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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x 追思溯源：
看 Eternit Belgium
令人难忘的
110 周年生日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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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x World 有哪些幕后
工作人员？
Etex World 是 Etex 集团的内部杂志。
Etex World 每年出版两次，分为十二种语言版
本，向全球 43 个国家/地区的全部17000 名员
工发布关于整个 Etex 集团的最新动态。
本杂志由宣传团队汇编而成。
Regine Van Tomme
主编
鸣谢以下员工提供帮助：
Roberto Calcagni, Nick Cardon,
Swee Lin Chong, Jaime Cortes, Cyril Dizier,
Manzur Fegale, Lieve Guilliams,
Thierry Halsberghe, Philippe Hellemans,
Samson Ho, Charlotte Hughes, Karl Iserbyt,
Victor Jolaoso, Sandra Klaua, Frank Le Bris,
Javier Martinelli, Nsude Okechukwu,
Monica Ortiz, Malte Petersen, Katie Prestidge,
Malcolm Stamper, Vincent Van Assche,
Geert Van Den Berg, Marc Vanden Bosch,
Paul Van Oyen, Louis Verlinden, Aart Verweij,
Danny Voorbraeck, Gavin White,
Katrien Weytjens, Anna Za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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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的故事 距人人有居所这一
目标更近一步

10 5个提示：让搬运物体更加安全

强大
12 2015 年上半年业绩
13 Etex 的努力换来更高的
通勤安全性
14 庆祝 Eternit Peru 成立 75 周年

参与校对的员工包括：
语言校对： Tuti Andayani, Leandra Aranda,
Carmen Codreanu, Lionel Groetaers, Juan
Guillermo Lugo, Bjorn Hein, Sandra Klaua,
Monika Lipinska, Ann-Sophie Mayer, Monica
Popa, Elaine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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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干
16

庆祝 Eternit Belgium 成立
110 周年

明智
20 如何通过“污染吸收”瓦片使空

气变得更清洁
22 目前还没有类似模块化建筑物这

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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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悠久历史，
不断创新前行
尊敬的同仁：
所有人都在努力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我
们的产品可帮助他们追求这一梦想。在当今千
变万化的世界当中，各国人民都还在为解决政
治、金融或人道主义方面遇到的困境而努力
着，有些人甚至是逃亡中的难民们，我们依旧
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有这些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Etex 依然取得了许多值得荣耀的佳绩。
Eternit Belgium 成立 110 周年对我们来说是
一个标志性事件（可在第 16-19 页阅读关于这
一方面的报道）。1905 年在布鲁塞尔附近创立
的这家地方家族企业，现已发展成为一家全球
性的 Etex 集团。成功篇章的编写离不开现在和
过去我们所有员工的奉献。
我们秉承“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精神，帮助
满足和实现全球人们的需求与梦想。通过浏
览本杂志页面，你将会迅速找到答案。你将
会了解到我们的干式建筑系统正在为尼日利
亚家庭建造经济型房屋（第 8-9 页）。我们的
隔热产品正在改善法国乘客的通勤体验（第
13 页）。我们的创新成果正在帮助清洁英国的
空气（第 20-21 页）以及解决印度的住房挑
战（第 22-23 页）。
我们的共同努力不仅仅体现在世界各地的项
目上。还帮助你每天安全地回到家。我们的安
全成果（第 10 页）表明时刻保持警惕对我们
是多么的重要。那么你和你的同事们是否会为
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安全成果感到骄傲呢？ 例
如：Eternit Baltic 1000 个无事故日，Siniat
Italy 5 年内零事故或者 Siniat Brazil 的 7 年里
程碑？
辉煌仍在继续，我希望它将能一直延续下
去。让我们共同全力以赴，迎接我们值得荣耀
的新的一年到来。
Paul Van Oyen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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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x 公司有哪些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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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百万秘鲁家庭通
过 MiBaño 享受到
了卫生服务
Mexicali, 墨西哥

Cerámica San
Lorenzo Mexico
目前隶属于
Mohawk Industries
今年 6 月，我们将 Cerámica San
Lorenzo Mexico 出让给 Dal-Tile，该
公司是 Mohawk Industries 下设的一
家分公司。我们设立在墨西哥的瓷砖
公司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地板制造家
族企业中的一员。
作为一家专业的地板与墙砖设计公
司，Cerámica San Lorenzo Mexico 非
常适合于 Dal-Tile。它不仅在墨西哥
的墨西卡利州经营着一家生产厂，而
且在位于加州南部的阿纳海姆拥有一
个产品展厅和仓库。它还掌握着最为
先进的喷墨技术，可在瓷砖上创作出
复杂但绝妙的设计。在 Dal-Tile 的支
持下，Cerámica San Lorenzo 可扩大
自身的市场占有率。我们的 210 名员
工将全部留任，等待他们的将是美
好的未来。对于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对
Etex 作出的贡献，我们表示诚挚的
谢意。

在秘鲁，230 多万家庭（占全国家
庭总数的 42%）无法使用到座便器
或其他先进的卫生服务。在卫生与健
康方面这是一个挑战。为了帮助扭转
这一态势，Eternit Peru 与 Cerámica
San Lorenzo Peru 加入了当地的
MiBaño 行动计划。
MiBaño（西班牙语，意思是“我的
卫生间”）吸引了 15 家建筑、卫生与
金融公司参与。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为
需要的家庭提供优质、安全的经济型
卫生解决方案。通过 Cerámica San
Lorenzo Peru 与 Eternit Peru 的帮
助，这些解决方案形成了三种建筑套
组，可使秘鲁社区在短时间建造一
个卫生间。分为三种选择：
• 即用型 一种带有万能角的结构，
包括一个室内座便器与盥洗池和一
个户外多用型水盆。
• 通用型 一种两室的纤维水泥结构，
带有一个座便器和独立淋浴间。
• 简易型 一种砖砌结构，包括一
个座便器、淋浴器与盥洗池。
MiBaño 具有可帮助 230 万户家庭
提高生活质量的潜力，还为当地公司
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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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Creaton Germany
结束法律纠纷
Siniat Poland 如何
帮助家庭建造家外
之家
Siniat Poland 秉承 Etex的 座右
铭，通过帮助建造当地的 Ronald
McDonald House 塑造人们建造与生
活方式。Ronald McDonald 慈善组织
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多医院旁建造了此
类“家外之家”。这样，家庭能够以
较少的费用甚至免费长时间守候在住
院儿童的身边。
自三月初开始，Siniat Poland 一直
捐赠高质量的石膏板与化合物，帮助
将这些房屋变为这些家庭向往的温暖
和舒适的居所。公司提供的隔音与防
火产品与解决方案为建造安静和安全
的家庭居所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
该项目目前与在线和离线营销活动配
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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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2 月，德国竞争监管机
构 Bundeskartellamt 对多家粘土
瓦制造企业提起法律诉讼，其中
包括我们的屋面材料公司 Creaton
Germany。Bundeskartellamt 控告这
些企业收取能源附加费，从而违反了
德国竞争法相关规定。这意味着，这
些企业为了抵消当时能源费用的大幅
上涨而进行加价。
五月底，Creaton 结束了这场法律
纠纷： 公司将支付 3990 万欧元的
罚款，该金额远远低于最初的索赔金
额。此项决定使得 Creaton 再次全力
以赴地着眼未来。这是一次改进业务
与提升市场地位的全新开始。

Siniat Italy 在 2015
年米兰世博会上大
放异彩
从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大约
140 个国家/地区齐聚意大利米兰
市。它们的使命是什么？ 在 2015 年
米兰世博会上展示自己最先进的技
术。Siniat Italy 为建造此次博览会的
部分展馆提供了技术创新的石膏板，
获得了展示自身实力的同等机会。不
少于 19 座场馆（相当于使用的石膏
板与水泥板总量的一半）采用该公司
的石膏板建造而成。Siniat Italy 提供
了 Siniat Aquaboard，这是其采用石
膏制成的承载板，用于大多数结构。
这种板具有易于安装和防水的特点，
是曲面的绝佳之选。于是它在与同类
产品的竞争当中更胜一筹； 了不起的
成绩！

6 组图

Marley Eternit UK
如何帮助屋顶施
工人员防晒

Creaton Germany
将 Galant 与
Cantus 加入到粘
土瓦产品行列当中
Creaton Germany 推出了一款新粘
土瓦 Galant，该产品设计美观且技
术规格出色，是市场上弹性最高的
平屋面瓦。这款瓦由于具有更高的
安装灵活性，因此适合于更多风格与
品味。Galant 的推出，使得 Creaton
Germany 能够进一步利用平面屋顶在
国内外日益升高的人气。
此外，公司还推出了 Cantus。
Cantus 弹性高并且提供多种底色，采
用特殊的 Kerali 工艺技术，因此呈现
出真正的外貌。

与我们的客户一样，Etex 集团
的所有公司都高度重视安全。因
此，Marley Eternit 于去年 7 月 1 日
启动了名为“阳光下安全作业”的活
动。我们的英国公司向英国 1500 多
名屋面材料施工人员免费发放了紫外
线敏感型手环。每当佩戴者受到阳
光中有害的紫外线辐射时，这些智能
手环便会变色。通过这种方式提醒工
人可能受到伤害，敦促其进行自我保
护。例如：涂抹防晒霜、戴上帽子、
增添衣物覆盖皮肤或者在可能的情况
下在阴凉处作业。
总体反应良好： 30% 以上的 Marley
Eternit 施工人员与安装人员决定使用
手环。他们已经知道 Marley Eternit
可提供优质的屋面产品。而现在，公
司还展现出帮助其安全和健康工作的
决心。敬请访问下列网址了解活动详
情： http://bit.ly/SafeInThe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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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畅游
espresso 世界

2015 年 EBM 叉车
挑战赛的胜者脱颖
而出
今年年初，我们的 EBM 分部举行
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安全竞赛。9 月 26
日，EBM 设立在欧洲所有基地的优秀
叉车司机齐聚德国海德堡参加决赛。
此次活动的目标是什么？ 提高人们对
于基地内叉车作业相关危险的意识，
以及了解如何通过恰当的行为与技能
避免伤害。
EBM 叉车挑战赛不仅仅考查叉车司
机的驾驶技能，同时考核其掌握的安
全知识。来自 EBM Poland 的 Michal
Molenda 成为优胜者。来自 EBM
Germany 的 Hamdi Basak 与 Aslan
Mustafa 分获二、三名。EBM 分部主
管 André Hoste 向三人颁发了奖杯。
祝贺所有人，并希望在安全问题上继
续保持不服输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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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们的 espresso 企业内部
网问世，它将工作在全球范围内不同
地点的成千上万名 Etex 员工联系在
了一起。如今，经过多次的技术开发
后，你可随时随地访问 espresso： 不
论是在路上，在家中，还是在工厂，
均可做到。
如何操作？ 只需使用智能
手机、电脑或平板电脑访问
https://espresso.etexgroup.com 即可
登录。你还在等什么？ 查看最新资
讯、加入志趣相投人们的社群当中、
与同事聊天，多种功能供你使用。

Promat 在大型石
油与天然气项目中
进展顺利
沙特阿拉伯的国家石油公司 Saudi
Aramco 目前正在修建拉比格炼油和
石油化工总厂。我们在 Promat 的国
际石油与天然气团队保住了这一巨型
钢架结构及船体项目的第二阶段，
其中涉及大约 150,000 平米的防火材
料。为了达到最高的防火性能，团队
采用一个非常完善的解决方案 — 全
套 Cafco Fendolite® MII 系统。
为了让你对项目规模有一个认识，
我们在这里列出一些数字。目前，炼
油厂每天处理 400,000 桶原油，大约
2,690,100 平米乙烷，大约 15,000 桶
丁烷！ 项目完工后，它的年产量将达
到：1840 万桶石化产品、240 万桶乙
烷及丁烷衍生产品。

8 足迹

图片中的故事

距人人有居所这
一目标更近一步
Selavip 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非政府组织。它为全球的住房项目提供资金支
持。Etex 与 Selavip 进行合作，为需要的人群提供居所。去年，我们捐赠的
材料运抵尼日利亚。目前，这一国家缺少 1600 万个供居民使用的房屋。
现在，让我们前往距离首都阿布贾大约 30 分钟车程的乡村 Luvu，看看我
们的努力是如何改变众多居民生活的。

P 我们设立在尼日利亚的公司
Nigerite 为当地一个名为 “Fuller
Centre for Housing” 的住房项目提
供支持。在短短八周时间内，他们利
用 Kalsi 蒸压纤维水泥板建造了新房
屋。通过使用干式建筑系统，他们能
够提高建造速度。这降低了房屋的成
本，提高了尼日利亚低收入家庭的承
受力。

p Sunday Oduma 先生同
样喜欢自己的新房，这是在
Nigerite、Etex、Selavip 以及
Fuller Centre 的共同支持下建
成的。“与我以前居住的地
方相比，这称得上一次巨大
的改善。”他说。
ETEX WORLD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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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新家非常舒
适。这对于我们的家庭
来说绝对是一种福分!”
— Cecilia Godwin

Q 与多数其他家庭一样，Godwins
目前拥有一所两室、一厅、一卫、
一厨的房屋。“我们的新房屋非
常舒适，像手套一样适合我们
家。”Cecilia Godwin 夫人说道。
“这对我、我的丈夫，尤其是我的小
儿子来说绝对是一种福分。”

Q 在拥有自己的新房后，Oduma 先生便能够邀
请包括 Sampson 先生在内的诸多好友做客。在
Luvu，Nigerite 帮助建造了共 24 座类似于 Oduma
先生新房那样的联排居民楼。

七月，Nigerite 的同事们还在座落于尼日利亚东南部的
Owerri 附近参建了一个住房项目。在短短八周时间内，他们
帮助建造了八座单居室公寓，这些与 Luvu 的房屋风格完全
相同。可以肯定的是，Nigerite 为社区作出的贡献远远超出
了公司的业务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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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马萨卡 Luvu

10 足迹

安全 性 ： 小 心 搬 运

5个提示让搬运
物体更加安全
我们同事的许多工作涉及到经常性装运或搬运重物。如果操
作不当，这些作业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证据显而易见：
不正确人工搬运是 Etex 员工受伤的最常见原因。想要防止这
些伤害吗？ 请在移动物体时运用下列五条简单的小贴士。

1

2

3

三思而后行

首先保持良好的姿势

平稳移动

不要急于抬升物体！ 在头脑中先规划
抬升的方法： 是否可借助有用的工
具？ 要把重物放置到何处？ 是否需
要帮助？ 整个操作过程是否需要很长
时间？ 然后考虑在中途将重物放置到
台面上，以变换持握方式。

开始抬升之前，保持一种稳定的姿
势，即：双脚分离，背部、臀部与膝
部略微弯曲。然后正确地抓握重物。
此外，请勿抬升重量超出自己力量范
围的物体。

安全持握重物后，直视前方，而不要
向下注视重物，避免拧动背部或向两
侧倾斜。推动物体时，请勿移动过快
或前倾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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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方面的表
现如何？

2015 年，

27%

的事故发生在人工搬运
期间。这是今年造
成伤害的最主
要原因。

40%
的人工搬运事
故发生在起重
过程中。

从 2015 年 1 月至 6 月，共发生 56
起事故。与 2014 年前八个月相
比，频率 (3.2) 上升，严重率 (0.14)
同样如此。八月底时，这些数字甚
至更高，总计 82 次事故，严重率
达到 0.15。幸运的是，我们成功避
免了致命伤害事故的发生。不过这
些数字清晰地表明，我们所有人应
时刻保持警惕。我们的长期目标依
旧是零事故。通过注意保持简单但
重要的安全行为，我们可以实现这
一目标！

事故数量

53

56

2014 年 1 月 – 6 月

2015 年 1 月 – 6 月

严重率
严重率是指在事故发生后员工缺
勤； 缺勤率越高，事故越严重。

4

5

放下后调整

推动而不是拉动

如果需要将重物准确放在某一个点，
应首先将其放下。然后将其滑至所需
位置。如果需要推动物体，确保手柄
和其他推动点处于舒适的高度，这样
无需弯曲或向上够触。

应尽可能地推动物体而不是拉动。
推动可令你使用强壮的腿部肌肉，
而不是较不发达的臂部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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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0.14

2014 年 1 月 – 6 月

2015 年 1 月 – 6 月

频率
此频率是指每一百万工时内发生的
事故次数。

3.1

3.2

2014 年 1 月 – 6 月

2015 年 1 月 – 6 月

12 强大

半年业绩

2015 年上半年业绩
2015 年前六个月，我们取得的业绩与预期目标相一致：
与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售额与利润略有升高，但经
常性营业现金流 (rebitda) 较低。我们在持续不断的挑战
的环境下经营，我们期待全年会取得稳定的业绩。不过
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整战略，力争取得更加骄人的业绩。
为此，我们将重点改进运营水平和加快产品研发步伐。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吗？
请访问 http://bit.ly/half-year-results
阅读我们的完整新闻稿。

事实与数据 （以百万欧元表示）
收入*

Rebitda**

债务

利润

2015 年 1 月 - 6 月

1,522

197

1,027

63

2014 年 1 月 - 6 月

1,490

+2.2 %

-6.4 %

-1.7 %

210

1,044

+2.7 %
61

在欧洲取得的业绩喜忧掺半…

… 欧洲以外的情况大致相同

在欧洲许多国家，经济衰退依旧对建筑市场产生着
影响，因此取得的业绩悲喜交加。总体上，我们注
意到了以下现象：

我们设立在拉美、非洲与亚洲的公司同样经历着起
起伏伏。尤其受到拉美的不确定政治与经济因素，
以及阿根廷的高通胀和哥伦比亚的货币贬值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的业务状况是这样的：

-

• 德国的波纹板与粘土瓦销量下降
• Siniat France 的销量下降，
Siniat Germany 承受着价格压力

-

• 智利与巴西干式建筑领域举步维艰
• 尼日利亚需求量下降
• 中国市场面临经济滑坡

+

• 纤维水泥外墙板销量增长快速
• 英国的销量与价格持续走高
• 波兰与葡萄牙的粘土瓦业绩出色
• Promat 工业销量增长

+

• 秘鲁与哥伦比亚干式建筑业务增长
• 货币兑换率总体上更为有利

*收入等于货物与服务的总体销量。
**Rebitda（经常性营业现金流）指我们的现有业务与资产产生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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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隔热技术保证安全

Etex 的努力换来更高的
通勤安全性
想象自己登上一列火车。找到座位后，将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插入插座，利用座
位上先进的无影照明开始阅读。同时，先进的信息屏幕播放最新资讯，座位上的空
调系统使你尽情享受愉悦的旅程。听上去是不是过于前卫？ 那就细细地品味吧。这
仅仅是 Bombardier 在法国取得的一小部分成果，这一切得益于安装在最新列车座椅
下方的蓄电池。这家列车制造企业如果没有 Promat France 采用高性能隔音/隔热材
料制成的电池盒的帮助，是不会取得如此成就的。

使乘客享受到奇妙的旅程
位于座椅下方的蓄电池不仅带给法
国乘客舒适的乘坐体验，而且可作为
辅助电源装置使用。列车运动时产生
的动能可用于对电池充电。每当列车
无法接收到高架电线的供电时，蓄电
池便发挥作用，为包括制动器、传感
器与自动门在内的各种设备供电。

紧凑型隔热与隔音装置
但是存在一个缺点： 蓄电池会产
生大量热量，而铁轨发出的巨大噪音
会对乘客产生干扰。为了保证所有乘
客安全舒适，Promat France 采用高
性能隔音/隔热材料制成了一种电池
盒。它可将所有噪音限制在盒内，

qq 在 Bombardier 列车上，Promat 的隔热外壳可避
免座椅下方电池发出的热量对乘客产生影响，而且可
隔绝铁轨发出的巨大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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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防止发生火灾时热量与火焰蔓
延。此外，由于蓄电池设计紧凑，
因此不会占用过大的腿部空间。结果
如何？ 目前，百万名乘客乘坐着前卫
的电池发电座椅，享受着安全舒适的
旅程。

地点
法国
事件
包含 Promasound TL（隔热蓄电
池）、Microtherm Overstitched
Panel 与 Promastop（涂层）的
1500 台隔音/隔热装置
结果
已经在 129 台列车上使用，并即将
在另外 72 台列车上使用
团队
Promat France

想要了解这一荣光闪耀的项目吗？
访问 http://bit.ly/bombardierregional-trains 观看视频。

14 强大

一座历史悠久的新工厂

庆祝 Eternit Peru
成立 75 周年
现在让我们回到 1940 年。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 是秘鲁平静的首都利马。
这里与战火纷飞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利马同样感受到了二战的
冲击： 很少的工业产品从欧洲大陆流入拉丁美洲。大约就在此时，Emsen 家
族（即：创立 Eternit 的比利时家族）决定帮助当地的秘鲁企业家创业，即：
建立 Fábrica Peruana Eternit。75 年后的今天，Eternit Peru 迎来了重要的纪念
日。还有比拥有璀璨未来的新石膏板工厂盛装启幕更好的纪念过去的方式吗？
早期，Eternit Peru 主要生产纤维水
泥波纹板。不久，公司开始销售模制
组件。这些产品全部手工制造： 秘
鲁工人们凭借其灵巧的技能而远近闻
名。自 1998 年起，公司开始销售从
智利与哥伦比亚进口的石膏板。如
今，石膏板每年在秘鲁的销量为 1100
万平方米。这一数字仍继续上升！

凭借在当地的强大影响力扎
根市场
去年，Eternit Peru 决定在利马建造
首座石膏板工厂。从这里可将石膏板
方便地从北方运送到南方，运送到秘
鲁丛林，甚至是其他国家/地区。
但情况并非单纯如此… 为了制造干
式建筑系统，你需要两种主要成分：
石膏板与纤维水泥平板。Eternit Peru
已经拥有一座纤维水泥厂。现在，随
着新石膏板工厂的建立，公司可在当

QQ Eternit Peru 庆祝 75 周年和新工厂开业。

在位于利马附近的新
石膏板工厂回顾往日
荣耀，续写美好未来。

地生产出这两种成分。这样，Eternit
Peru 可将干式建筑解决方案更高效地
运往秘鲁市场，从而巩固其在干式建
筑领域的领导地位。

每个人的节日
为了庆祝纪念日以及石膏板工厂
开业，Eternit Peru 举行了两次盛大
活动。正式开业仪式结束后的第二
天，Eternit Peru 全部 700 名员工参
加了一次庆祝过去与未来的趣味周
年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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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rnit Peru 的
Gyplac 工厂

本厂数据

Eternit Peru 的新厂位于秘鲁首都利马的郊区，在经过为期一年
的施工之后，于 4 月 17 日正式开业。该厂每年将生产出 1200 万
平方米的石膏板。这相当于大约 1800 座足球场的大小。快来讨
论为庆祝 Eternit Peru 成立75 周年献上的美好生日礼物吧！

产品
• Gypsum 石膏板
• 接合剂

秘鲁利马

× 47

Gyplac 标准板
秘鲁最轻的石膏板，Eternit
Peru 刚刚开始减轻石膏板
的重量。

名员工

2015 年 9 月 21 日上任的总经理：
Manzur Fegale
“我们新建的先进石膏板厂可提供秘鲁市场
所需的创新型建筑解决方案。它将丰富我
们在秘鲁推出的干式建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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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plac 接合剂
最优质的接合剂： 一流石膏
板的完美搭配 预计将于明年
初在工厂投产。

16 才干

ET E X 之 源

庆祝 Eternit Belgium
成立 110 周年
Eternit Belgium 是 Etex 成立的第一家公司，今年迎来了第 110 周年。一
个不会被忽视的重要纪念日… 8 月 30 日，座落于卡佩勒奥普登博斯的
Eternit 基地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公司员工及家人以及社区内的众多居民参
加了别开生面的活动，并品尝了可口的菜肴、清新的饮品以及诸多美食。
当天的主题是什么？ 一起安全作业。快来欣赏美图吧！

qq 了解父母的工作单位？ 到访者有大量的时间在
Eternit 工厂内参观。到访者不虚此行： 公司的展厅
内展示了许多新建造与改造项目的样例，此外在技能
培训中心内，数百人学会了如何使用外墙板与屋面材
料进行作业。

QQ 大约 400 名员工的祖辈、父母、子女和邻居在晴朗的一天兴致盎然地参加了 Eternit 举行的家庭日活动。

PP 这里不仅准备了可口的烤制食品，而且举行了丰
富多彩的活动： 从充气城堡、寻宝活动与旋转木马
到冰淇淋摊位与涂鸦工作室，应有尽有。此外，挑战
者们还可使用乐高积木帮助建造一个巨大的 Eternit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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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rnit Belgium 四名员工访谈录

员工及其家人与好友以及邻居： 在过去 110 年
当中，Eternit Belgium 对许多人的生活产生了影
响。Etex World 将其中四人汇集到了一起。
他们分别是 Patrick Balemans、Louis Verlinden、
Danny Voorbraeck 与 Lieve Guilliams。对于在
比利时卡佩勒奥普登博斯附近生活或在这里的
Eternit工作的感受，他们坦率地吐露了心声。

你能和我们谈谈你的工作吗？
作为总经理，我努力扮演着导师的角色，
引导团队齐心协力地工作。为了公司与员
工、员工家人、我们的邻居以及同我们息
息相关的所有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我还努
力提供一个稳定的中心基础。

Eternit Belgium 最注重什么？
我们的员工能够得到使公司发生变革的机
会。许多人是我们项目团队中的一员，他
们正在寻求实现我们 “Horizon 2020” 目
标的途径。该计划侧重于客户至上原则，
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以及将公司社会责任
提升到新的高度。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
促进公司发展，而且需要尊重员工和关爱
我们的星球，注重工作与社区的安全。我
们对此进行了大力宣传，甚至聘请演员演
示我们的计划。现在所有人同心同德，知
道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作出贡献。

“员工与齐心协
力最为重要。
”

Eternit 将一直举办哪些活动？
我一直期待着我们的家庭日活动，此活动
每三年举办一次。当我看到员工们以自己
的工作和公司为荣，以及在欢快的气氛中
共同庆祝这些场景时，我欣喜万分。

你会如何向自己的家人和好友描述你的
公司？
Eternit 是一家努力对世界作出重要改变
的公司。这不仅是为了工作在这里的员
工，而且是为了在我们工厂附近生活的居
民。我们高度重视对社区负有的责任，并
且努力满足邻居们的需求以及解决他们的
问题与消除疑虑。毕竟 Eternit 选择了卡佩
勒奥普登博斯这里，如果没有这座城镇和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我们公司不可能取得
今日的成就。

人物？
Patrick Balemans
职位？
总经理
进入 ETERNIT 工作的时间？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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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描述一下工作日通常是如何
度过的吗？

人物？
Louis Verlinden

每天都是不同的，但是有一样是不
变的： 我真的喜欢帮助别人。这是激
发我成为代表 Eternit 同事们利益的工
会代表的动力。当他们对某件事情有
困惑时，即使是下班时间，我也会帮
助他们。

职位？
生产操作员、工会代表以及
欧洲劳资协议会秘书
进入 ETERNIT 工作的时间？
1979 年

作为工会代表，最重要的是什么？
交往与真诚的沟通非常重要。我们
可共同解决所有问题，拉近员工之间
的距离以及为所有人营造愉悦的工作
环境。如果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那
么我们还可获得大量的自由与弹性。
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周日自愿工作，
那么我们会在规划自己休假时间方面
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我们可共同解决所
有问题。
”

你会如何向自己的家人和好友描
述你的公司？
我愿意将 Eternit 描述成为一家高
度重视员工安全的公司。提供互动培
训，购买最先进的设备，最为重要的
是确保所有人坦诚地相互工作以及相
互汲取经验。

你能和我们谈谈你的工作吗？
我操作多种设备，用于生产板材、幕墙板、瓷砖
及其他产品。我非常喜欢自己工作中的这种变化。

你选择为 Eternit 工作的原因？
我以前的一位同事对于在 Eternit 得到的新工作感
到非常兴奋。他告诉我说：“你应当去那里工作，
那里的工作更加有趣和多样化。” 事实证明他是
正确的！ 在操作生产设备方面我毫无经验，然而
Eternit 给予了我在工作中学习新知识和取得进步的
机会。

为公司工作令你感到最喜欢的地方是什么？

“Eternit 给予了我
在工作中不断学
习和成长的机会。”

我喜欢 Eternit 真正倾听我们的困惑与建议的方
式。我们的经理始终乐意与我们交谈，帮助我们保
证自身安全，并邀请我们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的
工会代表同样愿意帮助我们。另外，Eternit 表达
对我们工作的骄傲之情，并鼓励我们与家人们分
享这种心情。比如说，在家庭日期间，我的孩子们
玩得非常开心，并且喜欢探索自己的父亲每天工作
的场所！

人物？
Danny Voorbraeck
职位？
生产工人
进入 ETERNIT 工作的时间？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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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rnit 在你的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我在卡佩勒奥普登博斯出生，并在这里
长大，这里与公司近在咫尺。在这里成长
的每个人的家里都会有人在 Eternit 工作。
我的家庭也不例外： 首先是我的祖父，然
后是我的母亲。尽管我以前从未想过会到
Eternit 工作，但是在为 Procter & Gamble
工作 13 年后，我还是来到了这里。

你喜欢 Eternit 做你的邻居吗？
非常喜欢！ Eternit 的杂志 Dag Buur
(Hello Neighbour) 向我们展现了公司内外
发生的事情。公司的确大力支持和维护我
们的本地社区。例如，卡佩勒奥普登博的
所有居民可尽情加入 Eternit 的运动俱乐部
和使用它的运动设施。Eternit 还与当地的
学校和承包商协作。例如，在技能培训中
心，人们可了解屋面材料与外墙板的优点
和缺点。

Eternit是如何使卡佩勒奥普登博成为更
理想居住地的？
对于新落户的企业，Eternit会通过水运
方式运输产品，以减少通过我们城镇中心
的卡车数量。它利用太阳能电池板，随后
使用风车生成清洁能源，从而改善了环境
质量。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彼此和谐
地生活。比如说，有两台舱压式压合装置
发出了难闻的气味，公司立即采取措施。
最重要的是： 目前 Eternit 明显高度重视安
全，确保所有员工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安
全回到家人的身边。

人物？
Lieve Guilliams
职位？
人力资源管理助理与邻居
进入 ETERNIT 工作的时间？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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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rnit 大力
支持我们的本
地社区。
”

20 明智

M A RLE Y E T E R N I T U K 研 发 的 环 保 型 创 新 技 术

如何通过“污染吸收”
瓦片使空气变得更清洁
今年年初，英国政府被要求治理空气污染，以改善空气质量。于是我们的英国
公司 Marley Eternit 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 “为何不像我们的一些瓦片那样，
在道路和建筑物上采用光催化技术？” 产品经理 Charlotte Hughes 对这种技
术如何吸收空气污染，从而营造更健康的环境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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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 瓦片：
• 由 50% 的可回收利用
材料构成
• 可吸收空气中的有害化
学物质 25 年

P EcoLogic 瓦片具有可吸收空
气中有害化学物质的特殊涂层。

Charlotte，英国的空气污染有多
么严重？它是如何解决的？

不好意思，photocata，这是
什么？

英国正在通过减少二氧化氮 (NO2)
的排放量努力提高空气清洁度。这种
化学物质主要来自于车辆尾气，不仅
会污染空气，而且会造成健康问题，
如：哮喘。政府希望进一步防止污
染。例如：限制某些（城市）地区的
车流，使清洁车辆技术更加大众化以
及鼓励居民减少车辆使用量等等。

光催化技术是 Marley Eternit 的污染
吸收解决方案。2007 年，我们推出
了 EcoLogic 屋面瓦。事实上，我们
是在让大自然（而不是化学品）发挥
作用。瓦片上的外部涂层中包含天然
化合物： 二氧化钛。该物质可加快天
然氮循环： 它会与空气中的有害二氧
化氮发生反应，将其转化为另外一种
物质硝酸。最终转化为硝酸钙。就是
这样… 原本是空气中的有毒化学品已
经成为完全无毒的物质： 一种甚至可
在花园内使用的液体化肥。我们已经
进行了多次测试，预计涂层可吸收污
染物大约 25 年。

这些都是重要的措施，对吧？
绝对是，但是这些足够吗？ 政府
将进一步防止污染，但是依然有毒性
物质通过其他方式排放到空气当中。
我们正在建议对其同样采取措施，例
如：在整个英国的建筑物和道路上使
用我们的 光催化 技术。

Q 产品经理 Charlotte Hughes 对
Marley Eternit 光催化瓦片的优劣
很了解。

通过此项创新成果，可使空气清
洁多少？
利用通过外部研究和我们自己实验
室试验所得到的数据，我们可估算结
果： 在平均尺寸屋顶的使用寿命期
内，瓦片可去除相当于一辆汽车行驶
160,000 公里排放的氧化氮。的确，
自从瓦片推出以来，我们估计瓦片已
经吸收了数百万“公里”的污染。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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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OMAT S I N G A P O R E 与 IN D IA 正 在 开 发 新 的 市场机遇

目前还没有类似模块
化建筑物这样的地方
拆箱即可建筑楼宇？ 一切皆有可能… 模块化建筑物由“箱子”或“模块”组
成。这些模块最初在工厂内建造完毕，再用卡车运送到建筑工地。然后施工方使
用大吊车逐箱组装建筑物，听上去有点像积木。这是为满足印度等国对于在工地
外快速建筑需求的一种快速和低价的方式。目前，我们设立在亚洲的 Promat 公
司正在尝试探索这一激动人心的机遇。总之： Etex 在干式施工、防火、高性能
绝缘方面有着非常出色的专长经验，一定能把握发展趋势，立于不败之地。
q NTU 学生宿舍的一个模块被安装到位，
其中采用 Promat Singapore 提供的防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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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模块建筑就是 - 直接来讲 - 使用巨型起重机把逐个模块堆积起来。

从灵动的电气房屋…

… 到舒适的宿舍

Promat 逐渐在模块化建筑市场中立
足。我们的印度同事们为 600 所电气
房屋提供了防火绝缘材料。这些模块
化围墙可对该国配电网以及数据中心
内的电气设备提供保护。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NTU) 决定建
造模块化宿舍楼。不少于 1213 个模
块用于建造这些学生宿舍。幸运的
是，NTU 得到了当地 Promat 同事的
支持。他们为外墙以及承重防火墙与
地板开发出了整体防火材料。现在，
许多学生能够安全地睡眠！
Q Promat India 帮助塑造了这座电气房屋。

模块化建筑的
三个基本特征
1

快速并且经济实惠
只需几个星期的时间便可完成模块化建筑。
建筑施工不会经常受到恶劣天气或材料送达延
迟的干扰。这可减少建筑成本。

2

多样化
从传统型到现代型，几乎每一幅建筑平面图都
适合于模块化房屋。

3

印度

高质量
自动化工厂设备用于建造模块化设备。结果如
何？ 更为出色的质量一致性以及在工地更高的
组装效率，可确保建造出规格卓越的建筑物。
新加坡

ETEX WORLD 2015年12月

P Promat India helped shape this E-House.

莱利斯塔德水上住宅（荷兰）
• 项目 建造八座水上住宅
• 地点 荷兰弗莱福兰省莱利斯塔德
• 时间 2012 年
• 公司 Eternit Benelux
• 产品 Equitone 天然纤维水泥幕墙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