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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商业伙
伴和朋友们

新冠疫情给我们所有人的生活
和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恰

恰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而谨慎地采
取行动和集中精力进行长远规划尤
为重要。在过去的几周中，我们启

动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产品创新计划，进一步优化并重新调整了我们在
包装领域的全部产品组合。我们的解决方案将在效率、产品质量、可
持续性和生产成本方面确立全新标准。比如说我们的新型模头。凭借
计算机辅助仿真和多年的经验，我们找到了一种流道优化方案，可使
换色时间减少高达 70%。该模头还实现了市场上前所未有的熔体质
量和壁厚分布。

我们的目标是使塑料包装的生产尽可能高效和可持续。为此，我们不
仅全情投入于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同时也以相当的精力用于研究再生
塑料的应用，例如在 R-Cycle 系统中，这是全球首个塑料包装追踪适用
标准。同时我们也知道，唯有与我们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携手，这一目
标才有望达成。因此，我们提出了考特斯的新愿景 ”BeOne – with 
customers and partners“ 并借此发出邀请：让我们携手共创塑料包装
的未来！

祝愿您在 2021 年身体健康、硕果累累！

您诚挚的  

Andreas Lichtenauer
执行合伙人 & C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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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领域的大型产品创新计
划——模块化和客户导向型的
智能生产解决方案

产品组合将得到大幅升级和扩展。考特斯正
在设计多种全新的生产解决方案。机器将更
为模块化，在未来可根据具体应用领域提供
液压型、混合动力型和全电动型的方案。

在当下，如果想要在包装市场中立足，则必须始终如一地提供
最高的产品质量。周期时间、高精度和可重复性以及资源效率
和可持续性是全球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毫无疑问，能够快速
且灵活地响应生产商和市场的需求的企业定能先拔头筹。

对此，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智能生产解决方案
以及可增加附加值的应用，确立了最高质量标准。我们凭借新
型挤出模头技术，实现了业内前所未有的熔体质量和壁厚分
布。我们的新型考特斯模头采用了 RapidXchange 技术，可使
换色时间减少高达 75％在多层应用领域中，已经可以对回收料
进行加工处理。新型 BC6 控制系统也是我们公司历史上的又一
个里程碑。

我们已经为接下来的几个月设定了全面且深远的目标。我们将
根据客户需求扩展整个产品组合，并推出将在效率和可持续性
方面树立全新标杆的新产品。

为此，我们将把经验证的最成熟技术与全新的解决方案结合起
来，根据具体的客户要求、材料、应用领域和功能，制定出液
压型、混合动力型或全电动型的生产解决方案。

今后，“made by Kautex（考特斯制造）”也意味着相同部
件将使用统一的工艺流程并按照相同的质量标准在全球所有生
产基地进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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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个月中，考特斯全球团队展现出了极
大的热诚，致力于推行这项产品创新计划。请
与我们共同期待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将取
得的更大进步！

考特斯为各种包装应用领域提
供智能生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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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One——我们的愿景、 
目标与承诺

6



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始终以快人一步、洞察市场变化并开发
出可创造增值的生产解决方案为目标。我们旨在实现可持续性，
以尽可能低的生产成本实现尽可能高的制品质量。我们知道，
唯有与我们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携手，这一目标才有望达成。因
此，在未来几年，我们将以“BeOne – with customers and 
partners）”作为愿景和使命。

我们希望与您一起推动面向未来的先进智能生产解决方案的
开发进程，以确保您的竞争力并创造增值。据此，今后将进
一步聚焦于您的具体生产和制品要求。 

塑料具有出色的材料性能，用途十分广泛。几乎没有其他原
材料可以提供如此丰富多样的成型和应用可能。然而，塑料
包装市场正在经历变革。今后，如果想要在该领域保持领
先，就必须深入研究诸如可持续性、回收利用和 PCR 加工等
主题。这将成为未来  

创造增值的关键。因此，我们的开发活动目的将以进一步减
少塑料和能源消耗、缩短流程时间和确保最高的产品质量为
目标。 

为此提供最佳的可用技术是我们在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不变的主张。凭借我们全球领先的独特吹塑专业技术、全面
的材料知识以及在 PCR 加工领域的出色实践还有我们卓越的
工艺流程和领导能力，我们正为此不断努力着。对此，我们
的员工每一天都展现出了极大的热诚。 

我们已经开始践行我们的新愿景和新使命——“合而为一：
携手客户与合作伙伴（BeOne – with customers and part-
ners）”——引领变革，创造增值。我们将秉持考特斯全球
团队合而为一（BeOne Global Kautex Team）的全球化团
队精神！

敬请期待我们的智能生产解决方案，
并诚挚邀请您加入BeOne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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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al Parekh， 
Onward Plastic  
负责人 

考特斯机器的周期时间和效率
超出了我们的期待，同时，在

我们开发全新生产方案的过程中，考特斯
也一如既往地提供着大力支持。

8



Onward Plastic Private Limited 是印度一家硬质塑料包装
生产商，在哈里德瓦尔和加尔各答设有分支机构。该公司生产
由 HDPE、PP、PET、PVC 和 PETG 制成的瓶子以及瓶盖和
薄壁包装，其客户来自快速消费品（FMCG）行业和润滑剂行
业。这些产品使用注射成型和注射-拉伸-吹塑成型工艺以及挤
出吹塑成型工艺进行制造。 

印度 Onward Plastic——
考特斯机器的效率超出预
期，提供了高质量产品

2017 年，Onward在其加尔各答工厂的质量改良项
目中首次使用了考特斯的两台挤出吹塑机。当时，他
们希望装配更为优良、可靠的机器设备，并正在寻找
技术合作伙伴以帮助其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交付给客
户的产品质量。机器应能够与其他装置（例如视觉检
测、称重和测漏）一同运作，以确保零次品和高效率
生产。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事实证明了其是一
个可带来效益的合作伙伴。

Onward与考特斯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本着合作
精神，在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 2020年11 月
举行的第二场线上路演中，Onward Plastic 在印度
提供了支持，对加尔各答工厂的生产情况进行了现场
直播。在这一独家直播中，该全球性商标所有者展示
了一个具有三层结构的 1 升润滑剂瓶在考特斯 
KCC20D 设备上的生产过程。 

Kunal Parekh 认为印度市场，尤其是对于快
速消费品品牌而言，正处于增长期。他预计
在未来几年内市场上将出现全新品牌，而现
有品牌也将继续发展。他认为，尽管食品塑
料包装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但该行业在未
来几年得到显著增长。对先进、高效且可持
续的生产设备的需求也将随之增
加。Onward Plastic 计划在 2025 年之前建
立自有技术中心，以便能够在包装设计、包
装材料和可持续性方面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咨
询服务。 

自2020年 2 月起出任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CEO 的 Thomas Hartkämper 认为，特
别是对于像 Onward 这样的客户而言，即将
进行的产品组合扩展计划将提供巨大潜
能：“作为我们产品创新计划的一部分，我
们目前正在对包装领域的产品组合扩展和全
新智能生产解决方案开发进行投资。这样，
我们将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灵活的挤出吹塑
系统，并更好地响应他们的特定生产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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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Kubotsch——全球 IT 总监

IT 专家 Robert Kubotsch 是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新任全球 IT 总监。
他的加入让我们得以在2020年9月份填补了又一个关键职位空缺，将为我们的
转型过程提供支持。Robert Kubotsch 之前就职于一家国际化机械和设备制
造企业，对机械制造企业的业务流程及其持续增长的 IT 需求有着深刻的了
解。  他将携手团队共同将现有的 IT 系统标准化并进行优化。各驻地将采用
统一的 IT 架构来替换原先的独立解决方案，同时核心部门的可用性及基础设
施将得到改善。

»IT 是考特斯各项变革的中流砥柱。它不仅要提供
最佳流程支持，更须以前瞻性引领未来发展。对
此，正确选择前进方向是一项尤为艰巨的任务。

我期待着能够积极参与考特斯变革过程，并在整个集
团范围内助推高水平服务质量。

Samuel Tevosyan——考特斯机械制造（俄罗斯）
公司 CEO

Samuel Tevosyan 先生于 2020年7 月开始领导我们的莫斯科办事
处。他将与考特斯俄罗斯团队一起，致力于扩展考特斯产品和服务
在俄罗斯以及周边国家地区的销售。Samuel Tevosyan 先生曾在大
型注塑技术供应商 Russland-Nord 任职销售总监，不仅十分了解市
场和产品知识，还积累了多年的销售经验。

为了强化重点区域和业务部门，我们的管理
团队吸纳了更多支持力量。

崭新面孔加入管理团队

»我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领
导考特斯的俄罗斯分支机
构走向进入一个强大、稳

定和成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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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联系方式： 

来自美国/加拿大的客户：  
免费电话热线   
+1.844.KAUTEXX  
+1.844.528.8399  
来自墨西哥的客户： 
免费电话热线   
+52 55 5351 3975 
所有其他客户仍可通过现有服务电话号 
+1.908.253.6002 与我们取得联系。

电子邮箱：support@kautexinc.com 

全新服务平台于美国设立
在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我们以能够帮助客户实现目
标为荣。因此，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提供全方位、全球性服
务。我们很高兴地向各位宣布，我们在美国的服务范围
已得到进一步扩展，实现数字化，并新增了一个业务部
门——客户成功中心（Customer Success Center）。

客户成功中心作为一个全新的交互式全渠道支持平台，可让您和我
们的团队实现无缝紧密合作。全程均可通过各种渠道（电子邮件和
电话等）实时确保所采用的工具和流程正常运作。我们还将在近期
进一步扩展产品范围，以覆盖网络聊天和社交媒体功能。这有助于
提高我们服务的效益和效力。

随着新平台的推行，我们得以为客户提供最佳支持，使他们能够实
现业务目标，从而也离我们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因为客户的满意
就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崭新面孔加入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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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物：Robert Kubotsch， 
全球 IT 总监访谈

变革中的考特斯
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已历经足足两年的战略改组过程。考特斯以“BeOne – 
with customers and partners”为口号，加快建立统一的流程与标准，并敦促所
有业务部门明确客户导向。生产解决方案变得愈发智能、灵活和模块化，旨在为客
户创造增值。而这些变革伴随着在几乎所有业务部门中日益明晰的数字化趋势。数
据管理、通信系统和全面的远程服务都对 IT 产品的性能、标准化与全球可用性提出
很高的要求。 新任全球 IT 总监 Robert Kubotsch 自2020年9月初开始就职， 
将携手团队共同推动这一流程。

Kubotsch 先生，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今
后将如何建立 IT，而考特斯的员工、客户和合
作伙伴又将如何从中获益？

IT 是我们各项流程的中流砥柱。它涵盖了广泛的服务和
结构，从单项应用、到必要数据基础结构的提供直至安
全性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确保每一环都精准紧
扣。如果其中有任何一处出现问题，则所有流程都将停
滞不前。IT 作为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相互交换数据和
信息的可靠基础，其运行必须尽可能智能灵活。这一切
的前提在于共同的标准和结构，甚至是全球性的。对
此，一方面是要实现安全性与高稳定性之间的良好平
衡，另一方面则是应将服务质量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之一。 

您认为当前有哪些方面是急需处理的，您将在
此采取哪些举措以开展快速变革？

现有 IT结构在公司中已发展应用多年，可谓根深蒂固。
单纯地牵引新的电缆在此毫无作用。相反的，我们要做
的是明确哪些地方在满足客户导向和服务性能要求方面
无法达到最佳效果。然后，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更换，
以改善信息流。为此，我们也将以更严格的标准构建 IT 
内部流程，使其实现标准化。其目的在于确保 IT 员工在
将来能掌握更充分的自由和时间，以将更多精力用于开
发客户解决方案的。我们的全球用户都将受益于 IT 在流
程中的高度集成。我们将通过不断改进和针对性培训来
保障它们的使用情况和接受程度。

未来的发展将是何种走向？IT 应准备好应对
哪些要求，而您又将如何确保考特斯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在该领域也能够始终快人一步，
保持 “K-Vantage”？

IT 发展步伐极快且创新动能巨大，我们作为一家机械制
造企业也将不断面临 IT 所提出的全新挑战。随着 IT 可
能性的增长，人们的工作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为了能够
始终在 IT 方面为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最佳支持，
我们必须时刻关注技术可能性的发展。在该领域我们也
希望能够一直领先，保持 “K-Vantage”，以推动流程
和产品的自动化进程，并打造更为全面高效、更快捷且
更近距离为客户服务的方案。

您为自己在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中设定
了哪些个人目标？

考特斯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我期待着能够积极推
动这一进程。我希望能使 IT 在考特斯和我们的合作伙伴
中成为企业变革和发展的机遇 和关键动力。

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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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r-cycl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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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伙伴一起推动可
持续循环经济发展

我们遵循我们的企业发展愿景，为具
有高附加值的产品研发“智能”生产
解决方案。  这尤其包括具备可持续
性发展动力的解决方案。

为确保未来能够追踪塑料包装，从而提升可回收利用性，欧盟
于 2020 年初发布了循环经济行动计划。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也对此十分关注。因此我们紧随 R-Cycle 倡议，与塑料行
业重要的合作伙伴一起积极用热情和雄心去实现这一目标。

R-Cycle 是针对在塑料包装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其进行追踪的
全球适用的开放式标准，旨在基于现有技术通过完整记录所有
与回收相关的包装属性来确保可回收利用性。

R-Cycle 为回收利用塑料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通过
标注实现包装可识别性。通过云端数据库可以追踪整个价值
链，直至所用的原材料。

该项目于 2020 年 6 月正式启动。目前，除了考特斯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塑料工程公司 Reifenhäuser、Arburg、Brückner 
Maschinenbau 和亚琛工业大学（RWTH）的塑料加工研究所 
(IKV) 也都参与了该项目。对此，我们获得了 GS1 Germany 的
支持，GS1 Germany 是一家中立的能力和服务中心，可优化
价值链中的跨公司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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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活动
全新的线上活动形式为专业交流消除了距离限制。

塑料市场的技术发展仰赖于创新、专业知识和全球性的交流。其中，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挤
出吹塑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在其他业务领域当然也需要创新：通过我们的全球驻点和分支机构，我
们与各个地区的客户保持着紧密联系。尽管如此，还是无法为我们的客户和意向合作伙伴当面介绍
新型机器和技术，尤其是在当前的出行受限的环境下。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开发出了四
种线上活动形式，可以让您在无需出行前往我们的任何一家工厂或参加展会的情况下，观看线上的
现场演示，并亲自与世界各地的考特斯专家进行交流。您将了解到当前的技术发展情况和趋势，并
可查看我们的最新解决方案。所有形式都提供了直接进行互动性交流以及向相关专家直接提问的机
会。这与您亲自到访并无二致

线上路演  
我们将通过这种形格式向您展示最
新趋势和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及其合作伙伴的新型技术。行业顶
尖的专业人士将在简短的演讲中介
绍吹塑技术和相关领域的最新发展
情况。这样，您就可以紧跟时代的
步伐，不仅能够学到了利用新型技
术进行更高效且更可具持续性的生
产的方式，也可了解如何获得无往
不胜的产品质量。线上路演主要面

向来自消费品和工业品包装领域的制造商。持续时间为一到两个小时，其内容是针
对区域市场量身定制的。我们已经在各种国际活动中采用了这种形式，结果非常成
功。参与者将在演讲和现场演示中以独特的视角了解到我们的最新技术和流程。在
线上交流环节，人们可以向专家进行提问，获取更多详细信

  感兴趣吗？欢迎联系 melanie.woop@kautex-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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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ALK 2020

K-TALK 2020

K-TALK Agenda

线上快闪活动
在这一自发进行的短暂活动中，我们将以现
场操作运行的方式向您介绍新型技术、服务
和机器。您将能够以具体详细的视角进行观
察了解，并可以亲自与负责相关领域的工程
师和技术人员交谈。如果您对这些线上现场
演示感兴趣，欢迎与我们联系。

线上虚拟展会
在我们的线上虚拟展会中，我们在一个互动式展厅中
为您介绍新型的机器、服务和技术。您可以通过虚拟
形式在展位中移动，并在各个位置点击观看虚拟演
示、资讯和视频。线上虚拟展会将持续多日对参观者
开放。在此期间，考特斯员工将作为直接对接人通过
视频聊天为您提供服务。首届线上虚拟展会将于 
2021 年第一季度举行。

专属论坛
定制论坛形式 “k-Talk”专门为个人客户和
意向合作伙伴而设。考特斯专家将在现场直
播中与您会面并提供咨询答疑服务。其中，
我们将专门根据您的信息需求对议程进行调
整。持续一小时的访谈形式可以通过线上的
现场演示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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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特斯网站已全新上线！
您现在已经可以通过网址 www.kautex-group.
com 进入我们的全新的公司网站。网站的页面设
计变得更为简洁，同时，内容排版也更加清晰，
浏览体验更加友好。有关我们产品及其优势的详
细信息将持续进行更新和扩展。 
因为在这方面我们也同样坚信：任何想在行业中
设定基准的人，其在线活动也必须与时俱进。

我们不仅在产品方面以客户为本，我们的网站
同样以客户为导向。新的网站是一个具有直观
导航的网站，可直接获取您的区域联系人。现
在，只需单击一下鼠标，即可查看有关我们的
机器、技术、服务及其优势的全面信息。 

欢迎浏览我们的全新网站并提供反馈！我们期
待您的下一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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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特斯网站已全新上线！

 www.kautex-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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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特斯中国 25 周年庆典
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办事处遍布全球——并且已设立多
年。2020年11 月 6 日，考特斯在中国南部城市顺德的生产基地就举
行了 25 周年庆典活动。200 多名宾客参加了此次周年庆典。

活动由上午的考特斯新机器新技术交流会拉开序幕。我们的同事借此机会介绍了我
们在机器和服务领域的新产品，并阐述了我们“BeOne”的愿景。

25 周年庆典的正式仪式在下午举办——包括传统舞狮表演、流金沙仪式以及客户
和政府及行业协会领导的致辞环节。来自德国波恩总部和美国子公司的管理层也通
过现场视频连线传达了他们的美好祝愿。庆典活动最后以精彩的晚会圆满落下帷
幕，丰富多彩而又紧凑忙碌的一天落下了帷幕。这次活动得以成功举办，非常感谢
我们的客户、政府和行业协会领导以及我们现场的同事让这次庆典活动得以成功举
办。是他们共同赋予了这普通的一天以非凡的纪念意义，使我们能够长久地回顾。 

世界各地通过
视频影像传达
的祝贺 

考特斯机械制造中国子公司
（顺德考特斯） CEO 陈俊
添（Geoffrey Chan）先生
向 200 多名宾客致欢迎词。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