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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新动向：
践行 埃泰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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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x World 的幕后工作人
员是谁？
Etex World 是 埃泰 集团的内部杂志。Etex
World 每年出版两次，共有十二种语言版本，
向全球 42 个国家/地区全部 17,000 名员工发
布关于整个 埃泰 集团的最新动态。
本杂志由宣传团队汇编而成。
编辑：Lyndsay Speirs
主编：Regine Van Tomme
鸣谢以下员工提供帮助：
María José Arcos, Federico Bruno,
Diana Bullock, Alex Carnevale,
Joaquin Castro Quiroz,
Nicloas Cauderlier, Kim De Smedt,
Mel de Vogue, Karel De Wilde,
Frédéric Deslypere, François Eykens,
Michael Fenlon, Jean-Pierre Hanin,
Ryszard Harezlak, Miriam Hausen,
Steven Heytens, André Hoste,
Karl Iserbyt, Sarah Jackson,
Monika Lipinska, Myriam Macharis,
Eduardo Martinez Cuadro,
Fiona O’Callaghan, Rodrigo Palacios,
Laura Pisani, Thierry Porte,
Ignacio Rattagan, Francisco Ríos Merino
Malcolm Stamper, Scott Stronach,
Eduardo Albertini Tagle,
Vincent Van Assche, Wim Van Roy,
Marc Vanden Bosch,
Marc Vanoverbeke, Walter Verheyen,
Michael Verschuere 以及 Aart Verwe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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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校对的员工包括：
语言校对：Tuti Andayani, Lionel Groetaers,
Sandra Klaus, Juan Guillermo Lugo,
Monika Lipinska, Eleana Lisogor,
Anne-Sophie Mayer, Monica Popa,
Carine Raposo, Dolores Sobrino,
Elaine Wu and Anna Zhuromska.
法律校对：Bruno de Radzitzky。
我们竭尽所能使这本杂志成为有趣、有用和人
人喜爱的读物。不过，你或许在如何进一步改
进 Etex World 方面有一些建议？或者你想要和
大家一起分享精彩的故事？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ommunications@etexgroup.com 与我们联系。
责任编辑：
Regine Van Tomme
Etex
Avenue de Tervueren 361
1150 布鲁塞尔, 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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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lex Carnevale 将带领 埃泰集团
取得卓越的绩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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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泰的
新道路
尊敬的同仁：
建立一家伟大的企业需要拥有志向远大的杰
出人才。这需要我们最大限度挖掘自身才能，
明白自己也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提供超越客户
预期目标的产品与解决方案；在创新方面更加
睿智和快速；不断寻求改进我们工作方式的机
会。当然了，还需要以最安全的方式去实现所
有这些目标。
埃泰集团致力于提供建筑材料，建设更美好
的世界。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让我们成为业内
最佳。今年，我们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扩大
机遇，赢得成功。
我们已经公布了三项战略重点工作和三大价
值观，并建立了新的组织架构。我们的重点工
作彰显了我们对于未来的雄心壮志。我们的架
构是为了帮助我们追求目标（第 12 页和第 13
页）而设计的，我们的价值观支持我们做出
正确的决策并采取正确的措施（第 16 页和第
17 页）。
改进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对完成重点工作
而言至关重要。我们新任的管理层成员 Alex
Carnevale 对绩效的意义进行了解读，并介绍了
他为 埃泰集团 制订的计划（第 22-23 页）。
我们为 埃泰集团 提出了大量的构想和制定了
远大的新方向。对于你们同样如此。我们的成
功依靠你们的不断付出与团队精神。为了激发
你们的工作热情，我们的三名同仁介绍了自己
建造四座工厂的经历，这些工厂在2015年投产
（第 18-19 页）。
当你们在阅读自己同事的经历和我们愿望的
同时，请不要忘记我们带给社区的影响。我们
的 Community Cup 项目（第 3-4 页）对我
们如何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进行了重点说
明。
我们正在齐心协力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 埃泰
集团 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Paul Van Oyen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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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x 公司的最新动态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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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茨瓦纳

皇室成员参加我们
印尼新工厂的落成
典礼
2016 年 3 月 18 日，位于印尼首都
雅加达附近 Karawang 生产纤维水
泥板的新厂正式建成。比利时公主
Astrid 殿下出席开幕式。陪同出席的
有比利时和印尼两国的各位部长、各
级政府官员和众多企业高管。
我们在 Karawang 的工厂共有 130
名员工负责 Kalsi 纤维水泥板生产。
这些蒸压板用于建造天花板、幕墙、
地板、隔墙等。新工厂生产一些环保
规格的产品，可减少浪费、节约水资
源并利用回收材料。
我们自 1971 年开始在印尼经营业
务。在 Karawang 的新工厂有助于巩
固我们在印尼市场的地位。

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
南非

加强我们在南非的
石膏板 业务
该目标在今年早些时候已正式确
定。我们南非的公司 Marley Building
Systems 和 Lafarge Gypsum South
Africa 进行了合并。我们在南非的业
务增长潜力非常大。通过两家企业的
合并，我们可以：
• 巩固我们在南非以及其周边国家的
市场地位
• 将两大互补资产进行组合， 完善 埃
泰 资产组合
• 南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传统
的建造方法逐渐被干式建造等其他
方法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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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b ack on espresso’s busy 2 015

What lies ahead of us
Your feedback counts

GET STARTED

全新 espresso 功
能完善了我们新的
分部架构
今年五月，为了使 espresso 更加适
应新的分部架构，我们对其进行了一
些更新。这些更新可确保相关同事了
解 Etex Building Performance、Etex
Roofing、Etex Cladding、Etex
Industry 和 Etex Ceramics 等新分部的
动态。此外，我们还进行了一些改善
用户体验的更 新。
有哪些最新动态？
• 你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分部自定义
查阅相关的新闻动态。
• 每次 espresso 上发布新闻，都会
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你。
• 你可以添加 ICE 联系人： 可以在紧
急情况下与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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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rnit Belgium
将太阳能屋顶石板
的特性提高至全新
水平
Eternit Belgium 的同事每年都积极
参加比利时最大的建筑、改造和室内
设计贸易展览会 Batibouw。我们的
同事在 Batibouw 展览会上可以向广
大行业专业人士和个人展示自己的产
品。该展览会也是展示新产品的一个
很好的机会。今年， Eternit Belgium
的同事在展览会上自豪地展示了他们
采用的Solesia 解决方案，一种完全合
成的太阳能屋顶石板。
Solesia 太阳能屋顶石板是充分利用
太阳能而不会影响屋顶外观的理想解
决方案。其他太阳能面板因其与屋顶
的距离较远而常常受到冷落。Solesia
石板与普通石板一起安装，以便完全
合成到屋面瓦中。Eternit Belgium 的
新解决方案使安装过程更简单容易，
屋顶轮廓线条更加平整流畅、笔直
美 观。

英国林肯郡盖
恩斯伯勒

John Brash & Co.
成为 埃泰集团 旗
下成员
我们的 Marley Eternit UK 公司成功
收购了屋面材料企业 John Brash &
Co。John Brash 向我们供应材料用
来屋面产品。将 John Brash 产品组合
补充到我们的 Marley Eternit UK 产品
中，意味着我们能够向英国的客户提
供全面的屋面系统产品。这是今后维
持盈利增长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随着 John Brash 的加入，埃泰集团
家庭新增了 115 位同事。这些新同
事将继续留在他们目前位于英格兰东
北部林肯郡 Gainsborough 的工厂工
作。请和我们一起向他们表示热烈的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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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Architects’ Darling Award 奖的组织者 Jörg Kreuder 为
Eternit Germany 的 Cladding 营销经理 Gerald Muntendorf
颁奖。

Eternit Germany
受到建筑业界的一
致好评
Eternit Germany 是 Architects’
Darling Awards 2015 奖的大赢家之
一。大约 1,800 位建筑师和设计师将
在德国建筑行业的这一年度颁奖典礼
上，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最佳的建
筑解决方案。Eternit Germany 荣获
了“外墙”类别的最高奖项 golden
Phönix trophy （金凤凰奖杯）。此
外，该公司还在“屋面覆盖层”类别
中名列第三，再次荣获铜奖。
德国同事因成功地将质量、最佳性
价比、创新、设计和耐用性这些因素
组合在一起而入围奖项。毫无疑问，
我们为德国同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
自 豪。

为提高 IT 安全性
而尽一份力
在当今这个由数字化主导的世界，
保护我们的信息和 IT 系统免受损害变
得日益重要。自 2016 年 3 月以来，
埃泰集团IT 的同事一直不断更新我们
的政策和规程，以确保我们了解保护
信息安全的正确方法。我们应该怎么
做？ 首先，始终为你的计算机选择安
全性较高的密码。安全性较高的密码
具有以下特点：
• 长度至少为 8 个字符
• 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
特殊字符
• 不包含用户账帐户名或你全名的某
些部分
• 与你之前使用过的五个密码不
相 同。
另一种做法是每次离开办公桌时都
锁定你的工作站，否则它将在停止使
用 20 分钟后自动锁定。
你可以通过上述两种有效方法为实
现 埃泰集团 当前的良好 IT 安全性尽
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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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ley Eternit UK
如何保持创新和竞
争力
Marley Eternit UK 的同事推出了
一种名为 Lincoln 粘土瓦的创新屋面
瓦。该新型瓦采用传统的 S 型轮廓，
专为满足建筑师、标准制定人员、施
工人员和承包商的要求而设计。该屋
面瓦的创新之处在于可快速轻松安
装，因此是希望缩减施工现场的时间
并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承包商的理想解
决方案。此外，它也符合英国安装
要求和技术标准。 Lincoln 粘土瓦用
途广泛并可节约成本，因此适用于改
造施工和新建。Marley Eternit UK 是
通过创新保持竞争力的一个很好的
典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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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at Tisselt 全新
生产线
英国达勒姆郡

经过大量努力和筹划，我们成功地
在位于 Tisselt 的 Promat 公司安装了
一条新的生产线。我们在比利时的同
事现在拥有新的制备部门、压滤机、
固化库和干燥道。此外，还安装了若
干个热处理炉和两个高压锅。
有了新的生产线，Promat 可添加一
些新产品，扩大其产品组合，从而进
入特定的利基市场。我们当地的经营
者已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并且对这一
结果非常满意。充满希望的反馈！

欢迎 EOS Facades
加入 Etex 大家庭
今年 3 月，Etex Building
Performance UK 收购 EOS Facades，
为 Etex 家庭增添了 45 名新同事。这
家总部设在英国的公司供应作为干式
施工建造重要组成部分的钢框架系
统。EOS Facades 所拥有的技术专业
知识和客户服务经验可以很好地完善
我们 Siniat 和 Promat 的产品组合。
最终结果是增强干式建造产品，从而
提高我们在英国的经营业 绩。
EOS Facades 位于英格兰北部的
County Dur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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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 的 故 事

Community Cup 项目：
在全球传递正能量
还记得“Community Cup”吗？ 从 2014 年 10 月到 12 月，我们诚挚邀请你推荐你关注的本
地社区项目，以便这些项目获得由 Etex 提供的 10,000 欧元的资金支持。最终选出五个获胜
项目，在 2015 年全年，我们当地的公司全力支持了这些获胜项目。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每个公
司是如何帮助改善当地居民以及社区生活的。

PP 为智利 Pudahuel Lo Boza 添砖加
瓦 看看焕然一新的 Lo Boza 学校的
支援者和孩子们洋溢的笑脸。我们位
于智利的公司 Cordillera 捐赠物资，
帮助改造学校的浴室和更衣室。如
今这所专为不幸儿童设立的学校能
够为其学生提供干净、现代化的学习
场所。

pp 为阿根廷 Malargüe 的 Cebja 提供自己的教育
中心 阿根廷 Cebja 教育中心的宗旨是帮助存在社
会问题的成人和青少年适应并融入社会。Durlock
Argentina 同事计划帮助将现有建筑改造成为配有
体育设施、可容纳 200 余名学生的专业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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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为阿根廷 Morón 的 Idehacerlas 提供支持
Idehacerlas 致力于通过“Mi Vida Independiente”
（我的独立人生）等项目帮助改善有智力障障的成
人和青少年的生活。为提高其护理中心患者的生活
质量，Eternit Argentina 帮助将 Idehacerlas 主楼
改造成为了舒适的生活和教学场所。

QQ 改善英国 Burton-upon-Trent 学生的生活 在其小
学，Fountains Federation 为具有各种学习需求的孩子们提供了
专业照顾。利用 Marley Eternit UK 提供的资金支持，该组织建造
了一个全新的操场，以支持学校创建互动学习环境的目标。还将
在学校操场上建造几个仓库。

qq 在波兰 Chojnice 帮助新建临终安养院 波兰临终安养院社
区为长期患病的人员提供急需的医疗护理。我们当地的企业
Creaton Poland 捐赠了物资，并与 Siniat Poland 联手提供了多种
建筑外墙、内饰和屋顶产品，帮助他们修建自己的医疗机构。目
前项目仍在施工，组织期望项目尽快竣工，以便提供更好地患者
护理。

“Etex Community Cup:
从 espresso 内部网站了
解当地社区项目。”
ETEX WORLD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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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工具 ： 谨 慎 使 用

使用手动工具的
五条安全提示
我们许多人在日常工作中和家里都会使用手动工具。手动工具是用手
操纵的工具，如螺丝刀、射钉枪、锤子和扳手等。这些工具使用或维
护不当会造成伤害。事实上手动工具是 埃泰集团 2015 第三大事故原
因。想要避免这些伤害吗？ 下面是安全操作手用工具的五条建议。

1

2

3

选择合适的工具

使工具保持良好状况

使用个人防护装备

每次开始工作时先弄清楚最适合使用
哪些工具。始终坚持使用专用工具。
例如，不要用螺丝刀代替凿子。否则
容易使你受伤。

确保对所有工具进行定期维护。经常
检查设备： 工具是否损坏？ 是否脏
污？ 不要使用不符合现场安全要求的
工具。

自己首先评估任何可能存在的危险，
并总是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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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发生的所有
工伤事故中有

7%

由手动工具引起。

其中

31%
的工伤事故为手
臂或手部损伤。

2015: 在安全方面
的表现如何？
埃泰集团 高度重视安全。我们通
过制定行动计划和安全措施，确
保所有同事平安无事。2015 年，
我们成功降低了工伤事故的频
率 （3.04 ）。共有 105 起事故记
录在案： 比 2014 年减少 11 起。
事故严重率 (0.15) 也稍有下降。我
们的长期目标是零事故，而去年我
们 69% 的工厂未发生任何事故。
在这方面仍有改进的空间。我们在
安全方面绝不能疏忽大意。我们每
个人不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家里都应
该将安全操作放在第一位。

事故数量
213
147

2011

2012

133

2013

116

105

2014

2015

严重率
该数字越大，表明事故
严重性越大。
0.21

4

5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操作

搬运工具时务必小心

必须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使用工具。不
得将工具用于其专门用途以外的其他
用途。工具使用不当会使其损坏，甚
至让你受伤。

随身携带时应遮盖住尖锐工具的边
缘。例如，可使用防护袋或皮套安全
运送工作装备。

2011

0.16

0.16

0.17

0.15

2012

2013

2014

2015

频率
此频率指每一百万工时内
发生的事故次数。
6.0
4.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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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3.8

3.4

3.0

2013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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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战 略

埃泰的新道路
“我相信我们可以将建筑材料推向
世界，从而为 埃泰 创造更多的利
润。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可持续发
展的、令人欢欣鼓舞的环境中是人们普遍而实
在的愿望。我们的目标是提供能够满足人们建
筑需求的最佳解决方案。
我们如何将这些远大的志向变为现实？ 三月
份，我们宣布了三项战略重点工作。我们进行
架构重组，并制定了一套价值观指引我们完成
这些重点工作。” 埃泰集团 首席执行官

我们的分部与后援职能部门面临的挑战
如今，我们对全球分部进行了划分，分为业务部门
与后援职能部门。非洲与拉丁美洲地区将在 2017
年 1 月之前完成整合。每个分部与职能部门均以最
大限度帮助我们完成重点工作为目标进行设计。下
面让我们来听听各分部与职能部门主管对于如何支
持我们完成三项重点工作的想法。

— Paul Van Oyen, CEO Etex

三项战略重点工
作确立了我们的
发展方向。
赢利性成长：
我们希望在加快发展步伐的同时不断盈利。为此，
我们将与客户建立更强大的关系，从而更好地了解
他们的需求，并为他们提供优质的产品。创新是我
们取得成功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将通过加强内部协
作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运营绩效：
我们将通过完善流程和倡导持续改进的文化来改善
我们的工作内容与工作方式。对安全的注重将始终
贯穿我们的工作进程。
员工与组织：
我们的工作重点将是发现并且帮助大家发展专业技
能，从而打造更具效能和创新力的团队。

运营绩效

我们的价值观将规范我们
的行为与工作方式，从而
达成重点工作的目标。
追求卓越的激情
沟通和关怀
开拓引领
如想更多地了解 埃泰的 价
值观，请参阅第 16 页
和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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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每个全球分部面向
一项特定的细分业务。
“作为一个新的分部，我
们的首要任务将是就 Etex
Cladding 建立的目的与身
份达成共识。我们将不断
加强对市场的了解，从而更好地满足
客户需求和击败竞争对手。”

“为了成为消防与高性能
隔热领域领先的标杆型企
业，我们不仅需要充分了
解我们的工业客户，而且需要提供创
新产品与应用专业知识。为了取得成
功，我们需要具备专注成长型细分市
场以及为客户提供智能型解决方案的
能力。”

“我们除了正在为该地区
与埃泰集团 新架构融合
的做准备之外，还将加强
对市场与最终用户的了解。我们还将
重视改善我们的安全绩效和供应链流
程。”
— Etex Ceramics分部负责人兼拉丁美洲地区总监
Frédéric Deslypere

— Steven Heytens，Etex Industry 分部负责人

— Michael Fenlon，Etex Cladding 分部负责人

“我们将实现产品多样
化，从而提供增值型与补
充型屋面产品。我们将寻
求优化生产流程的新方
法，注重安全与管理库存。”
— André Hoste，Etex Roofing分部负责人

赢利性成长

“非洲地区拥有大量的
成长机会。目前，我们
正在整合在南非收购的
Gypsum 业务，准备将其纳入到新的
分部当中。”

“根据广泛的客户调查得
到的反馈，Etex Building
Performance 的愿景
是：‘利用我们的独特见
解与技术知识创造满足未来建筑需求
的解决方案，使我们成为干式建造行
业的专家’。我们将在这一宏伟愿景
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客户反馈将是我
们的终极标杆。”
— Jean-Pierre Hanin，
Etex Building Performance 分部负责人

— Marc Vanoverbeke，非洲地区总监

我们的后援职能部门与我们的
全球分部保持一致，以确保在需
要时提供适合的资源。

员工与组织

“我们的目标将是通过持
之以恒和有针对性的努
力，提升整个 埃泰集团
的绩效水平。作为一个新
的职能部门，我们将首先着手改进安
全工作和提升工程与采购业务。”

“我们在现有的法律框架
下，帮助公司实现目标和
建立竞争优势。我们积极
参与集团与战略项目的重
组工作，例如：收购、重大投资与撤
销投资等。”

— Alex Carnevale，首席绩效官*

— Karel De Wilde，公司秘书

“财务团队收集和分析整
个集团的财务信息，并为
公司提供及时、具有洞察
力的信息。这意味着我们
可有效地建议和规划我们的运营与财
务资源、识别潜在风险和支持战略规
划。”
“IT 团队通过研发有助于满足各级分
部与职能部门业务需求的安全系统，
确保可靠的 IT 架构。”

“我们希望帮助培养卓越
人才和挖掘每一个人的全
部潜能。我们的价值观将
是通过构建所需的文化，
帮助 埃泰集团 以可持续性的方式取
得成功。”
— Myriam Macharis，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 Mel de Vogue，首席财务官兼 IT 负责人

*如想更多了解公司绩效对于 Etex 未来将起到的作用，请参阅第 2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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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 绩

2015 年财务业绩
我们在 2015 年取得了稳定的财务业绩。我们的收入*达到了
30.54 亿欧元， 较 2014 年的 29.87 亿欧元有所增长。2015 年，
经常性营业现金流**从 2014 年的 4.13 亿欧元降至 4.09 亿欧
元。税后利润受到减损支出***、德国、法国和阿根廷的重组的
影响。世界各地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依然千差万别，全球的经济增
长缓慢。这给我们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业绩带来不同的影响。这种
趋势在 2016 年仍持续。预计今年底会出现温和的增长。

2015 年

Rebitda**

债务

3.054

409

833

36

亿欧元

亿欧元

亿欧元

万欧元

+2.3 %
2.987

-0.9 %

• 英国所有部门的业绩表现强劲。
• 我们南欧的外墙板、建筑板材呈现缓慢复
苏的情况
• 波兰、比利时和意大利的粘土瓦业绩取得
了微小的进步。

• 欧洲市场仍然进展缓慢，特别是法国的
市场
• 由于对农业部门的投资减少，波纹板的
销售额有所下降
• 我们在德国的粘土瓦受到市场需求下降
的影响

利润

-7.85 %

413

聚焦欧洲市场

+

http://bit.ly/Etex-2015-results

阅读我们的完整新闻稿。

收入*

2014 年

-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吗？
请访问

904

-60.4 %
92

聚焦欧洲之外的市场

-

+

• 在非洲，我们在尼日利亚的业绩受到石油
价格下降以及石油价格下降导致经济波动
的影响。
• 巴西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得商业环境变得
艰难

• 拉丁美洲的市场于下半年开始复苏
• 拉丁美洲的陶瓷销售额因市场营销和物流
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增长
• 我们在亚洲的行业销售增长
• 我们在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和秘鲁的
Equitone 产品取得了良好的业绩

* 收入等于商品与服务的总销售额。
**Rebitda（经常性营业现金流）指我们用于快速计算由经常性营业产生的现金流的数量。该数字可通过测量得出，并可与所使用的资源进行对比。
***减损支出已被计入资产，与我们为其支付的数额不再相同。例如： 如果我们花 100 欧元购买一个工厂，而运营或出售工厂所得收入降至 90 欧元，则我们需要在账目上减
去 10 欧元以反映出运营或出售工厂的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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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Siniat 工厂位于 Ferrybridge （英国），目的是为我们在英格兰
西南部的工厂提供支持，并帮助其提高产能。该工厂不但是一处生产
设施，还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北部的物流枢纽。如今，Ferrybridge 可生
产 2400 万平方米的石膏板，并分销 Siniat 在英国的所有产品。该工
厂约 20% 的产品按照客户的独特规格生产。

工厂

Siniat Ferrybridge

本厂数 据

产品
• 合成石膏板
• 金属框架

Siniat 石膏板
Siniat Ferrybridge 生产各种标
准、专用的优质石膏板。

英国 Ferrybridge

× 78
名员工

自 2014 年起担任 Ferrybridge 工厂经理：
Mike Wainwright
“我希望 Ferrybridge 成为让员工感受到尊重并能享受工
作的地方。我的目标是使工厂成为可确保所有人平安无事
的零伤害、无事故单位。我们应该为他人开创先河，将来
团队的所有人回顾时都能自豪地说“我们做到了！”

ETEX WORLD 2016 年 6 月

Siniat 金属框架
一些英国最大的商业建筑项目
均采用 Siniat 供应的各种金属
框架。

16 才干

我们的价 值 观 及 其 重 要 性

发现 埃泰的 价值观
追求卓越的激情。沟通和关怀。开拓引领。这些是我们 埃泰 的价值观。
它们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如此重要？ 这些价值观将会指引我们逐步实现
为成长、追求卓越和个人发展制定的目标。它们源于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和
高级管理层细致周密的分析与思考，不仅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会对我
们所有人产生重要影响。埃泰集团 人力资源总监 Myriam Macharis、各分
部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以及我们学习与发展经理 Wim Van Roy 肩负着向
我们介绍这些价值观的特殊任务。现在让我们详细了解。

请你介绍一下 埃泰的 价值观。
Myriam: 这些价值观将会帮助我们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团队实现目标、建
立和巩固我们的声誉与文化。这些价
值观的制定，就是为了推动我们的行
为发生改变、激发我们的自豪感和为
埃泰 工作的热情，以及帮助我们成功
实施我们的战略。当然了，尊敬、诚
信和忠诚这些传统价值观依然是我们
新价值观的核心。

这些价值观将如何帮助我们实现
目标？
Myriam: 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在业务
方面出类拔萃，并且帮助员工实现职
业和个人发展的组织。认可并践行我
们的价值观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比如说，沟通和关怀意味着建立更有
意义的关系。包括提醒同事佩戴正确
的个人防护装备以及确保自己了解客
户需求等方面。追求卓越的激情意味
着加倍付出。有可能是建议一种执行
过程的新的或更好的方法，抑或是提
供出色的客户服务。开拓引领的思想
将激励我们去提升。有可能是为产
品、系统或应用提出一种创新思维，
抑或是主动带领一个新的项目。

我们将如何以及何时更好地了解
新价值观？
Myriam: 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已指定
整个 埃泰集团 的人力资源团队负责

QQ 总部的同事们通过玩 Etex Values Box 游戏了解我们的价值观。

监管我们的价值观。从今年六月份
起，我和我的团队将利用我们创建的
一种游戏 Etex Values Box 向全体同仁
推行这些价值观。

游戏？ 听起来很有意思！ 它会带
给我们什么？
Wim: Etex Values Box 是一款桌面
游戏，将会在研讨会期间邀请员工玩
这款游戏。为游戏者提供不同情境，
ETEX WORLD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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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围绕三个方面制定
而成： 员工、执行与创新。

培养人，建立有意义的人
际关系和网络

主动推动有价值的变化

追求卓越
的激情
开拓引领

沟通和关怀
做正确的事，享受卓越表现

他们可运用价值观帮助做出正确的决
定。这款游戏通过一种适合的方式开
启关于价值观以及我们在不同情况下
如何最有效运用它们的讨论。

其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期望
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Wim: 互动游戏是了解各个价值观
并立即将其付诸于实施的理想方式。

我们已经与高层管理者和许多员工团
队切磋了这款游戏，并收到了积极的
反馈。我相信所有人将会喜欢上这款
游戏，并且会对每个价值观的更深层
含义产生清晰的理解。
Myriam: “我和执行委员会希望 埃
泰集团 的所有人以这些价值观规范自
己的言行举止，从而成为它们的代言

人。共同学习、理解和运用我们的价
值观： 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我们的价值观将会帮助
我们构建文化及其对 埃
泰集团 的意义。”

PP 我们的高层管理者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年
度会议上玩这款游戏。

ETEX WORLD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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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四家 工 厂 ， 三 位 员 工 分 享 了 宝 贵 的 个 人 经 历

如何共同努力以提高我们
在当地以及全球的影响力
我们每天都在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建造自己的房屋和工作场所。在建造
自己的工厂方面我们同样得心应手。2015 年我们在三个大陆开设了四家
工厂。分别在秘鲁、罗马尼亚和巴西建立了石膏板生产工厂。在印尼开设
了纤维水泥板工厂。建造这些工厂需要完美的协调、设计、培训和团队合
作。其中三位参与工厂建造的同事分享了他们的个人经历。

作为 Etex Engineering 的负责
人，Walter 以及他的工程师和制图
员团队为四个工厂项目提供了有关
生产设备方面的技术咨询服务。
这些大型项目的成功主要有赖于一
群来自全球各个不同岗位的经验丰富
且具有奉献精神的员工。我们的项
目团队包括 埃泰 的工程师和当地员
工。我的工作是指导和支持我们的项
目团队为各个项目选择和设计合适的
生产设备。
建造一家新工厂需要经过五个基本
阶段：
1.项目范围： 确定每个工厂生产的理
念和布局。
2.基础工程设计： 确定所需的设备和
供应商。
3.详细工程设计： 计算将要安装的所
有设备部件的数量以及确定其规格
尺寸并进行记录，以便最大限度确
保它们的运行安全性和效率。
4.建造和启动： 装配所有设备，对其
进行广泛的测试和调整以及启动
生产。
5.项目后评估： 吸取经验教训为将来
的项目提供帮助
从开始到完成，建造一家工厂通常
要耗费大约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这

意味着，为了在 2015 年交付这些项
目，我们 在2013 年就启动了。
我们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所有参与同
事之间的不断沟通交流、无数次的出
差和现场考察，最重要的是良好的团
队合作

人物？
Walter Verheyen

职位？
Etex Engineering 总经理

何时起在 ETEX 工作？
2002 年

“每个项目的成功取
决于我们协力合作
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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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erry 是 Etex Building
Performance 的项目经理。他和自
己的团队一起为我们的石膏板、粉
末和绝缘材料工厂的工业项目提供
支持。

谁？
Thierry Porte

我参与我们在罗马尼亚 Turceni 的
工厂建造。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我
们全部采用二手设备来建造这个新工
厂。我负责对德国一个产能为 2800
万平方米的石膏板生产线进行拆卸、
翻新和重新装配，并将其运往罗马尼
亚。为此，我耗费了六个月的时间来
拆卸现有的生产线。然后用 160 辆卡
车将设备运往罗马尼亚。大型的设备
使用船只通过多瑙河进行运送。接下
来我们经过 12 个月的时间对较难的
部分进行了重新装配，之后花三个月
的时间来确保各部分安装正确，并进
行测试以检查机器是否根据我们的设
计目标和规范运行，最后工厂终于启
动了。
参与该项目的人员有来自
Etex Engineering、Etex Building
Performance 、我们罗马尼亚团队和
技术开发中心以及相关公司的员工。
我非常欣赏他们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
中所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参与
热情。与专业技能一样，热情高昂的
团队精神对达成我们的目标也至关
重 要。

什么职务？
Etex Building Performance

项目经理
何时起在 ETEX 工作？
1992 年

“与专业技能一样，
热情高昂的团队精
神对达成我们的目
标也至关重要。
”

“我们印尼同事的
热情超乎想象。“
Nicolas 在 Nigerite 工厂 (Nigeria)
和 Gresik 工厂（印尼）担任技术总
监。今天他作为我们 Competence
Centre for Fibre Cement (CCFC) 的
成员与其他工厂的同事分享自己的
经历。
“作为 CCFC 的成员，我的工作是
对我们在 Karawang 的新操作员进行
培训。由于我们所有新同事都没有纤
维水泥方面的工作经验，因此我必
须对他们进行有关生产和质量控制
过程的全面培训。很幸运能够得到
Eternit Gresik 一些同事的热心帮助。
ETEX WORLD 2016 年 6 月

我们印尼同事的热情超乎想象。我们
Karawang 的团队确实非常优秀。
2014 年 7 月，我回到比利时并在
Competence Centre for Fibre Cement
(CCFC) 工作。我和我的同事到埃泰集
团在世界各地的 纤维水泥厂提供指导
和培训。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的工艺
流程保持一致，并根据不同的技术知
识水平和当地文化特点为我们的同事
传授新的工作方法。”

谁？
Nicolas Cauderlier

什么职务？
纤维水泥工艺经理 & 亚洲纤维水
泥运营负责人
何时起在 ETEX 工作？
2006 年

20 明智

创新奖： 获 奖 作 品 现 今 如 何

回顾一下我们 2015
年获奖的创新
埃泰集团 年度创新奖聚焦全球各地的 埃泰的 公司拿出的最具前景的工业和商业创
新发明。2015 年，第四届创新奖的参赛作品焦点非常明确： 基于客户需求和市场洞
察力的创新。想知道我们的获奖作品现今如何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商业创新

Simplísima

奖项
2015 年冠军
作品
适合室内与室外应用的多彩装饰性纤
维水泥板。这是一个经济且优质的解
决方案，易于安装且具备高度光泽的
外形。
公司
Pizarreño Chile

商业创新

Ciel, 一款全新的天
花板系统

我们为这一惊人的项目感到非常自
豪。我们的竞争对手已经被这个纤维
水泥板难倒。他们的反映让我们更加
确信 Simplísima 将会是未来纤维水泥
产品的领导者。”

进展
Simplísima 销售额一直在稳步上升，
现在可从 60 个销售点购买该水泥

— Pizarreño的创新与开发主管 Joaquin Castro Quiroz

作品
这是一款厚度仅 7mm 的轻质石膏板
吊顶，可在板间距离为 60cm 的空间
安装，不会发生弯曲。这些天花板能
够将安装时间加快 25%。相比当前市
面上提供的天花板，66% 以上的新型
天花板可储存在托盘上。这不仅优化
了托盘装载能力，同时还能减少了运
输成本。

进展
Ciel 天花板正在改变传统天花板的建
造方式。自从 2015 年推出该新型天
花板以来，销量一直在 稳步上升。在
2016 年的第一季度期间，他们售出了
1,000,000 平米的天花板，实现了新
的里程碑。

公司
Durlock Argentina

奖项
2015 年第三名

板。Simplísima 看起来不像是纤维水
泥板，客户喜欢这一创新的、易于安
装且一体化的解决方案。Simplísima
将被用于社会住房项目，已经开始着
手创建高端版的水泥板。

团队成员
Ignacio Rattagan、
Javier Vilariño、Miguel Dèboli 和
Alicia Tami

“我们的品牌名称说明它所有特点：
天花板、创新、高效和轻质 (Ciel)。
这些新型天花板为企业带来了出色的
效益，同时让我们从竞争者中脱颖而
出。”
— Durlock Argentina 市场经理 Ignacio Ratta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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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创 新

Mega Block
Tensor

奖项
2015 年冠军
作品
经过创新设计可更快速和安全地安装
的新型砖，降低了成本和砖砌结构的
使用量。
公司
Princesa Chile

Mega Block Tensor 的销售额在不断
上升。它们的用途从高价值的房屋项
目到政府资助的社会住房项目。2015
年，它们占 Princesa Chile 的总销售
额的 10%。2016 年第一季度，其销售
额占 Princesa 销售额的 30%。

“我们销售额的增长清楚地表明是建
筑市场认可新型砖的优势。”
— 商业技术开发主管 Francisco Javier Ríos Merino

团队成员
Eduardo Albertini Tagle 和
Francisco Javier Ríos Merino
进展

工业创新

提高混凝土屋
面瓦质量

奖项
2015 年第二名
作品
混凝土屋面瓦的 PCM 涂层技术（水
泥浆和其他材料的薄层），可改善屋
面瓦的平滑度和外观。
公司
EBM Poland 和 Eternit Germany
团队成员
Ingo Schachinger、
Brice Puljer、Andreas Scheibel 和
Ryszard Harezlak

工业创新

Canterbury 屋面瓦

奖项
2015 年第三
作品
加快开发进度并推出全新优越系列手
工制造的粘土平板屋面瓦和配件

进展
由于我们向客户提供这些新型瓦的时
间较短，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确定他们
选择的是先进的混凝土瓦还是普通粘
土瓦。初期业绩显示，我们此类产品
的市场份额正在增长。

“我们对在市场上取得的初步业绩感
到自豪，希望这些预示着具有耐用且
外观吸引人的屋面瓦替代品越来越受
欢迎。”
— Creaton Poland 的工厂负责人 Ryszard Harężlak

进展
Canterbury 系列是作为一个工业项
目进行开发，目的在于响应向指定客
户提供优质手工制造的屋面瓦这一商
机。新的系列产品有助于巩固 Marley
Eternit 作为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展示
它的适应力以及对市场的了解。

公司
Marley Eternit UK
团队成员
Alan Glover、James Hennessey、
Marc Holmes、Sarah Jackson、
James Munro 和 Pat Thornton。

“生产纯手工制造的粘土瓦系列确实
增加了价值，同时展示了我们粘土制
造的专业技术。瓦片是我们的系列产
品中又一个受欢迎的产品，有助于突
出我们粘土平板瓦产品。”
— Marley Eternit UK 的市场部产品经理 Sarah 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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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我们 的 新 C P O

Alex Carnevale
将带领 埃泰集团取得
卓越的绩效表现
要使钟表走时精准，它所有的组件都必须完美协作。对于我们的公司也是如此。
在 埃泰集团，我们大家相互关联。就像钟表一样，需要每个人每天在工作中发挥
技能和付出努力。为了使我们的业务和业务方式达到俱佳，我们需要不断改进工
作方式。我们的新任首席绩效官 (CPO) Alex Carnevale 已经在这一方面开创了自
己的事业。现在让我们听听他对于如何改进 Etex 绩效的计划。
请告诉我们首席绩效官是做什么
工作的。

这一新角色与我们战略的契合度
如何？

我的职位名称已经提供了很多线索。
作为 CPO，我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公
司的总体绩效。也就是以简化工作方
式为目标，推广或优化作业规范、过
程、工具和数据。我负责与工程、采
购和 EHS（环境、健康与安全）团队
密切协作。但这并不意味着绩效仅局
限于这些职能部门。绩效是整个集团
的事情。

目前，我们的战略更加注重与外界的
联系。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市场、客
户和竞争对手。改进我们的内部流程
可使我们专注于客户和提升经营业
绩。它还会提高我们的效率，从而使
我们将资源集中到发展与运营项目
上。我坚信我们在业务中取得的自信
取决于我们的幕后工作。这是我和我
的团队的工作重心。

你在 埃泰集团扮演什么样的角
色？

你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我的目标是 优化，而不是 均衡化。
也就是说，我希望在保持个人素质和
企业精神的同时，明确我们作为团队
在哪些方面和能够更加高效和一致地
工作。这就意味着，将有机会进行标
准化，不过将会是以数据和事实为依
据的结果，而不是以我们的起点为依
据。设立 CPO 并非意味着我们目前
的工作方式存在问题，了解这一点非
常重要。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应始
终抓住新的机会改善自我。逐步改进
绩效如同肌肉训练。它一直在那，但
是你可能却不知它的用途。一旦你付
诸于行动，你会变得更加强壮。

首要任务是改进我们的安全绩效。无
论你属于哪个职能或部门，每个人都

需要为改善安全尽一份力量。在过去
五到十年中，我们集团在安全方面取
得了进步和改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
到安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能够
并且将会提高组织的安全级别。我们
还将认真思考如何改进我们的运营、
供应链和采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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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我们的新任 CPO Alex Carnevale
将引领 埃泰集团 取得更加出色
的表现。

“逐步改进 埃泰集团的
绩效如同肌肉训练。
付诸于行动后，你会
变得更加强壮。”

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提高绩效是关系到 埃泰集团 每个人
的事情，只有我们才能实现变革。为
了改进我们的流程，首先需要改变我
们的行为和文化。我对于到目前为止
我所见到的东西印象深刻。埃泰集团
拥有许多的杰出人才。我希望看到所
有人朝着同一方向努力，这对于实现
目标至关重要。

最后你能否用一句箴言进行总
结？

在 25 年的职业生涯中，Alex 在工

雄心壮志、同舟共济…这是取得卓越
业绩的简单道理

出色的成绩。自 2016 年 1 月 1 日

程、运营和业务领导领域取得了
起，他在 埃泰集团 担任首席绩效
官 (CPO) 一职。Alex 是美国人，但
他已经在卢森堡生活了 15 年以上
的时间。

Y:Cube，英国伦敦
• 建筑设计公司： Rogers Stirk Harbour + Partners
• 项目： 为伦敦西南部 YMCA 建造社会经济
适用房
• 地点： 英国伦敦

• 时间： 2013-2015
• 公司：Marley Eternit UK
• 产品： Equitone 纤维水泥板
• 摄影师： Grant Sm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