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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致辞
宝洁致力于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
并坚持做正确的事。

戴怀德
David S. Taylor

董事长，总裁及首席执行官

很高兴与大家分享宝洁第一份企业公民报告。在2016年8月，
我们公布了全新的工作议程，它凝结着我们为成为一个优秀
的企业公民所做的一切努力，而这些也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是一致的。

这份企业公民报告比我们以前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范围更
广，反映了我们企业公民工作的各个方面，在之前报告中涉
及的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影响的基础上，增加了道德与
企业责任、多元化与包容性、性别平等三项内容。

我们不仅自己是，更希望被大家认可为一家尽责管理、符合
道德规范的公司，一家公开透明做生意的公司，一家支持慈
善事业和保护环境的公司，一家有着吸引人的工作场所、善
待员工并为员工提供自我提升机会的公司。

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也有益于加深我们与消费者的关系。
我们知道，一旦消费者熟悉了我们优秀的品牌和产品，就会
更想了解我们，看看公司是否有和他们一致的做法和价值观。

我们在做好企业公民上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我们从
道德与企业责任开始，这一部分是另外四个方面的基础，另
外四方面分别是社区影响、多元化与包容性、性别平等和环
境可持续发展。每一方面都有专人负责，确保我们可以达到
目标。这份报告会分别详细阐述这五方面。

我的工作让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宝洁这样的公司能给全
世界带来多么广泛的影响。我们可以帮助一切接触到的事物
变得更好，我们更可以携手合作伙伴成为一股正能量。当我
们通过品牌和产品改善消费者的生活，当我们诚实对待消费
者，当我们创造出更多工作岗位促进经济增长，当我们鼓励
有意义的对话，当我们利用时间和资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
社区创造积极影响，当我们在制造产品和运营公司的同时改
善环境，世界真的会更美好。

我们为自己的企业公民工作感到骄傲，并且每天都期待着新
机会，让我们持续成为社会一股积极向上和向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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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洁
宝洁公司创始于1837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公司之一，总部位于美国俄亥俄
州辛辛那提市。通过坚持用细微但有意义的方式美化消费者每一天的生活，宝洁公司
得以在百余年间保持持续的增长。宝洁公司在全球大约7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所
经营的10大品类65个品牌的产品畅销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大约50亿人提供深
受信赖的优质产品。

宝洁的宗旨
我们提供优质超值的品牌产品和服务，让现在和未来世世代

代的全球消费者生活得更加美好。

作为回报，我们将会获得领先的市场销售地位、不断增长的

利润和价值，从而令我们的员工、股东以及我们生活和工作

所处的社会共同繁荣。

创新、人才和可持续发展是宝洁公司的三大核心战略 
创新是宝洁业务成功的基础，也是宝洁产品改善全球消费者

生活水平的最直接方式；

人才培养计划是宝洁特有的优势，人才是宝洁最珍贵的财  

富；

在宝洁，环境与社会责任是每一位员工工作职责的一部分，

它们有机地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与企业经营中。

•

•

•

宝洁的价值观
宝洁品牌和宝洁人是公司成功的基石。在致力美化世界各地

消费者生活的同时，宝洁人实现着自身的价值。宝洁公司价

值观包括：领导才能、主人翁精神、诚实正直、积极求胜、

信任。

宝洁的愿景
成为并被公认为提供世界一流消费品和服务的公司。

我们的宗旨、价值观和原则是公司的基础。宝洁的宗旨是

在现在和未来的世世代代确保每个人有更高的生活质量。

它将我们团结在共同的事业和战略下，激励着宝洁人每天 

做出积极贡献，以细微但有意义的方式美化消费者每一天

的生活。宝洁的价值观包括领导才能、主人翁精神、诚实

正直、积极求胜和信任，它反映了宝洁人如何与同事和合

作伙伴共事。由宝洁的宗旨和价值观产生了下列原则： 我

们尊重每一位员工，公司与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有策略

地着眼于我们的工作，创新是我们成功的基石，我们重视

公司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我们珍视个人的专长，我们

力求做到最好，互相依靠、互相支持的生活方式 。这些原

则非常清晰地反映出宝洁开展日常工作的独特方法。

宝洁本着守法精神依法经营，以高道德标准在全球开展业

务。我们相信优秀的管理可以为股东带来更好的效益。我

们明确管理原则、政策和运作方法，来达成管理责任制。

这么做最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并且与公司宗旨、价值

观和原则一致。

道德与企业责任
宝洁在全球约 70 个国家和地区服务近 50 亿消费者，并且拥有值得信赖的优质领先品
牌。为了更好地服务全球消费者，我们承诺做一名良好的企业公民。这包括提高透明
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尊重人权和劳动者权益、做正确的事以及负责任地采购。以
上这些，影响着我们方方面面的工作，而我们会认真对待肩负的责任。正是长期建立
起来、并且每天都在坚持的值得信赖的形象，使我们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道德与企业责任

宝洁
企业公民

社区影响

环境可持续
发展性别平等多元化

与包容性

道德与企业责任是宝洁企业公民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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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影响

我们帮助受灾人渡过

26
全球性灾难

场 改善了拉丁美洲
我们的早期学习计划

100,000
儿童的生活

30万  

我们在超过

支持仁人家园项目 
10个国家

+

在近180年中，我们一直专注于改善我们服务的社区。宝洁通过品牌、产品和员工，
在改善全球消费者的健康和幸福感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从一个享用洁净饮用水的
墨西哥家庭，到一位与健康的孩子玩耍的乌干达母亲，到一个有书可读的中国农村女
孩——我们致力于帮助和改善我们接触的社区。

大约

10亿人
无法喝到

洁净饮用水

我们已经送出

100亿升
洁净饮用水

分享洁净水的力量
2016年5月，在将洁净饮用水送到一个墨西哥家
庭时，宝洁达到了儿童安全饮用水计划送出第
100亿升洁净水的里程碑。通过与全球超过150
家合作伙伴共同努力，我们正走在到2020年送
出150亿升洁净水这一目标的路上。

灾难发生后，大家可能会忽视生活必需品和难以考虑灾

民的舒适感，让他们有家一样的感觉。海飞丝、欧乐B、

潘婷、帮宝适和其他宝洁品牌捐出成千上万的产品，也

花费很多时间来帮助幸存者、家庭，以及整个社区重建

和恢复。今年，我们已经与救助机构合作，在26场全球

灾难中，让人们可以在灾后舒适地生活。 

灾难时进行援助

在过去三年，我们在拉丁美洲的早期学习计划（Born 

Learning program）已经改善了10万名儿童的生活，

改进了1,400所托儿中心，并给超过15,000位家长和

5,000名教师和护工提供了培训。早期学习计划的新模

式力图制造更大影响，从而确保更多儿童在健康的环境

中生活和成长。

为儿童构建健康愿景

宝洁坚信健康、安全和整洁的家园的重要性。在与国际

仁人家园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越发坚定了这样的想法。

国际仁人家园作为一个国际慈善房屋组织，期望 世上人

人得以安居 。十几年来，宝洁和成千上万的宝洁人支持

着这个愿景，通过我们的专业知识、领导力和努力，帮

助需要像样住所的人们提供安全和可负担的家园。

改善社区和居民生活 

虽然一支普通的疫苗就可以预防新生儿破伤风，每年还 

是有49,000个婴儿死于破伤风，相当于每11分钟就有一

个新生儿死于此疾病。帮宝适通过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希望在每一个国家消灭新生儿破伤风问题。帮宝适

至今已经帮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19个国家彻底消灭了

新生儿破伤风，完成了我们最终目标的一半。

保护最弱势群体

为了帮助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儿童获得更好的基础

教育，宝洁从1996年开始支持希望工程。迄今为止，希

望工程是中国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公益事业。在过去20

年，我们捐建翻新了超过200所学校，让30万名儿童受

益，通过教育改善他们的生活。宝洁支持希望工程的内

容，也从仅仅改善学校设施发展为现在的为儿童提供包

括美术、体育、音乐和戏剧在内的全面教育。

构建更美好的未来



多元化与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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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视多元化的价值

2016年有超过

200
获得多元化

人

与包容性奖项提名

来自超过
我们的全球员工

145
不同的国家

个

多元化供应商的交易额超过

20亿美元

每年我们与

重视每一个人
包容每一个人

让每个人都有最佳表现

我们希望像我们的消费者一样多元。更深刻地了解消费者的多元性，有助于更好地服
务大家。宝洁有着包容的文化，重视每位员工的才能，这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实现多
元化的力量。每天我们都努力让每位宝洁人感到被重视、被包容，在工作中有最佳表
现。当每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展示自己独特的一面，当每个人挖掘出自己最大潜能，
当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当每个声音都能被聆听，我们才能成功。这就是多元
化与包容性的力量。

在宝洁，员工是多元化的脉搏。我们的领导人才
勇于挑战自我和团队，用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或
改进方法，他们证明一个有多元视角的团队比同
质化的团队能更好地应对挑战。为了鼓励这种做
法，每年宝洁都会表彰富有领导力、热情和对公
司文化有积极影响的个人和团队。2016年，我们收
到了超过200份年度宝洁多元化与包容性奖的提名。
有九名候选人获得了创新、生产力、包容性和具
有感召力的领导者等四个方面的奖项。这些获奖
的个人和团队利用多元化的优势，将消费者洞察
变成行动，真实反映消费者需求、释放团队力
量、提高对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员工的认识
和接受程度，并从世界各地招募多元化人才。年
复一年，这些奖项增强了宝洁人的自豪感、形成
了良好的社群，并且激励有胆识、善于突破自我
的领导力。

在北美，我们不断看到非洲裔员工的新成就，同时也在为这个

群体创造独特的机会。我们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从专业角

度帮我们提高雇佣、留住和发展非洲裔领导人才的成功率。同

时，我们的品牌也在继续履行多元化的承诺。宝洁的十年项目

我的黑皮肤很美 （My Black Is Beautiful）和全新潘婷金色系列

（Pantene Gold Series）都在拥抱非洲裔女性的多样美和群体美。

在公司内外部履行多元化承诺

十亿美元圆桌组织（the Billion Dollar Roundtable）论坛只有

22家成员公司，这些公司每年与多元化供应商的交易额超过十

亿美元。多年发展全球供应商多元化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让

宝洁连续九年在多元化供应商方面的投入超过20亿美元。40

多年来，这个网络壮大了成千上万的由少数族群、妇女、退伍

军人和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人士经营的公司，同时也增强

了宝洁的创新能力。

致力于多元化合作关系

会有一些职场偏见，让人们无法 做自己 。宝洁公司和品牌

在 处 理 这 些 偏 见 时 ， 担 当 着 强 有 力 的 领 导 角 色 。 人 权 运

动（Human Rights Campaign）组织的全球职场公平商业联盟

（Business Coalition for Global Workplace Fairness）致力于推

动全员工平等，包括保证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员工得到平

等机会。宝洁很自豪可以为成为这一组织的一员。

引领职场公平行动

从最初入职阶段开始，我们就不论性别，平等雇佣员工。宝洁

有近一半的管理人员和约1/3的高层领导都是女性，但我们知

道我们还能做得更好。在2016年国际妇女节，我们在提高女

性员工权益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承诺在公司内部各级实现

男女员工数量的平衡。同时，有意包容领导项目（ Intention-

ally Inclusive Leadership）和提倡真正改变行动（Catalyst’s 

MARC™，Men Advocating Real Change）是目前我们在全公

司范围内用来培养包容性领导技能的两个示范项目。

建立包容性文化



性别平等
在宝洁，我们渴望在公司内外部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没有性别歧视的世界，
一个有平等代表权的世界，一个男女可以平等发言的世界。由于我们的大部分消费者
都是女性，许多产品也是女性用品，所以我们在助力性别平等方面担任着特别的角
色。
我们了解女性的生活、她们面临的挑战、她们的渴望。除了用我们的产品努力改善她
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会在家里、在职场、在学校中帮助她们，让她们自由生活，发
挥潜力，实现梦想。    
我们正通过我们的洞察，揭露各种性别歧视现象，并通过品牌宣传、企业发声、员工
努力，发起能促进改变的对话。

类似 像女生一样 （like a girl）的侮辱性语言，
让近半数女孩在进入青春期初潮时自信心显著
下降。作为一个以自信为基础的品牌，护舒宝
正努力把 像女生一样 转变成一句具有积极意义
的话。三年中，有550万人次观看了护舒宝影片，
76%的消费者现在觉得 像女生一样 是褒义的说
法。2016年，护舒宝推动解决了很少有女孩为
主角的emoji表情符号这一性别歧视现象。我们
正在促成不同人群互相沟通，改变网络表情符
号，转变大家的态度。

Shiksha在印地语中是 教育 的意思，它很确切地表达了
我们为印度贫困儿童——特别是贫困女孩，创造教育机

会所做出的努力。我们与当地组织、学校、教师和家长

一起全力以赴，消除性别歧视，让女生得到应有的机会。

为弱势女生创造机会

在印度，碧浪用它的活动，证明简单的日用品就有强大

的力量，可以引发大家关于社会中性别角色的讨论。大

部分印度男人都觉得洗衣服之类的家务是女人的事，而

他们又会把这样的想法传递给下一代。碧浪发起的 分

担家务 （Share the Load）活动正在改变人们关于男女

家庭角色的固有观念。

揭露家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全世界的女生都会面对许多阻碍，让她们不能得到良好

教育。在许多国家，女生进入青春期后，因为缺乏生理

卫生知识，也没有卫生巾，所以她们就会辍学待在家

里，而这会影响她们一生。过去十年，护舒宝发起

的 让女生上学 （Keep ing G i r l s  in  School）计划已

经给女孩子们提供了350万片卫生巾，并支持了超过

10万女生的青春期和卫生教育。

帮助女生消除教育障碍

由于存在性别歧视，在世界上一些地区，男女一起工作

是很罕见的。宝洁与当地官方合作，帮助消除女性就业

障碍，当然这也包括在宝洁工厂里。我们在印度海得拉

巴的工厂有超过30%的员工为女性，为印度的性别平等

树立了标杆。在新加坡的儿童安全饮用水研发工厂初建

时，主要雇佣的都是男性员工。但因为洁净水影响着全

世界的女性，所以我们的制造团队现在有55%的女性员

工，这很值得自豪。

促进女性就业

为弱势女生创造机会

通过广告和媒体发声

#LikeAGirl
像女生一样

76%
的女孩现在觉得

 像女生一样 （like a girl）
是一种正面的说法

vs
在宝洁发起 像女生一样 活动之前

只有19%的女孩认为
这是一句积极的话

护舒宝已经为

100，000
肯尼亚女生提供了
青春期和卫生教育

e#$%a&i' (

碧浪正鼓励印度男性

#分担家务

宝洁在新加坡的
儿童安全饮用水工厂中

55%的员工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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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可持续发展
保护地球既是责任，也蕴含着机会。我们的目标就是制造出能让消费者做出更多
可持续性选择的产品。我们把可持续发展融入到我们的商业活动、企业运营、创
新发展、品牌建设和企业文化之中。

65%
植物性和

可再生成分

（ 队团购采收回产资球全的们我 Global Asset Recovery 

Purchases） 的眼中没有垃圾 , 他们总能发现物品的潜能。

在全世界范围 , 曾经被废弃的东西会作为其他产品的原

材料 , 再次进行利用。欧乐 B 的生产废料重获新生 , 成

为创新砖的生产原料；在中国 , 海飞丝的生产废料被转

化为堆肥；在印度 , 护舒宝的废弃物成为了低价鞋底的

生产原料。我们的再利用项目已经执行了九年 , 在此期

在并（ 宝为废变物弃废吨万上千成将地性造创洁宝,间

这个过程中节省了 16 亿美元） 。

不浪费任何回收机会

棕榈油是一种多用途农作物，我们把它的一种叫作棕榈

仁油的副产品用在一些织物与家居护理和美尚品牌中。

为了确保负责任地采购棕榈油，我们与伙伴合作沟通，

在供应链环节通过三大支柱（供应商管理、支持小农户

以及行业标准影响）履行我们不滥伐森林的承诺，并努

力实现到2020年零砍伐的目标。

齐心协力保护森林

2016年Fairy无磷酸盐配方洗碗珠所省下的磷酸盐量足

以覆盖27万个足球场。所有的宝洁胶囊类产品（如洗

衣珠、洗碗珠） 还有一个额外的环境效益：它们不需要

预洗，因此每年节约了大概210亿升水，相当于9,000

个奥运会规格泳池的水量。

用创新推动环保 

2016年，我们提前四年完成了到2020年在宝洁工厂每单

元生产所用能源减少20%的目标。这个目标之所以加速

完成，主要因为我们的员工全情参与到The Power of 5

能源降耗竞赛活动中，证明一点一滴的日常行为可以对

节能产生重大的影响。

达到我们的节能目标 

使用生物成分进行清洁
清洁品牌总是面临这样的挑战：如何在不影响清
洗效果的前提下做出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产
品。汰渍purclean™是第一款解决这一问题的洗衣
液。这款产品含有高达65%的植物性和可再生成
分（已获美国农业部USDA认证）。另外，汰渍
purclean在节省能源的冷水清洗状态下，清洁效
果也依然和其他产品一样好。除了新成分更加环
保之外，生产汰渍purclean的工厂也达到了100%
使用可再生风力发电并实现工业废弃物零填埋。

消费者现在可以在Charmin纸制品的包装上看到印有森

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和雨林

联盟认证（Rainforest Alliance Certified）字样的标签。

这些认证标签告诉消费者，这款产品是由完善经营管理

的森林树木生产出来的。事实上，100%的Charmin纸巾

都是用经过保护认证的树木生产的。另外，我们每使用

一棵树木时，都有另外一棵新种植的树木在生长。森林

管理委员会认证标准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因此能够得到

这一认证，是很有意义的。

加强护林工作

认证

Charmin纸制品
经过森林管理委员会

和雨林联盟

零磷酸盐成分

Fairy 洗碗珠
在本年度实现

零
我们致力于到2020年达到 

百万
我们已经成功将

吨废弃物再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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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5 2014

2 25,758 27,998 28,331 5,737 1,983 16,921 634 483 0

3

1

694 699 859

640 807 1,119 216 96 216 42 31 39

86% 89% 90% 89% 90% 83% 98% 89% 68%

87 88 108 24.32 9.65 37.11 0.68 3.38 12.33

47 51 71 9.48 6.85 21.10 0.07 2.82 6.58

8 4 5 4.50 0.04 2.53 0.07 0.09 0.69

4 23 21 20 4.55 2.39 10.45 0.41 0.37 4.90

5 10 11 12 5.78 0.37 3.03 0.13 0.10 0.16

59,401 64,134 66,183 35,893 3,656 12,811 2,541 1,767 2,732

6 4,903 5,300 5,912 2,777 368 1,054 238 193 274

2,133 2,389 2,612 1,463 103 391 67 41 69

7 2,770 2,911 3,300 1,314 265 663 171 152 205

209 275 306 209 N /A N /A N /A N /A N /A

64,192 68,424 69,681 39,876 5,540 14,053 1,071 1,587 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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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公吨） 

废料（公吨）

出貨量

源自可再生資源的原材料

生产的废料

循环再利用比例 

丢弃废料（公吨） 

丢弃废料

固体废料一无危害性

固体废料一有危害性

污水（不含普通水排放）

气体排放

能源与温室气体

能源消耗（千焦）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公吨）

范围类别1一温室气体直接排放量
（公吨） 
范围类别2一温室气体直接排放量
（公吨） 

生物质温室气体排放量（公吨） 

水（公吨） 

用水量

总量（绝对单位x1000） 2016年全球业务部门明细  （绝对单位x1000）

婴幼儿、女性
和家庭護理 美尚

织物及
家居护理 男士理容 健康护理 其他

资源及废料统计汇总  
下表显示的是全球业务单元中生产部门、技术中心和分销中心的环境数据。 

1公吨=1,000千克=2,205磅   
（1）

（2）
（3）
（4）
（5）
（6）
（7）

2016年，婴幼儿、女性和家庭护理包括婴儿护理、女性护理和家庭护理。美尚包括美容护理、Prestige、专业沙龙护理及个人美容护理。织物及家居护
理包括织物护理、家居护理及化学品。男士理容包括剃须刀、刀片及相关器具。健康护理包括个人健康护理和口腔护理。 其他包括主要办公建筑和为业
务部门提供支持的技术和研发中心，以及分销成品的设施。承包生产运营的数据不在统计之内。 
根据出货量数据估算。 
数据追踪工作在公司层面完成。 
废水化学需氧量（COD）。 
气体排放包括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范围类别1+范围类别2。范围类别2排放量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计算得出。 
以市场为基础的范围类别2温室气体排放。说明：2016年按地理位置计算的范围类别2排放量为2,923,000公吨。

长期环境愿景
我们正努力迈向我们的长期愿景：

所有工厂

使用 100%
可再生能源

使用100%
在产品及包裝中

可再生或回收材料

设计出让消费者
满意的同时最大程度

保护
资源的产品

产品废弃物
及生产废料
零填埋

做一名良好的企业公民意味著同时降低公司内部以及消费者的碳足迹。
以下几页展示了宝洁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最新进展。
在某些领域我们已经提前几年超额完成了目标，而其他领域我们正在努
力向目标迈进。
我们已经制定了到2020年的具体目标，这一短期目标反映了我们在实
现最终长期目标的道路上所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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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环境保护
目标实施进展
截至2016年6月30日

2020年前
工厂每单位产量

能源使用量
减少20%

2010年开始
目前达到了减少20%

2010年开始
目前已减少了超过25% 

每单位产量
卡车运输公里数

减少20%

2020年前
绝对温室气体排放

降低30%

确保工厂使用
的能源30%

 为可再生能源

确保70%
的机洗通过

低能源消耗完成

履行棕榈油承诺

2015年前
实现卫生纸/纸巾
和吸水性卫生用品

使用100%原生木质纤维
并经第三方认证 

在成本及规模允许
的前提下2020年前

开发出用可再生材料
取代石油衍生原材料

的相关技术

我们已经初步具备
用可再生资源取代
石油衍生塑料树脂 

和清洁剂的能力完成

已实现最初的可追溯性
以及供应链参与目标

并继续在支持小农户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

目前可再生能源
使用率达9.6%

2010年以来
已由38%提升至61%

2010年开始
目前已降低10%

 气候 废弃物

水

继续在废弃物
零填埋方面
取得进展

2020年前实现
100%纸质包装使用

回收材料
或者第三方认证的

原生材料

平均每位顾客
购买的产品包装量

降低20%

确保90%
的产品包装可回收
或者有相关计划
确保有能力回收

将塑料包装中
的再生树脂

使用量增加一倍

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
开展试点研究
探寻如何消除

固废填埋

向10亿人提供
节水型产品

工厂生产中
每单位用水量减少20%

并在水资源短缺地区重点
加强水资源保护

55%的生产场所
实现了废弃物零填埋

2015-2016财年
 参与调查的98%的材料达标

2010年开始
目前已降低12.5%

2015-2016财年
86%的产品包装可回收 比基准线的用量增加了30%

2015-2016财年
达到了向4亿5千万人

提供节水型产品

2010年开始
 目前已减少24%

（Waste to Woth）

（Closed Loop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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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宝洁中国企业公民概览

2010年迁至北京顺义区的宝洁北京研发中心拥有最先进

的实验室和行业领先的设施。目前有600多位科学家、

工程师、研究员在宝洁北京研发中心工作，其中100多

位拥有博士学位。宝洁还与中国多家领先的研究机构、

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致力于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

与外部合作伙伴形成协同效应，实现联合解决方案和多

样化创新。

宝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服务中国消费者。我们致力于

为员工提供有趣又具挑战性的工作、轻松又健康的工作

氛围、全球顶尖的培训，以及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

从而吸引和发展优秀人才成为未来的商业领袖。宝洁已

多年蝉联行业最佳雇主殊荣。

宝洁中国

立足于中国，发展于中国

1988年，宝洁公司在广州成立了中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广州宝洁有限公司，从此开始了其中
国业务发展的历程。如今，中国市场已经成长为宝洁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市场之一。宝洁也一直
通过在环保以及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一系列努力，切实履行对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担负的责任。

•

 •

 

•

 •

 
•

 

7,000多名员工，98%为中国本土员工
10大品类，接近20个品牌
飘柔、潘婷、海飞丝、沙宣、玉兰油、SK-II、舒肤
佳、伊卡璐、吉列、博朗、佳洁士、欧乐B、碧浪、
汰渍、纺必适、息可舒、护舒宝、帮宝适、丹碧丝
1个研发中心：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
9个生产工厂：位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
都、太仓等地
8个供应中心：位于湖南、天津、江苏、四川、广
东、辽宁、山西等地

20年

持续支持
希望工程

在中国，有2 ,800万女生 被留守 ，缺乏父母照顾和生

理健康教育。为帮助惊慌、迷茫地面对月经期的留守女

孩，2016年女生节，护舒宝启动#我就是女生#蝴蝶计

划公益众筹项目，旨在为留守女孩提供优质卫生巾以及

青春期生理卫生教育。全年共有68,000包护舒宝卫生巾，

送到四川省18所宝洁希望小学的留守女孩手中。未来，

护舒宝希望联合相关的公益组织，将#我就是女生#蝴蝶

计划惠及全国更多留守女孩，帮助她们建立自信，如蝴

蝶般蜕变成更美好的自己，让青春不再留守。

护舒宝 蝴蝶计划

碧浪发现，中国很多留守儿童的衣服都是由上了年纪且

农务活繁重的爷爷奶奶洗的，一个月才洗一次，卫生条

件根本无法得到较好的保证。因此，碧浪与大润发、飞牛网

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启动了“一指洁净，爱心满

分——共建 童爱 洗衣房 公益项目。与消费者一起，共

同筹集捐款54万余元，为九寨沟地区的10所小学的留守

儿童购买了100台洗衣机，捐建了10所 碧浪童爱洗衣房 ，

让他们也能享有更洁净、更健康和更快乐的生活。

碧浪 童爱洗衣房

因为缺少正确的口腔健康教育，许多山区孩子不知道如

何保护自己的牙齿。每10个山区孩子中就有7个存在严

重的口腔问题。为改善山区孩子的口腔健康状况，2016

年9月，佳洁士启动 让中国的明天笑得更灿烂 爱牙行

动，为中国200所宝洁希望小学的近12万师生捐赠24万

套爱牙套装和爱牙知识卡，让更多健康自信的笑容传遍

中国。

佳洁士 让中国的明天笑得更灿烂

在中国，我们坚持“亲近生活，美化生活 ”的宗旨，通过细微而有意义的方式，
不断美化现在和未来世世代代消费者的生活。这一宗旨不仅仅体现在宝洁公司的
产品品牌和服务上，更体现在宝洁公司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所承担的社会
责任上 , 成为社会一股积极向上和向善的力量。
  

宝洁中国支持希望工程20年 
宝洁中国自1996年开始支持希望工程，20年来，
在中国乡村捐建了200多所宝洁希望小学，是
在中国捐建希望小学数目最多的跨国公司，帮
助超过30万贫困地区的孩子获得了更好的教育
机会。在2016年，支持希望工程20年之际，除
了持续关注乡村孩子们的基本需求，我们也将聚
焦互联网+精准公益，重点关注如何有效利用互
联网时代新技术的后发优势，探索解决乡村师资
力量不足和支持留守儿童父母返乡计划的解决方
案。宝洁也希望更多内部外部的专业人士加入持
续支持希望工程希望小学的队伍，精准扶持遍布
中国乡村的200所宝洁希望小学，继续探索乡村
公平教育的解决方案。  

宝洁看重未来人才在环保中的巨大影响,在中国推动的

“宝洁中国先锋计划”，旨在为中国环保事业培养未来领

袖人才。在2016年，我们为高校环保社团提供实践指引

和资金，以“在行动中学习”的方式，支持了50个社团，

40个环保项目，累计470人次的大学生环保先锋从小额

资助、能力建设、网络交流等活动中受益，为他们提供

更多的实践和参观机会，并培养调研、组织、领导、宣

传等能力，帮助大学生们成为未来中国环保的中坚力量。

宝洁中国先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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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社会一股积极向上和向善的力量

养成正确的洗手习惯不但是降低儿童腹泻相关疾病发病

率的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法，更会对儿童成长与发展产

生深远影响。舒肤佳持续25年在中国推广洗手教育，自

2008年至2016年，舒肤佳在中国发起的 全球洗手日 活

动已举办9届。而举办了10年的舒肤佳健康长城项目，已

经让超过7,200万儿童受益。2016年，舒肤佳携手壹基金

发起健康长城公益洗手计划，为全国110所乡村小学捐建

千座洗手池和举办洗手课堂。品牌与公益合作伙伴和代

言人TFBOYS一同登上万里长城，表达为全中国儿童筑

造健康长城的决心。愿一座洗手池一块皂为孩子们带来

一双干净小手，一个美好未来。 

舒肤佳洗手教育
12小时的金质睡眠，对孩子大脑良好发育以及未来智商、

情商的发展至关重要。而福利院宝宝，更值得全社会各

方力量去给他们尽量多的关爱，让他们获得新的希望，

健康快乐成长。

在2016年的世界睡眠日，关注金质睡眠的帮宝适为96家

福利院的宝宝们捐出600万片纸尿裤，将爱心传递全国，

希望让他们也在帮宝适的陪伴下拥有整晚金质睡眠，都

能拥有美好未来。

帮宝适 好好睡觉，天天向上  

在2016年一次海飞丝的活动中，一位热情的女士购买了

大量海飞丝，寄往 玉树希望少儿之家 ——海拔最高的

少儿之家，这里的200个孩子生活在恶劣的气候和艰苦

的环境中。在问及为何选择海飞丝捐献给孩子们，她说

因为她相信宝洁对消费者的承诺。这是海飞丝与 玉树

希望少儿之家 的最美偶遇，更是消费者对宝洁及宝洁

产品的信任。藉此机会，为了让更多孩子们健康成长，

海飞丝于2016年9月份，向全国200所宝洁希望小学的

孩子们提供了10万瓶洗发水。

海飞丝最温暖的偶遇 

20年

200 所宝洁希望小学

30万儿童获益

50所大学 

40个环保社团项目
为中国培养未来环保领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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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览分享了部分案例，展示我们的成果。您可以登
陆www.pg.com/sus ta inab i l i t y  访问报告全文，获
取更多案例和数据。报告撰写采取了全球报告倡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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