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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总部沃尔姆斯是我们公司的起源地

明确的目标
我们的长期承诺

确保我们客户的成功

我们的口号是“值得您信赖.”，它代表
了持续的承诺和每天的挑战。作为客户，
您可以一直信赖来自雷诺丽特的产品和服
务。我们与客户的合作关系，建立在信任
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创新、优质和可持续的
塑料产品去帮助客户呈现其终端产品，从
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我们的愿景是在高端应用领域发挥我们的
设计、功能、技术和创新层面的主导作
用。作为一个可靠的商业伙伴和雇主，我

们不追求快速的利润，但注重长期的成
功，因为我们公司利益与客户利益是一致
的。

作为一个家族企业，我们信守诚信和承
诺，并关注可持续的经营方式和稳健财
务。此外，国际化经营模式也确保我们能
在全球领域为您提供服务。在世界范围
内，您都可以信赖雷诺丽特及其产品。

明确的目标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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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塑料创造未来

拉近与全世界客户的距离

作为高品质膜材及相关技术应用产品的国际领先生产
商，雷诺丽特集团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开创性的回答。

我们是一家国际化独立运营的家族企业，成立至今一直
沿袭此传统。公司从 1946 年成立之初的7个员工发展到
今天的 4,700 多名员工。他们的技能和奉献使雷诺丽特成
为世界闻名的技术专家、现代产品设计及合作服务专

家。我们在全球拥有 30 多家生产基地和销售公司，服务
着我们不同行业的客户。

仔细观察一下我们日常的生活环境就能够发现雷诺丽特

在多方面的产品种类。例如，我们的高性能膜材可用来
完成家具表面和窗户型材装饰；同时，还可以用来完成
屋顶、地下结构和游泳池的防水密封；办公室常见的文

件夹、自粘平面广告和标签也是源于雷诺丽特的膜材产
品。此外，我们还生产医用薄膜、导管以及可回收使用
的复合建筑板材及汽车内饰板材。

以上只是一小部分的例子。继续阅读并学习我们在雷诺

丽特如何利用塑料产品来创造未来，并在其中发掘指导
我们行动的企业价值。

名员工

超过

个生产基地和销售公司

超过

年的经验

超过

事实

04    事实

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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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价值观
我们的指导原则
您的附加价值

我们代表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 
雷诺丽特品牌是基于企业的五个价值观 
“合作”、“创新”、“高品质”、“开
放”和“可靠”而形成的，这也是我们任
何合作关系的必要基础。这些价值观也是
您用来判断我们和我们工作的依据。我们
的每项价值观都体现出对您有价值的一
面。

这些价值观在我们内部和外部的沟通中也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旨在证明无论是哪个
行业和哪个客户，雷诺丽特的加入都能为
您带来实际价值。我们的专业技术和产品
都会一直为您的项目带来耳目一新的附加
价值。这在我们新形象主题里面都有体
现。

作为一个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合作伙伴，
我们与客户携手合作： 我们分享知识和
经验，并支持我们的客户，以确保我们的
解决方案能成功的付诸实践。 我们将竭
尽全力，用我们的经验为您提供重要支
持，把共同面对的挑战转化为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增值合作关系的核心思想。

新形象活动使用五个主题来展
示我们的企业价值观。
image.renolit.com

雷诺丽特新形象活动    0706    明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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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助
成功

08    明确的价值观 合作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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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高度的尊重和互信是我们的客户关系基础。我们使
用强有力的建议和产品服务来帮助您实现目标，旨
在帮您获得最大的利益。合作——我们的宗旨，您
的附加值。值得您信赖！

合作助
成功

08    明确的价值观 合作    09



合作创
未来

10    明确的价值观 创新    11



+合作创
未来 创新

我们采取开放的创新方式，邀请全体员工积极建言
献策。 在与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合作项目中，我们制
定未来切实可行的创新方案。 创新——我们的宗
旨，您的附加值。值得您信赖！

10    明确的价值观 创新    11



高质量

高品质    1310    明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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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
高品质
我们用心为您打造的产品，凝聚了 70 多年的生产
经验和专业知识。这为您和您的产品实现专业目标
打下坚实的基础。高品质——我们的宗旨，您的附
加值。值得您信赖！

高品质    1310    明确的价值观



运筹
帷幄

开放    1514    明确的价值观



+运筹
帷幄

开放
我们拥有 30 多家生产厂与销售机构，约 4,700 名员
工，我们国际化和市场导向的理念，使我们突破思
维的局限。我们随时准备接受新的观念和方法。
开放——我们的宗旨，您的附加值。值得您信赖！

开放    1514    明确的价值观



请信赖
我们

可靠    1716    明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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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
70 年来，诚信与承诺一直是我们行动的动力。我们
的产品和服务是可以一直被信赖的，因为我们对客
户的最终产品同样承担着一份责任。
可靠——我们的宗旨，您的附加值。值得您信赖！请信赖

我们

可靠    1716    明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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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哪些元素会过时？哪
些元素会持续保留？“色彩之旅”提供的
色彩和趋势服务帮助您紧跟潮流趋势，把
握影响客户购买决定的准确时机和潮流颜
色。

我们与国际流行趋势研究机构和色彩设计
师紧密合作，分析社会与文化、生态与设
计的多元关系，过滤出主要趋势。根据这
些信息，我们的“色彩之旅”团队确定全
球和行业的特定颜色和设计趋势，并将其
呈现在年度趋势报告和相关资料中。

人们是如何受时代精神的影响？这为产品
设计又赋予了什么？雷诺丽特“色彩之
旅”通过为新产品的开发和新系列的创造
提供灵感，通过创造潮流和有前景的产品
提供必要的支持，为您一一解答。

流行趋势 
雷诺丽特趋势服务助
您成功。

我们的拼贴艺术展示了下一季的色彩趋势。

“色彩之旅”趋势服务    1918    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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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的原材料对于确保高生产标准和最
佳材料性能至关重要。我们的原材料都会
确保进行两次检查：首先是在我们的供应
商处，然后是到达我们的工厂后。我们用
心选择聚合物和添加剂，密切关注原材料
市场变化，并持续验证新材料。确保我们
始终能够为您提供最优的产品。

我们的生产设施正在不断发展。我们采用
先进的压延工艺和挤出系统来生产高质量
的塑料产品。我们使用印刷机、压花机、
涂层和分切设备，将我们的产品进一步加
工成高质量的半成品。从产品初始概念到

变成废品回收的整个过程，雷诺丽特都确
保其质量。我们每一位员工都有责任确保
设备在最稳定状态下运行，严格控制并达
到最佳的可持续生产操作结果。

质量意识
从始至终保持专注
我们的生产技术

我们用一体化生产理念来生产高品质的产品。

20    质量意识 生产技术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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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全球化的公司，雷诺丽特意识到
我们对人类和环境的责任重大。作为一个
第三代的家族企业，我们觉得有义务采取
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我们采取全方位的可
持续发展方式，跨越生态、经济和社会三
个层面。我们使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来倡导企业文化中的可持续性。

我们也运用负责任和前瞻性的商业惯例来
保护我们公司的价值和后续的成功。为员
工提供健康的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是我们
最高优先级的工作。关于我们的生产工艺
和产品，我们追求的系统方法旨在降低能
耗和原材料投入及产生的废物量。我们正

在实施的可回收利用措施有助于加强循环
经济和节约资源，同时确保最有效的材料
使用率。

除了我们的内部努力外，我们还参与了全
行业的 VinylPlus 可持续发展倡议。这是一
个承诺 PVC 工业是可持续生产、应用和处
理资源的组织。我们全行业共同努力，积
极降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对环境的影响并
推动循环经济。

负责任地使用原材料和产品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企业责任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生态和社会层面。

可持续发展    2322    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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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家族企业，雷诺丽特代表相互忠
诚、相互尊重的合作方式。我们训练有素
且积极进取的员工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作为雷诺丽特品牌的大使，我们兢兢业业
的员工为公司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有
着良好服务体验的客户也对此赞赏有加。

我们深知还有需要改善的空间，因此，我
们会与客户和员工保持定期对话，以确保
我们可以进一步获得提高并激发我们的潜
能。

“我们非常看重与客户的沟通。 
我们与客户一起持续改进。” 
雷诺丽特集团董事会成员（从左至右）
Dr. Axel Bruder, Michael Kundel, Pierre  Winant

服务标准
合作理念贯穿整个公司 

成功的关键    2524    服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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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具体应用

塑料自身的灵活性使我们的产品具有相对
广泛的应用领域。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与
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合作。这种合作让我
们不断产生新的创意，并为客户提供了竞
争优势，并为投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
们当前的行业和应用领域的一瞥:

  汽车行业
  建筑行业
  双向拉伸板
  办公用品
  屋面防水膜
  门窗户外膜
  土工膜
  船舶行业
  医药行业
  家具表面和室内装饰
  游泳池（防水薄膜）
  技术应用
  包装行业
  广告和平面设计行业

无处不在  
附加值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客户从我们在不同行业的经验中受益

无处不在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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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产品上涨的预期也对制作材料相应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塑料拥有其他材料没有的倍受欢迎属性，例如：优
异的柔韧性、超强的硬度和轻便，使其成为多行业应用
的理想选择。

雷诺丽特凭借其高品质膜材和板材以及其他相关塑料产
品，推动众多行业创新发展。作为一个以市场和客户为
导向的公司，开创性的研究是我们经营活动的一个核心
要素。我们始终将客户的具体需求作为研发的核心重
点，以此来决定我们的新产品及最新应用。

紧密的合作关系确保了我们事业部之间的密切合作和充
分沟通，使我们能够获得巨大的创新潜力。通过这种方
式，我们可以针对特定需求量身定制产品和解决方案，
以应对市场变化和全球发展趋势。

了解更多关于雷诺丽特产品使用的领域和相关应用——
以及我们的产品世界是多么的独特多样。

塑料 ---  
21 世纪材料首选

塑料产品的应用非常广。
雷诺丽特在很多行业都是
创新领跑者。

独特的多
样性

04    独特的多样性 塑料 --- 21 世纪材料首选    05



行业 &  
市场

我们的产品种类
为您创造附加值

雷诺丽特塑料产品的覆盖领域是非常广阔的， 
去雷诺丽特产品世界发现我们的多面性，请访问： 

renolit.com/corporate/en/products/

06    行业 & 市场 我们的产品世界    07



Wir haben nicht nur die  
Fensterprofilfolie erfunden, 
unsere Produkte sind auch  
in zahlreichen anderen Berei
chen wie z.B. der Maritim
industrie zu finden.

+

门窗型材、建筑表面以及车库门都属于需要维持产品寿
命的外部建筑组件。我们的高性能户外薄膜可以保护您
的产品免受天气的影响，维护简单且不需要上漆。丰富
的花色和浮雕饰面为个性化设计提供广阔的空间——让
您轻松拥有从古典到现代风格的仿真木纹或纯实色。

我们为船舶行业生产的产品同样拥有优良的防腐耐候
性。此外，我们的防滑膜能保证您站在甲板上屹立不
倒，而我们的层压片材让您的游艇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

清晰的视野。在甲板底下，用于钢和铝表面装饰的特殊
薄膜为内部装饰提供了一系列丰富的选择。无论是在淡
水还是咸水中，我们的防污薄膜都可以保护船体，并且
不会污染环境。

从门窗型材到船舶应用：
雷诺丽特保护您所珍视的东西。

RENOLIT ALKORFOL STEELRENOLIT EXOFOL MX RENOLIT EXOFOL FXRENOLIT REFACE

08    行业 & 市场    09

我们不仅是门窗薄膜的发
明者——我们的产品也被
发现应用在许多不同的领
域，如船舶业。

RENOLIT DOLPHIN SRENOLIT SEA-FLEX



45    Kapitelüberschrift  Headline 

Irilis alit, volore tatuero 
 commodiamet alit wisi 
el.Iustrud te consequat non
sequis niate modiamet, sed 
esequat adionse quatio am, 
quat alit accummolor aci el 
ut eugait nos elit lut

+

经典、时尚、易于维护和实惠是您能从我们的 3D 热成型
薄膜中得到的。超现代风格或田园风格、高光或哑
光——我们有多样化的产品风格以及颜色可供选择。当
您需要错综复杂的形状和形式时，您会喜欢使用我们的
热塑成型 3D 复合膜。无论您是应用于室内或办公家具、
店面装饰还是商业项目，您会发现，您想到什么我们就
能提供什么。

当您的车内装饰需要同时考虑设计感和减重因素时，我
们的复合材料产品就正好符合您的需求。与传统材料相
比，它可以将大篷车内的镶板重量最高减轻 50 %。

我们的天花膜将天花板变成光、色和纹理的游戏场。它
不会影响建筑物基本结构，却为家庭或工作环境、会议
室或零售场所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我们的压敏薄膜用于平面设计和广告业，其坚固的附着
性，适用于各种材质的表面。它们也将墙体艺术变成信
息沟通的方式。

从可拉伸天花 
到家具设计：
雷诺丽特激发室内设计灵感。

雷诺丽特产品适用于室内装
修，从地板到家具到可拉伸天
花板。

RENOLIT SIGNRENOLIT FLOORING COMPONENTS

   1110    行业 & 市场

RENOLIT CEILING RENOLIT ALKORCELL
RENOLIT ALKORFOL



+ 从建造，稳定和设计到卫
生 —— 我们的产品完全满
足您的关键要求。

与人类健康直接相关的产品需要特别谨慎。雷诺丽特凭
借其质量和可靠的高标准，在国际医疗产品以及制药行
业中闻名于世。

特殊的制造工艺为可回收便携式建筑板材提供了一定程
度的耐冲击性能，这在 PVC 行业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
的板材及薄膜易于清洁，适合多种用途，例如可在医院
的卫生敏感区域做内部装饰。

我们用严谨的态度来生产我们高品质的医药包装及医疗
器械的原材料和产品。这部分产品包括用于药液包装及
外包装的膜材(阻隔膜材)；用于制作血液袋的薄膜、软
管、颗粒、接口、密封盖及胶塞等。在血液，输液，透
析和营养袋生物技术的研发领域，我们与行业合作伙伴
紧密合作，成为享有世界声誉、行业领先的供应商。

不论是室内墙纸， 
还是到医疗产品：
雷诺丽特都确保稳定和卫生

RENOLIT ONDEXRENOLIT SOLMEDRENOLIT ARMOUREN

12    行业 & 市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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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窖到屋顶 – 雷诺丽特的防水产品会被用在需要绝对
可靠的密封性能的地方。这个产品也用来在地下建筑、
隧道和大坝工程中防水。特殊的屋顶薄膜可用来建造广
阔的绿色屋顶区域，独特的外观与环保达到了和谐统
一。我们的门窗户外膜，也同样为外表面设计开辟了全
新的可能性。

我们的合成柔性膜采用百分之百的防水设计，在许多建
筑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在新建或翻新、还是在

工业建筑或私人住宅中，雷诺丽特均有完美的解决方
案，防止任何角落受到潮湿的威胁。

几十年来，我们的名字一直是承包商、建筑师、窗户制
造商和屋顶工人口中持续创新产品的代名词。

从地窖及天花板材料 
到屋顶系统：
雷诺丽特 - 防护功能和美观并存

从基坑到屋顶防水产品，来自
雷诺丽特的产品都能让建筑师
和业主们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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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循环利用、节约资源和开拓
性 ——我们在不同的市场开
发可持续的环保产品。

可持续发展在雷诺丽特的企业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根基， 
也在我们的新产品开发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个典型的例
子就是创新的光伏背板薄膜，不仅延长了光伏模块的使
用寿命而且大大提高了发电效率。

另一项创新来自我们的复合材料，这种材料是在资源节
约的工艺中生产出来的，并且还可以 100 % 回收利用。

我们的片材非常轻便且坚固，同时还防水且容易装卸。
其优异的性能，使其不断被引入于其他新的行业。它们
非常适合于需要轻量级片材解决方案的应用，例如车辆
内部或航空箱。

从光伏发电组件到航空箱：
雷诺丽特致力推广可持续解决方案

RENOLIT NAT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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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人游泳池到玻璃装饰– 来
自雷诺丽特的解决方案结合了
卓越的实力和惊人的优势。

我们为泳池生产强化防水薄膜，提供多种颜色、表面效
果和设计方案。我们的装饰薄膜由于其耐用的质量并能
丰富建筑风格，现已成为市场标杆。

绝对的水密性、精心制作与压纹，让我们的游泳池薄膜
能在任何泳池中都能产生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

我们的玻璃装饰薄膜为玻璃添加了特别的亮点。在商务
办公和私人区域中，它们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设计装饰玻
璃表面，兼具装饰和隐私功能。

还有一个优点，这种玻璃装饰薄膜能够非常容易且经济
地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今后，无需再用复杂昂贵的玻
璃表面蚀刻工艺。

我们的产品可提供抗老化、耐候和抗菌性能的多种颜
色、设计和表面效果。

从游泳池到玻璃装饰：
雷诺丽特将美学与功能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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