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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重金属
乐队

产品经理Johan Söderlund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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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疫情仍在持续，但ELPRESS当年
的经营状况良好，并于2021年进行
了重大投资。
ELPRESS集团的首席执行官MATTIAS 
ÖSTMAN表示，“ELPRESS产品通常在
向市场推出更多可持续解决方案上
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在一些机器加工中心，产量将在年
底前翻一番。
MATTIAS ÖSTMAN解释道，“为满足
对我们产品的需求，我们投资了约
5000万克朗用于厂房扩建和引入新
机器”。
他继续说道，“我们正在扩建
1500M2场地，其中部分场地用作新
的镀锡车间（即新的表面处理车
间），部分为增加产能引入的新机
器提供空间”。

当然，过去一年同样对ELPRESS带来
了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于冠状病
毒大流行，目前运输成本、材料成
本以及通货膨胀率都不断上升。但
我们在2020年仍经营良好。多项成
功市场举措为我们带来的可喜成
果，并且在各大洲选定领域开展工
作的公司都获得了成功。安全端子
是客户应用中的一个关键产品，因
此需求强劲。我们以SYSTEM EL-
PRESS形式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端
子、认证工 具、培训和售后
服务，”MATTIAS ÖSTMAN说道。

在绿色转型方面，
ELPRESS可提供关键
零部件和技术专业
知识，尤其是在风
力发电和重型车辆
电气化领域。

MATTIAS表示，“就内部而言，我们
长期以来一直明确关注节约水电等
资源。尤其是在过去五年中，我们
一再超越自己的预期，以相对简单
的措施实现目标”。

在本期ELPRESS NEWS中，您将了解
ELPRESS是如何将符合国际环境管
理标准ISO 14001的认证作为实现
内部环境目标的工具，以及如何对
员工的可持续健康进行投资的。“
这场大流行病迫使我们考虑出行问
题，尽管我们非常期待能快点再次
拜访我们的客户，但很难相信我们
会回到新冠肺炎之前的那种状态。
如今，我们拥有了数字解决方案，
将帮助我们向可再生能源过渡（我
对此深信不疑）。我很高兴也很自
豪，ELPRESS能够在帮助我们实现既
定气候目标的技术解决方案方面提
供支持，”MATTIAS ÖSTMAN说道。

安全端子的可持续未来

CEO MATTIAS ÖSTMAN

SIEMENS ENERGY员工已测试并使用了
PVX611电动压接工具一段时间，并批
准该工具投入使用。该工具设计紧
凑且重量较轻，便于在狭窄环境中
作业。在狭窄环境中作业，之前使
用的压接头V1300，而现在则使用符
合人体工程学的压接工具PVX611。
凭借PVX611的多功能压接头，可轻
松地将多个平行连接套管压接在一
起。PVX611配有一个显示器，用户可
以通过显示器检查压力监测，并读取
工具状态。总而言之，他们认为这是
一款紧凑且实用的设备。

PVX611
客户评论
关于Siemens Energy Austria 

GmbH-Elpress压接工具PVX611的

客户评论。

PVX611
经测试和认证的电池驱动压接工
具可用于压接铜端子（KRF/KSF
型，10-150mm²）、铝端子（16-
25mm²（-35固体））和C套管（6/6-
50/50m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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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风力发电行业仍然是
POWERCON关注的一个重要领
域，其最近承接了一个大型
项目，开发用于测试新型海
上风力涡轮机的变频器。
自2015年起，POWERCON还参
与了航运业岸电解决方案的
开发和自主生产。岸电是指
由港口向船舶提供绿色能
源——电能，让船舶关闭发
动机。

关注绿色转型的岸电解决方
案市场迅速发展，POWERCON
在国内外交付小型和大型设
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例
如，POWERCON于2020年交付
了欧洲最大的两个岸电工
厂（分别位于卑尔根和罗斯
托克）。 POWERCON自
动化技术专家ALEX PATRICK 

VERNERSEN对此表示，“在
POWERCON，我们使用ELPRESS
压接工具已有7~8年时间。
我们使用ELPRESS的原因在
于，我们必须确保每个压接
都保持最好的状态。我们的
系统以超高功率运行，如果
端子未正确压接，那么系统
很快就会出错。此外，如果
对其他类型端子及其使用方
式存在疑问，ELPRESS还会
提供出色的支持服务”。

POWERCON使用了ELPRESS的
铜端子和铝端子，以及相关
压接工具。他们认为，EL-
PRESS自行生产并开发产品
是一个重要优势；并表示，
与对产品了如指掌的人交谈
要容易得多。 此外，与制
造商密切沟通也是坐下来设

计新解决方案的一大优势。
ELPRESS KRF端子是POWERCON
使用的其中一款产品。该端
子配有一个标识系统，用于
指示压接范围和模具号，确
保将正确端子用于正确的电
缆并且在压接时使用正确的
模具。
“这非常容易理解，也就是
说很快就能学会如何在不出
错的情况下使用系统。”

对于POWERCON来说，用户安
全以及符合质量要求的工具
非常重要。
“我们使用ELPRESS提供的
预防性产品来维护和校准生
产中使用的工具。  这
样就无需为同时维修多个工
具而中断生产。我们也偶尔
使用ELPRESS租赁服务；我

们认为它运作地非常好，服
务也很出色。”

正确安装要求使用经测试和
认证的产品、工具维护和保
养，以及知识渊博且训练有
素的操作员。ELPRESS多次
参观POWERCON的生产，并针
对SYSTEM ELPRESS举办了培
训/研讨会。这些行为受到
了高度赞赏，对ELPRESS与
POWERCON双方都有益。POW-
ERCON使用ELPRESS产品的一
个主要原因在于ELPRESS给
出了技术建议、产品获得了
认证且经过了认可测试。作
为客户，他们认为获得该类
文档相关的帮助非常重要。

PowerCon专注于 绿色转型
PowerCon是一家在电能转换方面拥有专业技术的丹麦技术公司，致力于开发和生产兆瓦级电力转换

器系统。PowerCon最开始通过丹麦风力发电行业崛起，其首要工作是为丹麦大型风力发电客户生产

测试系统和实施各种开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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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L1800系列
- 带系统解决方案的分类盒

RPL1800是一款专业且配套完备的分类盒，适合喜欢保持物
品整洁的电工使用。也是一个用于保存日常使用工具和终
端套管的系统解决方案。这款分类盒由坚固塑料制成，配
以聚丙烯盒壁和聚碳酸酯盖。实用和安全的设计，可堆叠
与可拆卸的插入，补充端子非常方便。手柄与闭合装置完
全集成到设计中，操作更方便。

为所有手持工具提供保护的新型泡罩
包装。
工具的泡罩包装上附有一个二维码，可通过扫描直接访问Elpress
网站，您可在该网站下载数字证书。

数字证书



RPL1800-PEB0116S
专用分类盒，里面有1800预绝缘终端套管、SCT001剥线和
切线工具、以及PEB0116S压接工具。

·压接范围：0.14-16 mm²/AWG 26-6

·自调机制

·非常适合在狭窄区域使用

·相关工具证书可通过数字方式下载。

产品资讯/ELPRESS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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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资讯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高品质电
缆剪。

PKL54C

客户支持

info@elpress.com.cn

+86 10 59796187

想了解更多我们的产品信息吗?

属性：

·电缆剪可用于切割铜和铝电缆

·不可用于切割钢板

·最大切割直径为54MM。

·工具在切割时呈剪刀状动作，从而产生最佳切割效果

·使用集成保险丝作为过压保护装置

• CE标志

·随附手提包、电池、18V锂离子电池和充电器

技术数据，PKL54C：

蓄电池电压 18V

电池容量  5 A，锂离子电池 

充电时间  约45分钟 

重量（含电池）  3.6 KG 

尺寸   338 X 120 X 220 MM

RPL1800-PEB0116H
专用分类盒，里面有1800预绝缘终端套管、SCT001剥线和
切线工具、以及PEB0116H压接工具。

·压接范围：0.14-16 mm²/AWG 26-6

·自调机制

·非常适合在狭窄区域使用

·相关工具证书可通过数字方式下载。

压接几何形状：压接几何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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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汽车
3 Elpress的三本

新产品目录
浏览数字目录或在我

们网站中订购印刷本。

查看有关
螺丝端子 
（螺纹螺钉）
的最新视频线上学习

-现有瑞典语和英语版本

Elpress网络学院是Elpress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用于提供压接技术的
在线培训。这意味着课程参与者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想要的学习环
境中完成课程。和我们的体能训练课程一样，课程参与者结业后可获
得证书。
有关更多信息，请阅读本期Elpress News的最后一页。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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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us Krumscheid表示：“我们

新装修的德国办事处有五名员

工，并且我们正在转向中欧市场

（其中65%由细分客户组成）”。

Klaus Krumscheid负责德国南

部、奥地利和瑞士市场的销售工

作已将近八年，他表示Elpress在

这些地区一直表现良好。

他继续说道，“我们销售的解决

方案质量非常高，客户完全不用

担心。我们针对客户的所有问题

都设计了解决方案，如果没有，

我们很乐意与客户一起开发”。

从中欧角度看，Elpress远非市场

的最大参与者。“但凭借我们的

Elpress系统、短交付周期和快速

沟通渠道等优势，我们绝对是该

地区每个关注创新与注重质量的

公司的理想合作伙伴，”Klaus 

Krumscheid很有信心的表示。 

负责德国北部销售工作的Ludger 

Lingen对此表示赞同。

他表示，“我们面临的挑战从来

都不是留住现有客户，他们从第

一天起就了解Elpress的优势，但

我们确实应尝试在吸引新客户方

面做出创新。在目前新冠肺炎疫

情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开发新的

数字解决方案来进入市场”。

在颁布旅行限制，导致重要客户

会议必须转移到屏幕和自己的家

庭办公室之前，他只在Elpress工

作了六个月。

“我仍然认为这是经营良好的一

年。由于我对该组织还比较陌

生，所以我很感恩有机会了解到

Elpress的企业文化，并在组织中

认清自己的职责。 我非常感激

Elpress内部提供开放友好的对话

氛围，并对我的专业能力给予绝

对信任，让我能在任务框架内自

己作决定。我们在德国有非常好

的团队，并且瑞典的同事给予了

有力的支持，”他说道。

Katja Zagers最近（2020年7月）

成为德国Elpress的一员，在德国

办事处管理客户服务和会计。

“就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席卷全球

之时，我收到了Elpress的长期职

位邀请。当人们遭受冠状病毒大

流行后裁员浪潮的冲击时，El-

press却在招聘。这说明公司十

分稳定，”她说道。 “

无论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还是

作为各种公司的全职员工，我干

这类工作已经很多年了，但退货

和客户投诉这样少的不多见。她

解释道：“这不仅让我们德国办

事处的员工对工作充满自豪感，

也说明我们一直尽最大努力满足

客户的期望。”

现在，德国办事处的所有员工

都很兴奋，因为批发公司Fegime 

Deutschland今年开始将Elpress

作为一个品牌进行营销，Elpress

将面向新一类型的客户。

“这意味着我们将首次在德国

市场接触到较小的工业制造

商，未来能为市场开拓许多新客

户，”Ludger Linger解释道。

Elpress在德国的茁壮发展
在离杜塞尔多夫不远的德国西北部，坐落着一个人口约8万的美丽维尔森小镇。这是Elpress的德国

总部所在地，德国市场在过去两年内得到了积极发展。

这张照片拍摄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前，当时我们都还在办公室办公。

从左至右分别是

Ludger Lingen、Kai Grundei、

Katja Zagers、Markus Drissen、 

Klaus Krumscheid 和 Christian 

Alexander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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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 SVENSSON在大流行开始

时已在ELPRESS工作了一年，而

其职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作为车辆部门的大客户经理，一

开始很难想象用其他方式代替实

体会议来与客户开会。

“前六个月很不适应。“当然，

我们的电子邮件和数字会议急剧

增加，但直到秋天，我们才开始

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会议

方式可能成为新常态，”ANDERS 

SVENSSON说道。

明白之后，有趣的挑战就来了。

精益求精不更好吗？

“我们的内部专业知识以及我们

的积极态度让我印象深刻，特

别是我们很早就进入了教育阶

段，为数字市场做好万全准备，

以便客户通过数字市场与我们接

触，”ANDERS对此表示。

自那以后，不同主题的网络研

讨会相继出现，受众数量稳步

增长。

“在车辆细分市场数量不断
下降的情况下，重型车辆的
电气化趋势令人振奋，这将
在几年后对市场产生重大影
响。他对此表示：“尽管冠
状病毒大流行肆虐全球，但
Elpress在原型阶段的开发工
作中继续为我们的客户提供
支持。

因为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出
现，电机细分市场重新洗
牌。Michael Flaaten是电机
部门大客户经理，他举了一
个很生动的例子：“全球电
力网络建设离不开这一细分
市场的客户。 

但由于大流行期间许多国
家采取诸如封锁等严厉措

施，2020年全球电网投资有
部分停滞不前。根据历史数
据，电网投资每年增长5至6%
，但2020年，全球用电量实
际下降2%，导致电网投资年
增长也有所下降。

这一年来，我们许多客户的
运营均备受影响，但潜在需
求并未消失，而是适时地增
加。谈到电机细分市场，Mi-
chael认为现在面临的挑战不
仅是建立新的客户关系，还
要为了现有客户转而提供数
字培训。

“我们把质量和安全放在第
一位，这意味着在冠状病毒
大流行期间，某些流程只需
多花一点时间。例如，我们
开发了多阶段视频培训和临

时在线培训课程，暂时取代
了客户现场亲临的培训，”-
Michael Flaaten说道。

Elpress集团全球分部的负责
人Christian Alexandersson
指出，其团队（成员包括
Anders Svensson和Michael 
Flaaten）将收益和销售额维
持得非常好。
“当然，从实体客户会议转
向数字客户会议很难。“对
于现有客户来说，远程会议
还行得通，但对于新客户来
说，即使有LinkedIn Sales 
Navigator等新工具，依然很
难推广我们的服务，”他表
示。

同时，他也很清楚，市场上
的竞争对手在同一时期也遇
到同样的情况。“事实是，
在此期间，Elpress在生产
方面进行了新的投资，并雇
佣了新的员工。这充分说明
了我们有能力应对冠状病毒
大流行。此外，我觉得我们
的积极性保持不变，并提高
了内部积极性，一年后的今
天，我们仍在前进。当然，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接触我们
的客户”Christian说道。

很明显，数字会议无法取代实体会议。但鉴于目前的状况， 

Elpress尽力在大流行期间开展远程会议。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接触客户

“前六个月很不适应。

当然，我们的电子邮件

和数字会议急剧增加，

但直到秋天，我们才开

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即这种会议方式可能成

为新的常态。

大客户经理Michael Flaaten与区域经理Elpress India  

Sumit Sharma（摄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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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内部，人们很早就清
楚如果感染在生产过程中
传播，会给公司带来严重
后果。
“我们迅速采取措施减少感
染的传播。“我们要求增加
厕所和淋浴区的清洁频率，
洗手液放在带触摸屏的时间
终端上。

另一个重要措施是锁闭外部
大门和闸口。
“所有来车司机必须向货物
接待处报告，所有装卸工
作现需在室外以专业方式完
成。“唯一允许进入工厂的
访客是维修人员和服务人
员，但需按计划进入，这
是保持生产运行的关键所
在，”STEFAN HOPSTADIUS
说道。

他认为，沟通也很重要。每
当瑞典公共卫生局出台新的
限制措施，就会将信息打印
出来，贴在茶几上。
“早些时候，我们让员工分
小组讨论了良好手部卫生的
重要性，并强调如果出现感
冒症状，必须留在家中。
事实上，如果员工在自检方
面遇到困难，我们也可以
提供上门服务，”STEFAN
说道。

员工对疫情严阵以待，一有
感冒症状便自觉留在家中。

“他们的努力堪称典
范，”STEFAN说道。
与此同时，ELPRESS几乎跟
往常一样，继续致力于加强
员工团队健康-但作出了一
些调整。“最重要的是，冠

状病毒大流行让人们明白到
必须保持健康，才能抵御病
毒，”ELPRESS人力资源策
略师LENA NORDLANDER。

通过反复评估ELPRESS员工
的健康状况，对个人健康状
况进行衡量，在众多的健康
项目中，有一个特别成功： 
“我们在私人教练方面的投
资带来了非常好的效果。此
外，可以看出，我们成功地
为员工提供了防御各种疾病
的工具，比医疗保健部门提
供的更多。“看到我们的员
工热衷锻炼，取得积极的成
果真是一件乐事，”LENA 
NORDLANDER说道。
“其实这就跟安全端子一
样，健康归根到底就是让正
确的人运用正确的工具，”
她继续说道。

由于克拉姆福什Elpress在生产方面开展了防疫工作，没有员工在工作中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我认为我们在整个疫情期间表现出色，因为我们的员工从第一天起就对疫情严阵以待，遵守了限

制措施，”生产经理Stefan Hopstadius说道。

由于防疫工作得力，感染没有扩散。

生产经理Stefan Hopstadius认为，员工
在疫情管理方面的表现堪称典范。

其实这就跟安全端子一

样，健康归根到底就是

让正确的人运用正确的

工具。

人力资源策略师Lena Nordl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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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PRESS VS CORONA -

“孩子们不用远程上课的时
候，我可以继续去办公室，
从我家步行过去只需15分
钟，”Sherree Witt说道。

Elpress的美国销售经理
Mike Nyhan也在芝加哥，自
去年3月以来，他一直在家
办公。
“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来遵
守这些限制措施，避免感染
扩散。当然，Mike和我仍
然每天开会，继续作为一个
团队工作，”Sherree对此
表示。

她的日常任务与冠状病毒大流
行前没有明显不同。“我的大
部分工作是通过电子邮件与我
们的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客
户联系。她说：“过去一年的
最大区别可能是由于太多航班
被取消，导致交付延迟，额外
工作增多。”

事实上，事后来看，她认为
在家工作不管是对自己还是
对客户来说，利大于弊。
“工作日结束后，我感到压
力减轻了，有更多的时间做
其他事情。 

她说：“尽管我们白天都忙
于各自的工作，但比起冠状
病毒大流行前，我们相处的
时间更多了。”
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说，
这一年都是非比寻常的。 
“纵观我们今年被迫做出的

所有改变，从长远来看，
我觉得工作需在办公室完成
的观点将会改变。 我

觉得未来的办公场所会更加
灵活，”Sherree Witt说
道。

Sherree Witt是芝加哥

Elpress的一名订单接

收员。整整一年来，她

的家成为了她和她五个

孩子中四个孩子的工作

场所。

重点客户关系 
-也可通过在家办公建立

Sherree Witt



定制产品 

用于风力涡轮机防雷系统

KP70经过精心设计，一端为螺栓连接的M12内

螺纹，另一端是导体压接解决方案。

这种特殊端子对于内部防雷保护系统与风力涡

轮机叶片末端之间的连接至关重要，有助于保

护整个装置。

为确保产品质量，Elpress在外部实验室协助

下进行了高电流雷电测试，该产品现已获得

IEC61400-24批准。

Elpress Consulting提供全面的系统和产品解

决方案，如有需要，可进行定制和定做（且保

证产品经过测试和验证）。

Elpress与领先的风力涡轮

机制造商一同开发了一种

用于防雷系统(LPS)的特殊

铜端子-KP70系列。

联系方式

info@elpress.com.cn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ELPRESS CONSULTING
的信息

ELPRESS系统/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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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A ESPAÑA!
官网发布了西班牙语版本后，我们增加了数百万的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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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完全不知道ELPRESS是
一家怎样的公司，也不知道
他们生产什么产品，因此必
须在第一次工作面试前进行
研究。在发现ELPRESS是一
家拥有全球客户的国际公司
时，他有点惊讶。
JOHAN说道：“ELPRESS所
有产品生产都在克拉姆福什
完成，并且设有自己的实验
室，这让我很感兴趣”。
这家公司看起来非常有吸引
力，JOHAN看到了获得这份
工作后的巨大发展和学习机
会，而他也确实获得了这份
工作。

作为产品经理，其任务主要
包括开发和维护ELPRESS产
品系列以及产品发布等项目
管理。JOHAN负责ELPRESS 
PIM系统（产品信息管理）
，这是一个包含图像、文
本、文档等所有产品信息的
数据库。该系统向各个网点
（包括我们的目录和网站）
提供信息。

ELPRESS NEWS借此机会问了
我们这位同事一些问题，这
些问题的答案肯定会让一些
员工大吃一惊。

关于ELPRESS产品，你了解
到的最“令人惊讶”的一件
事是什么？
一直以来很明确的一点
是，ELPRESS始终保持高品
质。但我觉得最令人惊讶的
是ELPRESS相当独特的经营
理念“SYSTEM ELPRESS”，
它基于一个系统解决方案（
其中所有零部件都须经过批
准）。  尤其是公司内部的
高度灵活性和丰富知识，确
保了公司有能力向需要特殊
解决方案的客户提供高质量
和定制产品。此外，同样

令人惊讶的是，ELPRESS在
克拉姆福什设有自己的实验
室，所有产品都根据最新标
准进行测试和批准。

你对将来有什么打算吗？
我很高兴在ELPRESS工作并
担任产品经理一职！由于工
作的多样性，我在公司内外
都有很多联络点，这是一件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我也
很高兴将来能够继续从事这
一职业。在当前新冠肺炎的
背景下，我们正在努力适
应，一切都变得更加“数字
化”，这意味着其他的接触
方式正在形成。为提升产品
的知名度，我们开始加大产
品推广力度，为我们的客户
和潜在客户提供大量的信息
和移动材料。因而网络研讨
会和数据工作就更多。客户
接触与市场营销结合非常有
趣！与此相关的一些事情让
我想要继续努力下去！

如果给你任意选择工作和公
司的机会，你会选择什么？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音乐
人，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情！但如果不能实现这一愿
望，我也会对如今的工作感
到非常满意，所以产品经理
可能是我今后打算继续从事
的职业...今后，我也许会
成为GIBSON这样的吉他制造
商产品经理！

您在业余时间做些什
么？
我一直在坚持我的锻炼计
划，无论是跑步还是负重训
练，因 为这是我喜欢做的
事情！事实 上，我刚刚理
解了这种PADEL 趋势，这是
一项有趣的运动，即使对像
我这样的新手来说也是
如此！但是我也做了很多吉

他弹奏和排练，因为
我在业余时间在一个重
金属乐队演奏！

我想我的同事并不知道这
件事：
...我在一个叫“DARK 
REFLECTION”的重金属乐队
里弹电吉他。
我想，对大多数人来
说，我在乐队这件
事根本就没听说
过！我也尝试
过几次瑜伽，
或许它并不
像“重金
属”乐队的
工作，但我
为此责怪了
我的伙伴！
 

产品经理的 

一天
在Johan Söderlund为其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做毕业设计时，他

在克拉姆福什Elpress看到一个职位空缺。这已经是四年前的事

了，Johan现在的产品经理工作正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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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一难题的解决，
才获得了这些辉煌的成果。
“当选择长期可持续的解决
方案时，最初可能意味着需
要投入更多资金，但从长远
来看，保护好环境始终是有
益的，”TOBIAS NORLIN说
道。

例如，照明就是如
此。ANDERS SJÖDIN在
ELPRESS担任环境工程师期
间主导了公司灯具的节能改
造。

“我们的厂房建于20世纪70
年代中期，使用的也是当
时生产的灯具。厂房共有

250盏左右的汞灯，每盏灯
的功率为450W。  我
们将这些汞灯全部更换为
150W的灯具，每盏就能节省
300W。ANDERS表示：“虽然
这些新电枢每件花费近5000
克朗，但这笔费用仅过了三
年就节省出来了”。

而这还不是唯一的优势。“
从工作环境的角度来看，照
明条件变得更好，新灯具更
明亮，而且从安装到报废，
其亮度不会有改变。他继续
说道：“我们以前的灯并不
是这种情况，随着使用时间
的延长，它所发出的光线会
逐渐变小变暗。

另外，工厂的用水量也大幅
下降。 20年前，在其自己
的生产水处理厂，每年就要
用掉2万立方米的水。

“而如今，我们每年的用水
量大概在4000立方米左右，
这主要是由于减少了通过水
龙头的水流量。在表面处理
方面，我们优化了流程，在
不要求水必须干净的工序，
我们会回收利用处理厂的
水，例如，在退火后冷却成
品时使用的就是回收水，”
他表示。
 此外，水流通过自
己的处理厂，以净化工艺水
中的铜，环境署授权我们每

年可以排放25KG铜，但目前
我们只排放了1.7KG。

资源管理难题的另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是金属的回
收。ELPRESS的大部分生产
都在内部进行，主要会用到
三种不同的金属：铜、铝和
钢。

“我们对环境的直接影响主
要是金属制造和使用过程中
的能源使用。因此，我们感
到自豪的是，我们的安全端
子有超过一半的铜材料由回
收铜组成。
TOBIAS NORLIN表示：“我
们的铝端子使用的原材料只

在过去的五年里，Elpress的耗电量减少了15%，此外，用水量也减少了20%。

“与此同时，我们的产能增加了20%，”Elpress的环境经理Tobias Norlin对此表示。

系统环保工作 产生真正的利润

收集剩余材料以供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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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材料，但对于钢材，
则使用的全部是回收钢材。

所有多余的材料都被收集
在车间每台机器位置的容器
和垃圾箱中，然后再循环使
用。
“将不同的材料放置在正确
的隔间中非常重要。因此，
单是将铜和铝材料单独分类
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它们
的形态进行分类。例如，将
铜屑和刨花放入不同的隔
间，”TOBIAS对此解释道。
正确回收的一个先决条件
是每个月把这些隔间送到
ELPRESS废物供应商STENA进
行集中处理。

“当我们保护地球资源时，
我们也为公司创造了真正的
利润。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
一条更加可持续的道路，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在
这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现
在，一想到我们能为克拉姆
福什工厂新扩建的供热和
供能供电电做些什么就感
觉到很兴奋。例如，从长远
来看，太阳能电池意味着什
么，”TOBIAS说道。

系统环保工作 产生真正的利润

事实情况：

Elpress获得了国际环境管理体系ISO 14001的认证。我们认为，我们

有责任为保护大自然和实现气候目标做出贡献。我们以国际标准为工

具，创造适当的条件，不断改善我们的环境表现。我们节约自然资

源，同时实现我们自己的环境目标。

扫二维码观看我们环保工作的视频。

具有不同材料隔间的容器：

塑料（上）、铜屑（右上）以及铜

和铝的混合切屑（左）。



ELPRESS内部/竞赛活动

正确回答3个问题，有机会赢取一个不锈钢保温瓶和两个匹配的保温杯。 
我们将从正确的参赛作品中选出两名优胜者。

问题

1.处理Elpress回收材料的公司叫什么？
1.Rizajkel
X.Stena
2.Miljobolaget

2.新型PKL54C的最大切削直径是多少？
1.44 mm
X.50 mm
2.54 mm

3.Elpress的产品经理Johan Söderlund在业余时间演奏什么乐器？
1.电吉他
X.鼓
2.萨克斯管

在2021年5月18日之前将您的答案提交给：
ELPRESS北京办公室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INFO@ELPRESS.COM.CN
正确答案和获奖者将在以下日期公布
5月28日，我们的网站WWW.ELPRESS.COM.CN

竞赛活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H2号迪阳大厦1605室,100027

  +86 10 59796187                   info@elpress.com.cn

   领英

Grace Wu, Zhang Haijun, Zhou Ting, Jonathan Wang, Vivian Lv, James Xu, Lorraine Liu and Shi Yulong 在北京新装修的办公室工作。

Elpress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