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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业务的连续性

Gerresheimer 勇于承担责任，始终履行职责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Gerresheimer 关注的重点包括业务连续性、客户需求和供应链。
2019 年，我们为有利可图的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们为扩大创新渠道而进行投入和努力。上述工作仍在继续。
感谢。在困难时期，我们凭藉极为可靠的交付

的危机小组活动。今年 2 月，我们在全球所

关重要。未来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对注射瓶的需

的事情比其他许多工厂多出许多。除了传统的

能力，巩固了与客户的合作关系，这对未来至
求非常高，市场获得推动力。我们的目标明
确，就是让 Gerresheimer 迈向可持续而有利

可图的增长之路，”Gerresheimer AG 首席执
行官 Dietmar Siemssen 表示。
“作为制药和医疗保健行业的主要供应商，我

全球危机管理

也因此得以维持交付予客户的能力。”在过去

员工的健康是我们的头等大事。最近几周以至

终保持交付能力。许多制药客户对此表示

措施，并成立了全球危机小组，协调各个工厂

们有责任确保患者得到他们所需的药物，我们
的几个月中，我们一直在践行这一承诺，并始

几个月，我们为此采取了许多保护和预防

有工厂实施了多阶段的预防传染病计划，所做
措施外（如卫生条例、限制访问和出行、温度

测量和居家办公），我们还将生产团队分为
3-5 名一组，小组间彼此区隔，
减少人员接触。这个做法配合错
开轮班制，降低了小组感染的
潜在风险。我们所有的工厂都
已全面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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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击新冠肺炎
提供物资

Stevanato 集团、SCHOTT 和 Gerresheimer
乐于用药品容器，为未来的新冠肺炎疫苗
研发生产贡献一份力

疫苗注射瓶

与许多其他药物一样，目前正在研发的预
防新冠肺炎的疫苗是装在 1 型硼硅酸盐玻
璃制成的注射瓶中。Gerresheimer 集团在

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工厂满足了全球对小
瓶的巨大需求，为制药行业的客户提供符
合高质量标准的小瓶。公司已经收到了针
对新冠肺炎的药物和疫苗小瓶的首批
订单。

“我们的注射瓶是按照 ISO 标准生产的，

数十年来我们的客户使用效果良好，其品
质也在疫苗的使用中获得证明。得益于产
品组合的不断发展，我们现在能够生产广
泛的注射瓶产品组合。“患者安全是我们
Gerresheimer、Stevanato 集团和 SCHOTT 的

“自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我们采取了所有

药物提供充足的药品容器，无论患者身处世界

资源确保制药公司的物资供应，”Stevanato

首席执行官致力于确保为新冠肺炎疫苗及治疗
何处，都应一视同仁。另外，除了新冠肺炎药
物外，三家公司还将竭尽全力支持制药行业的
整体药物供应。这三家公司都能生产数十亿个
1 型硼硅玻璃瓶，这种材料在世界各地储存和

运送疫苗中最为可靠，供应点也非常广泛。
他们发表这一声明，让不确定时期的全球药品

安全措施来保护员工安全，并调配了所有可用
集团首席执行官 Franco Stevanato 说，“为了

支持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和加速工业化的

需要，我们投资提高了硼硅酸盐玻璃瓶的生产
能力。我们要履行自己的职责，确保世界各地
的患者都能获得疫苗和治疗。”

供应链吃了一颗定心丸。

“面对全球疫情的严峻形势，我们将与客户密

“我们时刻准备支持制药公司抗击这一流

疫苗接种。2019 年和 2020 年，我们将投入

行病，”SCHOTT 管理委员会主席 Frank Hein-

richt 博士说，“我们将竭尽所能，提供最好的
容器来满足需求。实际上，我们每年都会调配
500 亿个硼硅酸盐玻璃容器用于各种疫苗和治

疗药物，而且我们作出大笔投资以扩大产能，
因此有信心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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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作，尽一切努力支持即将到来的新冠肺炎
更多资金来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并增加产能。

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通过我们在美国、

墨西哥、欧洲和亚洲的大型工厂生产小瓶和注
射器，满足全球市场对潜在新冠肺炎疫苗的

所有研发工作的核心，”Pharma Parenteral
Solutions 欧洲及中东地区负责管制玻璃

产品（管制玻璃加工）的高级销售总监
Hans-Ulrich Pieper 说道。

Gerresheimer 公司的产品范围包括传统
制药用的小瓶以及用于生物技术生产和

其他特殊制药的小瓶。为了满足不同的要
求，Gerresheimer 不仅生产标准瓶，而且
还生产相应范围内不同质量的注射瓶。

所有 Gx® 小瓶（标准瓶、Pharma-Plus、

Elite 和 RTF）均采用最新技术和图像处理

技术生产和检验。商定的规格说明的质量
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Gerresheimer 的相

机系统适用于各种参数（无论有无公差）
以及商定的不同质量等级，即 AQL（验收

质量等级）。

需求，”Gerresheimer AG 首席执行官 Dietmar
Siemssen 说。

202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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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案例 Gerresheimer Lohr（德国）

标准瓶 – 通过考验的经典

生产运营中的危机管理

除玻璃安瓿瓶外，注射瓶也是注射药物和
疫苗初级包装的标配。Gerresheimer 根据
国际标准和药典的要求生产各种规格的
小瓶。

固定团队和改变轮班时间

超过标准的 Pharma Plus 注射瓶

Pharma Plus 注射瓶的设计超出了制药行

位于洛尔的 Gerresheimer 工厂的玻璃生产是

业对关键尺寸和外观的要求。这些小瓶使

完全连续的四班制。为了减少换班期间感染的

用最先进的技术制造，并在生产过程中以

风险，公司将员工分成固定的小组。每组都有

图像处理技术检查。

一个代表色，组员都穿同样颜色的圆领衫。
为了在轮班开始和结束时保持最小距离，危机

Gx® Elite 小瓶 – 非常稳定，没有瑕疵

Gx® Elite 小瓶是一种无瑕疵的容器（瑕疵

小于 100 微米），强度增加两到三倍，具

有关键特性的高过程能力（Cpk），还改

照片：工厂经理 Dirk Wypchol 和劳动委员会主席
Harald Merz

进了抗脱层性能。Gx® Elite 超出 I 型硼硅
酸盐注射瓶所有已知的市场要求。

Gx® RTF 小瓶 – 消毒无菌，随时灌装

I 型硼硅酸盐玻璃制成的 Gx RTF 注射瓶
®

的制造符合 cGMP 要求，在洁净室清洗，

包装在蜂巢型或管托盘中并灭菌。
Gerresheimerr 采用自有包装配置以及业内
知名的 Ompi Ez-fill 包装设计。这意味着
®

小瓶已经准备好后续灌装。所有 Gx 小瓶
都采用对患者安全的疫苗包装材料
疫苗包装材料的选择

Gerresheimer 小瓶产品组合可以量身定

制，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所有小瓶质量
均适合用作多种疫苗的包装材料，并且已
经多次证明。未来针对新冠肺炎的疫苗

装在 Gerresheimer 的小瓶对患者也同样
安全。

疫情期间安全健康地工作
随着 2020 年 2 月冠状病毒 SARS-CoV-2 感染
浪潮袭来，Gerresheimer AG 成立了集团危机

团队，制定统一的卫生标准并支持现场实施。
在 Lower Franconia 的 Lohr am Main 的玻璃

厂，当地的危机小组最初每天召开视频会议，
之后是每周两次。在会议上，工厂管理人员、
公司医生、工作委员会、职业安全专家、人力
资源部代表和其他一些管理人员共同协商工厂
当前情况，并向卫生当局咨询意见。危机小组
评估所采取的保护措施的效力，并确定了必要
的调整。员工立即或在每个班次开始时从班次
主管那里收到最新信息。员工有固定的联
络人，内部紧急电话随时待命。

除了一般的卫生规定（如咳嗽打喷嚏行为和安
全距离规定）外，员工还可以在中央布告栏阅
读额外提供的卫生分配器的使用指示。额外清
洁扶手和门把手也有助于预防感染。必须对疑
似冠状病毒的国内检疫程序进行管理，对亲属

团队决定小组之间隔开一刻钟换班。由于在休
息期间也要避免不必要的接触，因此在扩建的

工作食堂中有固定的休息时间和个别分配的
座位。桌子以小组颜色标记（红色、蓝色、绿
色或黄色）。

公司也为员工提供口罩和鼻罩。例如，在生产
线冷热端值班的主管在跨组工作时都戴着口罩
和鼻罩。对于所有其他工作场所，也按需提供
口鼻罩。此外，还提供两个口鼻罩供私人
使用。

除了这些措施之外，Gerresheimer 和许多公司

一样，越来越常居家办公和视频会议。空出的
会议室用作额外的个人办公室。此外，该公司
建议避免拼车，并对出差、外部人员进入和使
用外部公司资源加以限制。这样，可以有效地

保护员工免于工作场所感染。“我们工厂采取
的措施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主要归功于我们
的员工遵守规定。我们也可以从未来的积极影
响中获益，如固定团队提供更快、更安全的机

器改造，”Gerresheimer Lohr GmbH 工厂经理
Dirk Wypchol 解释说。

的照料或对儿童的紧急照料申请也应加以
管理。

202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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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resheimer 为急需的洗手液
提供 PET 瓶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各地都急需洗手液来预

满负荷生产

局和咨询中心、医生诊所和紧急服务车辆的需

萨拉戈萨生产 PET 瓶的工厂目前已满负荷

瓶，以便可以在其中装满所需的消毒剂并提供

挑战，大家目前都不容易。确保全体员工的安

防冠状病毒感染。其中医院、养老院、卫生当
求最高。Gerresheimer 一直努力生产大量 PET
给接收者。

“一个大客户从我们这里订购了数十万个装洗
手液的瓶子，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尽快交付这些
产品，”Gerresheimer 的销售经理 Christian

Haas 说。这些瓶子在 Gerresheimer 的萨拉戈

萨工厂生产，然后直接送到德国柏林供全国
使用，以满足目前非常高的需求水平。

为了满足一些团体和客户的需求，Gerresheimer

生产：“我们的日常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

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必要

的预防措施来保障他们的健康。能够为我们
的客户提供所需的容器，帮助他们抵抗这场席
卷全球的可怕疫情，并借此在对抗疫情的过程
Gerresheimer 西班牙萨拉戈萨工厂的运营经理
Jose Luis Reche 说。

多功能 PET 瓶

最近修改并更新了其在线 PET 程序，以便可以

PET 瓶用途广泛，可以由回收的 PET 制成。

瓶子。

中随处可见。除了目前对手部消毒剂的强劲

使用各种搜索条件快速、轻松地找到所需的

这种瓶子在药房、医生办公室、家里或理发店

需求之外，PET 瓶还适用于头发和身体护理
产品，如洗发水、肥皂、润肤露和沐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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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目录扩展

中发挥作用，我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最近几周，我们对在线产品目录中的 PET

瓶部分做了显著改进，以满足对消毒剂包
装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此，我们更新了
用于搜索产品的产品图片、文字和关
键词。

www.gerresheimer.com/
catalogue/products/pet-bottlesfor-hand-sanitizer.html
202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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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代替现场
远程审核和远程安装
波兰：

甚至必须远程开展新的 RTF1 机器的开发和调

我们在波兰 Boleslawiec 的管制玻璃工厂也成

一台新的全自动和灵活的 RTF1 机器已在意大

灵活且高效的方式保证业务有效连续。特别

达墨西哥时，当地的技术人员都不熟悉机器的

利用 MS Teams 开展客户审核

功地进行了数字化的客户审核，从而以安全、
是，与主要客户“远程”进行了许多客户

审核，以审查质量。在 MS Teams 会议期间向
客户介绍了工厂和生产车间的布局，解释了各
种生产相关测试的要求，并讨论了小瓶的验证
程序和分包商的选择。
德国和印度：
虚拟认证

疫情期间，许多 Gerresheimer 工厂都进行了

虚拟审核。2020 年春季，在德国埃森、泰陶
和洛尔的玻璃制造厂以及模压玻璃的经销公司

正在等待各种认证。由于无法面对面开会，
认证公司决定远程审核，即虚拟审核或通过视
频会议进行审核。

质量经理 Iwona Araucz 报告：“定期从客户

那里得到绩效反馈，使我们能够共同了解相关

试工作。

利制造商处进行了测试和验证，但是当机器抵

细节。通过与意大利供应商举行联合视频会
议，可以按所述方式对机器进行首次机械安装

和接线。但是之后事情就复杂多了。特殊的
Microsoft 设备“Hololens2”促成远距离联合
工作，将项目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经过多方的
努力、耐心和无数次的视频会议，终于每天都
能一步一步地取得实质进展。

质量要求，从而确定预防性的质量措施，如联

如今，该生产线在没有产品的情况下已经可以

满意。

豪宣称：“我们取得自己此前也难以想象的

合改进小组。”所有参与者都对审核结果非常

墨西哥：

当机器制造商远在意大利
我们位于克雷塔罗的墨西哥工厂由于疫情，

100% 正常运转。项目经理 Daniel Chavez 自
成就：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就远程启动了一条

生产线。我们为自己的努力成果感到高兴。”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将对机器人的运动进行检

查和调整，然后再用机器中的产品对其进行
测试。

“我们的合作非常完美，”位于埃森的全球质
量高级总监 Thomas Rau 说道。工厂的质量经

理通过 Microsoft Teams 与 DQS/DQSmed 的
审核员进行在线审核，有时甚至与澳大利亚和
汉堡的审核员联系。所有相关文件都是通过屏
幕共享来查看的，必要时甚至还可以播放工厂
生产过程的视频剪辑。最终结果令人非常
满意，因为所有工厂和销售部门均通过了
审核，没有任何关键或重大偏差。

我们在印度 Kosamba 新建的塑料包装工厂甚

至通过虚拟审核方式进行了首次认证审核。
完成为期两天的认证审核后，工厂现在符合
ISO 9001:2015 和 ISO 15378:2017 标准。

即装即用（RTF）程序是一种常见程序，可用

方法）和包装工艺取代了之前的洁净室

产注射瓶。注射瓶无需再加处理，客户即可

更快更好地满足客户对 Gx RTF® 注射器以及

于生产无菌、可预装的注射器，现更用于生
用于灌装。全新的全自动 RTF1 机器通过
清洗、去除热原法（一种特殊的热风灭菌

2020 年 7 月

工艺。也就是说，我们的墨西哥同事将来能
Gx® RTF 小瓶日益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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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投资

Centor 扩大存储容量
4 月 20 日，Gerresheimer 集团公司 Centor

Inc. 为 72,000 平方米的新仓库奠基。新建的
仓储基地紧邻 Centor 在美国俄亥俄州柏林

（美国）的现有仓库。有了新仓库，Centor 就
能在厂地存储所有产品，减少对外部仓储的
需求。

“有了这个新仓库，我们将能够改善客户
服务，进一步巩固我们在美国处方药包装市场

的地位，”Centor 工厂经理 Mitch Stein 说。
他在公司的服务年资达 32 年。

Centor 是美国零售市场上口服药物塑料包装

和封口的领先制造商。所有产品均由美国俄亥
俄州柏林的唯一生产工厂在美国制造。Centor
自 2015 年起加入 Gerresheimer 的大家庭。
更多信息

Centor Inc., Gerresheimer 集团公司

Centor 成立于 1968 年，总部位于俄亥俄

州的佩里斯堡，而其工厂则位于美国俄亥
俄州的柏林。美国处方药市场采用的是

“瓶装计数”系统。简单地说，这套系统

会按处方规定，将口服药物的准确量计量
装入每个患者的塑料容器中。Centor 在这
一领域拥有强大的产品组合，包括 Screw-

Loc 和 1-Clic 产品线——美国两大塑料包装
品种。Centor 为区域性和全国性的连锁
药店、超级市场和批发商提供产品。

除了柏林和佩里斯堡（俄亥俄州）的

Centor，Gerresheimer 在北美的控股公司
还 包 括 位 于 芝 加 哥 （ 伊 利 诺 伊 州 ）、

Peachtree（佐治亚州）和 Vineland（新泽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Centor 出于安全考虑决定不举行正式的开幕式，并计划将来补上。照片里是奠基仪式现场。
左起：Barry Sprang，第一班仓库主管；Bill Miller，仓库和分销经理；Mitch Stein，工厂经理；Mark Weaver，
Ivan Weaver Construction 总裁；Beverly Raber，工厂主管和 Tim Carter，维修经理。

西州的 Morganton 和 Forest Grove）的玻
璃和塑料制药容器及产品的生产基地。

斯科普里（北马其顿）的进展

9月投产

我们在北马其顿的现代化新生产基地的建设进展顺利。2020 年
2 月，工厂通过了 ISO 9001 和 ISO 13485 认证。基地计划于 9 月
开始生产。

斯科普里工厂将生产用于制药业和医疗技术领域的塑料系统。第一
期厂房占地 12,500 平方米，其中现代化洁净室生产空间约 7,500

平方米。在进一步的扩展阶段，还将建设可预装玻璃注射器的生
产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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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行业中的循环概念
初级塑料包装：

在医疗和制药行业采取更可持续的包装措施

Gx
circular
®

Gerresheimer 全球执行副总裁 Niels Düring 负责 Gerresheimer 的初
级塑料包装业务。药品一般性质敏感，价值高而昂贵。在接下来的采
访中，Niels Düring 解释了这对包装的可持续性有何意味。在接受

Kunststoffe international 主编 Karlhorst Klotz 博士的采访时，Niels

Düring 谈到了可持续药物包装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该行业的综合反应。

我们目前正在与客户以及审批当局商讨研究的

问题之一。回收分类的内部废弃物比较快速
有效，可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我认为，
Kunststoffe：Düring 先生，您觉得对
迈向更具可持续性的药品包装，

改变处理方式带来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而且
从监管角度来说，这也有利于环境保护。

其相关法规是否非常严格？

是否可以使用化学回收材料？

Niels Düring：药品包装首先关心的不是包装

即使经过化学回收，药物包装也很难再使用，

会产生多少浪费，最重要的是极力减少药物损
失和降低患者风险，这无可非议。因此，制造
包装时必须慎重选择材料。过去，所用的材料
主要是专门用于制药的石化原料。
制造废料能否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的必须是原始材料；即所使用的聚合
物在生产周期中只熔化一次。使用回收材料和
自己生产的自分类废弃物仍然未得允许。这是

2020 年 7 月

因为材料与药物接触后，不知道会与包装材料
发生何种反应。

我认为化学回收应再次提供与给定原始
材料相对应的原材料。

理论上可能是这样，但在实践
中，这种材料必须经过批准才

能使用——如今，只要是化学回

收的材料都不能用于药品包装。

Gerresheimer 很早以前就提出了基于生物
材料的包装。您认为这一历程是否有益？

我们早在四五年前就从甘蔗废料提取生物
材料，以此进行首次测试。我们进行市场

调查，了解市场能否接受所有的瓶子及其他

PET 容器采用生物材料包装。起初，很多人对
此很感兴趣，但当潜在客户了解到这样可能导

致价格上涨时，都打起了退堂鼓。除了价格
之外，在获取原材料的过程中，供应链的不确
定性也是客户不愿购买的一个原因。
情况是否有所改善？
在过去的六个月中，客户更加积极、明确

地要求采用这类解决方案。这说明，如今
人们的环保意识已大大提高。愿意为可再

生资源的材料支付额外费用的人越来越多。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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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我们指的是比较昂贵的药品。

提供者愿意为最可持续的生产买单，而不是像

要让回收材料比例达到 40% 以上有点操之

很大影响吗？

一项政治决定，就像内部回收的生产废料能否

从技术角度来看，达到 80% 不是问题。像母

在包装上额外收取一点费用真的有

近年来，制药公司受到仿制药的巨大压力，
因为仿制药的发展降低了其品牌产品的盈利
能力。这就是该行业成本意识显著提高的

原因。即使是对最终产品收取不到千分之一的

目前整个欧洲那样，只选择最便宜的。这也是
再次用于初级制药包装的问题一样。
生物包装的经历不尽理想，此后您

我们将继续通过重复使用或减轻重量来改进资

小的额外费用可能会为其带来市场优势，因此

使用生物材料。有些市场更愿意使用此类可持

愿意接受。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与其他产品
相比，药品包装的作用有所不同：人们买医生
开的药——包装只是次要的。

源使用，我们也会继续推进在初级药物包装中
续性材料，比如化妆品市场。我们在该市场中
的一些客户已经要求 40% 以上的 PET 由再生

原料制成，并在沟通中积极使用可持续性
观点。

那么，可持续性包装在制药行业
就没有前景了吗？

为什么设定 40%？

首先，政策制定者必须创建一个框架，以确保

在化妆品包装中使用 100% 回收材料不是我

（假设所讨论的产品具有同等效力）医疗保险

料一样，容器越大，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就
越高。

还会不会继续推动可持续包装的发展？

额外费用，显然也足以对更可持续的包装产生
不利影响。但是现在各个公司都意识到这一小

过急，主要是因为回收材料的供应不确定。单

们的目标，但客户希望能提高比例。现在就

Gerresheimer 全球执行副
总裁 Niels Düring 于 1982
年开始职业生涯，并于

1996 年成为 Dudek Plast A/S 的创始人兼
总经理。在将公司出售给 Superfos 之后，

他于 1999 年成为首席执行官，并在那里

发展药品包装业务。自 2006 年 Gerresheimer 接管 Superfos 以来，他一直管理初级

塑料包装业务部门，目前正在推动其全球
业务发展。

职业健康、安全与卫生

率先获得 ISO 45001 认证

ISO 45001 将成为整个

ISO 45001 的认证之路

欧洲：经过 6 天的审核，位于丹麦 Vaerloese

职业健康和安全防护

目前，Gerresheimer 在欧洲和亚洲的首批工厂

45001 认证。有关工厂的初级包装采用知名

Gerresheimer 集团的

的国际标准。同时，公司希望通过获得国际
认可的 ISO 45001 认证来表明自己尽责履行
其社会责任。

Gerresheimer 公司竭尽全力降低员工受伤、
事故和与工作有关的疾病的风险，并在其
管理体系中采用适当的方法和措施，不断

改进职业安全与健康防护。ISO 45001 于
2018 年 3 月发布，取代之前最广泛使用的
BS OHSAS 18001 标准。Gerresheimer 在每

已通过认证。在大多数工厂，即将进行的认证

和 Haarby 的首批欧洲工厂顺利通过 ISO

品牌杜马（Duma）和杜德克（Dudek）的

措施已经成功实施或即将完成。

塑料制成。位于普夫赖姆德、瓦克斯多夫、

亚洲：今年年初，位于 Kosamba 的管制玻璃

夫斯基泰恩工厂已经采用了集成管理系统，

加工厂成为 Gerresheimer 集团中首个获得 ISO

45001 认证的工厂。接着是位于印度新德里的
Triveni Polymers 和中国子公司 Shuangfeng

Group 的所有三家工厂。位于 Kosamba 的玻

雷根斯堡和本德的德国工厂以及捷克的霍索
该系统已经在环境保护和能源管理领域获得
认证。接下来的重要步骤是实施基于综合管
理系统的新 ISO 45001 标准。

璃容器生产工厂目前正在准备接受认证。

个地点都雇佣负责职业安全和健康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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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Vadis：

在可持续发展评估认证中获得银牌

满分 100 分，Gerresheimer 获得了 58 分，
目前在 EcoVadis 评估的药品供应商和医疗技
术领域公司中位居前 6%。许多国际制药和化

妆品客户定期审查 Gerresheimer 的可持续企

业管理。许多公司通过认可的外部 CSR 审计

机构（如 EcoVadis）执行此类审核。EcoVadis

2019 年，公司的评级分数提高到 58 分，在
所有被评估公司中跃居前 6%。
可持续发展是

Gerresheimer 的战略目标

记分卡使客户、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可

可持续发展是 Gerresheimer 的五个战略支柱

绩效，并跟踪他们在环境、社会和道德方面的

产品、客户、患者、员工、合作伙伴、供应

以更轻松地评估其供应商和第三方供应商的
持续改进。

总分 58 分，跃升银牌
2018 年，Gerresheimer 在 EcoVadis 年度评估

中获得了 46 分，成功地从铜牌跃升为银牌。

之一。作为一家全球性的生产公司，公司对其

商、社区和环境负有主要责任。Gerresheimer
的目标是专注于生态、经济和社会责任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

EcoVadis 方法
EcoVadis 是一个可持续性评估平台。其所

用方法是基于全球报告倡议（G l o b a l

Reporting Initiative）、联合国全球契约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和 ISO

26000 等国际 CSR 标准，并考虑了 198

种采购类别和 155 个国家/地区的具体

情况。EcoVadis 评分模型基于环境、社会

事务、道德和可持续采购四个主题领域的

21 项标准。供应商证明其全部或部分符合
这些标准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评估。EcoVadis 每年都会发布一次公司
特定的可持续发展排名，并附有记分卡。
截至今年，计分卡有四个而不是三个评估

www.gerresheimer.com/en/company/
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html

类别，勋章包括铜牌到银牌、金牌到
铂金。

荣获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的可持续发展奖
Gerresheimer 的 Horšovský Týn 和 Pfreimd 工厂荣获金奖
早在几年前，Gerresheimer 已在其企业价值和

的制造合作伙伴达到可持续发展框架的铜牌

展原则和企业责任原则。阿斯利康制药集团

Týn 和 Pfreimd 为阿斯利康生产产品，它们的

详尽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中确立可持续发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group）也采取
了类似的战略，目标是到 2025 年至少 75%

标准。Gerresheimer 的两个生产基地 Horšovský

可持续发展管理远超基本水平，去年已经获得
了金牌认证。

阿斯利康
可持续发展框架的要求
Gerresheimer 的两个生产基地 Horšovský Týn

在包容性类别 中，评估了人权、多样性和包

别 中，将公共 CSR 报告以及对提高透明度

阿斯利康（AstraZeneca）授予 2019 年度

康等方面。韧性类别 将评估公司在能源和温

的外部机构（如 EcoVadis 和 PSCI EcoDesk）

（捷克共和国）和 Pfreimd（德国）获得客户
金奖。Gerresheimer 公司在三个方面都达到设

定的标准，因此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管理方面的
最高荣誉。

2020 年 7 月

容性、员工健康和安全以及促进当地社区健
室气体、水、废弃物、产品生态平衡以及药
物引起的环境压力方面的表现。在透明性类

措施的参与情况进行评估。其绩效通过认可
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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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Senn 担任 respimetrix 总经理
除了在 Sensile Medical 的

R e s p i m e t r i x 隶属于我们新的创新部门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担任

年加入 Sensile Medical，目前负责 Advanced

职务外，Paul Senn 博士自

Advanced Technologies。Paul Senn 于 2017

respimetrix GmbH 公司董

Technologies 的业务开发。身为化学博士的

理 Michael Lauk 博士一起领导 respimetrix

作过。在此前的公司，他参与了药物和设备

事经理，并将与董事经

公司，推动开发创新的吸入测量系统。

他之前曾在多家国际制药和医疗技术公司工
的开发。

Stefan Rieder 领导商业模压玻璃业务部
Paul Wienen 调任全球大客户管理部
从 2020 年 5 月 1 日起，

从 2020 年 5 月 1 日起，

玻璃全球高级副总裁的职

理全球高级副总裁。加入

Stefan Rieder 接任商业模压

业务部。2016 年迄今，Stefan Rieder 担任

Almatis GmbH（原美国铝业公司）的首席商
务官。在此之前，他于 2011 年至 2016 年
在维也纳的 Borealis AG（一家领先的塑料制

造商）担任过多个管理职务。从 1999 年到

2011 年，他在 SCHOTT AG 的药品包装部

门工作，担任亚洲副总裁，最近担任欧洲副
总裁。

Gerresheimer 之前，他负责
为汽车和电子行业建立全球

大客户组织部门。因此，他可说是全球大客
户管理团队的完美生力军。Paul Wienen 及
其团队将为全球几个大客户提供支持。

自 2016 年以来，Paul Wienen 一直担任模

压玻璃销售、资源规划和管理部门的全球高
级副总裁。

Gary Waller 和 Ben Scheu
北部地区负责人

Niels Düring 和 Ben Scheu
领导初级包装塑料业务

“我们的战略流程公式 G 旨在加速实现盈利
的可持续增长。打造真正上下一心的 Gerres-

heimer 是其中的要务。北美是一个很重要的

市场，我们希望在那里实现显著增长，”我们

的首席执行官 Dietmar Siemssen 今天宣布。

“为了促进我们的发展并加强我们对客户的

关注，我们将引入矩阵式组织，明确界定北美

责任，并将 Centor 和塑料包装更紧密地结合

Bettina Kempin 领导全球大客户管理
Bettina Kempin 担任战略大

有丰富的全球大客户管理经验。自 2016 年

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领导

监一职。此前，她曾在 Sigma Aldrich 公司

客户全球高级副总裁，因此
新的全球大客户管理

（GKAM）团队。Paul Wie-

nen 和 Michel Colliot 已经是 GKAM 团队的
成员。Bettina Kempin 在制药和化工行业拥

以来，她担任默克集团全球战略客户管理总
担任过类似的大客户管理和业务开发职位。

在此之前，她负责 Becton 在欧洲的制药
客户。

Kevin Carroll 担任 Vineland (Forest Grove) 管制玻璃厂厂长
从 2020 年 6 月 1 日起，

6 月加入美国 Gerresheimer Glass Inc.，担任

land (Forest Grove) 管制玻

制玻璃加工商务专员和 Forest Grove 管制玻

Kevin Carroll 获委担任 Vine璃厂厂长。Kevin 于 2011 年

10

北美和塑料业务：

Paul Wienen 担任大客户管

务。因此，他将与 Andreas

Kohl 一起领导模压玻璃全球

加强我们的

SAP 规范实习生。他最近一份职务是 PPG 管
璃厂的工厂主管。

在一起。”

Gary Waller 和 Ben Scheu 获委担任北美地区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负责人。他们
共同负责推动我们在北美地区的销售和

增长。Gary Waller 将负责该地区的管制玻璃
和模制玻璃业务。Ben Scheu 负责北美地区的

初级包装塑料业务，包括 Centor、医用塑料
系统和注射器。

我们还将 Centor 和 Plastic Packaging 紧密
结合，在全球发展我们的初级塑料包装

业务。Niels Düring 和 Ben Scheu 将共同领导

初级包装塑料业务部门。Niels 将负责除北美
以外的全球主要包装塑料业务，北美地区业务
由 Ben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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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UPDATE.31

人员

新的 Gx® 生物解决方案部门

加强我们与生物技术公司的业务

新的生物技术药物，其中大多数是常用于治

例如为其高端药品的各个临床阶段提供最佳的

除了在中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中探索新机遇

药物输送系统解决方案。我们在这一领域提

室服务和检测、监管支持以及资格咨询。

药公司快速增长的生物技术部门所提供的业务

疗癌症的注射药物，需要创新的初级包装和
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包括特别耐摔玻璃（Elite

包装配置和合格的产品支持，以及专门的实验

Glass）、镀膜玻璃、COP 小瓶、玻璃可预装

“通过我们新的 Gx

无金属注射器、药物输送装置以及微量输液

市场。Gx® 生物解决方案是具有销售和业务开

注射器系统或适用于严苛要求药物的 COP、
泵。我们拥有创新的产品线、广泛的产品范围
以及优质的产品，这些都是我们的竞争优势。
中小型生物技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开发新配
方或新药物。但是他们需要有关初级包装和设
备的广泛帮助及建议。他们重视我们的服务，

网站和活动

®

生物解决方案部门，

我们可以应对这个快速增长的生物技术药物

之外，生物解决方案团队还将支持探索各大制

增长机会。为此，我们将与全球大客户管理团
队以及全球所有业务销售团队密切合作。

发专业知识的专业部门。在这个跨部门的新机

Gx® 生物解决方案和销售注

构中，他们可以获得我们全球的所有专业知识

射器医疗系统的全球副总裁

和产品组合，包括产品管理与开发、实验室

Stefan Verheyden 负责领
导新的 Gx® 生物解决方案

服务、法规事务和市场营销，”管理委员会成

部门。

员 Lukas Burkhardt 说明道。

Gerresheimer AG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将股息提高至每股 1.20 欧元

绝大多数投票赞成正式批准管理委员会和监事
会在 2019 财政年度的行动的决议。杜塞尔多

夫的 Deloitte GmbH Wirtschaftsprüfungsge-

sellschaft 获选为 2020 财年的审计师。大会还

通过决议修改《公司章程》，以加入股东登记
参加年度股东大会时须提交股份拥有权证明的
条款。修正案是为了符合修改后的《德国股份
公司法》规定。
Gerresheimer AG 虚拟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派发
每股 1.20 欧元的股息。

“2019 年，我们为有利可图的成长奠定坚实

的基础，并且显著加强了公司文化和活力。”
我们为扩大创新渠道而进行投入和努力。上述
工作仍在继续，我们并未因新冠疫情而分心。
作为制药和医疗保健行业的主要供应商，我们
有责任确保患者得到他们所需的药物，我们也
因此得以维持交付予客户的能力。在过去的几
个月中，我们一直在践行这一承诺，并始终保

2020 年 7 月

持交付能力。目前，我们在医药行业看到了新

首席执行官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发表的演讲可

求非常高，市场获得推动力。我们的目标

www.gerresheimer.com/en/

的机遇。未来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对注射瓶的需
明确，就是让 Gerresheimer 迈向可持续而有

利可图的增长之路，”Gerresheimer AG 首席

执行官 Dietmar Siemssen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
说道。

股息提高 4%，达到每股 1.20 欧元，而之前

见于此处：

investor-relations/annual-general-meeting
年报载于此：

www.gerresheimer.com/en/
投资者关系/报告

一年的股息为每股 1.15 欧元。股息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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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和活动

中文网站上线

自 2020 年 4 月起，Gerresheimer 建立了面向
中国客户的中文网站。网站精选多样内容，

感谢您的建议！

Gerresheimer 2020 年客户满意度调查

展示整个 Gerresheimer 产品系列以及我们在

今年 3 月，我们邀请了 4,000 多名客户参加

必要时，我们的专家团队将制定行动计划，

您还可以在此处找到展销会日期等最新信息。

托服务公司 B2BInternational 进行，该公司

实施。

中国的工厂并展现 Gerresheimer 的雇主形象。
请选择中文或以下链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
www.gerresheimer.cn.

我们的全球网上客户满意度调查。调查是委
给您发出电子邮件，附上调查链接。

虽然因疫情爆发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我们依
然收到了很多建设性的反馈意见。感谢您抽
空告诉我们您特别重视的方面、我们让您满

这些计划将在今后几个月进一步细化并付诸

请您与我们保持对话，并通过直接交流给我
们提供真实的反馈。您的意见将帮助我们不
断优化服务。我们期待与您继续信赖合作!

意以及有待改进的方面。总而言之，大家给

我们提供了很多积极的反馈意见，也指出
不足，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将研究结果提供给多名员工，
并在不同级别做了各种方式的解释和讨论。

版本说明：© Gerresheimer 集团传播与市场营销部门设计和编辑
Klaus-Bungert-Straße 4 | 40468 Düsseldorf, Germany
Jens Kürten | 电话：+49 211 6181-250 | 传真：+49 211 6181-241 | jens.kuerten@gerresheimer.com
Dr. Cordula Niehuis | 电话：+49 211 6181-267 | 传真：+49 211 6181-28 267 | cordula.niehuis@gerresheimer.com
Marion Stolzenwald | 电话：+49 211 6181-246 | 传真：+49 211 6181-28 246 | marion.stolzenwald@gerresheimer.com

www.gerresheimer.com

我们的职责：

保障员工健康和照顾患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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