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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双年始办于 1895 年，是全球最负盛名的艺术活动之一。该展览在奇数年为艺术

双年展，在偶数年为建筑双年展，主要展出当代艺术和建筑艺术作品。今年的第 58 届双年

展举办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11 日至 11 月 24 日，主题为“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在今年双年展的预展期间，由特耐王有限公司赞助的日本传统能剧（Noh）表演于 5 月 7

日登上了威尼斯现存最古老的剧院——哥尔多尼剧院——的舞台。这是该剧首次在意大利公开

演出。导演奥秀太郎（Oku Shūtarō）借助先进的 3D 技术，全新演绎了两部经典能剧作品：

 特耐王赞助威尼斯双年展日本能剧演出 

 Tri-Wall COLAB 地址变更通知 

特耐王赞助威尼斯双年展日本能剧演出 

 

特耐王有限公司新闻 

特耐王集团总部 

3D 眼镜背面

的特耐王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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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之上》和《船弁庆》。这种极富特色的传统表演形式，其历史可追溯至日本中世纪时期。 

“能剧”一词源于源自东亚语系中的“技巧”或“才艺”一词，始于 14 世纪，是日本古

典音乐剧中的一种主要表演形式。能剧通常以传统文学故事为基础，由化身为人类形象的超自

然存在通过旁白推动剧情发展。能剧将舞蹈表演与面具、服装和各种道具相结合，只有训练有

素的演员和乐师才能诠释其中的精髓。演出过程中，剧情及情感主要通过特定的舞姿和动作表

达，而标志性的面具则分为鬼神、女人、儿童、老人等角色。 

在今年双年展的能剧表演中，导演通过特制屏幕创造出了一个多维舞台，让 3D 图像与演

员的舞蹈和战斗动作相互呼应。观众们佩戴特制的 3D 眼镜观看时，将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视觉

震撼和强烈的动态冲击。 

奥秀太郎导演的 3D能剧曾多次在日本及海外多个国家演出，其中包括新加坡（2016年），

以及法国凡尔赛宫的皇家歌剧院。 

 

 

 

 

 

 

 

 

 

 

 

 

 

 

 

 

 

 

 

 

 

 

 

  

Tri-Wall COLAB 地址变更通知 

Tri-Wall COLAB 已于 2019 年 5 月搬迁至以下地址： 

 

香港葵涌三号货柜码头亚洲货柜物流中心 A 座 5 楼 W5019 至 5026 室 

电子邮件：colab@tri-wall.com 

（原有电话号码已停止使用） 

 

特此通知，敬请留意。 

新址大楼 窗外风光 大楼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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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16 日，西部国际汽车产业园特耐王重型包装项目在遂宁经开区正式开工建

设。特耐王集团董事长铃木雄二先生及特耐王中国集团总裁周垂桓先生出席了开工仪式。 

特耐王重型包装项目为特耐王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在西部地区投建的唯一大型中外合资生

产基地，主要致力于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重型包装制造。该项目计划于今年 12 月份竣工投产，

建成后将主要供应重型纸板及相关产品。同时，该项目也是特耐王中国集团在西部地区的重要

布局；项目完工之后，集团将以此为据点，搭上“一带一路”中欧国际班列，将产品销往欧洲

等更加广阔的市场。 

特耐王重型包装项目落户遂宁经开区，还能受益于当地政府与企业联合推出的“以商招商”

政策。在该政策的引导下，园区内各家企业可以相互配合，享受更为精准的产业配套设施。 

西部国际汽车产业园是中国西南地区一个面向全国的制造基地、物流中心和经济综合体，

主要业务围绕汽车零部件的包装、装备、运输及物流服务展开。特耐王集团在汽车零部件包装

方面的优势，即可以为西部国际汽车产业园乃至该地区的汽车产业提供零部件包装服务，又可

以强化经开区在尖端重型包装制造方面的吸引力，优化供应链物流，提升产业链下游企业的竞

争力，发挥突出的引领作用和强大的辐射力。 

 

 

 

  

 特耐王重型包装项目于西部国际汽车

产业园正式开工 

特耐王重型包装项目于西部国际汽车产业园正式开工 

来自特耐王中国的新闻 

中国包装业的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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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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材料创造新价值 

 特耐王新加坡销售培训 

 瓦楞纸板创意作品 

新材料创造新价值 

还记得我们的 One-Easy 纸托盘吗？自它诞生以来，我们就从未停

止过改善的步伐。其中，材料升级就是我们不断改善的方向之一。一直

以来，我们都试图找到一种可以有效提升产品价值的材料。最近，我们

的探索终于有了成果：一种名为“EPDM（三元乙丙橡胶）”的材料。 

纸托盘表面附着这种材料之后，就具备了更好的耐候性，甚至可以

与塑料托盘媲美。经过这样处理的纸托盘，可以用于低温储藏及食品运

输领域。 

特耐王新加坡销售培训 

小组讨论 思维导图 创意练习 
这是一场专为

销售与营销部门组

织的为期两天的学

习研讨会，主要探讨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如何做到： 

 惊输* 

创新 

高效 

*惊输：源自闽南话，意思是“怕输”，代表着力争第一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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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的主题包括： 

 

✓ 你学到了什么？ 

✓ 什么是创造力？ 

✓ 积极创新的人又那些特质？ 

✓ 创意审查 

✓ 思维类型——左右脑的区别 

✓ 整体思维 

✓ 自我肯定练习（个人） 

✓ 创意练习（小组） 

✓ 思维迸发 

✓ 设定创意目标额度 

 

✓ 打破常规 

✓ 制作问题日志和创意银行 

✓ 创意思维四步骤 

✓ 组织中影响创意的因素 

✓ 管理者如何对创意产生影响 

✓ 设计思维——创新型问题解决方法 

✓ 问题评估、创意诞生及实现 

✓ 如何激发个人创意 

✓ 如何克服创新路上的障碍 

✓ 创意导师面临的挑战 

瓦楞纸板创意作品 

湾区手工者博览会是源自美国加州的一项创意

盛会，自 2006 年起举办，每年能吸引超过 20,000

人参加。只有在湾区和纽约举行的活动才能在

Maker Media（以洛杉矶为据点）亮相；其他活动只

有获得了博览会发起人 Dougherty 的认证，才能成

为参展成员。去年，该活动曾在 44 个国家巡回举办

了 220 场展览，成为了全球手工爱好者的年度盛会。

今年的活动已于 5 月 17 至 19 日在加州圣马特奥县

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根据Maker Media的解释，这些活动是“科

学博览会、本地博览会和创意博览会的综合

体”，集结了众多手工爱好者、专业匠人、工程

师和其他喜欢发明创造的大众。2014 及 2015

年，湾区手工者博览会的参加人数和赞助商收

入达到了历史最高，一度吸引了超过 10 万人

前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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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由特耐王新加坡的黄丽清（ ）与周青海提供 

  

活动：新加坡总统府开放日（5 月 1 日）  

主题：快乐阅读——向巨人星出发！  

 

开放日期间，孩子们可以在纸板宇宙飞船里拼图，或者是在船

身上尽情涂鸦，放飞自己的想象。 

 

宇宙飞船设计师：Bartholom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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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大阪：在特耐王有限公司和特耐王日本的协调与支持下，特耐王印尼团队携

其潜在业务伙伴共同前往集团位于日本大阪的加工厂进行了学习访问。该潜在合作伙伴是一家

来自印尼的包装企业，与丰田集团在印尼创办有合资企业。参观团此行共到访了三家加工厂，

分别是 Pack Mizutani Co., Ltd.、Maruchu Co., Ltd.，以及特耐王日本近畿服务中心的工厂。 

参观团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潜在合作伙伴介绍特耐王集团在日本的加工厂网络。访问期间，

参观团与上述加工厂的负责人举行了交流会，包括 Pack Mizutani Co., Ltd. 的社长水谷博和先

生以及 Multipack Co., Ltd. 的社长镰仓忠先生（见下图）。在交流过程中，参观团不仅对特耐

王日本的基本业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进一步探讨了印尼市场的前景和展望。对于特耐王印

尼的成员来说，这也是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参观之后，他们对日本加工厂的经营和业务模型

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新闻由特耐王印尼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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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耐王印尼团队日本之行

 一日之计在于晨——全新晨会上线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用爱温暖人间  

特耐王印尼团队日本之行 

参观团与 Pack Mizutani 团队合影 参观团与 Multipack 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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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耐王印尼，管理团队会在每月第二周和第四

周的星期三举行例行会议。这一传统存在已久。不过，

自 2019 年 5 月 14 日起，公司的管理团队试着推出

了一种全新的晨会方式——站立式会议。这一会议选

在公司的办公楼前举行，参加者包括所有部门负责人。

根据原计划，站立式晨会定在每周五的早上举行；但

是，如果效果良好的话，公司也可能将其改为每日例

会。 

特耐王印尼总经理 Yusuf 先生作为晨会主持人，

将引导和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分享重要信息，汇报工作

进度，互相帮助改善。公司希望，借助这种全新的晨

会方式，各部门可以加强交流和协作；同时，部门负责人也要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承担的责任—

—他们决定着团队的前进方向，因此应以身作则，为团队成员树立良好的榜样形象。 

站立式晨会的目标包括： 

 

1. 推动部门间的交流合作； 

2. 加强部门负责人间的联系和纽带； 

3. 享受清晨的空气和阳光，建立良好的心态。 

 

总而言之，站立式晨会将推动公司实现经营目标和销售

目标，提高生产力和效率，营造和谐友好的职场氛围，让每

一位员工都以积极向上的心态迎接每一天的工作！ 

  

 

 

 

 

 

一日之计在于晨——全新晨会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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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24 日，特耐王印尼组织全体员工

参加了一场凝聚温暖与爱心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此次活动借斋月（伊斯兰教的一个习俗）之后的开

斋仪式的契机，将企业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分

享节日喜悦。 

在伊斯兰教中，斋月是一个感恩和回报的节日。

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帮助和回馈特耐王印尼所在

的社区，履行公司在经营道德规范中所做的承诺。 

参加活动的人员除公司员工外，还包括穆斯林

传教士 Ustadz Abdul Rohman 先生、本地警察及

军队代表，以及地方政要官员。在公司行政和人力

负责人 Suwito 先生的组织协调下，大家在公司的

员工餐厅内欢聚一堂，陪伴 20 名来自周边地区的

孤儿度过了难忘的开斋节。公司为孩子们安排了精

彩有趣的节目和游戏。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加

强企业和周边社区的纽带，实现业务和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另外，公司也希望通过此类活动增进员工的凝

聚力，让员工在公司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关怀。  

 

 

  

 

 

 

 

 

 

 

 

 

新闻由特耐王印尼的 Suwito提供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用爱温暖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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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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耐王泰国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TWTH 荣获绿色工业三级认证（绿色系统） 

特耐王泰国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左图：特耐王泰国董事总经理 Sumate 

Tannamsaeng 先生在活动开始前致辞 

5 月 18 至 19 日，那空那育府：

特耐王泰国成功举行了第五届企业社

会责任活动。该活动的目标是推动环

境保护、能源节约、垃圾和温室气体

减排，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今年的

活动地点是距曼谷 100 公里的那空那

育地区的森林，内容包括植树造林和

建造/整修水坝。随着泰国进入雨

季，公司希望通过上述活动减少森林

中的水土流失，保护森林植被。来自

特耐王泰国 3 家工厂的约 120 名员工

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护林员进行讲解 绿色地球 绿色未来 绿色生活 

建造和整修水坝，为即将到来的雨季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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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炎烈日下辛勤劳动了一整天，现在是时候放松一下了！当

晚的团建游戏和化妆派对以泰国传统为主题——从服装、游戏到食

物，样样都是泰国经典！ 

晚会开始前，Sumate Tannumsaeng 登台致开幕词。他重申了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和团队建设的重要性，并为优秀员工颁发了 10

年长期服务奖。此外，晚会还设立了一个“最佳着装”特别奖；所

有穿着泰国传统服装的员工都能一展风采，参加该奖项的评选。 

第二天，公司为参加者们安排了精彩的团队建设活动，包括漂

流和旅游景点观光活动。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

大家和自然来了一场亲密接触，在放松的同时为保护环境贡献了力

量，满载着精力和热情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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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使命，需要我们持之不懈的努力。

继 TWPK 在今年四月荣获由泰国工业部工业发展厅颁发的绿色工

业二级认证（绿色行动）之后， Tri-Wall (Thailand) Ltd. （即 TWTH）

于六月份又荣获了该体系的三级认证（绿色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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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提供 

  

TWTH 荣获绿色工业三级认证（绿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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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CSR）是公司对商业道德的承诺、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改善雇

员及其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民生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过程中涉及的其他传统要素

（如成本和质量）同等重要。这是我们企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可持续业务增长的

必要条件。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有助于企业保持良好的声誉和增强竞争力鱼吸引力。另外，借助社交媒

体的宣传和报道，企业在地区和社会中的品牌影响力也会得到进一步扩大。  

鉴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特耐王越南的管理团队为所有员工安排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相

关培训。培训课程结束后，参与者就培训内容提供了反馈意见，并向管理团队和人力资源部门

进行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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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耐王越南企业社会责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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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9 日，环球合金集团

（Universal Alloys Corporation）于越南岘

港市中心为其新的航空零部件生产工厂举

行了奠基仪式。 

UAC 是一家世界领先的飞机零件生产

商，与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客公司均签订

有长期合同。新工厂选址于岘港高科技园区，

总投资超过 1.7 亿美元。这是 UAC 在越南

开设的首家航空零部件工厂。建成之后，工厂能够生产并组装 4,000 种飞机零部件，其所有产

品都将用于出口。UAC 全球首席运营官 Kevin Loebbaka 先生表示，新工厂将为世界各地的飞

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供应零部件。根据计划，工厂设施的第一阶段将于 2020 年 1 月完工，首

批产品将于 2020 年 6 月出口。在奠基仪式上，当被问及为何选择在岘港开设新工厂时，Kevin 

Loebbaka 先生提到了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波音和空客有超过 30％的待交付订单都会在亚太地区生产，因此，该地区的国家

将迎来大量的飞机制造订单。目前，波音和空客都在扩大在亚洲的制造能力，所以两家企业都

对 UAC 在岘港的生产基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越南，越捷航空（VietJet）购买了 65 架空客

单通道 A320 和 A321 飞机；目前拥有 6 架空客单通道飞机的越竹航空（Bamboo Airways）

也承诺购买 20 架波音 787 飞机。这些市场动向表明，越南的航空航天制造产业将继续蓬勃发

展，而面向越南国内航空公司的销售势头也将继续上涨。 

至于第二个原因，Kevin Loebbaka 先生表示：“我负责

了 UAC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业务已经有十多年。在那里，我

们有一些特别出色的越南员工，他们在数学、科技和机械

加工方面的表现让人赞不绝口。这些不仅是员工，更是我

的朋友。过去的经验告诉我，越南将成为 UAC 未来成功的

又一目的地——今天，我们从岘港起航。” 

UAC 岘港工厂的建立，将为特耐王越南带来巨大的机

遇。公司上下将抓住机遇，开辟全新的业务领域。 

 

 

新闻由特耐王越南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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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铁打的兵营流水的兵”。员工来来去去，但公司仍需继续发展。员工离开公司的

原因各种各样——有些人为了寻找更广阔的未来，有些人挑战自我开立自己的企业——不变的

是大家共同拥有的美好回忆。 

最近，特耐王马来西亚再次送别一

位资深员工——我们的客户和人力资源

经理 Grace Chong 女士。Grace 于 2000

年 4 月加入特耐王马来西亚，至今已和

我们共同度过了 19 个春秋。 

在分别之际，公司为 Grace 举行

了一场小型欢送会，感谢她多年以来对

特耐王马来西亚的杰出贡献。特耐王马

来西亚的管理团队和员工都对她在过

去 19 年里的不懈支持表示衷心的感

谢。祝愿她在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阶段前途似锦，一帆风顺！ 

 

 

 

 

 

 

 

 

 

 

 

 

 

新闻由特耐王马来西亚的 提供 

  

 Grace Chong离职欢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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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e Chong 离职欢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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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most unhappy customers are your greatest source of learning.  -  Bill Gates 

抱怨最多的客户，反而是学习的最好资源。——比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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