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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PolyVision  深深懂得，最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需要热
情如火的员工具备技能、奉献、创意、灵活等素质。 
自 1954 年以来，我们始终在工作中秉承这些品质，
努力打造最耐用的 CeramicSteel 表面。 从经受时间
考验的早期教室黑板到地标墙和基础设施，我们的
产品广泛应用于全球二十亿平方英尺的商业、教育和
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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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

•  诚信行事
•  实话实说
•  信守承诺
•  尊重他人
•  促进积极关系
•  保护环境
•  追求卓越

质量政策

•  从一开始就正确行事
•  超越客户期望
•  持续改善

我们的关键行为

•  团结
•  好奇
•  坚定

PolyVision 相信可持续发展在当今全球经济中是
重要的商业举措。 按照此信念，我们致力于鼓
励所有环境管理领域的持续改进 -  负责任地使
用原材料和自然资源、设计流程和所有设施的
操作 - 以减少企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我们的
产品开发指导原则将我们保持一流的承诺融入
所有方面，致力于保护、补充和恢复我们生活

和工作的社区。 按照这些原则，我们的生产、
供应链和研发团队为现有产品和新产品持续评
估替代资源和工艺改进。 这种持续改进的周期
使 PolyVision 既能利用技术和材料效率来减少我
们对环境的影响，又能开发促进人类健康、社
会责任和经济成功的产品。

我们的优质产品围绕独一无二的原则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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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况

>   成立于 1954 年

>   总部设在美国德卢斯

>    生产地点：比利时亨克和俄克
拉荷马州奥克马尔吉

>   世界各地的销售和支持办事处

全球化公司

PolyVision 总部设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北部，
在世界各地的办公和生产设施内聘用了 200 人左
右。 PolyVision 于 2001 年 11 月被 Steelcase Inc. 收购。 

Steelcase 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
全球化公司，在世界各地拥有将近 10000 名员工以
及超过 650 家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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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厂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奥克马尔吉 

1975 年至今，我们的奥克马尔吉工厂为标
记板、黑板和建筑表面生产玻璃般光滑的表
面，拥有标准和定制尺寸、卷材和具备卓越
平直度的切板，以及丝网印刷应用。

比利时亨克

PolyVision 的欧洲总部是两个生产革命性 
CeramicSteel 表面工厂中的一个。 亨克工
厂能够在 CeramicSteel、层压结构和标示
面板上进行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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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PolyVision 的世界级生产工厂深深植根于革命性 
e³™ CeramicSteel 表面（PolyVision 产品组合的核心）
的开发和生产。  提供最佳柔韧性的 CeramicSteel 
表面拥有多种颜色，可用于标记板和黑板，有卷
材或切板两种类型，并且始终保证全球客户喜欢
的最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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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

PolyVision 生产工厂还生产适用于各种结构
应用的 a³™ CeramicSteel 面板，并且拥有精
湛的印刷技艺。 这使得可以将任何图形、
设计或图像印刷和搪烧到连续卷材或板材
上的 CeramicSteel 表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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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Vision 获得了以下证书：

>   ISO 9001 (质量)

>   ISO 14001 (环境)
>  OHSAS 18001 (健康和安全)

>  Cradle to Cradle CertifiedCM 银级
>   Indoor Advantage™ 金级
>   ISO 28762 （玻璃和搪瓷规格）

服务

一流

PolyVision 的服务是我们组织背后的驱动力。 
我们的持续研发工作将搪瓷艺术发展到了
罕见的产品和工艺极限控制水平。 质量控
制、安全和环保是我们理念中的关键要素，
并存在于每天的实践中。

环境政策

全球关注

PolyVision 致力于所有环境管理领域的持续改
进 - 负责任地使用原材料和自然资源、设计
流程和所有设施的操作，有效保护、补充和
恢复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  第三方环境
认证使客户和最终用户相信他们选择的产品
能够支持健康的室内空气质量，并且不会排
放有害化学品。

PolyVision e³ CeramicSteel 不含 VOC，99.9% 可
循环利用，是唯一一种达到全球 Cradle to 

Cradle CertifiedCM 认证银级的表面。 Cradle to 

Cradle 认证关注可持续性材料、产品和系统
的特性。 工艺将重点放在产品成分对人类
和生态健康的影响以及产品真正可循环利
用或安全合成的能力上。 用来生产产品的
能源类型、水量和水质以及社会责任也是 
Cradle to Cradle CertifiedCM 关注的基本可持续
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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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厂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奥克马尔吉

全球总部 
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营业部和生产工厂 
比利时亨克

营业部 
印度德里

营业部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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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业务

支持服务

PolyVision 为全球客户提供出色的服务。 完整和专用支持伴
随每种 PolyVision 卷材、切板或面板。 我们还为客户提供将 
CeramicSteel 融入美观项目中的知识。 我能够实现极短的订货
至交货时间，随时监控订单、货运、成本和产品可用性并且
具有无可匹敌的承诺水平和服务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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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教育

最大的教育市场 CeramicSteel 表面提供商 

PolyVision 为世界各地八百多万间教室供应书写
表面，每天影响两亿五千万名学生。  50 多年
来，我们的 e³ CeramicSteel 表面融入美化全球
教室墙壁的标记板和黑板，提供独特的风格以
及能够耐受任何严苛学习环境的耐久性。

商业

PolyVision 的专利 CeramicSteel 表面是商业应用的
首选，提供各种颜色选择和丝网印刷，以符
合所有企业环境的审美。e³ CeramicSteel 表面专
为高品质生活而打造，因此表面不会重影、
染色或划伤，让您的图形日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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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基础设施和标示

借助 a³ CeramicSteel 面板的耐久性，PolyVision 参与世界各地的
隧道、火车站、机场和其他公共空间的建设。 因为耐涂鸦、
耐火、耐细菌、耐划、耐染和耐化学品，PolyVision CeramicSteel 

面板长期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室内和室外墙壁）。 许多基础
设施项目都含有印刷，这是 PolyVision 的专长。 图像包括地
图、标志和艺术杰作的完整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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