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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存方式可持續發展
盡我們的責任。



我們的生存方式

在盛禧奧，可持續發展和企業社會責任是我們一切

活動的核心，也是我們的本質。

隨著我們幫助客戶克服最複雜的材料挑戰，我們

打造出提升和改善全球各地人們生活質量的可持

續解決方案。我們的前瞻性思維圍繞安全、質量、

效率和社區合作等核心展開，為每天帶來積極的變

化。

這份報告展示了盛禧奧如何推動可持續創新，以及

盛禧奧員工如何將我們的安全和責任文化融入生

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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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禧奧致力於開發創新的解決方案，造福全

世界。我們努力讓周圍世界變得更美好，怀著

這份熱忱，全球各地近 2,200 名員工緊密團

結，共同努力發展我們的業務。這使我們能

夠提供最先進的可持續材料、技術和解決方

案；不斷尋找減少環境足蹟的方法；並保護

我們員工以及我們生活和經營業務所在社區

的安全和福祉。

可持續發展和企業社會責任是我們業務的

一部分。在我們不斷進步，推動客戶、員工和

社區前行的過程中，從實驗室、生產設施到

公司辦公室，我們在方方面面都履行著我們

對環境管理的承諾。

2016 年是圓滿的一年，我們在環境、健康與

安全 (EH&S) 方面都有驕人成績。我們取得

了自 2010 年公司成立以來最驕人的安全績

效，83% 合資格團隊 (近 1,500 名員工) 因

零可記錄工傷事故、零洩漏和零過程安全事

故而贏得了三零獎的表彰。

我們推出的新產品，可在汽車、醫療和家電

市場實現更大的可持續發展，並擴大和改

善工廠運營，同時減少我們的環境足跡。

自 2011 年以來，我們將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 的排放量減少了一半,廢棄物總量減少

了 59%。

每一位員工，每一間工廠在我們的可持續發

展和企業社會責任措施中都發揮著關鍵作

用。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成就顯示了我們的

團隊朝著崇高的目標而共同努力的力量。這

就是我們的生存方式。

Chris Pappas
盛禧奧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2017 年 7 月

總裁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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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我們的承諾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盛禧奧致力堅守最高水平的誠信和責任，為我們的客戶、合作夥伴、員工和社區服務。

我們的核心價值觀、環境、健康與安全政策、對責任關懷® 

的支持以及道德和合規政策指引我們盡力實現優秀且可持

續的績效。

盛禧奧的核心價值觀

• 對客戶的承諾 — 透過與客戶的合作，我們憑着技術、

創新和解決方案為客戶創造價值。

• 創新 — 我們相信，盛禧奧的技術創新和員工創造力將

推動我們和我們的客戶取得成功。

• 尊重和誠信 — 我們用尊重的態度來對待我們的員工、

客戶和利益相關者，并予以尊嚴。我們以最高的道德標

準開所有業務活動，並充分遵守任何營運所在地的法

律。

• 負責和價值創造 — 我們相信：速度、靈活性、加上良

好的決策能力才能創造價值。我們有著高度的責任感，

肩負著公司邁向成功的責任。

Responsible Care® 是美國化學理事會在美國註冊的服務標誌。

• 責任關懷® — 作為一家奉行責任關懷® 原則的公司，

員工的健康和安全以及保護我們所在的社區是我們最

優先考慮的事項。我們努力達到或超過環境、健康和安

全績效的最高標準。

我們致力於持續改進盛禧奧的經濟、

環境和社會績效。

要了解更多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請瀏覽 www.trinseo.com/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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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健康和
安全政策 
健康、安全和環境保護充份體現在我們的核心價值之中，

並且是我們所有活動的一部分。我們的環境、健康與安全 

(EH&S) 政策通過以下幾點得到具體體現：

• 消除工作場所傷害和疾病

• 防止不良環境影響

• 減少和避免廢物和廢氣排放

• 在我們產品生命週期的每個階段促進節約資源

它為我們的每位員工提供了重要指引，同時也是支持我們

促進與我們相關的所有人員和社區的健康、安全與福祉的

基礎。 

在 www.trinseo.com/EHS  

閱讀我們完整的 EH&S 政策。

11 位盛禧奧員工被認證為  
EH&S 審核員 
作為我們可持續發展承諾的一部分，盛禧奧每三到五年就對

其生產和研發設施進行審核。這些審核的目的是驗證盛禧奧

設施的狀態，確定它們是否符合當局和公司內部的環境、健

康與安全 (EH&S) 要求。審核團隊由來自盛禧奧不同部門的

專家組成，他們具備環境、個人安全、工藝設備安全、運輸、安

保和管理體係等各學科經驗。

2016 年，在完成我們內部的 EH&S 審核員培訓計劃之後，

有 11 位員工拿到了盛禧奧 EH&S 審核員證書。憑着這些認

證，這些員工加入來自盛禧奧在各國分部的 60 多個審核員

的行列。

“為了不斷改進我們的 EH&S 績效，我們需要監測我們是

否遵守所有內部和外部的要求並在需要時作出相應的調

整”歐洲/MEA EH&S 負責人兼全球 EH&S 審計主管 Hans 
Vercouteren 表示。“盛禧奧的 EH&S 審計計劃旨在監測；它

為設施提供一份詳盡的報告，從而可根據報告作出改進。此

外，審計員和受訓人員得益於通過該計劃提供的知識和文化

交流，在同事間建立新的或更強有力的工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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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關懷® 
自 2010 年以來，盛禧奧一直是美國化學理事會責任關懷® 

計劃中令人驕傲的一員，該計劃是全球化工行業旨在改善

環境、健康和安全 (EH&S) 以及設施、流程和產品安全性能

的自願行動。

責任關懷® 成員必須遵守可能比大多數國家的法律更為嚴

格的要求。我們的參與加強並證明了我們以下的承諾，即：

以符合道德的方式開展經營，努力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

在生命週期的每個階段 (從研發實驗室的啟動，到製造、分

銷再到循環再用、回收和最終處置) 安全地管理我們的產

品。

責任關懷® 再認證

2016 年 9 月，盛禧奧成功完成了責任關懷® 管理系統的再

認證審核，這意味著盛禧奧達到了

該計劃設定的要求，並將繼續在全

球被認定為責任關懷® 公司。美國

化學理事會要求其成員每三年進行

一次再認證。

責任關懷® 審計的重點是管理體系、政策和職權鏈。盛禧

奧為期一周的審計由具有 30 年化工經驗的獨立認證審計

師執行，審計內容包括對我們位於佐治亞州道爾頓的生產

基地進行實地考察；審查公司的企業 EH&S 實踐，包括產品

安全代碼、過程安全代碼和安全代碼的實施；以及責任關

懷® 管理體系的實行。 

閱讀有關盛禧奧責任關懷® 的詳細內容。

請瀏覽 www.trinseo.com/responsible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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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二十年裡，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發生了

顯著的變化。所涉及的範圍可以是機構運

作、商品和材料的生產，甚至是食品從農

場到餐桌的整個過程，圍繞可持續發展的

討論每天都在進行。

在業界耕耘近 30 年，可持續發展一直都

是關鍵主題，看到不同的人群和公司對於

自己消費和生產的產品做出具有社會良知

的決定，的確令人鼓舞。見證並成為他們當

中的一員，優先考慮比自身更為重要的問

題，這些都為我帶來無比力量。

在盛禧奧，重視環境和社會責任已經融入

我們組織的各個部分。我們致力創造可持

續性的材料，使得最終產品效率更高，性

能更好。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承諾並不止關系到我

們。通過我們的材料為我們世界帶來實質

性好處，使新意念和創意得以實現。

什麼是盛禧奧可持續發展之道?

Catherine Maxey, 公共事務、可持續發展、

環境健康與安全副總裁 9



2016 財務概要

我們公司財務表現強勁。2016年，盛禧奧出現了創紀錄的現金增長、淨收益和修正後利息、稅

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包括在我們的“高性能材料”和“基礎塑料和原材料”部門均獲得創紀

錄的績效。這些亮點反映了顯著的產品發展和增長，包括：

新產品發布：

EMERGE™ 8830 LT 高級樹脂，一種創新的透明聚碳酸

酯，適用於需要透明度，厚度和阻燃性等屬性之間實現 

良好平衡的照明設備市場

PULSE™ XT 系列 PC-ABS 產品，輕量化和有成本效益

的解決方案，適合擾流板，外後視鏡和前格柵等汽車外

飾應用 

STYRON X-TECH™ 2175 聚苯乙烯樹脂，適合家用電器

市場，使得冷櫃和冰箱的外壁更堅固，更薄，且可實現

10% 的材料節省

STYRON™ 2678 MED 聚苯乙烯樹脂，具生物相容性，

非常適合醫療包裝、診斷組件、培養皿以及試管和移液

管 

擴充定製化复合進行全球生產以滿足亞太地區醫療市場的 

CALIBER™ 聚碳酸酯樹脂要求

荷蘭特爾紐森新研發中心動工，以加強合作和創新，應對客

戶和市場的需求

擴充溶液 - 丁苯膠膠 (S-SBR) 產能，滿足特種橡膠不斷增

長的需求，提高高性能輪胎的能源效率，安全性和耐久性

在德國施科保建造新的 S-SBR 試驗廠，加快從實驗室樣本

到商品化的開發過程，預計在 2017 年第 4 季度投入服務

10



$225 $318

2 0 1 5 2 0 1 6+41.3% 2 0 1 5 2 0 1 6+145.4%

$6.70$2.73

淨收入 每股盈利
(稀釋後)

[Pie Chart #1]
Revenue by Location
 
Europe: 56%
Asia: 24%
North America: 18%
Latin America: 2%

[Pie Chart #2]
Revenue by Market

Other: 16%
Building & Construction Sheet: 14%
Automotive: 14%
Tire/Rubber Goods 12%: 
Board/Specialty Paper: 6%
Graphical Paper: 9%
Packaging: 8%
Consumer Electronics: 5%
Textile: 7%
Appliances: 9%

56%
歐洲

24%
亞洲

18%
北美

2%
拉丁美洲

各地區

收入

建築及建材板

其他

包裝

圖形紙
輪胎/
橡膠產品

汽車塑料

家電

消費電子
5%

8%
9%

6%

12%

14%

14%

16%
7%

9%

紙板及特種紙

紡織品

各巿場的

收入

2016 財年
截至 12 月 31 日 (按百萬美元計)

如需查看 2016 年全年的財務業績，

請瀏覽 www.trinseo.com/
annualreport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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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每天
以安全和責任來開始和結束



在盛禧奧，保護人和環境已融入到每一件我們開展

的所有活動之中以及每個我們做的決定之中。從盛

禧奥 2010 年成立的第一天起，達到甚至超越安全

和環保的最高標準就一直是盛禧奧的首要目標。然

而，我們認識到，我們需要把安全和環保融入到我

們的文化中而不只是達到期望的指標。而這些都正

好反映在我們對可持續和創新的一貫承諾，就是幫

助維護我們每一位員工和相關社區，及保護我們的

地球。

工作的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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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零：

創紀錄的 EH&S 績效

盛禧奧相信“零願景”，最終目標是實現零工傷將安全視為

首要目標，創立了三零獎 (000) 計劃，以表揚和獎勵那些根

據環境，健康和安全 (EH&S) 最佳實踐開展運營並且沒有

發生安全事故的運營團隊和全球研發 (R&D) 團隊。

2016 年，共有 21 個盛禧奧運營團隊和三個國際研發團隊  

(總計 1,486 名員工) 獲得了三零獎，將“零願景”變成事，

並使 2016 年成為盛禧奧在 EH&S 表現最卓越的一年 。 

83% 符合資格的團隊獲得三零表彰，這使盛禧奧取得了自 

2010 年公司成立以來最佳的安全績效。這一成就使盛禧奧

處於所有化工公司的前列。

米德蘭

密西根州

道爾頓 

佐治亞州83% 符合資格的

團隊獲得三零表

彰，這使盛禧奧取

得了自 2010 年公

司成立以來最佳的

安全績效。

零傷亡·零洩漏·零流程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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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山 

韓國

哈米納 

芬蘭

諾爾雪平 

瑞典

施科保 

德國
泰森德樂 

比利時

特爾紐森 

荷蘭

青衣 

香港

孔雀港

印度尼西亞

張家港 

中國

新竹 

中國台灣

膠乳粘合劑

塑料 — 苯乙烯聚合物

塑料 — 聚苯乙烯

塑料 — 苯乙烯

塑料 — 維護

塑料 — 化合物與混合物

橡膠 — 維護

橡膠 — 物流

橡膠 — 分析實驗室

橡膠 — 丁二烯

橡膠 — 溶聚丁苯

橡膠 — 乳聚丁苯

除了上述運營團隊之外，我們的膠乳粘合

劑，塑料和橡膠國際研發團隊也獲得了 

2016 年度三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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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第一次就做到更安全”是全球環境，健

康和安全 (EH&S) 主管 Ted Kietzman 的座右銘。

通過設計能夠發揮盛禧奧優勢的安全計劃，以及

讓每一盛盛禧奧員工都能夠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模

式，Kietzman 每天都在努力建立一支更強大，更

安全的員工隊伍。用他自己的話來說，Kietzman 
形容盛禧奧對安全有其獨特的方案。  

安全是一項個人價值觀 

“將安全放在首要地位，甚至作為一種生活方

式，即將它成為一種個人價值觀。授權一詞也許

很氾濫，但是在安全方面，讓每個人都參與是非常

重要的。我們以一種務實，真切的態度來傾聽、學

習、理解並參與至關重要。

將我們的“零願景”變成現實

我們每個運營團隊都至少獲得過一次三零獎。每

個團隊都品味過這一成就的美妙。能獲得大獎是

因為團隊付出巨大的努力，每天專注安全來完成

每一項任務。獲得三零獎的團隊都有幾個共同的

特点。

他們都相當聰明，能夠理解所有安全程序和標

準。他們對周圍環境有著很強的危險意識並可預

料可能出錯的地方。而且他們努力運用他們的專

門技能和意識，每次都將所有保護層落實到位。這

需要花很多的努力和專業精神才能做到的。

我們的優勢使我們成為行業的佼佼者

兩項優勢 - 強大的工程基礎（包括工程設計、過

程控制和程序）和真誠的心 - 使盛禧奧的安全方

案不同於其他化學材料行業的公司。我們在運營

時以工程為導向，幾十年來我們對我們的技術一

直秉持持續改進的心態。當安全已是一項個人價

值觀時，我們都被授權，每天都做到最好。人們期

待也希望擁有將其團隊的安全放在首位的領導。

我們的領導做到了這一點；這也是我們本質上的

一部分。”

什麼是盛禧奧打造安全員工團隊之道?

Ted Kietzman, 全球 EH&S 主管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2011 2013 2014 2015 2016

0.28

2011

0.14

0.32
0.28

0.32

3.80

2.10

0.76

0.07

0.07

8

4

9
8

9

2

整個製造行業‡

化學類製造行業‡‡

ACC 成員公司‡‡

盛禧奧

安全績效

從數字上看

為努力改善環境、健康和安全 (EH&S) 以及責任關懷® 表現，盛禧奧將三項關鍵指標：

安全事故、重大化學洩漏事故損失和工序安全事故列為每年要完成的目標之一。

有記錄工傷

盛禧奧在 2016 年有記錄的工傷率為 0.07，為五年來的最

低水平，而且遠低於其他製造商和美國化學理事會 (ACC) 
成員公司。

有記錄工傷事故包括工人在工作過程中需要進行超出急救

範圍的醫療處理，出現意識喪失，限制勞動或醫生建議休病

假的工傷或相關疾病。

與化工行業的許多其他公司不同，盛禧奧將合同工也納入了

工傷報告指標。

*美國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局 (OSHA) 將工傷率定義為每 200,000 工時發生的工傷事故，這與一年中發生工傷的員工比例大致相同。  

**盛禧奧的工傷數據是將全球所有工廠納入統計並包括承包商。‡來源：2015 年美國勞工局統計數據 (最新數據，僅限美國) ‡‡來源：美國化學理事會，2015 年 (最新數據)

工傷率* 工傷數字**

行業工傷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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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PC 是指超過 100 磅的任何材料 (水除外) 的溢出和洩漏。我們將 LOPC 視為

工序安全事故的主要指標，並作出跟踪、監測、調查及糾正洩漏事件，以防對人

員或環境造成危害。

連續兩年，盛禧奧在全球範圍內沒有發生任何工序安全事故。盛禧奧採用與美國化學

理事會相同的標準，即如果工序過程中出現導致嚴重傷害、威脅環境或導致重大設備

損壞，則將該事件定義為工序安全事故。

如果發生安全事故，盛禧奧會執行徹底和有條理的根本原因調查，採取糾正措施以防止或實質上降

低復發的可能性，並在全球分享經驗以改善我們的表現。此方法與我們全面的公司標準、管理體系

和審計計劃結合在一起，使盛禧奧在這些方面能一直領先同行。

重大洩漏事故損失 (LOPC)

工序安全事故 (PSI)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8

2011

55 5
7

4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

2011

0 1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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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位於香港青衣的工廠完美地示範了世

界各地盛禧奧員工如何奉行無洩漏安全

文化。2016 年，一個青衣員工團隊建立了  

“乾板”計劃，以加強每位員工的責任感，

識別並立即報告任何洩漏跡象，如油漬、

滴漏或者管道/輪緣腐蝕。有了所有員工的

積極參與，該工廠能夠及早應對潛在洩漏

的早期跡象，有助於減少發現事故。

人人
防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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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培訓 

                    來造就 安全文化

全面又持續的安全培訓是我們安全文化 
的一部分，盛禧奧生產部門員工在 

2016 年的培訓時間達到
了 60,440 小時，平均每
位員工受訓 39 小時。



 通過
 培訓 

                    來造就 安全文化

安全培訓和演習
盛禧奧認為，要提倡安全文化，實現我們的“零願景”，每一位員工都不可或缺。盛禧

奧全年都會舉辦安全日和安全培訓週等活動，進行針對性的安全教育。

盛禧奧員工通過活躍的討論、內容豐富的報告和小

組互動，尋求在日常工作中關注安全並鼓勵他人作

安全的行為。自 2011 年以來，盛禧奧還與執行管理

層、關鍵職能主管以及工廠運營和環境、健康與安

全 (EH&S) 主管開展全球摸擬危機演習。其目的是

練習處理危急的情況，使公司恢復正常生產，並評

估和改善危機應對程序，同時保護每位員工、所處

的社區和環境。 

我們鼓勵員工提出創見，建立更安全的員工隊伍。

常用的方案常包括：

• 審查設施的 EH&S 表現

• 確定設施中最有可能發生的傷害和事故

• 專家主題報告

• 分組會議與建立團隊練習

• 圍繞損失與預防原則及保護分析層面的研討會

• 小組集思會，提出增進工作安全的點子

• 關於如何達到三零表現的員工報告

• 編制職能部門危機核查清單

Jeroen de Maat 回顧了 2016 年 9 月與工序安全

技術主管 Harry White 一起在中國張家港主持的

安全培訓週，他表示：“與會者對工序安全技術的

重要基礎表現出極高的熱情，使研討會取得了成

功。”“除了這份熱情，參與者還需要了解工序安全

並遵守規則，才能達到我們公司的工序安全零事故 

的目標。”

教育下一代

盛禧奧意識到，每位新一代化工行業員工都

需要充分了解安全最佳實踐。我們很榮幸能

夠支持美國化學工程師協會 (AIChE) 的本科

生工序安全學習計劃。2016 年，盛禧奧向該

計劃捐贈了 50,000 美元，直接用於支持大

學化學工程專業、教師培訓、學生教學和課外

活動。

化學工程專業的畢業生在未接受適當工序安

全教育的情況下就走上工作崗位的情況並不

少見。本計劃的目標是讓美國所有即將本科

畢業的化學工程師掌握有關工序安全的實用

知識，為走上工作崗位做好充分準備。將工序

安全教育融入 AIChE 的全球學生成員和大學

合作網絡最終將有助塑造職業生態，並在未

來數十年對我們的行業產生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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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的工作安全表現

表彰卓越的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在盛禧奧處於首要地位，由於我們出色的安全計劃和表現，在行內一直名列前茅，還獲

得地方政府的表揚。

責任關懷® 設施卓越獎 

2016 年，盛禧奧在美國的三家生產設施：佐治亞州道爾頓

和密歇根州米德蘭的膠乳粘合劑工廠和米德蘭的塑料工廠

獲得了美國化學理事會 (ACC) 的責任關懷® 設施卓越獎。

該卓越獎是 ACC 最高等級的安全獎，根據成員公司在員

工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成就來頒發。它要求達到頂級安全表

現，包括零死亡、零休假工傷、零工種轉換或勞動受限類工

傷。2016 年是盛禧奧這三家美國生產設施更連續第二年

獲得這一獎項。

無事故商業獎

自 1994 年 10 月 29 日以來，盛禧奧在韓國蔚山的工廠沒

有發生過一次事故。2016 年，這一突出的安全成就得到了

韓國政府的表彰。蔚山工廠獲得了韓國職業安全與健康局

頒發的無事故商業獎。此外，該工廠還連續 11 年獲得盛禧

奧的三零獎，由於其卓越的安全表現，2015 年更獲得了盛

禧奧總裁獎。

要了解最新的盛禧奧新聞和獎項。

請瀏覽 www.trinseo.com/news。

盛禧奧在韓國

蔚山的工廠自

1994 年以來沒

有發生過任何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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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我們的

 碳足跡
環保績效

盛禧奧通過各種方法，包括提升能效、

保護自然資源、重複使用材料和減少

廢物及排放，矢志不移地尋求綠化價

值鏈。我們也希望我們的供應商能以

類似的方式開展運營，包括在環境、健

康、安全、資源消耗和社會因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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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

盛禧奧來自公司

擁有或可控制源

頭的排放量較 

2011 年減少了 
25%，較 2015 

年減少了 7%。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757 747 748 769
879

684

349 277 280 286 281 262

由盛禧奧擁有或可控制源頭
所排放的溫室氣體

盛禧奧購入的電力和蒸汽在
發電過程中所排放的溫室氣
體

橡膠
塑料

膠乳

原材料

公噸 

20%

8%

40%

32%

各項業務的
溫室氣體排放



包括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 排放和所有其它化學品排放。

自 2011 年以來，盛

禧奧的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 (VOC) 排放

量減少了一半。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03,171 103,134

82,797 83,843
99,240

80,868

155,562 152,761

121,142 118,979
133,755

150,963

70,095

52,391 49,627
38,345 35,136 34,515

VOC

其它

公斤

化學品排放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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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和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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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種
燃料劃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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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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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

可再生能源

按各種
燃料劃分

42%

4%

1%
1%

52%

煤炭

天然氣

總的用電量和強度

全球不同燃料發電的數據

自 2011 年以來，盛禧奧

用電量減少了 9%。

2015 年至 2016 年，盛禧奧

用電量減少了 5%。 

電力強度是指每生產一

公噸產品所消耗的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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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

耗水量

水和廢棄物

自 2011 年以來，盛禧

奧的耗水量已減少了

超過 1/3。

自 2011 年以來，盛禧

奧已將產生的廢物總

量減少了 59%，2015
年至 2016 年廢水量減

少了 17%，產生的填

埋場廢物減少了 

19%。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216 1,193
1,122 1,137

1,034

848

千立方米

0.41
耗水強度

0.42
耗水強度

0.43
耗水強度

0.44
耗水強度

0.39
耗水強度

0.32
耗水強度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污水

填埋

能源回收

燃燒

11,894

5,241

9,679

3,520

1,878

2,070

1,911
2,080

2,149

1,632
1,964

1,717
1,737

2,260

2,481

1,523
1,453
2,141

3,670

1,863

2,515

4,299

1,615

2,300

20,108

13,289
14,796

9,380
7,825 8,195

廢物 (000) 公斤

耗水強度是指每生產一公噸產品的耗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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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泰森德樂工廠能效最高的一年

我們位於比利時泰森德樂的工廠在聚苯乙烯生產節能方面

一路領先。通過投資新技術及加強工廠各階層的能源意識，

工廠將過去兩年的能源總消耗量減少了近 13%，從 2014 

年的總計 565 BTU/lb 降至 2016 年的 492 BTU/lb，這是

泰森德樂工廠有史以來節能成果最出色的一年。 

安裝新型 LED 照明和泡沫玻璃隔熱材料之後可降低能源

使用量。LED 照明的能耗僅為已被更換的熒光燈能耗的大

約 30%，並且具備自動定時功能，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自

然光。新型隔熱裝置實際上不具滲透性，能夠在工業環境

中發揮一流的保護功效，幫助遏制能源損失效果顯著，尤

其是在加熱器和脫揮設備的周邊區域。

體現    效率 
的行動

在環境責任方面起帶頭作用的團隊

我們的生產運營一貫重視環保，不斷尋求減少環境足蹟的新途

徑。這一使命與盛禧奧提供的材料解決方案緊密相連。由於我們

的許多產品都被用於可持續應用，例如節能 LED 照明或長壽命冰

箱內襯，我們認識到材料和工藝改進的巨大影響，而這一切都要

從我們的生產基地開始。

泰森德樂工廠過去兩年節約的

能源相當於美國 300 戶家庭*
一年的用電量。 

*基於 2015 年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統計的普通住宅消費者年均電力消耗量： 

www.eia.gov/tools/faqs/index.php#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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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增強材料外，泰森德樂工廠還對工序控制進行了大幅的節能改進。

例如，能源跟踪屏幕可顯示即時的能效表現，如果設備未以最優能效

設置運行，則會提示操作人員進行調整。 

青衣和新竹工廠的製冷劑與照明改進

在香港青衣工廠，我們的節能項目側重於工藝製冷劑系統，該系統是聚

苯乙烯生產過程中能耗第二大的環節。為最大限度地提高製冷劑設備

的製冷效率，我們的團隊對硬件和軟件進行了升級以提高設備的可靠

性與功能性。 

提高製冷劑設備的整體性能可最大限度地減少所需的設備總數，過程

控制自動化則有助於提高所有設備的效率。具體而言，這些系統升級措

施使用電量減少了 4%，即 800,000 kWh，相當於 74 戶美國家庭一

年的用電量。2016 年，製冷劑節能措施實現了 730,000 港元的成本節

約。工廠節能總量的 50% 以上來自加工製冷劑的改進。

在台灣新竹，我們將生產區的 50 組熒光燈更換為 LED 照明燈。這看

似微不足道的改進措施將用電量減少了 14%，共節約 129,600 kWh電

力，相當於 12 戶美國家庭一年的用電量。

廢棄物 
新竹工廠回收原材料包裝

在台灣新竹，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大多數廢物來自原材料包裝，包括袋

子、包裝紙、托盤和金屬桶。因此，工廠實施了對這些材料進行收集、分

類和回收的程序，並要求原材料供應商盡可能在包裝中使用回收材料。

因此，工廠在 2016 年產生的填埋場廢品減少了 38.7%。

特爾紐森工廠碳床過濾

我們荷蘭特爾紐森工廠是一所苯乙烯單體工廠，團隊在工廠內的儲罐

場安裝了碳床，以減少苯和甲苯的排放。2016 年，碳床使該廠的總排

放減少了大約 11%，苯/甲苯的排放減少了 86%。

碳床從工廠的儲罐通風口吸附碳氫化合物 (苯、甲苯、乙苯)，然後將清

潔的氮氣釋放到大氣中。

使用碳床的另一個環保優勢在於，當整個碳床 (含有碳的桶) 達到飽和

時，整個容器可被送回供應商進行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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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合規
監管合規性提供了另一重保證，確保我們的產品可以安全

地在全球範圍內用於預期應用，包括一些敏感的應用，如接

觸食品的包裝和醫療設備。

與我們的環境、健康與安全 (EH&S) 政策一致，盛禧奧支持

制訂以科學為基礎並能保護工人、工廠社區、客戶和環境的

法律、法規、程序及運營實踐。

我們的措施

盛禧奧建立了全面的系統，以監控並遵守全球範圍內適用

的行業標準和政府法規。我們的系統有賴內部專業知識、

第三方顧問、監管數據庫、工具、行業協會和內部標準來實

現：

• 為盛禧奧產品和運營製定並遵守內部標準和當地要求

• 監控和記錄對現行法規和行業標準的遵守情況

• 對新施行的各種法規落實執行的方法

• 確認將要出台的法規和行業動向

超越
標準

尊重和有誠信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一直指導著我們

的工作以及我們對於遵守經營所在地區監管標準的

堅定承諾。也因此盛禧奧的標準常常能超越規定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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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Reach
盛禧奧一直在遵守歐盟 REACH 化學品註冊、評估和許可 

(REACH) 這類全球化學法規，並一向保持密切關注。作為

歐盟 (EU) 唯一的化學品管理監管體系，化學品註冊、評估

和許可 (REACH) 要求歐盟製造商和歐盟物質進口商 (年

進口量達到 1 公噸及以上的進口商) 披露有關進口化學物

質的成分數據，包括與使用相關的、對人體和環境的潛在

風險。同時還必須提供適當降低風險的相關措施。

對於盛禧奧在歐洲生產 (或進口到歐洲地區) 的相關物質，

盛禧奧認同並且履行了化學品註冊、評估和許可 (REACH) 
法規的註冊要求。此外，我們繼續滿足採購物質的註冊要

求。我們開展“下游使用評估”，並用與注冊化學品相關的

各種接觸情境來確保我們的運營活動符合 REACH 規定。

根據 REACH，盛禧奧妥善履行了其在歐洲化學品管理局

(ECHA) 授權候選物質清單下的義務。有關盛禧奧產品含有

物質超出需要報告的限度，請見安全數據表。我們會主動向

購買這些產品的所有客戶發送該安全數據表。

比利時工廠被歐盟認證為 AEO
2016 年，我們在比利時泰森德樂的工廠成為 AEO 優質營運者 (AEO)。獲得 AEO 認證的公司必須

是歐盟的成員，且在商品的整個供應鏈 (從原料到最終產品) 中被公認為安全和合規的業務合作夥

伴。在成功完成比利時海關當局幾項審計之後，盛禧奧獲得 AEO Full (AEO-F) 認證。獲得此認證

是另一項憑證，證明盛禧奧及其客戶受益於减少安全事故、增強安全以及改善供應鏈合作夥伴之

間的溝通交流，而且在申請新海關許可時可簡化程序。盛禧奧位於荷蘭和德國的工廠目前都已獲得

認證。

道德和合規
盛禧奧的所有員工、高級管理層和董事都必須共同承擔盛禧奧對業務

道德準則的承諾。通過培訓和相關政策，我們的道德與合規計劃賦予

每一位盛禧奧員工相應的權利，在工作中遵守道德規範，並舉報任何

問題。該計劃由首席合規官和盛禧奧道德合規委員會管理，該委員會

負責監督“業務行為守則”及其相關政策。2016 年，96.34% 的盛禧

奧員工完成了道德合規計劃培訓，而我們的目標是 100%。

如需查看我們的道德與合規政策，

請瀏覽 www.trinseo.com/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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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
通過材料解決方案
提高生活質素



無論是開發新的合成橡膠以優化輪胎性能、生產用

於醫療設備的優質聚碳酸酯樹脂、還是製造改善人

造草皮質量的膠乳粘合劑，盛禧奧一貫的宗旨是： 

堅定不移地引領一流的可持續解決方案、推動市場

前進、改善我們的生活方式。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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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質量保證以每一位盛禧奧員工為始，並以

我們的最終產品為止。我們對質量的承諾受到公

司各級員工的支持。全球質量總監 Jens Hariefeld 
是我們以質量為中心的公司文化背後的領導者，

他深信質量能推動公司業務，賦於員工力量。

客戶忠誠度的關鍵部分

“全面的質量管理包括全組織為營造和維持一個

良好環境而作出的努力，讓組織持續提高向客戶

交付高質量產品和服務的能力。為確保我們的客

戶滿意及保持他們的忠誠度，質量起著決定性的

作用。高質量產品和服務對於我們客戶以及盛禧

奧的長期收益和盈利能力意義重大。實際上，盛

禧奧的商業策略和績效指標一直包括我們在全球

範圍內提供的產品和服務。2016 年， 我們的目

標是打造一種‘質量文化’以支持我們遠大的增

長目標。

質量認證

2016 年，盛禧奧通過 ISO 實現了兩個質量里程

碑。獲得 ISO 13485 認證，證明了我們的質量實踐

是一致、可預測並可持續的，也反映了我們可以為 

醫療設備供應商的全球監管標準提供支持。這意

味著我們的客戶可確信他們的最終應用是符合行

業標準的。這項新認證對我們的醫療業務非常有

利，因為它能幫助我們服務那些重視我們承諾、合

作方式和專業知識並以質量為先的客戶。 

取得我們的第一個全球性公司 ISO 9001 認證，

證實了盛禧奧高級管理層、產品線管理人員、所有

職能部門以及我們的供應商為達到並超越客戶的

期望都付出了積極努力。” 

什麼是盛禧奧的質量文化之道?

Jens Hariefeld, 全球質量總監



共同努力實現高品質
我們認識到，只有當包括業務、研發、採購、供應鏈、製造以

及其他領域在內的跨職能團隊都達成合作時，才能實現全

面質量管理。 

除了符合法規與監管要求之外，盛禧奧還努力確保工作團

隊中的高級管理層、產品線管理人員、各級職能部門人員以

及供應商和客戶的積極參與，以達到並超越客戶期望。 

瀏覽 www.trinseo.com/qualitypolicy
了解盛禧奧的整體質量方針。

我們的供應商行為守則及其他供應商信息可在 

www.trinseo.com/supplier 找到。

我們採用全面質量管理 (TQM) 方法。盛禧奧細緻地管理

生產和交付過程，使產品達到或超過特定目標，並附帶正確

的文檔、採用正確的包裝方式和及時交付。此外，我們希望

原材料供應商和服務合作夥伴遵守盛禧奧的“採購道德規

範”和“供應商行為守則”，同時我們鼓勵供應商獲得責任

關懷® 或類似認證。 

盛禧奧的質量 

保證方針是建基

於公司每個人都

對產品和服務的

質量負責並做出

貢獻這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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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盛禧奧質量管理體係將多項外部標準的關鍵要素與自身

的最佳實踐相結合，包括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關於直接

和間接食品接觸及醫療產品的現行良好製造規範，以及總

部在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標準化組織的 ISO 指令。還有獲得 

ISO 認證的公司都遵守嚴格的全球質量標準。 

許多盛禧奧工廠已通過 ISO 9001 (標準質量管理體系)、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ISO 50001 (能源管理體系) 和 

ISO/TS 16949 (汽車質量管理標準和技術規範) 的 ISO 認
證。 

2016 年，盛禧奧在德國施科保和伯倫的工廠成功地通過了 
ISO 14001 和 ISO 50001 的再認證審核。 

盛禧奧在 2016 年達到了兩個新的 ISO 里程碑：獲得 ISO 
13485 認證，是適用於支持醫療設備及相關服務的標準；還

第一次獲得了企業 ISO 9001 認證。

盛禧奧達到了兩

個新的 ISO 里
程碑: ISO 13485 
認證和企業 ISO 
9001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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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3485: 獲得認證能夠更好地服務於醫
療設備市場

盛禧奧的高性能塑料/主要消費品市場業務在 2016 年獲得

了 ISO 13485 認證，這反映了我們不斷努力成為醫療設備

製造商是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

ISO 13485 要求公司更加重視風險管理和工序驗證，以確

定提高績效。這個過程需要考慮諸如庫存水平、供應鍊和設

施等風險因素，並實施相關措施以分析和衡量流程，而不只

是簡單地制訂流程。

ISO 13485 標準適用於製造和生產醫療設備材料的盛禧奧 

生產設施和職能部門，以及技術服務和開發、研發、質量、

銷售和人力資源等全球性職能部門。儘管標準專指醫療設

備，但流程和步驟適用於在認證設施內生產的所有盛禧奧

產品。

ISO 9001: 確保在全公司實施質量管理

2016 年，對我們位於瑞士豪爾根的區域運營中心進行了

詳盡的質量審查後，盛禧奧因有效實施質量管理體系而獲

得了企業 ISO 9001 認證。審查評估了盛禧奧的業務策略、

企業職能、工作流程和當前質量管理體系，以及質量績效

和客戶滿意度結果。審查確認了我們完全符合 ISO 9001 
的要求 (以及汽車質量管理標準 ISO/TS 16949)。認證範

圍包括苯乙烯、聚碳酸酯、膠乳粘合劑、合成橡膠、聚合物

混合物和化合物的設計和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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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安全的全部範圍

產品安全始於原材料採購環節之前，並貫穿製造、分銷、使

用和再用或最終處理的全部過程。

我們產品安全流程的基礎包括鑑別並了解可能與我們購

買、製造和推向市場的產品相關的任何潛在危害、暴露或

風險。盛禧奧還支持持續性的毒理學測試，以提高我們對

潛在化學危害的認識。

在此基礎上，我們將相關信息和最佳實踐融入一項完善的

產品安全計劃中。我們產品安全計劃的關鍵要素包括改善

環境、健康與安全 (EH&S)、EH&S 培訓、工業衛生、產品監

管、職業安全、應急準備和反應、安全、社區支援和意識、分

銷和物流方面的運營工程以及第三方服務。

意識、分析與

  行動
盛禧奧奉行透明化的管理。我們致力維

護產品生命週期各個階段的產品安全，並

與客戶和利益相關方交流相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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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禧奧鼓勵供應商和客戶與我們一起開展合作、創新並提

升行業實踐及期望，以確保化學產品在其整個生命週期內

得到安全的管理。

在 www.trinseo.com/safetysummaries 
查看並下載盛禧奧的產品安全概述。

要查找特定的材料安全數據表，

請瀏覽 www.msdssearch.trinseo.com
或致電 +1-855-TRINSEO。
www.trinseo.com/contact 提供了國際電話號碼。

盛禧奧產品安全流程

收集現有關于我們產品
潛在危險性的
科學信息。

1

透過考慮產品的構成、
制成過程和

應用等因素，來確定產品
可能被接觸的程度。

2

評估對
人類健康和環境的

風險。

3

4
定期審核產品安全過程，以審查
最佳慣例並確認可能存在任何

資訊不足。

5
适當地管理和/
或降低風險。

6
以文件作出總結，作為往後的

參考及學習資料。

生態特性

通過開發生態特性說明書，或生命週期分析 (LCA)，我們能夠對產品影響有進一步的的理解，幫助下游行業做出明智的產品決策。生態特性開

發涉及收集和分析關於每種相關產品、物質或材料的數據，以確定環境影響，包括所用的能源和原材料、耗水量、排放量和產生的廢棄物等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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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突破性長玻璃纖維化合物減重

車輛減重 (輕量化) 作為提高燃油效率和減少 CO2 排放的

主要方法，越來越得到汽車製造商的重視。盛禧奧針對汽

車半結構件應用的輕量化解決方案幫助製造商成功實現了

這一目標。2016 年，盛禧奧首次推出其高濃度聚丙烯長玻

璃纖維 (PP-LGF) 產品系列，其中包括 ENLITE™ PP 1851
，該產品是汽車行業任何長玻璃纖維濃縮物中玻璃纖維濃

度最高 (85%) 的產品。

這材料可帶來創新並可持續的輕量化解決方案。例如，不

久之前，舉升門 (向上打開的車輛後面板) 還仍然遵循傳

統，採用金屬和塑料製成。現在，越來越多的舉升門改用聚

丙烯長玻璃纖維技術實現減重。我們的合作夥伴雷諾公司

近期發布的所有車型均採用了長玻璃纖維舉升門。

利用綠色輪胎技術減少燃料消耗

輪胎在汽車的總燃料消耗中佔大約 20% 到 30%，在總

CO2 排放量中佔四分之一。除了減輕重量之外，輪胎技術的

改進 (具體而言即高性能或“綠色”輪胎) 為汽車製造商在

高燃效車輛的開發方面取得重大進展，而且業界對綠色輪

胎的需求持續增加。

綠色輪胎含有最佳混合比的合成橡膠，使其在路面的能量

損失更少。具體來說，低滾動阻力的輪胎意味著駕駛者行駛

同樣的距離需要使用的能量更少。盛禧奧的 SPRINTAN™ 
溶聚丁苯橡膠 (S-SBR) 技術能夠達到低滾動阻力與高耐磨

性能的理想平衡，同時具有卓越的安全性、耐久性和全天候

性能。

使用由盛禧奧 S-SBR 製造的低滾動阻力輪胎，駕駛員能減

少高達 3% 的燃料消耗。這意味著，在一組輪胎的正常使

用壽命期間 (通常約 45,000 公里)，相比傳統輪胎，它能節

約多達 80 升的燃油。

提高車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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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消除內飾塗裝提高生產效率

噴塗是汽車生產中能源密集程度最高的工藝流程。採用盛

禧奧樹脂製成的零件具有顏色一致性，並且無需噴漆就能

達到理想的光澤或啞光效果。

免噴塗解決方案有助於簡化生產，讓製造商變得更加環保和

經濟。對於免噴塗汽車內飾應用而言，盛禧奧的多種高級聚

合物材料 - MAGNUM™ ABS、VELVEX™ 增強彈性體以及

屢獲殊榮的客戶解決方案
我們的高性能產品得到全行業乃至全球的認可，體現了我們在開發更具可持續性汽車材料方面

不斷創新。

Pirelli 供應商獎

2016 年，全球知名的高性能輪胎公司 Pirelli 為盛禧奧頒

發了“供應商獎”，這已是自盛禧奧 2010 年成立以來第三

次獲此殊榮。盛禧奧之所以成為 9,500 家供應商中得到 

Pirelli 表彰的少數幾家供應商之一，是因為我們成功在合

成橡膠產品領域持續提供一流的服務和優質產品，凸顯了

公司的市場領導地位。該公司重點提到了盛禧奧的溶聚丁

苯橡膠 (S-SBR)，這是製造綠色輪胎的關鍵成分，能帶來顯

著的燃料效率和減少碳排放。

在印度榮獲卓越獎

盛禧奧汽車塑料部團隊獲頒“國際汽車組件 (IAC) 卓越獎”。 

IAC 基於出色的產品發布和開發支持頒發該卓越獎，作為

對長期業務關係的認可。盛禧奧是獲得這一珍貴榮譽的唯

一原材料供應商。IAC 是市場佔有率在全球排名第三的汽

車內飾組件供應商，也是唯一一家專營內飾產品的全球供

應商。IAC 致力於設計特別注重汽車舒適性、便利性、實用

性和安全性的內飾產品。

PULSE™ GX PC/ABS 工程樹脂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更小，並

能顯著降低成本，同時維持最終產品的出色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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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醫療設備
聚碳酸酯是經驗證，多年來被成功應用於醫療設備的塑料樹脂。盛禧奧提

供用於醫療、具有生物相容性的玻璃填充聚碳酸酯，可通過部件整合實現減

重、設計靈活性和成本節約。所有這些因素使玻璃填充聚碳酸酯成為更有效

的解決方案，現在它已被視為從手持式手術器械和設備外殼到糖尿病監護儀

和胰島素筆應用的首選材料。

除了剛性和韌性方面的優點，玻璃填充樹脂還具備設計靈活性，可帶來更具

現代感的美好外觀，同時為醫療設備製造商提供顯著的成本節約潛力。玻璃

填充聚碳酸酯的具體優點包括：

• 多樣化應用·由於可以使用不同比例的玻璃填料，該材料可根據產品目

的、預期功能以及在醫療手術中需要施加的壓力或力度，用於多種不同的

應用。

• 部件更小、更薄·玻璃填充聚碳酸酯可實現更小、更薄的部件，從而減輕

整體重量，改善手持設備和便攜設備的易用性和人體工程學特性。

• 更加簡化、高效的裝配·無需裝配多個部件，醫療設備生產商能夠打造模

具將多個部件進行整合，從而節約時間和資金。

在 www.trinseo.com/medical
探索盛禧奧的複合塑料如何改變醫療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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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科學為家電業帶來革命

2016 年 10 月，盛禧奧推出新型 STYRON X-TECH™ 2175 聚苯乙烯樹脂，該

樹脂採用專有技術，通過生產性能更出色的冷櫃和冰箱內襯為家電行業帶來

轉變。  

新型 STYRON X-TECH™ 2175 聚苯乙烯樹脂的優勢包括：

• 高級減薄性能·由於材料的剛度增加，製造商可使用更少的原材料生產

更高性能的冰箱和冷櫃內襯將材料消耗減少多達 10%。

• 提高耐環境應力開裂性 (ESCR)·樹脂的挺度和耐化學性更高，增強了冰

箱內部的耐衝擊力。

• 它還可為家電製造商帶來更完善的壁厚分佈、更寬泛的加工窗口、更短的

周期時間以及更好的熱壓成形等其他優勢。

樹脂的專有技術可提供極高的熔體強度，盛禧奧未來可擴展 STYRON 
X-TECH™ 平台以開發其他高抗衝擊聚苯乙烯 (HIPS) 和通用型聚苯乙烯

(GPPS)，不僅能在家電行業發揮更高性能，還可應用於包裝以及建築和建材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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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食品供應的道路
LED 照明通過實現水果、蔬菜和鮮花全年的可持續生產，徹底改變了農業的

未來。高密度、具有針對性的光源可促進植物生長，這對全球種植條件不理

想、造成農作物生長無法可預測和定期地發芽的地區尤其重要。

盛禧奧通過為種植設備中的燈管照明和其他組件提供塑料樹脂，推動 LED 
園藝照明的發展。我們的 EMERGE™ PC 8830-5LT 高級樹脂可促進發揮 

LED 技術的各項優勢，即低功耗、可靠和使用壽命長，在光擴散和透射

之間達致適當平衡，確保發出適量的光。它還達到了可燃性標準，可安全地

用於封閉式建築中，例如園藝溫室。

通過與一些世界領先的照明原始設備製造商合作，盛禧奧的材料技術可支持

將食物供應擴展和延伸到全球需求最迫切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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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溫層中覆蓋一層膠乳以節約能源

在美國，盛禧奧應用於外牆外保溫系統 (EIFS) 中薄膜的膠乳粘合劑可實現

一流的濕度管理，從而提升住宅和商用建築的節能性。這些薄膜是隔熱系統

中的一層，可保護建築結構免受積水破壞。整個 EIFS 結構能保持室內溫度，

減少建築物夏季製冷和冬季供暖所需的能源。

盛禧奧供應低 VOC、無氨和無烷基酚乙氧基化物 (APEO) 粘合劑，為人們提

供替代方案，減少接觸室內空氣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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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造草皮行業帶來的改變 
在任何情況下，接觸我們材料的每個人，他們的安全與福祉都處於首要地位。

這也包括那些使用以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 材料製造的人造草皮遊樂

場地和景觀的兒童和家庭。

在中國，盛禧奧是製造符合特定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 行業要求的人

造草皮膠乳粘合劑材料供應商之一，材料更出口歐洲、亞太和中東地區的少

數材料供應商之一。

我們特別設計的膠乳粘合劑不僅包含的 VOC 更少，還具備出色的濕性粘合強

度和抗老化性能。這些特性提高了草皮的質量和耐久性，使其可以正常使用

多年，即使經歷長時間的潮濕或高溫也不會出現問題。

47



48



通過負責任地採購棕櫚油來保護
雨林

棕櫚油是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用量最多的植物油。從食品到化妝品等日常產品中都含有

棕櫚油，它還是塑料生產中所用的脫模劑的關鍵原料，能夠確保材料的完整性，並減少

浪費。

隨著全球對棕櫚油需求的增長，人們一直在關注砍伐熱帶雨林以建立油棕櫚種植園的

問題。盛禧奧致力於遵守我們可持續發展的承諾和環境責任，從最適當的來源獲得原材

料。我們的脫模劑原料供應商向獲得可持續棕櫚油圓桌會議 (RSPO) 認證的協會採購棕

櫚油。RSPO 認證保證了生產棕櫚油的種植園未進行任何森林砍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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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們台灣新竹團隊在義工日發起的海岸清潔計

劃體現了我們對陸地以及我們的空氣和水環境

保護更廣泛的承諾。盛禧奧很榮幸能成為Marine 
Litter Solutions Coalition (海洋垃圾解決方案聯

盟) 的支持者，該聯盟是塑料行業為保護海洋而發

起的倡議；盛禧奧還是 Operation Clean Sweep 

(除草行動) 的支持者，該行動是一個爭取實現零

顆粒、碎片和粉末損耗的塑料樹脂行業誓約。 更美好的一天
攜手合作服務我們的社區



更美好的一天

一天工作的結束並不意味著責任的結束，我們的職

責也並未止於材料解決方案。通過當地的義工者計

劃和其他慈善活動，盛禧奧員工的積極影響遍及全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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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年一度，為期一個月的社區服務計劃“全球義工日”，將世

界各地的盛禧奧員工團結在一起，為共同的使命：成為當地的

睦鄰，即成為好鄰居而努力。 

我們的員工在自己的社區，組織當地的義工活動，為自選的非盈利機構奉獻自

己的時間。2016 年 6 月，世界各地數百名盛禧奧員工及其家人和朋友一起為

我們的第三年度義工日參加了當地的義工活動。活動內容包括：

•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伯溫 — 收穫蔬菜捐給當地食品銀行

• 台灣新竹 — 海岸清潔計劃

• 印度尼西亞孔雀港和雅加達 — 植樹還林

• 德國萊茵明斯特 — 在一家殘疾人福利院進行園藝和景觀佈置活動

• 瑞士桑姆斯塔根 — 為仍在遭受 2015 年地震影響的尼泊爾人捐贈衣物

• 荷蘭特爾紐森 — “Ride for the Roses”騎行比賽，籌集了 115,000 歐元

用於癌症研究

 我們的傳統 
員工義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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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深遠：
義工日帶來持久影響

2016 年 4 月，密歇根州米德蘭的盛禧奧員工獲得了西米德蘭家庭中心

(WMFC) 頒發的“金鎚獎”，表彰他們在 2015 年義工日期間所做的傑出志

願工作。

盛禧奧義工修復了一條輪椅坡道並建造了一條“活動路線”，這條戶外探險

路線來幫助處境危難的青少年群體建立信心，提升團隊建設技能。該項目

在一個星期內完成，共有 54 名員工義務工作了 276 小時。

一位 WMFC 發言人表示：“你們團隊每天的奉獻和所表現出的正能量，使

我們深受鼓舞。”“盛禧奧員工的貢獻超出了我們的預期，許多客戶正在享

受你們的義工帶來的工作成果。你們的幫助使 WMFC 和我們社區成為更

適合生活和娛樂的地方。”

2,662 小時義工服務 

574 位員工義工  

19 個國家的 9 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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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一致的力量

與 United Way 的社區夥伴關係

在美國，我們與 United Way 為期七年的合作繼續進行着，我們對此引以為傲。“United Way 捐贈活動”是盛禧奧公司

一年一度在全公司範圍開展的募款計劃，通過籌集可觀的資金，支持 United Way 的社區解決方案，鞏固高質量生活的基

石，即：教育、財務穩定和健康。

2016 年，我們位於賓夕法尼亞州伯溫的全球運營中心籌集了近 64,000 美元，有超過 

76% 的員工參加了募款。我們在密歇根州米德蘭的分公司另外籌集了 42,500 美元。

過去七年裡，我們在美國總共為 United Way 籌集了超過 444,000 美元，有近半數的

員工參與了捐贈。

過去七年裡，

我們總共為

United Way
籌集了超過

444,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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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密歇根州米德蘭的盛禧奧員工再次讓夢想

成真，為 United Way 米德蘭分部的“分享之樹”收

集玩具和用品。

通過捐贈玩具、視頻遊戲、書籍、衣物、加油卡、公共

汽車票等等，員工們滿足了盛禧奧米德蘭分公司 5 棵

假日樹上所懸掛的 100 個“願望”。完成收集之後，

我們的團隊自願對這些禮物進行檢查、分類並將其送

到米德蘭縣的多個合作機構和家庭。

盛禧奥美洲區綜合商業服務主管 Mike Szabo 指

出：“這是又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體現了我們的

團隊文化和慷慨之心，證明盛禧奧員工注重為社區帶

來積極影響。”無私的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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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  
        當地社區的                    榜樣。

您不會輕易就獲得市長頒獎，不過，在 2016 年 3 月，

盛禧奧韓國蔚山分公司的 EH&S 交付/質量協調員           

Hyo-Ken “H.K.” Shin 將這一表彰納入了他引人矚目的成績

中。在 2016 年“化學日”期間，Shin 由於為化學工業做出

的貢獻獲得了蔚山市長頒發的市長獎。這一特別活動是由

蔚山市和蔚山科技園共同組織的，以化工和 IT 行業的未來

為重點。

每年，“化學日”獎都會頒發給一位為韓國化工發展作出重

大貢獻的人。Shin 從事化工行業 30 多年，自 2010 年盛禧

奧成立以來一直在盛禧奧工作，他領導項目團隊獲得了 ISO 
9002 認證並達到多項環保目標。他親自進行了超過 500 

次環境、健康和安全相關培訓，幫助促成蔚山工廠卓越的無

事故記錄。

我們非常重視      

                                 社會責任。
胡鎮虎是盛禧奧中國張家港分公司的物流部門員工，工作

之餘，他鼓勵同事和社區參加捐血。作為中國紅十字會獻血

團隊主管，胡鎮虎在過去 10 多年來的義務工作超過 1,300 
小時。他個人已經捐獻了超過 60,000 毫升血。

胡鎮虎解釋了為什麼把獻血視為自己的一項使命：“我從 

1985 年到 1990 年在部隊服役，我最好的朋友得了白血

病。”“那時候，獻血還很少見。我的好朋友去世了，這觸發

了我想做點什麼的想法。”

胡鎮虎獲得政府部門的多次獎勵和表彰，最近他擴大了自

己的義務工作範圍，加入了老年人服務、器官捐贈和環境保

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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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積極培育下一代。

瑞士的 “Zukunftstag” (未來日) 是一個極受歡迎的民族傳統，孩子們可以在這一天參觀父母的工作場所，

了解職業生涯。我們在瑞士豪爾根的分公司於 2016 年參與了這一活動，由人力資源部行政助理 Marilena 
Patrone 組織該活動。

Patrone 帶領一個團隊，為到訪的孩子們安排了一整天充滿趣味性的學習和活動，讓他們大開眼界。來自人

力資源、研發和多個其他職能部門的代表為學生們作了介紹，並參觀了位於桑姆斯塔根的試驗塗佈工廠。在

經驗豐富的實驗室技術人員的幫助下，孩子們通過實驗測試示範見證了創新的力量。然後再前往生產鏈，

來自汽車和重點消費品市場的員工介紹各種製造技術如何傳遞到眾多的應用中。通過互動遊戲，他們為孩

子們介紹了在哪兒可以找到盛禧奧產品，包括從汽車部件到電子產品和家居用品等領域。

在參觀 IT 系統服務器機房以及聽取人體工學和安全對員工重要性的演講之後，一天的參觀活動就愉快地

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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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承諾



我們的社區服務繼續進行着，我們的可持續解決方

案也不斷演變着。我們將一如繼往尋求更多可參與 

的、更創新和更效率的新方法。

瀏覽 www.trinseo.com/sustainability，及時了解世

界各地的盛禧奧員工每一天實現我們的可持續發展

承諾的好方法。

請關注我們：

長期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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