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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士·绿哈达行动”

青藏高原植草突破 800万平方米
� � 2018 年 9 月 3 日，由中华环
境保护基金会、联合利华力士品
牌共同发起的“力士·绿哈达行
动” 在西藏拉萨开启 2018 年见
证之旅。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秘
书长徐光，联合利华个人清洁品
类市场总监赵文峰，跳水世界冠
军、“力士·绿哈达行动” 公益宣
传大使田亮等共同出席了活动，
共同见证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要性，并深入林周县卡孜乡草
场考察当地牧民生产生活情况，
通过探求更多农牧民致富方式，
助力当地牧民改善生计。

“力士·绿哈达行动”是由中
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携手联合利
华力士品牌共同发起的青藏高
原植草行动。 自 2011 年行动开
展以来，累积在西藏地区种植牧
草超过 800 万平方米，不仅增加
了高原草地覆盖度，对控制当地
生态退化起到积极作用，也通过
科学管理草场， 提高牧草产量，
让该地区的牧民获得了更多经
济收益。

包括大润发、 华润万家、沃
尔玛、永辉、北京华联、步步高、
家乐福、麦德龙、欧尚、物美、京
东新通路等国内最具影响力的
商超销售渠道都加入了“力士·
绿哈达行动”。 通过在各大门店
开展“力士·绿哈达， 我们在行
动”主题环保宣传活动，消费者
只需要通过购买力士指定产品
就可以为藏区捐种草地，不断提
醒消费者关注到可持续生活方
式，共同助力西藏生态保护。

华润万家连续 5 年助力藏
区生态保护

力士品牌， 作为联合利华最
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品牌之
一，一直关注着中国的生态环境。
在产品生产中， 不断研发更加环
保的技术与设计， 竭力减少温室
气体的排放， 减少产品包装对环
境的影响。 力士品牌始终践行的
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了众多合作
伙伴的鼎力支持， 华润万家即是
其中之一。 华润万家创立于 1984
年， 发展至今已成为中国最具规
模的零售连锁企业品牌之一，目
前在全国拥有超过 3000 家门店，
销售额蝉联中国连锁超市领先地
位。 在这 30年间，华润万家始终
秉承着“与您携手 改变生活”的
企业理念，发扬华润“常怀感恩之
心、践行社会责任、做优秀企业公
民”的光荣传统，为消费者提供高
质、超值、安全的商品与服务的同
时， 一直关注并积极参与各项公
益事业。 对公益事业的持续投入
和长远支持已经成为华润万家长
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美
好愿景，离不开同样深具社会责
任感的商业伙伴给予的支持及
合作。 正是对环保及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共同追求成为华润万家
与联合利华力士品牌合作的契
机。“华润万家携手联合利华力
士品牌陆续开展‘力士·绿哈达’
公益活动已经有 5 年时间，希望

通过我们这些合作伙伴，比如沃
尔玛、大润发、京东这样的零售
业，能够携手把绿色的种子触及
到中国的亿万家庭中去。 我认为
这不仅是商业价值上的合作，更
重要的是在公益层面和社会价
值上的一种升华。 ”华润万家助
理总经理徐之江介绍道。

“华润万家目前在各大门店
对‘力士·绿哈达行动’活动进行
推广和宣传，让消费者更加切实
的感受一人一元一平米的理念，
并且在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
门店做了专柜宣传。 ”徐之江表
示，通过这种方式把绿色的种子
传播出去是非常好的， 与此同
时，华润万家计划把“力士·绿哈
达行动”更多、更广地扩展到更
多的门店中去，让消费者能够更
加直观地参与进来，让更多的消
费者在门店购物的同时，既能够
买到心仪的商品，又能为公益贡
献一份爱心。“不管是从供应商
或品牌的角度，还是从提高消费
者体验的角度都是和华润万家
的理念是一致的。 ”徐之江说。

2018 年是开展“力士·绿哈
达行动”的第八年，在去年植草
突破万亩的基础之上，今年在林
周县卡孜乡继续种植牧草 2,250
亩。 八年来累积种植牧草 12,250
亩，约合 816.7 万平方米。

探索生产和生态协同可持
续发展道路

在卡孜乡草场， 负责实施

“力士·绿哈达行动”植草工作的
西藏高原草业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武俊喜博士表示，“力士·绿哈
达行动”充分发挥了人工草地的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通过大面积
科学种植和管理人工草场，实现
退化草地改良、草地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帮助当地牧民逐步转变
传统畜牧业发展方式，通过种草
养牛羊，持续增加农牧民收入。

武俊喜博士针对林周县白
朗村种草养畜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建立了“科研单位+合作社+
农户” 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模
式，摸索出了生产和生态协同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参与合作社的
农牧民每年户均现金分红 1000~
2000 元。

“基于联合利华可持续行动
计划，我们发起了‘力士·绿哈达
行动’， 希望通过在青藏高原植
草的‘小行动’，助力高原生态环
境建设产生‘大不同’。 经过八年
的实践，‘力士·绿哈达行动’不
仅达成了万亩植绿计划，还搭建
了一个公益平台，得到了合作伙

伴的倾力支持，使得我们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 ”联合利华个人清
洁品类市场总监赵文峰表示，
“对于力士品牌来说，‘绿哈达行
动’是我们践行可持续商业模式
的一个成功案例。 今年，我们推
出的新品‘绿野清香’沐浴乳，就
是 以 我 们 在 西 藏 种 植 的 牧
草———紫花苜蓿作为产品的主
要香型，也希望能有更多人通过
这样一款产品，感受到自然的芬
芳、西藏的魅力、公益的力量。 ”

据悉，“绿野清香”沐浴乳将
通过与“力士·绿哈达行动”深入
合作的商超及电商渠道带到消
费者身边。 而未来，联合利华力
士品牌还将基于“力士·绿哈达
行动”和“绿野清香”沐浴乳在林
周县筹备建立紫花苜蓿采购基
地，将公益植草与自身业务更加
密切的相连，在整个产品价值链
体系中，形成“公益环保+精准
扶贫+可持续盈利模式”的闭环，
持续为当地带来环境和经济收
益。

（李庆）

2018 年 9 月 9 日， 恰逢 99
公益日，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
指导下，百威携手中国道路交通
安全协会、中国酒业协会，在北
京凤凰国际传媒中心举办了“明
智饮酒 拒绝酒驾” 公益盛典，
并发布了由演员张一山领衔主
演的公益片《未来的你》，呼吁年
轻一代拒绝酒驾。

数据显示，近年来酒驾人员
年龄主要集中在 20~40 岁，并呈
年轻化趋势。 同时 2018 年也是
一个特殊的年份，第一批“00 后”
正式踏入成人行列，从此拥有开
怀畅饮的自由和掌控方向盘的
可能。 而拒绝酒驾，应当从 18 岁
成年的那一刻做起。 因此，今年

的“明智饮酒 拒绝酒驾”公益
行动打破窠臼，首次将目光聚焦
年轻族群，用年轻人的语言讲述
全新的拒绝酒驾故事。

百威亚太北区总裁吉祥在
致辞中表示：“‘明智饮酒 拒绝
酒驾’公益行动经过十年沉淀成
绩斐然，影响范围广泛。 今年是
第十一年，公益宣传已进入全新
阶段，我们尝试转换视角，关注
年轻群体，从千禧一代的角度去
思考拒绝酒驾，与他们携手酿造
更美好世界。 ”

《未来的你》公益片发布

今年，百威携手旗下备受年

轻人喜爱的品牌哈尔滨啤酒，邀
请新生代演员张一山担任明智
饮酒公益大使并主演公益片，向
年轻观众宣传“不酒驾”的重要
性。 作为“小鲜肉中的老戏骨”，
张一山不仅以精湛的演技征服
观众， 还坚持投身公益事业，积
极传递社会正能量。 他曾担任绿
色出行文明交通大使，与交通安
全宣传结下不解之缘。

作为公益片的主角，张一山在
片中分饰两角。谈及公益片拍摄感
受，张一山笑称：“大家喝完酒千万
要管好车钥匙， 别动酒驾歪心思，
不然就体会不到未来的精彩了。 ”

为感谢张一山关注道路交
通安全公益事业，公安部交通管
理局宣传教育处有关负责同志
在活动现场为其颁发荣誉证书，
并表示：“道路交通安全公益事
业任重而道远，希望能有更多具
有社会责任感的公众人物、社会
力量主动投身其中，积极发挥自
身社会影响力，共同宣传交通安
全理念，共同建设安全的道路交
通环境。 ”

百威开启公益全新征程

今年是“明智饮酒 拒绝酒

驾”公益项目的第十一年，在此
全新征程中，百威除了向年轻群
体宣传拒绝酒驾的意识，还关注
少年儿童的道路交通安全。 在一
些贫困和偏远地区，有许多留守
儿童面临着相对复杂的出行环
境，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教育。 为
了培养这些儿童的交通安全意
识、 提升交通安全自护能力，百
威已在腾讯益行家平台上发起
捐步公益项目，号召社会公众共
同捐献日常步数，帮助实现配捐
50 万元的目标。善款将转化成一
套套寓教于乐的交通安全教育
魔法箱，捐献到由公安部交通管
理局、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共
青团中央少年部共同指导，中国
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承办的
“交通安全体验课”公益项目中。

作为啤酒中的超人气选手，
哈尔滨啤酒始终洞悉年轻群体
兴趣点， 今年更是掀起跨界潮
流，引领年轻态、个性化公益新
风尚。 跨界第一弹来自时下备受
年轻人喜爱的相机 APP“B612 咔
叽”， 该 APP 为哈啤定制了未来
态度贴纸，让年轻人用自拍和脑
洞大开的创想秀出不酒驾的百
变未来。 此为， 哈啤联手潮牌
PONY 打造极具高辨识度的“反

酒驾”主题爆款周边，引发热烈
追捧。 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及各
合作方的号召下，群星一起加入
了呼吁年轻一代明智饮酒、拒绝
酒驾的行列。 知名歌手蔡依林、
周笔畅、吉克隽逸，年轻偶像程
潇、冯建宇、胡先煦、陈意涵、吴
映香等当红明星纷纷穿着同款
公益潮 T 为明智饮酒打 call：“未
来有很多可能，但请谨记，保持
理性与果敢， 定义理想与未来，
跌倒了可以重新站起，酒驾必须
缺席。 ”9 月 20 日起，粉丝们还可
以在阿里拍卖上为偶像应援，竞
拍签名款 T 恤，所有善款将共同
汇入交通安全体验课项目。

此外，“明智饮酒 拒绝酒
驾”公益行动还联合嘀嗒出行和
e 代驾共同发起“百城千万红包
雨，拒绝酒驾更哈啤”专项行动，
发放覆盖百余个一二三线城市
的千万量级代金券， 共同推广

“明智饮酒 拒绝酒驾”，呼吁消
费者酒后选择出租车或者代驾。

公益片《未来的你》 已于 9
月 9 日正式上线，该片以峰回路
转的剧情呼吁“00 后”将拒绝酒
驾作为成年第一课，传达“不酒
驾，未来一起 happy”的理念。

（张明敏）

百威发布公益片《未来的你》 呼吁明智饮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