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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x World 是 Etex 集团的内部杂志。它每年出

版两次，有 12 种语言版本，确保全球 45 个国

家的约 17,500 名 Etex 员工能够及时了解整个 

Etex 集团的最新动态。

本杂志由以下人员共同编缉：

主编 

Regine Van Tomme
副主编  

Aline de Cartier 

感谢所有撰稿人

Carmen Codreanu, Arturo Córdova, 
Marc Domenech, Eduardo Éboli, 
Michiaki Fujikado, Björn Hein, 
Philippe Hellemans, Pedro Felipe 
Lombana Gomez, Stephen Hull, Karl Iserbyt, 
Vitaliy Lytvynuk, Wim Messiaen, Lynn Street, 
Wim Van Roy 和 Marc Vanden Bosch, 

最后，感谢我们的校对人员

语言校对：Leandra Aranda, Carmen 
Codreanu, Eduardo Éboli, Lionel 
Groetaers, Mercedes Hausi, Björn Hein, 
Juan Guillermo Lugo, Monika Lipinska,  
Anne-Sophie Mayer, Dieter Rommel, 
Ruth Virginia, Elaine Wu 和 Anna Zhuromska。

法律校对： Bruno de Radzitzky。 

虽然我们已经竭尽全力让每期杂志令读者感到

趣味、实用和开心，欢迎大家继续对如何进一

步改善 Etex World 提出宝贵建议。或者你有

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精彩故事吗？ 不要犹

豫，请将你的故事发到邮箱 communications@
etexgroup.com，和我们一起分享。

责任编辑：  

Regine Van Tomme
Etex 
Avenue de Tervueren 361
1150 Brussels,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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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同仁：

这将是你们最后一次阅读我为 Etex World 撰

写的文稿。明年一月份，我将退休，结束自己

在 Etex  41 年的激动人心的职业生涯。Paul Van 
Oyen 将接替我担任 Etex 的首席执行官。你

们中许多人都知道他： 现在他是我们分部 

Promat 的负责人，也是与我共事 24 年的令人

尊敬的同事。我愿他在新的职位上工作顺利，

并且我坚信在他的领导的下，Etex 能够取得很

好的发展。

在我任职首席执行官期间，我始终毫不掩饰

地坚信 Etex 是一家出色的公司。我们公司已

有 100 多年的历史！ – 岁月证实了我们的实

力。现在，我们公司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变

化。我们正从一系列公司的组合稳步发展为一

个具有凝聚力的集团。我们结合了自身的优

势，并且相互学习借鉴。目标只有一个：  

为我们的所有员工和股东打造成功的未来。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领悟到： 只要齐

心协力，我们就能够取得更大成就。在很多情

况下，一加一等于三。正是我们的共同努力和

凝聚力，让 Etex 在可持续发展建筑解决方案领

域中保持领头羊的地位。因为我们公司非常了

解其市场、客户以及当地的挑战，因此企业家

精神依旧是我们续写成功的关键。并且， 

 我们的17,500 名员工都能为公司添砖加瓦。 

我衷心感谢你们在 Etex 发挥的关键作用。

因此，向大家道别，我感到既有些遗憾也有

些欣喜。我很自豪拥有你们这些工作伙伴， 

能与大家一起工作是我的骄傲和快乐。

Fons Peeters
首席执行官

这是我的荣幸

ETEX WORLD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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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利用石板进行
翻修

在比利时和荷兰，翻新市场占据了越

来越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下，纤维

水泥石板已被证明是日益畅销的材料

之一。在其全新的启发性手册《石板

打造的最佳改造》，Eternit 展示了许

多利用这种无与伦比的材料完成的成

功翻修实例。

在书中呈现了不同地域的各式各样

的建筑和建筑风格； 从住房到学校以

及商业大楼和市政大楼。每个项目都

可作为建筑师的灵感，让现有建筑满

足现代化元素。

位于罗马尼亚的新 
Siniat 工厂打开了
进入巴尔干半岛国
家的大门

罗马尼亚 Siniat 的同事目前正在 

Turceni 建造新石膏板工厂，以便更好

地为巴尔干半岛国家服务。他们正在

招募和培训新员工， 将于 2015 年下

半年投产。

近期，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干式建

筑市场呈现稳定增长势态。考虑到 

Turceni 处于三个主要巴尔干半岛国

家，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索菲

亚（保加利亚）以及贝尔格莱德（塞

尔维亚）之间的中心位置，因此选址

在 Turceni。

组
图

Etex 公司的今日最新动态有

哪些？ 在此可了解我们全球

活动的最新动态，小版块呈

现最新热点。

ETEX WORLD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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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one Linea  
光影之外

利用 Linea，Equitone 让自己在高

端、建筑幕墙材料的领先地位又提升

至更高台阶。以国际项目团队和网络

宣传活动为依托，独特的 3D 塑形材

料将在这个秋天征服世界。

由美术师 Fred Eerdekens 设计的活

动标志性中心图片完美诠释了光影的

相互作用。此材料的独特功能是来自

七个国家 60 多名设计建筑师的智慧

结晶。Etex 斥巨资开发这一独一无二

的出众材料。

乌克兰 Siniat 采取
保护员工的措施

乌克兰的持续危机严重影响了顿巴斯

地区阿特木斯克的 Siniat 员工。为保

护我们的员工，Siniat 制定了特殊规

程。该规程解释当发生危险时，员工

应采取什么措施。

七月，三枚迫击炮弹落在了公司厂

区，由于激烈战况，工厂停止了生

产。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并且正

面交锋已远离了此城市。我们对艰难

时期仍坚守岗位的乌克兰同事表达由

衷的敬佩之情，我们与你们同在！

哥伦比亚生产随混
接合剂的低成本新
工厂

已在毗邻哥伦比亚波哥大的小村 

Tocanipá 建成一个低成本新工厂，生

产用于石膏板的随混接合剂 (Ready 
Mix Joint Compound)。有了该工厂，

哥伦比亚 Gyplac 将增加其产量，并

在该国的南部和中心地区以更低的价

格销售产品。

作为干板墙系统的一部分，接合剂

用于填充石膏板之间的裂缝。尽管测

量面积仅为 50 m²，但得益于高效的

混合机，新工厂每小时可生产1.5 吨

产品。未来，还在将在这里生产更多

产品。

Artemovsk，乌克兰

ETEX WORLD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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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此研讨会是在据库斯科约 7 小

时车程的 Livitaca 医疗社区中心举

办的。28 名热情的与会者参加了

为期两天半的实践培训。

 Q 与会者立即实践了

学习内容，为医疗社区

中心的产科病房铺设了

新地板。 

 Q 在介绍 CSL 活动后，与会者了解了瓷砖生产的

来龙去脉。速成培训的理论是如何铺设瓷砖。

秘鲁 CSL 加强与社区
的联系
4 月 28 日至 30 日，我们位于秘鲁的公司 Cerámica San Lorenzo (CSL) 在库斯科 

Livitaca 郊区举办了一场免费研讨会。约 30 名与会者详细了解了瓷砖生产的奥秘。

此次研讨会只不过是 CSL 每年在秘鲁举办的 130 个类似培训课程之一，目的在于支

持当地社区。除工长培训外，CSL 还捐赠材料，帮助当地医疗社区中心的改造。

图片中的故事

ETEX WORLD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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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前后对照。在工作人员和患者的

感谢之中，CSL 捐赠了 70 平方米的

瓷砖用于改造主走廊和厨房。 

 Q 之后，每个与会者还必须带上铺

设瓷砖所需的安全装备和工具箱。

媒体报道
利用此次研讨会，CSL 尝

试做出在重要的地方做出改

变。这是一项值得赞赏的举

措，同时也引起了当地媒体

的广泛关注。该研讨会不仅

获得拥有 100 多万读者的

大型报刊 Correo 的报道，

同时当地几家电台也争相

报道。

Livitaca，秘鲁

ETEX WORLD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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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此外，请继续报告虚惊事件，

尤其是与轻率行为相关的事件。 

只有我们了解风险起因，才能消除

这些风险。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过去

十年中，事故次数和事故严重程度显

著降低了。正如大家在图片中看到

的，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安全绩效得

到了进一步提高。祝贺大家，因为这

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但是，仍有“不足”： 我们还未实

现目标。今年，由于我们两个工厂 

(荷兰的 Goor 和德国的 Autenried) 发
生了两起死亡事故，我们失去了两名

同事。为防止此类悲剧事故再次发

生，我们需要继续加大安全工作 

力度。我们将在三个具体领域开展此

工作。

 如何让你的公司实现 
“零事故”

Etex 安全至上： 在通往零事故的路途中，我们采取了无数的措施。 

如今，我们要让工作跃上一个新台阶。在三个不同的领域，我们正在努

力确保你和你的同事每天都能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今年上半年，我们 80% 

的工厂都未发生事故。

我们未来的安全标准

技术方面： 我们工厂正在含有移

动部件的机器上实施 LoToTo 制度 

(上锁、挂牌、验证)。同时，还采取

了临时措施，避免同事接近移动的机

器部件。这些措施的具体实施方案因

工厂而异。

规程： 我们在所有工厂落实穿戴的个

人防护设备的国际标准。同时，现在

正在逐步实施限制区域指南，避免因

叉车交通区域的行人而导致的事故。

行为： 安全的关键是行事谨慎负责。

你的安全意识培训有助于保证你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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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上半年我
们的绩效如何？

频率 : 3.0
(2013 年前六个月 3.8)

 

此频率指的是每一百万工时

内发生的事故次数。

严重率: 0.15
(2013 年前六个月 0.15)

 

严重率表示在事故发生后员工缺勤； 

 缺勤率越高，则事故严重性越大。

8 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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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讯：  
Etex EHS 委员会

为了在我们所有公司制

定统一、条理清晰的 EHS 

方法，我们成立了 EHS 委员

会。这是 Etex EHS 部门的同事

和运营经理共同努力的成果。他

们决心贯彻实施我们的安全标准，

让安全随时随地都成为每个人的核心

价值观。

这些只不过是我们安全标准的几个例子。

确保遵守你所在公司的安全准则，应用安

全信息以及参加培训。

个人防护设备 (PPE) 是生产
区域的必备品。没准哪天安

全帽、防护镜和鞋子、听力

保护装置以及高能见度夹克

就能保护你免受伤害。 在有

些领域，必须配备各种个人

防护装备 (PPE)，而有些领

域则不然。

报告事故和险兆事故至关重
要： 这样一来，我们能够 
全面了解工厂车间的危险。 
这有利于我们的管理层和 

EHS 部门分析情况以及采取

进一步的防护措施。

我们实施的安全标准

 足迹 9

将在所有工厂逐步实施 LoToTo 程序（上锁、
挂牌、验证）。该同事树立了良好榜样： 他首

先关闭电源，然后给机器贴上标签，最后执行

测试。如此，他消除了与电气、机械以及机器

液压或气动部件相关的风险。

当你进行高空作业时，应像这
个人一样： 他使用了剪式升
降机，但依然系好安全带。 
为避免升降机出现意外移动，

他已将承力外伸支架联锁。 

此外，他当然还具有高空作业

许可证。

ETEX WORLD 2014年10月



Fons Peeters 为公司效力长达 41 年

之久。他于 1973 年开始担任产品经

理，将整个青春都献给了 Etex。在过

去四年当中，他成功地引领着我们在

建筑行业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前行。 

我们的新任首席执行官来自于我们

中间。事实证明，Paul Van Oyen 将

是这一职务理想的接替者。他已为 

Etex 工作 24 年，受人尊敬，不仅具

备优秀的技术才能，而且在 Etex 下

设的许多分公司与部门得到了历练。

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Fons 将与 

Paul 密切工作，确保顺利交接。例

如：他们将同总经理们一起讨论未来

一年的业务计划与预算。这样，Fons 

可以顺利地移交自己的工作与事务，

同时 Paul 将能够逐渐适应新的角

色，以确保 2015 年拥有良好的 

开端。

ETEX集团管理层的人事变动

12 月 31 日，将是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Fons Peeters 为 Etex 工作的最后时刻。第二天，他开

始享受应得的退休时光了。目前担任 Promat 部门主管一职的 Paul Van Oyen 将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走马上任，成为我们的新任首席执行官。

Fons 回顾过去并展望未来
“在 Etex 工作期间，给我留下最深

刻印象的是我们变革的方式。”Fons 

说。“随着不同公司加深了彼此的合

作，我们发展成为了一家强大的集

团。通过我的多次出行与走访，我发

现所有人对自己的文化与习惯感到万

分自豪。在所有的多样性里，我看到

了统一性，体现在我们的目标和未来

计划，同时也体现在我们的共同价值

观。” Fons 还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我们的集团正在塑造过程中，但这

项工作尚未结束。我希望 Paul 能够为

今后 100 年 Etex 取得丰硕的成果奠

定坚实的基础，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继

续发扬你们的敬业精神、股东们也一

定会继续支持我们！”

Paul 为挑战做好准备
“Promat 以其专业能力而获得认可。在我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强大的

部门，那里不仅战略清晰而且人才出众。” 显然，继续发展并非

易事，但是 Paul 渴望接受挑战： “当然了，从 Fons 这样一名经

验丰富的领导手中接替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艰难的挑战。因此，我

将尽全力倾听你们的心声，力争在这个动荡的经济环境中加强我们

集团的实力。从明年初起，我们将与管理团队一同努力，进一步明

确我们的未来发展思路。不过首先，让我们想一想如何向这位为我

们公司工作过 41 之久的员工表达我们的谢意…”

Paul Van Oyen 接替 Fons 
Peeters 担任首席执行官一职

ETEX WORLD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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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我们的董事会成员: 1 Walter Emsens, 2 Regnier Haegelsteen, 3 J. Alfons Peeters, 4 Christian Simonard, 5 Marc Nolet de Brauwere, 6 Amaury Pelgrims de Bigard, 
7 Jean-Louis de Cartier de Marchienne, 8 Philippe Coens, 9 Gustavo D. Oviedo, !0 Teodoro Scalmani. Philippe Vlerick没在照片中 。

Jean-Pierre Hanin 已接替 Bernard 
的工作。Siniat 由经验丰富的人管理
着： Jean-Pierre 于 2013 年出任首
席财务官一职，之前，他曾在 Lhoist 
工作，该公司是世界上主要的石灰与
白云石生产商之一。我们的目标是使 
Siniat 成为干式建造行业的领军者与
市场主导者。基础已经搭建： Siniat 
设有一个专门营销石膏板与高性能纤
维水泥板这一创新组合产品的部门。

Bernard Lekien， 担任 Siniat 部门主
管直到 9 月 1 日，现在是首席执行官
顾问。届时，他将负责石膏业务的的
可持续供应事务。这是我们的长期目
标，因为它是我们许多产品（如：石
膏板与复合材料）的主要成分。

1
2 3

4

5
6

7
8

9

!0

Siniat 换岗

我们的董事会成员

ETEX WORLD 2014年10月



2014 年，Promat 日本成为了我们在亚洲的高性能隔热业务的中流砥柱。 

经过彻底改造的工厂在津市战略工业区重新开业。该公司早在 1984 年 

就开始生产微孔隔热产品， 并于 2010 年加入 Etex 家族。

工厂经理： Michiaki Fujikado
“30 年来，我们的微孔隔热产品在日本市场一直

处于领先地位。我们通常小批量生产多种多样的

产品。能够在超短时间内交付复杂的产品组合是

我们最突出的优势！” 

Microtherm® 板。 

这些定制微孔隔热板非常

薄，但其结构能够很好的防

护超高温度。板表面涂有玻

璃布，因此非常洁净，而且

易于处理。

Microtherm®（半）绗缝。 

这些产品是 Microtherm 标

准板的柔韧、缝制型号。

Promalight® 机械零件： 

预加工的微孔隔热组件可防

护高温。知名的应用包括

燃料电池，能产生电能的

设备。

产品
• 高性能隔热  

× 57
日本津市

本厂数据

员工

Pr
om

at
 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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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们半年取得
的业绩
我们上半年的产品销售量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增加，销售额达到  

14.9 亿欧元。与去年相比（不包括汇率因素，在经营范围相同情况下），

销量增长 7%。但是，我们对今年余下几个月的业绩依然持谨慎态度。

欧洲的冬季气温温和，这对我们的业

务来说是一则利好消息，尤其对于我

们的屋顶与幕墙部门而言。尽管经济

条件恶劣，但是我们的欧洲业务依然

相对稳定。例如： 由于英国民用新建

筑市场的复苏，销量增长。法国市场

呈疲软态势，这对 Siniat 的业绩产生

了影响。德国的业绩好于去年。

对新兴市场和隔热技术的投资获
得回报
随着成长型市场需求量的增多，最近

进行的投资收获了回报。拉美地区的

销量以双位数增长。阿根廷的 

纤维水泥与陶瓷业务发展迅速。 

在智利，由于政治不稳定的缘故，

新建项目的步伐似乎正在放慢脚

步。哥伦比亚新建立的陶瓷工厂对

销量大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秘鲁纤维水泥的销量增长。然而，

不利的汇率依然起着负面影响。 

另外，南非与亚洲的销量也明显 

增长。

通过对比利时、美国与日本进行

重要投资，高性能隔热业务业绩良

好，日本的销量增长尤为明显。

健康的财务状况
Etex 对其银团贷款（贷款的一种）成

功进行了重新融资，条件更优，期限

至 2019 年 1 月。今年，我们收购了 

Sinia 的剩余 20% 股份，这对于我们

成为干式建造市场领军者的战略至关

重要。由于与我们核心业务不相符，

两家公司 Batiroc 与 Etersol 被解散。

与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净金融债务

减少了 20%。这样，我们可确保为未

来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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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

*  息税前收入。“经常性收益”(R)  

表示勾销最大特殊收入之后的金额。

*  息税、折旧前收入（营业收入）。 

“经常性收益”(R) 表示勾销最大特殊

收入之后的金额。

* 商品与服务的总销售额

经常性营业收入  
(REBIT*)

(百万欧元)

营业现金流  
(REBITDA*)
(百万欧元)

收入*
(百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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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tephen 和 Lynn  
的闪电约会

人物

Lynn Street

地点

Marley Eternit（英国）

内容

北部区域销售总监 - 屋面材料

开始日期

1998（自 2013  

年担任当前职务）

你能和我们谈谈你的工作吗？ 
作为北部区域销售总监，我要管理团队实现我们的

销售目标以及履行战略。我的职责包括激励和发展

这支团队。这就是我们力争行业翘楚的方法。

你最喜欢这个角色的哪些方面？ 
当然是变化！ 一天我在会见客户，而另一天我在分

析销售数据。但总体而言，是与我交流的人，包括

同事和客户，让我的工作充满如此多的乐趣。

你能描述一下工作日通常是如何度过的吗？
每一天都与众不同。我尽量让自己每周可以在办公

室呆三天，但这真的很有挑战性。因为我经常在路

上，有时还会堵车。当然，未充分利用时间。幸运

的是，有一种我不在办公室时也能查看我电子邮件

的技术。如此，我能随时随地支持我的同事。

你会如何向自己的好友和家人描述你的公司？
一家拥有亲切、友好文化的公司。在员工发展和产

品开发方面投资做得非常公正出色。我很骄傲能在 

Marley Eternit 工作。

你的爱好与梦想是什么？ 你在人生中希望实现
的目标是什么？
骑自行车！ 最近我参加了两次骑自行车慈善活动： 

一次是中国举办的女性癌症慈善活动，另一次是在

法国和我同事一起参加的。我还喜欢阅读和园艺。

因为家庭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我要努力

成为我孩子以及未来孙子女的好榜样。 

在本部分，我们将重点介绍两位同事。Stephen 和 Lynn 有两个共同点： 他们都在 

Marley Eternit（英国）工作，并且均因他们自己令人钦佩的慈善工作而广为人知。他们将

阐述自己的工作、抱负以及理想，最后通过相互问一个有关慈善工作的问题来结束。

是与我交流的人，包括
同事和客户，让我的工
作充满如此多的乐趣。
—Lynn

我们的同事

ETEX WORLD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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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Stephen Hull

地点

Marley Eternit（英国）

内容

Equitone  

技术规范经理

开始日期

2011

你能和我们谈谈你的工作吗？ 
我推广的外墙板 Equitone 吸引了建筑师的关注，

然后我向他们介绍该产品。我参与该过程的很多阶

段： 应该让建筑师和施工人员对 Equitone 的使用

都感到 100% 满意。

你最喜欢这个角色的哪些方面？ 
与建筑师一起工作！ 他们的创造力具有启发性，他

们的热情富有感染力，并且能够帮助他们实现他们

的愿景是一件令人非常满足的事情。会见著名建筑

师 Richard Rogers 以及在几个建筑出版物中看到 

Equitone 一直是令我难忘的事情之一。

你能描述一下工作日通常是如何度过的吗？
充满了千变万化。我努力每周在我会见建筑师的伦

敦中心待上三或四天。有时在我们自己的展览场

地，有时在建筑师的工作室。在不同的设计阶段，

会议的内容不尽相同，从样本到复杂的细节。

你会如何向自己的好友和家人描述你的公司？
“演变”这个词打破了条条框框。我们的业务一直

都在运作中。并且能够对我们的业务发展产生影响

是我保持动力的源泉。

你的爱好与梦想是什么？ 你在人生中希望实现
的目标是什么？
我喜欢骑自行车、去健身房锻炼以及滑板滑雪。 

最近，我阅读了大量书籍，大部分都与工作文献相

关。至于梦想，能源供应和粮食生产的压力着实让

我感到忧虑。这就是我喜欢建造自己的房屋以及自

给自足的原因。我的另一个抱负就是有一天能有自

己的公司。最后，当然也是同等重要的，我希望进

一步发展我在慈善机构的慈善工作。

能够对我们的业务发
展产生影响是我保持
动力的源泉 

Stephen，你什么时候开始做慈善工
作的？

“几年前，我失去了父亲。他与病魔做斗

争，但从不抱怨，寻求家人的慰藉。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依靠这种支撑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做些有意义的事

情。目前为止，我已为多家慈善机构工

作。见到你帮助过的人感到非常欣慰。

我鼓励世界各地的 Etex 同事都帮助同

事、邻居和家人。天有不测之风云， 

没准哪天你就需要他们的支持。”

Lynn，你如何鼓励他人帮助你所在的
慈善机构？

“如果你看到了慈善机构的巨大影响力，你

也一定会受到启发鼓舞。例如， 女性癌症

慈善活动有助于提高乳腺癌诊断意识， 还

有助于为癌症研究中心的两支研究团队提

供一年的资金。能够亲身经历这些是一种

非常令人难忘的体验。无论老人还是年轻

人都可接受新挑战，付出一点时间就能让

世界变得更美好。”

Lynn p Stephen Stephen p Lynn

—Stephen

一
对

一
访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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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x 是巴西世界杯足球
明星之一
在六月和七月，全球享受了巴西国际足联世界杯以及... Etex 展现的视觉盛宴！ 

更确切的说，FIFA 选中我们的石膏板建造或改造六个体育馆。从隔音和隔热到

消防措施和装配速度： Gypsum Drywall 的 巴西同事的专业技术从未具有如此

的说服力。世界杯建设项目幕后的推动者 Eduardo Éboli 很乐意分享他的经历。

内容

圣保罗体育馆

地点

巴西圣保罗

时间： 

2012 - 2014
建筑设计公司 

Anibal Coutinho
产品

Drywall 石膏板和天花板系统

天花板铺设面积

40,000 m²
参与的 ETEX 公司：

Gypsum Drywall 
(巴西 Siniat)

ETEX WORLD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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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psum Drywall 的 Eduardo 在巴
西世界杯体育馆执行了几个建设
项目。你能和我们谈谈其中的主
要项目吗？ 
我们被选为12 个主办 FIFA 比赛的

体育馆其中六个场馆的石膏板供

应商，最大的体育馆是圣保罗的 

Corinthians 体育场以及累西腓的

伯南布哥体育场。我们主要安装

先进结构的天花板系统。尤其在

伯南布哥州： 那里，我们的品牌 

GypSOM 天花板的铺设面积不少于 

45,000 m²。在 Corinthians 体育场 

— 世界杯揭幕战巴西和克罗地亚比赛

的场馆 — 用我们的石膏板大约铺设

了 40,000 m²。

为什么这些项目对 Gypsum 
Drywall 和 Etex 都如此重要？
不仅因为这些项目会涉及大量的石膏

板和其他系统，同时它们也是一次向

全球展示我们专业技术的重大展览。

考虑到 FIFA 的高技术要求，我们的

世界杯工作肯定能吸引观众眼球，并

且有责任拿出一些重要的新项目！ 

你对结果满意吗？
非常满意! 尤其是体育馆内的音响效

果。利用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能

够改善竞技场的吸音质量，在如此拥

挤环境中确保舒适氛围十分重要。此

外，如今巴西体育馆已进入全球最现

代化的体育场之列。我不仅高兴，而

且非常自豪。此次成功是我们团队共

同努力的结晶。考虑到我们在很短时

间内完项目，他们的辛勤劳动更值得

赞扬。

是否还有一些类似项目在酝 
酿中？
目前，我们正在为 2016 年在里约内

热卢举办的奥运会筹备一些项目。由

于这是一项大型国际盛会，因此我们

将开展众多建设工作，不仅仅只涉及

体育馆。我们迫不及待马上开始！

 P Eduardo Éboli 是 Gypsum 
Drywall（巴西 Siniat）的宣传

和市场咨询经理。凭借其在

战略和商业营销领域的专业背

景，Eduardo 在建筑领域积累了

约 20 年的经验。过去 15 年间，

他致力于 Gypsum Drywall 石膏

板系统的推广。 

卓越的专业技术是
我们在世界杯过关
斩将的法宝！ —Eduardo

巴西

ETEX WORLD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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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tex 年度创新奖上，来自全球各地的 Etex 团队展示了具有广阔前景的商业

和工业创新发明。但颁奖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让我们看看 2012 年获奖者取得

的进展如何。我们的创新经理 Wim Van Roy 很热情地提供了一些信息。

获得 ETEX 创新奖后发生了什么呢？

从颁奖典礼到工厂车间

工业创新

Porcelanico
奖项？ 
2012 年获奖者

内容？ 
由更加实惠的原材料制成的瓷质瓷砖，且质量更加

优良

工厂？ 
Cerámica San Lorenzo（阿根廷）

进展？
 获奖不久后，就在位于马德林港的工厂投入生产，

且 Porcelanico 于 2012 年进军阿根廷市场。由于全

新质量的瓷砖面向的是更加高端的细分市场，因此 

Cerámica San Lorenzo 还提高了其利润空间。

此案例明确展示了创新的终极目标：  
为我们客户改进解决方案。

工业创新 

Depiling of Cedral
奖项？
2012 年二等奖

内容？ 
在高压灭菌之后，可快速卸下 Cedral 纤维水泥板

工厂？
 Eternit Belgium

进展？ 
证明相对于人工操作，可更加快速以及更加简便叠

板卸垛纤维水泥板的实例。在过去两年，我们对机

器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投资，如今其已全面启动并

运行，显示生产效率增加了 20 %。如今，智利和尼

日利亚也正在应用该理念。

这是工艺改进的良好典范：  
明显地提高了生产工艺的效率。

18 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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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创新 

Pigmented Sidings
奖项？
2012 年三等奖

内容？ 
着色纤维水泥墙板

工厂？ 
Pizarreño（智利）

进展？ 
2013 年，该墙板在智利成功上市： 有两种颜色的

墙板在四个零售商店出售。今年，该系列新增了第

三种浅色，如今智利有七家以上商店分销该产品。

此外，为防止划痕在墙板上涂抹的薄涂层使其更加

受欢迎。

如果一项创新仍处于前期阶段，那么我们无法
保证可收获丰硕成果。令人欣慰的是 Etex 从
此次经历中收获了很多教训。

一些创新非常适合特定市场。这些墙板非常适
合拉丁美洲的需求，但在欧洲国家较为冷淡。

商业创新

加热板

奖项？ 
2012 年获奖者

内容？
 带有可保持板内部热量的特种涂层的石膏板

工厂？ 
Siniat 技术开发中心（法国）

进展？
 遗憾的是，不久我们与提供加热涂料的合作商出现

一些问题。此外，最近的市场调研表明价格对于我

们的客户来说过高。因此，终止了此项目。

引入“Etex 创新方法”两年后，创新热情达到前所

未有的高涨程度。在我们许多公司，创造力和创新

已成为其业务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更好更多的

创新项目正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提交。其中许多项目

当前还在酝酿之中，当然并不是所有项目都一定会

赢得奖项。这些创新举措正在当地实施，可助长我

们公司的业绩。

Wim Van Roy
创新经理

踏上实现目标的正轨

创新是推动我们业务发展的动力。

我们的目标是 20 %的销售来自于

开发五年以内的产品。正如大家所

见，我们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GOAL: 20%

15%

10%

5%

0
2012 2014

目标：20%

15%

10%

5%

0%
201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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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成功改造
的五项因素
2014 年是 Eternit 工厂（位于印尼格雷西）取得长足进

步的一年。2200 万欧元投资计划的完成促成了该工厂

的完美改造。并且为各方（客户、670 名员工以及生态

环境）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印尼东部不断增长的需求

推动了在格雷西的投资。

尤其是 Kalsi 品牌（硅酸钙

建筑板）广受欢迎。随着

增加机器产能的需求，工

厂在其他方面也已准备好

做出一些改进。

产能增加 50%

纵观 2012 年和 2013 年，格雷西大

力投资扩大机器产能。这是巩固 

Kalsi 在印尼市场领先地位的理所

当然步骤。

我们位于印度尼西亚的 ETERNIT  工厂已准备好迎接未来挑战

 p 成品（例如硅酸钙

建筑板）存储在这些

新仓库中。

 p 组合式雨水储存罐蓄水量为 2,000 m³。
可为 Gresik 提供淡水，并有助于循环利工

厂水资源。

改善物流

工厂的基础设施支持产能增加。除

新建原料和成品仓库外，格雷西还

安装了新的雨水排水沟以及储存罐

系统，改造了建筑以及提供了新的

厂内道路系统。 

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 

如今成品仓库和卡车装运区位于工

厂的对面，而不是在生产厂房之

间。这种清晰的物料流以及为所有

主要工厂走廊打造的保护行人通道

均提高了员工的安全性。 

ETEX WORLD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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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新地磅也是格雷西新内部道路

系统的一部分。

未来： 持续投资

据总经理 Wim Messiaen 说，格雷西的现代化旅程还未结束。 

“在未来两年内，我们将持续进行投资。我们将设计生产替代木

材的创新性产品以及工艺板的新机器，我们致力于持续提高机

器安全性，并且我们还将建造新的行政办公室。”

现代化带来了切实的投资回报： 我们
的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如今我们已经
是业绩最好的工厂之一了！ —总经理 Wim Messiaen

尊重自然力量

雨水储存罐以及改造的内部排水系统

可节约用水 60%。此外，新建的水处

理系统可循环利用所有工艺用水。 运动休闲

穿过新仓库，便是 2,200 平方米

的新足球场。现在下班后，格雷

西的同事们可以尽情展示他们的

射门天赋。谁将是下一位梅西，

请起立？

格雷西克，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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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espresso 竞赛吧！

我们希望在 espresso 见到所有同事！ 

我们的公司内部网是一种学习新事物

以及联络同事的好方法，因此我们鼓

励大家踊跃尝试使用。我们在上内部

网时，为什么不享受一些乐趣？ 但远

远不止这些： 本次竞赛的大奖是一

次展示你所关心的事物的难得机会，

因为获奖人员可资助其选择的慈善机

构。

如何开展？
根据通过 espresso 统计数据衍生出的

排名，我们的所有公司被分为五组，

每组大约 15 家公司。这种划分可确保

你打算迎接挑战吗？ 

高分技巧

• 登录 espresso，帮助想要登录的同事。

• 每天查看消息源中的 espresso 最新资讯。 

• 利用项目社区鼓励你的同事 

• 填写你的简历，并鼓励你的同事也填写

• 在 espresso 可找到有关你所在公
司以及 Etex 的有用信息。 

谁知道 … 没准还有一些其他准则可帮助你所在公

司获得领先。尽管尝试 espresso 的所有功能， 

你肯定能得到一些宝贵分数！
HOSPITA

L

SCHOOL

每组中的所有 15 家公司起点相同，这

样每家公司有望赢得比赛。比赛于 10 
月 1 日拉开序幕。

每家 Etex 公司可以选择一项与我们

业务相关的本地项目，例如：向学校

或医院捐赠和安装建筑材料。

自此，在 espresso 上积极参与

非常重要： 你和同事可通过阅读 

espresso 通告、更新个人简历以及发

表评论等方法来得分。

每两周将在 espresso 上公布新排

名： 这样，你将会知道自己公司距离

赢得奖金有多远。比赛于 12 月份结

束，届时将公布五个获胜公司 – 每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espresso 得到了稳定增长。因此，我们认为是时候为我们的公司内部

网奉上一杯滋味香浓的咖啡了！ 这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参加令人兴奋的 espresso 竞赛的原

因。详细了解更多有关激动人心的数字化挑战 … 然后加入此次竞赛！

组一个。然后，这些公司将能够展现

对当地项目的一份支持。

寻找宝藏
想为公司赢得额外分数吗？ 除在 

espresso 上积极参与活动外，还可参

加寻宝活动！ 通过浏览一些 espresso 

页面，你可以发现一些线索。这些线

索将引导你会见一位神秘人物 … 但

我们还不能向你透露任何相关信息。

你想加入此探索活动吗？ 通过密切关

注 espresso，了解此竞赛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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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世界各地的同事，并让他们能够共享信息和相互协作：  

espresso 可提供众多功能！ 并且，为了简化和方便大家的使用， 

我们将持续更新和改善 espresso。以下是关于最新变化的快速回顾。

espresso: 有哪些新内容？

全新的聊天选项
我们将聊天功能提高至全新水平。你能够查看自己

的消息记录、开启小组讨论、发送文件，甚至能和

同事操作相同文档。

经过完善的“名人录”
快速简便的查找名人录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大公司而

言至关重要。这就是在涉及到（错误）拼写和搜索

带有口音姓名时我们将 espresso 的界面改善得更加

友好的原因。例如， 现 在Celine 可返回 Céline，

反之亦然。

改善的新闻源 
在 espresso 上，你以后绝对不会错过有关 Etex、 

你所在公司或社区的任何信息。从现在开始，我们

保证将重要更新显示在你的新闻源中。

Etex 就业市场
在 Etex 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从未如此简单： 利用 

Etex 就业市场，你可查找符合你的能力、经验、 

资质和培训等要求的新职位 — 在我们所有公司。

一切以你为本

本地语言、新闻条目和工具： 你所在

公司为你量身打造的最适合你的内部

网。遇到问题？ 只需电话联系你的内

部网经理。

一切皆有可能 

在这里便能查找 Etex 的所有相关信

息，关注你感兴趣的社区，分享你的

经验以及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进行

合作。无数选择由你决定！

帮助你节省时间

Etex 管理人员强烈建议大家使用 

espresso。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为你

提供查找信息、与世界各地同事进行

交流和分享信息的在线环境。如此，

你就能做到事半功倍。还有什么理由

不喜欢呢？

1

2

3

4

你在espresso上能得到的 

在60秒内变得更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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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丽教堂施潘道（柏林）

 • 客户     Evangelical church community  
 St. Petri - St. Marien（德国）

• 日期 2014 年 5 月 

• 公司 Creaton
• 品牌 Melodie，凹形联锁波形瓦

• 工作内容  屋顶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