厂位于越南兴安省安美

县安美镇安美二期工业园内（距

现有工厂约 13 公里）。新工厂总

投资额 240 万美元，预计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完工，2019 年 10

月正式开幕。 

特耐王越南自 2011 年 11 月成立至今，规模不断扩展，业务逐步壮大；在不久的将来，

公司将迎来另一个大的跨越，对河内工业区投入更多关注。由于目前租赁的厂房面积有限

（2,000 平方米），公司无法实现进一步的业务扩张；此外，考虑到今后厂房租赁的成本将逐年

增加，因此特耐王越南决定自建厂房，以便更好地控制成本。 

新工厂占地面积 10,000 平方米，其中 5,000 平方米将用于厂房建设（第一阶段）。新工厂

项目将由设计咨询公司 SEAS PROJECT CONSULTANTS CO., LTD.与建筑承包商 KANSAI., JSC 合

作完成。 

  

 特耐王越南新工厂奠基仪式 

 特耐王越南组织员工出游 

来自特耐王东南亚的新闻 

特耐王越南：特耐王在亚洲地区的新成员 

 

特耐王越南新工厂奠基仪式 

新工厂 3D 概念图 



  トライウォール・社内報   特耐王集团内部通讯 

 

2019 年 3 月 23 日，特耐王越南组织所有员工参加了一场集体出游。此次出游的目的地

是香寺——一个风景优美、庄严肃穆的宗教景点。大家在观光游览的同时，还不忘为公司祈福，

祝愿公司在 2019 蒸蒸日上、节节高升。 

香寺景区（越南语：Chùa Hương）是河内郊区的一处大型佛教寺庙建筑群，分散建造在

香迹山的山岩崖涧之间。每逢宗教节日，这里就会举办规模盛大的庆典与仪式，吸引越南各地

的大批信众前来朝圣。香寺的核心区位于前河西省（即现在的河内）美德县的香山地区，而位

于香迹洞附近的香水寺（又被称为“内寺”）则是核心区里的核心。香寺景区距特耐王越南工

厂约 80 公里。 

 

 

 

 

 

 

 

 

 

 

新闻由特耐王越南的 L. Yen、P. Nhung 和 Samphan P. 提供 

  

特耐王越南组织员工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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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集团号召，2019 年 3 月，特耐王马来西亚的三家

工厂分别组织管理及生产人员参加了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培

训。 

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特邀顾问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内容

的说明和演示，并且在问答环节踊跃参与，确保自己全面领会

政策内容。考虑到员工们有不同的排班安排，这次培训特别分

批次进行，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培训结束后，大家一致表

示好评，并且认为培训内容丰富实用，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了企

业社会责任的含义。 

3 月 15 日，特耐王马来西亚迎来了三位贵宾——铃木会

长、橘桂子女士与 John Lymberis 先生。他们此行除了指导工

作，还参观了联合集团位于马来西亚莎阿南市的工厂——

Rengo Packaging Malaysia S/B Plant（见下图）。 

 

 

 

 

 

 

新闻由特耐王马来西亚的 提供 

  

 特耐王马来西亚举行企业社会责任培训 

  

来自特耐王马来西亚的新闻 

通过创新的包装解决方案满足 

高科技产业的需求 

 

特耐王马来西亚举行企业社会责任培训 

   

 

左起： 

 

Hiro-san 

Yasumoto-san 

铃木会长 

Onishi-san 

橘桂子女士 

John Lymbe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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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法恩伯勒：在今年的英国国防采购研究、技术和出

口展（DPRTE）期间，特耐王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收获了累累

硕果。DPRTE 展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和供应展会之一。无论

是买家还是供应商，都可以借助这一平台交流互动，探讨学习。DPRTE

与英国国防部和英国及国际上许多领先的国防和采购支援组织都建

立了正式的合作关系。在这场业内盛会上，国防采购从业者们可以提

升自己的技能、知识和工作效率，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巩

固现有的供应商合作等等。据估计，该展会每年可以创造

价值超过 200 亿英镑的商机。 

20 世纪 70 年代，特耐王开发出国防包装系列产品；

几十年来，品牌不断发展并赢得无数赞誉。在今年的展会

上，特耐王展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部分参观者还表示，

希望在展会结束后参观我们位于蒙默斯的工厂。特耐王欧

洲将积极跟进，力争将每一次市场亮相都转化成实实在在

的成果。 

 

 

 

 

 

 

 

 

 

 

 

 

新闻由特耐王欧洲的 提供 

  

 特耐王欧洲出席英国 DPRTE展 

来自特耐王欧洲的新闻 

特耐王欧洲：向不同国家不同文化 

提供特耐王的服务 

 

特耐王欧洲出席英国 DPRTE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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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各国公共假期一览 

 

此表格仅供参考，以各公司实际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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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1 2 3 4 5 6
Hong Kong-Ching Ming Festival

PRC-Qing Ming Festival

Thailand-Chakri Day Thailand-Chakri Day

Taiwan-Children's Day Taiwan-Qing Ming Festival

Indonesia-Isra Miraj

7 8 9 10 11 12 13

Thailand-Songkran Day

14 15 16 17 18 19 20
Hong Kong-Good Friday Hong Kong-The day following

Good Friday

UK-Good Friday

Singapore -Good Friday

Thailand-Songkran Festival Thailand-Songkran Festival Thailand-Songkran Festival Thailand-Songkran Festival

Indonesia-Good Friday

India-Mesadi India-Good Friday

Netherlands-Good Friday

Vietnam-King's

Commermoration Day

21 22 23 24 25 26 27
Hong Kong-Easter Monday

Netherlands-Easter Day Netherlands-EasterMonday Netherlands-King's Birthday

Turkey-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Children's Day

28 29 30

Japan-Shōwa Day

Vietnam-Liberation Day

2019

April

“Life is to be lived, not controlled; and humanity is won by continuing to play in face of certain defeat.” 

 “人生之书由你自己执笔，不应由他人掌控；历经挫折与失败的洗礼，人性与尊严方能熠熠生辉。” 

——摘自 Ralph Ellison 《隐形人》 

如果您对《Tri-Wall Now！》内部报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联系： 

joan@tri-wall.com / cecilia@tri-wall.com.hk 

 

Japan - Coronatio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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