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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洛特集团员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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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汽车制造行业会议：
欢迎来到施洛特

11月21日，我们在萨尔布吕肯举办“汽车工业论坛”。

汽车行业年营业额约155亿欧元，员工47,500多人，是萨尔州最重要的行
业之一。 与萨尔州汽车网automotive.saarland一起，我们首次在施洛特
主办本次IHK行业论坛。

通过“saaris”（萨兰州创新及所在地协会）定期在区域公司
举办萨尔州汽车工业会议。

交流和开放的对话，从而更好地建立行业内网络是这个面
向对话的活动的重点。

我们很高兴能作为SCHLOTEGRUPPE参加这个网络 - 
以提高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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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洛特就如同足球比赛一样，必须有一个计划，才能
完成角球射门。因此我们要知道，未来我们的目标是什
么。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球门在哪里，并且作为一个团
队，怎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球突破球门，完美进球。

“以创新技术取胜”、“整体思维”、“结果导向”。而现在，
施洛特的关键词正式添加了一个所谓的“战略地图”。

但是，“我们是未来”战略不是强迫给团队的固定的工
作构想或束缚。总经理Jürgen Schlote表示，这一战略
就像“安全护栏”，让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避免我
们迷路。 

那么战略到底是什么？

战略分4个层次。愿景是“以创新技术取胜”。伟大的总
体目标是“公司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成
果”。明确的说：确保竞争优势。

为了了解“未来是我们”的战略究竟是什么，我们同施洛
特集团的领导进行了对话。

这一战略是怎么来的？

Grünhagen (格林哈根) : 像施洛特集团这样的企业需
要战略，所有员工、部门领导，甚至供应商和客户都应该
以此战略为指导。为了使战略“明确”，一个最终可以图

专题报道

...或者：我们的SMAG的封面到底与施洛特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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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未来

以技术创新走向成功

我们为自己开发有竞争力的成
本结构

我们取得高于平均水平的盈利，确保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提高除了传统OEM和
系统集成以外的业务份额

我们满足最苛刻的质量和
交付要求

我们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综
合供应商

我们提高了核心市场以外
的业务份额

通过强大的中央功能，我们
充分利用我们工厂的效率

我们创造协同效应
我们将采购定位为战略合

作伙伴

我们专业化运作我们的项目
管理和变更管理

我们制定和坚持保证实施我
们的标准

我们不断提高生产线的性
我们有一个统一高效的系

统环境

我们通过创
新的技术发
展我们的竞

争优势

我们确定新
市场和新产

品组

我们拓展我
们在技术领

域的能力

我们确定节
能潜力

我们通过节
约资源可持

续地工作

我们不断提
高管理能力

我们确保互
相尊重的工

作气氛

我们推动员
工发展

我们技术领先 者我们保护资源 我们对我们的员工有吸引力
潜力

流程

客户

财务

我们致力于卓越的运营

我们鼓励我们的客户且开发新的、盈利丰厚的销售来源

我们管理我们产品的销售和盈
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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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呈现的清晰的结构是很有帮助的。作为规划进程的基
础，这一战略也是大部分高管达成的2017年目标的基
石。在接下来几年中，这一过程会分摊到每一位员工身
上。该战略是公司进程和前进的主线。

Schlote (施洛特) : 该战略必须能够传达到公司中的每
一个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公司是由人构成的。生产是
由人完成的。必须明确的是，公司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我们在制定“我们是未来”战略时，把这个问题一直放在
脑海中。我们的愿景是，以创新技术取胜。为此有两点是
必不可少的：人才与技术。只有将两者最优化，并组合在
一起时，我们才能成功。

同“我们是未来”战略一起，我们带领和激励每一位员
工，充分发挥活力和才能，实现我们的战略和目标，并
取得成功。

对于您个人来说这一战略最重要的是什么？

Schlote (施洛特) : 我认为，合作是特别重要的。从愿景
出发，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部分战略。我们正处于巨
大变革的过程中。只有我们有效地沟通话题并且吸引所
有参与者，我们才能带领和鼓舞所有人，在这条道路上
共同前进。

Grünhagen (格林哈根) : 该战略是在2016年和管理团
队一起制定的。之前，这计划受到高管批评，他们感觉
自己没有参与到战略问题中。我们从中学习，考虑他们
的批评，最后解决了问题。我们的商业期限为5-7年的时
间，这意味着，施洛特集团的改变进程也需要很长一段
时间。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尽早顺应市场发展，就会错过
改变的时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和必须及时，也就
是现在，开始反击。

Schulz (舒尔茨) : 我们的目标是“以创新技术取胜”。因
为公司发展十分依赖技术，所以技术在我们的战略中
扮演主要角色，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的工厂配备了技
术。当然，如果技术还继续创新，我们也会更具竞争优
势，也会给员工们更好的工作环境等等，所以这也是一
个关键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能够和发展伙伴进
行技术合作，因此至少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才可以取得
竞争优势。

日常工作中您是怎么运用“我们是未来”战略
的？

Schlote (施洛特) : 战略是否成功实施，决定性因素是
领导层和管理层。管理层责任最大。对我而言发生变化

的是，我不再参与很多战略制定问题，而是负责战略实
施，和同事们一起设立安全护栏，保证我们在护栏内前
进。一旦意识到我们偏离了道路，我必须纠正错误。这意
味着我们必须更有策略地开展工作，保证我们在正确的
道路上前进。

Grünhagen (格林哈根) : 我尝试将我的“全面行动”纳
入我们的战略。我认为尊重个性很重要。我们的“健康领
导”培训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表明我们认真对待“我们
是未来”战略以及我们的承诺。

员工能从该战略中学到什么？

Grünhagen (格林哈根) : 非常多，因为中心主题被定
义为给日常工作带来意义和内容。每一个人在工作中都
有机会去跟进甚至积极干预进程。应该明确的是，我们
期待更多的沟通、更多建设性的批评和讨论，最终各个
领域都能不断改进。

Schlote (施洛特) : 员工能够理解，他们是大局中的一
部分，是很重要的。他们是施洛特集团的成功的关键。公
司的每一位员工都有任务。如果大家都出色完成自己的
任务，那么实现我们的愿景的机会是很大的。

您认为施洛特将来会开拓新业务吗？

Schulz (舒尔茨) : 开拓新业务需要新的资源，最重要的
是时间。当然这个领域令人兴奋，并开辟新的可能。因
此我们也做出决定，设立“业务拓展”这一新领域去应
对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灵活应对将永远是施洛特集
团的课题。 

Schlote (施洛特) : 我们也确实有这个目标，除了汽车
业之外再开展其他的业务，但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 

自2017年5月起，已在哈尔苏姆工厂成立概念
公司，并正在研究一些制造流程。 这是新战略的
一部分吗？

Schulz (舒尔茨) : 概念公司 开始与战略并没有多大
的关系，只是一个次要的战略措施。更确切的说，它是
关于公司内部的流程和“我们追求业务卓越”的指导原
则，也就是充分利用车间和优化流程。现实中它围绕着
这些问题，如“我如何管理生产线？”，“如何使功能简单
易懂？”， 

“如何优化这种性能，我的固定螺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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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的主要客户由于数字化和新的移动性理念而面临着战略转型。因此，我们也面临新的挑战。
 

“未来属于我们”：我们未来的重要课题和“护栏”

 我们将继续通过创新技术成功实现我们公司的竞争优势

 我们将识别和发展人才和员工能力，从而成功实施战略

 我们将扩大客户群，并征服新的细分市场

 我们将把业务从高效运营进一步发展到卓越运营

 我们将通过集中共同职能来提高协同效应

在施洛特人们通常看不到生产力。比如在汽车工厂，你
可以一直在大屏幕上读取“目标或实际” 状态，以便你
查看时间表。在施洛特，你能看到许多机器，但是生产力
和质量太过于抽象……

“我们是未来”战略对员工有什么影响？

Schulz (舒尔茨) : 战略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我们应
该每天提起。它所包含的优秀的东西必须每天展示给所
有员工，这样我们大家能共同把这些课题付诸实践。 每
个人都必须知道，自己对于工作的重要性。所有人都可
以参与其中。这个战略不是一个人的课题，而是所有人！

Schlote (施洛特) : 我们和团队共同确定了未来的销售
结构。这一未来结构将在接下来几年一步步实现。我们
将和市场上的关键客户进行合作，并为他们提供内部服
务，处理相应的工作，给予关键客户支持。

战略对整个集团有什么影响？

Grünhagen (格林哈根) : 制定和写下战略就意味着主
管不能逃避责任，也不能脱离管理层。该战略是我们前
进的指南针。如果管理人员都不能遵守之，那么谁还会
遵守呢？ 

Schlote (施洛特) : 我认为，还没有太大的影响，毕竟这
需要时间。当然我们已经进行了有组织的改变，这些变
化是可见的，部分是可察觉的。但是改变进程需要至少
2-3年。到那时，我们将看到，每一个改变是否真的有效。

Schulz (舒尔茨) : 每一个参与者都必须知道“明天的施
洛特将是什么样子”。当然，每个企业都要好好经营，但
是为了做的这一点，领导和员工都必须定期问自己“如
何塑造这个行业的未来？”

您认为5-10年后的施洛特是什么样子的？

Grünhagen (格林哈根) : 那时候我们的进程已经稳定
了，就像整个过程一样平稳。它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就目前看来，指向一个不再有内燃机的世界。那时
候我们将已经扩大亚洲的市场/中国工厂，超过50％的
销售额将在新项目和新客户中产生。我还特别希望的
是，员工都取得成功，对公司感到满意！

Schlote (施洛特) : 我很确定，那时我们还在从事汽车
行业，但是我们生产哪些零件，主要看 市场的变化以及
深加工是否改变。所有这些取决于我们在业务拓展这一
领域取得的成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永远为完整
系统生产精密部件。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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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Fit）”这个词有很多人仅仅以为用于身体健康，
其实对于我们的新项目“适合我们”则更是合适的。“适
合我们（fit for us）”还可以匹配其他官方含义像强大
的，干练的，有能力的或合格的。

我们在施洛特（Schlote）代表着技术创新和最佳解决方
案。然而，为了能够保持这些标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作
为一个强大的团队一起工作。

为了能够评估我们在工作岗位上的健康指数，我们的
人力资源部连同 Barmer GEK医疗保险公司，一起设计
了“健康工作”调查问卷。由于本次调查参与程度高，所
以确定了具体的核心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有针
对性的修改完善解决方案。我们也还要再次感谢您们的
高度配合。公司调查中，有四分之三的员工参与是绝对
少见的。我们为巨大的责任心感到骄傲自豪！

这项调查有什么特别？

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因此，既可以在个人作品
中也可以在整个团队中获取一个完整的声音图片。通过
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将区域性问题与国际上的难题区
分开来，以便灵活，以便在寻找解决方案上灵活而迅速
地展开工作。

这个交流调查结果也是全新的。施洛特（Schlote）进行
了一个小型的报告汇演（每天一个地方），并在持续一小
时的汇演中特定的地方阐述不同的结果。

但这些结果意味着什么？

现在的目标是使工作更健康。具体而言，就是意味着要
改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员工的健康指数和满意度。这
不仅仅涉及员工们感受到的纯粹的身体负担，还涉及到
个人能力的极限和来自于同事间互相竞争的业绩压力。

在施洛特集团（Schlote Gruppe）我们以许多小团队组

我们的员工

适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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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一个大团队。为了使大团队能够很好的运作，我们
还必须为小团队的成功而努力。从而促进和要求每一个
员工挖掘他们的最大潜能。

我们如何实现我们的目标？

第一步是邀请所有管理人员参加的研讨会。也就是说领
导一个团队不仅要指导，而且要成为团队的一部分，并
了解其需求。在主题为“积极领导”的研讨会上，我们的
高级管理人员被告知，他们在团队中的表现是如何改变
整个团队动态的。“健康行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实
际上意味着仅仅一个小手势或行为就可以提高团队成
员的幸福指数。 

这就是一切吗？

不。“健康工作”问卷调查的结果现在还可以灵活的运用
到与工作中相关的地方。由于多面性的评估我们的这次
评估透明度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对于什么时间在哪里运行什么，我们怎样去改
变呢？

所有这些计划的行动和改变将通过 “好消息”、“电子邮
件”或 “公告” 等透明的方式事先与所有同事进行沟通。

在施洛特集团（SCHLOTE GROUP）的每一位员工，他无
论是在机器旁，还是在叉车上或者是在办公桌边都是很
重要的，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很清楚的这一点。

通过“适合我们”这个项目，我们要持续创造一种不仅
仅只关注绩效的公司文化，而且要帮助每个人创造一
个愉快的工作环境，使各自的工作激情和动力得到充
分的发挥。

合著者：Sarah Tepper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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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队
在中国，我们有强烈的兴趣去让我们的员工有一个好
的雇主。

在对成立一个足球队感兴趣之后，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
碍：没有一块可以免费踢球的绿色场地可供使用。

为了足球队能够在完美的条件下为下一次的比赛做好
准备，我们同时发现了一个露天的每周可租赁一次的场

地。这项运动的提议吸引了很多的员工，以至于可以组
成三个施洛特（Schlote）足球队。

在上一赛季之后的两场比赛可以看作是一个热身赛阶
段，因为现在已经在为德国对外贸易商会9月份的比赛
在做充分准备了。

我们的员工

团队运动 - 一次不一样的挑战赛
2017年05月28日，来自勃兰登堡赛跑运动员施洛特接
受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挑战：14公里26道障碍，所有人有
着一个共同的口号“一个团队 - 一个目标”。

Xletix是一个长途障碍赛活动，只有团队中每个人很好
的协作才能完成。比赛中要趟过冰水池，穿越烂泥坑，跨
过很高的木质障碍栏架。每个参与者都要发挥自己的个
人极限。如果没有一个帮手或团队成员的鼓励，几乎不
可能将比赛坚持下去。

来自我们团队的10个非常勇敢的伙伴，他们勇敢的参
与了柏林Xletix挑战赛，并在这里展现出了很棒的团队
合作精神。

只有少数活动要求一个团队将如此程度的信任，合作和
团结力量融合到一起。。。或者说你们有多少同事已经看
过他们在泥河中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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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洛特（Schlote）
集团的索赔管理部门

索赔管理部门的任务

索赔经理的职位属于 施洛特（Schlote） 控股有限公司
的采购组织部门。其任务是对供应商提出损失赔偿的要
求以及保修索赔。

我怎样可以得到索赔管理部门的支持？

如果由于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有故障而造成超过5000欧
元的净损失，或者供应商在4周内没有排除其故障， 就
可以向索赔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将亏损和故障很好的记
录下来对于他的工作成效是至关重要的。

随后，对损失以货币的形式进行评估，并向供应商开具
发票。然而，损失赔偿不一定是纯粹的货币，也可能是用
实物抵偿。

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

施洛特（Schlote）集团的每一位员工都为公司的长期有
效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在索赔管理启动之前，上
游部门展示其故障并且将损坏有理有据的记录在案。每
当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有缺陷或者货物不符合我们所支
付的金额时，我们应立即通知供应商。由于未报告的缺
陷，导致了施洛特（Schlote）公司一年损失了很多钱。然
而，这些钱应该可以更好地用于其他地方，例如，进一步
改善工作条件。同样的这也有助于确保每个人长期在工
作岗位上的安全。
 
即使有些人认为，一个缺陷的展现就意味着需要付出额
外的努力，但每个人也都必须清楚地知道排除一个未报
告的缺陷最终将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因此，我们呼吁：剔除缺陷，会使我们越来越好。

有关进程和模板的信息，请参见新的Q.Wiki网站。

作者：斯蒂芬·劳伦斯（Stefan Lorisch）

未来属于我们

施洛特（Schlote）
集团的索赔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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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品牌形象

我们的企业通讯

长久以来，我们只熟知施洛特（Schlote）灰蓝色的标
志，但我们现在的标志将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

我们公司开发了一个新的企业形象设计，与施洛特
（SCHLOTE）近年来发的展起来相适应。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形象设计？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潜意识中将一个品牌或一个公
司与某种字体某种颜色相关联（比如：您联想到可口可
乐）。现在施洛特（Schlote）也将会达到这样的目的。随
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使用更新，更柔和，更广泛的颜
色调色板。
 
此外，在通信中使用的字体现在也可以被选择使用。我
们的目标是：让我们的客户只要看到字体就能联想到施
洛特集团（SCHLOTE）。

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我们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像一个
愉快的视觉体验，留在我们客户的记忆中。
 

现在有什么变化？

当然，在灰色S前面的蓝色“施洛特（Schlote）”字样中
的标志仍然存在。

但现在我们并不仅限于蓝色和灰色，还有明亮的红，黄，
绿色等色调。这让现有的整个色调从10个全新施洛特
色调中消失。一方面，这些色调让个人信息有了更多的
回旋余地；另一方面，它们也彼此也将更好的相互协调
一致，从而更舒适的观赏。

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在系统中默认使用的“Calibri”字
体也将运用到“施洛特好消息（Schlote Good News）中
并且在消息框中闪烁着一种新颜色。

在将来，您将经常看到这些颜色，例如在施洛特
（SCHLOTE）幻灯片传单上，演示文稿上或各种公上。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可以在Q.Wiki网站中看到公司的
新设计。

施洛特（Schlote）在过去的50年里发生了变化。。。

我们也必须为此证明。我们是一家不断扩大其潜力并不
断致力于新理念的公司。

从现在开始，我们产品的创新也必须在我们的品牌形象
上体现出来。

我们在企业传播中的任务是使公司成功建立品牌形象，
并使其在外部和内部的传播中变得更为明显。

随着公司形象设计的重新规划，我们在近几年的发展停
止了用新的标志。施洛特（Schlote）已经变得非常活跃，
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错失的品牌形象也从里到外得
到了一个明显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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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员工

让我们一起奔跑 。。。
施洛特（Schlote）从哈尔苏姆跑到捷克共和国。同时在
不同的地方, 有各种跑步小组完成了从马拉松到短跑和
从个人跑到集体跑等各种不同形式的长跑。

仅今年就一共有六家公司在我们的八个工厂中完成
此项挑战。此外，如果这个数字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那么，还有其他事实表明我们施洛特集团

（SCHLOTE-Gruppe）是多么的活跃…

概要总结:

 重要的是，89名参赛者在路上都穿着施洛特紧身队服

 所有人一起都跑完了令人难以置信591.9 公里
 

 这个路程比我们在韦尔尼格罗德的工厂到捷克共和
 国之间的直线距离还要多30公里!

 一个热气球飞完这条线路也需要11小时16分钟。

 一颗流星也需要0.002秒。

 人们也可以将这段路程用134小时分段跑完。

活动 参与者 每名赛跑
运动员

总长

哈尔茨（Harzer）
公司的赛事          

8 名赛跑
运动员

2 km 16 km

我们在韦尔尼格罗德（Wernigerode）的位置:

活动 参与者 每名赛跑
运动员

总长

Xletix长途障
碍赛         

10 名赛跑
运动员

14 km 140 km

波茨坦 DAK 公
司的赛事         

18 名赛跑
运动员

5,2 km 93,6 km

勃兰登堡/哈弗
尔河 AOK 挑
战赛

8 名赛跑
运动员

5 km 40 km

我们在勃兰登堡的站点:

活动 参与者 每名赛跑
运动员

总长

德国萨尔州迪
林根/萨尔河
B2Run  活动    

9 名赛跑
运动员

5,3 km 47,7 km

我们在 尔布吕肯的位置:

活动 参与者 每名赛跑
运动员

总长

B2Run 活动 38 名赛跑
运动员

6,7 km 254,6 km

我们在哈尔苏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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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更快、更智能:

未来属于我们

最近几个月，“Q.Wiki网站”这一概念一直有着严重的
负面说法。但是这一说法将随着重新启动而改变。

因为将会有一个新的，更好的Q.Wiki网站。

最原始的错误数据就像我们放在一些系统领域的大石
头，这就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去消除这个错误。

什么是Q.Wiki网站？

Q.Wiki网站使我们的工作更轻松。它是一个文档工具，
其中显示我们的工作流程、划分任务区域并提供信息。

它应就像在线词典“维基百科”的方式一样运行。 知识
将被系统化存储的起来并且所有人都可以对他进行访
问，以持续不断的知识优化为目标。

到目前为止出了什么问题？

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等待翻译。虽然提供的数据在
翻译过程中可以找到，但却无法再次进行编辑。因为翻
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无法在相同的时间内编辑这
些数据。这就极大地抑制了知识的快速交换和其背后的
优化过程。

当第一次创建Q.Wiki网站时，其准备工作也不是最佳
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讨论，在系统
中输入哪种格式将会在以后的工作中给自身和同事带
来便利。情报消息的导入属于一个新系统的实施过程，
他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将会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Q.Wiki网站看起来是独具一格的。 被描述成“更
简单，更结构化，更整洁，更清晰”的标题设计显得更加
现代化，这醒目的标题也被同事们更为熟悉。 

一个很大的优势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被所有作品而产
生的信息流所淹没。在起始页面上，用户可以直接点击
每一个与他相关的施洛特（SCHLOTE）的作品。虽然第
一阶段不把全球化发展放在考虑之内，但它仍然很容易
实现。在重新启动后，施洛特（Schlote）Form Tec有限
公司和施洛特汽车零部件（拉滕诺）有限公司也慢慢的
注意到Q.Wiki网站。

另外，Q.Wiki网站的专家曼努埃尔·普恩斯（Manuel 
Prinz）位于未来项目的核心。他根据国际汽车工作组 
16949的条例阐述了Q.Wiki网站的工作框架，并解释了
它的用途。如有特殊问题，他将会给我们提出建议和实
际方向。

还有翻译问题？

这个疑难问题也被解决了。输入的数据也将通过质量管
理系统的检查后立即的发布并自动通知关于修正所涉
及的同事。然后，翻译以一种特定的格式随时间的推移
而发生变化。因为重要过程会被优先考虑，所以会优先
进行翻译。

新的 Q.Wiki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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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该怎么帮助你？

如何准确地使用Q.Wiki网站取决于我们自己。它可以告
诉我们有哪些任务，哪些过程与我们联系在一起，是否
属于我们的责任领域或者问题出在哪个区域，并在一个
地方找到模板和文件。我们可以把工作流程记录下来以
至于去帮助我们的同事。我们所有的知识都能帮助 施
洛特集团（SCHLOTE Gruppe）更有效地工作。

Q.Wiki网站最好是在使用中被人们认识。我们希望，所
有人都为这新的更好的界面感到惊讶。

因为：Q.Wiki网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过程文档，它是
依赖于我们来给它提供正确和有用的信息。那么这将是
一个共同的成功！

这一更新和相应的修改，意味着我们在审计要求方面也
提高了透明度。在这个意义上，它有助于您把质量管理
这个中心项目付诸于实际行动中。

"Q.Wiki网站使用起来更为快速便捷" 

 新设计
 新的翻译程序使我们工作起来更快
 最佳实践交流 - 也来局部内容
 内容还清晰地反映了我们的流程
 参与该过程的所有人都被积极通知（例如修改和解除）
 快速高效地共享知识
 新的文件管理: 

 便于寻找的组织范围内的文件
 帮助我们在各个层次上取得实用价值
 让铰链式文件与各自进程紧密相连。

合著者： Manuel Prinz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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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在天津开始-接受挑战！

从我们的所在地

除了韦尔尼格罗德（Wernigerode），萨尔布吕肯（Saar-
brücken），哈尔苏姆（Harsum）和布兰登堡

（Brandenburg）之外，2016年9月，我们还在天津市开
展了训练。这是一个我们期待的挑战。我将进一步阐明
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训练的意义：

在中国，双重教育的概念几乎是未知的。在过去几年中，
由于国家援助，许多职业学校像雨后春笋一样的迅速兴
起，且都做好了技术装备，但是他们还是不能满足双重
教育的要求。通常，会缺失职业生涯中比较重要的实践
能力。换言之，学生们从职业学校经过3年的教学和一
些理论编程技能的学习成为机械工程师，却对于如何使
用游标卡尺和外径测微计缺乏理解。

凭借这方面的知识，去年初，在德意志投资协会（DEG）

的财政支持下，我们建立了一个为相关机械工程师和电
气技术员进行职业实操训练的工厂。 

我们工厂在中国还是相当新的。所以，我们不仅面临着
制定整个全新的基础训练概念的挑战，还面临着没有任
何证明实体，没有学生，没有培训者，没有房舍，也没有
可供我们使用的设备的挑战。接受挑战！

我们与韦尔尼格罗德（Wernigerode）的格拉斯昊夫
（Grasshoff）先生密切合作，制定了一项全方位的详细

的培训方案，历时一年：

在两个月的基本训练中，学员要学习:

认识我们的产品，包括一般生产流程，学习阅读技术图纸以及如何使用测量和教学工具。

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在第二部分中更多地了解机器和生产环境。 这包括：

用西门子840Dsl -数控系统处理我们加工中心的控制面板，用发那科控制系统简单的控制我们的机器人，简单
编程，高级雷达目标识别系统的处理，包括刀具变化的过程、简单的修改计算机数控程序、气压查询、指数变化
等。

第三部分包括：

第三部分包括为期六个月的实习，学员在生产过程中已成为“正式”员工。但是，具体的项目也将在掌控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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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的这个培训计划，我们已经向上海的德国驻外商会
（AHK）提出申请。这是德国工商联会（DIHK）在中国的

官方代表。他们有权审查培训理念，并为毕业生颁发相
应的证书。我们的理念是成功的！德国驻外商会（AHK）
将在我们的毕业生通过笔试后认证他们为“ 计算机数
控专家（主题：铣削）”。

然而，我们还是缺乏学员。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合作伙
伴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我们每学期为他们做一次我们
的学生培训项目。我们凭借着二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
帮助再加上随后的标准化面试，我们就可以每学期从大
约50至80名的应聘者中选出十二个最合适的人选。

在2017年6月底的最后访问中，我们意识到了我们的培
训计划有着巨大吸引力。我们在访问时也无意间同时对
我们的客户VWATJ进行了访问。与大众相比，几乎所有
的学生都更喜欢与我们面谈。要知道，在人才的角逐中，
大众在这个领域中达到足够水准，已经是一种殊荣。

现在我们有学生。但是我们还缺少可以让这12名青少
年青睐的培训师和高水平的培训内容。首先，我们提名
了当时担任车间经理的张塔瑞（Terry Zhang）先生。他
是第一批SCT的员工，高度重视标准化流程。另外，我们
还聘请了张比尔（Bill Zhang）（他们两个不是亲戚！事
实上，约有1亿名姓张的中国人）为我们的培训师。他在
实际加工过程中训练学员。两人得到了德国技术专家
本杰明·施密特（Benjamin Schmidt）先生的支持。他
训练学员们使用SW机器以及带领朱利安·多里（Julian 
Dullien）先生和吴凯利（Kelly Wu）先生一起训练机器

人。由王杨（Yang Wang）先生补充完整该团队，他将技
术图纸简明扼要的比喻为街道拐角处的信息亭。

培训计划 ... 完成！认证 ... 完成！学生 ... 完成！培训师 ... 
完成！房舍和设备 ...？ 接受挑战：

为了保证培训的质量，我们应该设置一个保护区，这是
格拉斯昊夫（Grasshoff）先生所说的非常重要的要点。
我们没有太多的空间。最终，我们决定把我们的食堂从
一楼搬到上层，把旧食堂用作培训车间。现在那里有工
作台，工具，测量和教学设备，具有3d 仿真软件的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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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所在地

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具有发那科控制系统的六维训练机
器人可用。 

此外，还在生产大厅内直接设立了一个围栏训练区。并
且配备了德马吉（DMU 50）立式五轴铣床以及西门子
840Dsl数控系统。

实际上培训设备非常接近生产区。训练机器人与训练铣
床在生产中提供相应的控制装置，就像产品中对应的
人员一样。 

本杰明·施密特（Benjamin Schmidt）是一个自学成才
的机械加工技工，激动道：“如果我在学习期间能通过这
种设备进行训练，我会很高兴的！”

中国的发展计划特别强调职业培训的发展。首先就是要
加强实际应用方面。可以通过实习项目将学校和企业达

成合作，从而将工作和学习结合起来，应该就可以拓展
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我们感到自豪因为这一培训概念的提出为中国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对整个团队的出色表现表示感谢！

作者
法丙安·盖德 （Fabian Gäde），
施洛特汽车零部件（天津）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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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所在地

地点 学员 录用

施洛特汽车零部件（哈尔苏姆）有限公司 6 6

西点百科（GAW）（韦尔尼格罗德）公司 5 5

施洛特汽车零部件（拉滕诺）有限公司 1 0

施洛特汽车零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11 9

施洛特汽车零部件（萨尔布吕肯）有限公司 2 1

施洛特汽车零部件（勃兰登堡）有限公司 3 3

施洛特集团 28 24

„我们的学员将要独立，但仍然忠于我们“

我们很高兴您决定在我们施洛特集团
（SCHLOTE GRUPPE）培训。 更让人高

兴的是，你们中的许多人决定留在我们
的大学里--欢迎！

每一个职业生涯开始时都很小。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发展
自己。施洛特的培训、双元制学业或临时工作都提供随
着任务和挑战而成长的许多机会 

亲爱的员工们，也希望您能为我们公司发现新的人才！ 

您可以在“分享”下找到我们的培训和工作机会： 

JOBS.SCHLOTE-GRUPPE.COM

小起点-大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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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茨格罗德 –

从我们的所在地

哈尔茨格罗德的新工厂被描述为“施洛特集团
（SCHLOTE GRUPPE）最现代化的工厂”，但这是真的

码？
 

哈尔茨格罗德的工厂真的比中国的工厂还要好
吗？

首先，相似之处在于: 
 两个工厂在技术上都处于非常新的状态。
 两者都距离铸造厂很近。
 两者的自动化程度都有很高。

但是，与哈尔茨格罗德到底有什么不同？

首先，有个事实是我们在天津的工厂已经存在了三年。
而三年对于创新世界和不断地改进来说是一个很长的
时间段。

三年通常是一个很长时间-2014年我们中的许多人还
在和海伦·费舍尔（Helene Fischer）跳舞，屏住呼吸盯
着大屏幕看到德国成为了世界杯冠军。

在此期间，我们有很多时间提出也许是更好的新想法，
并且在发展中久经考验。

对于新工厂，为了提高效率以及质量水平，特别是为了
用户友好性使用，他们对机器和系统进行了100多次优
化。

以前经过试验和测试的机器已经得到改进和修订，
如SW W06。顺便说一句：这台机器和施洛特集团

（SCHLOTE GRUPPE）已经共存了13年。

2004 年11月，第一台这种类型的机器在工业试验领
域投入使用，没有人意识到我们将如何共同发展。几年
来，SW W06在各种应用中受到了我们的批判和优化。
我们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充分发掘他们的潜能。

所以，机器和我们共同成长了。
13 年后的现在，这样一个 SW W06 又一次来到我们的
车间。新的，成熟的和创新的。就像我们在哈尔茨格罗
德的工厂。

空间上直接临近铸造工厂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成功因素。
在哈尔茨格罗德，新的施洛特工厂直接位于我们的战略
合作伙伴Trimet公司附近。如此一来，从长远来看，最
大限度地减少了物流和运输成本。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提高效率和就近使用效率。
 
空间上的接近可以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每天不断地进
行改进。直接反馈对于快速灵活的解决方案是至关重要
的，能促进我们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并肩工作。

我们说的现代化是什么意思？

现代化是指在工厂中自动化的程度：夹具，机械设备和
洗涤技术在装配过程中的灵活性。

例如，我们的高压水枪去毛刺装置可以其用灵活的设备
将所有类型零部件印制下来。

自动调节装置将需要去毛刺的任何零部件传输到机器
上并选出正确的操作程序。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这个
设备对于类型的变化或变体的位移是不需要重新装备
的。

这就总是要求灵活的和用户友好的工作模式在有效的
系统中相互协调一致。这就是我们的成功。

我们是否能再次成功的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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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是什么让哈尔茨格罗德尤其特别？

未来的操作者将把这些理念运用到装备的设计和一体
化进程中。这也确保了以后的员工可以高度接受这样一
个非常实用的设备。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任务中成长，这恰恰是施洛特集团
（SCHLOTE GRUPPE） 所做的。及早检测到错误，并进

行改进。

 
哈尔茨格罗德是该组中最具创意的工厂团队。但只是因
为他有不同的作品。仅仅因为我们从每一个不同的作
品中获得所有的经验价值，所以我们才能够以如此创新
的，新的和高效率的方式发展哈尔茨格罗德。

 安装了11个电解槽处理装置，每个处理
	 装置有三个防爆加工中心

 每年将向客户交付885,000个轴承

题外话:
去毛刺是通过一个超过500帕压力的水射
流进行的。水射流针对毛刺进行去除，然
后在其根部断裂。因此，可以达到完全没
有毛刺的效果。

合著者： Martin Haus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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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所在地

公司新同事
Schlote New Faces

施洛特集团正在壮大 … 不仅仅每天有新任务，我们的团队在近几个月也有一些新同事加入！下面是新同事们的介
绍：

施洛特对于我来说 …
不仅仅是雇主。 我可以说，这里激起我对工作的热爱，
并且我能以热爱的事业谋生。这一点在如今的工作中已
经很难得了。

在企业中，变化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一定程度上已
经失去了意义。这是塑造的过程，需要我们去积极调整，
这对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种挑战。

团队以及公司同事充满活力，每天激励着我。在这里我
感觉自己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公司积极采纳各种
想法，并务实地践行，使得员工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这也正是我工作的动力。成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公司的
一部分 ， 使得我每天有令人兴奋的话题以及足够的自
由，可以带着创新、激情去工作。

孩童时期我梦想的职业是 … 
成为“宣传广告的阿姨”和政治家。广告总是令我着迷，
这一点像我的父母一样。 只有私人电视台的新广告出
现在屏幕上时，我才看电视，所以我看电视的时间是固
定的。

这两个梦想都没有实现，但是我嫁给了一位政治家。

NICOLE TÜRK

2017 年2月开始负责施洛特集团的企业通讯事
务。

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不能没有 …
 一支好的笔 
  每天至少笑8次
 红牛饮料（好吧，不是每天喝，只是偶尔）
 出色的同事 

闲暇时，我 …
在各种健身房表演体操——从汉诺威一直到格罗瑙
可以用有趣的方式使人们感到愉悦，激发大家的热情。

我会因为它而心情愉悦 …
一块奶酪蛋糕。对于我来说，没有比一块新鲜出炉的奶
酪蛋糕更棒的了！

我的特长是 …
恩…我可以只动一只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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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洛特对于我来说 …
是一个全新的，令人兴奋的挑战。我要创建新的团队，同
时要给予我的同事支持。

孩童时期我梦想的职业是 …
地质学家。

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不能没有 … 
一个出色的团队。 

闲暇时，我 …
大部分时间在健身房或者吃饭。

STEFAN LORISCH

2017 年2月扩建了施洛特团队，并担任索赔部
经理。

我会因为它而心情愉悦 …
邀请我一起去喝啤酒吃烧烤。

我的特长是 …
从不满腹牢骚，而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施洛特对于我来说 … 
担任人事部领导是我乐于接受的挑战。

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不能没有 … 
一杯好喝的咖啡 …

闲暇时，我 … 
打乒乓球

我的特长是 …
对新的事物保持开放和不带偏见的态度

HOLGER ROTH

2016 年10月接手管理人事部。

我会因为它而心情愉悦 …
在我喝完一杯咖啡之后，又有满满一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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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洛特对于我来说 … 
一个理想的环境，可以利用新技术解决问题。

孩童时期我梦想的职业是 … 
考古学家。

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不能没有 … 
咖啡。

闲暇时，我 …
在啤酒公园解答技术难题。

我会因为它而心情愉悦 … 
当大家充满激情地工作。

我的特长是 … 
遗传父母的。

SEBASTIAN RICHARZ

2017 年 1  月担任技术系统部领导

施洛特对于我来说 … 
是一段值得期待的旅程。

孩童时期我梦想的职业是 …
老式火车司机。

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不能没有 … 
纸质工作（很可惜）。

闲暇时，我 … 
通常陪伴家人。

STEFAN JENKE

2017 年 7 月接手施洛特集团法律部。

我会因为它而心情愉悦…… 
当别人需要我的帮助时。

我的特长是……
提问题，即使已经知道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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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洛特对于我来说 … 
充满挑战。很多东西都仍在建设，没有经验。这对我是一
种激励。我多年积累的经验对公司未来的项目是十分重
要的。我们要继续我们已踏上的征程。我期待，和领导层
的同事以及我们部门成员一起，将施洛特发展成一家极
有竞争力的公司。

在我的工作场所，我不能没有 … 
“幸福因子”而真正高效工作。办公室的气氛和我与同

事的交往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的思想无需用于处理各
种不足缺陷之处，我更喜欢专注于我的工作。

闲暇时，我 …
很少待在家，因为我和我的夫人热衷于旅行。2013年我
才在下萨克森州和布伦瑞克定居。我们一家人来自美丽
的石勒苏亦格荷尔斯泰因州，与海岸是紧密联系的。为
了熟悉新的环境，我们喜欢在哈茨山脉徒步，未来几年
也将一直这样。哈茨远足协会在哈茨山脉建立并标记了
222条徒步道路。每两年我们选择一个地方度假，目前
我们已经去过了好几个大洲。

我的特长是 …
即使在艰难和看似不可战胜的情况下，我也能保持冷
静。我的性格就是如此，理性地有条理地去完成工作，解
决难题。我也乐意带领团队一起渡过难关。正是因为这
些性格，引领我在项目管理部门进行工作。

HUGO SCHORNSTEIN

2017 年 7 月成为项目管理的领导

我会因为它而心情愉悦 … 
日常小事。一个优美的句子，一句表扬或者一次小小的
关注。我会特意记录下来，也努力让我周围充满欢乐。

孩童时期我梦想的职业是 …
不确定。由于我经常进行体育活动，我很早就是团队成
员，因此我也看到自己在一个出色团队的职业前景，即
使一切都很不确定。在德国海军服兵役时，我在特殊部
队当海军潜水员，将团队合作和体育运动的挑战精神结
合起来。但这种挑战更适合个人。从事自动化技术几年
之后，我又去了解了项目管理。从管理国际汽车厂的自
动化技术流水线到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我一步步走到
了现在。而且我还将一直在一个优秀的团队，也就是项
目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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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OLIVER GEIGER

2017 年 1月开始在财务部门担任领导。

MATHIAS HAAS

2017年7月接手管理能源系统部门。

DR. THOMAS KELLER

2017年4月建立能源与环境管理部门并担任领
导一职。

财务领域的挑战是巨大的，因为必须考虑过程、系统和组织的最优化。

我期待与我的团队一起面对这些挑战！

施洛特对于我来说 …
绝对是一个挑战！我喜欢做出改变，喜欢挑战新事物来证明自己。我的
目标是，推动和引导团队发展，重点是大家能共同进步。

我会因为它而心情愉悦 …
大家真心地邀请我喝咖啡。

孩童时期我梦想的职业是 …
森林管理员。

施洛特对于我来说……
令人兴奋的任务，积极友好的同事，有时也会有一些真正的挑战

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不能没有 …
口香糖和绿色植物

闲暇时，我 …
喜欢在户外感受大自然，或者在花园里做“粗活”。

我的特长是 …
真正的多才多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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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 
  燃油分配器金属板条  (KVL)

迄今为止，该项目的零部件是由印度的供应商制造的。
然而，由于质量原因，本合同被终止了。大众又收购了
另一家供应商“UNIPART优尼派特”，而优尼派特将燃
油分配器金属板条的进一步加工给了我们施洛特集团

（SCHLOTE GRUPPE）。

我们的客户优尼派特（UNIPART），也就是说大众作为
我们的最终客户，随着发展趋势要扩大生产力。而我们

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是需要尽快的建立和快速推动相关
产品的生产进程。

通过我们的技术准备在推动过程的良好表现，可以看
出我们能够成功地实现客户设定的目标。经过FormTec 
公司的同事们的努力工作，让需要紧急完成的设备建设
也可以如期竣工。

GAW 1087A

 项目开始于2017年2月
 2017年4月生产第一批产品
 2组件  =  > 喷油器杯（喷油器座）和传感器端口（加油机）
 材料 = >锻造不锈钢1.4301
 机器 = > SW BA321
 套装 = > 1套= 3x 喷油杯 + 1x 传感器
 客户 = > 优尼派特（UNIPART）动力总成应用（考文垂大学，英国）
 最终客户 = > 大众萨尔茨吉特 （VW Salzgitter）
 为大众途昂 （VW Teramont）系列车安装了VR6 2.5升TSI发动机 （SUV，中国市场）
 供应链：半成品 = >法.康普工厂 （Fa.Kampwerk 普勒滕贝格）

  加工=>车轴
  引擎控制模块去毛剌 = >法.奔赛乐工厂（Fa.Benseler 弗兰肯贝格市/ 萨克森州）
  装配燃油轨 = > 优尼派特 （UNIPART）公司（考文垂大学，英国）
  发动机装备 = > 大众萨尔茨吉特 （VW Salzgitter）
  为大众途昂 （VW Teramont） 系列装船运输到中国

 生产力:
  1、第一步：17,400套每次 + 30% 浮动
  2、第二步：24,000 套每次 + 15% 浮动
  3、第三步：33,600套每次 + 15% 浮动

 零部件将在优尼派特（UNIPART）公司焊接和钎焊。
 

关于燃油分配器金属板条项目的小认识：

从我们的所在地

Autor: Herr Guido M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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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有一个新的哑巴同事：尽管有时沟通困难，但他
仍然会让您毫不费力的工作。您不会讨厌一个很少跟
您说话，既没有胳膊也没有腿甚至只有一只眼睛的可怜
人，实际上他必须有一个极其不利的劣势。

假设你的同事连续上了7天的24小时班。他不睡觉不吃
饭。他只是简单的在那里帮助你。但是与您相比，他更需
要您。因为他在某些方面也许还是一个实习生，需要您
给他们传授一些知识。因为没有您，他将永远无法完全
完成他的工作。

施洛特研究

自2015年底以来，我们在捷克共和国的同事与MTS 公司
（现代技术系统）合作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这可能意

味着施洛特集团（SCHLOTE GRUPPE）在光学零部件测
试上取得真正的创新。

在光学零部件测试“支架06L903 143 A”和“支架06L 
903 143 D”期间，先进的康耐视（Cognex）7402视觉系
统 （Cognex In-Sight 74020可以在捷克共和国节省60
的成本！

零部件似乎被“扫描”出错。如果发现所谓的错误，机器
将自动对零件进行排序。接下来那些“有缺陷”的部件将
由员工再次检查。 

做到完美就需要大量的优化

自2017年初以来，我们两个新的“同事”现在积极参与
生产。尽管如此，在摄像系统上接受过培训的三名员工
通常必须纠正“第三只眼”。反射，不同的光辐射导致照
相机提示部分组件可能错误，尽管一切都很正常。

所以，在新的程序设计中要考虑到这些细微之处，并不
断改进。

不过，为了尽量减少错误信息，相机技术必须精细化，
但是一旦完成了，新的光学测试就可以每天大约测试
3,800件。

新的关键性的同事
具有质量保证的相机系统将在捷克共和国得到
严格的考验

从我们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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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所在地

共同作者：托马斯·佩崔克 （Tomáš Petřík）

与机器合作？

因此，这一技术在施洛特集团可以使人们的工作得到方
便并有意义但是并不能取代。在运输前的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为了加快几倍速度和最重要的简化。相机系统的自
动化过程还尽量避免了可能由待检查部件的质量引起
的误差。因此，只有少数部分必须由人眼进行深入检查
并分类为 i.O.或 n.i.O.。

大量时间的节省，简单方便和可持续改进等这些方面使
相机系统在施洛特集团（SCHLOTE GRUPPE）内部取得
了巨大的创新，甚至可以在未来的其他部门使用。

 支架 06L903 143 A和支架06L 903 143 D的测试。

 零件是为我们的客户 - DGHG 集团生产的。然而，最终客户是奥迪 Hungária Zrt.。

 该项目称为奥迪，项目EA888 Gen.3，2.0l TFSI。

 组成的材料是一种铝混合物AlSi12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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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洛特集团（SCHLOTE GRUPPE）的每个部门都直接
或间接地把“面向问题”是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作
为自己的座右铭

员工托马斯·凯勒博士（Dr.Thomas Keller）和奥利弗·
奥森科普（Oliver Ossenkopp）认为在今天不仅要思考
明天，还要思考后天甚至思考以后的时间。为了减少排
放和能源消耗，这两个男人每天在能源和环境管理部门
以在施洛特集团（SCHLOTE GRUPPE）建立可持续性发
展的新领域而努力着。因为：能源和环境肩负着施罗特
集团（SCHLOTE GRUPPE）在未来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和
责任。

设计是一切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专家参与了 关于哈尔茨格
罗德新工厂的初步计划。他们称之为寻找改革新方案。
因此，大部分水池现在在预洗时通常是由区域集中供暖
加热，并且大厅从一开始就安装了LED节能照明设备。
一个员工说“一个有效的节能概念一般从第一天起就要
计算回报率，即使最初的投资是相当高的。我们当然也
希望施罗特集团SCHLOTE在整个使用期限内有效的节
约更多的成本。”

衔接程序有助于日常生活的改变

能源管理体系ISO 50001将会在未来被整合到Q.Wiki网
站中，帮助我们每个人不断改进与提高能源相关的成
绩。这个管理系统将在透明中完成结构化过程，并使其
职责可见。在之前施洛特集团的系统中却并非如此。所
以这就需要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它对集团也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

质量、环境和能源管理程序相互紧密联系，以实现最大
可能的协同关系。

大尺寸垃圾分类

在哈尔苏姆（ Harsum）的一个生产部门提出了一个新
的废物收集概念，这在未来将引领施洛特集团（SCHLO-
TE GRUPPE）的其他生产车间更快的分拣和处置垃圾
废物。由于许多原因调整是势在必行的。一方面，在该
区域有新的法律赠予，我们作为公司必须作出相应的改
变。另一方面，生产工作应该提高效率。所以，这些垃圾
应该尽快的分拣出来, 以便我们的同事能够集中精力完
成他们的核心任务。

以前经常为了一个特定的材料去寻找一个对应的垃圾
桶， 当然这在一个小的车间是没有大问题的。但是，在
巨大的增长之后, 结构化发展迫在眉睫。我们施洛特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SCHLOTE）是一个重视可持续发展
的企业。新的废物收集概念也将为可回收物质与不可
回收物质的分开做出贡献。新秩序的创建意味着这些垃
圾桶本身的污渍较少。也因此明显有个更有序的工作场
所，最终也激励了我们的员工对秩序维护。

目前，这个概念还在开展阶段。这表示：除了萨尔布吕肯
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改变，其他地方也在跟进。

带有LED节能的事物

LED 的确是当前条件下最棒的，他可以节省能源和发出
光亮。在施洛特集团（SCHLOTE GRUPPE）的车间里，生
产区域的环境条件面临着一个真正的挑战。这个运行环
境几乎包括了湿度、污垢、油脂以及高温等问题 - 所以，
首先必须测试照明是否能经受起这些因素的影响。
 
为此，今年将在哈尔苏姆（Harsum）建立一个测试区。如
果LED经得起考验，那么它们将被集成到所有其他工厂
的标准照明概念中。

我们将在“好消息”这个模块中向您通报该项目的进一
步发展。

我们的产品和市场

在今天已经思考到明天 。。。
能源与环境

保护资源，并明智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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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和市场

未来的伟大计划

大量的能源正在生产中被消耗。但是员工们仍然无法确
切地说出在哪里，特别是在哪些地方消耗了多少能量。

凯勒博士先生（Herrn Dr.Keller ）和奥森科普先生
（Herrn Ossenkopp）的一个共同目标是建立一个在集

团范围内可以集中控制的能源数据管理系统。在有国际
全球大气监视系统和其他的数据管理系统的初次体验
后，修改了这一基本思想，并在新的计划中要考虑到现
有经验。

该项目仍处于调试和测试阶段，但是有很大远景:

一个智能的能量数据管理系统可以通过图像显示能源
消耗量从而暴露出整个施洛特集团（SCHLOTE GRUP-
PE）的弱点，直到让每个工厂，每个制造单位有选择性
的调整机器。但是，这样的系统需要一个良好的基础结
构，数据可以通过这个结构导入该系统。然而这就需要
充分的准备，实际上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

然后每个工厂应该为了让能源消耗透明化，所以应该每
个月做一个能源消耗报告。因为我们的生产是基于不同
的生产理念，所以生产过程应以有意义和可理解的方式
进行整合和连接。

环境和能源管理对施洛特公司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领域。
凯勒博士先生（Herr Dr.Keller ）和奥森科普先生
(Herr Ossenkopp）很乐意把他们的知识和职权传授给

整个施洛特集团 （SCHLOTE GRUPPE）。因此，如果您有
任何疑问或建议，您可以随时与他们取得联系。

共同作者：托马斯·凯勒博士 （Dr.Thomas Keller）
和奥利弗·奥森科普 （Oliver Ossenk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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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洛特集团内，男女当然平等，但为了便于更好地阅
读，“员工杂志”的一些文章未详尽使用法定平等（AGG）
写法“女员工们和男员工们”。非常感谢您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