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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 
供应

从 2017 年 2 月 1 日起，

售完为止。

在我们的网站上您可以找到一直寻找的可爱工具，可以作为受欢
迎的礼物或者收藏品。

从 2017 年 2 起，我们提供限量版的独特工具和工具套件，并装
在精美的礼品包装中。接下来我们将用新颖创意来补充我们所提
供的产品。

简单的订购方式和缩短的发货时间能使您快速获得精选的礼品。

亲爱的读者： 

经销商和制造商同时在不同的通讯频道与对工具感兴趣的人进行
沟通。
PB Swiss Tools 与市场参与者合作，实施多渠道战略并获得更多
协同合作：新投入市场的网站就是行动的证据。
 
聚焦于我们用户群的需求，我们加强与访客的对话。我们产品的
全面信息可以快速简单地找到。
 
我们将潜在的客户直接引导到网上商店和固定的销售点。第一个
合作伙伴及其客户已与我们的网站链接。我们将不断添加其他感
兴趣的内容并在销售处的网络中整合。
 
我们在将来也补充 Tool4you 商品品种，并邀请您从有吸引力的
礼品创意中获利：向您保证更多的好处和兴奋。 

诚挚地问候

Eva Jaisli
CEO，首席执行官
e.jaisli@pbswisstools.com

限量版

PB 240.PU 和 PB 244.PU：配有经典紫色手柄的螺丝刀套件，附带壁挂架，并装在礼
品包装中

给自己弄一套限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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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4YOU

有意义的个性化礼品

发掘其他产品
并赋予灵感

PB 215
配有更换批头的
螺丝刀套件， 
装在紧凑式卷袋中

简单、快速、条理分明：只需三个步骤就能按照您的想法，设计
出带有您图标和文字的工具：您立即获得价格、支付条件和货期
的概要信息。

 创建并检查不同的方案 
 可以包含图标或字体
 使用简单
 样本一直保存
 传输无数据丢失
 25 件起订

 1. 选择产品 2. 调整产品 3. 订购产品

PB 8452 M
短粗刀杆

PB 489
Insider Mini 
便携式工具

PB 4040 套件
奶酪火锅叉套件 
带经典手柄， 
洗碗机适用

PB 6100 M
固定 
重要信息的 
磁架

PB 168
附带更换批头的螺丝刀

PB 470
自行车工具，包括轮胎
安装杆

PB 6460
Insider 1 
便携式工具

PB 212 H-6 RB
球头六角套件

PB 6510 R-30
Insider 3 
便携式工具

可选购礼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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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m 150 Jahr Jubiläum 
möchten wir Ihnen 
Danke sagen.

Nes mil exped quam vellentem 
coriate dipiciet ideres aborem 
veribeatin nim laborpore et la 
dest il minvele ndemporrum 
utation reped maior 
reius corehendae dolore con 
nonsedis pro te nonsequame 
consecturem ullora vel iduntum 
volecte aut quias por accus 
consequis. 
Conserio ilitio tet amNam, 
con corionestium alibusa por 
aut volorro officit excearibus 
exped qui diti ut ea idunt 
quatestis verspedit omnimodis 
ut ommolorepedi atemposaest 
reriam eum, officabo. Itae sit 
quostet fugit faccullicab.

Herr Frank Meier
Geschäftsfüh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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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r Frank Meier
Geschäftsfüh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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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有吸引力的礼品包装中提供我们的畅销品牌产品：
刀杆 1、2 和 3
迷你刀杆和短粗刀杆
自行车工具 
奶酪火锅叉和鱼火锅叉
6 和 7 件式球头六角套件

由于高品质的透明盒子，可以立即看到您印到工具上的公司图
标。刀柄和自行车工具附带了操作说明书。

礼品包装的示意图，拥有独特
设计的问候讯息。
背面（1）和前面（2）视图。

您可以用您的个人讯息补充您送给客户的礼物。卡片可以配上您
的问候讯息、您的图标和您的个人签名，然后将卡片插入盒子中。

设计规定请参阅我们的网站：
www.pbswisstools.com/zh/技术支持/服务/下载

Tool4You

描绘的公司图标/字符仅用于阐明不同的标记类型，产权归相
应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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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卷袋中的工具套件

装备精良，迎战所 有拧螺丝工作
紧凑型 PB Swiss Tools 工具套件是理想的基础装备，是拥有专
业质量的手动工具：是您在工厂、家里或路上安装和服务工作不
可缺少的伴侣。

PB 215 
配有更换批头的螺丝刀套件，
装在紧凑型的卷袋中。

PB 8215 
配有更换批头的螺丝刀套件，
装在紧凑型的卷袋中。

PB 9516 红色 
全能型 – 在一个通用螺丝刀套
件中有 31 个工具，装在紧凑
型的卷袋中，配有更换批头。

配有独特印记 
理想的礼品。

独特的礼品创意：实用卷袋印上图标、名称或签字，简直是一件
独特的礼品！
请在我们的网站上发掘设计这两种产品的各式各样方案。

现在发掘

你可以在我们的官网和优酷频道观看我
们所有的影片。只需轻松订阅，你就可
以了解最新的短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