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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2 日，大阪：联合集团迎来成立 110 周年纪念日。1909 年，联合集团创始

人井上贞治郎（Teijiro Inoue）先生制作出日本第一块瓦楞纸板；自此以后，联合集团就一直

立于日本包装行业的领先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集团紧跟时代步伐，心系社会发展，通过提

供一流的包装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提升产品价值。2016 年，特耐王集团正式加入联合集团，

以卓越的业绩助力母公司实现“通用包装行业（GPI）”的目标。今后，特耐王将继续依托联

合集团强有力的支持，一如既往地为各行业提供创新包装方案，实现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 月 15 日至 18 日，成都：由

联合集团与特耐王集团相关人员

组成的安全审查团队抵达特耐王

成都加工厂，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安

全审查活动。审查期间，来自联合

集团的生产安全专家白井诚先生

及特耐王集团的安全生产顾问山

口先生，共同检查了特耐王成都的

生产流程以及现场设备。专家团队

就工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很多宝

贵建议。另外，来自联合集团海外

事业部的吉原先生、特耐王中国集团安全负责人包总，以及特耐王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也参加

了本次审查。 

除上述活动外，安全审查团队还借此机会，与来自特耐王有限公司的内审负责人 Linda 一

起，制定了集团在 2019 年及今后的安全审查计划。 

 联合集团成立 110周年纪念 

 特耐王集团安全审查团队于特耐王成都开展工作 

 特耐王新加坡特别访谈： 

创新——通往成功的探索之路 

  

特耐王有限公司新闻 

特耐王集团总部 

联合集团成立 110 周年纪念 

特耐王集团安全审查团队于特耐王成都开展工作 

左起：Linda、吉原先生（联合集团）、何总、王厂长、包立新、

梁亮、山口先生、白井先生（联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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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耐王集团 2019 年的安全审查目标如下： 

 

1) 确保集团内各公司紧抓生产安全； 

2) 认真执行各地政府的环保法律法规； 

3) 整合安全审查与内部审查，逐步实现审查常态化。 

 

去年，一支由联合集团主导、特耐王集团提供支持的审查团队，在特耐王集团的所有二级

厂进行了一系列安全审查。今后，集团希望各公司都能拥有良好的自审自查意识，主动跟进安

全生产和法律法规的落实。 

最后，感谢特耐王成都公司何总及所有同事给予此次审查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安全的工作

环境，是企业为员工提供的最基本保障，也是企业服务社会的大前提。员工的安全与福利，始

终是特耐王集团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4 月 7 日，2019 全球瓦楞行业大奖总决赛

在上海举行。经过评委们的现场投票，特耐王

新加坡的 One-Easy 双向纸托盘最终摘得“设

计创新类”冠军桂冠。 

本期《Tri-Wall Now！》，让我们和新加坡

团队聊一聊创新，一探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问：这次上海之行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吗？ 

答：能在这样一场世界级比赛中胜出，我们内

心的激动之情简直无法言喻。在最初的公众投票阶段，我们力压群雄进入前三；在专业评审的

决赛投票环节，我们终于不负众望获得了第一名。这一切都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在这里，我们

要衷心感谢特耐王全体同仁、各位家人、朋友、供应商以及商业伙伴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我们

还记得，在 2 月 11 日至 3 月 10 日的公众投票期间，每天都会收到大家的投票。有了这些投

票，我们才能进入决赛，才能获得今天的好成绩。 

4 月 7 日的颁奖典礼气氛非常热烈；各位参赛者既是对手，又是相互学习的朋友，每个人

都值得尊重和钦佩。这一晚对新加坡团队来说，是梦想成真的时刻。这个奖项是对我们的认可

和肯定，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只有持续创新，才能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们步入工业 4.0 和自动化时代，瓦楞纸包装行业也必须应时而动，通过持续的更新、

 特耐王新加坡特别访谈：创新——通往成功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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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再造、更迭和定位调整，在市场中稳固立

足。因此，创新是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更是特

耐王的使命和愿景。 

 

问：创新，意味着对既有事物和习惯的改变，这

个过程总是伴随着失败和不断尝试。One-Easy 

纸托盘是怎样诞生的？它的背后有哪些故事？  

答：特耐王 One-Easy 双向纸托盘的首次亮相，是 2017 年 10 月集团在波兰举行的创新大赛

上。一直以来，我们的团队都在尝试改善传统纸托盘的设计和生产。One-Easy 纸托盘不仅不

需要粘合和打钉，其加工过程也让工作环境更整洁、更安全；这种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纸

屑、精简装配工具、节省存储空间和提高操作效率。在社会价值方面，这款纸托盘可以减少碳

排放和废料，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可回收性，最终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凭借这些优势，One-

Easy 纸托盘在当年的创新大赛中获得了“创意奖”。  

  

问: 特耐王新加坡团队在创意和创新方面一直都表现得很优秀，有什么“秘诀”吗？ 

答: 创意是指思考新想法；创新是指创造新事物。所以，我们并不会止步于新想法，而是接受

挑战，开拓市场。首先，我们会用数字打样机进行产品的原型设计，然后送到测试实验室验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听到过批评，也收获过鼓励。不管外界反应如何，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不

断改善，为即将到来的机会做好准备——毕竟，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 

我的团队可能不是最拔尖的，但一定是最合拍的。我为团队中的每位成员感到骄傲，而他

们也值得我百分百的尊重。他们的忠诚、责任感、凝聚力和主人翁精神，为这个优秀的团队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人数多的团队不一定强大，但强大的团队肯定会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坦白地

说，因为手上的资源有限，我们不得不走出舒适区；只要我们始终保持“求知若渴、求贤若愚”

的心态，创意和创新的灵感就不会枯竭。爱你所行，行你所爱——如果你热爱自己的工作，工

作就会充满趣味; 如果工作充满趣味，你就会全情投入，越做越好。 

 

问: 利润是企业存在的根本目标之一。您的团队是如何将创新转化为利润的呢？ 

答: 好的设计就是好的生意，好生意一定有利润。One-Easy 纸托盘虽然始于新加坡，但我们很

乐意与各兄弟公司分享。我们希望，特耐王集团能够通过这一创新产品，收获社会和经济价值。

这样，我们才会真正为自己的成功感到自豪——因为我们为集团创造了价值。 

 

点击链接下载特耐王新加坡领奖视频：  

https://filesync.rhkcloud.com/f/34d146ed21a24478bf67/?dl=1 

[新闻由特耐王新加坡负责人 Pearly Ng 提供]  

特耐王 One-Easy 双向纸托盘-组装后 

尺寸：1100 X 1100 X 125 mm 

重量：5.4 kg 

https://filesync.rhkcloud.com/f/34d146ed21a24478bf67/?dl=1


  トライウォール・社内報   特耐王集团内部通讯 

 

 

 

 

 

4 月 24 日，香港：在特耐王中国

集团副总裁顾金先生的带领下，一支来

自特耐王中国集团的团队于住友商事

香港办事处举行了销售洽谈会。此行的

团队成员包括顾金先生（特耐王中国集

团副总裁）、贺军先生（特耐王无锡塑

料）、郭挺先生（特耐王广州）、张斌

先生（特耐王上海）、张婷婷女士（斯

达威）和陈殊奇先生（特耐王上海科技）。

住商香港和住商广州的社长以及其他

相关人员也参与了会议。  

洽谈会上，特耐王代表团除了对集

团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外，还详细介

绍了特耐王的塑料产品、斯达威的 E-Star Pack 包装、

石头造（MBS）产品的潜在业务前景，以及特耐王广

州的捆包服务。目前，住友商事在中国广东省拥有 24

家公司，业务覆盖金属制品、建筑与运输系统、基础

设施、化学产品以及电子产品。 因此，此次洽谈的

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双方在华南地区的密切合作。 

4 月 25 日，应住友商事广州公司的邀请，贺军、

张斌及郭挺前往住商广州公司及工厂进行参观洽谈，

进一步探讨了合作前景。 

 

 

 

 

新闻由特耐王中国集团副总裁顾金提供  

来自特耐王中国的新闻 

中国包装业的领军者 

 特耐王中国代表团与住友商事举行销售洽谈会 

特耐王中国代表团与住友商事举行销售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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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特耐王日本群马服务中心出

席了由 IHI 航空航天有限公司主办的 2019 采

购信息交流会。会上，IHI 公司为群马服务中

心颁发了 IHI 2018 供应商大奖。 

目前，IHI 公司拥有近 400 家供应商。在

今年的交流会暨颁奖仪式上，共有五家企业

获得了荣誉证书，四家企业获得了荣誉奖杯——而这之中就包括特耐王日本。因此，这一荣誉

可谓是真正的百里挑一。 

值得一提的是，群马服务中心是首家获得该奖项的包装材料供应商。过去，这一奖项通常

都颁发给部件制造商。IHI 公司表示，特耐王获奖的主要原因包括： 

 

1. 灵活的交付周期； 

2. 专业无误的交付体验，始终如一的服务品质； 

3. 及时处理紧急订单。 

 

感谢群马服务中心全体员工的敬业奉献。这项荣誉是大家凭着日复一日的努力换来的。今

后，希望大家能再接再厉，全心全意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2019 年 3 月 30 日，特耐王日本的加工厂之一，高村产业株式会社，

组织员工开展了一场垒球友谊赛。 

特耐王日本每年都会派出代表队参加这一赛事。去年，我们的代表队

遗憾止步半决赛；因此，在今年的比赛之前，大家都下定决心向着冠军的

位置冲刺。 

比赛当天，虽然天空中浓云密布（而且预报有大雨），但是在特耐王日

来自特耐王日本的新闻 

特耐王在亚洲的诞生地 

 特耐王日本荣获 IHI供应商大奖 

 高村产业株式会社举行垒球友谊赛 

特耐王日本荣获 IHI 供应商大奖 

高村产业株式会社举行垒球友谊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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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负责人宫崎先生的带领下，我们的团队依然斗志昂扬，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无

奈天公不作美，在进行决赛前，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只好取消比赛，移师室内。经过一番商

议，各参赛队伍决定通过一轮乒乓球比赛来决定胜负。于是，在高村产业的车间里，一场乒乓

大赛正式拉开了帷幕。有趣的是，用于比赛的乒乓球桌和隔断都是用特耐王纸板制作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特耐王日本凭借坚定的斗志赢得了比赛，获得了特耐王人的专属

荣誉——瓦楞纸板奖杯！ 

 

 

 

 

 

  

 

 

 

 

 

 

 

 

 

 

 

 

 

 

 

 

  

 

 

 

 

 

 

 

新闻由特耐王日本的 提供 

  

 

球桌、隔断、奖杯

——全部使用特耐

王纸板制作而成！ 

↑ 上图左起： 

 

髙村明彦先生  

高村产业董事长 

 

宫崎先生 

特耐王日本集团总

裁 

 

髙村修平先生 

高村产业高级常务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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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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全球瓦楞行业大奖纪事 

 瓦楞纸板创意作品 

Our P.H.D. 
2017 年特耐王集团创新大赛 

特别成就奖 

 

2019 年全球瓦楞行业大奖 

“设计创新类”第一名 

 

从 2017 年的特别成就奖到今天的第一名，我们一直在进步；

全球瓦楞行业大奖“设计创新类”一等奖，这是公司历史上的

里程碑；特耐王的理念与创意，让我们在瓦楞包装行业独树一

帜！ 

2019 全球瓦楞行业大奖纪事 

2019 年 4 月 7 日，特耐王新加坡团队有幸

出席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2019全球瓦楞行业大

奖总决赛。决赛上，设计创新奖预选赛的前三名

选手将进行一番现场角逐，由来自包装行业的资

深评审团投票决定最终名次。 

在特耐王中国集团研发中心的吴霞（Viki）

和夏亮亮的协助下，我们制作了 1:1 的样品用于

展示。最终，One-Easy 纸托盘成功吸引所有来

宾的目光，获得了多数评委的青睐。 

这次活动汇聚了来自全球的包装精英，因

此，我们抓住机会与众多设计人员和专家进行交

流，学到了很多创意以及环保理念，也让更多人

了解了特耐王品牌及其独特优势，可谓是一举多

得。 

 

特耐王 —— 我们是第一！ 

这是我们的 P.H.D. 



  トライウォール・社内報   特耐王集团内部通讯 

 

 

 

 

 

 

 

 

 

 

 

 

 

 

 

 

 

 

 

 

 

 

 

 

 

 

 

 

 

 

 

 

 

 

 

 

在特耐王无锡汇立塑料公司合影留念（左图） 

副总经理王美红女士详尽介绍了公司情况及产品。 

 

特耐王中国集团加工厂参观纪事 

利用这次到上海参赛的机会，特耐王新加坡和

特耐王印尼团队特别安排了一趟学习之旅，参观了

两家中国区的工厂。 

参观期间，我们得到了来自特耐王上海贸易的

查总的大力支持。在特耐王上海的同事们的陪同

下，我们先后拜访了位于常州的远东塑料科技公司

和位于无锡的特耐王无锡汇立塑料公司。 

这次学习之旅让我们大开眼界，学到了很多关

于生产流程和产品的知识；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在

销售过程中会更加自信。最后，感谢中国区各位可

爱的同事！感谢你们的热情招待与专业指导！ 

 

瓦楞纸板创意作品 

今年复活节，

Bethel AOG 教堂

用瓦楞纸板制作了

一个小山洞，用作复

活节故事的道具。 

 

材料：三层和七层瓦楞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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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由特耐王新加坡的黄丽清（ ）与周青海提供 

  

Mendaki 游戏节 

地点：Punggol 城

市广场 

Offcut Tri-Wall 

学前儿童集市是 2019 环保嘉年华的活动之一，于新加坡海滨花园

举办。活动期间，我们用特耐王材料制作了一个海边小屋！今年的活动

有工作坊、学前儿童学习小组等；4 月 26 日，李智陞部长还出席了“小

心愿大梦想 2019”活动的揭幕仪式。活动详情请浏览： 

https://www.facebook.com/capital958/videos/313726549306713/ 

新加坡国

家发展部

社会和家

庭发展部

长李智陞

也出席了

活动！ 

From customer concept to reality 

https://www.facebook.com/capital958/videos/313726549306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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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西爪哇省：最近，特耐王印尼首次组织全体员工参加体检。此次体检旨在了

解员工的健康状况并提供相应的医疗保护；一旦发现疾病或其他有碍健康的问题，公司就能尽

快制定预防与应对措施。检查项目包括身高、验血、胸腔检查、听力检查和肺活量测定。 

体检结束后，部分员工和工会表示，非常感谢公司的贴心安排，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公司给

予的关心和关注。这次体检让他们清楚了解了自己的健康状况，从而更安心地投入工作；这既

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人和公司负责。 

特耐王印尼全体员工及管理团队共 168 人参加了此次体检。人数虽多，但大家井然有序，

让所有项目都能顺利、高效地进行。员工的健康和幸福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员工家庭

和公司最关心的问题。今后，特耐王印尼每年都将组织所有员工参加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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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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耐王印尼组织员工体检 

特耐王印尼组织员工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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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曼谷：特耐王泰国董事总经理 T. 

Sumate 先生代表特耐王泰国全体员工，接受了由春

武里府劳工保护和福利局局长颁发的“安全、健康和

环境管理黄金评级”证书。该奖项由泰国劳动保护和

福利部职业与安全健康中心设立，旨在评估泰国境内

超过 250家工厂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和成果。  

特耐王泰国一直将员工的安全与健康视为企业的

基本责任；员工能否获得完善的保护，决定了企业能否

实现长足的发展。为了确保员工和承包商重视作业安

全并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司特别制定了以下政策： 

 

1. 我们将大力推动所有员工的积极参与，共同预

防事故、伤害和职业疾病。公司将持续不断地投入全部

力量，发现、消除或管控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安全风

险。 

2.公司上下将严格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如果

缺少可以参照的法律体系，公司将采用严谨可靠的自

定标准。 

3. 公司将确保所有工具、设备、培训项目、规定

及预防机制均安排妥善，以保护员工、财产和企业所处

的社区免受机械、作业和职业伤害。 

4. 如员工在作业前曾服用非法药物、过量酒精或

其他可能影响正常作业的药品，则按纪律处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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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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耐王泰国荣获地方政府奖项 

特耐王泰国荣获地方政府奖项 



  トライウォール・社内報   特耐王集团内部通讯 

 

 

 

 

 

4 月 22 至 24 日，马来西亚：特耐王东

南亚管理集团于特耐王马来西亚办公室举

行了 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总结会。会议由

特耐王东南亚集团主席 Sumate 先生主持，

与会成员包括橘桂子女士、John Lymberis、

Shuhairi、Prasert、Songplon、Pearly、Yusuf 

Romadhon、Keiya Oka 及 Samphan。 

 

 

1993 年 7 月 27 日，Puan Rosni Bt 

Ramli 女士加入特耐王马来西亚；2019 年

4 月，Puan 女士正式决定退休。风雨同舟

近 26 载，她见证了公司的成长与辉煌，而

公司也见证了她的忠诚与付出。Puan 女士

曾在公司担任过多项职务；今年，她在装配

岗位上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

号。 

在 Puan 女士离职之际，特耐王马来

西亚特别安排了一场小型欢送会，共同送别这位老朋友。公司总经理 Shuhairi 先生还送上了

一束鲜花，感谢她二十六年如一日的尽职服务。Puan 女士即将翻开人生的新篇章，在此，特

耐王马来西亚全体员工祝她退休愉快、生活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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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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耐王东南亚管理团队举行季度总结会 

 女士退休欢送会 

特耐王东南亚管理团队举行季度总结会 

Puan Rosni Bt Ramli 女士退休欢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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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麦格纳（北美）公司内部报登载了一篇关于 TW 密歇根的特别报道。这篇报道介

绍了特耐王产品与服务的独有优势，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品牌在麦格纳内部的影响与口碑。下

附报道全文，供您参考： 

 

打破常规 

在汽车行业，一辆汽车的诞生需要经历众多环节，涉及无数部件；而包装

的作用就是为各个环节和部件提供最优保护。无论是小型机械零件、白车身，

还是整部发动机或动力系统，都需要细致专业的包装保护。特耐王密歇根深知，

想要在包装方面实现最优经济效益，着实是一项不易的挑战。 

一线供应商和 OEM 在评估包装需求的时候，经常会考虑一

次性包装。这种经济高效的包装方案适用于中小批量的生产规模、

出口产品、部件项目、备用包装以及紧急需求。选择包装方案时，

企业应该考虑以下要点： 

交付速度 

根据包装设计和供应链的复杂程度，一次性包装的交付速度相对较快。成熟的包装供应商

可以在二到四周内完成设计、打样、测试、批量生产等一系列流程。 

起步成本 

与可回收钢架和其他形式的包装相比，一次性包装（尤其是重型定

制包装）的起步成本较低；其中，重型定制包装比木箱或 ESR （一次性

钢架）的成本低 35％，比一般钢架的成本低 60％左右。 

在部分供应链中，有些一次性包装甚至可以折叠回收并重复使用，

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汽车部件的运输方式

（如 CKD、MKD、SKD、free flow 等）定制包装，

为产品提供最佳保护，满足供应链各环节的需求。 

来自特耐王美国的新闻 

重归特耐王诞生地 

TW 密歇根荣登麦格纳公司内部报 

 密歇根荣登麦格纳公司内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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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处理 

一次性包装特别适合用于白车身或装饰

部件，因为这种包装可以有效提高空间的利

用效率，在单位包装内放置更多部件。经过设

计，这些包装可以配合现有的生产线，方便包

装和装配人员的操作。 

物流运输 

经过全方位地设计优化以后，我们的一

次性包装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集装箱内部空间，

增加单次运输的产品数量。 

无论是短期项目或长期供应，这类一次

性包装可以为您提供理想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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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ind is enriched by what we receive, our heart by what we give. - Victor Hugo 

收获，为思想赋予深度；付出，让心灵更加丰富。- 维克多·雨果 

 

如果您对《Tri-Wall Now！》内部报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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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1 2 3 4
Hong Kong-Labour Day

Japan-Constitution Memorial Japan-Greenery Day

PRC-Labour Day PRC-Labour Day PRC-Labour Day PRC-Labour Day

Malaysia-Labour Day

Singapore -Labour Day

Thailand-Labour Day

Indonesia-Labour Day

Netherlands-Remembrance

Day

Turkey-Labour Day

Vietnam-Labor Day

5 6 7 8 9 10 11
Japan-Children's Day Japan-Substitute Holiday

UK-May Day

Korea-Childrens Day

Netherlands-Liberation Day

12 13 14 15 16 17 18
Hong Kong-The day following

the Birthday of the Buddha

Korea-Buddhas Birthday

19 20 21 22 23 24 25
Malaysia-Wesak Day Malaysia-Wesak Day Holiday Malaysia-Nuzul Al-Quran

Singapore -Vesak Day Singapore -Vesak Day

Holiday

Indonesia-Waisak Day

Turkey-Commemration of

Ataturk, Youth and Sports

Day

26 27 28 29 30 31
UK-Spring Bank Holiday

Indonesia-Ascension Day

Netherlands-Ascension Day

United States-Memorial D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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