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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 

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83％的高级管理和运营人员表示，在实施安全项目之后，企业的生

产力得到了明显改善。大家都知道，生产安全对于预防或降低工伤、疾病和死亡风险至关重要。

企业必须始终不渝地重视生产安全，才能在当今的市场中保持高效和竞争力。关于如何确保制

造业的生产安全，下面是一些通用建议：  

 

 加强员工培训； 

 加强对重型设备的维护和监管； 

 为员工配备完善的劳保用品（包括工作服、防护镜、劳保鞋、安全帽等可以在工作环境中

为劳动者提供保护的装备）； 

 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 

 

说起夏天，人们想到的总是阳光、碧水、欢

声笑语。但是，除了这些，伴随夏天而来的还有

炎炎烈日和灼人高温，这些都会给劳动者带来潜

在的风险和危害。今年夏天，特耐王集团位于中

国、泰国和英国的瓦楞纸板工厂分别开展了一系

列安全生产活动，用切实行动保证生产安全与人

员安全。 

 

 

 

 

特耐王有限公司新闻 

特耐王集团总部 

 安全生产，平安一夏 

 聚散终有时：Sumate Tannumsaeng退休欢送会 

 特耐王产品助力“艺文荟澳”艺术展 

安全生产，平安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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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六月，特耐王江苏工厂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活动内容

包括应急响应培训、模拟演习等。演习过程中，员工们被分成不同的队伍，通过激动人心的比

赛，实践了紧急救援和撤离的相关知识和技巧。 

 

泰国：6 月 24 日至 29 日，特耐王泰国的三家工厂联合发起了“2019 安

全周”系列活动。特耐王泰国希望通过人人参与的形式，增强员工们对职场安

全的了解和重视。 

 

 

英国：特耐王欧洲的蒙默斯纸板工厂已于近期重

启了健康与安全委员会月度会议。这一会议的目的是

表彰和号召大家向模范团队学习。蒙默斯工厂制定的

其他安全措施包括：执行严格的安全作业流程，推广

和应用风险及险情报告制度，以及实时更新安全公告

栏和安全资讯等。 

 

 

除了上述各纸板工厂采取的安全措施，山口先生（特耐王有限公司全面生产管理顾问）也

根据他在各工厂观察到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有关设备操作安全的建议。我们希望这些建议能为

集团旗下各子公司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该建议指出，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工厂可以使

用瓦楞纸板作为设备的安全防护。这样做一是为了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二是为了降低成本。

注：1. 该建议仅供参考，具体实施应根据各工厂的实际情况而定。 

2. 除纸板外，也可以使用塑料蜂窝板/中空板作为安全防护装置。 

3. 适合制作安全防护装置的材料包括透明有机玻璃、铝、铁、铁制冲孔/网状金属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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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作安全防护时，仅限使用重型瓦楞纸板。 

2. 安全防护纸板必须牢固地固定在设备上，并且不会因为手压或轻度外力而出现变形、破损

或剥离。 

3. 固定安全防护纸板时，设备表面必须保持清洁，不得附着油脂、化学品、水等物质。 

4. 用作安全防护的纸板必须强韧耐用，应与铁、铝或有机玻璃等刚性材料制成的防护装置具

有同等保护效果。 

5. 如设备需要安装冲孔/网状金属板或透明有机玻璃作为防护，则请勿使用瓦楞纸板作为防护

装置。 

6. 操作人员必须注意，纸板切割面产生的纸屑/粉尘可能会污染旋转件、滑动件等活动部件并

导致设备故障。 

 

希望大家时刻牢记生产安全，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夏天！ 

 

 

 

 

 

 

 

 

 

新闻由特耐王江苏的包立新、特耐王欧洲的 Paul Hayward 及特耐王泰国的 Ratda Nusontar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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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年的风雨同舟，如今终于来到了分别的时刻——2019 年的夏天，特耐王集团管理委员

会成员、特耐王东南亚集团主席、特耐王泰国集团董事总经理 Sumate Tannumsaeng 先生宣

布正式退休。 

6 月 26 日，来自全球各地的特耐王成员相聚曼

谷，共同出席了由特耐王泰国三家工厂共同举办的

退休欢送会，为 Sumate 送上最诚挚的临别祝福。 

这场欢送会见证太多欢笑与泪水，一如 

Sumate 陪伴特耐王走过的 25 载岁月。在泰国同事

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领导，更是大家的好兄弟、

守护者……所以，让我们从一切的开始说起，向您

娓娓道来这位资深员工在特耐王的精彩历程。 

1962 年 6 月 26 日，Sumate 先生在泰国清迈

出生。1994 年，他出任亚洲包装服务（泰国）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1996 年，该公司被铃木雄二

先生全权收购，正式更名为特耐王（泰国）集团。 

在 Sumate 的领导下，特耐王泰国迅速成长并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常年位居东南亚地区利润榜首

位。 

Sumate 见证了特耐王泰国成长过程中的每一

座里程碑：他主持修建了位于泰国春武里府是拉差

市的泰国第二工厂；经过大家的努力耕耘，2006 年，

聚散终有时：Sumate Tannumsaeng 先生退休欢送会 

风雨兼程二十载 

同甘共苦度光阴 

人生聚散终有时 

他日再会亦有期 

 

兴起翻书吟古句 

闲来提水洒园花 

悠悠清梦恬安巷 

薄薄轻蓑皓首家 
 

 

欢送会特别定制版 T 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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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Packaging Ltd.（TWPK）正式成立。作为一个喜欢挑

战自我的人，Sumate 从未停止过向上攀登的脚步。特耐

王泰国瓦楞纸板工厂（TWPT）——集团在东南亚地区最

大的投资项目——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另一项重要突破。

2011 年 2 月，TWPT 正式投产；2018 年，全新扩建的二

期厂房也开始投入使用。 

在负责泰国公司日常运营的同时，2001 年，Sumate

出任特耐王东南亚管理委员会主席职务，承担起了特耐王

集团在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的管理责任。始终

如一日的敬业奉献和优秀能力，为他赢得了全体员工和集

团管理团队的高度认可。 

除了工作上尽职尽责，Sumate 还是一个热爱运动、

热爱生活的人。年轻时，他曾是游泳健将和运动员；在运

动之余，他喜欢听音乐，在花园里浇水松土，或者是拿上

工具享受手工的乐趣。Sumate 曾说过许多启迪心灵的话，

比如“世事自有安排，一切顺其自然（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二十五年的朝夕相处，Sumate 先生以身作则，给特

耐王泰国的全体员工留下了无数宝贵经验、奉献精神和优

异品质。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的认

可、尊重和感恩。步入七月，

Sumate先生已经开启了人生的新

篇章；让我们再次为他送上最美

好、最诚挚的祝福，祝愿他的退休

生活丰富多彩，幸福美满！  

 

     

 

 

 

新闻由特耐王有限公司的诸彤（Joan）

特耐王新加坡的黄丽清（Pearly）以及

特耐王泰国的 Phutthaphong K.和 Chaowalit 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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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荟澳（Art Macao）”是由澳门

特区政府、文化局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一

项为期五个月的国际文化艺术盛会。作为

“艺文荟澳”的核心活动之一，“Art 

Macao 国际艺术大展”汇聚了众多优秀的

视觉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分布在澳门的多

个地点，包括澳门艺术博物馆、酒店及综

合型度假酒店，以及外国领事馆。此外，

部分艺术装置还将在户外公共场所展出，旨在打造新的社交网络打卡热点。除艺术展览外，艺

术节期间，澳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欣赏到缤纷多彩的音乐和戏剧表演。 

“日本文化艺术廊”是“艺文荟澳”推出的外国艺术人文展览之一，由日本驻香港总领事

馆主办，Tri-Wall COLAB 和凸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协助，日本地方政府、组织和个人艺术

家参与。在这里，参观者可以充分感受日本独有的艺术与文化。Tri-Wall COLAB 特别为艺术廊

的开幕式定制了一扇瓦楞纸板屏风，供日本书法家们在此挥毫泼墨（见上图）。此外，特耐王

产品还被艺术家们制成了日式插花道具、纸板雕塑（见下图）等。“日本文化艺术廊”将开放

至九月，游客可免费入场。 

 

 

 

 

 

 

 

 

 

 

 

 

 

 

 

新闻由 Tri-Wall COLAB 的水谷康提供

  

特耐王产品助力“艺文荟澳”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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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下午，特耐王包装（江苏）有限公司迎来了三位尊贵的客人：联合集团董事代表

兼执行副总裁石田重親先生、联合集团理事兼包装业务部市场战略总经理西美純先生，以及联

合集团海外事业部佐井福明先生。特耐王集团东半球主席兼特耐王中国集团总裁周垂桓先生及

特耐王江苏总经理章敏先生热情接待了三位贵宾。 

在座谈会期间，周总和章敏总经理分别汇报了特耐王中国集团及江苏公司的销售、经营情

况和发展规划；石田先生还就公司管理和创新与周总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座谈会后，在周总、

章总的陪同下，联合集团一行人视察了江苏公司的生产现场。石田先生在现场详细了解了 TW、

BW 产品的生产、销售及物理性能，由周总进行了详实的介绍。 

生产现场视察结束后，

双方领导再次进行了详细愉

快的交流。临行前，联合集团

的贵宾们与周总、章总及江

苏公司的部分管理人员一起

合影留念。  

 

 

新闻由特耐王江苏的章敏（Jimmi）及刘伯平提供   

来自特耐王中国的新闻 

中国包装业的领军者 

联合集团高层管理团队莅临特耐王江苏视察 

 联合集团高层管理团队莅临特耐王江苏视察 

 特耐王江苏“安全生产月”活动掠影 

 特耐王江苏安吉二日快乐之旅 

左起：包总、章总、周总、石田重親、西美純、佐井福明、刘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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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是中国第十八个“安全生产月”。特耐王江苏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同时也为

了进一步增强公司员工的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夯实安全生产工作、促进公司安全生产持续稳定

发展，推出了一系列安全生产相关活动。今年安全生产月的主题是“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

特耐王江苏成立了由章敏总经理为组长、分管安全的副经理为副组长、安全管理部门等各职能

部门的主管为成员的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全程组织、监督、检查、协调安全生产月的所

有活动，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新闻由特耐王江苏总务安全部提供

  

特耐王江苏“安全生产月”活动掠影 

1 

2 3 4 

5 6 7 

1:“安全生产月”动员大会 

2 - 4: 随处可见的安全标语，营造浓厚的安全

生产氛围 

5 - 7: 寓教于乐，将枯燥的知识理论融入有趣

的“应急技能”比赛；在验证事故预案可操作

性的同时，锻炼员工的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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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一个缤纷多彩的季节——我们告别了温柔怡人的春风，即将迎来热情如火的夏天。

6 月 1 日及 2 日，特耐王包装（江苏）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及其家属放飞心情，在这多彩的季节

共度了一场安吉二日快乐之旅。在景点选择和行程安排上，公司充分展现了人文关怀：一方面，

旅游团建可以增强同事之间的沟通交流，增强员工凝聚力；另一方面，适逢“六一儿童节”，

家属们的加入，让员工可以尽享天伦之乐。 

6 月 1 日当天，我们的首先来到了藏

龙百瀑（见左图）。这里一步一景，满眼

的绿放松了疲惫的双眼，满林的新鲜空气

净化了被城市侵染的肺，满山的绿梯锻炼

了久未舒展的身体。置身于那一片山水，

每个人都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再归来时，又是一个纯粹

的灵魂。“天下银坑”影视基地是当天的第二个景点。

相对于有些陡峭和野性的藏龙百瀑，这里更适合散步、

拍照和欣赏风景。几个人稍作配合，专属于特耐王的“T”

字 logo 就呈现在了镜头中（见右图）。  

6 月 2 日的行程是中南百草园。这是一个适合所有

年龄段的景区：小朋友的特色动物表演、青少年的主题

游乐场、成年人的大型演出，还有老年人的山水生灵。

所以这一站，我们的人员到得格外整齐，用大合影展示

了特耐王江苏大家庭的风采。全身心放松以后，全体人员安全返回，将带着更加积极认真的态

度回归各自的岗位。 

 

 

 

 

 

 

 

 

 

 

 

新闻由特耐王江苏的俞小惠提供  

特耐王江苏安吉二日快乐之旅 

“天下银坑”入口处留影。 

你发现照片里的“T”LOGO 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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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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大会 

6 月 7 日，特耐王日本 2019 年度大会在东京总部召开。 

来自特耐王日本及其旗下 14 家独立加工厂的约 50 位成员出席了此次大会；此外，来自

联合集团的堀博史先生也出席了大会。今年，大会还迎来了一位全新成员：Sakura Paxx Corp.。

会上，各公司的代表积极交流，踊跃发言，会议氛围十分热烈。 

在大会的分享环节，来自 1east Penguin 的 Ikeda-san 带来了一场关于“区块链”的精彩

介绍。Ikeda-san 在介绍之后一一回答了听众提出的许多问题，让与会者对这一新技术有了更

深刻的了解。 

大会结束后，来宾们移步宴会厅共进晚餐；来自联合集团的嘉宾致开幕词。去年，特耐

王日本的加工厂之一 Awa Spindle Co., Ltd.迎来了成立 150 周年的重要日子；今年，Pack 

Mizutani Co., Ltd.与联合集团也分别迎来了 110 周年的生日。借此机会，大家欢聚一堂，庆

祝每一份成长与成就。另外，所有在去年和今年加入公司的新员工也一一登上舞台进行了自

我介绍。 

特耐王日本 

小川副会长 

特耐王日本 

平山副会长 

特耐王日本 

水谷理事 

高村产业株式会社 

高村社长 
Hiroho 株式会社 

小早川社长 

上方左起：去年及今年加入公司的新员工——销售部门的加藤先生、飯島先生、吉村先生，来自销售策划部的

戴小姐、来自总务人事部的宋小姐；管理负责人川上先生、中山女士和森女士。 

 

 

 特耐王日本 2019年度大会 

 特耐王日本与 LogisALL签订业务合同 

铃木先生 宫崎先生 周垂桓先生 橘桂子女士 堀博史先生 



  トライウォール・社内報   特耐王集团内部通讯 

 

 

 

 

 

 

 

 

 

 

 

 

  

 

 

 

 

 

 

 

 

 

 

 

 

 

 

  

 

 

  

 

 

 

 

新闻由特耐王日本的 Nagisa Maeda 提供

 

特耐王日本与 LogisALL 签订业务合同 

6 月 18 日，特耐王日本与来自韩国首尔的 LogisALL 公司

签订了一份业务合同。 

LogisALL 是一家总部位于韩国的物流公司，主要业务包

括集装箱和托盘出租及国际物流服务。2018 年，该公司的销

售额约为一千亿日元（约 63.2 亿人民币）。 

在签约仪式上，特耐王日本社长宫崎先生与 LogisALL 董

事长徐丙伦先生作为双方代表，签署了可回收塑料托盘（RRPP 

POOL）的全球开发销售合同。该产品是 LogisALL 全球托盘系

统创新项目的最新开发成果之一。 

RRPP 托盘运用了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内置射频识别

（RFID）装置及管理系统，可以对货物进行全球实时追踪。此

外，该项技术还可以对托盘的完整生命周期（从生产到弃置）

进行全程实时监控。 

近年来，特耐王日本在“特耐王+ α”服务领域投入了大

量的努力。此次的 RRPP 项目也将被列入全新的“+ α”服务

之一。今后，公司将继续寻找创新型解决方案，用创新赢得客

户的信任和认可。 

宫崎先生与 LogisALL 

董事长徐丙伦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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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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无止境：每天进步一点点！ 

作为一个知识共享的团队，我们把普通的员工会议变成了培训课程。在学习了如何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做到“惊输、创新、高效”后，大家都跃跃欲试，期待着在实践中一展身手。 

 

案例学习：选定特定案例，来

分析客户业务的工作量以及所需

的支援和协助。 

 
Sooyi 分享了她在日常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挑战。 

 
分享环节——分析问

题，解决并直面挑战。 

 头脑风暴 

 总结出可供团队执行的行动。 

 学无止境：每天进步一点点！ 

 硕果六月：特耐王新加坡业务总结 

 送给 Sumate先生的退休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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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六月：特耐王新加坡业务总结 

跟随销售包装工程师 Jackie Tan，拜访

我们的客户：Jamco。 

这次的任务是为 42 个 ANA 航空商务

客舱座椅提供包装，运送目的地是波音西雅

图公司。 

该项目于 6 月 18 日启动，我们只有四

天的时间来提出设计方案。 

TW 围板搭配 STC （顶盖） 

围板内部尺寸: 

1565L x 1465W x 1450H (mm) 

材料：TW AAAF 

胶合板托盘加 PE 棉 

展开尺寸: 1600L x 1500W x 155H (mm) 

材料：胶合板（无需熏蒸） 

   

凭借丰富的设计经验，Jackie 构思出了第一款原型，对座

椅起到了非常好的保护效果。首批 14 套包装已于 6 月 28 日

交付客户。这是特耐王新加坡历史上最高效的销售/交货行动！ 

Jamco项目的总价值约为新币16,380 （约人民币 82,000

元，共 42 套）；后续业务有望更加可观。  

 

Trio Packaging 是一家位于新加坡的纸箱厂，同时

也是我们的主要客户之一。6 月 19 日，Trio Packaging

团队参观了特耐王马来西亚的新山工厂。这次到访的目

的是了解工厂的库存和管理情况，为他们的客户 3M 做

好准备。今年 10 月 3 日或 4 日起，他们负责的 3M 业

务量将翻倍。    

Shuhairi 先生和团队的专业精神，给客户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Facebook 在新加坡

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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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由特耐王新加坡的黄丽清（Pearly）和周青海提供 

  

送给 Sumate 先生的退休礼物 

一个满载着感恩与回忆的盒子——送给我们的老板、即将退休的 Sumate 先生： 

✓ 一件印有特耐王标志的 Polo 衫——你是特耐王的元老，也是特耐王的唯一 

✓ 一对定制红酒杯——佳酿相伴，愿你享受退休生活 

✓ 一张画像——把我们对你的敬意与感谢凝聚在画卷中！ 

这是我们献给 Sumate 先生的离别赠言： 

 

 Sincere - 真诚 

 Understanding - 体谅 

 Meticulous - 细致 

 Audacious - 无畏 

 Trustable - 可靠 

 Empathetic - 关怀 

 

你是当之无愧的 SUMATE！特耐王新加坡团队祝您退休快乐，阖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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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纸业（IP）是世界领先的包装、纸浆和原纸纸张生产商之一。多年来，国际纸业一直

是特耐王集团的主要供应商。6 月 17 日至 19 日，由 Sumate 先生带领特耐王泰国的生产和质

检人员以及特耐王有限公司的中央采购人员，拜访了国际纸业位于美国的三家工厂。此次参观

由国际纸业日本办事处和美国总部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 

本次参观的目的包括：  

✓ 特耐王长期采购其原纸，所以希望能够了解其生产情况。 

✓ 了解国际纸业工厂的完整生产流程和供应链、瓦楞纸板生产线以及纸箱工厂，学习创

新和先进的生产方法，为特耐王

未来的生产改善及业务增长提供

帮助。 

✓ 讨论现有的原纸质量问题，寻找

解决方案。 

✓ 了解国际纸业工厂的质量管控系

统以及相关的技术设备。 

在为期三天的行程中，特耐王团队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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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耐王泰国团队参观国际纸业美国工厂  

国际纸业曼斯费尔德工厂入口处合影 

 特耐王泰国团队参观国际纸业美国工厂  

 特耐王泰国（TWPK）荣获 SCI优秀供应商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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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了国际纸业大草原城纸箱工厂和纸袋工厂、国际纸业曼斯费尔德造纸厂，以及国际纸业萨凡

纳造纸厂和萨凡纳港口。 

国际纸业大草原城工厂成立于 1976 年，位于得

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该工厂拥有 IFS PAC 安全认证

（产品包装质量和安全性的相关）以及 GFSI 认证，

这是世界上认可最广泛的食品安全标准。 

该工厂生产的产品包括：瓦楞纸箱（主要为普通纸箱）、纸板、托盘、裱贴的大型箱、三

层/双层瓦楞纸箱以及数码印刷箱等。 

 

国际纸业曼斯费尔德工厂是为特耐王提供原纸

的工厂之一（见标题图片）。在拜访期间，特耐王团

队参观了其三台大型造纸机。这间工厂全年无休，

24 小时运营，日产量可达 4700 吨。该工厂的产品

包括：纸板、未漂白的牛卡纸（挂面纸）、白色卡纸

（挂面纸）以及瓦楞芯纸。终端产品包括纸箱（水

果、蔬菜）包装、肉类/家禽包装、器具以及电脑包

装。 

在曼斯费尔德造纸厂，特耐王泰国团队与国际

纸业就近期发生的产品质量问题交换了意见，讨论

了如何解决污迹、褶皱以及颜色不均等问题。国际

纸业团队在会议结束后立即展开行动并制定了未来

计划，以避免类似问题再次产生。目前，这些措施的

效果尚待验证。如果您在工作中发现类似问题，请

联系所在工厂的质检负责人。 

国际纸业萨凡纳造纸厂坐落于佐治亚州萨

凡纳，美国最古老的的城市之一。该城市沿萨凡

纳河建成，河流汇入大西洋，使其成为北美市场

最重要的门户和物流集群地之一。 

萨凡纳工厂原纸年产能达 110 万吨；其中

的 80％用于出口，包括向特耐王集团供应的

200g、250g 和 275g 规格原纸。每天，工厂都

会送出 50 个集装箱，从萨凡纳港运往国外，而

特耐王团队在 6 月 19 日下午也参观了该港口。 

运行中的造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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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凡纳港是北美最大的单一集装箱港

口。该港口专门运送散货、集装箱、重型货

物和项目货物，设有两个现代化的深水码

头：海运码头和花园城市码头。这里是全美

增长最快的港口之一，吞吐量在美国境内

排名第四。 

 

此次美国之行进一步巩

固了特耐王与国际纸业的密

切关系。此外，特耐王团队

还了解了造纸厂的工作流程，

相信可以更好地推动未来的

工作和沟通。 

6 月 28 日，曼谷：作为特耐王泰国的代表，特耐王集团技术顾问

津田先生代表特耐王泰国 TWPK 出席了三菱电机集团举办的 2019 年供

应商颁奖典礼，并领取了 SCI（暹罗压缩机有限公司）颁发的 2019 年度

VA/VE 合作优秀供应商奖项 。 

在颁奖典礼上，SCI 的董事总经理高度赞赏了 TWPK 的优质服务。

从去年五月份以来，TWPK 一直在帮助其改善包装效率，认真履行了优

秀供应商应尽的职责。 

通过改善王子纸业沿用了 20 多年的包装设计，TWPK 把客户的包

装结构改头换面，通过提高自动化操作程度来节省劳动力成本，让客户不仅在包装材料上节约

了大量资金，同时也优

化了生产流程。具体的

改善点包括去掉顶部

纸筒支撑、统一纸箱型

号等。TWPK 彻底改变

和优化了王子纸业供

应的 30 多款纸箱。 

 

新闻由特耐王泰国的 Phutthaphong K.和 Chaowalit S.提供  

特耐王泰国（TWPK）荣获 SCI 优秀供应商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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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耐王越南的新工厂建设进展顺利。虽然天气异常炎热，但是在特耐王越南 Samphan 先

生的监督以及越南 Kansai 建筑团队的大力支持下，项目预计会如期完成。  

6 月 1 日，特耐王越南组织全体

员工参加公司旅行。此次旅行选在了

越南北部著名的 Dai Lai 度假村，距

越南工厂约 70 公里。在这里，大家

一起度过了轻松愉快的时光，员工的

凝聚力和归属感也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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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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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耐王越南新工厂施工进展顺利 

特耐王越南公司旅行 

 

Samphan先生

与越南 Kansai

建筑团队 

大堂 

会议室 工厂外部全景 

 特耐王越南新工厂施工进展顺利 

 特耐王越南公司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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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底，特耐王东南亚集团新任负

责人兼特耐王有限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

John Lymberis 先生到访了特耐王马来西亚。 

John Lymberis 先生已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入职。特耐王马来西亚的主要成员

（见左图）向他致以了热烈欢迎并一一进行

了自我介绍。 

欢迎 John Lymberis 先生加入特耐王大

家庭！ 

 

Margrat a/p Muniandy

女士是特耐王马来西亚制箱

生产线的一名员工。2019 年

4 月，Margrat 正式退休。 

Margrat 于 1993 年 4

月 5 日加入了特耐王马来西

亚。如今，公司用一场温馨感人的欢送会，回报她 26 年的敬业奉献。特耐王马来西亚的管理

团队和员工相聚一堂，感谢她长期以来对公司的贡献和服务。希望她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 

 

 

 

 

 

 

新闻由特耐王马来西亚的 Lily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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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Lymberis 到访特耐王马来西亚 

Margrat a/p Muniandy 女士退休欢送会 

 John Lymberis到访特耐王马来西亚 

 Margrat a/p Muniandy女士退休欢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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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蒙默斯：日本驻英大使鹤冈公二先生（Koji 

Tsuruoka，上图中央）以及日本驻英国大使馆首席秘书

石原先生（Yusuke Ishihara，上图左四）莅临特耐王蒙默

斯工厂参观。  

鹤冈大使此次来到威尔士，一是为威尔士国家植物

园内全新整修的日本花园揭幕，二是参观该地区的索尼

和特耐王等日本企业。 

在蒙默斯工厂参观期间，鹤冈大使在特耐王团队的

陪同下视察了工厂并与员工亲切交流。生产人员现场为

大使演示了部分包装的生产过程和严格的质检流程。 

鹤冈大使表示：“看似普通的纸张，经过创新组合后，

竟然可以变成强度这么高的纸板；单凭一个纸箱就能承

载数吨重量，这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创新和设计，是企业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注重可持续

发展的大环境下，环保产品的研发更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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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驻英国大使参观特耐王蒙默斯工厂 

 特耐王英国参加 Automechanika展览 

 特耐王奥地利迎来内部审计和 CSR培训团队 

日本驻英国大使参观特耐王蒙默斯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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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鹤冈大使结束参观之前，负责设计特耐王蒙默

斯工厂的建筑师为鹤冈大使和铃木雄二先生送上了一

份特别的礼物——蒙默斯工厂的水彩画稿。  

特耐王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铃木先生表示：“鹤

冈大使对日本和威尔士之间的业务联系抱有浓厚的兴

趣。他赞扬特耐王是一家脚踏实地的企业，并且高度认

可了我们的全球网络；依托这份网络，我们可以给客户

提供独一无二的便利服务。” 

特耐王英国董事总经理 Gavin Peters 表示：“我们很高兴能迎来日本大使访问蒙默斯工厂。

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联合集团、威尔士政府以及特耐王之间的紧密纽带；正是这份纽带，让特

耐王英国的规模在短短两年之内扩大了一倍。大使的这次来访，是我们展示品牌实力的绝佳机

会；反过来，通过与政府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特耐王的影响力也将进一步提升。” 

Automechanika 展览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汽车

行业展，而特耐王英国则是该展览的座上常客。 

今年，我们的展台设计创意十足：展台的中心是

一个宽度超过五米的巨型纸箱，由特耐王蒙默斯设计

团队亲自操刀设计和组装。在纸箱周围，我们还展出

了来自其他地区特耐王公司的特色包装产品及配件，

比如塑料托盘、钢架、纺织材质的包装内材等。 

此次展览吸引了众多新老客户前来参观。大家借

此机会扩展网络，探讨潜在的合作机会。此外，威尔

士政府官员、铃木先生、Kyle Baker 和 Gavin Peters 

也亲自到场支持。 

 

 

 

 

 

 

 

新闻由特耐王英国的 Stuart Rose 提供 

特耐王英国参加 Automechanika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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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至 19 日，格拉茨：来自特耐王有

限公司的内部审计及企业社会责任培训团队抵

达特耐王奥地利，展开了一系列审计活动。从今

年第一季度起，特耐王有限公司陆续在特耐王

集团全球各分公司开展了内部审计活动。 

除了配合总部的审计活动，特耐王奥地利

还组织员工参加了由铃木先生主讲的企业社会责任培训。这些培训是集团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过程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培训过程中，铃木先生向大家介绍了特耐王集团的企业社会责任目

标和使命。 

 

 

 

 

 

 

 

 

 

 

 

新闻由特耐王奥地利的 Agron Galimuna 提供

  

特耐王奥地利迎来内部审计和企业社会责任培训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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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地宣布，在 2019 年 6 月 5 日举行的丰田年度业务大会上，Aldez Containers

（特耐王美国旗下的包装物流公司）凭借其在 2019 年的卓越服务，再次荣获丰田优秀供应商

奖项。这已是 Aldez 连续第八年荣获该奖项。在这喜悦与荣耀的时刻，Aldez 的总裁兼创始人

Diane Copek 女士（上图中间）想通过一篇随笔，与《Tri-Wall Now!》的读者分享她对于成功、

奉献和感恩的一些感触： 

 

《常怀感恩之心》 
 

生活中总有很多事值得我们感恩，其中就包括客户的满意和认可。二十多年前，我们怀着

一个信念创办了 Aldez：凭借卓越服务、全心承诺和专业运营，为客户提供超出预期的体验。

一路走来，这个信念一直在引导和监督我们做出每一个决定——从员工的选择，到产品的交付。

 Aldez荣获 2019年丰田优秀供应商奖 
来自特耐王美国的新闻 

重归特耐王诞生地 

Aldez 荣获 2019 年丰田优秀供应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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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认可了我们的服务，就代表着认可了我们的信念；这就是我生命中的荣耀时刻。 

在上周的丰田年度业务大会上，Aldez 有幸连续第八年获得丰田的认可，荣摘 2019 年丰

田供应商优秀表现奖。在 Aldez，每一名勤勉敬业的员工和每一天尽职尽责的工作都是我们的

骄傲；所以，当客户公开认可这份付出时，我们会感受到无上的自豪。借此机会，我想把这份

光荣分享给每一个人。 

首先，我想向日复一日辛勤付出的 Aldez 团队致以诚挚的感谢。是你们的不懈努力，让

Aldez 连续八年获得了丰田汽车的认可。看到大家每一天都在用专业技能和诚信态度服务客户，

我深感荣幸与自豪。正是因为这样一群优秀的人才，Aldez 才能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另外，我要感谢丰田汽车的认可；对于 Aldez 来说，这就是企业经营的意义。感谢贵公司

对我们一如既往的信赖，把我们当做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作为丰田的供应商，我们会继续努

力，凭借团结的队伍、成熟的流程和一流的技术，全力支持丰田的发展。 

如果您想详细了解 Aldez 的运营和服务信息，欢迎联系 dcopek@aldez.com。我们期待着

与您共同进步！ 

 

 

 

 

 

 

 

 

 

 

 

 

 

 

 

 

 

 

 

 

 

新闻由 Aldez Containers 的 Diane Cope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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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thing either good or bad but thinking makes it so.  -  William Shakespeare 

万事本无善恶，只是思想使然。——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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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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