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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可持续发展 诺华环保项目成效显著
� � 2018 年 12 月 18 日，“诺华
川西南林业碳汇、社区和生物多
样性项目”成果报告会暨“应对
气候变化企业可持续发展峰会”
在成都举办。 会议总结了诺华川
西南林业碳汇项目及森林碳汇
扶贫示范项目成果与经验，探讨
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新挑战，希望
共同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
动中国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

坚持可持续发展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是诺华
的核心战略之一，环境保护则一
直是诺华履行企业责任的重点
关注领域。

2010 年，诺华全球的“抵消
碳足迹”项目从阿根廷、马里来
到中国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
自治州。 该项目位于以大熊猫等
珍稀濒危物种为主要保护对象
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覆盖的
均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
代被采伐后没有得到有效恢复
的退化土地。 自 2011 年至 2018

年，在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以及
各个林业管理部门的组织实施
下，项目克服了高海拔、自然条
件恶劣， 林牧冲突等多种困难，
在 4095.4 公顷的土地上栽植和
补植冷杉、云杉、华山松等各类
苗木约 2100 万株。

项目计划投入建设资金 1
亿元，由诺华集团、地方政府和
社区配套共同完成。 8 年来，诺华
已累计投入 850 万美元。 目前项
目整体已经覆盖甘洛、 越西、昭
觉、 美姑和雷波五个县及马鞍
山、申果庄和麻咪泽三个大熊猫
自然保护区， 包括 17 个乡镇 26
个村，受益村民中有 97%的人口
为少数民族。

为大山深处带来多重效益

目前，诺华川西南林业碳汇
项目项目地块树种长势良好，植
被也逐步恢复，生物多样性显著
增加。 同时，该项目增强了保护
区之间及其周边缓冲带和走廊
带森林的连通性，扩展和改善了
大熊猫等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

项目预期还将在未来 30 年内吸
收大气中 120 万吨二氧化碳。

除了环境保护， 回馈社区、
促进当地社区的发展，也是诺华
实施此项目的重点关注方向。 通
过参与植树造林和森林管护，当
地村民不仅获得了就业机会，增
加了当地贫困社区的收入，增强
了社区百姓种苗培育、造林的技
术和森林管护的技能，同时也大
大提升了当地百姓的生态保护
意识。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党组书记、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副
厅长、党组副书记（兼）刘宏葆表
示：“项目的实施不仅在增加森
林碳汇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也
对社区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产
生了积极影响。 ”

作为本次项目的 NGO 合作
方，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大中
华区首席执行官马晋红表示：“与
诺华合作进行川西南碳汇项目，
我们期望将其打造为以自然为本
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典型案
例，真正让生态环保效益显现，实
现当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诺华集团（中国）副总裁陈
小晶谈到：“诺华川西南林业碳
汇项目的未来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长达 30-50 年的森林管护期，
还需要大家共同持续努力才能
最终完成项目。 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需要
共同面对的问题，诺华愿意携手
政府和社会各界，一起为环境保

护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也是诺华
全球减少碳排放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一部分，更是诺华对中国
的长期承诺与贡献。 ”

她表示，诺华将秉承“扎根
中国，承诺中华”的理念，以实际
行动助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为环境可持续发展作出不懈的
努力。 （皮磊）

� � 瑞士驻成都总领事 Frank Eggmann、刘宏葆局长和陈小晶副总
裁共同为诺华集团全球环境可持续顾问 Markus Lehni 颁奖

近 日 ，“2018 在 华 韩 国
CSR 模范企业表彰暨 CSR 论
坛”在京举行，好丽友凭借在公
益事业领域的持续耕耘和卓越
表现，入选社会责任模范企业，
获得创造创新部门优秀奖。 好
丽友公共事务部总监张晓艳表
示， 成绩的取得在于公司具有
明确的社会责任愿景、 完善的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以及多年来
持续不断的社会责任投入。

好丽友深知食品安全的重
要性， 改善偏远地区孩子们的
用餐环境是好丽友关注的重点
领域。 2018 年 9 月，好丽友“爱
心厨房”再度起航，走进河北省
围场县，为 11 所学校安装现代
化厨房设备并培训厨房工作人
员。 好丽友爱心厨房项目始于
2016 年，自项目启动以来，已先
后在福建长汀、 安徽砀山和河
北围场捐建 36 间爱心厨房，改
善了 6500 余名贫困地区学童
用餐环境以及营养卫生状况。

推动食品安全科普教育，
帮孩子们树立科学的食品安全
观念是食品行业重要责任之
一。 2018 年 10 月，好丽友携手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举行“全
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动”城
市行活动，为广州市 26 所打工
子弟学校和留守儿童学校的孩
子们捐赠 10000 本原创食品安
全主题漫画绘本，并在 10 所学
校开展食品安全体验营， 直接
受益人数达 26000 余人。 通过
这一平台， 好丽友为孩子们打
造一道“食品安全”的长城。

好丽友还积极投身社区建
设， 鼓励员工身体力行参与社区
公益活动。 2018年以“益起成长”
为主题，联动河北廊坊、沈阳、上
海、广州四地工厂及全国 22个区
域办公室， 共同开展关爱弱势群

体的社会活动， 走进福利院慰问
特殊儿童以及身心障碍人士，走
访慰问外来务工人员， 为白血病
儿童义卖募捐。 800余名员工志
愿者参与，服务千余名弱势人群，
累计贡献近 3000小时志愿服务
时长， 捐赠 1500 余箱好丽友产
品，为社区发展贡献力量。

未来， 好丽友将继续秉持
“好丽友，好朋友”理念，聚焦公
众健康、青少年发展、与环境共
生、社会救助四大领域，通过自
己的不懈努力，积极承担对消费
者、对员工、对合作伙伴、对环境
和社区的责任，努力创造共享价
值，实现可持续发展。 （王勇）

� � 近日， 北京吴裕泰掌门人赵
书新出现在著名的“中国乌龙茶
之乡”———安溪县。 随着消费不
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追求
原生态，作为肩负使命的百年老
字号，北京吴裕泰公司在开发安
溪铁观音有机茶叶资源和保持
茶叶生态环境上责无旁贷。

安溪县是著名的“中国乌龙
茶之乡”。 吴裕泰相信，安溪铁观
音的再次腾飞必须靠治理种植
源头和坚持传统工艺，让绿色和
正宗重新定义安溪铁观音。

铁观音茶叶安全第一步，就
是茶基地的管理。 吴裕泰严格要
求产地茶农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进行有机茶园建设，保持品种优
势。 每年进入 11 月份，茶农们会
把存了一年的鸡粪、鸭粪、猪粪埋
在茶树下面， 使茶树安全过冬。
夜晚，在吴裕泰安溪县桃源有机
茶场，一盏盏发出荧光的灯十分
引人注目，它是用来捕捉茶树上
的害虫的；而你若是白天进入产
茶区，便会看到三五成群的鸡鸭
穿梭在茶园中， 它们在田间活
动，可以疏松表土，促进生态茶
园的营养成分的吸收，集种植养

殖为一体的“绿色生物链”。
安溪县副县长肖印章认为，

生态环境是最大的生产力，安溪
县桃源有机茶场生态保护是财富
而不是包袱， 安溪铁观音茶园迫
切需要一种不造成环境土地退
化，又能维护茶叶安全和生态需
要的农业发展新模式。

北京吴裕泰和安溪县政府合
作生态建园，茶归自然，引导安溪
铁观音回归传统制作，现已形成完
整的生态管理体系。铁观音制作首
先要确立品种纯正，以确保铁观音
茶独有的地域香； 其次看工艺，看
制茶师能否掌握品种特性，透过合
适的工艺制作彰显品种的表现力，
才能做出风格独特的铁观音茶来。

从吴裕泰整体销售趋势来
看，有机茶叶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赵书新信心十足说：“产品质量是
一个企业的硬实力， 吴裕泰要做
老百姓信赖的品牌，咬定质量不
放松，才能让企业走得更远。 ”吴
裕泰公司正进一步完善监管信息
化水平， 致力构建从“茶园到茶
杯”的茶叶质量全程保障体系，巩
固茶叶质量安全管控成果， 助力
有机茶产业腾飞。 （徐辉）

2018 年 12 月 27 日， 中国
网文明中华频道、 公益中国频
道在京举行“文明中华 2019
新年公益联谊会暨文明中华
乡村图书室创建活动启动仪
式”。 文明中华乡村图书室创
建活动旨在提高广大农民群
众对当前我国的大好发展形

势的认识，提高广大农村群众
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

“文明中华乡村图书室创
建活动”将倡导全民阅读，共建
书香城市。 中国网《文明中华》
频道在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
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的指导
下， 携手企业通过共青团中央

直属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捐建
“十城百村《文明中华乡村图书
室》”，将对“十城百村”实施文
化扶贫，捐赠一千万元图书，在
十个城市 100 个乡村创建 100
个文明中华乡村图书室。 活动
现场捐赠了第二批价值 100 万
元图书。 （武胜男）

好丽友深耕企业社会责任
点滴善行汇聚大爱

“文明中华乡村图书室创建活动”在京启动

打造绿色生态管理体系
吴裕泰布局有机茶市场

吴裕泰掌门人赵书新考察有机茶园施肥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