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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赞臣中国聚焦精准扶贫
共创可持续发展未来
� � 113 年前，在美国，一家专为
婴幼儿提供科学营养的公司因
爱而生，关注生命早期营养的大
爱由此起航；25 年前， 这家承载
着“为全球婴幼儿带来一生最好
的开始” 使命的公司远渡重洋，
来到中国传递关爱和责任。 如
今， 这家公司已是成果丰硕，高
品质产品和服务遍布中国，全程
质量管理体系备受消费者信赖。
这就是传承百年、植根中国的婴
幼儿营养品公司美赞臣。

25 年来，美赞臣凭借科研实
力和企业责任，成为快速发展的
中国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中深
具影响力的国际企业。

“与生俱爱”25 载

2018 年 12 月 5 日， 在北京
举办的主题为“与生俱爱 臻致
未来” 的美赞臣中国 25 周年活
动中，利洁时健康集团大中华区
首 席 执 行 官 睿 恩 达（Enda
Ryan）， 回顾了美赞臣在中国 25
年来“与生俱爱”的历程和成就，
展望了以爱与责任为中国消费
者“臻致未来”的美好前景。 此
后，美赞臣联合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共同启动了名为“关爱至
初”的大型公益计划，助力贫困
地区生命早期 1000 天营养改
善，更将活动推向高潮。 业内专
家指出， 生命早期 1000 天的营
养与一生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
该公益计划与《“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高度契合，对于探索
贫困地区生命早期营养问题的
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美赞臣中国将自己定位为
一家全球性的本土公司，充分依
托全球研发优势， 实现智慧共
享，不断为中国市场带来丰富的
产品组合。 从 2000 年于业内率
先在产品中添加 DHA 和 ARA；
到 2016 年一举推出富含乳铁蛋
白的超高端产品蓝臻；再到 2018
年将欧美殿堂级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产品安敏健 LGG引入中国，美
赞臣不断推出专业的产品和服务
以满足中国消费者多样化的营养
需求。 对此，睿恩达并不满足：随
着数字化智能时代的到来， 新生
代消费者期望线下线上相融合的
全渠道购物体验， 企业已打造以
消费者为中心的全新商业模式，

实现与消费者 360°全方位沟通，
并不断与合作伙伴建立跨界合
作新模式，为中国母婴消费群体
实现全方位增值服务。

美赞臣深耕中国市场的 25
年， 是中国母婴行业蓬勃发展的
黄金时代， 凭借全球品质一致的
产品以及全程质量安全的质量管
理体系和高度的企业责任， 美赞
臣参与、见证了行业的发展进程，
为中国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的健
康可持续性发展做出了积极贡
献。2017年，与世界 500强利洁时
集团的整合完成， 成为美赞臣快
速发展的一大助力和机遇。 利洁
时的企业使命是“确保人们拥有
健康生活和快乐家庭”，与美赞臣
的使命“为全球婴幼儿提供科学
营养， 给他们带来一生最好的开
始” 高度契合。 正因两者使命一
致，理念相通，资源共融，美赞臣
更有机会借助利洁时强大的资源
体系，快速贴近社会需求，启动更
具社会影响力的项目， 更好地服
务万千中国婴幼儿和家庭。

美赞臣大中华区副总裁顾
磊向与会者介绍了美赞臣中国
25 年来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成
就并总结，美赞臣已经实现了从公
益的参与者、践行者向倡导者的转
变，借助利洁时的广阔平台，美赞
臣已将目光投向了如何将社会影
响力最大化、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
来这个更深远的层面。

助力贫困地区的儿童

长期以来，营养不良是全球
面临的重要经济和人口发展问
题。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2018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
况》 调查显示，2017 年全球有近
1.51 亿 5 岁以下儿童受发育迟缓
影响。在中国，尽管近十年来婴幼
儿营养缺乏问题得到较大改善，
但部分地区孕产妇营养不良、频
发疾病和在生命早期不适当的婴
幼儿喂养和护理等问题仍影响婴
幼儿的营养和健康。2013年，中国
6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为
8.1%，城市为 4.2%，农村为 11.3%，
其中贫困农村为 19.0%。

在“生命早期 1000 天营养”
沙龙上，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中国科学院
微生物研究所和来自甘肃省和

江西省的基层妇幼保健院的代
表分别从营养专业角度和切身
工作体会剖析了生命早期营养
不良的成因和后果。 专家与基层
代表在沙龙中谈道，营养不良不
仅会影响儿童的身体和大脑发
育，还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不可逆
转的危害，甚至会形成营养不良
的代际循环。

这些现状令人担忧， 也让为
使命驱动的深具社会责任感的利
洁时和美赞臣希望通过努力来帮
助改变这样的状况。从 2018年开
始到 2021年，利洁时集团美赞臣
携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将合作
开展“关爱至初”计划，旨在助力
改善中国贫困地区母婴营养与健
康状况。 除了进行营养干预以降
低儿童生长迟缓率， 该计划将重
视生命早期 1000 天营养教育培
训， 提升项目所在地人们对营养
的认知， 创建可复制的模式以对
项目外地区形成示范效应， 还将
对项目持续追踪、数据共享，探索
当地可持续性发展模式。 美赞臣
相信通过联合多方参与， 发挥该
计划的撬动力，“关爱至初” 计划
将助力阻断营养不良的代际传
递，对下一代带来积极的改变。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在“关爱至初”计划启
动仪式上介绍，该项目拟于三年
执行期内逐步受益共计来自 25
个县的 10000 对母婴， 并培训
5000 名直接面向广大孕产妇的

基层医护人员。 他希望项目能探
索解决贫困地区儿童营养不良
和生长迟缓问题的成功模式，为
推动政府对贫困地区母婴营养
保障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利洁时集团首席执行官拉
凯什·卡普尔（Rakesh Kapoor）对

“关爱至初” 计划寄予厚望：“我
们的目标是将当地儿童生长迟
缓的发生率显著降低，这意味着
许多贫困县中的儿童将能有机
会实现生命中的潜能。 ”

在“确保人们拥有健康生活
和快乐家庭”的使命之下，美赞
臣与利洁时已阔步前行。 过去的
25 年，美赞臣交出了一份令人满
意的答卷；在母婴消费新趋势的
驱动下， 美赞臣将基于百年传
承，持续创新，为更多中国宝宝
带来一生最好的开始，让更多中
国家庭享受更健康、更美好的生
活，在公司发展里程上书写更多
辉煌的篇章。

精准扶贫模式共赢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全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
应以“质量导向”落实精准扶贫。
由此，精准扶贫成为更明确的努
力方向。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企业在这场精准扶贫攻坚战中
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婴幼儿营养领域的专
家，美赞臣一直关注儿童早期发

展，运用自身优势，时刻关注生
活于困境中的儿童和家庭，尤其
是有特殊营养需求的儿童群体，
积极帮助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
生存状况。 其最有代表性的案
例，是和国家卫计委妇幼司共同
发起的“苯丙酮尿症（PKU）患儿
特殊奶粉补助项目”。

从 2009 年启动第一期到
2016 年开始第二期 PKU 项目，
两期项目开展至今，美赞臣已累
计免费提供了 176,010 罐配方奶
粉，超过 750 名贫困患儿及其家
庭得到了扶助。

从“精准定位”需要帮助的
PKU 患儿，到“精准匹配”提供
PKU 患儿治疗所需的无苯丙氨
酸配方粉，再到“精准管控”连续
跟踪 PKU 患儿 3 年， 为婴幼儿
脑部发育的“黄金三年”提供营
养支持。 该项目也被视为美赞臣
将科研、专业优势与公益项目有
效结合的“精准扶贫”典型案例，
受到业界好评。

美赞臣大中华区副总裁顾磊
表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美
赞臣已经向结合品牌特点和专业
优势的“知识扶贫”模式转型。

2018 年，美赞臣启动的“美
好童年，陪伴成长———2018 雏鸟
伴飞关爱计划”活动，率先在北
京、深圳、广州、成都等 13 座城
市的 54 所幼儿园开展， 募集超
过 15000 本闲置童书，在甘肃、河
北、安徽的贫困乡村小学捐建爱
心图书馆，帮助贫困乡村儿童开
启认知世界的窗口。 这一活动调
动社会闲置资源，引导城市儿童
通过捐赠自己的童书， 学会分
享，懂得关爱他人，也为乡村儿
童送去优质图书资源，丰富乡村
儿童的阅读生活。

顾磊最后表示，作为一家带
着爱心而成立的跨国公司，美赞
臣进入中国 25 年来， 已经将社
会责任纳入企业的日常经营管
理体系，在业务的方方面面以最
高标准践行企业公民责任。 正因
如此，美赞臣在中国一直是受到
千百万营养学家和家长的信赖，
成长为中国奶粉行业中的领导
品牌。 （徐辉）

� � 美赞臣大中华区副总裁顾磊（左一）、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
朱锡生（左二）、利洁时健康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睿恩达（右二）、利
洁时全球对外事务负责人 Patty（右一）共同启动“关爱至初”公益计划

美赞臣大中华区副总裁顾磊进行演讲

利洁时健康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睿恩达发表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