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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旨在说明费列罗集团的企业责

任策略及其2 0 15 / 2 0 1 6 财年（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在

世界各地开展的活动。和往期报告一

样，除了先前设定的企业社会责任目

标以外，本期报告根据对集团的重要

性选择了报告中关注的问题，同时集

团的利益相关者也不断进行补充。

往期报告主要关注费列罗产品、费列

罗运营所在的国家和地区以及集团在

2015 年米兰世博会上的表现。详细内

容，请访问：www.ferrerocsr.com。

本报告由费列罗集团企业传播及公

共事务部（电子邮箱：csr@ferrero.

com）依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2016

年版）和《食品加工行业附录》（2014

年版）“核心”选项起草制定。

本报告提交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内容索引服务（Content Index 

Service），GRI 确认了 GRI G4 内容索

引的准确性。

本报告期内，费列罗于 2015 年 9 月在

中国开设一家新工厂。

本报告范围内的经济数据对应于费列

罗国际整合财务报表。

此外，本期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参考了

以下文献：

•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UNGC）“十项原则”；

•	 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sation, ISO）

26000:2010——“标准社会责任指

南”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跨国企业指导原则。

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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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不含以下实体关于社会及环境的

定性与定量数据：

需要申明的是，对于在本报告中已声明

来源于第三方的数据和信息，集团仅负

责验证上述资料和信息与来源是否一

致。

本报告由德勒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部分审

查，属于其有限保证业务范畴。

本社会责任报告还可在 www.ferrerocsr.

com 网站上进行阅览。2010 年 6 月、

2011 年 6 月、2012 年 7 月、2013 年 7

月、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以及

2016 年 11 月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也可

在此网站上进行阅览。未来，费列罗将

继续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但包括费列罗工业服务 G.E.I.E 公司以

及皮埃拉、皮埃特罗和乔瓦尼 • 费列罗

基金会的数据 1。

1. 根据 IAS 24 标准，费列罗
工业服务 G.E.I.E 公司以及
皮埃拉、皮埃特罗和乔瓦
尼•费列罗基金会属于“相
关方”，因此不包含在费列
罗国际的整合财务报表中。

•	 合资企业 Stelliferi & Itavex Srl，负

责加工和销售不同加工程度的烘焙

榛子。

•	 隶属 Oltan 集团的公司（除集团员

工数据以外）以及 Thorntons Plc.

关于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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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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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	.

2016年度完整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及摘要由费列罗集团公共事务及企业传播部（电子邮箱：csr@fer-
rero.com）起草并编辑。

本期完整版报告依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制定的《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2016年版）和《
食品加工

行业信息披露》（2014年版），并根据选项“核心”进行编辑，可访问www.ferrerocsr.com进行查
阅。

此外，本期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参考了以下文献：

•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的“十项原则”；

•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26000:2010《社会责任指南》；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跨国企业指导原则》。

本期完整版报告将提交给：GRI内容索引服务，并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部分审查。

—
8



—
9

首席执行官
寄语

乔瓦尼 • 费列罗
首席执行官

费列罗国际有限公司

 2016 年是费列罗集团成立的第 70 个年头：费列罗集

团深厚的历史积淀、费列罗员工不懈的工作热情，成

就了我们 70 年持之以恒的长期愿景、精益求精的信念

以及坚实的价值观体系。70 周年这一历史里程碑再次

印证了“费列罗工作方式”，这一运作模式基于以“正确”

的方式做热爱的事业，从全心全意满足消费者需求，

到不懈追求卓越品质、再到始终保有非凡的创造力。

这些价值观是费列罗集团的立足之本，也深植于我们

家族事业的基因之中。

我的父亲米凯利拥有追求远大抱负的勇气和与生俱来

的坚实信念。作为一名睿智的企业家，他从未停下探

索新领域的脚步，不断培养一种“躬身力行的企业文化”。

世界永远属于那些懂得“躬身力行”的人和那些致力于不

断追求卓越的人。

今年，我们追求卓越的努力再次收获了成果。截至

2015/2016 财年，费列罗集团的综合净营业收入达 103

亿欧元，同比增长 8.2%。尽管面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的挑战，我们仍实现了业绩增长，巩固了市场地位，

费列罗集团稳居全球第三大巧克力糖果制造商。通过

拓展业务和建立具有长期前景的全球品牌组合，我们

成功收获了增长。

我们不仅遵从长期战略，还力求在较短的时期内保持

自律性和一致性。有赖于我们的价值观、经验和最佳

实践，费列罗成为消费者心目中恪守商业道德的持久

典范。我们在实现业务增长的同时，注重对人与地球

的尊重，对于费列罗而言，这份尊重比业绩目标更为

重要。此外，成为一家全球性企业并未让我们疏于本

地化运作，相反，我们和集团运营所在的社区及当地

居民保持着密切联系。

通过本期报告，我们将继续支持全球最大的企业可持

续发展倡议组织——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自 2011 年以来，我们一直支持这项倡议，并在推动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最

后，我们通过分享价值观等行动，实践“费列罗工作方

式”。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我们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从

与集团合作的人群，到集团运营所在的社区——建立

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以此创造更多价值。

2017 年 7 月

首席执行官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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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
费列罗一直以来都以履行坚实承诺、给予人和地球最大关注为己任，集团的

财务目标则位居其次。这项原则深植于集团的基因之中，从米凯利 • 费列罗

1957 年上任后致员工的信中便可见一般：

对费列罗集团而言，企业社会责任始

终意味着对人和当地发展的关注，包

括现任员工、前任员工、消费者、他

们的家庭成员以及社区。这些社会责

任原则指引费列罗 70 年前从阿尔巴

迈出了第一步，至今始终如一。

对费列罗而言，最重要的报告从来不

是年度财务报告，而是社会责任报

告，只有这份报告才能 集团对人和地

球的尊重与关怀。

费列罗集团当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

针基于集团 " 分享理念，创造价值 "

的社会责任战略。

这一策略贯彻于我们日常对消费者

的承诺之中，让我们得以生产出最优

质的产品、实现锐意创新、保持透明

沟通。对费列罗而言，共享价值的创

造影响供应链的所有阶段：包括对员

工的关怀（正是他们成就并仍在不断

创造集团历史）、对当地社区的支

持、对开展可持续农业实践、保护环

境的有力承诺、以及在青少年儿童及

其家庭中推广健康生活方式。

我们将坚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的所有承诺，其内容主要涉及两大主

题：人和地球。

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

本人承诺：我将倾尽全力、尽己所能让集团按照我父

亲和伯父的愿景继续发展。只有实实在在为你们及你

们的孩子确保一个安全和平的未来，才是我最大的满足。

米凯利·费列罗



—
11

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

人

地球

对费列罗而言，消费者关怀并不仅仅是一个观念，而是每天付诸实践的具

体行动——我们认为这份责任感比商业目标更加重要。通过营养策略、持

续创新、产品品质与新鲜度、食品安全以及透明负责任的沟通，费列罗希

望将这份责任落到实处。此外，费列罗集团通过费列罗基金会与位于非洲

和亚洲的米凯利 • 费列罗企业项目开展一系列活动，持续关注现任、退休

员工及其所在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集团还持续面向青少年群体及他们的

家庭成员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健达 + 运动”项目，实现推广积极生活方式的

承诺。

监控并改善集团之于整个供应链活动的影响是费列罗的工作重点之一，确

保主要原材料的负责任采购尤为重要。此外，集团还通过利用最先进的科

技、确保能源、材料和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负责任且合理地使用水资源

等一系列措施实现绿色生产。从原材料、生产工厂、到物流乃至整个价值

链，费列罗知其重任，并坚定不移地将其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为了制定并管理集团有关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相关政策，费列罗

集团特设 CSR 专责事务部（电子邮箱 csr@ferrero.com）。

人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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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描述 进程

集团全部工厂通过	FSSC	22000	食品安
全认证，包括中国新建的工厂，不包括米凯

利 • 费列罗企业项目所涵盖的工厂

已于 2017 年 1 月
实现

加强费列罗基金会与
米凯利 • 费列罗企业项目的活动

已实现、持续更新

在公司内部推行“多元文化” 在 2018 年前
不断持续推进

女性管理职位数量增加 5%
（与 2015 年 8 月 31 日统计数据相比）

2020 年前

持续支持并扩大“健达 + 运动”项目，
将其推广至全球 30 个国家和地区，让

500 万儿童参与活动
2018 年 8 月前

100%	采用经过可持续发展认证的
可可

2020 年前

100% 采用经可持续棕榈油圆桌组织
（RSPO）认证的可持续分离式棕榈油

已于 2014 年 12 月
实现

100% 采用来自于可持续供应源的
精制蔗糖

2020 年前

100% 实施榛子的可追溯计划 2020 年前

鸡蛋 100% 源自尊重动物保护福利的
养鸡场

已于 2014 年 9 月
实现

费列罗集团 2020 年目标

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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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描述 进程

所有欧洲工厂实现 70%（原目标为 75%）
电力自给自足，18%（原目标为 25%）使

用再生能源发电

已于 2014 年 9 月
部分实现

集团 17 家生产工厂于 2014 年 8 月通过
ISO	50001 认证，包括发电厂，不包括米

凯利 • 费列罗企业项目所涵盖的工厂
2020 年前

根据现有工厂和未来待投产工厂各自的
需求，实施全球节能减排计划

2020 年前

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减排 40%（与 2007
年相比）

2020 年前

（与 2009 年相比）运输与仓储环节中温
室气体减排 30%（等量公吨二氧化碳）

2020 年前

使用再生资源加工的包装材料（比 2009
年提高 10%）

2020 年前

原生纸板 1100% 来自经认证的可持续供
应链

已于 2014 年 12 月
实现

原生纸张 2100% 来自经认证的可持续供
应链

延长至 2017 年

1.纸板是指密度（每平方米质量）
225 克 / 平方米以上的材料。

2.纸张是指密度（每平方米质量）
低于 225 克 / 平方米的材料。

本报告下述章节详细说明了费列罗集团 2020 年目标进展情况。

人 地球 正在实施 尚未实现

费列罗集团 2020 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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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集团开始采用全新《G4 可

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根据内部重

要性流程更新了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分

析，在这过程中我们邀请了利益相关

者共同参与，并同他们分享了集团的

目标和战略。

具体而言，为编制 2015 年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所开展的重要性分析，旨在

鉴别并评估各种可持续发展议题的重

要程度，即那些影响集团价值创造能

力及利益相关者认为有关联性的议

题。

报告编制过程首先分析了 GRI《G4 可

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以及其他可能与

集团及其利益相关者相关的议题。

一旦确定议题，负责草拟集团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的内部职能部门将开始评

估这些主题。根据对费列罗集团的关

联性以及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持续沟

通，该部门进行了问卷调查，来衡量

各议题的相关性。多名负责定义重要

性矩阵（如下所示）的集团经理结合

定量定性方法完成了分析。 

矩阵右上框列出了与费列罗集团及其

利益相关者最相关的方面，代表了集

团的战略重点。

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

现已确定的重要主题包括：产品和产

品成分的安全与品质、集团营养战略

以及提倡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等；负

责任的原材料甄选、尊重和捍卫人

权、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以及保护妇

女权益等方面内容。其他重要主题还

包括遵守法律和法规、商业伙伴关系

道德标准、负责任的供应商管理以及

实施负责任的市场营销和沟通战略等

方面。不仅如此，我们还高度重视员

工健康、安全、福利和发展。最相关

的主题列表中，还涉及环境可持续性

方面的内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

放、水资源综合管理、绿色包装以及

尊重自然生态系统），以及反欺诈和

反腐败政策、食物废弃物、参与当地

社区发展、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等。

费列罗集团利益相关者
及重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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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集团利益相关者及重要性分析

经济效益

商业道德

企业管理

遵守法律法规
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

产品及成分的安全及品质

负责任的
市场营销

员工福利和发展

职业健康与安全

积极健康的生活

参与当地社区事务
及发展

人权

妇女权益

气候变化和
温室气体排放

可持续包装水资源管理

自然生态系统

动物福利

食品废弃物

反欺诈和反腐败

营养和健康

负责任的原料
甄选

利
益
相
关
者
的
相
关
性

重要性矩阵

与费列罗的相关性及对其潜在影响

人费列罗集团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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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

为确定各主题产生的影响及其相关性，集团针对 22 个重要主题规定了相应的覆盖范

围。

范围 主题 覆盖范围

商业道德 费列罗集团、供应商、经销商和零售商、农场主

企业管理 费列罗集团

经济效益 费列罗集团、供应商、经销商和零售商、农场主

遵守法律法规 费列罗集团、供应商、经销商和零售商、消费者

反欺诈和反腐败 费列罗集团、供应商、经销商和零售商

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 采购、供应商、经销商和零售商

营养和健康 营养策略、产品、消费者、消费者协会和非政府组织、
机构、政府和监管部门

产品及成分的安全及品质 生产工厂、产品、供应商、经销商和零售商、消费者、
消费者协会和非政府组织

负责任的市场营销 营销、沟通和媒体、消费者

员工福利和发展 费列罗集团、费列罗基金会、工会、当地社区

职业健康与安全 生产工厂、外部合作方、供应商

妇女权益 费列罗集团、农场主

积极健康的生活 健达 + 运动、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当地社区

参与当地社区事务及发展
采购、生产工厂、费列罗榛子公司、健达 + 运动、费
列罗基金会、米凯利 • 费列罗企业项目、非政府组织、
机构、政府、当地社区

人权 费列罗集团、供应商、农场主、非政府组织

负责任的原材料采购 采购、费列罗榛子公司、供应商、农场主、非政府组
织

食品废弃物 生产工厂、产品、供应商、经销商和零售商、农场主、
消费者

动物福利 采购、供应商、非政府组织

自然生态系统 生产工厂、供应商、农场主、当地社区

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 生产工厂、仓库、供应商、员工差旅

可持续包装 包装管理、生产工厂、消费者、供应商

水资源管理 生产工厂、费列罗榛子公司、供应商

本期报告相关章节将通过定性描述管理方法以及特定绩效指标对上述主题进行分析。

相关内容按照 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规定的格式编写，详见 www.ferrerocsr.

com 网站“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章节。

为编写本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我们制定了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结构图（下称“利益相

关者结构图”），明确消费者为费列罗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并处于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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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集团利益相关者及重要性分析

以下报告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如下图所示：

在与利益相关者沟通方面，费列罗集团积极参与国际、欧洲和国内贸易及行

业协会讨论和研讨会（参见“费列罗集团”章节列表）。此外，集团还与致力于

与企业社会责任的非政府组织开展有组织的对话。

重要性分析并不直接涉及集团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然而，为持续完善可持续

发展战略，费列罗将在未来几年更新以上分析，将外部利益相关者考虑在内。

消费者

员工

媒体和社交网络

消费者协会和
非政府组织

当地社区

经销商和零售商

农场主

供应商

机构、政府和
监管部门

贸易及行业协会

工会

利益相关者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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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费列罗集团

费列罗集团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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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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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费列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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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数据
向全球消费者提供采用精选原材料制成的优质、新鲜的创新产品是费列罗企

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总产量（公吨）

综合净销售收入（千欧元）

2015/2016 财年综合净销售收入
的地域分布

集团平均员工人数

2014/2015 2015/2016 产量增长

1,207,800 1,265,950 4.8%

2014/2015 2015/2016 净销售收入增长

9,541,772 10,325,845 8.2%

意大利 欧洲其他地区 欧洲以外地区

14% 59% 27%

2014/2015 2015/2016 平均员工人数增长

25,784 29,206 13.3%

费列罗全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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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费列罗集团

费列罗全球业务

费列罗集团目前在全球 55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
阿根廷 中国 德国 日本 葡萄牙 西班牙

澳大利亚 哥伦比亚 希腊 哈萨克斯坦 波多黎各 斯里兰卡

奥地利 克罗地亚 中国香港 卢森堡 罗马尼亚 瑞典

比利时 捷克共和国 匈牙利 马来西亚 俄罗斯 瑞士

巴西 丹麦 印度 墨西哥 塞尔维亚 中国台湾

保加利亚 厄瓜多尔 印度尼西亚 摩纳哥 新加坡 土耳其

喀麦隆 芬兰 爱尔兰 荷兰 斯洛伐克 阿联酋

加拿大 法国 以色列 挪威 南非 乌克兰

智利 格鲁吉亚 意大利 波兰 韩国 英国

美国

费列罗产品通过直销或经销的方式行销于 170 多个国家或地区，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

生产工厂
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
费列罗榛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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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下属 22 家生产工厂

HCo—费列罗榛子公司

原材料

意大利 阿尔巴 1946

德国 施塔特阿伦多夫 1956

法国 维勒爱卡乐 1960

意大利 普佐罗马特萨那 1965

澳大利亚 利思戈 1974	

爱尔兰 康克 1975

厄瓜多尔 基多 1975

意大利 巴尔瓦诺 1985

意大利 圣安格洛蒂伦巴第 1985

比利时 阿尔隆 1989	

波兰 贝尔斯科德兹 1992

阿根廷 拉帕斯特拉 1992

巴西 帕克斯迪卡德斯 1994

加拿大 布兰特福德 2006

喀麦隆 雅温德 * 2005

南非 沃克维尔 * 2006

印度 巴拉默蒂 * 2007

俄罗斯 弗拉基米尔 2009

墨西哥 圣何塞伊图巴德 2013

土耳其 马尼撒 2013

中国 杭州 2015

英国 艾尔弗雷顿 2015

6家农业公司位于： 8家生产工厂位于：

智利 智利

阿根廷 意大利

格鲁吉亚 土耳其

南非

澳大利亚

塞尔维亚

2015/2016 财年期间，集团共消耗 1,830,193 公吨 1 农业原材料和包装用原材料。

* 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

费列罗集团在各地区的持续扩张，彰显了费列罗产品的卓越品质及集团迅速适应市场、响
应不同需求的能力。同时也证明了集团及其产品能够满足世界各地消费者的日常需求。

1. 图表包含费列罗产品配
方的用水量、原材料以及
生产流程的辅助材料。

生产工厂
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
费列罗榛子公司

生产工厂
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
费列罗榛子公司

费列罗全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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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费列罗集团

企业管理
随着集团业务在全球不断扩张，集团组织管理架构和治理结构不断完善。从集

团发展史来看，费列罗集团运营管理的突出特点可以归纳为：

截止 2016 年 8 月 31 日，本集团由 86 家企业组成，通过母公司费列罗国际有

限公司统一管理。费列罗国际有限公司设在卢森堡，为本集团的策略和运营核

心，拥有近 1,000 名员工。

自 1998 年以来，费列罗国际一直沿用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由股东会和董事

会充当核心管理角色。董事会董事长发挥指导作用，但不参与执行。

董事会还包括非费列罗家族的成员，

例如副总裁。常务董事依据个人的

资历和能力甄选，并不断接受绩效评

估。董事会指导集团领导团队工作，

该团队在卢森堡办公运营。集团领导

团队于 2011 年成立，由来自公司主要

职能部门的高层管理人员组成，在决

策制定与落实董事会战略方针的过程

中发挥着支持作用。

董事会还成立了总部职能级别的审计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主要由外部专业

• 集团仍是家族企业；

• 新兴市场的不断扩张；

• 新工厂的成立；

• 产品与包装的持续创新；

• 对卓越品质与新鲜度的不懈追求。  

人士组成，负责就内部控制系统向董

事会提供意见和建议。审计委员会由

董事会指定，至少由五名成员组成，

其中三名是独立非执行董事。在三名

独立非执行董事中，有两名拥有财务

工作相关背景，了解消费品业务。在

审计委员会的协助下，董事会制定了

提升内部控制系统效率的方针，包括

持续参考国际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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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向审计委员会分派的职责包括：

• 监督财务报告流程；

• 审查集团绩效，重点关注关键驱动

因素和项目 / 活动，从而评估相关

风险和对内部控制系统的影响；

• 根据 CoSO 模型（内部控制 - 整

体框架）评估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

性，主要评估以下方面：

• 管理层实施的管理、风险管理流程

和控制；

• 集团内部审计（GIA）有效提供独

立质量保证；

• 向指定外部审计师提出建议，评估

绩效，批准审计费用和聘用条款。

费列罗全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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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费列罗集团

费列罗的附加价值
附加价值指本集团创造的经济价值。

其中，“ 净增加值 2 ” 指本集团在报告

期内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扣除折旧和经

营成本（包括就原材料、服务等支付

给供应商的款项）后的净值。

如下图所示，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

费列罗本期净增加值以不同方式回馈

给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

”人力资源“指支付给员工的所有类型

薪资，包括本集团支付的社会福利款

项。

“资本酬金“包括报告年度净利润的派

付和录入的应计利息。

”公共部门“指本集团须向公共机构缴

纳的公司税及与公司资产直接相关的

其他款项，不包括与业务相关的税费

( 关税和海关费 )。

”社区“包括为公益项目进行捐款、赠

予、投资及与大学和科研中心进行合

作的支出。

最后，”企业系统“指本集团留存的经

济价值，即所创造经济价值与已分派

经济价值之间的差额。

2015/2016 财年创造及分配的附加价值

2. 费列罗集团 2015/2016 
财年创造了 28.75 亿欧元
的净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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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合规

本年度，费列罗从未因违反法律法规

而受到重大制裁，也未因违反环保或

社会义务而受到重大制裁或罚款。

此外，在产品生命周期内对健康和安

全产生的影响方面，集团并未出现违

反法规和行为准则的重大事件，也并

未在产品供应和使用方面发生重大的

违规情形。同样，本集团没有发生针

对任何主要内外相关方的歧视事件，

亦无任何腐败行为。

部分集团旗下公司除了就潜在的欺诈

和腐败风险开展培训外，还有针对

性地实施了内部风险监控措施。自

2016/2017 财年起，费列罗将开始在

全球提供防腐败政策和程序方面的专

项培训。

 

本课程将针对集团所有员工 3。在合

并财务报表层面，集团 2015/2016 财

年公共管理出资、损益表出资和资本

拨款在总价值中占较低水平。

在经营所在的世界各地市场，费列罗

严格遵守当地司法管辖区现行的法律

法规，充分尊重并维护员工、消费者、

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个人资料的隐

私。

本集团在选择、确定、应用处理个人

资料和机密信息的信息技术等程序

时，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原则，以维护

个人的权利、基本自由和尊严。欲了

解更多信息，请参见本集团道德守则

（可在 www.ferrero.com 获取）。

法务合规

3. 不包括“蓝领员工”



—
28

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费列罗集团

费列罗积极参与的
主要欧洲及国际组织协会
企业社会责任机构

贸易及行业协会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总部位于

纽约）

一项针对企业的政治性和战略性倡议，致力于遵守社会普遍认可的十项商业

原则，涵盖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反腐败等领域（www.unglobalcompact.

org）。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总部位于阿

姆斯特丹）

一家致力于提供综合报告框架的非营利性组织，旨在促进经济、环境与社会可

持续发展（www.globalreporting.org）。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 (CSR	EUROPE)（总部位于布鲁塞尔）

一家成立于 1995 年，旨在鼓励和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机构。欧洲企业社

会责任协会拥有 50 家企业成员和 45 家国家合作伙伴机构。共有 10,000 家公

司与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建立联系（www.csreurope.org）。

广告教育论坛 (ADVERTISING	EDUCATION	FORUM,	AEF)

一家主要提供国际广告管理信息的非营利组织，特别关注针对儿童的广告

（www.aeforum.org）。

欧洲品牌协会 (EUROPEAN	BRANDS	ASSOCIATION,	AIM)

该协会负责传播品牌发展、分销和营销的相关信息，并提高相关认知；其成员

来自 21 个国家和地区，共计 1,800 多家品牌制造商（www.aim.be）。



—
29

企业社会责任机构

BONSUCRO	
一家非盈利机构，致力于通过认证计划实现蔗糖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今，

BONSUCRO 拥有 400 多名成员，遍布 32 个国家和地区，覆盖生产链各阶段

（www.bonsucro.org）。

欧洲巧克力饼干糖果工业协会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OCOLATE,	BISCUIT	&	CONFECTIONERY	INDUSTRIES,	CAOBISCO)
代表欧盟大约 11,000 家巧克力糖果和饼干公司，致力于推动行业的创新、现

代化以及可持续发展（www.caobisco.eu）。

欧洲食品信息委员会 (EUROPEAN	FOOD	INFORMATION	COUNCIL,	
EUFIC)
一家由食品及饮料公司和欧洲委员会赞助的非营利性组织，提供食品安全及质

量的信息、调查服务（www.eufic.org）。

欧洲食品与饮料工业联合会 (EUROPEAN	FEDERATION	OF	FOOD	&	
DRINK	INDUSTRIES,	FDE)
旨在代表和提升食品和饮料行业利益的欧洲联合会（www.fooddrinkeurope.

eu）。

国际餐饮协会 (INTERNATIONAL	FOOD	&	BEVERAGE	ALLIANCE,	IFBA)
由世界领先的食品及饮料公司组成，其目标是向消费者推广均衡饮食和健康的

生活方式（www.ifballiance.org）。

消费品论坛 (THE	CONSUMER	GOODS	FORUM,	CGF)
汇聚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零售商、生产商、服务提供商及其他利

益相关组织共计 400 余家，旨在推进行业的高效运作和积极变革（www.

theconsumergoodsforum.com）。

欧洲玩具工业协会 (TOY	INDUSTRIES	EUROPE,	TIE)
代表欧盟玩具生产商的利益，旨在推动玩具与游戏在儿童教育、身体和社交发

展方面的作用（www.tietoy.org）。

世界广告主联盟 (WORLD	FEDERATION	OF	ADVERTISERS,	WFA)
代表各国广告协会和广告公司的全球性组织，提倡负责任和有效的沟通，其成

员在当今广告市场上占有 90% 的份额（www.wfanet.org）。

除 Bonsucro 总部设在伦敦外，上述其余机构的总部均设在布鲁塞尔。

费列罗积极投身的欧洲和国际机构和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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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费列罗集团

ABCDE 计划
自 2011 年以来，费列罗集团一直贯

彻 ABCDE 计 划（A Business Code 

Dialogue Engagement，商业准则对

话计划），旨在与价值链上的所有利

益相关者分享集团的商业行为准则。

该准则基于费列罗原则，并遵循费列

罗集团商业行为准则（有关 " 费列罗

原则 " 和 " 费列罗集团商业行为准则

"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ferrero.

费列罗的供应链政策以商业行为准则为本，遵循公司原则、道德规范、

费列罗玩具内部设计生产准则、健达 ® 玩具供应商道德准则、社会和环

保要求、食品质量与安全管理体系的国际标准（ISO 和 IFS）、可持续农

业原材料的具体验证协议以及多项环保标准（ISO 和欧盟生态管理审核

体系 EMAS）。2015/2016 财年，集团在以下领域对供应商进行了审核：

食品质量与安全管理体系、农业原材料的具体认证以及上述费列罗玩具

的相关准则（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参见本报告相关章节）。

2013	年，费列罗实现了与价值链各

方分享费列罗商业行为准则的目标。

自此，在集团与供应商签署的新合同

中，包括了确认和接受费列罗商业行

为准则的条款。2015/2016 财年，我

们继续落实这项举措。

1. 卓越的产品品质与安全；

2. 致力于维护人权；

3.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4. 保证工作环境符合标准；

5. 诚信经营。

com），规定了费列罗在以下几个方

面的做法：

但费列罗集团并没有在实现其目标

后，即停止实施该计划。以商业行为

准则为出发点，本集团已就农业原材

料的可持续性制订了明确的验证协

议：特别是与科学认证体系全球服务

公司（为费列罗供应链提供审计服

务）合作，制定了针对榛子种植生产

的费列罗农产品增值计划。  

此后，费列罗农产品增值协议已应用

至牛奶供应链，作为 " 牛奶供应链合

作项目 " 的一部分。该项目旨在与供

应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并巩固

行动计划，以满足费列罗供应链协议

的各项标准要求。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参见 "F-ACTS：

费列罗可持续农业实践项目 "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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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倡议由七家欧洲协会联合发

起，旨在为整个食品供应链建立更公

平的商业关系。

2017 年 1 月，供应链倡议的发起人发

表了第三份年报，全面介绍了 2013

年 9 月启动以来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该份年报同时介绍了加入供应链倡议

自 2013 年 12 月以来，费列罗一直是供应链倡议组织的一员，积极推动食品供

应链优秀实践原则的实施（www.supplychaininitiative.eu）。

组织的公司，以及这些公司所采取的

措施和实施的情况

(www.supplychaininitiative.eu/

node/973)。

自加入供应链倡议组织以来，费列罗

既无提起任何投诉，也未遭到任何投

诉。

ABCDE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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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费列罗集团

费列罗对本地供应商
的支出

下表详细列出各主要生产工厂从当地供应商进行采购的费用相对于总支出的

比例 4：

评估费列罗工厂对当地的潜在重大影响是我们的重要战略要素。我们密切监控

集团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并认为利用地方供应商优势是评估我们参与

和促进社区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本报告以下章节全面分析了集团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主要包括费列罗基金会、

米凯利 • 费列罗企业项目、F-ACTS：费列罗可持续农业实践承诺以及降低环

境影响等章节。

国家 对各地供应商的支出

意大利 * 95%

德国 ** 99%

阿根廷 ** 94%

澳大利亚 ** 93%

比利时 ** 57%

加拿大 76%

中国 ** 80%

法国 ** 91%

爱尔兰 69%

墨西哥 ** 96%

波兰 ** 76%

俄罗斯 98%

土耳其 98%

4. 数值包括工厂在
2014/2015 期间工厂在
国内供应商中的支出占总
采购金额的比例。不包括
内部公司采购和中央采购
（例如原材料和包装）。

* 数据涵盖 Ferrero SpA、
Ferrero Commerciale 
Italia 和 Ferrero 
Industriale Italia，以确保
与 2015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发布的数据保持一致。

** 数据不涵盖国内的所有费
列罗公司，仅包括运营工厂
的公司。

对主要国家供应商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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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咨询公司声誉研究所最新发布的2017全球企业声誉百强榜（Global 

RepTrak® 100）中，费列罗成为榜单中声誉排名最高的意大利企业。

在今年的榜单中，费列罗蝉联食品行业首位。此外，全球总排名第17

位，同比上升一位，声誉评分高达75.45。

费列罗集团首席执行官乔瓦尼•费列罗表示：“作为一家意大利家族企业，

费列罗今年在全球企业声誉排行榜中再度位居食品行业之首，体现了全球

消费者对费列罗的信任，我们对此感到十分自豪。这再次表明‘质量先行’

是成功的关键。”

RepTrak®全球企业声誉排行榜通过对企业声誉的七个维度——产品与服

务、创新、工作环境、公司治理、企业公民意识、领导力、财务业绩进行

评分，以此衡量消费者对全球各大型企业的认知。

本次调查基于2017年一季度收集的逾170,000条评分数据，为同类企业声

誉研究中规模最大的研究项目。调查内容包括比较评分、人口变化趋势和

一些独特的考评视角，包括利益相关者最为青睐的企业以及促进对某企业

信任与支持行为的因素（例如，愿意购买该企业产品、推荐该品牌、投资

或受雇于该企业）。

费列罗在全球企业声誉百强榜中位列食品行业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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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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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费列罗集团创建发展、代代相传，归功于费列罗所有员工对集团的至诚热情，

以及消费者对于费列罗产品的长久信赖。

本报告章节以 " 人 " 为主题，即在费列罗集团日常活动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人，

包括：我们的消费者、费列罗员工、退休员工和费列罗运营所在社区的人们。

这份热情与信赖在集团实现商业目标

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同时我们也始终

恪守集团的行动指导原则：忠诚守信、

尊重负责、诚实适度以及对科研创新

充满热情。秉承这些原则，费列罗始

终将人、高品质产品、及社会责任置

于集团的战略核心位置。

费列罗致力于生产优质创新、具备高

新鲜度与安全的产品，并保证与消费

者进行负责任的沟通，藉此将其满足

消费者需求的热情和承诺付诸行动，

成为集团日常活动的核心。

与此同时，费列罗集团的未来亦与那

些付出宝贵时间、努力及想法的费

列罗员工息息相关。集团对员工的关

心，每日随处可见，如为员工提供发

展壮大技能与能力的优良工作环境，

制订员工福利的社会政策。 

费列罗基金会的设立，旨在表达集团

对于那些为费列罗作出奉献的员工的

尊重和感激。该基金会欢迎费列罗退

休员工加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费列

罗基金会不断壮大，并扩展了其运营

范围，成为了费列罗员工真正的教育

文化活动中心。

" 米凯利 • 费列罗企业项目 "（Michele 

Ferrero Entrepreneurial Project） 是

集团对人的重视的另一体现，设立该

项目旨在纪念 " 劳动骑士 " 米凯利 •

费列罗，在他的积极鼓励与支持下，

得以取得长足发展。米凯利 • 费列罗

企业项目在新兴国家部分贫困地区设

立，并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开展公

益和人道主义项目和倡议，以提高当

地青少年的健康和教育水平。

多年来，费列罗也通过 " 健达 + 运动

" 这一全球性社会责任项目，履行其

对于青少年的承诺，该项目旨在鼓励

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和运动，在青少

年及其家人中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

健达 + 运动 " 项目通过推广体育活动， 

旨在向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儿童传播运

动的快乐，鼓励他们从小养成积极的

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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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我们的产品价值链：责任之路

我们的消费者

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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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消费者

费列罗的营养承诺
营养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它既能够带来快乐，又是身体养分的来

源。费列罗为世界各地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带来了全球最受欢迎的糖

果产品，这些产品既保持着一贯的卓越品质，又完美融入人们的健康生活方式

和多元化的均衡膳食。

健康的营养来源对幸福感至关重要。我们的企业目标之一是致力于帮助消费者

做出正确的食品选择，鼓励他们采取多元均衡的膳食模式，提供适量的能量和

必需的营养。

因此，费列罗认为，所有食品类型都可以构成丰富、多元化的膳食，无需严格

限制某类食品或个别成分或营养元素。

食品和营养方面的科学知识既广博又日益精进。费列罗的大品牌产品一直遵循

着现代营养科学的基本指导方针：

• 丰富、多元化的膳食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所有营养物质；

• 健康的膳食应基于对各类食品的适量摄入；

• 每天进行适量的体育运动方能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而久坐不动的生活

方式是超重和肥胖发展的诱因。

根据这些原则，费列罗制定了一项创新策略，其依据是：

1. 精心挑选品质上乘的原材料，提供人体必需的能量和微量营养素：

2. 原材料中的天然微量营养素通过独特的工艺加以保存；

3. 推广食品及营养知识，将其纳入面向消费者和医学科学界的食品教育课

程；

4. 提供适当分量的产品，帮助消费者达到日常能量摄取的最佳平衡；

5. 开发运动教育课程，致力于推广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十多年来，除恪守普遍的食品安全准则之外，费列罗还坚持遵守严格的原材料

挑选标准。因此，费列罗决不采用氢化植物油，这种油会形成对健康有害的反

式脂肪酸（TFA）；费列罗不会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任何人工营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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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遵循集团的营养策略，费列罗于 2011 年成立科学营养委员会，由副总裁领

导，委员均为食品营养方面的技术、商业、法律和传播等业务领域的负责人。

该委员会根据集团的战略指导方针运作，每月召开会议，向集团董事长和首

席执行官提供建议，随后协调做出经营决策。

膳食教育是推广健康营养和健康饮食

选择的最有效的方法。小份、低热量

的产品能够让消费者更灵活地管理日

常摄入。清晰、通俗易懂的食品标签，

有利于推广国际公认的食品搭配准

则，从而帮助消费者养成健康的生活

方式。

费列罗自主开发的教育课程不断扩

展，今年更拓展领域，帮助医学科学

界提升食品、营养知识和信息水平。

在庆祝费列罗成立 70 周年之际，集

团开展了一项特殊活动，旨在提高医

学界对费列罗研究项目以及科学文献

的认识，这些研究和科学文献佐证了

费列罗产品中主要成分的作用和重要

性。 

其中，评估饱和脂肪在人类饮食中作

用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如今，人们

认为当饱和脂肪的摄取维持在总能量

的 10% 时，饱和脂肪对健康的影响比

此前普遍认为的要低。

作为费列罗产品的主要成分，榛子由

于含有抗氧化物和微量营养素（维生

素 E）而具较高营养。此外，科学研

究表明，榛子对改善血管弹性有显著

作用。

费列罗认为，决定健康的因素是整体

膳食结构，而非某一类食品。当今时

代，消费者逐渐倾向于选择更健康的

食品。因此，费列罗将可持续的营养

策略与健康膳食的观念以及身体安康

的愿景相结合，公司坚信 " 可持续的

营养策略 " 是唯一必行的营养演进之

路。

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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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每份产品重量计算的费列罗产品百分比 *（单位：克）1

大品牌、小份量

均衡饮食的秘诀在于正确管理食品种类和份量。食品和 / 或膳食份量在定义

个人饮食方面起关键作用。因此，根据对目前食品行业不断减少和控制份量

的趋势预测，费列罗从产品开发初期开始，就一直控制产品的卡路里摄入量。

多样化的产品分量选择，既能够轻松契合消费者的日常饮食方案，又会在饮

食份量上占比过多。

兼顾口味与营养饮食的均衡无疑是基于个人选择，但费列罗通过提供大比例

的独立包装产品，同时遵守卫生和安全要求，可以让消费者更清楚地了解产

品份量和个人摄入量。

这有助于每个消费者通过每天摄入不同的膳食和零食，以达到个人饮食和营

养均衡。

以青少年儿童为目标人群的健达 ® 系列产品，也采用 5 至 45 克小包装（健

达 ® Schokobons 重 5.8 克，健达 ® Delice 重 42 克）。以此控制每份产品

卡路里摄入量，使得产品既可佐餐又可作为零食，十分多样化。

如下图所示，费列罗全球上市销售的产品总量中，超过 70% 为 25 克以下小

包装，约 85% 采用 45 克以下的包装

此外，大约 70% 的费列罗产品每

份所含热量低于 100 千卡，95%

以上的产品每份所含热量低于 150

千卡。

的费列罗产品
每份所含热量

* 2015/2016 财年全球市
场产品百分比。

1. 关于能多益 ®，数据考
虑到大多数销售国的包装
上标明 15g。

≤ 5 g 

> 25 ≤ 40 g 

> 40 ≤ 45 g 

> 45 ≤ 70 g 

>100 ml o g

2.7%

> 15 ≤ 25 g 

0.9%

> 5 ≤ 15 g 51.7%

18.8%

9.7%

1.8%

14.4%

>95%

<150 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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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费列罗大力支持科研工作，致力于推广健康的饮食习惯。此外，集团还鼓励

年轻人吃早餐，提倡各年龄层消费者进行适量饮食。

在2015/2016财年，遵循集团一贯的价值理念，费列罗与多家国际公认的科

研机构合作，共同开展营养研究项目。多所大学的研究小组通过非限制性的

经济补助，参与了费列罗赞助的研究项目，既保持了研究数据和结果的完整

性，也保证了公正原则以及各研究所的独立性和研究人员的学术自由。相关

研究成果在各大会议和研讨会上发布，并在具有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

然而，根据费列罗的公司政策，大部分数据仅供内部使用或由研究人员独立

出版。

大约86%的费列罗产品每份所含热量均低于或等于130千卡，每份产品的平

均热量不到100千卡。

130千卡限额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将费列罗产品作为一天中随时可以享用的小

食，同时给其他食品 提供空间，如水果、100％果汁、半脱脂牛奶、其他乳制品

和谷类制品，从而保持均衡饮食所需的营养多样性。

这一热量限额在糖果行业目前流行减少产品份量前就已存在，因此它可以作

为这种行业趋势的参考。

集团的科研成果

按每份产品热量计算的费列罗产品百分比（单位：千卡）

> 10 ≤ 100 kcal 

> 100 ≤ 150 kcal 

> 150 ≤ 200 kcal 

> 200 kcal

67,8%

25.8%

1.5%

3,0%

> 200 kcal2.8%

≤ 10 kcal 

≤ 10 kcal 

2,3%

2.3%

> 10 ≤ 100 kcal 67.6%

＊2015/2016财年全球
市场产品百分比。

图中包括2015/2016财年在全球范围内销售的所有费列罗产品总量，不包括约3%的年度庆典、产品
组合、限量版等特别产品。



—
43

我们的消费者

如此前报告所述，每款费列罗产品都拥有内部使用的“营养身份证”。营养身份

证简要说明了每款费列罗产品的营养特性及其在早餐、两餐之间或饭后等日

常饮食中的正确搭配。

营养身份证还提供关于每款费列罗产品代谢反应的评估，以及部分产品对专

注力和情绪影响的信息。

2015/2016 财年，全球上市的费列罗产品超过 85% 具有“营养身份证”。

在 2015/2016 财年初步设定的目标基础上，计划在未来几年，集团将实现所

有产品都获得营养身份证。

费列罗产品“营养身份证”

因此，本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发布

的正式研究成果清单仅仅是费列罗集

团近年来开展的科学工作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以下科研论文：

Phillips, F. and Ruxton, C.H.“健康生活

的科学证据及日常饮食：米兰，2015

年6月19日”.《公共卫生》vol. 140:73-

79 (2016). 

Magagna, F., Cordero C., Liberto E., 

Sgorbini B., Bicchi, C.“全二维气相色

谱法进行红茶挥发物质的指纹图谱分

析– 质谱分析结合高浓度样品制备技

术完全自动的化的感官评估“.《食品化

学期刊》(2017).

Fattore, E. et al.“游离糖对血压和血脂

的影响:等能量营养干预试验的系统性

回顾和元分析”《美国临床营养学杂

志》 (2016).

Codella, R. et al.“糖与混合早餐对健康

个体产生的代谢影响和神经功能响应”

《糖尿病研究期刊》(2017).

Adamo, M. et al“榛子和可可对健康

受试者的血管反应性影响:一项随机

研究”《 国际食品科学与营养杂志》

(201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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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央质量办公室和集团各个分公司的地方质量办公室，费列罗集团的质

量监督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确保集团统一的高标准质量体系在各个市场

得以实施。

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投入市场，中央

质量办公室的监督贯穿整个供应链。

中央质量办公室与地方质量办公室密

切合作，确定质量目标，并通过复杂

的指标体系和审计程序定期监控绩

效。 

此外，质量结果定期发布在专项报告

中，并与所有相关部门和企业管理层

共享。

为了保持整个供应链和世界各地的费

列罗工厂统一质量水平，2016/2017

财年将最终确定“统一质量”项目，汇

聚各部门的质量控制员工。

费列罗的质量方针

创新是驱动费列罗产品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过去 50 年中，集团推出

的创新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成为标志性品牌。

创新研究由集团内一家专门负责研究和技术咨询的下属子公司负责。该

公司就资源和权限进行配置，以研究开发新产品，满足和响应客户需求

甚至潜在需求。该公司由参与技术研究以及识别新营养需求和饮食习惯

的研究人员组成，根据费列罗的观念和价值观，采用新原材料和创新生

产技术，创造优质美味的独特产品。

新产品在推出之前要经过漫长且全面的测试过程：经过不断研究、测试，

产品会向选定的市场推出。当产品呈现在消费者面前时，消费者对产品

的反应也将被监测。只有通过了这些广泛的测试，产品才会被投入生产。

在消费者看来相当简单的每款新产品的背后，都蕴含着最先进的独特专

利技术，这体现了费列罗对产品持续创新的至诚热情。

创新

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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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费列罗集团质量方针所述，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达到消费者认可的最高质

量水准。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建立了完善的商业模式，以确保以下几点：确保在全

球市场销售的产品保持出色的感官体验品质；在整个供应链中，保证卓越的

产品新鲜度以及确保产品与包装设计具有吸引力；严格遵循领先的环境标准，

避免任何浪费。

例如，在某些地区，夏季的高温会使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口感便遭到

了破坏。针对这些地区，费列罗会暂停部分产品供应，例如费列罗 Rocher 巧

克力和 Mon Cherì 巧克力糖，或从销售渠道撤回产品。

费列罗集团还根据感官测试和分析制定“缺陷清单”，对市场上的所有产品进行

检测。

2015/2016 财年，集团对全球各地的销售点进行了超过 100 万次实地考察，

以测试产品新鲜度，并采集温度数据；其中，进行了超过 30 万次加强型消费

者感官体验品质测试，以检测产品在销售点货架上的实际情况。

品质与新鲜度

我们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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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有效地评估消费者感官体验的真实水平，集团将在 2016/2017 财年推

出一个全球项目，通过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商业合作伙伴，挑选当地的消费者

对我们的产品进行品鉴。

>100 >30在销售点进行实地产品测试

加强型消费者感官体验品质测试

万次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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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集团前些年开始筹建中央消费

者中心，以系统性地管理客户的反馈

意见，并计划在 2015 年之前建立一

个全球数据库。目前，该项目已接

近尾声，由集团内所有相关部门合

力完成。特别是，IT 部门已制定了

在集团内全面推行该解决方案的实

施计划，即费列罗集团消费者管理

系 统（Group’s Consumer Contact, 

GCC）。 截 至 2016 年 8 月 底，

2015/2016 财 年 中， 该 系 统 已 覆 盖

98.6% 的产品销量，相关消费者意见

反馈已得到集中管理，剩余 1.4% 销

售因属于新兴国家市场，尚未涵盖。

作为费列罗集团质量体系的一部分，

集中化的消费者管理系统能够协调管

理投诉，并及时预防和纠正违规行

为，避免类似行为重复发生。 不 仅

如此，费列罗集团还设定了进一步目

标，到 2020 年，集团将从中央集中

化的消费者管理系统，逐渐过渡到集

团普适性的质量管理体系，该体系将

基于一套统一的定义、程序和操作方

法，并适用于集团旗下所有附属机构

和公司。这一过渡旨在通过识别和监

控关键绩效指标（KPI）流程，更明确

地定义投诉管理的服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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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产品符合费列罗的高品质标准，除传统的实验室测试外，产品还

需经过感觉分析，即“品评测试”。品评测试旨在对产品各方面味道、 美学

外观进行全面分析。

该分析包括：

1. 原材料品评测试，在交货验收过程中进行；

2. 半成品和成品品评测试，在生产过程中进行；

3. 管理品评测试，由生产单位负责人进行；

4. 由测试员在产品集中观察台进行的“蜘蛛网”测试。

费列罗生产工厂的品评测试

>17,000 
次

2015/2016财年

生产阶段，在产品集中观察台对费列罗

ROCHER巧克力进行全球性口感测试

为进一步优化产品品评测试，2016/2017财年，费列罗集团将推出一个全

球性项目，旨在提高生产工厂品评测试员的技能，提升全球生产工厂测

试结果的可比性。

费列罗生产工厂采用专门的全球综合

系统（SAP 系统），保证软件系统

一体化，确保所有质量控制流程数据

在集团内部得以共享、整合和管理。

目前，全球大多数费列罗工厂都使用

SAP 系统，数据编制和对比越来越趋

于全球统一和协调。

该系统重点关注费列罗质量模式内

的流程，2015/2016 财年，新增 3 家

费列罗生产工厂的先进标准

工厂（厄瓜多尔、南非和中国杭州工

厂），21 家工厂中有 20 家工厂采用

该系统。

雅 温 得 工 厂（ 喀 麦 隆 ） 尚 未 采 用

SAP 系 统， 但 配 有 质 量 管 理 系 统

（Fenice）。此外，与中央质量办公

室的 IT 连接网络可保证有效管理集团

所有生产基地的质量控制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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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集团需要对所有厂房、仓库与承包商场所开展检查，确保费列罗在产

品、食品安全与质量管理体系方面实施的严格标准得到落实。

对于费列罗的承包商，其生产流程的品质通过 2015/2016 财年推出的综合监

测体系（称为“连续性管理”）得到保证。

除由中央质量办公室开展的检查与审核活动外，该流程还涉及由各级地方管

理人员进行的系统性检查与审核。“连续性管理”体系将于 2018/2019 财年完成，

并由中央质量办公室负责监督，其中包括制定规章制度与操作方法、为地方

员工提供必要的培训。

费列罗质量体系本身较为复杂，为保

证其有效性，所有费列罗生产基地皆

由合格第三方开展国际认可的质量认

证。费列罗使用的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标准是 ISO 9001 标准。

2016 年，费列罗集团旗下所有工厂成功取得 ISO 9001:2008 集团认证，比

2020 年的原目标大大提前。费列罗雅温德工厂（喀麦隆）与 2015 年新设立

的杭州工厂（中国）于 2016 年 9 月取得该 ISO 认证。此外，在 ISO 9001 认

证范围内，集团于 2017 年初，提前于原定目标向所有生产工厂下发了关于费

列罗质量规则与流程的手册。

费列罗集团特此确认，集团旗下所有工厂将遵照最新版 ISO 9001:2015 标准。

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方面，费列罗集团采用的国际标准为 FSSC 22000 认证标

准，新设于中国杭州的生产工厂也于 2017 年 1 月取得该认证。

费列罗集团实施严格的质量体系，借助中央质量办公室在各生产基地与整条物

流链开展的一系列综合性系统检查，在全球生产基地确保了卓越的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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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2008 －费列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在 ISO 9001 认证框架内，外部认证机构于 2015/2016 财年在波佐洛马尔泰萨

纳（意大利）生产工厂、贝尔斯克（波兰）、科克（爱尔兰）、巴拉马蒂（印

度）、波苏斯 - 迪卡尔达斯（巴西）、基多（厄瓜多尔）、圣荷西伊图拜德（墨

西哥）、马尼萨（土耳其）、杭州（中国）和卢森堡总部共开展 10 次审计。

审计结果总体良好，没有一家生产工厂存在重大“不合规”问题。

外部审计结果

集团原计划 2016 年将此认证标准扩展至米凯利 • 费列罗企业项目，现推迟至

2018年。2017年1月，沃克维尔（南非）生产工厂获得FSSC 22000认证；此外，

费列罗集团计划于 2018 年前在喀麦隆实施该认证标准。

作为持续性适应流程的一部分，费列罗根据上述两种国际标准，为各地新建生

产工厂迅速启动认证程序，此外还将遵循其它市场认证管理标准，包括：当地

监管标准、本地市场标准（例如 IFS）或相关政策要求。

为进一步强化“专业品质家庭”理念，费列罗每年召开一次质量大会，与会者包

括生产质量、商业品质和中央质量办公室的员工。大会为期三天，旨在通过分

享理念、探讨问题与分享最佳实践，强化“集团品质”的理念。全球有超过 60

名费列罗员工出席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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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遍布全球的供应商均采用集团统一的标准，通过连接供应商与集团食

品技术专家的电子平台进行甄选评估。

FSSC	22000 －费列罗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在 FSSC 22000 认证框架内，本集团所有认证生产工厂于 2015/2016 财年进行

审核，以验证是否符合本标准。总体结果良好，没有一家生产工厂存在重大“不

合规”情况。

IFS －国际食品标准

阿尔巴、阿尔隆、贝尔斯克、科克和施塔塔伦多夫的生产工厂于 2015/2016

财年完成 IFS 标准审核，被评为“高水平”合规，平均得分超过 97%。

半成品、成品，以及初级包

装 3 与二次包装检查
>1,400,000

>600,700 次

次

2015/2016财年

开展了原材料检查和分析2

集团20家生产工厂

遵循费列罗商业行为准则，费列罗对供应商工厂实施持续监控，包括对供应商

所遵循的系统和程序采取特定控制措施，以保证其所供应产品的安全与质量。

在工厂验收货物过程中，按照先进的风险分析方法，集团内部制定专门程序，

以确定进货样品必须进行的化学、物理、微生物和感官测试的类型和频率。

2.包括化学、化学物理与
微生物测试。

3.包括感官测试与缺陷
检测测试。

原材料的可追溯性与安全性

自成立以来，费列罗就极为重视原材料和配料的挑选。

事实上，食材的品质与新鲜度决定了费列罗产品独特的感官特性。为此，费

列罗开发出“sacco conosciuto”等自主创新程序。该等程序包括费列罗专业技

术人员 实行的全部程序，如感官监测和分析、供应商实地检查、确保食品安

全和原材料的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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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公司要对社会负责，就意味着它应当主动采用比法律规定更加严格的标

准来规范自己的操作行为。就费列罗而言，这意味着采取一系列自我约束的

制度，尤其是在涉及到营养标签和广告方面，并积极推广体育锻炼项目、倡

导良好的饮食习惯。我们认为，费列罗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将为生活在公司运

营所在地的社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负责任的沟通

费列罗还坚信，负责任的商业沟通可

帮助消费者在食品与饮料产品中做出

适当选择，同时有助于消费者了解营

养成分、日常饮食与体育运动的作

用，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健康与积

极的生活方式。通过传达符合关于优

质营养、均衡饮食、体育运动与个人

选择等原则的商业讯息，食品行业将

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一家跨国企业，费列罗坚持贯彻

国际商会（ICC）通过的 " 负责任的食

品与饮料交流框架 "，及其在此基础

上制定的地方与国家自律守则。费列

罗意识到，对于不符合上述自律要求

的广告，需要通过适当的执行机制进

行审批或修改。

费列罗深信，对商业沟通进行有效的

自我监管可创造出一种宝贵的机制，

帮助消费者接收真实准确的商业讯

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此，费列

罗在国家与国际层面积极参与自我监

管流程。值得一提的是，费列罗是以

下协会的成员之一：

• 国际餐饮协会（IFBA）（www.

ifballiance.org），由世界领先的

食品及饮料公司组成，一致致力

于在食品配方与分量方面推行自

律方案、为消费者提供营养信息、

为儿童消费者进行有原则的特殊

广告、鼓励体育锻炼；

• 世界广告主联合会（WFA）（www.

wfanet.org/en），这一国际组织

旨在推广负责任广告的优秀实践

与惯例。

• 与其他同业公司一样，费列罗参

与多项自律倡议，包括：

• 负责任的儿童广告宣传（欧盟食品 

业者自律公约：www.eupledge.

eu）；

• 促进食品供应链的公平操作 

（www.supplychaininitiative.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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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

全球范围内，费列罗采用国际餐饮协会制定的全球儿童广告和儿童营销传播

政策，不在主要受众为未满 12 岁儿童的电视、平面媒体或互联网上进行宣传。

鉴于数字广告在消费者与公司营销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费列罗在 2016 年与国

际餐饮协会合作开发出一套全新的监测系统，以加强对数字领域的关注。这

种全新监测工具将于 2017 年投入使用，并与执行全球主要市场广告标准的地

方自律组织进行密切合作。为全面了解公司在履行国际餐饮协会政策方面的

表现，自我监管机构将独立监测公司的数字广告，同时观察广告的展示位置

与内容。

2016 年与 2017 年，费列罗在巴西、印度及海湾国家等主要市场签署了更为严

格的本地广告承诺书。签署地方承诺意在强化国际餐饮协会总体政策的实施，

其中涉及当地运营的众多公司。

2016 年，费列罗积极致力于实施国际餐饮协会的 " 进一步承诺 "，2016 年底

该政策应用范围将扩大到所有媒体：电视、广播、出版、院线、网络、DVD/

CD-ROM、直销、植入性营销、互动游戏、户外营销、手机与短信营销。此外，

在无可靠受众测试数据的情况下，还需考虑营销传播的整体印象，以确保其

内容的设计受众不包括 12 岁以下的儿童。

加强费列罗集团企业社会责任承诺的可信度，每年集团为自己设立的规范和操

作均须经外部第三方机构认证监控。

第三方监控

广告监测

截至 2006 年，在由欧盟委员会主导的

欧洲饮食、体育运动与健康平台框架

内，费列罗通过 " 健达 + 运动 " 项目，

及在指定国家积极推行 EPODE 项目等

方式，就健康生活方式作出了一系列

承诺，主要涉及如下方面：营养标签、

负责任的广告与提倡运动等。



—
54

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本集团与涉及负责任广告（营销 / 法律 / 媒体策划 / 业务单位）的各个团队开

展紧密合作协调，持续确保最高合规水平。

集团内部已下发有关负责任广告与“儿童营销实地测试”的内部指导。“儿童营销

实地测试”在世界广告主联合会的支持下举办，集团内部运用该工具有助于确

保欧盟承诺的高度合规性。

在电视广告方面，2016 年费列罗的合规率如下：波兰 98.4%、匈牙利 99.7%、

德国 99.9%、法国 99.8%、意大利 99.5%、爱沙尼亚 96.9%、葡萄牙 99.6% 与

西班牙 99.5%。

费列罗集团曾获悉少量情节较轻的不合规情况，然后迅速采取行动查明问题广

告，并采取了必要的纠正措施。

在分析的 26 家网站中，仅一家网站不符合欧盟承诺，费列罗随后对其采取了

迅速的纠正措施。此外，根据 2016 年欧洲广告标准联盟的监督结果，负责任

广告的内部指导已进行更新。

欧洲地区 

在欧洲，费列罗加入欧盟倡议（EUPledge），进行了一系列承诺，通过电视、

平面媒体、互联网接触到 12 岁以下的儿童时，对其进行负责任的食品产品广

告宣传。

上述承诺须接受全年监控，由以下两家外部机构进行实施：

•	 埃森哲媒体管理（Accenture	Media	Management）4 在法国、德国、

匈牙利、意大利、爱沙尼亚、波兰、葡萄牙与西班牙等 8 个欧洲国家，监

督电视广告的播放；

•	 欧洲广告标准联盟（The	European	Advertising	Standards	Alliance,	

EASA）5	在捷克、法国、德国、意大利、立陶宛、荷兰、波兰、西班牙、

瑞典与英国等 10 个欧洲国家，通过国家广告自律机构开展评估工作，并

对欧盟承诺参与方的网站进行监督。

欧盟倡议签署方的电视广告整体合规率基本保持不变（今年的结果为 98.7%，

上年度的结果为 98.6%）。

在网站监测方面，今年共监测了 250 家网站，整体合规率为 95%。

根据费列罗广告原则（https://www.ferrero.com/social-responsibility/

ferrero-advertising-and-marketing-principles/responsible-advertising-

marketing）：

4.埃森哲媒体管理报
告中提供的数据涉及

2016年第一季度。

5.埃森哲媒体管理报
告中提供的数据涉及

2016年9月与10月

费列罗在欧洲不向 以下的儿童宣传任何食物产品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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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消费者

有鉴于费列罗在欧盟平台的参与行动，集团致力于提交涵盖以下各方面承诺

的年度监控报告：产品配方和分量、适当的营养信息和食物教育、推广体育

运动和负责任的广告传播。该监控报告由欧洲委员会任命的机构进行评估。

关于费列罗在该平台所作承诺的2015年监控报告经评估后，结果如下：

• ”促进体育运动“：不符合（因行动初期相关信息有限）；

• ”媒体素养与针对儿童的负责任广告“：非常符合（与去年相比有所改

善）；

• ”产品配方与分量“：不符合（初始数据与活动提供的细节不足以证明

全面实施情况）；

• ”EPODE（共同预防儿童肥胖）项目／EEN（EPODE欧洲网络）“：非

常符合。

费列罗遵守不同国家的现行法律，为消费者提供准确、透明的营养信息。
 

除遵守各国法律规定外，费列罗还在产品包装正面提供营养信息，帮助消费

者对标签有更清楚的了解。

欧盟第1169/2011号关于为消费者提供食品信息的法规于2014年12月13日生效，

更新了食品标签的相关规定。根据该法规要求，费列罗集团将继续参照欧洲餐

饮行业联合会（FoodDrinkEurope）以及欧洲食品和饮料工业联合会推荐的标

签标准，在健达®与能多益®系列产品及费列罗零食等产品上自愿在产品包装

正面提供营养信息。	

在欧盟市场，费列罗自愿履行在产品包装正面展示信息的承诺，该承诺涵盖

全部符合条件的费列罗产品，包括健达®、能多益®系列产品以及费列罗零

食）。这一比例不包括小包装产品或季节性产品，原因在于根据欧洲食品饮料行

业联合会建议，这些类别的产品被明确排除。

欧盟饮食、体育运动与健康平台

标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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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kJ
140 kcal

每25g：

每100克：
2343 kJ / 560 kcal

7%*
*一般成年人的参考摄入量

（8,400千焦/2,000千卡）

如果包装正面的标识与包装背面的信息重复，则根据欧盟第1169/2011号条例的

规定，自愿标注营养信息。

每条12.5g 每条12.5g

千焦
千卡

千焦
千卡

每条12.5g 每条12.5g

千焦
千卡

千焦
千卡

图1 图2

为确保集团产品的一致性，费列罗在欧洲以外的市场上的标签亦自愿提供营养

信息。

所述信息具体包括：

• 每100克产品与每份产品所提供的

能量值与营养量（以千卡和千焦

耳为单位）；

• 上述数值占一般成年人每日膳食

需求（8,400千焦/2,000千卡）的

百分比。

2017年1月前，在全球范围内，费列

罗符合条件的所有产品已全面实行“

国际餐饮协会营养信息标注原则”，

当地法规不允许的国家除外。

关于国际餐饮协会就产品包装标注卡路

里含量的规定，其应用方式如图所示，

具体取决于不同国家的要求。  

对于不认可“参考摄入量”（或不允许使用参考摄入量）的国家，仅显示100克产品

和/或每份产品的卡路里含量（图1）。在其他国家可行的情况下，两个数值均按绝

对值和占适用参考摄入量百分比表示（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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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消费者

公私合作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欧盟委员会已正式承认其重要性。鉴于

EPODE项目在解决肥胖问题时实现科学界、工业界、地方当局与社区之间的

协同合作，明确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从而对社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欧盟委

员会也将EPODE项目确定为可在其他欧盟国家推广的最佳实践模式。

自 2 0 0 7 年 以 来 ， 费 列 罗 便 是

EPODE（共同预防儿童肥胖）项目

及／EEN（EPODE欧洲网络）的合

作伙伴。在EEN网络框架内，费列罗

2016年继续参与下列多个欧洲国内的

EPODE项目：

•	 法国：Vivien	 en	 forme（VIF）

项目。2016年，该项目以“睡眠与

安康”为主题，将培训讲师、护士

和项目经理作为目标人群，开发

与学龄儿童就相应主题进行交流

的工具。此外，共有250个城市参

加该项目，覆盖儿童10万名。 

•	 比利时：Viasano项目。2016

年，该项目旨在促进家庭的健康

选择，有效预防儿童肥胖症。

•	 荷兰：JOGG项目。项目旨在帮

助市政当局与当地利益相关者提

高人们在营养、体育和运动方面

的意识。2016年，参与项目的市

镇数量从91座增加到114座，覆盖

儿童人数达到60多万名。此外，

另有982家体育俱乐部参加“健康

体育食堂”项目。

法国

比利时

荷兰
（布雷达）

250,000

80,000

20,000

2016

2016

2016

(www.vivons-en-forme.org) 
Vivons en Forme

(www.viasano.be) 
Viasano

(www.jongerenopgezondgewicht.nl)
JOGG

费列罗出资于 项目 欧元年城市

250座城镇

18座城镇

114座城镇
（费列罗仅支持布雷达）

epode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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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产品设计的核心。他们好奇，

有创意，也有巨大的想象力。他们喜

欢尝试，发现新事物，并为之感到惊

喜。他们学得快，总是寻找着新的刺

激。

为了让儿童与父母分享一同游戏的欢

乐，共度快乐的亲子时光，费列罗总

是带去全新的奇趣游戏，在实现亲子

互动的同时，增进亲子的情感纽带。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费列罗集团坚

信——快乐童年成就美好明天。

孩子们的生活离不开游戏，这正是他

们的权利！

游戏有助于开发智力与创意，提升孩

子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想象力、

沟通能力和运动协调能力，特别是动

手能力方面的发现与学习能力。 

40多年来，费列罗健达®产品致力于让各年龄段儿童快乐成长，为他们每天

的生活创造惊喜时刻。奇趣蛋的制作过程不断改进，不变的是费列罗对产品

安全与创新的坚守与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

健达奇趣蛋公司（Kinder Surprise Company, KSC）是费列罗集团旗下分公

司，致力于研发并创造健达®玩具。此类新奇玩具尺寸较小，为确保 “制造惊

喜”的产品特点和可玩性，需要不断研究与优化。

健达奇趣蛋公司

奇趣故事

儿童与游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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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理念，费列罗健达®系列产品希望以惊奇的小玩具打造最佳游戏体

验，并由此激发丰富的情感。

这就要求从公司到整个供应链、从设

计到最终产品的生产，都要全心投

入。有鉴于此，奇趣产品必须具备一

些基本功能：

•	 打开奇趣蛋的兴奋感：探索产

品，尝试猜出蛋中的新奇玩具，

这样的情绪每每激发着孩子们的

想象力。

•	 可玩性：组装奇趣蛋玩具激发想

象力，提高逻辑推理与运动技

能。提供多种游戏方式，让儿童

直接参与游戏。 

•	 与父母及其他孩子的互动：游戏

体验鼓励孩子参与社交，共同打

造快乐的时光。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1条

1989 年 11 月 20 日第 44/25 号决议

1. 缔约国确认儿童有权享有休息和闲暇，从事与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和

娱乐活动，以及自由参加文化生活艺术活动。

2. 缔约国应尊重并促进儿童充分参加文化和艺术生活的权利，并应鼓励

提供从事文化、艺术、娱乐和休闲活动的适当和均等的机会。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 31 条规定，儿童拥有游戏的权利。（1989 年 11 月

20 日第 44/25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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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款奇趣玩具都配有专门的团队，他们与儿童认知、情感、人际关系及运动

发展领域的心理学家通力合作，基于以下四项原则进行潜心进行开发设计：

1. 增进孩子们的能力

2. 多样性

3. 360度的全方位体验

4. 广泛性

健达®玩具的设计旨在促进儿童在特定能力方面的发展，具体包括：

每年都会有一个专家小组开发新的游戏方式，通过这些游戏，可以促进儿童

的全面发展。

“可玩性分类”策略旨在提升奇趣玩具的关联性。多年来，市场营销与创新部门

确定不同的参考领域，据此进行产品组合界定，以便在产品组合中着重发展

奇趣产品的多样性。

各奇趣产品对应于某一特定类别，以便创建平衡的玩具产品组合，并与以往

的可玩性分类相关联。 

通过组装玩具，可以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序行动能力还可以
加强儿童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好奇心。

达成目标（组装玩具）以及同小玩具之间的互动能给儿童带来满足感，同
时还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奇趣玩具不仅能鼓励儿童与朋友和家人之间的互动，促进孩子的社会化
进程，还能帮助他们同别人愉快地相处。

组装玩具要求孩子具有良好的手眼协调能力，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力、逻
辑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

认知成长

情感成长

人际关系成长

行动力成长

创新开发的指导原则

1. 增进孩子们的能力

2. 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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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达®奇趣玩具提供了富有娱乐、教育价值的360度全方位游戏体验，其中包

括数字平台游戏。

由于产品与消费者的对话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有结构性，在购买的前后阶

段均需与消费者建立联系。

玩具随附的宣传册，详细介绍了游戏活动与故事理念，从而丰富与拓展了游

戏内容。

扫描奇趣玩具专用二维码，孩子们即可开启令人兴奋的故事时间，通过健达

奇幻（Magic Kinder）APP应用程序将实体体验融入数字空间，让多种可能得

以连通与共享。

A world of races and speed:
let the games begin!

Discovering the world of 
nature and animals, and 
learning to be kind and gentle.

greenblue

red

orangelilac

Self and creativity 
ecpression in original and 
ever-changing ways; small 
tools to help discover the 
artist in every child.

Fun in movement: the most 
active and fun toys for 

running around and playing, 
at home or in outdoors, 

alone or with friends.

Toys designed for girls: a 
magical, soft and colourful 

world where imagination 
can run wild.

3.  360°度全方位体验

红色

蓝色 绿色

橙色淡紫色

竞速世界：让游戏开始吧！

运动乐趣：最有动感和乐趣的
玩具，适合喜欢东奔西跑的孩
子，室内室外皆宜，可独自享

受，也可与朋友共享。

专为女孩设计的玩具：一个神
奇、柔软的彩色世界，让孩子

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发现自然与动物的世界，培
养孩子善良而温柔的天性。

让孩子探索自我、发挥自己原
创且不断变化的创造力；小玩
具可以让任何一个孩子成为
一名小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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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趣玩具的设计通行于全世界不同文

化、性别和年龄的儿童之间。这些具

有普世价值观的小玩具能为孩子们带

来最大的满足感，为世界带来欢乐。

尽管世界各国之间差异巨大，但所有

孩子都有一个典型特点：喜欢惊喜，

这可增强奇趣玩具激发的正面情绪，

凸显其与市面上其他同类产品相比的

不同之处。

本阶段旨在界定战略性产品组合，并从游戏活动到玩具的外观与感觉，串联玩

具的各个方面。

奇趣玩具来自我们对儿童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具体分析：

• 儿童和家长的需求；

• 玩具领域的趋势；

• 与儿童共同参与创造性研究；

• 技术和创新的影响。

基于这些结果，内部营销与创新部门界定奇趣玩具所需的一系列功能，从而制

定相关战略和有价值的有效产品组合。

在这一阶段，必须考虑不同地理区域相关的不同需求（如文化和宗教方面），

以打造反映国际趋势和尊重当地传统的产品组合。 

1. 市场营销战略

2. 创意阶段：初步创意与分析

3. 设计原型和预评估

4. 有关母亲与孩子的研究

5. 认证与自发测验

6. 生产与质量检查

7. 负责任的市场营销

4. 广泛性

1. 市场营销战略

奇趣玩具研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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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最初的想法转化成一种具有可玩性的设计。以这些设计为基础，

通过各种CAD程序搭建3D模型，将创意理念付诸实践。

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团队还考虑以下方面：

• 安全与品质；

• 可行性；

• 成本；

• 胶囊内部安装。

以安全为导向的设计是开发奇趣产品的考虑因素之一，各种奇趣产品都必须

遵循安全准则，其中包含玩具尺寸、形状和形态相关的特定预防措施。

预防措施如下：

• 避免使用过小的零件；

• 避免使用球形或卵形零件；

• 不得使用钮扣电池和磁铁；

• 确保最小尺寸零件的预装配，以减少部件数量，制作较大的零件；

• 避免采用可能与巧克力混淆的颜色；

• 使用特定优质材料避免破损，保证满足高设计标准。

2. 创意阶段：初步创意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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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3D打印机创建实体原型。

安全评估：

在设计阶段，费列罗针对每个产品原

型进行多方面的预防性安全评估。这

意味着在进行大规模生产之前，需要

通过几项预评估测试。这项评估在数

名专家（主要包括认证实验室）协助

下进行，评估内容包括检查玩具是否

符合国际规定和费列罗玩具安全规范

要求，以及奇趣玩具是否存在其他风

险。 

医学检查：

由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分析、评估产品

原型所有方面是否符合各项医学附加

要求。该小组始终由项目经理、质量团

队、设计团队、法务团队和耳鼻喉科医

学专家组成。

多年来，这个工作小组制定出作为分析

指南的准确特性清单。

3. 设计原型和预评估

通过原型反映奇趣产品的形状和最终功能，从而取得创作过程的成果。此外，还

应考虑生产与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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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改，这个团队还会验证更改内容是否会影响玩具的审美，或使玩具失去

游戏性；或决定完全放弃某个玩具的创意。

年龄分级评估

年龄分级指根据儿童发育心理研究和适用法律文献6，确定受众儿童的适当年

龄。

要确定合适的年龄，需要将相关玩具

的具体特征和游戏功能与特定年龄组

的儿童能力相匹配。

评估流程旨在确定儿童可愉快使用玩

具预期功能的起始年龄（在这个年龄

儿童拥有与玩具预期功能互动的认识

能力和运动能力）。

要求健达®玩具完全遵守上述指南的规

定旨在确保满足小部件警告的年龄限

制要求（3岁），这是保证警告有效性的

正确方法。 

质量部门同样参与到这些测试中。

费列罗特别注意告知消费者禁止3岁

以下儿童使用健达®玩具，为确保这

项 规定的有效性，建议 儿童在玩 玩

具时有成人监督。根据玩具安全指令

2009/48/CE标注的警告以明确方式向

家长强调该禁令。

该警告始终出现在显著位置。

6.欧洲指南：CEN报告
CR14379:2002——玩具
的分类
-ISO/TR 8124-8：2016
年年龄判定指南
-CPSC年龄判定指南
将儿童年龄与玩具特
征和玩耍行为关联起
来：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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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玩具安全与质量规范规定，健

达 ® 奇趣玩具必须完全符合国际法规

和费列罗内部要求的规定。

为此，两家全球领先安全研究和认证

实验室分别开展玩具认证测试：认证

独立实验室 UL 实验室（在不同国家

设有专业玩具安全研究所和实验室）

和 LGA 实验室。

每年，费列罗都会开展大规模的产品原型战略测试，这些测试通常大约在奇趣

玩具发布的两年前进行。测试在不同国家进行，采访对象包括孩子及其母亲。

通常，调查使用两种方法：

1.	定量方法，用于评估：

• 每个玩具的总体受欢迎程度和主要关键性能指标；

• 儿童行为（玩耍、互动）和反应数据；

• 最受欢迎的玩具。

     按照规定顺序向母亲和儿童展示以下内容：

• 视频，展示打开产品包装，玩具从盒子内取出的过程；

• 每件奇趣玩具的说明书（正面和背面）；

• 20~30 秒视频，展示每个惊喜玩具及其游戏性。

2.	定性方法，用于评估：

• 总体惊喜程度和每个玩具的受欢迎程度；

• 对于如何优化和进一步开发玩具的想法。

• 费列罗通常使用焦点小组方法开展调查。

费列罗从欧洲、亚太地区和拉美地区大约 9,000 名受访者中收集与新玩具有关

的所有意见，依据这些意见从每年 800 个方案中选出最佳的玩具。

4.	对儿童与母亲的调研

5. 认证测试和自愿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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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趣玩具应满足的要求包括：

a) 国际认证：

1. 欧盟最新玩具安全指令 2009/48/CE。

2. 欧盟玩具安全标准的机械与化学要求（EN71）。

3. 国际玩具安全标准 ISO 8124，规定玩具机械测试方法和结果评估。

4. 全球玩具 MERCOSUR 标准。

5. 奇趣玩具所有销售国家的国家标准，其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标准中部分要

求比 ISO 和 EN71 标准更严格。

b) 自愿测试

费列罗还开展附加自愿测试，这是费列罗玩具安全与质量规范的规定内容，其

限制条件比国际法规中的要求更多：

1. 机械要求：与国际玩具安全标准 ISO 8124 相比，费列罗实施更加严格的玩

具测试标准。每个奇趣玩具必须进行“滥用测试”（138 cm 跌落测试、0.45 

Nm 扭力测试、70 N 拉伸测试和 136 N 抗压测试），模拟儿童使用玩具时

的最恶劣行为，包括滥用玩具。只有在滥用测试中没有损坏的玩具（或其

中任何一部分）才用于生产，国际标准允许玩具在测试中损坏，但破损部

分不得包含尖锐棱角。

2. 就化学成分而言，特别是重金属迁移性，费列罗的玩具要求要比 EN 71 安

全标准更严格（内部标准设置的限值比 EN 71 标准允许的限值更低）。

与国际玩具安全与质量法规要求的 38 项测试相比，费列罗玩具安全规范规定

必须开展 65 项测试，数量是前者的近两倍。 

因此，这些规范的实施有助于确保玩具及其所有部件坚固安全。

费列罗针对玩具安
全性与质量进行

测试，而国际规范
仅要求38项测试6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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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物理和防火测试

EN	71-1、EN	71-1和EN	71-2以及ISO	8124-1、ISO	8124-2测试：参见法

规要求。

EN	71-1：机械与物理测试：检查尖角和锐边。

EN	71-2：防火测试。

ISO	8124-1：机械与物理测试：检查机械测试过程中破裂处尖角和锐边。

ISO	8124-2：防火测试。

其他测试：

健达奇趣蛋公司实施更加严格的自愿测试以确保玩具的安全性。测试中不得出

现任何形式的破损，不论破损部分多小。

1. 单一或组装部件（例如轮子）在两个方向的扭转试验（0.45 Nm，柔软部

件为 180°）。

2. 单一或组装部件（例如轮子）对轴向牵引和垂直牵引的抵抗测试（70 N，

10”）。

3. 跌落测试（高度：138 cm，无破损）。

4. 跌落测试完成后检查尖角和锐边。

奇趣玩具设计采用非常耐用的材料，因为聚丙烯

和ABS材料不能通过机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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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玩具通过以上全部测试后才被视为合格，可获准进行生产。

只有当玩具通过以上全部测试后才被视为合格，可获准进行生产。

化学测试

EN71 和 ISO8124 测试 : 参见法规要求。
EN	71-3：多种元素的迁移测试（19 种元素）。
ISO	8124-3：多种元素的迁移测试（8 种元素）。

其他测试：

此外，健达奇趣玩具公司自愿对所有玩具开展一系列附加化学测试，采用一
些只在特定国家实施的 EN 71 和 ISO 8124 标准未提及要求或限值，例如：
智利：甲苯限值。
日本：食品法。
加拿大：硝化纤维限值。

c) 本地认证

每件奇趣玩具均经过全球多个认证机构的认证：

其他适用测试包括：

1. 绳索：尺寸检查。

2. 吸盘测试：粘贴至吸盘的玩具应无法通过宽 44.5 mm，深 6.4 mm 的孔，

在多项机械牵引测试后吸盘不得脱落。

3. 所有边缘部件（例如轮子）的通风测试：通过专用仪器测量待测部件每分

钟内是否能够允许规定容积（单位：升，具体数量根据医学指征确定）的

空气通过。

4. 136 N 耐压测试：不得出现破损或变形。

5. 检查所有孔洞：符合特定标准尺寸。

6. 能够漂浮在空中的所有玩具和 / 或储能弹射器的尺寸检查（最小 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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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用于储存玩具的一体式胶囊比此前的分

体式胶囊更为安全，该设计由费列罗集团于

2007 年推出。

一体式胶囊的两个部分通过牢固耐用的塑料

铰链连接，特定情况下可按照预定方式折

断。

为确保设计的强度和耐用性，生产过程中每

天都对此胶囊进行针对性破坏测试。  

从每个生产班次中选择一个批次产品用于破坏测试，测试结果由 Robocap（自

动化测试平台，用于胶囊验证的标准化）自动传送至电脑。如果胶囊没有通

过其中一项测试，则相应班次的所有产品将进行隔离。接着，KCS 质量部门将

对这些产品另行分析，确定这些产品是否可接受或是需要丢弃并销毁。

根据 EN 71-1:2005 和 ISO 8124:2000 的规定，一体式胶囊需进行多项测试：

• 拉伸测试：确保连接两个部件的塑性铰在 150 N（大约 15 kg）拉伸作用

下不会断裂。

• 旋转测试：将胶囊顺时针、逆时针分别旋转一定次数，只有胶囊顶部和底

部没有分离则视为通过测试。

由国际知名医生组成的团队对一体式胶囊的安全性进行认证，该胶囊目前是

全球同类型中的安全性参考模型。

胶囊材料经过专门配制，由同一个工厂供应给所有胶囊制造商，材料符合玩

具出售国家的国际食品接触材料法规要求。

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在欧盟成员国生效的玩具安全性指令 2009/48/EC 规定，

“一体式”胶囊是欧洲唯一允许的包含奇趣玩具的巧克力蛋。

健达®奇趣蛋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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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欧洲的生产中心实现稳步增长，费列罗的投资也呈现出地理上分散性，这

让费列罗能够进一步开发新兴市场。

费列罗集团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关系一直遵循着“培养与构建”的指导原则，不断

传授费列罗40年来的企业经营经验，同时在知识、交流和增长的基础上建立牢

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费列罗还坚持追求生产领域上的技术进步，推动行业专

业技术的发展。

6. 生产与质量检查

除玩具质量检测外，费列罗还定期对供应商公司（主要分布在欧洲、中国和

印度）开展道德审计和安全审计。

创新生产流程示例

过去

要生产具有特殊功能的奇趣玩具，或将尺寸不标准的单个部件组合在一

起，需要对这些部件进行手工预拼装。这些玩具部件能够确保在拼装后无

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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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最先进行业实践，费列罗质量部门采用极为精细的指导方针，对整个玩具

生产流程进行持续质量控制：

• 塑模过程预设频率下的机械测试。

• 最终检验阶段进行检查和机械测试。

• 成品工厂的进货检验：拼装与搬运测试。

只有定期检查结果达到所有安全和质量要求，才继续生产每种奇趣玩具。

费列罗集团针对奇趣玩具生产的道德和环境方面，制定并实施全球供应商行为

规范。这可让费列罗在保持高质量标准时，持续与集团供应商分享专有技术和

技能。

该行为规范参考了最先进的国际道德规范，称为“健达 ® 玩具供应商的道德、

社会和环境要求”，与国际规范同样详尽、严格。

现在
费列罗持续追求质量改进，实施更加严格的安全标准，最终开发出一种

可在模塑阶段直接生产预拼装部件的技术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确保轮子

自由运动且不会脱落。该技术方案已提交专利申请，将成为费列罗集团

的独家专利。

对于仍需预拼装的部件，费列罗首次研发出自动化拼装和质量控制系统，

确保部件完美拼装。此外，健达奇趣蛋公司还对所有玩具在生产完成后

实施现行的质量安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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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已经制定了一个行为准则执行

情况评估计划，任命两个第三方机构

（SGS和UL）对所有的健达®玩具制造

商进行年度审查，确保他们采用并遵守

集团的道德要求，因为这是集团的核心

价值观。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健达®奇趣玩具供应商遵守相关劳工准则，以确保费

列罗履行集团自身所作出的承诺，尤其是涉及到道德领域的话题。

“健达®玩具供应商的道德、社会和环境要求”摘要

• 奇趣玩具制造商必须先接受认真的审计，已验证他们是否遵守道德准

则的规定。

• 不得使用童工。

• 工厂、工作环境和服务（食堂、睡眠设施和厕所）必须要符合当地的

工作场所 卫生规定和事故预防规定。

• 员工有权组建工会或加入一个现有的工会，且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代

表。

• 不得以种族、国籍、宗教、残疾、性别、年龄、性取向、工会会员和

政治背景为借口歧视任何员工。纪律处分必须符合当地法规。

• 保证所有员工工资符合当地或全国最低工资要求（包括正常工作时间

和加班 时间）。加班必须要符合当地的法规和实践。

• 奇趣玩具制造商必须要遵守全国和当地关于防止污染以及化学物质和

废物管理的环境立法。

第三方机构审查证实了玩具制造商的业务运营符合费列罗行为准则中的基本

精神和原则。没有违反该准则中的人权规定及其他基本规定。此外，这些供

应商没有在任何环境和原因下产生雇佣童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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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始终认为父母在儿童均衡饮食

和健康积极生活方式方面的教育至关

重要。为此，费列罗的产品广告和商业

传播从内容和广告版面购买方面，主

要针对负责决定给家人和12岁以上儿

童购买食品的成年人。

费列罗认为需要特别注意针对儿童的

商业传播，尤其是在儿童容易在没有

家长监督时接收此类内容的情况下。

费列罗在传播方面做出以下重要举措：

遵守IFBA政策

针对以 上问题，费列罗坚 持 实 施布

鲁塞尔的国际餐饮协会（IFBA）制定

的“IFBA全球儿童广告和儿童营销传播

政策”。

根据这些原则，费列罗确保在全球范

围内不会在主要（从2013年开始定义

为超过35%）观众为12岁以下儿童的电

视、报刊或互联网上投放广告。部分使

用不同标准的国家允许临时的例外情

况。

7.  负责任的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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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达奇幻应用程序	the magic kinder app

健达奇幻应用程序持续以激动人心的全新方式提供快乐。健达奇幻独具

创新，通过沉浸式、寓教于乐的方式将家人成员们连接在一起。

健达奇幻应用程序在安全的环境下拓展了奇趣玩具带来的体验，并遵守

欧盟食品行业自律公约（EU Pledge），因为应用程序中永远不会出现食

物产品。

此外，今年健达奇幻获得了独立审计机构 KidSafe 认证，以确认该应

用程序符合 COPPA+ 规定。因此，健达奇幻需要遵守美国贸易委员会

（American Trade Commission）有关儿童数据管理和储存的各项规定。

健达奇幻应用程序对全球开放（只有 8 个国家例外），翻译成 13 种语言，

包含 6 大游戏形式（奇趣系列、边玩边学、观看视频、故事、绘画与涂色、

探索地球），始终提供具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让家庭成员共享更多欢乐

时光。所有这些体验都是通过有趣的交互性多设备界面实现，激发儿童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应用程序可在 Apple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下载，也可在 Apple TV 上找

到。

更多信息请登陆网站 www.magic.kinder，体验丰富的游戏与视频，无需

下载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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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费列罗基金会是由意大利共和国劳动

勋章获得者米凯利•费列罗（Michele 

Ferrero）于1983年建立的一家社会

企业，并以费列罗的创始人——米

凯利•费列罗的父母和叔叔——的名

字命名。费列罗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一

直由玛利亚•弗兰卡•费列罗（Maria 

Franca Ferrero）女士担任主席。基

金会位于库内奥省的阿尔巴，距离费

列罗工厂不远。 

1991年，意大利内政部正式将费列罗

基金会认定为基金会；2005年，意大

利共和国总统授予费列罗女士金奖，

表彰她在教育、文化和艺术方面做出

的贡献，这也证明了费列罗基金会的

重要社会作用。

“从我参加工作开始，我就认识到我的同事在公司中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他们以忠诚和承诺为公司奉献了大半生……我渐渐

意识到费列罗集团需要拨出资金开展行动，以此感谢

我们的老员工，特别是退休员工，为他们提供空间作为长期的活

动中心，同时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和道德需求。”

米凯利 • 费列罗于 1983 年做出上述声明，他的想法是捐建一个慈善基金会，

专门用于支持费列罗的“老年群体”，即根据员工条例规定，连续在公司工作至

少 25 年的在职员工或退休员工。

费列罗基金会服务的核心，是通过组织一系列活动丰富老年员工的社交生活，

同时提升社会对于老年群体的承诺和认知。

费列罗基金会

米凯利 . 费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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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基金会

费列罗基金会通过众多活动，帮助退

休员工认识到退休后的生活意味着全

新的机会，并致力于改善每个退休员

工的社交生活。

基金会活动秉承社会团结和文化的理

念，集中体现为“工作、创造、奉献”

这一格言，这个格言也刻在基金会的

标志上。

工作：依托基金会员工的承诺、奉献

和经验，进行头脑风暴提出新想法和

新项目。

创造：组织具有创新性的活动，从而

为创造新价值和新体验提供可能，而

不仅仅是重复过去的实践。

奉献：应当将创造的财富视为一种礼

物，不管是对于努力工作奉献的财富

创造者还是受益的整个社会。 费列罗

基金会基于费列罗家族的指导价值观

运作，在集团的所有机构中都具有参

照作用。

事实上，2008 年成立的德国施塔塔伦

多尔夫社区计划（OperaSociale）及

费列罗法国 2005 年以来支持的针对

员工、老年人和儿童的项目均以该基

金会为蓝图。这些包括公益单位、托

儿所、迷你俱乐部、夏令营、学校资

助和奖学金。丰富的活动和 30 多年

的经验让费列罗基金会也成为了集团

在南非、印度和喀麦隆创立的米凯利 •

费列罗企业项目的典范。

秉持着这份精神，费列罗基金会持续

运作超过了 30 年。

基金会的理念和组织结构请详见集团

往期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在网站

www.ferrerocsr.com 上查看）。

公益项目

基金会为老年人的健康、医疗和社会

活动提供多方位的支持，使他们能够

更有活力地享受文化活动，建立人际

关系，并为当地社区和地区带来积极

影响。

基金会为退休员工成立了约 40 个活

动小组，并配备缝纫、陶艺、摄影、

刺绣、网络技能、外语、绘画等工作

室。同时，基金会还组织了生态旅游、

合唱活动、祖孙组合活动、厨艺节目、

烘焙课程等活动。

在老年人的支持和贡献下，费列罗基

金会的文化项目举办得日益频繁，同

时更具结构性。他们积极组织各项展

览、接待各地来宾、提供安保服务、

在各活动期间管理书店。基金会不断

完善有针对性的志愿者活动，为病人

和有需要人士提供实际援助。

活动小组40个
基金会大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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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2016 年，费列罗为阿尔巴和周围地区的退休员工及其配偶进行了 515 次医疗

服务。此外，医疗诊所共进行 1,112 次医疗服务，包括为参加基金会体育活

动的退休员工和配偶进行身体检查，以及糖尿病医生和神经科医生的专家随

健康及社会保健

1,112

3,045

19,549名

次医疗服务

次护理服务

退休员工参加了体
育课程和娱乐课程

访。

在一队志愿者护士的帮助下，基金会去年为退休员工提供了下列服务：血压

监测、肌内注射和皮下注射、心电图、血糖测试和医用敷料。2016 年，基金

会共提供了 3,045 次护理服务。此外，基金会还提供了足疗、足部护理和整

骨疗法等医疗服务。除了组织常规的体育课程和娱乐课程外，2016 年基金会

还组织徒步行走课程和普拉提课程，所有费列罗退休员工都可以参加。2016

年，共有 19,549 名退休员工参加课程。

基金会与热那亚黄斑基金会联合组织的老年性黄斑变性早期预防和诊断筛查

计划持续为退休员工提供保健福利。2016 年，该项目共出诊 103 次，自 2005

年以来共有 1,530 名费列罗退休员工参加筛查服务。

基金会和 ASL CN2 Alba-Bra 合作组织的一项研究计划也在持续进行，并获得

显著成功。这是一个前瞻性观察研究，致力于深入了解获得补充医疗服务的

患者是否比一般人群得到更高的健康效益。除该项研究外，基金会还与米兰

圣心天主教大学以及罗马 Policlinico Gemelli 医院共同开展另一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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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费列罗退休员工及其配偶由于独

自在家需要帮助或者陪伴，基金会会

定期接他们到基金会住宿，让他们的

护理者有机会放松休息，做自己喜欢

做的事。

在基金会的社工和专业护士的照顾以

及医生的监督下，老人们那天可以在基

金会接受各种职业治疗，参加各类活

动。

关怀日

家庭医疗与健康援助和医疗实验室

费列罗基金会为阿尔巴和周边地区的费列罗退休和老年员工及其配偶提供家

庭保健服务。该服务的目标是与家属和治疗医生合作，为需要家庭式保健服

务的费列罗退休员工提供支持。这项服务将与公共医疗保健系统提供的现有

综合国内医疗保障（ADI）服务互为补充。在一队志愿者和一辆专用车辆的

帮助下，基金会专业注册护士可以前往患者家中进行护理。在强大的志愿者

网络和项目配套专车的支持下，专业护士可直接前往病人家中，提供医疗服

务。

每个患者的临床参数和数据集都收集起来录入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专门用于

多维度评估患者病情。这让医疗团队的所有成员能够全面了解患者临床情

况，从而监控患者的疾病进程，及时提供治疗援助。

2016年，基金会共完成556次家庭服务和664次血液检查。

556 664
家庭服务

次 次
血液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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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自托儿所正式接受学生以来，费列罗托儿所便被打造成专为儿童而设立的机

构。托儿所还设有会议室，供家长、教职工、护理人员、儿童创造力开发师

举办培训活动或交流信息。

费列罗托儿所的设施建设先进，为儿童量身定制，并设有专门的安全区域，

在此儿童可以自由活动、休息、开心地玩耍。

每个孩子都有独立充分的空间来自由感受、学习探索。在这里，他们既可以

不受约束地表达自己、四处活动，又不必担忧安全隐患。

托儿所会为家庭提供支持和建议，就亲子关系与儿童的健康成长等教育事宜

进行会议和讨论。

托儿所也提供一系列教育课程，包括光线、绘画、运动和音乐训练班。

孩子们还可在温暖的季节参加户外运动，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托儿所还设有厨房，所采用的食材均是新鲜时令食品。

基金会的退休员工可以以“祖父母”的身份参与到一系列的亲子活动中来。“祖

父母”们拿出时间讲述他们的经历、传递情感、享受与孩子们共处的时光，为

他们朗读童话故事、哼唱童谣、烹饪美食，并一起制作装饰品、栽培花木。

基金会还为无需医院急救的轻微创伤或疾病提供医疗护理服务。每个月基金

会都会召开所长会议，与阿尔巴 - 布拉（ASL CN2）的儿科医生定期协调合作。

此外，基金会还为专业教育工作者和日托员工定期提供培训课程，定期维护

所有护理设备。

费列罗托儿所于2009年秋季正式开班

接收学生，持续开展活动。费列罗托儿

所可容纳80名3个月至3岁的婴幼儿，

为员工提供特别优惠的折扣，并根据

阿尔巴地方当局的规定，为阿尔巴本

地儿童预留5个至10%的入学名额。

费列罗	”IL NIDO”	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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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基金会

过去几年，阿尔巴的费列罗基金会通过人类营养科学二级硕士课程——”米凯

利•费列罗”硕士课程与都灵大学持续开展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该课程旨在培养技术、医疗生物和化学领域专家，可以进入食品生产企业或

研发实验室生产部门工作。

该硕士课程在食品行业生产方面的教学会将一系列行业趋势纳入考虑范围进行

授课，包括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结

构的影响。

完成硕士课程且被评为"最佳表现"的两位学生将各获得5,000欧元奖学金，另

一份金额同样为5,000欧元的奖学金将授予论文成绩最优异的学生。

对于费列罗基金会，“成功老龄化”是所有营运活动、关系维护的基本理念。通

过定期体检和体育活动促进健康、预防疾病是这个理念的最重要目标之一。身

体活动能力只是总体幸福感的一个方面，通过娱乐活动、创意活动和社交活动

培养的心理技能也是这个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志愿者活动和一般生产

性活动是体现这个理念的最佳方式，这些活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也

有益于顺利过渡老龄化阶段。

人类营养科学硕士课程——“米凯利•费列罗”硕士课程

成功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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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寿命延长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代际问题。社会必须仔细

考虑这个与老年人口具体需求密切相关的、长期的全新生命阶段。媒体和学

术机构都需要针对这些全新社会需求提供适当信息。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费列罗基金会每两年组织一些国际科学会议，探讨成功

老龄化和老年痴呆症等议题。

2015年秋，一场名为"成功老龄化：全新视野"的会议召开，会议根据ECM医学

教育道德规范，向与会的健康专业人士授予培训学分。会议聚焦人口老龄化

问题，讨论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挑战，目的在于帮助创建适合所

有年龄段人群生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年轻人和老年人均有机会为社

会发展做贡献，共同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

会议的前两日探讨科学问题，与会者包括专家、医生、老年病学家、护士和

医科学生。11月5日，会议讨论焦点转向健康政策和老龄化相关的身心健康问

题。11月6日讨论的核心议题包括如何将长寿转化为资源、创意和精神关怀、

技术创新及其对健康的影响。11月7日，会议第三天讨论的主题是“健康老年

化：使用说明”，引导公众自由探讨体育活动、数字社会、食品教育、社会安

全和个人安全的重要性。

会议主办方为欧洲议会，协办方为欧盟部长理事会主席国、都灵大学、意大

利老年学和老年病学协会、意大利全科医学协会、意大利心理学协会、意大

利内科医学协会、意大利骨质疏松症和骨矿物质代谢和骨髓疾病协会、库内

奥医生协会、皮埃蒙特区、库内奥省、阿尔巴市政府和阿尔巴-布拉（ASL 

CN2）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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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基金会每年都举办精彩的文化活动。

费列罗基金会在文化领域的活动越来越活跃。凭借其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基

金会在强化培训课程中起主导作用，旨在形成跨越不同知识领域的交流思

想、分享经历的网络。出于费列罗集团的价值理念，基金会提供种种机会，

推崇积极、创造和有责任感的文化。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费列罗基金

会支持、培养文化活动，与当地、全国和国际基金会、机构和组织一同成为

惠及整个社会的长期项目的率先支持者。

基金会每年都为费列罗在职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子女设置全国性和国际性奖学

金，支持科学研究和博士课程。此外，基金会还为联合科研、艺术文化、经

济社会研究活动提供动力和资金，其中为部分向国际社会推广阿尔巴和皮埃

蒙特地区文化历史名人的项目做出重点支持。

文化项目

周期会议

费列罗基金会每月组织定期会议，名为“周期会议”。2015年和2016年

举办的此类活动包括：

• “你从未见过的光”——科普作家兼记者皮耶罗•比亚努奇

• “在埃塞俄比亚发现文化与传统，支持母亲与孩子”——医疗协作

委员会，一家由医生团体于1968年在都灵成立的民间组织及非盈利

组织。

• “出局：从幕后看到的体育比赛”——意大利裁判斯蒂法诺•法里纳

• “太空探索的最前沿”——罗伯托•巴蒂斯顿，意大利航天局主席兼

特伦托大学教授

• “人型机器人研究的最前沿”——罗伯托•辛格拉尼，意大利理工学

院科技总监

• “人类起源的旧闻新知”——贾科莫•贾科比尼，都灵大学人类解剖

学正教授

• “2050年的未来生活”——吉安弗兰科•波洛尼亚，世界自然基金

会意大利分会科学总监兼奥莱里欧•佩切伊（Aurelio Peccei）基金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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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Balla展览由费列罗基金会于

2016年秋在阿尔巴组织，埃斯特尔•

科恩担任策展人。展览大获成功，

吸引超过90,000人次前来参观，其

中包括7,000名小学生，他们不仅参

观展览，还参加现场组织的教育小课

堂。另有7,000名参观者作为团队或

通过协会参观展览。参观展览的初高

中学生人数达到3,500人，展览上一

共售出大约5,000份展品目录（Skira

出版）。

费列罗退休员工为这次展览提供了

大力支持，在整个展览过程中维护

秩序，并帮助参观者。此外，在

FuTurBalla展览期间，公司还派出员

工支持基金会工作，为展览贡献良

多。阿尔巴地区若干所高中（主要是

艺术、经典和科学特色学校）的高年

级学生也通过各类项目参加到展览

中，包括装饰小课堂举办的房间、周

末和节假日期间在展览大厅维护秩

序、参与"成为西塞罗"（Ciceroni in 

mostra）活动（学生在活动中设计路

线，作为导游带领同学及其家人参观

展览）。

此次展览的成功举办让费列罗基金会

感到十分骄傲。在调查和筹备展览的

FuTurBalla

18个月里，基金会得到策展人埃斯特

尔•科恩在科学和组织方面的不可或缺

的支持。与皮埃蒙特地区考古、美术

和景观部门主管以及都灵民间现当代

艺术馆（GAM）的通力协作，也让基

金会获益良多。

此外，基金会还得到皮埃蒙特区、

圣保罗协会和Cassa di Risparmio di 

Cuneo基金会的帮助，他们的支持再

次说明此次文化活动的重要性。

整个费列罗集团齐心协力顺利完成了

布展，也使得此次展览成为一次国际

盛会。在旗下公司的协助下，费列罗

集团帮助基金会从意大利、欧洲和美

国知名博物馆借到展览所需的艺术

品，管理网上预订所需的软件、开展

电视宣传等活动推广。

 

>90,000 人次参观了FUTURBALLA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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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基金会

“祖父母证书”

"祖父母证书"是玛利亚•丽塔•帕尔西教授组织的10次系列会议，面向所有费列

罗退休员工和其他员工。这一系列会议旨在应对老年阶段的变化、转变和新

责任，帮助老年人与孙辈以及生活中所有其他孩子建立基于知识和爱的特殊

关系。

过去的会议议题主要探讨老年人的生活和经验，特别是老年人当前的生活、

对未来的期望、计划和希望。会议要求与会者思考岁月的流逝及其对精神、

身体转变产生的深远影响。会议努力呈现老年人具有创造性的精神身体状

态，让每个老年人以个人经历和经验、家庭、他们自己的祖父母、孩子和孙

辈之间的关系为根据来定义他们的"老年状态"。

基金会继续发行商业杂志《Filodi-

retto》，每年出版四刊，在全球各地

拥有20,000位读者，其中包括费列罗

集团在职员工和退休员工。这本杂志

被翻译成四种语言（英语、德语、法语

和西班牙语），介绍整个集团从旗下

公司到基金会等各个机构的活动。

在音乐活动方面，基金会继续与1946

年成立的非营利协会都灵音乐联盟

（Musical	Union	of	Turin）和音乐

家朱塞佩•诺瓦、杰弗里•希尔伯施拉

克和拉里•爱德华•沃特联合指导的意

大利－美国阿尔巴音乐节合作。

>20,000
《FILODIRETTO》杂志在全球各地传阅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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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费列罗退休员工共同努力的一个典范是社区计划的 " 代际桥梁 "。退休员工与

当地学校和幼儿园合作，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老人和孩子们一起在社区计划的花园中劳作，亲自用收获的食材下厨做饭。

通过参加这类活动，孩子们加深了对自然的认识，明白了健康饮食中的水果

和蔬菜来自哪里。

"绘本－电影院"是社区计划的一项热门活动。退休员工给幼儿园孩子讲故事，

并在大屏幕上展示相关图片。这个活动可以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鼓励他们

多读故事多思考。

最后，代际桥梁还能让老人和孩子共同学习新知识：例如，通过戏剧活动或

者让“数字化原生代”的幼儿园孩子尝试费列罗退休员工小时候玩的游戏。通过

这样一种游戏化的方式，两代人都得以提升各自的运动能力。

代际桥梁：连接老人和孩子

费列罗在德国开展的社区计划

费列罗在施塔特阿伦多夫实施的社区计划于 8 年前面向费列罗退休员工开放。

为践行费列罗基金会的目标及其 " 工作、创造、奉献 " 的格言，该计划在德国

生产中心向长期为费列罗集团工作的退休员工提供社区服务。这个项目涵盖

三大支柱：" 心理 "（信息及学习）、" 生理 "（健身及营养）和 " 灵魂 "（共

享及社交时间）。社区计划为费列罗退休员工提供许多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

机会，让他们能够继续发挥现有技能或者掌握新技能。

未来目标

费列罗基金会正在准备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 ~11 日召开的“成功老龄化 2017：
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国际会议。

费列罗基金会与都灵医学学会和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合作起草了 ECM 认证会

议的最终计划和组织方案。

会议分成四个科学分会，探讨的主题分别包括：

• 长寿

• 脆弱性

• 经济与福利

• 技术与环境

11 月 11 日星期六举行的 " 长寿的科学 " 分会向所有人开放，旨在向公众传播

与长寿有关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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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基金会

费列罗基金会的格言"工作、创造、

奉献"是可持续理念的生动体现。为

此，基金会与玛堡－比登科普夫地区

成人教育中心（Volkshochschule）和

市政老年人管理部门合作，联合举办

可持续性讲座和一系列活动。过去几

年，此类讲座的主题一直是能源和健

康，2015/2016年的主题转变为广义

的可持续性。通过讲座、远足和讨论

会，施塔特阿伦多夫和周边地区的老

年人得以深入了解在可持续性探讨中

占重要角色的主题：从生态足迹到可

持续生活和工作。

可持续性包含许多方面

60 - 74 岁 : 72%
75 - 90 岁 : 28%

次活动

38% 62%

355

次参观访问6,620

次其他活动
（给幼儿园和小学孩子读书）178

553 名
退休员工

77% 23%

来自法兰克福来自施塔特阿伦多夫

费列罗德国社区计划数据（截至2016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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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截至2016年8月31日，费列罗员工人数为40,351（2015年8月31日的数据为

40,721）。

其中包括32,990名员工和13名来自皮埃拉、彼得罗和乔瓦尼费列罗基金会的

员工，总数达到33,003人7。此外，还有7,348名外部合同工为集团旗下的公

司工作8（主要为临时工人和销售代表9）。

7、截至2016年8月31日，费
列罗共有33,003名员工，其
中2,871名属于Thorntons 

Plc.。
本章节中详细数据采用截至

2016年8月31日的员工数据，
不包括Thorntons Plc员工，

员工总数为30,132。

8、还包括皮埃拉、彼得罗和乔
瓦尼费列罗基金会的员工。不
包括Thorntons Plc的员工。

9.包括受训实习生和其他直
接合作方，不包括劳务合同

员工。

费列罗集团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内外部员工（按国家统计）

俄罗斯 2.8%

巴西 2.3%

卢森堡  2.5%

智利 1.8%
南非 1.3%

厄瓜多尔 1.2%
阿根廷 1.1%

澳大利亚 0.9%

塞尔维亚 0.2%
美国 0.6%
喀麦隆 0.6%

保加利亚 0.8%
爱尔兰 0.7%

墨西哥 2.7%

其他
3.2%

意大利
19.0%

德国
13.1%

印度
7.9%

英国
7.6%波兰

7.4%

格鲁吉亚
4.0%

土耳其
4.4%

法国
3.7%

加拿大
3.4%

比利时
3.3%

中国
3.5%

费列罗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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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员工

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费列罗集团员工共来自 113 个国家和地区。

与去年相比，意大利、中国和波兰的员工人数有所增加。

截至2016年8月31日
国家

%员工人数

100%总计 40,351

意大利
德国
印度
英国
波兰
土耳其
格鲁吉亚
法国
中国
加拿大
比利时
俄罗斯
墨西哥
卢森堡
巴西
智利
南非
厄瓜多尔
阿根廷
澳大利亚
保加利亚
爱尔兰
喀麦隆
美国
塞尔维亚
其他

7,651

5,297

3,197

3,051

2,976

1,794

1,617

1,495

1,432

1,366

1,319

1,124

1,092

1,008

921

731

535

496

435

365

331

267

248

225

81

1,297

19.0%

13.1%

7.9%

7.6%

7.4%

4.4%

4.0%

3.7%

3.5%

3.4%

3.3%

2.8%

2.7%

2.5%

2.3%

1.8%

1.3%

1.2%

1.1%

0.9%

0.8%

0.7%

0.6%

0.6%

0.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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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费列罗集团不仅在欧洲拥有可观的员工人数、开展频繁的商业活动10，同时集团

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员工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占比从2015年8月31日的36.9%

上升到2016年8月31日的37.3%）。

截至2016年8月31日，集团员工总数

实现同比增长，尤其是生产区的固定

期限和季节性合同员工。

由于费列罗产品（以巧克力为主）的

特殊性，受到市场需求波动影响，呈

现出每年特定时节以及节日庆典达到

高峰的特点。这意味着大约70%的产

量集中于每年7~8个月（冬半年），

这种情况使得费列罗必然采用固定期

限的季节性合同。

10.欧洲包括28个欧盟会
员国。

11.代表以全职当量（FTE）
表示的平均员工人数。

12、还包括为费列罗工业
服务G.E.I.E和皮埃拉、彼
得罗和乔瓦尼费列罗基金
会工作的外部员工，此数
据不包括Thorntons Plc

员工。

13.包括受训实习生和其
他直接合作方，不包括劳

务合同员工。

*集团员工总数统计了截至8月31日费列罗直接聘用的员工，包括皮埃拉、彼得罗和乔瓦尼费列罗
基金会的员工，不包括Società Thorntons Plc.的员工。

2015/2016财年平均员工数量为

2 9 , 2 0 6 人 1 1，加上费列罗工业服

务G.E.I.E.和皮埃拉、彼得罗和乔瓦

尼费列罗基金会的平均员工人数，

总计29,220人，与2014/2015财年

（25,811人）相比增长13.2%。此外，

集团旗下公司还有6,366名类全职员

工12（主要是临时工人和销售代表13）

。

截至8月31日的集团精确员工人数（按地区统计）

截至8月31日的集团员工总数*

37.3%

62.7%

欧洲以外
地区

欧洲

36.9%

欧洲以外
地区

2015 2016

63.1%

欧洲

截至2015年8月31日 截至2016年8月31日

女性 42.4% 44.2%

合计 28,928 30,132

员工人数

员工队伍不断壮大

费列罗员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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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员工

24.8%

75.2%

23.5%

定期合同 定期合同

欧洲 欧洲以外
地区

76.5%

长期合同  长期合同  

注意，在意大利，普遍采用有效期八个月的兼职合同，使公司的季节性劳动力需

求与员工业余兼职之间实现平衡。

集团员工数据（按合同类型统计）

集团员工数据（按员工类型统计）

30,132 100%28,928 100%

% %

TOTAL

% %

截至2015年8月31日

员工人数

固定期限合同
永久合同

兼职/全职

工作合同类型

兼职
全职

8,164

20,764

28.2%

71.8%

3.7%

96.3%

3.9%

96.1%

7,237

22,895

24.0%

76.0%

截至2016年8月31日

截至2015年8月31日 截至2016年8月31日

员工人数

30,132 100%28,928 100%

% %

TOTAL

% %

截至2015年8月31日

员工人数

固定期限合同
永久合同

兼职/全职

工作合同类型

兼职
全职

8,164

20,764

28.2%

71.8%

3.7%

96.3%

3.9%

96.1%

7,237

22,895

24.0%

76.0%

截至2016年8月31日

截至2015年8月31日 截至2016年8月31日

员工人数

高层管理人员在公司内部职能特点包括：拥有高度的专业性、自主性、决断能

力，致力于企业战略定位及制定。

员工类别 %

30,132 100%28,928 100%

%

截至2015年8月31日

员工人数

工人
办公室工作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合计

17,407

8,508

2,127

886

60.2%

29.4%

7.3%

3.1%

18,203

8,811

2,196

922

60.4%

29.2%

7.3%

3.1%

截至2016年8月31日

员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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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按照年龄段统计的集团员工数据与截至2015年8月31日的数据大致相同。

“企业管理”一节中介绍的委员会由21名成员组成，其中34%属于“60岁以上”年

龄段，33%属于”51~60岁”年龄段，24%属于”40~50岁”年龄段。在这些委员

会中，董事会主席为女性。

下列表格按照年龄段显示集团员工组成。

< 30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30 - 50

> 50

女性
男性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44.1%

55.9%

45.9%

54.1%

42.2%

57.8%

44.5%

55.5% 41.8%

58.2%

41.2%

58.8%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集团员工数据（按年龄和性别统计）

集团员工人数（按年龄统计）

集团员工人数（按年龄和员工类型统计）

合计 30,13228,928

% %

截至2015年8月31日

< 30
30 - 50

> 50

21.0%

58.0%

21.0%

21.2%

58.4%

20.4%

截至2016年8月31日
年龄段

TOTAL 21.2% 58.4% 20.4%

< 30 30 - 50 > 50

截至2016年8月31日

14.5%

6.3%

0.4%

0.0%

31.7%

19.5%

5.4%

1.8%

14.2%

3.4%

1.5%

1.3%

工人
办公室工作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员工类别

年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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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员工

与上一年相比，女性在高级管理层中的占比有所上升。

截至8月31日的集团员工人数

57.6% 30,13242.4% 55.8% 44.2%

18,249 58% 18,893

10,679 57%

42%

43% 11,239

57.6%

52.8%

42.5%

47.2%

%% %%

2015 2016

总计

员工人数 员工人数

男性 女性 总计 男性 女性

17,407

8,508

2,127

886

8,164

20,764

48.7%

61.2%

51.3%

38.8%

7,237

22,895

45.4%

59.1%

54.6%

40.9%

1,066

27,862

28,928

20.3%

59.1%

79.7%

40.9%

1,186

28,946

20.8%

57.2%

79.2%

42.8%

54.9%

57.3%

69.2%

85.8%

45.1%

42.7%

30.8%

14.2%

18,203

8,811

2,196

922

51.9%

57.6%

67.9%

85.6%

48.1%

42.4%

32.1%

14.4%

集团员工人数

地理区域

职位

合同类型

兼职/全职

长期员工总数

欧洲
欧洲以外区域

固定期限合同
永久合同

兼职
全职

工人
办公室工作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

男女占比

以下几个表格显示按地理区域和年龄段统计的男女员工的流动数字，不包括季

节性员工。离职员工主要包括退休、主动辞职和合同到期等情况，而入职员工

主要是集团新聘员工。

2015/2016 财年，费列罗集团共雇佣 3,825 名新员工，包括 2,114 名男性

（55.3%）和 1,711 名女性（44.7%）

人员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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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欧洲
女性 男性 合计

2014/2015财年

2015/2016财年

离职率 入职率

144

132

96

372

6.12%

< 30

30 - 50

> 50

合计
%

146

156

148

450

4.68%

290

288

244

822

5.24%

女性 男性 合计
222

112

10

344

5.66%

214

165

22

401

4.17%

436

277

32

745

4.75%

欧洲
女性 男性 合计

离职率 入职率

104

114

95

313

3.90%

< 30

30 - 50

> 50

合计
%

115

147

145

407

3.74%

219

261

240

720

3.81%

女性 男性 合计
241 

107

14

362

4.51%

261

168

15

444

4.08%

502

275

29

806

4.27%

欧洲以外地区的人员流动情况（按年龄段统计）

%

%

欧洲以外
女性 女性男性 合计

2014/2015财年

2015/2016财年

离职率 入职率

323

365

44

732

19.20%

< 30

30 – 50

> 50

合计

450

439

53

942

20.66%

773

804

97

1,674

19.99%

男性 合计
463

410

38

911

23.89%

695

628

105

1,428

31.32%

1,158

1,038

143

2,339

27.93%

欧洲以外
女性 女性男性 合计

离职率 入职率

377

440

111

928

17.49%

< 30

30 – 50

> 50

合计

470

632

113

1,215

20.48%

847

1,072

224

2,143

19.07%

男性 合计
688

618

43

1,349

25.43%

858

712

100

1,670

28.14%

1,546

1,330

143

3,019

26.86%

欧洲地区的人员流动情况（按年龄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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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员工

费列罗集团人员流动情况（按年龄段统计）

%

%

欧洲以外
女性 女性男性 合计

2014/2015财年

2015/2016财年

离职率 入职率

467

497

140

1,104

11.16%

< 30

30 – 50

> 50

合计

596

595

201

1,392

9.82%

1,063

1,092

341

2,496

10.37%

男性 合计
685

522

48

1,255

12.69%

909

793

127

1,829

12.90%

1,594

1,315

175

3,084

12.81%

欧洲以外
女性 女性男性 合计

离职率 入职率

481

554

206

1,241

9.31%

< 30

30 – 50

> 50

合计

585

779

258

1,622

9.65%

1,066

1,333

464

2,863

9.50%

男性 合计
929

725

57

1,711

12.84%

1,119

880

115

2,114

12.58%

2,048

1,605

172

3,825

12.69%

下列数据为6个国家中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情况。

育婴假（按性别统计）

育婴假

意大利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1

-

-

100%

7

51

3

70%

8

51

3

73%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返回率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5

-

1

83%

-

-

-

-

2

5

-

100%

2

5

-

100%

- 6 6

-

-

-

-

6

-

-

100%

6

-

-

100%

-

-

-

-

9

8

1

90%

9

8

1

90%

-

-

-

-

19

-

-

100%

19

-

-

100%

1

-

-

100%

16

11

2

89%

17

11

2

89%

-

-

-

--

-

1

-

--

-

1

-

--

-

-

-

--

4

-

-

100%

4

-

-

100%

-

-

-

--

5

-

11

31%

5

-

11

31%

-

-

-

--

9

1

3

75%

9

1

3

75%

-

2

-

--

-

30

-

--

-

32

-

--

- 18 18

- 19 19

2 30 32

2 30 32

- 1 1

- 4 4

- 13 13

- 16 16

- 7 7

55

-

2

96%

60

-

3

95%

1 61 62

6 57 63

女性男性 合计

卢森堡

法国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德国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西班牙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巴西 

女性男性 合计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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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1

-

-

100%

7

51

3

70%

8

51

3

73%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返回率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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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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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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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 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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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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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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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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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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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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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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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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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4

-

-

100%

-

-

-

--

5

-

11

31%

5

-

11

31%

-

-

-

--

9

1

3

75%

9

1

3

75%

-

2

-

--

-

30

-

--

-

32

-

--

- 18 18

- 19 19

2 30 32

2 30 32

- 1 1

- 4 4

- 13 13

- 16 16

- 7 7

55

-

2

96%

60

-

3

95%

1 61 62

6 57 63

女性男性 合计

卢森堡

法国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德国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西班牙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巴西 

女性男性 合计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意大利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1

-

-

100%

7

51

3

70%

8

51

3

73%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返回率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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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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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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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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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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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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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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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5

-

11

31%

-

-

-

--

9

1

3

75%

9

1

3

75%

-

2

-

--

-

30

-

--

-

32

-

--

- 18 18

- 19 19

2 30 32

2 30 32

- 1 1

- 4 4

- 13 13

- 16 16

- 7 7

55

-

2

96%

60

-

3

95%

1 61 62

6 57 63

女性男性 合计

卢森堡

法国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德国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西班牙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巴西 

女性男性 合计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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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员工

意大利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1

-

-

100%

7

51

3

70%

8

51

3

73%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返回率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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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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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6%

60

-

3

95%

1 61 62

6 57 63

女性男性 合计

卢森堡

法国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德国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西班牙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的留职率

育婴假结束后复工的员工
休育婴假的员工

育婴假结束后离开集团的员工

育婴假后员工复工率

2015/2016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2014/2015财年申请育婴假的员工*

巴西 

女性男性 合计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女性男性 合计

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数据

*本数据包括休育婴假至少2个月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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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缺勤率按因病或因伤缺勤小时数占总工时数的比例计算。

2015/2016财年工人缺勤率

工厂
阿尔巴
阿尔隆
巴尔瓦诺
贝尔斯科德兹
布兰特福德
康克

拉帕斯特拉
利思戈
马尼撒

帕克斯迪卡德斯
普佐罗马特萨那

基多
圣安格洛蒂伦巴第
圣何塞伊图巴德
施塔特阿伦多夫
维勒爱卡乐
弗拉基米尔

2015/2016财年缺勤率
3.75%
6.66%
4.44%
5.24%
3.50%
5.01%
7.71%
3.83%
2.48%
4.62%
4.26%
3.70%
4.68%
0.73%
6.71%
6.09%
3.33%

阿尔巴弹性工作项目

2016/2017财年，费列罗将在阿尔巴通过当地工会帮助启动一个为期一年

的试点项目。这个项目涉及在不同地区工作的大约100名员工，他们将根

据“弹性工作”框架的原则，每周在家办公一天。参与此试点项目的员工都

是自愿参加，符合项目入选标准（与工作地点类型有关）。该项目旨在

尽可能让意大利更多员工实现弹性工作，因为费列罗集团认为这能够帮

助员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通过推广员工自我管理模式，让员工在

完成绩效的过程中拥有更多自主权和责任感，加强公司和员工之间的相

互信任，提升费列罗集团在意大利的总体管理文化。此外，该项目还致

力于降低员工往返公司和家庭带来的环境影响。

按照期报告惯例，下表列出集团旗下公司的员工缺勤率。下列数据不包括米凯

利•费列罗企业项目。

缺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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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遵守公司运营所在地区的法律和集体谈判（若有）设定的薪酬标准。此

外，集团主要办公室和工厂签署了企业补充协议，根据当地实际业务情况设定

目标，为员工提供最为优渥的薪酬回报（例如员工绩效奖）。

下表以最重要的地区为示例，介绍了2015/2016财年费列罗工厂和办事处所在

各个国家的法定最低工资和费列罗支付的最低工资14之间的关系。

对于集团所在的一些主要国家，下图显示了男女员工平均薪酬比15。借助收集

薪酬数据的系统，集团提供了以下样本国家的数据。

2015/2016财年新雇员工基本工资与法定最低工资比*

阿根
廷
澳大
利亚 比利

时 巴西 喀麦
隆
加拿
大 中国

厄瓜
多尔 法国 德国 印度 爱尔

兰
意大
利
墨西
哥 波兰俄罗

斯

-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1.00
1.20

2.322.28

3.15

1.10
1.27

1.05 1.02

1.51
1.46

1.00
1.10

1.89

1.00 1.08 1.09
1.34

南非 土耳
其

*基本工资为新雇佣的生产操作人员最低年薪总额。这一数字未包括加班工资、生产奖金和个人
奖金。比率为1，表示法定最低工资和费列罗所支付的工资水平相当。

14.费列罗工厂对所有新雇
佣员工采用相同最低薪资
标准，没有性别差异。

15. 该比率采用下列公式计
算：男性平均工资：100=女
性平均工资：X。当该比值小
于10 0时，男性平均薪酬大
于女平均薪酬。

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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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资比例（按性别和职位类别统计）

按职位分类统计的比率 男女薪酬对比 男女薪酬对比

意大利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德国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法国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波兰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爱尔兰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92.4

94.9

95.2

74.5

79.7

84.5

86.4

92.1

90.2

100.8

91.4

117.0

71.7

96.1

98.2

68.1

89.3

74.9

72.4

不适用

92.6

94.5

93.2

73.5

80.2

83.9

85.7

98.5

90.4

98.4

89.4

127.1

73.9

100.2

91.2

55.9

89.5

75.9

75.0

不适用

87.2

88.9

106.2

112.0

93.3

83.2

95.6

78.1

76.7

114.5

105.0

68.9

92.8

96.8

77.1

65.1

81.6

91.9

80.5

不适用

88.3

87.7

111.2

99.9

94.8

90.1

108.8

74.0

79.5

116.9

102.8

64.5

94.6

90.2

78.1

57.1

78.8

91.0

80.5

不适用

加拿大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美国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俄罗斯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比利时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墨西哥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截至2015年8月31日） （截至2016年8月31日）

男女薪酬对比 男女薪酬对比
（截至2015年8月31日） （截至2016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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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职位分类统计的比率 男女薪酬对比 男女薪酬对比

意大利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德国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法国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波兰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爱尔兰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92.4

94.9

95.2

74.5

79.7

84.5

86.4

92.1

90.2

100.8

91.4

117.0

71.7

96.1

98.2

68.1

89.3

74.9

72.4

不适用

92.6

94.5

93.2

73.5

80.2

83.9

85.7

98.5

90.4

98.4

89.4

127.1

73.9

100.2

91.2

55.9

89.5

75.9

75.0

不适用

87.2

88.9

106.2

112.0

93.3

83.2

95.6

78.1

76.7

114.5

105.0

68.9

92.8

96.8

77.1

65.1

81.6

91.9

80.5

不适用

88.3

87.7

111.2

99.9

94.8

90.1

108.8

74.0

79.5

116.9

102.8

64.5

94.6

90.2

78.1

57.1

78.8

91.0

80.5

不适用

加拿大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美国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俄罗斯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比利时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墨西哥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截至2015年8月31日） （截至2016年8月31日）

男女薪酬对比 男女薪酬对比
（截至2015年8月31日） （截至2016年8月31日）

*该数据是指美国包装中心雇用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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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男女薪酬对比数据呈积极态势。但由于过去几十年雇用的男性员工

多于女性，使得男性占优势，平均工资也更高，高级管理人员尤为明显，所以

在报告的平均数字中有一些不平等的情况。

另外应当指出，在费列罗员工较少的一些国家中，即使是单个员工（在高级

岗位中）的转岗，也可能会导致男性/女性雇用比发生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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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聘用的高级管理人员百分比（截至2016年8月31日）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包括丹麦、芬兰、瑞典和挪威。
** 亚洲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

100%

0%

20%

40%

60%

80%

100% 80-99%

60-79%

40-59%

20-39%

1-19%

0%
100% 保加利亚

荷兰
罗马尼亚

97%
87%
83%
82%

意大利
德国
法国
俄罗斯

71%
70%
68%

波兰
英国
美国

50%

43%
40%

阿根廷
奥地利
土耳其
乌克兰
巴西
匈牙利

33%

29%
27%
25%

22%
20%

智利
摩纳哥
捷克共和国

南非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比利时
中国
加拿大
西班牙
印度
澳大利亚

11%
10%

亚洲**
墨西哥

0%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希腊
爱尔兰
哈萨克斯坦
卢森堡
葡萄牙
波多黎各
瑞士

本地聘用或具有就业所在国国籍的高层管理人员比例，如下图所示。这一数

据覆盖了费列罗集团922名高级管理人员。应该考虑的是，在一些较小的国

家，高级管理人员为1至2人。未在图中列出的国家则未设有高级管理人员。

费列罗致力于在其运营所在各个国家和地区提高本地高层管理人员的占比。

本地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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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重大的经营变更，集团采用的最短提前通知期限少至15天，长则半年，符合

当地国家或地区的集体协议。

2015/2016财年，费列罗集团旗下企业或生产工厂均未发生任何有组织的罢

工。

2016年：费列罗CAE	成立20周年

为庆祝费列罗CAE 成立20周年，集团在意大利举办了两场年会。四月，

集团在都灵举办培训研讨会，讨论以下主题："精益生产及其对员工工作

和生活条件的影响。关于支持并保护员工的定义、实践和策略"。

通过探讨定义、实践和雇员参与战略，本次研讨会还讨论了与工业4.0行

业趋势相关的话题，例如组织工程学、智能工厂和世界级制造（WCM）

原则。研讨会上，参与者还探讨了费列罗卓越运营（FOX）模型。FOX模

型以精益生产和工业4.0模型为灵感，将在未来几年运用到集团工厂员工

的日常工作中。

培训课程还向参与者展示了健康、安全和企业社会责任实验室，以提升

不同工厂和项目的协作效率。在企业沟通方面，集团向所有CAE代表展

示了用于CAE活动、事件以及内部信息共享的网站重构项目。

2016年5月至9月，集团开展地方联合培训研讨会（参与人员包括欧洲区

域所有工人代表和管理团队），探索FOX模型的实施原则和实施形式。

本地安全实验室团队还和与会者分享了项目最新的进展情况。

在2016年秋季集团会议期间，费列罗集团在阿尔巴工厂举办了CAE	20周

年庆典活动。70年前，正是在阿尔巴这座城市，米凯利•费列罗迈出费列

罗集团事业成功征途的第一步。

2016年欧洲采购商委员会（COMITATO	AZIEN-
DALE	EUROPEO,	CAE）组织的活动

劳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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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集团还组织了多场特别活动，庆祝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首先，

集团发布了新闻特刊，展现了费列罗CAE早期创办者对项目的回忆以及项

目早期发展情况。该期特刊还细数了费列罗CAE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

涵盖从创立到构建人人参与的建设性环境，及其对现时的工作会议所起

到的鼓舞作用。

最后，公司组织了主题为"危机年代的欧洲"（Europe	in	the	years	of	

the	crisis）的圆桌讨论。欧洲各个机构的专家参与了圆桌会议，在这个

会议上不同利益相关方分享并探讨了对欧洲系统当前困境的意见以及未

来可行的解决方案。

讨论重点关注欧洲2020年项目战略以及欧洲机构的预期职责；欧洲社会

领域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和未来发展；如何利用创新工具进一步发展

公司，提升竞争力。

圆桌会议讨论和辩论事项是未来CAE重要工作的灵感来源。

目前，CAE经营协议主要涉及约15,000名工人（约占费列罗集团总员工人

数的54%），包括工厂工人、商业和销售网络员工以及意大利、德国、

比利时、法国、波兰和爱尔兰九大生产区域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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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坚信：创建稳固而有效的安全文化对优化业绩十分重要。为此，集团特

别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安全文化建设，并举办活动提升他们的安全和健康意识。 

集团为公司的所有员工制定了养老金

固定缴存计划。

如果员工在完成缴存计划之前结束了

雇佣关系，集团应付的缴存款会按照

缴存比例削减。根据养老金计划，集

团保留的唯一义务是要支付应计的金

额。

按照集团经营所在各国适用的法律，

部分员工会收到遣散费。应付养老金

的金额按精算基础确定，在财务报表

中录入的具体分配和计提情况中已经

涵盖。

应付员工的金额在期末确定，体现了

集团欠负员工债务的现值，缴纳的预

付款已扣除。

保障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是费列罗中央体系的核心价值。因此，集团致力

于保护员工、承包商、访客和所有与集团有来往的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集团制定的福利方案覆盖范围

健康和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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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费列罗提倡在私人生活中、在

家中、在休闲时间也遵偱安全和健康

的准则。

费列罗不仅符合经营所在国家的法律

规定的要求，更遵循了集团设立或规

定的更为苛刻的要求。 在工厂设计、

工艺流程、工作环境中必须考虑到危

害及风险的识别和相应的控制措施，

并时常更新。

2015/2016财年，费列罗还进一步加强

了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最佳实践的协

调和宣传工作。

工伤事故数据统计
在相关地区16的工伤事故统计数据令

人欣慰。生产工厂中费列罗员工的工

伤总数，其发生率从每百万工时9.36

次，降至每百万工时9.02次（下降4%

）。而以每千小时误工日衡量的严重

性指数，则处于0.25至0.22范围（下

降12%）。 

过去三年，事故发生率和事故严重性

指数均呈显著下降趋势，分别下降

34%和21%。未来，费列罗仍将致力

于加强现有措施，进一步提升安全绩

效。

集团事故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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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8

2008/
2009

2009/
2010

2010/
2011

2011/
2012

2012/
2013

2013/
2014

2014/
2015

20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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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0.05

0.00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10.00

每千工时事故严重性指数（含通勤事故）
每千工时事故严重性指数（不含通勤事故）

每千工时事故严重性指数（含通勤事故）
每千工时事故严重性指数（不含通勤事故）

21.90
19.34 18.52

18.11

17.17
17.59

18.80
17.51

14.96
15.22

17.65

15.56

13.74

10.44
9.36

9.02

12.18 11.55
11.34

0.47

0.40 0.4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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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0.34

0.29
0.25

0.20

0.28

0.22

0.35

0.34
0.36

0.39

0.35
0.380.35

16.以下数据列出与位于阿
尔巴、阿尔隆、巴尔瓦诺、贝
尔斯科德兹、布兰特福德、康
克、拉帕斯特拉、利思戈、马
尼撒、帕克斯迪卡德斯、普佐
罗马特萨那、基多、圣荷西伊
图拜德、圣安格洛蒂伦巴第、
施塔特阿伦多夫、维勒爱卡
乐、弗拉基米尔等地工作场
所伤害和事故图（缺勤天数
超过3天），以及自2015/2016
财年起，在巴拉马蒂、杭州、
沃克维尔的工伤事故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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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事故严重性指数

费列罗集团（生产）安全绩效

2001/
2002

21.90 19.34 18.52 18.11 17.17 17.59 18.80 17.51 14.96 15.22 17.65 15.56 12.18

0.47 0.40 0.40 0.35 0.35 0.34 0.36 0.39 0.35 0.38 0.40 0.32 0.25

13.74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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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11.34

0.34

9.36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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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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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8/
2009

2009/
2010

20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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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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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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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4/
2015

20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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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集团（生产）安全绩效（按地区划分）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年

包含通勤事故

事故发生率

事故严重度

欧洲

欧洲以外地区

欧洲
欧洲以外地区

欧洲
欧洲以外地区

欧洲
欧洲以外地区

不含通勤事故

包含通勤事故

不含通勤事故

13.87

6.60

11.80

5.91

13.49

5.52

10.75

5.05

12.80

6.75

11.02

4.55

0.30

0.11

0.24

0.08

0.38

0.21

0.28

0.13

0.32

0.20

0.25

0.16

17、欧洲包括28个欧盟
会员国。

工伤主要按以下两个发生地区划分：欧洲地区17和欧洲以外地区。在欧洲地

区，事故发生率呈轻微上升趋势（上升3%），事故严重性指数则呈下降趋势

（下降11%）。在欧洲以外地区，事故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下降10%），事故

严重性指数呈上升趋势（上升23%）。欧洲以外地区（截至2015/2016财年，

包括杭州、巴拉马蒂和沃克维尔）的数据呈上升趋势。

2015/2016财年，以上地区未发生人员伤亡。不幸的是，外部承包商管理的仓

库中曾发生一起雇员坠亡事件。

在健康保护方面，集团为创建更健康的工作环境，开展了新的举措和活动，

比如：

• 在生产工厂安装半自动体外除颤器，并培训员工如何使用；

• 圣何塞伊图巴德工厂开展生活中的健康习惯培养计划（参见下框）；

• 拉帕斯特拉工厂开展有关人体工程学（拉伸）和营养的实践培训和活动；

健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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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层级员工进行健康安全风险的相

关培训非常重要，同时这也有助于实

施最有效的预防措施。

自2014/2015财年起，费列罗集团发

起了一项关于健康安全培训的系统化

数据采集项目。

尽管相关标准与数据还有待进一步

完善，但据集团估算，2015/2016财

年，已有16,000多名员工参与健康安

全培训课程，接受培训时间共计超过

86,000个小时。根据本报告涉及的19

家生产工厂员工人数计算，平均每年

每人参加约5.3小时培训（同比增加

13%）。

墨西哥圣何塞伊图巴德生产工厂借助信息材料、信息视频、会议和其他

通信工具，每月组织一系列宣传活动，推广与生活和工作环境安全健康

相关的主题，例如安全驾驶、保护视力、健康生活、母婴保健和正确服

药的重要性等。

墨西哥卫生保健活动

健康和安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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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财年，意大利员工参加

了提升安全健康文化的活动。

此外，安全委员会还举办了一场以“揭开安全谜团”为主题的企业内部

沟通活动，有数千名工人参加。他们通过充满趣味而富有创意性的视

频和字谜游戏了解安全和风险防范措施，以及如何构建安全文化。

揭开安全谜团

培训的内容包括：不同岗位类别的职

位（例如，工厂员工、办公室员工、

经理等）、员工面临的特定风险（例

如：触电风险、密闭空间相关风险、

设备、叉车操作风险）以及应急情况

相关风险（急救步骤和火灾应急处

理）。 此外，2015/2016财年，意大

利还举办了安全周活动（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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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财年，根据集团中期战略

计划，费列罗企业大学在全球范围内

制定了旨在提升业务、应对挑战的培

训体系。

该培训方案主要针对新入职员工培训（"入职培训"），不仅针对"入职"阶段，

还包括在不同工作岗位（例如职位、职能、工作或事业部）之间轮岗的"适应"

阶段。

此板块主要培训方案包括：

•	 "Ferrerità"：此项目面向所有新入职员工，帮助他们全面了解费列罗的

运营模式，有助于新员工认同并主动践行费列罗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 

培训体系根据费列罗企业大学的组织

架构设计，包含四大板块：

• 欢迎来到费列罗！

• 费列罗领导力项目

• 费列罗学院

• 费列罗地方培训和学习系统

人才培训

欢迎来到费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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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定人人参与的课程，让员工深入了解公司富有激情、活力和创新的独

特理念，提升员工参与度和认同感。在课程中，费列罗的管理人员分享他们

的成功故事。

•	 "费列罗全球毕业生计划"：一项针对所有新入职毕业生的年度培训项目，

通过以下方式帮助毕业生掌握职场知识、工具和经验，顺利开启职业生

涯，并融入到企业中：

• 体验集团和谐的文化和价值观；

• 提升日常业务技能；

• 构建多元化、强大的跨国网络。

•	 "集团提升计划"：针对公司战略性岗位上的员工。

•	 "在职培训方案"：该方案尚处于优化阶段，旨在向各地分公司提供统一

的"入职培训"流程，为所有新入职员工提供快速了解公司及工作环境的机

会，从而帮助他们迅速适应岗位职责。明年该方案还将采用数字化工具，

以确保新聘员工顺利入职。

费列罗领导力项目

该项目旨在培育管理岗位的员工并构建强有力的领导团队，为管理人员设计

并提供一系列培训课程。

这一年，费列罗企业大学发布了国际管理硕士（MIM）计划。该计划由国际

著名商学院博科尼（SDA Bocconi）专门制定，针对来自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 多个业务部门的 30 名中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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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目标：

• 拓宽专业知识，提升管理能力；

• 培养将全球挑战与地区挑战相结合的能力；

• 了解如何将管理理论和实践运用到费列罗所在的市场、产品部门、流程和

组织机构中；

• 掌握商业技能基础，学习进阶主题课程；

费列罗MIM计划共分8个模块，总时长18个月。本年度参与人员已完成5个模

块的学习。最后3个模块将在下一个财年完成。这项“融合学习计划”采用远程

教学和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在远程学习中，参与者可在专门的学习门户

网站上，通过视频讲座、练习、虚拟流媒体教室以及其他工具与导师保持联

系。

费列罗学院
在本板块中，费列罗企业大学针对不同的企业职能开设学院，供员工学习专

业技能。其目标在于通过培训课程，向员工传授公司多年经营积累下来的知

识和技术，从而传承费列罗的经营之道。

学院由不同职能部门进行管理。学院董事会负责设计和提供各学院的专业培

训课程。各学院的"学科专家"负责设计培训课程内容，经过专业训练的内部培

训师，向学员提供高效的培训。 

费列罗企业大学在项目管理、设计和培训师培训等方面为上述项目提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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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致力于创造持续的学习体验（在培训期间以及培训之后），帮助学员巩

固学习成果，并将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和工具应用到日常工作中。

学院正在优化和更新的部分学院项目包括：

• 费列罗人力资源管理学院

• 费列罗工业学院

• 费列罗法律学院

• 费列罗营销学院

• 费列罗运营及供应链学院（包括信息技术、原材料、供应链）

• 费列罗包装学院

• 费列罗采购学院

这一环节将由集团直接管理的费列罗企业大学与地方层面的职能培训相结

合，旨在了解地方职能部门是否根据总部方针，探寻最佳实践并通过培训管

理工具监测绩效和相关数据。

本单元还负责开发平台和系统（学习管理系统），促进学习流程、培训完成

周期和培训课程前后阶段的管理，实现巩固学习体验的目的。

该系统还可实现跨部门同事之间的合作，提供远程学习支持，使全球越来越

多的员工参与进来。

2015/2016财年，费列罗大学和其他所有地方培训课程职能部门共提供

564,038小时（人均19.5小时18）培训，全球参与人数达55,443人次。其中，有

17,890名员工至少参与一项培训课程。

以上集团层面19的企业培训课程的成果数据，体现了费列罗履行往期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中所作的承诺。相关数据已通过培训管理工具整理和汇总，供集团

及其附属公司使用。

18.计算人均培训时长时，考
虑2015/2016财年平均劳动力
数量。

19.数据是指通过学习管理系
统记录的课堂培训。

费列罗地方培训和学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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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财年培训活动（按培训领域）

培训领域 参与人次 培训时长

欢迎来到费列罗！
费列罗领导力项目
费列罗学院
发展活动
外语培训
合计

2,057

4,441

31,762

13,559

3,624

55,443

29,592

56,031

265,853

139,568

72,994

564,038

2015/2016财年培训活动（按培训类别）

研发活动
财务
人事
IT
语言
法律
维护

市场营销
组织
包装
采购
生产
质量
研发

健康和安全
销售
供应链

集团入职培训
地方入职培训
领导力
软技能

训练和指导
机构事务和公共关系

专业会议
总计

19,857

4,428

23,213

15,926

72,994

5,393

5,841

24,135

1,592

249

181

60,422

30,902

3,062

44,745

34,593

3,995

20,408

9,184

20,862

40,732

119,711

191

1,423

564,038

培训类别 培训时长

2015/2016财年，总培训时长

总培训人数

 564,038

55,443

17,890

小时

人次

人

参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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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财年培训时长（按性别）

2015/2016财年培训时长（按员工类别）

性别 培训时长 人均培训时长

员工类别

员工类别 百分比

培训时长 人均培训时长

女
男
合计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合计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74%

97%

100%

性别 百分比

女性
男性
合计

32%

37%

35%

237,083

326,956

564,038

228,912

245,244

72,699

17,182

564,038

14.0

25.7

33.7

18.8

19.5

19.1

19.8

19.5
性别 培训时长 人均培训时长

员工类别

员工类别 百分比

培训时长 人均培训时长

女
男
合计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合计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74%

97%

100%

性别 百分比

女性
男性
合计

32%

37%

35%

237,083

326,956

564,038

228,912

245,244

72,699

17,182

564,038

14.0

25.7

33.7

18.8

19.5

19.1

19.8

19.5

根据上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费列

罗大学在全球层面上完善了培训服务

和培训管理流程，以实现中期战略计

划中所设定的提升业务、应对挑战的

使命。

今年各板块中设计和试点的所有课程

将于明年上线。

集团希望通过强化培训，使全球员工

受益。为实现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目

标，费列罗打造了数字化的学习平

台，供员工根据各自工作选择培训计

划。

该平台将提供一系列远程学习课程以

及互动式的全球培训课程。学员还可

浏览大量的在线学习资源，进一步提

升并制定个人学习规划。

该平台囊括了集团以及地方的培训计

划和资源，为学习者带来流畅、完整

的学习体验。

费列罗还将强化地方附属公司和集团

整个学习系统间的联系，按照公司战

略计划评估培训质量，并定义优先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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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绩效评估是公司人才管理框架的

重要支柱之一。

该评估流程旨在将员工行为及目标与

公司的业务挑战及组织需求相统一，

同时，提升员工竞争力，促进员工的

职业发展，并增进管理层和员工之间

的透明对话。

2015/2016财年，大量费列罗员工（

来自53个国家和地区的10,100名员

工）参与了同一评估流程，确保集团

在员工绩效评估、设定目标、以及个

人贡献和发展方面采用统一标准。 

此外，集团还改进了流程，以反映集

团汇报条线的架构，促进组织发展。

员工绩效评估是指在财年中（当年

9月至次年8月），根据员工职责范

围、目标达成情况以及日常表现进行

最终评分。共分为四个评估等级："低

于预期"、"符合预期"、"高于预期"和“

表现卓越”。集团提供建议分布曲线，

以确保有效的差异化绩效评估；并在

总部和各地召开协调会议，确保分布

曲线的一致性和内部公平。

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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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员工

2015/2016财年接受定期绩效评估和职业发展评估的员工比例
（按职位类别划分）

性别 培训时长 人均培训时长

员工类别

员工类别 百分比

培训时长 人均培训时长

女
男
合计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合计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74%

97%

100%

性别 百分比

女性
男性
合计

32%

37%

35%

237,083

326,956

564,038

228,912

245,244

72,699

17,182

564,038

14.0

25.7

33.7

18.8

19.5

19.1

19.8

19.5

2015/2016财年接受定期绩效评估和职业发展评估的员工比例
（按性别划分）

性别 培训时长 人均培训时长

员工类别

员工类别 百分比

培训时长 人均培训时长

女
男
合计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合计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74%

97%

100%

性别 百分比

女性
男性
合计

32%

37%

35%

237,083

326,956

564,038

228,912

245,244

72,699

17,182

564,038

14.0

25.7

33.7

18.8

19.5

19.1

19.8

19.5

2016/2017财年，公司做出重要的变更举措，从三个维度（个人、团队、组

织）评估员工贡献，以加强组织凝聚力，促进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沟通，并

通过更广泛的评定以提升绩效评估的差异化。

2015/2016财年，约97%高层管理人员收到积极评价，近65%处于中上水

平。

报告期内接受定期绩效评估和职业发展评估的员工比例（按职位类别和性别

划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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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员工绩效和个人发展与费列罗价值观

及能力管理模式息息相关，反映了公

司独有的文化以及如何将企业价值与

核心技术相结合的能力。

集团将七大核心能力作为重点考察的

关键指标：人员管理、注重实效、全球

思维、前瞻思维、引领创新、应变能力

和组织整合。此外，集团还要求员工

掌握职业技能，践行公司价值观。

这些核心能力评估贯穿人事管理的整

个流程，对员工职业生涯至关重要。

相关信息也会反映在工作职位描述及

招聘广告，并融入面试流程。在绩效

管理中，员工将这些能力列为个人强

项或需改进的地方，同时也纳入员工

个人职业发展规划和专业技能学习计

划之中。

能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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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员工

2016年，集团为以下员工颁发嘉奖：服务集团25年的员工257名、服务集团

20年的员工40名、服务集团35年的员工134名、服务集团40年的员工48名以

及服务集团50年的员工1名。

下表列出截至2016年8月31日费列罗工厂员工的平均工龄20（需要指出的是，马

尼萨和圣何塞工厂从2013年起才开始运营）。

费列罗集团拥有着尤为积极融洽的工作环境，这得益于员工和费列罗家族之

间经过多年磨合，已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

费列罗集团员工的平均工龄（截至2016年8月31日）

11年零4个月

22年零1个月

23年零5个月

9年零6个月

8年零11个月

12年零3个月

12年整

不适用

11年零5个月

16年零4个月

18年零1个月

23年零2个月

10年零2个月

14年零11个月

17年零2个月

23年零2个月

6年零7个月

13年零4个月

7年零7个月

不适用

11年零2个月

17年零7个月

14年零6个月

2个月

9年零0个月

16年零0个月

12年零4个月

2个月

16年零8个月

24年零5个月

26年零5个月

27年零4个月

14年零3个月

23年零10个月

26年零2个月

26年零5个月

意大利 ： 阿尔巴工厂（自1946年）、普佐罗马特萨那工厂（自1965年），巴尔瓦诺工厂（自1985年）、圣安格洛蒂伦巴第工厂（自1985年）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职位分类 女性 男性 合计
费列罗集团员工平均工龄（年、月）

德国 ： 施塔特阿伦多夫（自1956年）

法国 ： 维勒爱卡乐（自1960年）

20.平均工龄的计算将2016年8
月31日在职的所有员工涵盖在
内。服务年限从入职之日起至
2016年8月31日

员工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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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女性 男性 合计
费列罗集团员工平均工龄（年、月）

员工类别

澳大利亚 ： 利斯戈（自1974年）

爱尔兰 ： 科克（自1975年）

厄瓜多尔 ： 基多（自1975年）

比利时 ： 阿尔隆（自1989年）

波兰 ： 贝尔斯科德兹（自1992年）

阿根廷 ： 拉帕斯特拉（自1992年）

巴西 ： 帕克斯迪卡德斯（自1994年）

加拿大 ： 布兰特福德（自2006年）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13年零10个月

14年整

不适用

不适用

8年零6个月

13年零8个月

7年零8个月

33年零8个月

10年零11个月

13年零10个月

7年零8个月

33年零8个月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10年零7个月

10年零11个月

19年零2个月

不适用

9年零8个月

13年零11个月

30年零9个月

33年零1个月

10年整

13年整

27年零1个月

33年零1个月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9年零10个月

8年零4个月

22年零9个月

不适用

5年零6个月

7年整

16年整

40年零1个月

7年零9个月

7年零7个月

17年零11个月

40年零1个月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6年零11个月

20年零1个月

16年零11个月

不适用

9年零4个月

19年零7个月

22年零1个月

4年零11个月

8年零2个月

19年零11个月

21年零5个月

4年零11个月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4年零11个月

9年零9个月

不适用

19年零6个月

7年零3个月

9年零7个月

18年零10个月

18年零7个月

6年零2个月

9年零8个月

18年零10个月

18年零9个月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12年零8个月

9年零11个月

4年零3个月

不适用

10年零2个月

16年整

13年零2个月

8年零6个月

11年零4个月

13年零5个月

11年零5个月

8年零6个月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4年零4个月

7年零1个月

不适用

不适用

3年零7个月

6年零8个月

14年零3个月

20年零8个月

4年零1个月

6年零9个月

12年零8个月

20年零8个月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4年零7个月

6年零11个月

10年零10个月

11年零6个月

3年零9个月

6年零10个月

17年零6个月

13年零0个月

4年零1个月

6年零10个月

17年整

12年零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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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男性 合计
费列罗集团员工平均工龄（年、月）

员工类别

喀麦隆 ： 雅温德（自2005年）

南非 ： 沃克维尔（自2006年）

印度 ： 巴拉马蒂（自2007年）

俄罗斯 ： 弗拉基米尔（自2009年）

墨西哥 ： 圣荷西伊图巴德（自2013年）

土耳其 ： 马尼萨（自2013年）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5年零1个月

4年零11个月

10年零7个月

不适用

2年零11个月

4年零6个月

18年零6个月

不适用

4年零4个月

4年零8个月

15年零11个月

不适用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6年零3个月

4年零6个月

6年零4个月

不适用

4年零9个月

2年零4个月

8年零11个月

1年零11个月

5年零11个月

3年整

8年零6个月

1年零11个月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8年零1个月

4年零8个月

不适用

不适用

6年零2个月

2年零7个月

10年零5个月

11年零3个月

7年整

2年零9个月

10年零5个月

11年零3个月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3年零3个月

5年整

7年零2个月

不适用

3年零3个月

5年整

7年零2个月

不适用

3年零9个月

5年零6个月

9年零10个月

11年零5个月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3年零9个月

5年零6个月

9年零10个月

11年零5个月

1年零2个月

3年零3个月

10年零10个月

7年零3个月

1年零1个月

3年零3个月

9年零6个月

7年零3个月

工人
办公室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1年零9个月

3年零4个月

4年零3个月

不适用

1年零11个月

3年零6个月

29年零10个月

21年零11个月

1年零10个月

3年零5个月

17年零1个月

21年零1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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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费列罗集团开展了一项行动，

聚焦于2015年首次进行的全球员工满

意度调查中总结出的优势项目和需改

进的项目。根据最高管理层的要求，

费列罗集团制定了兼顾即时成效和中

长期效果的行动计划。由于该计划耗

时较长，集团已开始落实一些首要措

施。

第二次全球员工满意度调查将于2018

年启动，旨在通过提升员工参与度和

改善工作环境以提高员工绩效。费列

罗集团承诺将努力达成这一目标。

与此同时，随着集团不断发展，下一次

全球员工满意度调查将覆盖50多个国

家和地区近40,000名员工。 

2017年，集团与卓越职场研 究所（ 

Great Place to Work Institute®，一家

根据国际和国内准则负责职场评估的

全球认证机构）合作开展了员工满意

度调查，作为2015年至2018年间的一

项中期审查。此项调查将评定费列罗

员工对工作环境的看法，以更好地识

别并聚焦于需要调整的领域。

同时，费列罗将致力于改进企业与员

工之间的沟通方法和渠道，提供更多

培 训机会，并 提升管 理 结构的一致

性。通过构建自身优势和解决短板问

题，集团可进一步打造更优质的工作

环境。

员工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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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集团致力于通过发挥员工个性，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员工品牌价值"。

为此，集团承诺通过人力资源部门在全球各个市场实施同等的机会政策。这

样可以更完整地定义员工技能，并正确评估员工对公司的贡献。

•	 为此，费列罗集团制定了一套2020年具体目标：

•	 与2015年8月31日统计数据相比，女性管理职位（高层管理人员）数量增

加5%；

•	 自2016/2017财年起，与以经济管理见长的学校/部门合作，制定专门针对

女性管理者的计划；

•	 自2016/2017财年起，费列罗大学制定"全球思维和多元化"培训计划，帮助

公司各层级的员工增进该方面的知识、提高相关意识。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以及往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设定的目标，费列罗集团将

主要关注以下领域：

•	 为确保在企业组织架构的各个层级提供公平机会，费列罗将进一步优化绩

效评估工具、完善薪酬评定政策，同时根据绩效和个人定位并参考市场标

准，制定相关干预措施的优先顺序。

•	 提升相关部门员工的专业素养，这些部门主要涉及负责保护与管理企业资

产，例如：生产、商务、业务创新及业务工具开发。为此，集团正在完善

费列罗学院的相关培训课程，具体参见本章“培训”一节内容。

•	 为吸引年轻员工，费列罗持续开展大学生就业项目：在各附属公司所在国

家进行了一系列项目，例如：从学校到职场项目、迎新日、奖学金和实习

项目等；

•	 拓展志愿者活动，以促进工作场所的健康安全，旨在构建健康安全的企业

文化，吸引更多员工参与。

2020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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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米凯利•费列罗
企业项目

“劳动骑士”米凯利•费列罗

1925年4月26日-2015年2月14日

从费列罗集团创立伊始，企业家精神

和慈善精神便是其两大特点。正是在

这两大理念的推动下，米凯利•费列罗

将近10年前创立了费列罗公益企业。

首家公益企业开设在喀麦隆，之后推

广至南非和印度。正是在米凯利•费列

罗的积极鼓励与支持下，费列罗公益

企业才能有如此发展。2015年，为纪

念意大利共和国劳动勋章获得者米凯

利•费列罗，费列罗公益企业已更名为“

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

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与常规企业相同，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然而，米凯

利•费列罗企业项目旨在在新兴国家的贫困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其运营本身具

有“公益”性质。此外，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还开展慈善和人道主义项

目，旨在保障生活困难的青少年能够健康成长、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掌

握社会交往的能力。

“伟大的灵魂宛如云朵：

     蓄积水分，播撒甘霖”

Kalidasa (   ,

- IV-V secolo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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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凯利 • 费列罗企业项目

遵循这一理念，费列罗公益企业在其运营所在地开展人道主义项目，以保障青

少年能够健康成长、接受教育、掌握交际能力：

2005年在喀麦隆（雅温德）启动的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以及2006年和2007

年分别在南非（沃克维尔/豪登省米德瓦）和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巴拉马蒂/

浦那21）启动的项目。

南非（沃克维尔/豪登省米德瓦）

喀麦隆（雅温得）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巴拉马蒂/浦那）

21.位于印度的米凯利•费列罗
企业项目仅包括在巴拉马蒂开
展的活动。

米凯利•费列罗
企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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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的使命包括两

大方面：

a.	创造就业机会

除为员工提供能满足其自身及其家庭

生活开支的收入外，该原则旨在：

• 给予工人尊严感，让他们拥有主宰

自身命运的机会； 

• 为员工提供专业培训，培养其工作

技能；

• 为行业打造新的工作文化。

工厂为当地的第三方公司各自运营的

业务提供了发展空间。此外，费列罗

在生产中优先采用本地采购的原材

料：此举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形成

良性循环，支持当地经济发展、促进

整个当地社区的繁荣。

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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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该数据还包括了费列
罗外部合作员工，如临时
员工、销售代表、培训实
习生及以其他招聘形式雇
佣的员工，但不包括劳务
合同工。

截至2016年8月31日，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共创造了2,70122个就业岗位，相

当于集团员工总数的6.7%。

报告期内，米凯利•费列罗企业的员工数量分别为：喀麦隆248人、印度2113

人、南非340人。

在费列罗集团全部22家生产工厂中，印度工厂的就业人数排名第四。

b.	开展公益和人道主义项目

为实现这一目标，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建立了一个公益基金，并根据工厂

的年产量按比注资。在费列罗基金会的建议和指导下，该基金会转账至地方

银行账户，在三年内投资于地方当局指定的公益项目。迄今为止，费列罗公

益企业始终专注于支持儿童健康和教育的公益和人道主义活动。其中包括改

造、修缮国有学校和托儿所；捐资儿童设施以帮助无家可归的儿童；为青少

年研讨会提供支持资金，以提高人们预防传染病的意识。

就业发展和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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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
（分别截至2008年、2015年、2016年8月31日）

2008
2015
2016

90

250 248

喀麦隆

650

2,113

3,699

印度

185

381 340

南非

在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运营的社区内，每一名从事糖果巧克力行业，或是与

之相关行业（如原材料供应、产品包装和物流运输）的工作人员，都对共同建立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用工体系做出了贡献。

在南非和喀麦隆工厂，女性员工总数一如既往地高于男性员工。但是，这一情况

在印度并非如此，这主要出于印度的文化、经济和传统思想等因素对女性社会

活动的严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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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中女性员工的比重
（截至2014年、2015年、2016年8月31日）

 2015

Cameroon

39.9%60.1%

South Africa

2015

50.9%

2014

48.9%51.1% 49.1%

61.9%38.1% 31.8%68.2%

India

 2016

40.3%59.7%

2016

52,9%

2015

50,9%49,1% 47,1%

64.5%35.5% 32.2%67.8%

喀麦隆 印度 南非

自创建以来，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的公益使命逐步扩展，开展了一系列项

目举措，以实现运营所在社区的特定人群的权益。

这些项目旨在保障青少年能够健康成长、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掌握社会交

往能力。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已与费列罗基金会和本地机构展开密切合

作，实施相关项目和举措。

如需了解过往几年的项目详情，请翻阅往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官

网：www.ferrerocsr.com）或查看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网站（www.

progettoimprenditorialemf.it）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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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遵循以下生产

方式：

•	 产品的可食用部分：利用创新技

术和自动化的生产技术，以确保

费列罗在全球各地生产的产品保

持一贯的品质与安全；

•	 不可食用部分，特别是健达®

奇趣蛋的生产（在意大利称为

KINDER® Merendero）及其他辅

助项目：采用人工生产，尽最大

可能为本地创造就业机会。

具体而言，在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

目的三家生产工厂，健达®奇趣蛋可

食用部分均采用高度自动化的设备生

产；

而其中所含的玩具以及包裹玩具的塑

料“蛋壳”则由人工组装。

同样，在印度和南非，Tic Tac® 嘀

嗒糖采用费列罗专有的自动化技术

生产，然而包装阶段则是半手工完

成。2015/2016 财年，米凯利•费列罗

企业项目生产工厂所用的农业原材料

中，72% 购自当地供应商，同比增长

约 5%。进行本地原材料采购，可增

加供应链活动相关的就业机会。在喀

麦隆，费列罗集团致力于将当地的生

产工厂改造为原材料研究实验中心和

半成品加工厂。

发展生产活动：对当地的影响及与集团内部的关联性

费列罗公益企业主要生产健达®系列产品。健达®是费列罗旗下专为青少年儿

童所设的产品系列，以其特有的高品质、优质配方和小包装而享誉全球，健

达®旗下产品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为了让青少年快乐成长，在情感和认知

方面均得到健康发展，同时增进孩子们与父母之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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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Gado Badzere难民营的儿童和青少年教育学校项目在喀麦隆与

中非共和国接壤的东南部最终落成。

喀麦隆的难民营收容了数千名逃离中非战争的难民。其中，有1,000多名6至8

岁的难民儿童无法接受教育。

该项目重新利用了2015年米兰世博会期间费列罗展馆内的部分构件（拥有适合

居住的设计），并改造成四间教室，供难民儿童和青少年使用。该项目还是与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署携手完成的。难民署致力于向难民提供援助，

并凭借其工作成果两次荣膺诺贝尔和平奖。

从2015年米兰世博会到2016 gado badzere：
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向喀麦隆的难民儿童捐建新教室



—
134

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人

在2015年10月米兰世博会期间举行的“

费列罗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服务”会议

上，费列罗集团宣布了米凯利•费列罗

企业项目的承诺。米凯利•费列罗企业

项目是集团最重要的倡议计划之一，

也是集团实现社会责任目标的重要组

成部分。

此外，费列罗在此次会议上宣

布，2015年米兰世博会费列罗集团的

展馆和设施所用部分构件，将送往非

洲的两个国家加以重新利用，在米兰

世博会结束之后继续创造价值。

在本报告出版之时，一些部件在喀麦

隆已被改造成教室。在与中非共和国

接壤的喀麦隆东南部，Gado-Badzere

难民营的青少年正坐在这些部件改

造的教室内学习。这一倡议计划是与

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合作共同实现的。

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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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南非沃克维尔工厂附近，集团还将组装剩余部件，以重建儿科诊所，

供费列罗工厂员工及当地社区的孩子们使用。此外，这座建筑物将有助于改善

当地费列罗员工目前的医疗服务水平。

在报告期内，当地政府已为该医疗中心启动相关程序，申请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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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运动，快乐运动
费列罗集团始终将人文关怀和环境保护视为己任。通过"健达+运动"项目，费

列罗集团创建了一套项目模式，在年轻一代中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以帮助

该群体改变趋于静态和不恰当的生活习惯。该项目于2005年首次推出，并于

2013年发展成国际性的社会责任项目。通过该项目，集团支持对于青少年儿

童的体育运动教育，强调运动对于孩子身心发展的积极作用。

"健达+运动"项目不断发展，依托与各大体育机构、奥委会、体育协会和体育

联合会进行合作，已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活动，每年有440多万名儿童

参与活动。

"健达+运动"鼓励青少年儿童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因为我们相信，孩子们从小

开始（特别是在4至14岁年龄段）养成积极快乐的生活方式，将有助于他们健

康成长，未来成为积极向上的成年人。

此外，自2012年以来，"健达+运动"项目采取了一种创新的"快乐运动"教育方

法。该独创方法源于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成果，通过鼓励体育运动，推

广积极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习惯。

当今，全球范围内青少年儿童的生活方式趋于静态，这值得引起警戒。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世卫组织建议青少年儿童应每天至少进

行60分钟运动，但全球过半数的11岁儿童未达标。

对年轻一代的关注，使得费列罗赋予了"健达+运动"项目更深远的立意：儿童

是我们的未来，儿童的未来在于运动。

“健达+运动”是一项国际性的体育运动教育项目，旨在向每个

儿童传播运动的快乐。

健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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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对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的每天运动量的最低限度，

多数人未能达标。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少数民族和残疾人的运动

量严重不足。

根据Eurobarometer公布的2014年运动与身体活动的数据显示，在15岁

以上的人群中，60%从不或极少进行体育锻炼，50%以上从不或极少进

行其它类型的日常运动，如骑行、步行、室内身体活动或园艺。同样，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13至15岁青少年中，只有34%达到世界卫

生组织建议的青少年儿童运动量。

关于实施在各领域促进健康、增强体育锻炼的报告
（由“健达+运动”委员会向欧洲议会、理事会、
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及各区域委员会提呈）——
布鲁塞尔，	2016年5月12日

责任之路：巩固战略

自创立以来，"健达+运动"项目始终鼓励青少年儿童积极参加日常体育锻炼和运

动。在项目落地的各个国家，我们遵循以下五项责任指导原则：

1、明确的项目规则：我们遵循明确的项目规则，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统一

的标准流程，确保项目在各地实施的一致性，并贯彻责任承诺。通过制定发

放"十项原则"、"品牌手册"和"公关手册"等文件，对项目的各个层面进行监督管

理，保证透明度和连续性。

2、强大的合作伙伴：我们与一系列全国性及国际合作伙伴、体育机构和联合

会进行合作，联手举办"健达+运动"活动，这些机构均在运动教育方面具有可

靠信誉和丰富经验。"健达+运动"特别重视与全球代表性的学生体育运动教育

组织——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School Sport Federation, ISF）加强合作关

系。全球范围内，"健达+运动"与4个奥委会和125个体育协会和联合会建立了

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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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性：我们将体育运动教育置于项目的核心位置，旨在帮助孩子们成

长，学习运动与健康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如诚实、友谊、融入集体

和信任他人。在2015年米兰世博会上，我们携手合作伙伴意大利奥委会和意

大利教育、大学和科研部，推出独具创新的"快乐运动"法，即通过让孩子们动

起来以鼓励参与体育锻炼的教育方法。同时，我们还在米兰世博会上推出了"

快乐运动宣言"，该宣言阐明了"健达+运动"项目的指导原则。目前为止，"快

乐运动宣言"已收集了超过8.6万个签名（包括来自各个体育机构和权威协会代

表的签名），以此扩大"健达+运动"项目的全球影响力。

4、"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全球项目"发展：由于各个国家都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

与文化传统，"健达+运动"项目在不同国家落地时，根据项目指导原则、因地

制宜地开展活动。

5、可量性：集团建立了全球监测系统，以持续评估各地项目的进展与成果。

2015/2016 财年全球项目成果
"健达+运动"项目取得的成果凸显了该战略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该战略通过举

办各种活动，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并计划在2017/2018财年实现以下目标：

• 将项目推广至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

• 每年使500万儿童参加活动；

• 在至少5个国家和地区启动"快乐运动"体育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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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个国家
和地区

23类
体育项目

847名运动大使参与

4个奥委会

125个合作组织

7,197场活动举办

1,150万欧元投资

440万 名儿童参与运动

392,520 套运动装备发放

2015/2016 财年成果

240万套
运动器材发放

“参与运动”的儿童：参与“健达+运动”推广项目和活动的儿童人数。

在去年：

-  参与项目国家新增5个（巴西、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韩国）；

-  参与活动的儿童人数继续增长，同时保持项目一贯的高质量；

-  与4个奥委会确立合作关系：意大利国家奥委会（CONI）、荷兰奥委会

（NOC*NSF）、德国奥委会（DOSB）和克罗地亚奥委会（NOC）；

-  所涉体育项目的多样化极大地丰富了该项目；

-  费列罗巴西、费列罗意大利和费列罗德国首次合作，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夏

季奥运会上共同推广"快乐运动"法。

通过开展广泛的合作，"健达+运动"项目已具备全球影响力，目前在多达28个国

家和地区开展，包括：阿根廷、奥地利、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克罗地亚、

捷克、法国、德国、英国、希腊、中国香港、匈牙利、印度、意大利、卢森

堡、墨西哥、荷兰、波兰、葡萄牙、摩纳哥公国、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韩

国、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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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达+运动"项目通过与罗马Foro 

Italico大学、意大利奥委会（皮埃蒙

特）和意大利教育、大学与科研部（

皮埃蒙特）、阿尔巴市、皮德蒙特

大区和研发公司Soremartec)费列罗

集团子公司）合作，开发出具有教育

意义的"快乐运动"法。经过对阿尔巴

（CN）的36所中小学校进行为期三

年的实验和研究，"快乐运动"法最终

成型。

"快乐运动"法经享有国际权威的科学

委员会评定，该委员会内部专家来自

权威机构、国内院校（罗马Foro Itali-

co大学、罗马第二大学）以及全球知

名大学（奇切斯特大学、于韦斯屈莱

2015年米兰世博会首推"快乐运动"法

大学、色萨利大学、新泽西学院、佐

治亚大学和弗吉尼亚联邦大学）。

该委员会认为"快乐运动"法是一种崭

新的将教育和运动相结合的模式，与

现有方法截然不同。作为一种创新

的训练计划，它专为5至12岁儿童设

计，以游戏、玩耍和快乐为主旨，着

重培养运动和认知能力，甚至残障儿

童也能参加。

借助科学委员会在全球广泛的关系网

络，该项目通过与体育机构和联合会

合作，在各个国家的学校和政府项目

中进行推广，从而为世界各地的孩子

带去运动的快乐。

在2015年米兰世博会上，"快乐运动"是"健达+运动"展馆的重点区域。在为期6

个月的世博会期间，超过11万名儿童、2,000个班级和5万个家庭直接参与活

动，体验了运动的快乐对于日常运动方式带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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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运动”法的动力源泉来自“游戏”这一儿童天然的语言及其主要学习途径。

因此，该方法提出的运动教育模式集中关注每个孩子特定的需求。另一方

面，体育运动的多样性进一步促进孩子们在运动、认知以及社交能力方面的

发展。

事实上，通过游戏，每个孩子都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符合他们天性的方

式培养各自的技能：这种方式将知识与技能相结合，从而让孩子们掌握生活

技能，提高运动能力、认知能力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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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运动"法的创造性研究过程，包括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均汇编在"快乐

运动手册"中，名为《快乐运动：触动于心 创想于行 丰富多彩的游戏促进运

动、认知及生活技能》，由卡特里娜•派斯、罗萨尔芭•马尔凯蒂、安娜•莫塔

和马里奥•贝鲁奇共同编著完成。

这本手册介绍了这种创新教育法的理论和方法。手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介绍方法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第二部分包含80种不同类型的游戏，并按照指

导原则和适合年龄进行分类，可运用于小学体育课程中。另有在线视频教程

详细介绍了每种游戏（可登陆www.joyofmovinghandbook.com浏览）。

这本手册为机构及个人运用"快乐运动"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实用工具。在全

球范围内，各类机构在开展相关项目时，也可使用该手册。

"快乐运动"法的最大创新在于以有

趣、非竞争性的方式让孩子参与运

动，为培养认知和运动能力提供了丰

富多样的游戏。

这些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体育活动，让

孩子们在尽情游戏中，获得更多乐趣

并减轻压力。这种方法益处良多，它

能培养体能、运动、认知和社交等

多种能力；通过鼓励所有孩子参与游

戏，这种方法可以让每个孩子发挥他

们的潜力。

"快乐运动"法采用儿童能够理解的语

言，即游戏的语言，鼓励孩子们锻炼

和改善身体的运动能力。如此一来，"

体育"便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快乐运动"

。

基于快乐运动”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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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原理
该项目的内在价值基于以下两大基本

原则。第一，尽管现代社会趋于静态

的生活方式日益普遍，但孩子们应享

有游戏、玩耍的权利；第二，孩子培

养的运动技能对于未来成长为"充满活

力的成年人"至关重要，这些技能对

孩子未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有重大影

响。

一个对运动能力充满信心的孩子将有

动力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运动，这些

技能也会进一步提高和保持。这种"

良性循环"不仅激发并持续影响运动

能力的发展，还会影响个人的社交能

力、情绪管理和认知能力的发展。相

反，不擅长运动的孩子则不愿意参加

运动，认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提高他

们的潜力；这将进一步衍生静态的生

活习惯和方式（厌恶/拒绝失败）。 

因此，我们开发出一种"综合体育"教

育方法：除身体活动外，"快乐运动"

法在游戏活动中增加了认知刺激和特

定挑战，对孩子们的协作能力以及教

育、认知和社交等方面产生直接影

响。

游戏作为儿童天然的语言，以"包容"

的原则为基础。根据此原则，小组中

的每名儿童都参与到游戏之中（或受

到情绪感染），这使得孩子们都能够

发挥个人潜能并获得更多知识，从运

动中获得正面反馈（奖励）。

"快乐运动"法所含的重大价值，将在

孩子们的长期发展中逐步体现，因为

该项目旨在帮助孩子快乐幸福成长，

最终成为充满活力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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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有效性

因此，参与"快乐运动"法的儿童表现出更出色的抑制效率，是参加传统体育课

程的儿童的近三倍。

除科学研究成果外，在不同国家举办的活动中（法国、印度、墨西哥、巴

西、意大利等国），"快乐运动"法在参与活动的儿童、家长和教师身上同样取

得了巨大成功。

凭借"快乐运动手册"及出色的培训师团队，费列罗集团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

快乐运动"推广至其他国家。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政府教育部门、奥委

会、体育联合会等全球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 

此次研究项目与来自罗马Foro Italico

大学的一批国际知名科学家开展合

作，依靠他们在运动科学和儿童教育

方面的经验开发出一种创新方案，以

衡量运动对身体机能以及认知功能的

积极影响，包括实现目标的能力、认

知能力以及个人适应能力（这些能力

可体现个人生活技能的发展情况）。

阿尔巴(CN)36所托儿所和小学的儿童

参与了此项目。这些孩子被随机分成

两组：样本组和对照组，每组人数相

同。在项目开展的两年间，样本组持

续进行了六个月运动游戏，这些游戏

依照"快乐运动"的指导原则，注重协

调和认知能力的培养。在试点项目结

束时，对样本组和对照组儿童进行测

试，衡量他们经过两年运动后，在运

动技能以及认知、创造和社交能力等

特定方面的发展情况。 

根据一些相关参数，结果显示，相比

对照组，样本组在运动和认知能力方

面均进步显著。

根据研究结果，相比参加传统体育活

动的儿童，采取"快乐运动"法进行活

动的儿童，其运动能力提高了一倍。 

抑制参数的结果在认知能力习得方面

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作为执行功

能，需要认知能力对自我控制和自律

行为控制进行管理（即继续执行手头

任务，抑制不当行为的能力，这种能

力对于学习及在社交语境中都非常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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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谅解备忘录

2015年12月11日，前意大利教育、大

学与科研部部长斯蒂芬•贾尼尼、意大

利奥委会主席乔瓦尼•马拉戈以及费列

罗总裁弗兰西斯科•保罗•富尔奇等三

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正如2015年

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述，"备忘录"

规定了一项为期三年的承诺，计划将

2015年米兰世博会上展示的"快乐运

动"法的科学成果及理念推广至意大利

各地的学校和机构。

此次签署谅解备忘录具有非凡的意

义，正如备忘录第一条第一段所述，

这种方法可以"巩固2015年米兰世博会

的合作成果，惠及学生、教师及整个

教育界"。

意大利教育、大学与科研部、意大利

奥委会与费列罗集团共同承诺，将切

实制定并落实校园计划，按照谅解备

忘录的方针，推广优秀的教育实践和

正确的生活方式；同时为了预防与静

态和不恰当的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

还将进一步推广对青少年健康有益的

项目。此外，根据在2015年米兰世博

会上的实践成果，三方还承诺竭力开

展增强体育活动的教育计划。以上承

诺将有助于保障个人福祉，并使服务

社会的重要资源能够物尽其用。

7 所意大利学校的实践经验	
(博览会竞赛、体验运动中的快乐）
在2015年米兰世博会闭幕之时，"快乐运动"法首次进入了意大利校园。来自7

所中小学的教师参观了米兰世博会的"健达+运动"展区，并参加了于2015年9

月14日至10月31日举行的"尽享快乐运动（Vivi	 la	Joy	of	Moving）"摄影比

赛之后，由此获得了免费的培训机会。

比赛要求参赛学校在Instagram上分享最能体现"快乐运动"法体验的照片。技

术评委会每周都会从中选出最好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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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运动"法在全球范围的推广
印度

第二期巴拉马蒂夏令营成功将"快乐运动"法引入印度。在为期一周多的夏令营

中，逾400名6至12岁的儿童参加了各种游戏和运动，亲身体验了"快乐运动"法

的理念。18名当地教练和4名来自"阿尔巴村+运动"中心负责理论与实践培训的

意大利教练，在活动中对孩子们进行指导。

参与2017年2月至4月举办的培训活动的学校，分别来自7个城市：巴尔扎纳、

卡西纳德佩基、米兰、皮亚琴察、雷夫兰科雷、瓦尔富尔瓦和韦尔诺莱。来

自"阿尔巴村+运动"项目的培训师，作为"快乐运动"专家，为教师和孩子们提

供了培训，并取得了优异的成果。

该项目通过向参观"健达+运动"展区的教师以及申请额外培训的人员进行问

卷调查，以了解此次培训活动是否成功以及参与者的总体满意度。教师们表

示，他们非常乐意了解更多相关材料或接受专家的额外培训，以此了解更多

项目信息。

根据上述要求以及谅解备忘录，费列罗集团在2016/2017学年针对小学校园开

展了一项教育项目。为延续此前的培训活动，该项目专门针对曾参观2015年

米兰世博费列罗展馆并因此掌握创新教育方法的教师所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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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在法国东南部的多功能体育中心Temple-sur-Lot，逾750名8至12岁的儿童首

次体验了"快乐运动"法。为庆祝"健达+运动"项目连续成功举办七年，活动特

别在洛特河沿岸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景中举办。非营利组织 Secours Populaire 

Français 组织孩子们参与了活动，该组织致力于消除贫困和社会疾病。"阿尔

巴村+运动"的培训师团队携手法国同事，在健达村内推广快乐运动。

墨西哥

2016年10月9日至16日，"阿尔巴村+运动"中心的培训师团队延续2015年米兰

世博会的成功经验，与墨西哥同事组织了为期一周的培训和技能交流，让他

们深入了解"快乐运动"法。尽管来自不同国家，但两队培训师坚信，游戏和运

动在青少年的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有助于他们培养更加健康、积极的生活

方式。在费列罗集团当地员工的支持下，"阿尔巴村+运动"中心的三名教练与

墨西哥城来自圣何塞伊图巴德的同事、老师、儿童和成年人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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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村+运动”中心的活动以“夏

令营”拉开序幕，孩子们可以在此度

过激动人心的欢乐时光。上午，夏令

营提供了充分的空间用于游戏、体育

活动、创作室和课程；下午，夏令营

组织了更多丰富多彩的游戏。培训师

和教育工作者会对孩子们进行全天候

的指导，让孩子们逐渐相互认识、一

起游戏和成长。

“阿尔巴村+运动”中心“校园游戏”

活动一直持续到夏季结束，陪伴孩

子们直到开学；同时留出时间供孩子

们完成暑假作业，并配有老师对孩子

们进行学科辅导；此外还有大量时间

开展体育锻炼和游戏、小课堂等等。

另外，还有许多教育活动可以让孩子

们以有趣的方式探索科学，比如与

Infini.to、天文馆以及都灵天文太空

博物馆合作开办的天文实验室，就将

“运动村”的新项目
现实生活中的天文馆带到了“阿尔巴村

+运动”中心。

今年，中心与歌手丹妮拉•卡贾诺

以及XCHE的“好奇工坊”（Curiosity 

Workshop）进行合作，开设了“音

乐学校”，提供全新的快乐学习机

会。

中心还针对儿童及其家庭策划了另一

项重要活动，称为“运动村的星期

日”，让这一天专门用于游戏与运

动。活动按照“打开运动之门”、“全家

总动员”的口号举办了体育比赛和运动

小课堂。

在学年中，中心还举办了针对阿尔巴

儿童和学校的重要计划——“校园项

目”。“阿尔巴村+运动”员工帮助上百

名儿童在校园中拥抱体育运动，这些

员工均毕业于运动科学相关专业并接

受了“快乐运动”培训。

“阿尔巴村+运动”团队
“阿尔巴村+运动”中心（又称“运动村”）致力于推广与体育运动相关的科学、

研发、创新和教育活动，其发展目标由科学委员会制定，该委员会成员在体

育教育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运动村”于2012年作为试点项目成

立，如今该试点项目的多功能性已成功实现，可为未来发展提供最佳实践范

例。其独特性和可持续性使其易于在不同地域和社会背景下进行复制推广。

为了使该项目能够在国外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应用，我们计划根据快乐运

动手册，出版一系列读物，其中第一卷将以夏令营作为专题。

来自运动科学领域的专业人才和应届毕业生团队组成了“阿尔巴村+运动”中心

的灵魂。他们的任务是与重要的机构合作伙伴一起分享“快乐运动”法。为了在

意大利国内和世界各地推广这一方法，“阿尔巴村+运动”团队近期走访了多个

意大利校园；从2015年起，团队开始向法国、印度、墨西哥和巴西“出口”这一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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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项目参与者的评价

卡特里娜•派斯——罗马大学运动科学学院副教授，“儿童和老年人的身体

活动”教授：

“为了增强体育运动对儿童全面发展和健康积极生活方式的潜在影响，学龄前和

学龄期儿童体验快乐益智的体育运动至关重要。”

因德尔•乔普拉——费列罗印度秘书长兼印度“健达+运动”发言人：

“ ‘健达+运动’认为积极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生活的基石。体育锻炼有助儿童培养

技能，帮助他们养成良好习惯，学习社交和道德态度，这对他们的未来非常重

要。我们的目标是逐步发展‘健达+运动’计划，以满足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全国儿

童的需求并让他们参与到运动中来。”

近期推出的独创项目“综合运动”，通过结合每种运动中特定的益处（不仅

限于某种运动），让孩子们尝试不同的运动。作为夏令营活动的延续，这项

计划为家庭在运动俱乐部之外提供了不同的选择，提倡为快乐而运动而不要

为竞争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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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莫洛——法国费列罗机构关系负责人：

“‘快乐运动’法让我们能够为参与健达村项目的儿童提供丰富的活动。这主要是因

为‘快乐运动’团队的教育理念强调游戏和玩耍：即通过寓教于乐，让每个孩子都

有机会更好地获取知识与成长。正式我们团队之间的协作和经验分享，让这一切

成为可能。”

克里斯蒂娜•马萨里耶戈斯：

“与墨西哥城体育学院合作的‘健达+运动休闲社区’（Leading K+S “recreational 

communities）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活动，因为它不仅让我们有机会将 ‘快乐运

动’法带到社区，还提供了一个亲子互动的空间，而这种互动常常因父母缺少时

间或孩子沉迷电子设备而缺失。

该项目已经连续三年为墨西哥这个儿童与成人肥胖问题严重的国家作出卓越贡

献，期间经历让我难忘。我们今年的目标是通过每周一次的活动让墨西哥城12万

以上的市民运动起来，并在上一年度开设的50个多功能操场的基础之上，在低收

入社区增设25个多功能操场。此外，2016年，我们与市体育委员会合作，将此计

划推广至我们工厂所在的圣何塞伊图巴德。”

达维德•提巴尔蒂——阿尔巴村+运动中心技术协调员：

“在我们这次的墨西哥之旅中，我们更多地从时间而不是空间的维度进行思考：

我们发现许多有利的条件来开展有价值的长期项目，扎根于这个国家并帮助其发

展。”

法布里齐奥•马蒂诺——“快乐运动”专家和日间夏令营组织者：

“我们收到很多积极的反馈，大家都热情地参与我们组织的活动。不过最令人振

奋和憧憬的还是健达村培训师为将这种方法推广至其他场景而进行的密切合作：

我们不仅交流信息，还分享各自的专长与想法。快乐运动的原则已找到一方沃

土。”

加布里埃拉•玛蒂娜——莱切省韦尔诺莱、卡斯特里、卡普拉利卡学院教

师

“作为老师，我们看到运动和游戏对身体和心灵都有教育意义，也学会了如何在

像我们这样没有足够空间的学校开展运动。我们希望意大利教育、大学与科研部

能够印发这本融合实践指南与创新方法的体育运动教学手册，供整个学术界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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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埃拉•诺韦利——阿斯蒂省雷夫兰科雷小学教师：

“我们将在我们的小学推广使用‘快乐运动’法，让教师们在活动中学习新的教学方

法。

体育教育的重要刊物中提及了我们的经验，这让我们感到十分骄傲。现在，我们

的课程非常多样化，涉及许多有益智力、运动与协调的游戏。”

在全球持续推广运动

在往年活动的基础上，“健达+运动”项目继续针对年轻一代，打破国界，在全球

推广越来越国际化的运动项目和活动。

2016年里约奥运会对于“健达+运动”项目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在总部团队的

统一协调下，费列罗集团旗下三家公司首次合作开展这一项目。费列罗意大利、

费列罗巴西和费列罗德国携手合作，共同推广“快乐运动”。费列罗集团与意大

利奥委会、德国奥委会和意大利行动援助组织合作，开发了教育和社会计划“

里约热内卢贫民区奥运遗产”（Olympic	Legacy	 for	 the	Rio	de	Janeiro	

favelas）。该计划以游戏为特色，未来将为Ro-cinha和Cidade De Deus贫民

区带来一系列培训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场所可以进行运动、学习与成

长。

体育运动是激发社会变革的有力手段，它鼓励社会的融合和聚合，特别是在贫

穷和边缘化的环境中。秉承这一理念，计划承诺在奥运会结束时采取行动，通

过开发和支持教练培训课程、采购新的运动器材等方式，为未来发展奠定基

础。

在朱莉•凯奇、安德里亚•罗切塔、菲欧娜•梅、卡尔顿•麦尔斯、马西米利亚诺•罗

索里诺、安东尼奥•罗西、埃莉萨•圣托尼和亚历桑德拉•森西尼等运动大使的特

邀参与下，里约热内卢贫民区的孩子们发现了运动和游戏的快乐，通过运动培

养了团队合作精神。

2016年里约奥运会以及与巴西行动援助组织开展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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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达+运动”和国际中学生体育联

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ports Schools, ISF）之间的合作基

于相同的价值理念，坚信体育运动对

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健达+运

动”与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决定强

强联手，共同管理高中生体育竞赛在

内的国际活动。

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于1972年6月

4日在卢森堡博福尔成立，在全球校

园体育界中享有盛名，致力于为青少

年创造更多的机会交流和运动。国际

中学生体育联合会得到国际奥委会

（IOC）的认可，活跃于世界各地。

它的特色赛事包括自1973年以来主办

的世界滑雪校园锦标赛（World Ski 

School Championships）；欧洲校园

运动会（European School Games）

与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的持续合作
；亚太校园运动会（Asian and Pacific 

School Games）；四年一届的世界中

学生运动会（World Gymnasiade），

项目包括田径、游泳和体操等。

此外，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还在全

球各地学校间主办推广运动竞赛，为

体育联合会与学校机构牵线搭桥，并

在后者无官方代表的情况下作其代

表。

通过支持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的运

动赛事，“健达+运动”将来自不同

国家的数千名年轻人汇聚在一起，通

过体育运动来建立友谊。即使学生具

备良好的身体素质，玩耍与游戏仍然

是这些赛事的主要目标。为此，“健达

+运动”特别设立 “公平竞赛奖”，用以

奖励在比赛中发挥体育精神的学生。

波兰

自2008年以来，“健达+运动”一直活跃于波兰，与波兰奥委会合作推广“快乐运

动”。该项目涉及三项主要运动：帆船、游泳和排球。

通过与排球联合会的合作，运动员塞巴斯蒂安•斯维德斯基和彼得•格鲁什卡一

直作为迷你排球赛大使，这项赛事的规模已跃居欧洲同类赛事之最，拥有1万

多支参赛球队。由运动大使和奥运冠军马特乌斯•库兹涅雷维茨领军的帆船活

动举办了波罗的海划船游览，以及针对帆船运动的教学和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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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从2006年起，通过与西班牙国家排球和田径联合会开展合作，“健达+运动”一

直活跃于西班牙。其中Peque	Voley（排球）是最受欢迎的项目，主要针对

10至12岁的儿童。该项目每周末在国家队专用的训练场地开展Peque voley 活

动，鼓励孩子与这项运动的西班牙冠军之间进行互动。

“健达+运动”校园Peque Voley项目是与联合会教练合作主办的夏令营，每年针

对9至14岁儿童开展。

此外，轻型运动竞技Jugando	allet	atletismo是一项针对小学生的训练项

目，帮助他们练习跑步、跳跃和投掷。年度赛事Alevines	campeonato	na-

cional，即全国青少年锦标赛，主要面向12至14岁的联邦级年轻运动员。

葡萄牙

“健达+运动”于2006年引入葡萄牙，并

不断稳步发展。通过与葡萄牙排球联

合会的合作，该项目目前取得了优秀的

成果。

Gira	Volei	是一项专为10至12岁儿童

设计的项目，Gira	+面向13至16岁儿

童，Gira	Praia	主要开展沙滩排球活

动。同时，项目在周末面向国内12岁及

以上儿童开展了健达杯比赛。 “健达+

运动”还支持葡萄牙篮球联合会，举行3

对3全国锦标赛，共有8万名10至12岁的儿童参赛。

“健达+运动”与里斯本市议会合作，在里斯本主办Oli-sipiadas，是里斯本所

有学校都参加的奥运会式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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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为了让更多中国的少年儿童摆脱“宅”在家中的静态生活方式，拥抱运动的快

乐，费列罗自2009年起在中国引入了“健达+运动”项目，目前已在北京、上

海、广州等中国主要城市开展了冬季长跑、亲子马拉松、网球训练营、足球

训练营等多个项目，向中国青少年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开展的“健达+运动”项目包含了许多独特的元素，比如注重营养知识的

传播与教育，以及适合全家人共同参与的游戏与运动。

意大利

2015/2016财年，意大利“健达+运动”项目继续推广青少年体育，这得益于与意

大利奥委会和国家体育联合会（排球、游泳、击剑、帆船、篮球、田径、网

球、羽毛球）的积极合作。2016年是里约奥运会年，对于“健达+运动”也是一次

重要的契机，通过针对青少年及青少年体育协会的专门交流项目，提高青少年

对于运动认识并鼓励积他们极参加运动。

许多青少年参加了“我们支持体育运动”（We	support	sport）的比赛，来

支持意大利代表队和体育协会，此外比赛还捐资用以购买全新的运动装备。比

赛期间，来自各业余体育协会的孩子们创作了数百个“The biggest ola”表演小

视频，展现他们对体育和意大利奥运代表队的热情，有效传播了体育运动的价

值观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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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健达+运动”项目的核心是与体育联合会合作共同推广的8个小型校园

教育项目，每个项目涉及一项体育运动。除了“健达+运动”项目的活动，联合

会常规的体育和竞技活动也由“健达+运动”项目支持。

意大利“健达+运动”数据：

•	 参加基础运动和竞技体育的6至19岁青少年达到180万；

•	 项目在意大利支持了180场竞技类和非竞技类运动的决赛；

•	 “健达+运动”的团队参与推广项目时间长达100天，同时为项目专门开设了

运动村；

•	 7位伟大的运动冠军作为大使帮助传播项目理念，他们分别是：安德里亚•

罗切塔、卡尔顿•麦尔斯、马西米利亚诺•罗索里诺、瓦莱里奥•阿斯普罗蒙

特、菲奥娜•梅、亚历桑德拉•森西尼和丽塔•格兰德。

关于与下列合作伙伴合作开展的项目介绍：

意大利奥委会（Comitato	Olimpico	Nazionale	Italiano,	CONI）

今年，费列罗集团在国家运动日支持意大利奥委会，举办活动推广各种运动

项目，并积极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儿童。当天共有来自20个地区、100多个

省、600个市的50多万人参加。即使是社会机构报告中描述的静态生活习惯最

严重的青少年，也参加了针对5至14岁儿童的体育运动教育训练营。在训练营

中，每年夏天孩子们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体育锻炼和游戏。在第一届意大

利奥委会杯（二级竞赛，地区级和全国级）中，共涉及32类运动项目，在决赛阶

段共有约3,000名儿童参赛。此外，费列罗集团在“意大利之家”举办的小型展

览展示了费列罗在里约的项目，更体现出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健达+运动”与巴

西行动援助组织和意大利奥委会合作，在里约热内卢的两个最大贫民区开发运

动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留下了具有意大利特色的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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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排球联合会（Federazione	Italiana	Pallavolo,	FIPAV）

排球联合会的最新学术项目是与安德里亚•罗切塔合作创建的“S3”。项目第

一年覆盖1,000所学校，约30万名儿童以及1,000家支持活动的相关企业。

S3在私营体育场馆、户外活动、体育赛事中推广排球，旨在让儿童和青少年乃

至父母和祖父母全家人共同参与。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轻松、积极地参与活动并

获得乐趣，这个项目提供了适合从小学到中学各个年级的不同游戏，针对各年

龄群量身定制了详细的教育方案。该项目致力于培养孩子将精力和注意力集中

于运动、团队游戏和健康，了解其中积极的价值观，掌握技巧和培养技能，并了

解到组织和沟通的重要性。

意大利游泳联合会（(Federazione	Italiana	Nuoto,	FIN）

国家游泳联合会技术赞助商阿瑞娜（Arena）开展的“Acquamica nuoto anch’io”

项目，已连续三年支持“健达+运动”。此项目主要面向小学生，致力于携手运动

大使和奥运冠军马西米利亚诺•罗索里诺，让孩子们更近距离接触这项运动。

项目分室内和游泳池两个阶段进行，其中第一阶段覆盖意大利500个小学班

级，共计12,500名儿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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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帆船运动联合会（Federazione	Italiana	Vela,	FIV）

“Velascuola”是由意大利帆船运动联合会与意大利教育、大学与科研部合

作构思和开展的国家教育项目，致力于在校园中推广帆船文化，增强环保意

识，并由国家级教练员在定期举办的校园活动中教授帆船运动。

“健达＋运动”与此项目开展合作，通过发放教学手册，举办知识课堂和初级帆

船运动实践课程，覆盖了500所学校和180个帆船运动协会，共有4.3万名学生

参与。

意大利网球联合会及意大利羽毛球联合会（(Federazione	Italiana	Tennis	e	

Federazione	Italiana	Badminton,	FIT——FIBA）

“健达+运动”与意大利网球联合会和意大利羽毛球联合会最重要的合作计划

是“Rochechette	 di	 Classe”和“Trofeo	 tennis”：前者针对中小学的体

育实践和教育进行集中式的推广活动，共有约	 450个研究所和5万名儿童参

加；后者是国内最重要的青少年网球赛，共130个阶段，约18,000名儿童参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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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费列罗集团的承诺，费列罗西班

牙致力于在职场中推行积极的生活方

式，诠释并支持 “健达+运动”快乐运

动的理念。

对费列罗西班牙来说，对员工的关怀

并不仅仅是一个观念，而是每天付诸

实践的具体行动，这份责任感往往比

商业目标更为重要。作为当地企业社

会责任计划的一部分，费列罗在西班

牙通过实施“健达+运动”项目向员工推

广积极的生活方式，从而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

支持和促进积极的生活方式、关注生

活品质都是“健达+运动”项目的基本使

命，费列罗西班牙在每日的工作中始

终致力于鼓励员工与青少年定期参与

体育活动。 针对员工，费列罗根

据两项基本行动方针在集团内部开展

活动，促进积极的生活方式。

西班牙业务部门的员工计划

首先，费列罗西班牙积极鼓励所有员

工参加自行车、铁人三项和跑步等活

动，并定期向员工分享每个月在西班

牙举办的赛事，为有意参加赛事的人

员支付报名费用。员工还将收到一整

套印有“健达+运动”标志的个性化运动

装备 。通过这一方式，费列罗西班牙

得以帮助员工养成更健康的习惯与生

活方式，增加他们对费列罗集团的归

属感。 

此外，西班牙巴塞罗那费列罗总部的

员工可免费使用公司中央办公点附近

的健身房与体育中心。员工可在白天

随时使用健身房，也可根据个人工作

计划调整运动时间。

费列罗西班牙在员工中推广运动的承诺

员工的快乐运动

“健达+运动”项目鼓励向所有费列罗集团下属公司的员工推广体育运动，倡导积

极的企业文化，并吸引各级员工及其家属参与，拥抱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健达+运动”的号召下，费列罗集团运营所在的一些国家以运动为主题，开展

了庆祝费列罗成立70周年的活动。实际上，“健达+运动”日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并与每个国家各自的特色相融合。充满乐趣的“健达+运动”日面向所有员工及员

工家属开放，推广运动和积极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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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有助于改善员工的身体素质，更有助于员工的心理健康，从而提高工

作业绩。根据健康与人类发展学院的研究，经常锻炼的人会变得更加热情，

日常生活中更加乐观。

在这些活动中，费列罗西班牙的员工拥抱更加积极与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

的社交与工作关系也因此受益。这些都得益于体育运动和“健达+运动”项目中

共同的价值观，例如友情、公平竞争、团队精神、道德操守和相互尊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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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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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章节将重点介绍“地球”，为了保护我们运营和生活所在的地球，费列罗

承诺并坚持在平衡集团增长的同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出于对地球的尊重和保护，我们秉持负责任的原则，坚持采购可持续原材

料，降低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正因如此，费列罗集团充分意识到自身在平衡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

为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集团致力于在整个供应链中倡导可持续的农业

实践，深刻认识并积极应对与这一承诺相关的挑战。对于费列罗集团而言，卓

越品质、尊重人权和可持续农业实践是同等重要的三大责任支柱。

费列罗集团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在其经营活动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对环

境的影响。我们认识到，要以尊重环境的方式生产，我们需要采用最先进的技

术，以更有效的方式利用能源、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在利用水资源时，我们必须

更多考虑自身肩负的责任。

我们再次重申，从原材料采购、生产活动到物流环节，在整条供应链中，费列

罗将极尽所能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努力践行环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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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 
费列罗可持续农业实践承诺

为了在市场上采购最优质的原材料，费列罗会提前对于该原材料进行充分了

解，认识其相关成分、及产地和加工过程。现在，费列罗更注重了解原材料的可

持续性。

根据“分享理念，创造价值”的愿景，费列罗一直致力于在公平对话与高度透

明的基础上，与原材料生产商和供应商建立直接长期的商业关系。

根据这一愿景，费列罗不仅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以践行其核心理念来创造价值，

还与集团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分享这些价值观来实现。在供应链中，费列罗尤其

关注原材料的生产条件。此外，费列罗要求所有供应商和合作者均须遵守费列

罗的商业行为准则，并严格遵守其严苛的标准。此举将加强费列罗与供应链上

所有参与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提高透明度。

费列罗认识到，原材料一般在农村地区进行生产，而发展农村地区是帮助农

民、工人及其家庭的原动力。为此，费列罗还根据国际公认的准则，推行优秀

的农业实践和社会实践。

根据“分享理念，创造价值”的愿景，费列罗一直致力于在公平对话与高度

透明的基础上，与原材料生产商和供应商建立直接长期的商业关系。

秉承可持续发展的愿景、以及改善农村地区和原材料采购地条件的责任，

费列罗推出了可持续原材料的采购计划，即费列罗可持续农业实践承诺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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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 F-ACTS 计划：费列罗可持续农业实践

F-ACTS

价值链上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必须齐心协力，方能实现供应链的

可持续性。

因此，这三大支柱必须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并通过一系列行动倡议得以巩固。

为实现可持续农业供应链的远大目标，费列罗在 F-ACTS 框架下，就其主要原

材料推出费列罗农产品增值计划（FerreroFarmingValues,FFVs）。

针对每种原材料，费列罗执行的农产品增值计划都拥有相应的具体目标，并

以三大支柱作为基础：开展项目、建立合作；设定标准、资质认证；完善制度、

共同承诺。

具体而言，鉴于全球采购活动的复杂性，费列罗集团深知，仅凭单个合作者，

不足以推动现有供应链向可持续供应链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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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COCO A

30 - 65 - 70 - 35 40 - 70 - 80 - 60 50 - 0 - 100 - 10

P AL M OI L

05 - 20 - 90 - 0 05 - 30 - 100 - 10

HAZ E L N UT S

P A N TO N E  4695 C V C 20 - 60 - 100- 10 45 - 10 - 100 - 20 65 - 25 - 100 - 40

SUGA R  - 001

50 - 0 - 100 - 10 0 - 0 - 0 - 30 0 - 0 - 0 - 50

E GG S

0 - 10 - 20 - 40 0 - 60 - 100 - 0 0 - 45 - 100 - 0

MIL K

开展项目、建立合作

救助儿童会
（Save The Children）

ECOOKIM

UTZ认证
公平贸易（Fairtrade）

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

国际可可倡议组织
（International Cocoa Initiative）

世界可可基金会
（World Cocoa Foundation）

设定标准、资质认证 完善制度、共同承诺

三大支柱

项目与目标

可可豆

棕榈油

截至2020年
100%取得可持续认证

截至2020年
实现100%可追溯

截至2020年
100%取得可持续认证

自2014年9月起
欧盟工厂100%使用散养鸡场的鸡蛋

遵循严格的质量及可持续性标准

自2015年1月起
100%采用经可持续棕榈油圆桌组织（RSPO）

认证的可持续分离式棕榈油

榛子

蔗糖

鸡蛋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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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已达成大豆和卵磷脂咖啡供应

链方面的目标，即：

•	100%采用非转基因的大豆卵磷脂。

这是费列罗的一贯措施，集团将继续

履行这一承诺；

•	100%采用经可持续认证的咖啡。

费列罗产品使用的咖啡一般采购于中

南美洲甄选而出的供应商，在UTZ咖

啡计划认证下，这些供应商做到了“让

农民学习优良的耕作方法，改善其工

作条件，方便其照顾子女，同时确保

环保1”。

1.UTZ认证咖啡项目宣言。

2016年7月，费列罗再次与EcoVadis

建立合作关系，该平台帮助公司对供

应商进行监控和管理，评估他们的

业务操作流程，有助于我们提高供

应链的可持续性。

对费列罗而言，监控供应商的可持续发展表现是为了评估其是否遵守费

列罗标准，并鼓励供应商作出持续改进，同时通过参与和对话促进长期

合作。

评估项目涵盖四大主题：环境、社会、公平业务和可持续采购实践，共设

立21项标准，均以国际公认的标准为基础，并与费列罗的商业行为准则

和道德准则一致。

在这四大主题下，该评估项目将按照不同行业的绩效指标，对接受评估

的供应商进行评分，并按照最终结果对供应商进行排名，使其可以判断

自身在行业中所处的位置。

供应商可持续发展项目：评估供应商的可持续性表现

费列罗F-ACTS计划：费列罗可持续农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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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除了进行风险评估外，费列罗还建议评估中“存在风险”的供应商采取整改

措施，并在规定时间内进行重新评估。

试点评估项目已于2016年初完成，覆盖大约60家原材料供应商，其中部分

供应商目前已在实施整改措施。

同年，在第二次原材料供应商评估活动之后，我们启动了一项内部项目，对

我们的五家农业公司进行评估。费列罗将在未来三年内继续与EcoVadis展

开合作，基于评估模型，对整个供应链在环境、社会与道德方面的表现进

行分析和改进，同时建立一个分享最佳实践的平台。

为促进食品行业的变革，多家快速消费品（FMCG）公司于2002年建立了“可持

续农业倡议平台”（SAI平台），致力于传播可持续农业的

知识，并与一系列利益相关方进行广泛沟通。目前，这一平

台囊括了90家食品饮料企业。

费列罗于2016年初加入SAI，大力支持该平台关于可持续农业发展的观点：“以高

效的方式生产安全优质的农产品，从而保护自然环境、改善农场主、员工及当地

社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同时关注所有农业物种的福祉”。费列罗目前积极参加了

涵盖五种商品领域的工作小组，包括牛肉、奶制品、种植农作物和蔬菜、咖啡、

水果与坚果。此外，还有工作小组负责处理水资源问题，并提供水资源管理的最

佳实践在线数据库以及生态系统服务。

SAI平台通过开发（或合作开发）相应的工具与指南，以支持全球和地方的可持

续采购与农业实践。根据“农业可持续性评估”（FSA），平台开展的世界上

首个可持续农业实践于2014年推出，使得农场主能够以食品饮料行业普遍认可的

方式评估自身实践。这项针对农场主的评估标准满足了众多公司的可持续采购需

求。

可持续农业倡议平台（TH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ITIATIVE	PLATFORM	,	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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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评估适用于世界各地大多数的农作物类型、农场规模和地点，农场主可以

在线完成评估。其他与费列罗经营活动相关的文件包括：“部门政策与实践

文件”；“可持续采购从业者指南”；对“可持续性绩效评估”（SPA）的建议。

SAI 平台在制定“全球乳业气候变化行动议程”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平台特征：

1.	 SAI平台是全球唯一的可持续农业食品行业倡议。

2.	 它寻求所有食品供应链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在主流农业可持续实践的发

展、识别与实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	 该倡议汇集并研究关于可持续农业的知识，并与所有相关方进行分享，以

便就这一概念及其长期影响达成共识。

4.	 其提出的一种包容性方法，兼顾了多种有价值的举措与概念，对可持续农

业具有积极影响，其中包括综合农业和有机农业的种种要素。

5.	 该方法致力于为主流农业生产开发可持续农业实践，并通过持续改进流

程，以便全球农民以更加便捷与灵活的方式应用。

费列罗F-ACTS计划：费列罗可持续农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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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20%

25%

100%

来源：科特迪瓦、加纳、尼日利亚、厄瓜多尔、喀麦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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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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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建可持续的农业供应链，费列罗承诺在2020年前实现100%采购可持续

认证的可可豆。

2015/2016财年，费列罗共消耗逾12万公吨可可豆，其中50%的可可豆已取得

可持续认证，提前实现了2016年的目标。

可可豆

经认证的可可豆

可持续可可豆采购进程图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可可豆产自发展中

国家的小型农场或家庭农场。与工业

化的农业企业相反，这些小农场往往

只能依靠落后的耕作方法，以及有限

的农业知识与资源。这些农场主当前

正面对巨大挑战，同时遭遇经济、社

会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复杂问题，包括

来自其他农作物的竞争加剧，以及缺

乏了解优秀农业实践的渠道等。 

为保护可可豆行业的未来，费列罗致力于通过实施费列罗可可豆农产品增值计

划以支持和提高可可豆产业的可持续性。该项目基于三大支柱：资质认证、开

展项目、建立合作。



—
171

费列罗集团目前采购的可持续认证可可豆均源自于通过了UTZ、雨林联盟™、

公平贸易组织认证的农场。

公平贸易可可豆计划能使小农户出售更多经公

平交易认证的可可豆，从而从中获益。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nfo.fairtrade.net/pro-

gram。根据公平贸易采购计划，费列罗于2013

年承诺，按公平贸易条款 购买的可可豆将 在

2016年前达到2万吨。截至2016年底，费列罗承诺将从公平贸易组织种植者处

购买的可可豆数量增加一倍，未来三年达到4万吨。

雨林 联 盟™要求农场支 持 健 康的环境，促 进

工人及其社区的福祉，并确保高效的耕作方

法。农场工人不仅在工作条件方面能得到安全

保障，还享有住房、医疗和子女入学方面的福

利。

该项认证保护了野生动物栖息地、水源和土壤等生态系统。

UTZ认证的标准是该农业生产是否符合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能否惠及农民及其家人，同时保护

地球环境。UTZ计划让农民学习到优良耕作方法

的知识，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子女能够获得照

顾，同时确保环保。

通过参与UTZ计划，农民可获得更好的收成，取得更高的利润，拥有更多的机

会，同时能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为实现2020年的目标，费列罗与非营利性农民组织持续合作，以解决可可豆种

植业在农业、社会、环境和商业方面存在的问题；费列罗还为持续开展的地方

项目提供支持，以确保可可豆生产活动符合可持续原则，能够提高可可豆农民

的生活条件，同时为其社区带来福祉。以下列举了部分案例：

费列罗F-ACTS计划：可可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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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2.来源：O. Rousseau，2016
年——2015-2016年活动的年度

报告分析。

合作伙伴数量

可持续采购实体（SSE）数量

行业/社会团体数量

已认证农民数量

已认证女性农民数量

已认证公顷数量

已计划公顷数量

公顷/农民平均数量

已交付MT/农民平均数量

8

44

775

47,759

8,742     (18.3%)

175,557

85,522   (48.7%)

3.68

2.11

每位农民计划培训的平均数量

每位农民参加培训的数量

平均出勤率

女性平均参与率

已报告的可可苗圃数量

已分配秧苗的数量

培训

其他活动

6

4

71%（出勤率超过目标）

23%（占培训总人数）

170

1,252,673

每位农民计划培训的平均数量

每位农民参加培训的数量

平均出勤率

女性平均参与率

已报告的可可苗圃数量

已分配秧苗的数量

培训

其他活动

6

4

71%（出勤率超过目标）

23%（占培训总人数）

170

1,252,673

2015/2016财年费列罗在加纳与象牙海岸的供应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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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来源：德国公平贸易，2016
年4月——监督报告。

ECOOKIM是科特迪瓦的一家可可豆合作社，由23家组织以及约10,000家可可

豆生产商组成，是公平贸易组织在科特迪瓦认证的最大可可豆协会。自2014

年起，费列罗直接从ECOOKIM采购经公平贸易认证的可可豆。在2014/2015

财年，ECOOKIM向费列罗分配了7家成员合作社及相应的可可豆产量。

项目简介

自2014年起，费列罗向科特迪瓦ECOOKIM合作社采购经公平贸易认证的可可

豆。费列罗和公平贸易组织启动了联合监测项目，并选定18项关键绩效指标，

其目标是：

1）评估ECOOKIM在可可豆种植和社区发展方面的进展；

2）加强ECOOKIM的自我监控能力；

3）支持可可豆农业社区进一步的社会与可持续发展；

4）为建立透明的长期伙伴关系做出贡献。

费列罗与公平贸易的联合监督项目3

科特迪瓦：费列罗与公平贸易及ECOOKIM的合作关系

费列罗F-ACTS计划：可可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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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从费列罗可持续农业承诺中获益的生

产者：

5,411 人（其中287名为女性）。

7家指定合作社共有19,199公顷可

可豆生产总面积。

每名可可豆农民的平均拥有土地面积

3.5 公顷，每公顷种植1,400棵可可

树，每公顷平均产出680公斤可可豆

（ECOOKIM首次上报的每公顷平均

产量为250公斤）。

7家指定合作社共产出5,758,356
公 斤 可 供 出 口 的 可 可 豆 ， 其 中

5,165,112公斤通过公平贸易组织

的渠道进行出售。

在费列罗的帮助下，这7家合作社平均

可通过公平贸易组织的渠道出售其出

口产量的81%（相比之下，公平贸

易认证的可可豆生产者的平均比例为

33%）。

据ECOOKIM报告，通过公平贸易向

费列罗销售可可豆获得的“公平贸易

金”在评估期间达到1,033,022美元

2014/2015财年第一次监测结果

（时间范围：2014年10月至2015年8月）：

部分公平贸易金已用于建设水泵和小

学。

优秀的农业实践着重于施肥、杂草管

理、病虫害管理、收获和去壳、发

酵、干燥、补种和遮荫管理。

ECOOKIM聘用了一名负责协调培训

活动的农学工程师。其领导的团队将

进行有关优秀农业实践、环境与社会

的培训。共有4名农业技术人员为这7

家指定合作社服务。

ECOOKIM与公平贸易、政府机构及

其他非政府组织等机构合作，为合作

社成员提供服务。合作社管理人员、

行政人员和主要农民接受培训后，还

将对他们的同伴进行培训（称为“培训

培训师”方法）。

在评估期间，7家指定合作社共举办

378次各种主题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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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雇佣童工

ECOOKIM 参与公平贸易组织的“万众一心 保护孩子”项目，目标是全面实施儿

童保护综合措施，防止可可豆生产中出现的使用童工现象。该项目由非洲公

平贸易组织与当地非政府儿童权利组织 Fraternite Sans Limites（FSL）开展合

作，并得到外部的资金支持。

7 家指定合作社中有 3 家参加与了该项目，即 Ecojad、Kapatchiva 和

Soutra。通过这些合作社，相关社区内共有 9,413 名儿童受益。

该项目由两大重要支柱构成：

1. 设立童工委员会，开展活动以提高相关意识并制定儿童保护政策。委员会

还将进行家庭访问，调查社区中对儿童存在的风险。这项调查由训练有素

的青年调查员（18-25 岁）在社区中开展。

2. 改善小学、中学和职业教育，为青年社区成员创造就业机会。

ECOOKIM 积极参与了其中一项监测救助的社区试点项目，以防范雇佣童工的

情况发生，工会也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参加该项目的 3 家合作社皆已接

受相关培训，以实施自我管理的预防体系，该体系今后还将推广至其他成员

合作社。

费列罗F-ACTS计划：可可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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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证言

“我是Kapatchiva合作社的成员，种植了数公顷的可可豆。

我有四个孩子。作为合作社成员，我经常参加培训，了解如

何管理可可豆种植园、如何进行发酵，以及如何处理废弃

物。我也会收到一定补助金。我的产量从每公顷300公斤增

加至500公斤，有时甚至达到每公顷600公斤。有了额外的

补助金，我就可以更好地照顾我的孩子和家人。”

实地经验：与生产者合作收集数据“我与监测项目中的指定

合作社进行合作，协助他们收集必要数据。在我看来，合作

社对这一项目以及与费列罗的合作十分认真负责。例如，当

我安排召开会议时，所有生产者都会出席。合作社及其成

员希望通过与公平贸易及费列罗的合作改善生产、发展社

区。”

Tehoua	Etienne，29岁，农业经济学家、

ECOOKIM成员

在2016年1月的ECOOKIM定期公平贸易审计期间，FLOCERT对合作社在

线收集和报告的数据进行了准确性和可靠性评估。

AffouéKonan，43岁，可可豆农民、Kapatchiva合作社

（ECOOKIM）成员



—
177

Colcocoa是哥伦比亚一家专门从事优质可可豆出口的公司。Colcocoa与哥伦

比亚12家合作社合作，其发展项目“繁荣社区的优质可可豆”（Echar Pa’lante）

覆盖哥伦比亚全国4,440名可可豆种植者及其家庭与所在社区。

该项目基于包容与连通的成功发展模式为基础，诞生于2013年。当时费列罗为

推行一项发展项目，正在哥伦比亚寻找合作伙伴，以对可可种植者进行持续研

究，希望能实现可衡量的成果，从而超越传统的“可持续性”成果。

该项目旨在多方面实现繁荣发展，如：

•	 经济：净收入达到最低工资的1.5倍，与家庭预算相当；

•	 质量：	80%的产量达到出口标准；

•	 生产力：达到每年800公斤/公顷；

•	 社会：Echar Pa’lante项目的合规律达80%（可验证）；

•	 环境：Echar Pa’lante项目的合规律达80%（可验证）；

•	 幸福感：这一点使该项目区别于其他指标。

该项目的价值主张与上述指标呼应，致力于改善生产者的幸福感与生活质量，

并在未来实现社区繁荣。为实现这一目标，该项目将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与生产者及其社区保持直接稳定的联系

- 直接从生产者处购买产品；

- 与小生产者共同发展并衡量成果；

- 开展培训、积极沟通、并支持国内及国际项目。

质量和专业性

注重产品和加工过程中的质量；

- 为生产者提供质量奖金；开展培训并关注收获后阶段的作物处理；

- 实施忠诚度战略，并采用积分系统；积分可兑换成对有助农业生产的

      产品；

- 与生产者、合作伙伴和客户建立关系。

哥伦比亚，COLCOCOA正推进的发展项目：
“繁荣社区的优质可可豆”（ECHAR	PA'LANTE）

费列罗F-ACTS计划：可可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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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该计划分为三个行动小组：

•	 Echar	Pa’lante：覆盖所有Colcocoa生产者（超过4000个生产家庭）；

•	 Echar	Pa’lante	Plus：在所选定的群体（大约400个生产者家庭）中，

开展配有专门资源和详细影响评估方案的项目；

•	 Echar	Pa’lante	Cacaotesos（可可豆企业家）：与约40个生产家庭合

作，开展创新项目。

•	透明度

- 对生产者实施明确公开的价格政策；

- 对合作伙伴（合作社与客户）保持财务透明度。

•	可追溯性

-    要求生产者实现100%的可追溯性。

•	创新

-    关注工具（软件与成果衡量等）和商业模式（协会与生产模型等）的     

     不断创新。

Colcocoa不断推动Echar Pa’lante项目发展。该项目不仅希望使生产者受益，

还鼓励生产者展示该项目如何使他们及其家庭与社区共同受益。



—
179

2016 年的验证和监测结果 4：

• Echar Pa’lante 项目覆盖 4,440 名生产者。

• 35% 的农民是女性。

• Echar Pa’lante 项目中的 3,153 名生产者，及 Echar Pa’lante Plus 与

Cacaotesos 项目中的 300 名生产者在经济、社会、环境、生产、质量和

幸福感等方面，接受 CERES International 的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 种植园中不存在使用童工现象；

- 可可豆种植者不使用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禁用化学品；

- 生产者积极保护产地中的原始森林。

• 在不同的合作社进行培训和咨询服务使 1,036 名生产者受益。

• 83 名生产者与项目为合营关系。

• 平均产量达 450 公斤 / 公顷。

• 对合作社进行 40 次优质培训。

• 40 名 Cacaotesos（可可豆企业家）参与了苗圃项目，与希望实现作物多样

化的咖啡种植者分享可可豆作物的创新经验。

4.来源：Echar Pa’lante数据。

费列罗F-ACTS计划：可可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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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LA	TENTACIÓN 农场
根据费列罗与 Colcocoa 的目标，在 Echar Pa’lante 的发展过程中，可可豆商业

农场“La Tentación”投入运营，这家农场有以下特点：

•	在以下方面使可可豆种植群体受益：

-   合作社；

-   技术支持；

-   种植模式；

-   种植材料；

-   供应品。

•	250 公顷土地：

-   拥有农林系统；

-   出产高产量的优质风味可可豆；

-   开展精准农业。

•	社会和环境贡献：

-    在就业机会较少的地区进行种植；

-    扶持可可豆产业中的女性；

-    支持家庭与学校；

-    密切关注生物多样性。

•	社会影响衡量（55% 的当地家庭中，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在 La Tentación 工作）

•	公私合作倡议：

-    全新高产优质抗病品种的田间试验；

-    收获后阶段的研究；

-    为可可豆项目中的青少年提供教育和培训；

-    与大学、国家机构及国际机构合作创办合资企业。

证言

“Echar Pa’lante项目给予我们很多技术支持。我们认识到

可可豆质量的重要性，了解了可可豆发酵与干燥相关的所

有知识……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产品质量因此

得以大大提升。我们的可可豆已具备可以出口的品质。”

Magaly	de	Jesús	Restrepo	Parra，可可豆农民、

	Echar	Pa’lante项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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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对雇佣童工采取“零容忍态度”，正如我们的商业行为准则所述，我们致

力于保护整个供应链中的儿童权利。对儿童权利的共同关注，使费列罗与救助

儿童会的合作水到渠成。

该项目于2016年3月启动，旨在为科特迪瓦可可豆农场的作为童工的儿童提供

保护与教育。在科特迪瓦，目前仍有120万儿童被迫在危险条件下工作，有的

被迫离开学校，甚至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凭借救助儿童会丰富的经验、费列罗的坚定承诺以及地方当局（教育部与家

庭、妇女与儿童部）的不断合作，我们得以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开展项目：

- 动员当地社区和机构共同参与以提高认识；

- 保护儿童免受剥削、虐待和暴力；

- 推广基础教育，以禁止雇佣童工的情况发生。

要消除雇佣童工现象，只有将社区发展与保护儿童相结合，才能最终实现成

功。该项目希望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擎，计划覆盖500名儿童、苏布雷10个

社区的7,500多名成员，以及100位当地的机构代表。

前八个月的合作仅仅只是开始，费列罗还将与救助儿童会之间持续合作。通过

双方的努力，有助于确认新的项目、关注领域和挑战，从而改善未来而努力。

费列罗与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
共同抵制童工

费列罗F-ACTS计划：可可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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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前8个月的成果（2016年3月	-	2016年10月）5

- 445名儿童确定参加识字班；

- 10家儿童保护委员会参与； 

      组织并培训6个儿童小组；

- 7个识字班开课；

- 选派20名志愿教师进行培训；

- 翻新3个社区中心；

- 选定25个接待家庭接受培训；

- 根据儿童保护政策和儿童权利建立“转移机制”（立即干预的协调机

制）   

      ，确定79名利益相关者。

5.来源：救助儿童会报
告，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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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果油
PALM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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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2016财年，费列罗共采购185,000公吨棕榈

油，约占全球棕榈油总产量的0.3%。根据《世界油

品》官方统计数据，2016年全球总产量约为5,800万

公吨。

为保护棕榈油生产国的环境、改善当地社区的居住和工作条件，费列罗深知自

己肩负重任，引领棕榈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转型。

费列罗要求供应商遵守集团商业行为准则，加强与供应链所有参与者的长期合

作关系，提升透明度。费列罗集团藉此打造负责任的棕榈油供应链。

费列罗自2005年加入可持续棕榈油圆桌组织（RSPO），并对经认证的分离式棕

榄油进行了系统化投资。

自2015年1月起，费列罗产品只采用经可持续棕榈

油圆桌组织认证的100%可持续分离式棕榈油。

然而这仅仅是满足员工和消费者期望

的第一步，费列罗的社会责任并未止

步于此。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景，费列罗集

团发起了“费列罗可持续农业实践承

诺项目（F-ACTS）”框架，以改善费列

罗原料采购地所在的乡村及当地社区

的生活条件。在此背景下，费列罗启动

针对棕榈油社区的费列罗棕榈油增值

计划（FFVpo）。

Origini: UE-15 
per gli stabilimenti UE10 0 %

DA SETTEMBRE 
2014

Per gli stabilmenti UE

自2015年1月起

10 0 %

费列罗F-ACTS计划：棕榈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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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费列罗棕榈油供应商的工厂和种植园

费列罗认识到，原材料一般在农村地

区进行生产，而发展农村地区是帮助

农民、工人及其家庭的原动力。

在F-ACTS框架下，费列罗致力于实

现负责任的棕榈油采购，根据于2013

年生效实施的费列罗棕榈油章程，集

团要求供应商共同遵守以下原则：

1.	 提供完全可追溯的棕榈油，包括

可追溯至小型农户。

2.	 不砍伐高碳储量的森林。

3.	 不采用火烧方式清理土地。

4.	 不在泥炭土上种植棕榈树。 

5.	 通过维护高保护价值区域，保护

红猩猩等濒危物种。

6.	 报告其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

放情况。

7.	 尊重人权，包括征得原住民和当

地社区事先知情同意。

8.	 了解、尊重和维护工人的权利。

9.	 不使用除草剂。

10.	积极打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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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章程阐述了森林减少的主要原因，

并对保护环境、满足社区需求和经

济效益提供了支持。为确保章程的落

实，费列罗制定了验证方案。经供应

商和主要利益相关方审阅，该方案于

2016年定稿。

作为费列罗与供应商合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该验证方案提供了相关标准，

当与费列罗政策不一致的情况发生

时，集团供应商能够依据该方案妥善

解决问题。

为了甄别供应商行为与章程规定之间

所存在的差距，费列罗与主要供应商

开展密切合作，并深入到棕榈油种植

户之中。

通过与热带森林信托基金会（TFT）

的合作，费列罗完成了对种植园的书

面材料审查和现场调查，以甄别现有

政策、程序和生产方式与费列罗棕榈

油章程的要求之间存在的差异。

热带森林信托基金会团队在全球范围

内开展工作，为改善人类及自然的福

祉推动供应链的转型，并为费列罗

践行承诺提供帮助，其中包括在集团

进行采购的种植户中推广新鲜果束

（Fresh	Fruit	Bunch,	FFB）的完全

可追溯，走访种植园并在必要时提供

建议，确保种植户符合费列罗棕榈油

章程的要求。

费列罗F-ACTS计划：棕榈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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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经绿色和平组织棕榈油评分表评估，费列罗获评“领导者”称号

2016年，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International）发布最新“棕榈油

评分表”。结果显示，费列罗正“稳步实施”终止森林砍伐的举措，以实现

棕榈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对14家实施“不滥砍滥伐”政策的全球产品制造商进行调查后，绿色和

平组织指出这些制造商在实施政策和发挥直接影响力方面有着更进一步

的表现。

费列罗是唯一一家企业，在种植户中实现了近100%棕榈油可追溯。此

外，凭借其负责任的采购和行业改革策略，费列罗被誉为行业领导者。

由此证明了费列罗针对棕榈油开展的多维度长期策略取得了积极有效的

进展。

费列罗将继续致力于全面实现棕榈油供应链的100%可持续性，并与行业

和非盈利性机构开展合作，通过负责任的透明举措，为实现棕榈油行业

的可持续创新而不懈努力。

欲查看完整评分表，请访问以下链接：
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Global/international/publications/
forests/2016/gp_IND_PalmScorecard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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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为何使用棕榈油？

费列罗产品采用棕榈油的三大原因在于：

•	 使用棕榈油可满足各种配方需求，例如有些产品需要柔滑口感的夹心，另

一些需要松脆的质地，还有一些则要求两者兼备。更重要的是，棕榈油无

需氢化处理，从而不会产生被权威部门和科学界公认会严重危害健康的反

式脂肪酸；

•	 棕榈油在精炼后无色无味，有助于平衡其他成分（例如榛子和杏仁），提

升口感；

•	 与其他植物油相比，棕榈油的氧化稳定性更高，有助于保持费列罗产品在

保质期内的独特口感。

2016年，费列罗在可追溯方面的努力

受到某些大型供应商的影响。他们的

作为震惊行业，迫使费列罗对供应链

进行大规模调整。

费列罗要求供应商的行为始终遵守

可持续的原则。当供应商收到书面投

诉时，即使该问题与供应链无关，费

列罗也不会轻易姑息。若供应商未能

够妥善解决合规问题，将面临诸多后

果，最终甚至将被剔除出费列罗供应

链名单。若供应商想要重新进入费列

罗供应链，他们必须证明自己已通过

切实的举措进行了整改。

2016年，费列罗认真落实了上述承

诺，中断了与部分棕榈油供应商的合

作关系，占费列罗棕榈油使用总量的

近50%。 

这意味着费列罗必须大幅修改采购策

略，依赖现有的可靠供应商和新供应

商，以继续确保使用100% RSPO认证

的可持续分离式棕榈油。

尽管费列罗已于2015年12月实现棕榈

油100%可追溯，但鉴于上述供应链变

化，我们必须修订甚至重新开始相关

活动。令人欣慰的是，2016年1月至6

月，费列罗已实现棕榈油100%可追

溯至生产工厂，98.5%可追溯至447

家种植园。费列罗供应链中共有约

36,500家小型农户。

费列罗的棕榈油供应主要来自以下产

地：马来西亚（92.46%年产量是经

RSPO认证的分离式棕榈油）、巴布

亚新几内亚（5.97%）、巴西（0.64%

）、印度尼西亚（0.51%）、哥斯达

黎加（0.15%）；哥伦比亚（0.09%）

、危地马拉（0.09%）；萨洛蒙群岛

（0.05%）； 洪都拉斯（0.04%）。

可追溯是了解问题来源和找出解决方法的第一步

费列罗F-ACTS计划：棕榈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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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位于马来西亚半岛的费列罗棕榈油供应商工厂（红色）

和种植园（蓝色），占当地总产量80%以上

超越认证：言行一致

费列罗坚持向消费者提供优质、新鲜、安全的产品。此外，出于对人类和自然的

尊重，费列罗为产品生产精选各种原料。但我们的努力并未止步于此。作为一

家拥有众多全球知名品牌的企业，费列罗有责任借助这一优势地位来引领棕榈

油行业转型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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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费列罗于2015年11

月加入棕榈油创新组织（Palm Oil 

Innovation Group, POIG），通过这

个创新平台，费列罗在实现可持续性

承诺和行动方面又迈出了新一步。  

费列罗积极支持棕榈油创新组织。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该组织致力于推动棕

榈油行业的变革，消除棕榈油生产与行业痼疾之间的联系，包括森林砍伐、

泥炭地破坏以及违反人类和劳工权利。

棕榈油创新组织成立于2013年，与主要非政府组织和棕榈油生产商保持着良

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发挥创新和领导力，棕榈油创新组织旨在实现负责任的

棕榈油生产，为可持续棕榈油圆桌组织（RSPO）提供支持。棕榈油创新组织

的种植户成员证明了创新最佳实践在经济上的可行性。集团正在制定行业实

践的全新模式，推动新型的实践方法成为主流。

费列罗认同棕榈油创新组织的愿景，即“在棕榈油生产过程中，杜绝森林砍伐

和违反人类、土地和劳工权利情况的发生”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oig.org。

费列罗F-ACTS计划：棕榈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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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杜绝劳工剥削

为指导供应商遵守费列罗章程中有

关“杜绝劳工剥削”的要求，2016年4

月，费列罗宣布支持《棕榈油生产中

的自由公平劳工：原则与实施指南》

，该文件旨在倡导改善劳工条件，由

一批国际人权和环保组织于2015年3

月发布。

2016年11月，随着该指南的发布，棕

榈油创新组织发布了《棕榈油创新：

劳工权利》。 随后，费列罗将该文件

整合至费列罗章程。

该文件指出如何确保棕榈油种植户尊

重劳工权利的方法。此外，该文件还

为可持续棕榈油圆桌组织在未来评审

中强化当前的“原则和标准”提供了建

议。

若在书面文件审核和现场调查过程

中，发现供应商在“杜绝劳工剥削”和

其他社会问题上存在违反费列罗政策

的情况，费列罗将按照验证方案进行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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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森林砍伐

费列罗支持高碳储量方法

（HCSA）——该方法由众多利益相

关方发起，旨在帮助公司确定需要保

护的热带森林及具有潜在种植开发价

值的退化土地。

费列罗鼓励利益相关方按照HCSA和

HCS+方法，“制定统一的原则，践行

公司在棕榈油运营和供应链上‘杜绝森

林砍伐’的承诺”。

该方法为费列罗提供了一项有效的工

具， 2017年，它将指引费列罗如何

在棕榈油生产中杜绝森林砍伐情况发

生。

费列罗F-ACTS计划：棕榈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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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实现工作中的可追溯：应用地理空间监测

2016年底，已实现的可追溯成果包括：识别原材料供应种植园的名称、所有

权和地理位置（包括坐标）。此外，我们开始系统性地从官方渠道收集种植

园的地图数据。

费列罗始终走在新兴科技和创新的前沿，保持着行业领先地位。普遍认为，

当前的遥感技术已可以区分种植和森林砍伐之间的差别。此外，卫星和雷达

定期拍摄的近实时图像，可用于检测特定时间的土地使用变化。

通过种植园地图（例如供应商的空间现实映射图），我们可以开展农业生态

评估，为种植基地提前做好战略规划。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评估过去和未

来的土地使用动态。在土地利用变更模型领域，我们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

究所（IIASA）有着密切合作。

为将理论付诸实践，费列罗运用其高度的可追溯水平，验证棕榈油生产是否

符合相关政策要求。

在此背景下，费列罗于2016年底启动了一项名为“Starling”的试点工程，以测

试遥感技术在检测森林覆盖变化方面的作用。Starling是由空中客车防务及航

天公司（Airbus Defence and Space）、热带森林信托基金会（TFT）以及

SarVision联合开发的一项服务。Starling为费列罗提供了一项长期、可靠的工

具，以审查供应商是否遵守费列罗的“杜绝森林砍伐”政策。



—
193

根据2016年可追溯数据，我们完成了书面评估，以判断供应商的社会和环境

表现及其与章程规定之间的差距。本次评估后，我们确定了需要优先走访的

种植园，责成其改进生产活动。

完成走访后，我们根据“费列罗验证方案”启动第三方验证流程，以此确定供

应商能否符合费列罗棕榈油章程。

本报告期内，费列罗主要供应商包括：

费列罗验证方案

费列罗棕榈油供应商

费列罗F-ACTS计划：棕榈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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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乳木果和娑罗树果的可持续发展

乳木果油由乳木果实加工而成，用于提升费列罗产品的口感和稳定性。

天然乳木果生长于撒哈拉沙漠一带，在西非多个国家均有分布，通常由当

地妇女采用传统方法采集。我们与乳木果油供应商AAK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从布基纳法索及周边国家长期采购可持续、可追溯的乳木果油。

费列罗为当地妇女提供指导培训，传授她们从采摘到储存这一系列过程

中采用最佳方法，帮助她们获得更高品质的乳木果仁，从而提高收入。此

外，充分遵循公平交易原则，使女性在与女性团体

的交易过程中拥有自由选择交易对象的权利。

娑罗树果油来自印度的娑罗树果实。果油从果实种子中提取，经进一步处

理和精加工，获得浅色果油。这种果油具有低气味、顺滑致密的特点，适

合生产化妆品和食品，可提升费列罗产品的口感和稳定性。

在致力于提升当地社区生活质量的同时，费列罗决定在2017年与非政府

组织合作，为AAK等供应商提供支持，进一步提高乳木果种植户的福利。

欲了解更多信息，可查阅：

费列罗棕榈油章程

费列罗棕榈油进度报告

费列罗棕榈油进度报告（第三版）

费列罗棕榈油进度报告（第四版）

费列罗棕榈油进度报告（第五版）

费列罗棕榈油进度报告（第六版）

费列罗棕榈油进度报告（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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榛子 HAZELNUTS

PANTONE 4695 CVC 20 - 60 - 100- 10 45 - 10 - 100 - 20 65 - 25 - 100 - 40

  费列罗榛子供应链的可追溯性是指，追踪榛子

生产阶段的各项活动直至其种植园的能力。稳健

的可追溯体系遵循质量至上的原则，有助于确保

高标准生产和高品质的产品。

根据可持续榛子的采购线路图，费列罗将在2020年实现榛子100％可追溯的

目标。

可追溯的重要性

可追溯性是实现可持续供应链的第一步。只有深入了解供应链的各个组成部

分，方可制定强有力的可持续计划。追溯至源头是指了解生产商、理解并满

足他们的需求并衡量相关措施产生的影响等。

截至2015/2016财年底，费列罗所采购的榛子中超过7%已实现可追溯。

在意大利，费列罗发起“供应链管理体系”项目，针对采购量建立标准化追溯系

统。通过该项目，费列罗率先在原材料采购中运用综合方法，将供应链的各

个环节纳入管理体系。

>7%
5%

15%
50%

100%
2015/16财年

2014年底 2016年底

来源：土耳其、智利、意大利

2020年底2018年底

可持续榛子采购线路图

费列罗F-ACTS计划：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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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费列罗土耳其农业（FFT）计划

土耳其每年的榛子产量占全世界产量

的75%。在土耳其，费列罗是体量最

大的买方，因此，2012年费列罗集团

决定携手当地和国际合作伙伴，启动

并实施费列罗土耳其农业（Ferrero	

Farming	Turkey,	FFT）计划。费列

罗与土耳其榛子供应商就上乘品质、

安全标准以及一系列道德、社会和环

境问题开展了紧密合作。

自启动以来，该计划便为土耳其黑海

地区带来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更重要

的是，费列罗首次与生产者建立了互

信关系，促使他们参与相关活动，以

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耕作技能，并扶植

当地农村的发展，尤其在乡村城镇化发展方面。

费列罗组建了一支农业技术专业团队，为土耳其榛子产区的农民提供帮助。农

业生产活动有其自身周期，农民通常根据农作物的适合时节和对环境进行观测

来开展农业生产活动。费列罗根据榛子生长时节制订费列罗榛子增值计划，适

时为生产者提供技术援助和专业知识。费列罗还在榛子战略产区建立了当地的

农业技术专业团队。

76名拥有娴熟技术、进取精神的年轻专业人员（54名农业技术专员和22名农

务工）为农民提供了免费咨询服务，涵盖以下方面：

•	 肥料使用的评估与应用；

•	 病虫害防治；

•	 杂草防除；

•	 修剪；

•	 收割/机械化；

•	 水资源和废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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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要点全部列于“FFT榛子生产标准”（FFT	 Hazelnut	 Production	

Standard），该文件准确概述了榛子种植的最佳实践。

经过对榛子果农进行为期两年的评估后，费列罗意识到需要更新内部生产标

准，以确保能够实时应对榛子种植市场的最新动态。

在将兼营农业转变为农业综合企业的过程中，FFT致力于提高农民鉴别所种榛

子品质和价值的能力。通过稳定地生产优质榛子，农民能够灵活地规划投资

和回报，延续家庭的农业传统。FFT专用的干燥站提供免费服务，可以让农民

将榛子烘干到最佳状态，确保榛子从初期生产阶段到储存之前始终保持高品

质。

在相关生产标准的指导下，果农充分利用了安置于榛子产区的54个FFT干燥

站。

 自2012年以来，费列罗的可持续采购

计划邀请到全球领先的认证公司科学

认证体系全球服务公司（SCS Global 

Services，www.scsglobalservices.

com）参与，委托其制定在土耳其的

具体行动。

在2015/2016财年的收获季节，SCS和当地审计机构对FFT供应链进行了特定

的审计，以保证生产商恪守FFT榛子生产标准。此次审计根据严格标准挑选出

具有代表性的126名果农样本，并派遣审计员在收获期间对其进行采访。

2016年2月，费列罗榛子公司聘请了19名社会专员，负责在榛子果农社区推

广“优秀社会实践”的理念。

这19名年轻专员拥有社会保障、社会学和教育方面的从业经验。

费列罗F-ACTS计划：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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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fft计划在榛子产区新聘19名社会专员

主要目的

向农民提供优秀社会实践（Good Social Practise, GSP）的培训、提供关于社

会和劳工问题的援助；支持FFT倡议在土耳其的开展；参与实施内部控制系统

（ICS）。

fft
 社会专员

优秀社会
实践培训

确定
社会风险

机电安装

与当地利益
相关方的关系

内部审计

女性果农
活动

认证

任务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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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榛子种植的优秀社会实践培训

在提供技术培训的同时，FFT认为果农在解决社会问题和农业经营转型中起到

重要作用，通过与果农进行对话沟通，提升果农对土耳其监管制度的理解，推动

整个行业向负责任的农业转型。

社会专员邀请农业社区中积极参与FFT活动的成员参与会议，分享关于农业社

会问题的需求、担忧、认知和解决方案。此外，会议重点还包括帮助果农了

解土耳其工人就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会议中还就以下生产标准进行了讨论：

•	 确保为15至17岁年轻工人提供合适的劳动条件；

•	 保障作为家庭劳力的年轻工人的

劳动权利；

•	 确保公平的工资标准和透明的支

付体系；

•	 限制工作时长，充分保护个人健

康和家庭条件；

•	 消除工作场所的社会歧视和骚

扰；

•	 确保工人适宜的工作和生活条

件；

•	 遵守严格的健康和安全标准。

FFT榛子生产计划
出席优秀社会实践培训的人数

年份

参与人数

2013

1,698 3,600 8,842 20,830
2014 2015 2016

费列罗F-ACTS计划：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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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与CAOBISCO和ILO建立合作

•	 费列罗集团继续与欧洲糖果及饼干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ocolate, Biscuit & Confectionary Industries,	Caobisco）和国际劳工

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两大公共组织在土耳其

开展广泛合作，并为一综合模式发展项目提供支持，该模式旨在杜绝榛子

收获季期间所存在的“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WFCL）”。该项目模式基

于2013年、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在奥尔杜的试点项目发展而成。

•	 此项目的总体目标是遵循土耳其政府的策略，在季节性农业活动中，杜绝

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具体目标如下：

•	 通过在季节性农业劳动人口密集的城市开展活动，包括东黑海地区、西黑

海地区、以及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以此在榛子收获季期间，杜绝最恶

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	 在儿童跟随打工家庭奔波期间，确保他们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持续进行，以

防止童工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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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财年，榛子收获季节期间项目成果的部分数据信息6如下所示：

•	 在奥尔杜、迪兹杰和萨卡里亚的目标区域内，季节性工人家庭总计达到

1,033个；其中，202个家庭接受了一对一单独咨询，其余则接受了小

组咨询。

•	 覆盖4-16岁儿童1,165名，其中719名（326名女童、393名男童）因接

受了项目所提供的教育项目而免于参加工作，其余儿童也获得其他服务。

•	 共为41个农村中介机构（20个位于萨卡里亚和迪兹杰； 21个位于奥尔

杜），提供了咨询和培训课程。

•	 覆盖75个榛子园主/种植园主（55个来自萨卡里亚和迪兹杰；20个来自

奥尔杜），与他们进行一对一交流、并提供单独咨询服务。

目标：

•	 提高妇女的社会意识；

•	 首先为妇女带来积极影响，继而
影响她们的子女；

•	 防止童工现象：培养健康的下一
代、打造健康的榛子生产模式带
来可持续的农业发展、发展良好
的农业以及良好的社会应用模
式；

•	 “健康的儿童，健康的社会，健康
的农业”

除榛子种植社区之外，FFT还将以更

广泛的形式向社会延伸，通过一系

列由FFT社会专员团队领导的培训活

动，提高保护儿童权利的意识，并

形成社会意识。 

女性农民培训

6.来源：国际劳工局——中期技术
进展报告——土耳其（2015年7月
1日—2016年5月31日）——项目
代码：TUR/15/02/CAB。

2016/2017财年下一步计划

费列罗F-ACTS计划：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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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费列罗集团的运营与榛子供应链密不

可分，以确保全年优质榛子的持续供

应。通过收购Stelliferi集团和Oltan集

团，费列罗目前已覆盖了整个榛子供

应链，从农田、费列罗农场和集中式

研究创新计划、工业加工阶段，到销

售再到半成品公司，从而建立了一个

高度整合的食品供应链模式。

除加工和销售外，供应链还涵盖了费

列罗农场的运营，由“绿领”员工和其

他专业人士负责管理，主营榛子种植

和收获。

在这种综合管理模式的推动下，集团

于2014年底成立了费列罗榛子公司

（Ferrero	 Hazelnut	 Company,	

HCo），旨在统一管理榛子供应链中

的各个相关方，包括： 农 场 种 植、农

民制定榛子种植策略、农艺研发，到采

购、产业转型、以及榛子产品和半成品

销售。

截至2016年8月31日，共计逾4,000人7

在费列罗榛子公司（HCo）工作，分布

在6家位于智利、阿根廷、格鲁吉亚、

南非、澳大利亚和塞尔维亚费列罗农

场、8家来自意大利、智利和土耳其加

工工厂和5个位于卢森堡、意大利、土

耳其、法国和英国业务部门。

费列罗榛子公司的诞生重新定义并拓

宽了集团的全新角色。此前集团的活

动仅限于采购层面，如今，依托费列罗

榛子公司，集团掌握了大量关于榛子

加工的专门技术，同时跻身成为全球

榛子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

高度整合的价值链

费列罗榛子公司

7、数据包括费列罗外部员工，
比如临时员工、培训实习生以

及其他以直接招聘形式雇佣的
员工，劳务合同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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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榛子公司（HCo）

农艺部门

费列罗榛子公司（HCo）组织架构主要包含三个业务部门：

- 农艺

- 技术

- 采购和贸易

农业部门的活动高度整合：目前所有

活动都致力于扩大榛子种植和提高全

球范围内的收获品质这一双重目标。

费列罗农业农场位于专门种植榛子树

的地区，是费列罗榛子公司的农艺“研

究实验室”。关于费列罗农场活动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本章末尾的阅读部

分。

种植部门通过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

帮助第三方果农推进榛子树种植，同

时为费列罗农场提供支持。 该 部 门

还帮助改善无榛树种植或组织化程度

费列罗农业农场、种植部门及农业改良与创新

不高的地区发展。种植部门将支持当

地的机构和社区，以证明投资榛子行

业的农艺可行性和经济效益。种植部

门还将提供农艺培训，并正确有效地

进行推广和传播等相关举措。

农业改良与创新

作为全球最大的榛子用户之一，费列

罗致力于推动榛子生产行业的可持续

变革，推广旨在提高品质和效率的特

定项目（如FFTv），同时推动创新。

费列罗F-ACTS计划：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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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集团组建了一支农艺师团队，致力于开展田野实地调查和试验。团队拥有先

进的设备和技术，将在接下来几个财年重点开展以下项目：

1.CMCC——长期气候变化和季节预测模型，为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异对今后

榛子生产的影响提供信息。

2.开发榛子农业生态区（Agro-Ecological	Zone,	AEZ），以了解种植地在

当前情况和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开发潜力。

3.建立“tHIRSt”水资源利用效率模型，进行更合适的水资源管理。

此外，团队通过加强与最重要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合作，包括榛子业界最杰出

的国际专家，促进和支持基础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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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门

采购和贸易部门

加工、技术改进和工业质量

凭借70多年的经验，费列罗具备能力，将最上乘的工艺、最先进的生产技术

和设备应用于榛子加工之中，比如烘焙阶段。

在收购Oltan和Stelliferi集团并成立费列罗榛子公司后，集团已掌握了一套创

新和持续精进的方法，应用于榛子加工流程，覆盖从榛子剥壳到挑拣和储存

的各阶段。

所有程序均百分之百符合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而且根据现行法规，这些标

准也变得越加严格。

全球贸易：采购 B2B 电子商务销售和市场营销

费列罗榛子公司是全球榛子市场主要供应商之一，不仅为费列罗集团，还为

其他行业重要客户供应榛子。

产品远销全球，包括：

- 带壳榛子

- 天然榛子

- 烤榛子

- 去皮榛子

费列罗榛子公司持续投资农业研究、质量改进和确保可持续生产的项目，因

此，包括费列罗集团在内的所有客户均可从中获益。

全球贸易：采购B2B电子商务销售和市场营销

- 榛子碎

- 榛子粉

- 榛子酱

费列罗F-ACTS计划：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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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费列罗农业农场

费列罗的榛子农业公司（农业农场）隶属于费列罗榛子公司并由其直接管

理，这些公司位于适合榛子种植和开发的新地区。农业农场是费列罗榛子公

司的农艺“研究实验室”，该农场具有示范意义，承担以下三重职能：

试验：尝试不同的农艺栽培技术，以检测不同榛子品种是否适应当地农业和

气候条件；

示范：与当地农民共同推进榛子种植；

生产：保证费列罗部分榛子原料的供应。

部分土地专门被用作苗圃，为发展供应链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些土地可以种

植选定品种的树苗，然后按照公允的市价出售给当地农民。费列罗榛子公司

还向当地农民提供技术支持、咨询和培训，帮助他们以最好的方式维护种植

园。2015/2016财年，费列罗榛子公司组织了多项培训活动，参与人数超过

1,300人。

费列罗农业农场发展历程

1991 1994 2007 2009 2011 2013

智利：
3,500公顷育苗场

南非：
500公顷育苗场

澳大利亚：
900公顷育苗场

格鲁吉亚：
3,500公顷种植面积 苗
圃生产

塞尔维亚：
200公顷育苗场

阿根廷：
200公顷育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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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SUGAR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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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
农产品增值计划

2015/2016财年，费列罗购买的全部蔗糖中，约1/4

为白砂糖，约3/4甜菜糖。

可持续蔗糖采购目标图

10%
40%

2017

产地：巴西、印度、澳大利亚等国

70%
47%

100%

2016年底 2018年底

2015/16财年

2015年3月 2016年8月

2014年底
2020年底

费列罗致力于到2020年实现100%采用来自于可持续供应源的
精制蔗糖。

费列罗F-ACTS计划：糖

通过系统性地进行资源投入，并从稳健性、实地影响、资源和成本效益等多

方面对当前的认证方案进行评估，我们正在核实进一步扩大可持续甘蔗供应

链的可能性。

此外，为了评估甘蔗农场和工厂的技术水平及可持续性，我们进行了深入探

讨和实地考察，以甄选出具有稳健可持续战略的供应商，并正式建立合作关

系。

费列罗已与多家农业合作社及蔗糖生产商保持着深层互信的合作关系。其中有

几家供应商与集团合作了数十年之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优质蔗糖。为了支持

其他产糖国的发展，采购和质量团队制定了针对新供应商的基本筛选程序。通

过内部审核制度，确保原材料始终符合集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

如往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述，费列罗采购的蔗糖100%为非转基因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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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费列罗自2010年起加入了“Bonsucro 

（Better Sugar Cane Initiative）—蔗

糖改进倡议”组织（www.bonsucro.

com），Bonsucro是一家全球公认的

专业机构，旨在通过以测量为基础的

认证计划，促进蔗糖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费列罗通过执行相关生产标准，

以降低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人

权和劳工标准、合规等方面的影响，

藉此支持该方案的实施。

费列罗与Altromercato均遵循一系列

高标准的企业价值观，这一点在两者

的业务经营中均有体现。双方一直在

探讨合作可能性以促进各自行业的

经济生态发展，经过持续深入的探

讨，2016年费列罗和Altromercato

代表签署了合作协议，正式建立合作

关系。协议确立了共同目标，由此形

成了“合作宣言（Manifesto for Solid 

and Integrated Cooperation）”，相

关项目总结了费列罗及其合作伙伴致

力于在供应链创造共同价值的承诺：

•	 壮大在各自国家的小生产商组

织；

•	 通过Altromercato，费列罗与这

些组织的长期合作关系得以保

障，确保了进入市场和获取市场

信息的可持续性，这些信息对于

实现以公平贸易价值观为指导的

合作发展和可持续贸易是不可或

缺的；

•	 通过专项研究、传播和宣传活

动，加上行业协会和社会各界人

士的参与，推动责任文化和经济

发展；

•	 推出针对公平贸易和/或可持续贸

易的共同项目。

•	 通过“可持续发展计划”

，Altromercato和费列罗旨在实

施一项2016-2020年的长期计划。

该计划面向毛里求斯小型甘蔗生

产商，旨在改善和提高该群体在

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层面的可

持续性。

该计划将设定一系列具体目标：

1.	 鼓励受益于合作社的小生产商，

通过引入标准、高效、可持续的

营养素综合管理计划（Integrated 

Nutrient Management, INM），

采用生物肥料和有机肥料搭配适

当的化肥，该项目与政府近期推

出的促进毛里求斯生物农业政策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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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创新投资和鼓励纳入年轻专

家，为合作社及其成员提供支

持，以此促进小型农户受益人合

作社服务的精简和高效化。

总体而言，可持续发展计划旨在确保

小型甘蔗生产商拥有更可持续的未

来，及更强的长期适应能力。新型甘

蔗供应链意味着全新的典范，更稳固

的关系以及更有效的服务。将这些可

持续做法付诸实践，需要可持续发展

计划等创新举措相配合，以提高小型

甘蔗生产商在生产过程中的经济、环

境和社会可持续性。 于2016年4月

加入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小型生产商合

作社，成为了该计划的直接受益者。

在2015年推广活动期间，25个目标

合作社涵盖了826个活跃成员，其中

许多成员还是小型土地所有者（0-10

公顷土地），总共拥有约500公顷土

地。为实现目标，该行动聚焦于作为

变革主力的小型农户及其合作社，鼓

励该群体直接积极参与项目。

费列罗F-ACTS计划：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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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尊重动物福利是费列罗商业行为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列罗优先逐步落实

维护动物福利的五项自由，不断加以完善，并预测相关法规的变化。

因此，费列罗致力于确保其供应链中的动物均获得充足的水和食物，并提供

必要的照护，以保持动物健康，避免疼痛与痛苦。例如，费列罗配置冷却系

统，提供凉爽环境和空间充足的休息区域以及丰富的生活条件（如提供带有

铺垫物的栖息房舍和方便动物抓搔的背刷），从而保证动物福利。另外，费

列罗还监测了动物圈舍时间的隔间大小以及动物在人类靠近的反应（接近测

试）。

此外，鉴于与供应商的长期合作关系，费列罗不仅要确保供应商均能遵守有

关动物福利的法规，还要在适当条件下以严于法律要求的最低标准规范自

己。在动物福利尚未引起深切关注的地区，无论其供应量多少，这一措施的

推行挑战重重。

牛奶、鸡蛋供应链中的动物福利政策

费列罗认为尊重动物福利是其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则。在动物源产品供应链

中，费列罗的目标之一是制定相关生产程序，确保动物福利标准得到逐步改

善。

尊重动物福利有助于保证产品的品质与安全，同时保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

动物福利的五项自由8 描述了动物的理想生活条件，满足了这些条件即说明动

物福利得到了保证：

1.	 免除饥饿、口渴和营养不良的自由，即保证充足清洁的饮用水和维持健康

所需的食物；

2.	 免除不适的自由，即为动物提供适当的房舍或栖息场所；

3.	 免除疼痛、伤病的自由，即为动物做好防疫措施，并为患病动物及时诊

治；

4.	 表现正常行为特征的自由，即为动物提供足够的空间、适当的设施以及将

其与同类动物一起饲养；

5.	 免除恐惧焦虑的自由，即确保动物避免遭受心理痛苦的条件和待遇。

8、维护动物福利的五项自
由是由农场动物福利委员会

（Far mAnimal Welfare 
Council，于1979年改组）在《

布兰贝尔报告》中提出。



—
211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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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
农产品增值计划

费列罗采取一项自愿性的内部计划，旨在以更负责

任的方式采购鸡蛋。该计划承诺按以下时间安排，

采购来自自由放养的养鸡场的鸡蛋，并将这一计划

推广至所有欧盟工厂。费列罗在2014年9月实现了

欧盟工厂的鸡蛋均10	0%采购自放养鸡场的目标，并将继续贯彻这项承诺：

有赖于供应商的一贯努力和协作，集团在2014年9月实现了所有欧盟

工厂的鸡蛋均100％采购自放养鸡场的目标。

2013年，费列罗在土耳其、墨西哥等欧洲以外国家新建了两家生产工厂。这两

家工厂所采用的鸡蛋约占费列罗全球鸡蛋消耗量的5%。尽管比重不大，费列

罗仍致力于为以上地区制定尊重动物福利的鸡蛋采购策略。费列罗将继续与

以上国家的供应商保持对话，以促使他们供应放养鸡场生产的鸡蛋，并制定

在全球范围实现100%采购自放养鸡场鸡蛋的目标。

产地：15个欧盟国家工厂

FY 
2015/2016

2012年9月 2013年9月

100%

40%
60%

2014年9月

鸡蛋采购自放养鸡场的线路图

费列罗F-ACTS计划：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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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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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
农产品增值计划

  多年来，费列罗与精心挑选的地方牛奶供应商

建立并维持了长期合作关系。这样的相互协作确

保集团所有牛奶供应商遵循相同标准，保证并提

高牛奶的新鲜度与品质。

费列罗利用这些合作关系来加强建设其“精简可控的供应链”，重点关注供

应商在动物福利和环境责任保护方面的可持续活动。

费列罗严格遵守国家关于鲜牛奶和奶制品的生产法规，不断鼓励供应商采用

最佳的牛奶生产实践。

乳制品生产法规包含的牛奶质量参数（例如不含抗生素）方面的要求，其分

类和成分因国家而异。然而，不论当地牛奶法规的严格程度如何，费列罗关

于牛奶供应的严格标准已在全球范围内应用。

费列罗直接从严格挑选的乳制品合作伙伴采购牛奶，确保把控整个供应链，

保证牛奶稳定的新鲜度、口感和安全性。费列罗在法律要求（包括奶牛场的

10 0％可追溯性）范围外，还针对整个精简可控的供应链建立了追踪系统，旨

在清晰掌握从农场到成品的路径。

此外，费列罗集团参照质量参数对供应商进行频繁、详细的审计，以确保更

细致地了解牛奶从产地到各个供应阶段的情况。

在费列罗与Inalpi（意大利）和Mittelelbe（德国）两大供应商开展的“牛奶供应

链合作项目”中，可以找到这些阶段的范例。上述供应商供应的牛奶全部实现了

100%可追溯，并可追溯详尽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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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供应链合作”项目

“牛奶供应链合作”项目计划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每年供应3万多吨奶

粉和7,000吨脱水乳脂肪，旨在通过与供应商开展合作，制定和加强各

项措施，以满足费列罗供应链协议所建立的标准。

牛奶供应链具有三大特征：

精简：生产者与加工者之间只涉及少数商业中介机构，使二者可以直接

接触，从而缩短相关方之间的距离；

可控：参照费列罗质量标准中关于微生物和化学物的限定标准；

可持续发展：监测动物福利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

其中，费列罗计划通过供应链监控制度来落实的动物福利指标分为以下

类别：房舍制度、动物饲养和动物健康管理。

2015年，费列罗针对来自不同地区（从意大利到土耳其，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印

度）的14家战略供应商实施了“牛奶质量项目”（Milk	Quality	Project，M-

QP），该项目下的牛奶供应量占费列罗欧洲工厂牛奶采购量的近98%。通过审

核奶牛场时收集的大量数据（自项目启动以来，已考察650多个乳牛场），费列

罗能够充分了解牛奶生产链。此外，各供应链供应商不仅在大部分已确立的牛

奶质量参数管理上，还在改善动物福利和减少环境影响等良好实践的落实计划

上，践行其承诺。

通过动物福利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表现，我们既可确定各部门的优势领

域，又能制订相关改进计划。目前，这些会议为费列罗和牛奶供应商提供了一

个重要的交流机会，分享他们对乳品业可持续发展和牛奶质量的意见，讨论各

种可持续性计划，并巩固良好的合作关系。

费列罗F-ACTS计划：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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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地球有着极为复杂的生态系统，有许多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不断相互影

响。由于这一特性，当人类对地球环境施压时，地球也会有所反应。

众所周知，气候变化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特别是在科学和政治领

域。有鉴于此，近年来国际社会采取了多种重要举措，如签署国际协议、各

国政府设定应对目标等。

联合国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列为计划于2030年前达成的三大目标之一，

致力于推行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2015年9月，联合国193个成员国正式通过17项目标。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发布的最新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最高的三大部门分别是

电力生产；农业、粮食及其他用地相关；以及工业。

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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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五次评估报告。

工业

21%

交通

14%

25%

建筑物

6.4%

其他能源

9.6%

农业、林业和其他用地

电力和热力生产

1.4% 能源

11% 工业

0.3% 交通

12% 建筑物

0.87% 农业、林业和其他用地

24%

49 Gt CO2eq
(2010)

直接排放
二氧化碳
间接排放

不同经济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

近年来，随着砍伐森林减少，再造林政策普及，以及供应链管理更为可持续，“

农业，林业和其他用地”板块的总体排放量在下降。从成本效益比角度来看，这

些政策不仅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有突出作用，还对其他与经济、社会和环境相

关领域产生积极贡献，例如增加生物多样性、更好地保护水资源和减少土壤侵

蚀等。

在此背景下，费列罗集团的工作重点继续围绕可持续的供应链管理，为本地和

全球市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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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范围1
所有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2
消耗外购电力，蒸汽产生

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3
其他间接排放*

农业原材料

出奇蛋产品

物流

包装

废物和辅助产品

员工出行

65.3%

12.6%

0.5%

3.7%

1.3%

2.3% 范围27.5%范围1

90.2%

范围3

6.8%

作为糖果行业的一员，费列罗产品配方中主要使用的原材料来自热带地区。因

此，集团的一项首要职责是衡量其产品对整个供应链所产生的影响。只有对自

身影响有清晰的认识，企业才能对其进行管理。自2009年以来，集团每年都

会对碳足迹9进行评估。

特别是自2013/2014财年以来，费列罗启动了FER-Way（Ferrero	 Environ-

mental	 Responsibility	 Way）－费列罗环保责任项目，旨在更有效地进行

环境可持续性的管理。集团致力于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包括间接排放量的附加

来源，并根据在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重新定义指标和测量参数。基于此，集团

能够识别风险、机遇，并开展必要的战略行动。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给出的定义。

费列罗环保责任项目

9. “碳足迹”是指“单个
人、组织、事件或单位产品

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
气体的直接或间接排放总

量。



—
217

费列罗环保责任项目的基础是生命周期思维（Life	Cycle	Thinking,	LCT）方

法，该方法从构思阶段开始，对产品的不同生命阶段及其对环境的主要影响进

行分析，同时还考虑了不在集团直接控制范围内的其他阶段。根据生命周期

思维，可以明确个人责任或直接责任（包括范围1的直接排放和范围2的间接排

放），属于该责任范围的排放量为555,702吨二氧化碳，占2015/2016财年总排

放量的9.8%。此外，属于共同责任或间接责任（范围3）的排放量为5,102,751

吨二氧化碳，占总排放量的90.2%，而农业原材料种植和生产相关则是集团影

响环境的最大源头（65.3%）10。

10.在计算碳足迹时采用以下标
准和方法：
- 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 WRI）
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WBCSD）编制的《温室气体
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
准》，这是当今世界上使用最广
泛的核算标准和碳报告工具；
- 《公共可用规范2050:2011》
（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
cation-PAS），由环境、食品及
农村事务部（DEFRA）、碳信托
公司和英国标准协会（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e - BSI）在
ISO 14044标准的基础上共同编
制，只关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温
室气体排放；
- ISO 14040和ISO 14044是关
于生命周期评估的标准，其中提
出了相关原则、框架、要求和指
导方针。
11.数据涵盖了整个2015/2016财
年，其中包括费列罗集团于2015
年12月收购的Alba Power。

12.不包过以下生产工厂：喀麦隆
和南非工厂、中国新建工厂，以及
埃尔弗莱顿的Thorntons Plc工
厂。原材料和包装数据还包括中
国工厂的数据（共19家工厂）。

13.KSC仓库、代加工厂和转运
点不包括在内。

14.本集团的数据估算是以阿尔
巴工厂的抽样调查作为依据，
其中涉及2014/2015财年约900
名员工的情况。调查工作是“
糖果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计算方法”项目的一部分。案
例研究：阿尔巴工厂——费列罗
集团”

费列罗集团通过内部SuRe（Sustainable	Reporting,	可持续报告）对受控环

境中的数据搜集和分析进行管理。本期报告的环境数据呈报范围包括11：自产

能源；18家生产工厂12及35个内部仓库；13个费列罗直接管理的仓库；213个不

受费列罗直接管理的仓库13；健达®奇趣蛋产品的生产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

运输；集团主要公司员工的商务出行；以及集团所有员工的通勤出行14。

集团目前仍在研究分析将主要原材料和包装材料从供应商运输到工厂的相关数

据。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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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员工出行

运输

可可种植

收获

发酵

烘干

挑选、包装和称重

原材料

生产

物流

分销至消费者

原材料和
包装的运输

消耗量

使用寿命终止

4家生产工厂，其中2家为
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

牛奶

榛子

出差

烘干

飞机

汽车

汽车

火车

摩托车

火车

半成品与
成品的运输

奇趣产品与奇趣
材料的运输

由集团直接
管理的仓库 玻璃

纸张与纸板

塑料
其他包装原料

PAPER

PODS

MOULD

PLASTIC

非集团直接管理的仓库

员工出行

棕榈油

蔗糖
面粉

其他原料

能源工厂

费列罗
榛子公司

LEGEND

费列罗环保责任项目范围内

费列罗环保责任项目范围外

18家生产工厂，
其中1家为米凯利•费列罗企业项目

奇趣产品 

包装

可可豆

分包

分包

分包

公交车

费列罗环保责任项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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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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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15.原材料总量包括以下数
据：农业原料（包括费列罗产
品配方中使用的水）、原材料
包装、玩具原料，及生产过程

中的补充材料。该数据涵盖
费列罗的19家生产工厂（包括
中国的新建工厂）和13个直营

仓库。

16.该数据涵盖由费列罗集团
直营的18家生产工厂和13个

仓库，详情请参见本章内容。

17、数据涉及费列罗的19座
生产工厂（包括中国的新建工

厂）和13个直营仓库。

18.该百分比是根据费列罗集
团的总包装材料估算的循环

利用材料所占比例。在纸与纸
板方面，数据基于购买材料的
成分计算。对于rPET和rPP，
该数据是本报告参考年度所
采购循环利用材料的确切计

算结果，而对于玻璃和铝，该
数据则来自于供应商调查，并
考虑了材料来源的不同工厂，
因此与包装供应商所在国家

的收集与回收效率有关。

2015/16财年
主 要 数 据

       包装材料为循环利用材料1837%
包装材料为可再生材料17

1,830,193公吨
原材料总量15

10% 
绿色能源

使用量占比16

7,368 吉焦
风力电厂与太阳能电厂

提供的能量16

424,714 吉焦

外购电能
（认证的可再生能源）16

785,635 吉焦
可持续生物液体燃料厂

提供的能量16

4,262,608 立方米

耗水量16

95%
废物回收率1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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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50年间，全球经济走向了生产和消费的线性轨迹，对自然资源的需求

不断上升。随着世界人口不断增长，我们应当调整这种思维定式，并改变当

前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因此，以自我再生产为特点的循环经济模式，正逐步

取代传统的线性消耗模式19。

集团认识到资源供应不足将会影响业务发展，因此通过费列罗环保责任项

目，费列罗集团旨在支持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详尽地掌握特定产品地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排放数据，有助于使现有

地生产体系向循环经济转型。因此，仅仅测量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够的，

只有与供应链上下不同的参与者共同合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此，费列罗正开展一项特定的企业责任项目，对员工、供应商和客户开展

培训，同时积极促进费列罗与高校、协会、研究机构、供应商和非政府组织

在项目中的合作	，共同创造价值。

只有这样，各方才能群策群力，共同推动食品行业向循环经济转型，从而：

1.	 保护并发挥自然资源与原材料的最大价值；

2.	 高效利用自然资源；

3.	 促进原材料的可持续供应。

19.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Ellen McArthur Foun-
dation）将循环经济定义
为“设计上具有恢复性和再
生性的循环经济，其目标是
始终保持产品、成分和材料
的最高效用与价值，从而区
分技术与生物循环。”

测量
采用公认指标和监控流程
测量集团活动的环境足迹

规划
为产品、包装、
设备和建筑规划
建立中长期目标

教育

ERWayWay

 FERRERO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合作
与高校、协会、
研究机构、
供应商和
非政府组织
开展合作项目

通过提供培训机会和
相关信息教授员工、
供应商和客户相关知识

费列罗环保责任项目与循环经济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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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在推行“费列罗环保责任项目”（FER-Way）的过程中，“费列罗未来发展(Ferrero-

4Future)”框架应运而生，为费列罗集团规划了四大行动领域，打造一个更加可

持续的未来。

费列罗未来发展（Ferrero4future）

ERWayWay

废物管理

自然生态
系统保护

气体排放

资源高效利用
2

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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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集团以每年9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为一个周期，对资源消耗与

环境影响情况进行测量20。

农业原材料

为保持并发挥食品中自然资源的最大价值，确保原材料的负责任生产至关重

要。

正因如此，如前一章所述，费列罗集团为其主要原材料制定了可持续的供应

链路线图，并与国际认可的认证项目针对棕榈油、可可豆、榛子23、蔗糖、咖

啡和纸张/纸板24等材料开展合作，并接受第三方审核。

1. 资源高效利用

原材料

2015/2016财年费列罗集团资源消耗情况

水
426万立方米

材料
183万公吨

55%

28.6%

15.4%

1%

74.5% 农业原材料22

22.6% 包装

2.0% 奇趣产品材料

<1% 工厂材料

能源
1031万 吉焦

<1% 汽油

77.4% 天然气

13.2% 电力

7.6%

蒸汽与热水<1%

生物能发电

公共管道

地下水

地表水

其他来源

<1% 柴油

<1% 液化石油气

<1% 甲烷

20.本报告涵盖费列罗集团
在欧洲、美洲、亚洲和大
洋洲的18家生产工厂（包
括其35个内部仓库）与13
个直营仓库，几乎占集团
2015/2016财年的全部产
量。监测的数据主要包括：
水资源消耗、废物产量、能
源消耗和二氧化碳当量排
放 。这些数据不包括中国
的新建工厂，也不包括埃
尔弗莱顿的Thortons Plc
工厂。

21.费列罗直营仓库总数与
2014/2015财年数值不同（
从19个降至13个），因此必
须将两者的差别考虑在内。

22.农业原材料总量的数值
包括费列罗配方中所用的
水量。

23.如上一章所述，由于目前
没有关于榛子的国际公认的
可持续性认证，可持续供应
链路线图主要关注供应链
的完整可追溯性。

24.有关纸质认证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相应段落“纸
张”。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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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25.按使用材料的重量从大到
小依次排列。

此外，费列罗集团已开始针对六种主要农业原材料的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研究。

该项目将于2018年8月完成，集团将获得农业原材料生产对环境影响的准确数

据。在确定每种原材料最关键的生产环节后，本集团将启动促进高效生产的计

划。

目前，费列罗正对土耳其榛子种植园、意大利奶牛场和欧洲主要蔗糖供应商进

行评估研究；此外，自2014/2015财年起针对棕榈油也启动了相关研究。

包装材料

实现产品包装和生产之间的协同效

应，对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高质

量的产品；充足的保质期以防止食物

浪费；在生产工厂至消费者之间的流

通阶段，保证产品的安全性；与消费

者的沟通。

费列罗产品使用的包装材料由不同类

型的材料制成，包括玻璃、纸张与纸

板、塑料和铝25。

此外，2015/2016财年，玻璃是使用

最多的材料，超过16万吨，其次是纤

维成分（纸张与纸板），约为15万

吨。

为确保正确的包装设计，集团依据对

环境产生的影响变量对包装进行优

化。这就是费列罗集团多年来采用5R

战略的原因。

以下是2015/2017财年实施5R战略的

项目实例：

5R－可回收（Recycle）

无论是在技术还是质量层面，我们都

致力于提高包装的可回收性与再生成

分的比例。 

例如，2015/2016财年，经过质量和

技术测试，费列罗集团加拿大生产工

厂使用回收率更高的包装材料约180

吨，其可回收性得到改善。

在集团层面，我们已经实现可再生

材料的使用量约占总材料使用量的

39%。除了含有可再生材料的玻璃、

铝和纸板外，可再生塑料也用于运输

和展览。在包装残料再利用（Scraps 

of the Packaging Evolution, SPE）

项目中，集团使用生产废料制造新包

装，2015/16财年共使用约57吨硬质

塑料。

5R－清除（Removal）

在研究如何减少特定包装的厚度时，

费列罗需要对整个系统进行重新设

计，从而确保较薄的包装仍能具有预

期的功能（例如保护产品外观、安全

性与机械强度等）。

举例来说，通过1千克装能多益®产品

的包装优化，集团2015/2016财年在

美国市场中节省了超过26吨包装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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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集团在中空的产品展示包装中，发明了一种自动支撑设计，与需要额

外支撑的包装版本相比，包装重量减少了35%（这种支撑无法彻底移除，因

为部分产品容易遭遇受到外力影响并造成成分破坏）。

5R－精简（Reduction）

集团不断优化和减少包装生产过

程中的自然资源消耗，同时保证

包装的质量与功能。例如，通过

使用更轻便、性能更高的材料，

加拿大工厂的TicTac®嘀嗒糖托盘

所用材料减少了约12吨。

此外，费列罗在日常工作中还与

供应商就质量和环境问题进行持续沟通。  

去年，我们开始使用树脂作为精选塑料包装，从而降低包装供应商的生产能

耗。此举表明，我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延伸至整个供应链，而不仅限于费

列罗集团的工厂。

5R－再利用（Reuse）

再利用一直是费列罗在包装设计领域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例如，多年来，能

多益®玻璃瓶已成为该品牌的标志之一；健达出奇®产品的包装可在使用后作

为存钱罐使用。

费列罗集团正不断寻找创新方法，计划在2020年前，针对来自可再生资源的

包装材料使用量较2009年提高10%。由于技术和科学的进步，近年来包装行

业不断发展。2015/2016财年，集团与世界各地的多家企业展开合作，对包装

产业最新技术的行业应用进行可行性评估。

费列罗致力于在减少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兼顾消费

者和循环经济的需求、以及每个市场各自的情况。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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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

为应对森林砍伐，费列罗集团于2014年9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签署了《纽

约森林宣言》。该宣言是一项政治性的自愿承诺，通过政府、企业和社

会的对话，力争于2020年前实现森林面积减少速率降低一半，到2030年

彻底终止森林面积减少。

费列罗参与

对于易产生森林砍伐问题的原材料，集团近年来为杜绝森林砍伐开展了

一系列重要行动。

2012年，费列罗就纸张供应链做出重要承诺，计划于2017年底前实现采

购的原生纸张与纸板来自经认证的可持续供应链。自2014年底以来，费

列罗已实现采购的所有原生纸板来自经认证的供应链。

经认证的纸张/纸板的可持续供应链

森林砍伐

森林砍伐是引起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的主要原因之一26，占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15%。事实上，森林在土壤中保存了大量碳，据估算约有

5,000亿吨，而其中绝大多数森林位于热带雨林。森林砍伐的主要因素是

农业的商业化，原因在于对于重要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

了解原材料的来源是消除森林砍伐的第一步。

 

26.来源：千禧年生态
系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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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认证？

从社会和环境角度来看，认证可以促进负责任的森林管理。认证一般由多

方利益相关方组织推动，致力于根据经独立验证的可靠标准，实现负责任

的森林管理认证。

什么是可持续供应链？

可持续供应链是指符合可量化、可验证的国际公认标准的供应链。

什么是森林认证？

森林认证是一种森林管理检查流程，旨在根据商定的原则和标准评估森林

的管理方式。这些原则包括承认原住民的权利、长期的经济可行性、野生

动物保护等。

最低要求：

- 健康、劳动、安全权利；

- 将材料对森林、土壤、水、生态系统的直接/间接损害降至最低；

- 就森林管理为当地社区提供咨询；

- 防止发生违法活动。

1 2

最低要求：
- 健康、劳动、安全权利；
- 将材料对森林、土壤、水、生态系统的直接/间接损害降至最低；
- 就森林管理为当地社区提供咨询；
- 防止发生违法活动。

可持续性森林管理

认证材料的
可追溯性

调查员

调查员

可持续供应链

费列罗供应商

造纸厂

初级包装所用原生纸张
100%来自可持续供应链

2

1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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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能源被普遍认为是工业生产的生命血液：所有生产流程皆以不同程度和不同

方式要求持续的能源供应以维持运作。在欧盟地区，食品生产流程中的能耗

约占总能源消耗量的7%27。

显而易见，根据不同的生产流程，能源消耗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而在食品

行业中，这种情况更为复杂。

费列罗针对能源供应链开展的行动主要有三方面：

1.	 使用自产能源；

2.	 使用可再生能源；

3.	 提高能源效率。

27.数据来源于“欧盟食
品行业的能源使用情

况：2015年发展状况与改
进机遇”

玩具是健达奇趣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费列罗的经营活动始终怀抱对

儿童的高度责任感，我们相信儿童是地球未来的建设者。

多年来，费列罗持续开展健达®奇趣玩具的环境影响评估，以便进行最恰当的

选择，降低整个价值链中的材料消耗。

有鉴于此，从2013年开始，健达®奇趣玩具生产中的手工上色由创新上色系统

取代，这有助于降低消散在环境中的清漆与溶剂。与此同时，费列罗不断升

级机械设备，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消耗。

奇趣产品材料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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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产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其中，82%的工厂使用“冷热电三联产”系统，可以通过单一的化石燃料来源进行

发电、供热和制冷，从而实现能源的最大限度利用。

意大利
59.6
17.2
1.35

108.41

13.0
0.63

德国

5.6
0.03

波兰

4.2
比利时

4.6
加拿大

0.7
澳大利亚

1.5
爱尔兰

89.2 热电联产/天然气

17.2 可持续生物液体
燃料热电联产

2.0 其他可再生资源

2015/2016 财年

截至2016年8月31日，费列罗生产工厂的电力产能（兆瓦）

28.意大利的数据包含
了阿尔巴电厂（56.3 兆
瓦）、费列罗工厂和直营
仓库的电力产能。2015
年12月，费列罗集团
100%收购阿尔巴电厂，
因此该数据涵盖其总装
机功率。

自产能源方面，近年来，费列罗集团始终专注于开发热电联产生产工厂，以

及采用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工厂。费列罗集团现有11座热电联产工厂。

按照国家与能量来源划分的工厂电力产能（兆瓦）情况如下图28所示。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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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产是发电、供热与制冷的综合过程，其中部分热能通过吸收式制冷

机，用于生产冷却水供制冷使用。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热

电联产，扩大了在民用和工业领域的使用范围。

热电联产工厂（也是冷热电三联产）的供能主要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主

要为天然气）或可再生资源（例如生物质或可持续生物液体燃料）。通

常情况下，工厂的类型和规模是根据各家工厂的生产流程需求，以及国

家的法规进行确定。热电联产系统的应用比大型热电厂的产能更具优

势，因为其可以直接设置于现场，这使得电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可

以进行回收，重新用于现场的生产流程。

相反，在大型热电厂中，由于涉及的用户数量较大，以及远距离输电造

成的能量损失，因此不可能使用上述方法。

然而，在热电联产的情况下，能源生产点位于消费区附近。通过这种方

式，加热和制冷可用于电力生产以外的各种目的，例如区域供热、住宅

通风或其他工业用途，其中热量能够以蒸汽或热水的形式使用。制冷通

常用于建筑物中的空调和/或直接用于生产流程。

如下图所示，在产能相同的情况下，相较于发电（国家发电系统）、产

热（传统锅炉）与制冷（制冷压缩机）三大系统的能耗总和，冷热电三

联产发电所消耗的燃料数量可降低12%以上。由于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

物排放减少，经济和环境方面将更具效益。

冷热电三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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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15/16财年全年的自
产能源比例的数据包括了
阿尔巴电厂在内。该数据
同时也包括了阿尔巴电厂
自产自用的电力。

电力

热能

损失/自耗

损失/自耗

87

FUEL

20

FUEL

电力

热能

制冷

损失/自耗

吸收式
制冷机

100

燃料 热电联产工厂

冷热电三联产工厂

热电厂

热电厂

锅炉

40 40

24

损失/自耗3.0

29

18

18 13

制冷传统制冷机 13

5

18

36

47

2

40

5.5

FUEL 2.5

电力

热能

损失/自耗

损失/自耗

87

FUEL

20

FUEL

电力

热能

制冷

损失/自耗

吸收式
制冷机

100

燃料 热电联产工厂

冷热电三联产工厂

热电厂

热电厂

锅炉

40 40

24

损失/自耗3.0

29

18

18 13

制冷传统制冷机 13

5

18

36

47

2

40

5.5

FUEL 2.5

2015/16财年，集团生产工厂使用的自产电力约占所有工厂电力消耗总量的

50.6%29。2015/2016财年，约18%自产电力来自于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工厂。

冷热电三联产系统

冷热电独立生产系统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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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再生

燃料8,088 太焦
石油燃料

（天然气、柴油、液化石油
气、石油与甲烷）

采购能源与自产能源
（不包括太阳能）239 太焦

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
（经可再生认证的采购电力以及
来自可再生来源的自产电力）

786太焦
可再生燃料

（可持续生物液体燃料）

可再生

1,198 太焦
采购能源

（蒸汽、热水与电力）

10,311 太焦

能源强度比9.0
吉焦/吨

电力和天然气是费列罗集团的两大主要使用能源，占其生产工厂和直接管理

仓库能源消耗总量的90%以上。

为降低工厂对环境的影响和能源成本，合理有效地利用能源是工厂管理的一

大关键目标。去年能源消耗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2015/2016财年能源消耗

费列罗的生产流程需使用以下形式的能源：

•	 电力；

•	 不同温度下的热量（蒸汽与热水形式）；

•	 不同温度下的制冷；

•	 压缩空气；

•	 真空。

生产流程中使用的其他能源主要用于生产厂房、仓库和办公室的空调设备。

本集团所使用的能量来源如下图所示：

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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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

能源强度比 7.1

7,959

4,727
3,898
829

2,078

240

1,154

9.0

10,311

8,873
8,088
786

1,361

239

76

总能耗

总燃料消耗
来自不可再生能源
来自可再生能源

太焦
太焦
太焦

太焦
太焦

太焦

吉焦/吨

计量单位 2014/15财年 2015/16财年

太焦

蒸汽或热水消耗

总电力消耗（不包括已出售的电力）
来自可再生能源

由于本期报告数据涵盖了阿尔巴电厂

（Alba Power，此前被视为外部供应

商，现已纳入集团），因此集团能源

强度比例30降低了27%。

通过推行注重效率的企业文化、开展

技术性项目，集团成功提高了能源效

率。

费列罗为改善能源使用情况，开展了

许多措施，其中包括：制定能源管理

流程；安装高效的电机与变频器；使

用节能LED灯进行房屋照明；高温流

体管道设置隔热层；从加工服务工厂

回收热能；安装空调调节系统； 

能源分配网络的合理化；研究和消

除能源损失的源头。“绿色周末”项目

是改善能源使用情况的关键工具，该

项目旨在减少每周停产期间的能源消

耗，这主要得益于所有生产人员的共

同参与。

生产工厂定期进行能源诊断测试，通

过对工厂及其运营情况的分析，提供

工厂能量流动的基本情况，帮助确定

能源消耗的主要来源及潜在改进领

域。

费列罗集团工厂2015/16财年实施的能

效举措示例如下表所示：

30.指数计算是以参考年
份的产能吨数作为依据。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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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经理在提高工厂的能源效率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是集团能源管理

整合的重要一环，由其定期召开的“职业家庭”31会议涵盖五项目标：

1. 推广能源管理文化，将能源视为产品的“成分”之一；

2. 根据ISO 50001标准开发能源管理系统；

3. 通过工具共享，保证工厂之间的密切沟通；

4. 提升管理能源效率的专业水平；

5. 规定实现能效目标的标准化方法。

在工厂中，能源管理经理将“能源管理团队”推广这些目标。

31.“职业家庭”是一种横
向社区，所有人员在费列
罗工厂中皆发挥相同的

作用。其目的是分享和发
展共同的知识基础、规范
工具和方法，传播最佳实

践并持续改善。

生产流程的能效

生产过程的合理化，对能源效率产生积极影响

在产品处理中使用更加节能的技术

热量回收
从空气压缩机回收热能

从冷凝回路中回收热能

电力设施管理
更换高效率的电动机

措 施

制冷能源的生产与分配

升级到仓库空调系统

储存温度的合理化

为制冷压缩机安装新发动机与自动控制系统

空调系统的合理化

环 境 效 益 示 例

大型工厂全年节约：
2,000,000 千瓦时 电能

中型工厂预计全年节约
190,000 千瓦时 电能

中型工厂全年大约节约：
188,000 千瓦时 电能

测量，两台压缩机全年节约：
逾 2,370,000 千瓦时 热能

据测量，大型工厂全年节约：
1,480,000 千瓦时 电能

更换生产电机后全年大约节约：
65,000 千瓦时 电能

真空生产
提高真空泵效率 中型工厂全年大约节约：

61,000 千瓦时 热能

仓库全年节约：
320,000 千瓦时 电能

据测量，生产线全年节约：
1,360,000 千瓦时 电能

生产线全年节约
106,000 千瓦时 电能
1,680,000 千瓦时 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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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

井水

给水干管

其它

28.6%

15.4%

55.0%4,262,608
m3

1%

2015/2016财年用水消耗

32.其中包括：米凯利•
费列罗企业项目工厂、中
国新建工厂和能源生产
基地。

耗水率

- 加强全球能源管理经理网络；

- 增进能源管理者与费列罗工程部门

的协作互通；

- 提升制冷技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

方面的相关知识；

- 分享工厂能源计量的目标与方法。

本次研讨会是GrEEn MaP（中期能效

计划——“集团节能效益总体规划”）

框架下的组成部分。其主要成果之一

是推出了“最低能效措施”项目，该项

目具有双重目标：其一是为工厂选择

措施时提供指南，其二是基于测量数

据建立知识库，以提高能源效率。该

项目将于2017年完成。

按照此前制定的计划，集团将继续

推进ISO 50001标准认证项目，预计

至2020年将有17家生产工厂通过认

证。本集团正在评估是否可以延长其

余工厂的目标认证日期32。2016年夏

天，费列罗5家工厂（阿尔巴、阿尔

隆、康克、施塔特阿伦多夫和维勒爱

卡乐）获得多点认证证书。马尼撒和

布兰特福德工厂预计于2016/2017财

年完成认证。

水正成为日益宝贵的自然资源。在费列罗集团的工厂和仓库，水资源的使用和处

理工作主要围绕可持续性和企业责任两个方面展开。

水

3.77
m3/t

2016年3月，来自13座工厂、涉及5种核心职能的46名员工参加了第二届阿尔巴能

源经理国际研讨会。研讨会的目标如下：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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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2015/2016财年废水情况

33.该数据按期内生产的产
品吨数计算。

产品生产用水量占集团工厂用水总量

的3.7%。剩余部分用于工业、技术和

民用。在法律和现场水文地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集团根据最终用途选择

取水来源和处理方案，以尽量减少对

环境和其他用户的影响。

多年来，各工厂采用了一系列技术以

降低耗水量。今年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包括：改进冷却系统、消除供水网络

根据当地法规和具体情况，费列罗会对废水进行预处理或综合处理，并进行持

续监测，这部分占总排水量的93.8%。我们通常将废水处理进行外包，事实上，集

团工厂所排放的废水成分通常便于外部处理厂（通常是民用工厂）处理，此外，

外包这一举措消除或减少了厂内化学物质的使用，有助于改善工厂的卫生状况。

为减少废水中的污染物，费列罗持续采取下列措施：寻找更有效的清洗方法、从

洗涤废水中回收原料、培训员工、安装自动加料器、使用更多生态产品。

3,126,684
m3

SCARICO IDRICO

2.924.624 m 3

3.096.749 m 3

污水

地表水

地下水

2013/2014
2014/201593,1%

94,0%

5,4%
1,5%4,3% 1,7%

93.8%

1.5%
4.7%

的损耗、优化现有设备、采用定位清

洗系统（Cleaning In Place, CIP）与

安装自动调节龙头等节水技术、采用

蒸发塔等水循环冷却系统。

过去两年，费列罗集团的耗水量有所

下降。通过简化清洁程序、更新部分

用水及消防网络、开展雨水收集和再

利用项目，费列罗每吨产品耗水量33

下降5%。

废水 m3 3,096,749

m3 4,180,654

%

%

%

%

54.7

26.7

18.6

0

3,126,684

4,458,938

54.8

25.9

18.7

0.6

Water consumption

计量单位 2013/2014财年 2014/2015财年

% from water main

% from well

% from river

% from other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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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布兰特福德

墨西哥
圣何塞伊图巴德

比利时
阿尔隆

意大利
普佐罗马特萨那

土耳其
马尼撒

印度
巴拉马蒂

澳大利亚
利思戈
 

德国
施塔特阿伦多夫

波兰
贝尔斯克

俄罗斯
弗拉基米尔

意大利
阿尔巴

厄瓜多尔
基多

巴西
帕克斯迪卡德斯

减少热能 减少废物 减少用电 减少用水

工厂开展的环保活动
下图展示了费列罗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的系列举措，旨在改善环境指
标。在各地开展的重点项目主要围绕以下四大方面：

减少用电– 例如安装LED灯与光传感器；

减少热能- 例如优化蒸汽管网、提高冷却系统效率、安装新的吸收式制冷机；

减少废品- 例如开展回收计划、员工培训、扩建废品收集区、安装专用机器以
减少废料数量；

减少用水- 例如购买更高效的机器或改进工艺，以减少机器清洗次数。

为践行集团承诺，降低生产流程对环境的影响，费列罗集团计划为所有工厂和直接管理的仓库

取得ISO	14001标准认证，该认证主要基于自主意愿，在此基础上，费列罗还实施了集团内部

的“环境管理体系”，该体系设立了环保目标并就此制定了相关实施计划。

目前，已有15家生产工厂通过了ISO 14001认证，占集团生产总量的94%以上。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Administrator
删划线

Administrator
附注
少字，后修改期会



—
238

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墨西哥圣何塞、印度巴拉马蒂和土耳其马尼萨34的生产工厂将于2017年底获得

该认证；沃克维尔和雅温得的工厂以及所有直营仓库将于2020年前获得该认

证。

环境管理认证同ISO 50001能源管理认证一同发放35。 

对于这两项认证方案，集团开展了审计人员内部交换项目（(Program	of	In-

ternal	eXchange	of	Auditors,	P.I.X.A.），在集团内进一步加强了审计人

员之间的相互协作，促进了专业技能和最佳实践的交流。该项目中，来自未受

审计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中央职能部门以及负责环境可持续性的员工参与内

部环境和能源审计。在该项目实施的第三年，集团共进行了19次审计，其中6

次结合了ISO 14001和ISO 50001标准。22名审计员交叉进行了上述19次审计。

集团希望在发展业务的同时实现低排放，为了达成降低对环境影

响的目标，集团对其碳足迹进行监测和管理，通过技术革新和协

同合作，不仅将目光聚焦在其自身业务所产生的影响，更放眼整个

价值链36。

集团生产活动和直接管理仓库（对应下图范围1和2）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在

2015/2016财年达到555,702吨37。

由于本期报告数据涵盖了阿尔巴电厂（Alba Power，此前被视为外部供应商，现

已纳入集团），集团二氧化碳排放当量有所增加。

34.费列罗集团将
2015/2016财年启用的杭

州工厂纳入了工厂认证
规划，计划将在未来几年

对该工厂进行评估。

35.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参阅本章节“能源效

率”部分。

36.整个供应链的排放数
据参见“费列罗环保责任

项目（FER-Way）”。

37.国家发电系统的二氧
化碳排放系数根据国家能
源机构（IEACO2）燃料燃

烧二氧化碳排放量重要事
件（2015年版）（2013年数
据）文件随附的数据库和
Ecoinvent 3.1数据库计
算。与燃料能源转换相关

的排放系数来自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CCC）国家清单（2012年
~2014年的平均值）。该数

据未计入采用可再生资源
内部制造的产品、以及来

自认证的可再生市场的电
力供应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在集团的帮助下，圣安
格洛蒂伦巴第和巴法诺可
再生能源发电站输入电网
的电力无温室气体排放。

555,702 公吨

424,406 

CO2eq 

范围1
直接

范围2
间接

公吨 131,296公吨

2015/2016财年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1.	气体排放

生产活动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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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集团计划将生产活动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至2007年的40％，需

注意的是，随着阿尔巴电厂纳入报告范围，实际排放量38增加了33%。

与去年数据相比发生的变化如下所示：

在制冷气体排放方面40，数据显示制冷系统气体排放的两个指标中，ODP降低了

11%（臭氧破坏潜势，由于向大气中排放了某种物质而可能破坏大气臭氧，表示

为R11当量，取R11的ODP值为1）；GWP上升了24%（全球增温潜势，即由于向大气

中排放制冷气体而造成的温室效应，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本集团的制冷气体

损失并不严重，因此影响有限。费列罗将继续对制冷气体管网进行预防性维护。

364

406,911

209,148

483

555,702

424,406

GWP排放率

总排放量（范围1+2）

范围1排放量

范围2排放量

千克二氧化碳
当量/吨

吨二氧化碳
当量

吨二氧化碳
当量

吨二氧化碳
当量

2014/15财年39 2015/16财年

197,764 131,296

ODP
85

千克R11当量

2013/2014

14,190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GWP

2015/2016财年制冷气体排放量

38.本指数根据报告期内产
生的废物吨数计算。

39.2014/2015财年数据根
据2015年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的调整进行了更新。

40.18个工厂和13个集团直
接管理仓库的数据包含在
本章报告范围内。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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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物流运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费列罗集团不断增强产品物流运输领域的专业认识，以提高物流效率。费列罗采

用的方法不仅遵循联合国2016年发布的《通过可持续运输促进发展》报告，还根

据费列罗的营运流程，识别敏感环节，启动相应的干预措施。

加深了解
扩展范围

作为物流数据改进搜集（LODICO）项

目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加强物流数据

采集，扩展搜集范围，并从2014/2015财

年开始纳入非集团直接管理的仓库。

减少排放
减少运输里程，提高运量

费列罗与9家法国公司于2015年5月签

署了自愿协议FRET 21，该协议在全法

国境内均有效，其目的在于通过共享物

流项目从而改善环境绩效。 每 家 签

署企业都开展了各自的项目并制定了

三年减排目标。

费列罗集团开展了以下两个项目：

-CRC创新服务项目——通过集中式

平台共享路线，以提高货车运量，减

少里程。

-客户回程载货——通过与客户共享

行程，以减少返程空车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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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Fonti: IVECO, LC3 
Trasporti.

清洁转型

选择对环境影响较低的车辆

费列罗集团于2013年开始在英国的部

分线路使用液体或压缩天然气（或生

物气体）为燃料的货车，2014年开始

用于意大利的部分路线。

这种车辆的运输能力与传统车辆相

当，但所使用的天然气对环境的影响

要远远优于石油41： 

•	 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0%（使用

生物气体可以降低100%）；

•	 氮氧化物排放量降低35%；

•	 颗粒物排放量降低95%；

•	 人耳感觉噪声级：降低4倍。

如上图所示，这种货车可以使用液化

天然气、压缩天然气或者液化/压缩天

然气混合驱动。为了推广此技术，欧

洲“液化天然气蓝色走廊”项目正致力

于在整个欧洲建立更广泛的液化天然

气经销商网络。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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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持续改进

集团直接管理仓库的节能情况

费列罗集团计划在德国新建仓库的主建筑种安装LED照明，以减少能源消耗。

这项措施将每年节省86 兆瓦时电力，减少49.5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23户家

庭的全年使用量。

仓库认证

集团致力于在2020年内为所有直接管理仓库取得ISO 14001认证。截至2016年8

月31日，费列罗直接管理的仓库中已有58%取得ISO 14001认证。

2015/2016财年，4个意大利仓库获得该认证，此外集团还计划在2016/2017财年

为剩余3个仓库取得该认证。

集团首次安全性自我评估

在商品周转率高的地方，安全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仓库器械和自动化流程的演

变会导致日常作业产生更大风险。

为了避免事故、防范风险，费列罗集团展开了分享集团所有安全流程知识的项

目。这个项目于2015/2016财年启动，在2016/2017财年取得第一批成果。

针对分布在17个国家和地区的42个费列罗直接或非直接管理的仓库，集团进行

了首次自我评估，并取得了圆满成果，结果显示集团采用的流程和器械已经具

备较高的安全水平。

评估中发现需改进的方面将纳入现有行动计划中。

费列罗已开始对仓库的安全性改善情况进行持续监测并不断提升，避免人员事

故，防止商品、设备或设施发生损坏。

依照上年度数据统计，2015/2016财年，运输和货物存储过程中排放的温室

气体约为401,110公吨二氧化碳当量。由于集团已采取措施降低环境影响，

与2014/2015财年相比，每吨已售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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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集团针对减少废物和优化生产链管理的相关政策，以及欧

盟在促进废物回收方面的指导方针，集团始终致力于在生产工

厂及仓库中，减少废物产生、开展废物回收。

废弃物的增加需要分别在地方和集团层面进行具体分析。由于集团工厂和仓库

的数量不断增加、活动更加频繁、产量持续上升，同时这些工厂与仓库位于不

同地方，各个国家的管理办法及监管环境也不尽相同，使这一问题变得十分复

杂，因此需要制定长期实施方案。

有鉴于此，集团实施了以下措施：

•	 在集团层面进行数据分析，研究不同废物类型及其在总量中的占比，后续

阶段需要具体的地区数据支持；

•	 启动优化集团信息分享和员工培训的项目，作为从过去几年开展到现行的

地方项目的补充。集团开发了减少废物的内部课程，不仅用于培训员工遵

守监管要求，还通过有效的废物管理系统汇集优秀的操作经验，并与集团

内所有工厂和仓库分享；

•	 持续开展地方项目，例如：与加工企业合作从源头上减少生产废料；在不

同生产领域进行废料分类；在内部员工和与工厂合作的外部公司中提高减

少废物的意识；甄别具备高效废物回收流程和/或处理方法的供应商。

3.	废物管理

2015/2016财年废物产生量和回收指数

95%

回收指数

102,299 公吨

废物产生率
88.8

千克/吨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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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64.17

68,576

91.6

79.5

88,973

91.6

废物产生率

废物总量

废物回收率（%）

千克/吨

吨

%

2013/14财年计量单位 2014/15财年39

集团本年度的废物产生指数42有所升高，同比上升15%。

与上一年度相比，集团的废物回收率提高了3.7%，这得益于欧洲以外地区的

工厂除了遵守当地要求外，还严格实施集团政策。这一成果标志着集团的废

物回收举措首次取得成功。

18家工厂和13个集团直接管理仓库中，各类回收废物按重量计算的分布情况如

下图所示：

危险废物占总量的1％，这类废物产生自实验室分析与管理（化学、物理、微

生物）和维护活动。

本报告期内，接受审查的18家工厂和13个直营仓库中，均未发现严重危险废物

泄露或事故。

9%

19%

20%

4%

1%

30%

5%

9%

3%

其他

污泥

混合材料

玻璃

金属

塑料

有机废物/
可生物降解的废物

纸/纸板

木材

2015/2016财年各类回收废物的分布情况（按重量计算）

42.该指数按照期内
每吨产品产生的废物

计算。



—
245

人均食物废弃物（千克/年）

食物废弃物从而何来、如何产生？

食物损失

拉丁美洲

南亚和东南亚

北非、中亚和西亚

撒哈拉以南非洲

亚洲工业化国家

北美与大洋洲

欧洲

食物浪费

2016

90

250 248

camerun

6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india

185

381 340

sudafrica

工业化国家 发展中国家

产量超过需求

对更高质量的新鲜食物的需求

丰富的食物、现代消费者的心态

相较于食物废弃物的再利用，
食物废弃物处置的成本更低

不合理的生产规划

生产问题/过早收获

缺乏合适的加工产业结构

需要销毁有害人类或动物安全的食物
（例如污染或监管不当等原因引起）

储藏、包装等基础设施不足

10亿

1.3亿

饥饿人口

超重或肥胖人口

工业化国家产生的

食物废弃量

（大约2亿吨）

相当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食物产量

食物废弃物

全球每年大约产生13亿吨食物废弃物43，占人类食物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一。食

物废弃物产生于食物供应链的各个阶段，可分为两种类型：

•	 食物损失：种植、培育、收获、加工、保存以及早期农田改造阶段产生的

损耗；

•	 食物浪费：工业生产、配送和最终消费过程产生的浪费。

43.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FAO）2011.全球
食物损耗和食物浪费——
范围、原因和预防。罗马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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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地球

如何避免？

1.	 推动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提高生产多样化以及资源优化。

2.	 鼓励建立合作社，增加分销渠道。

3.	 加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投资。

4.	 缩短销售链，推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

5.	 对经营者进行培训，改善产品管理。

6.	 让消费者参与降低最终分销商质量标准的限制性（如产品的重量、大小和
外观）。

7.	 通过分包合同管理非标准产品。

8.	 教育消费者（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中），培养更理性的消费习惯。



—
247

费列罗集团业务通过其运营或供应链活动对全球生态系统产

生影响。因此，当发现以上活动涉及生态系统的某些方面时，

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尤为重要。尤其对于费列罗这样的食品企

业，生物多样性、森林采伐以及土地使用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领域。

4.	自然生态系统保护

生物多样性
下列21家工厂没有位于任何保护区或高生物多样性的地区，也没有对这些地区

产生重大环境影响。集团通过内部分析44开展调查，而在欧洲地区则通过欧盟环

境部（EEA）网站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个别保护区位于费列罗工厂附近（2千

米范围内）。费列罗没有发现这些地区中存在任何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重大影响

的活动。

1.5

2

0.5 1,363

2

2

1.5

2

1.5

80,797

590.3959

5,915.40

407.7080

336.95

2,706.0628

生物多样性

工厂

圣安杰洛德伊隆巴尔迪
（意大利）

Querceta del
 l’Incoronata
（努斯科）

奥凡托河Alta Valle
保护区

塞纳河诺曼底河湾
地区自然公园

东施塔特阿伦多夫
Herrenwald保护区

Bruckerwald及
HuFgeweid保护区

Auenverb及
Lahn-Ohm保护区

Modrzewina保护区

布兰特保护区

圣安杰洛德伊隆巴尔迪
（意大利）

施塔特阿伦多夫
（德国）

施塔特阿伦多夫
（德国）

Belsk Duzy（波兰）

布兰特福德
（加拿大）

Villers-Ecalles
（法国）

施塔特阿伦多夫
（德国）

NATURA 
2000 （SCI） 不适用

不适用

V类

V类

不适用

不适用

IV类

不适用 不适用

NATURA 
2000 （SCI）

NATURA 
2000 （SCI）

景观
保护区

自然
保护区

当地公园

地区
自然
公园

NATURA 
2000 （SCI）

地区类型 保护区
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分类
距离

（千米）
面积

（公顷）

生物多样性

44.分析包含费列罗集
团截止2016年8月31
日运营的21个工厂。

费列罗F-ACTS计划：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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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费列罗集团

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核心成员称为黄金社区（GOLD Community），他们共同推动可持续性和相关报告编撰

的不断发展，通过决策使全球经济朝着更为可持续的方向迈进。

一家机构若遵循GRI一致性原则提交社会责任报告，实际上向利益相关方传递了一个信号：提交报告的机

构基于诚信原则，严格遵守GRI可持续性报告标准编撰其报告。GRI可持续性报告标准使报告拥有更高的

透明度，因为报告中的数据更易获取并使用。

费列罗集团在第八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采用的GRI内容索引服务，能够帮助报告编写者提高GRI内容索

引的准确性和可用性，确保满足GRI可持续性报告标准。

GRI内容索引为报告读者提供了一个参考工具。这项服务确认了GRI内容索引的准确性，证明所有披露项目

均已正确地列入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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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对应相关指标、GRI标准披露项目和2016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行业披露项目

关联起来。

GRI内容索引相关信息参见网站www.ferrerocsr.com上的“费列罗社会责任报告”章节。

业务主题 相关GRI标准或行业
披露项目 披露项目 页码

																		在所有地区消除任何形式的贫困

土地使用权
GRI	413：当地社区
（2016）

413-2
对当地社区存在实际或潜在严重负
面影响的业务

30-31；57；170；172
；183；187-188；193-
196；202-203；207-209
；216-219

低收入人群的产品及服务地
可得性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2 重大间接经济影响
32；76-87；129-133
；193-194

收入、工资和福利
GRI	202：市场认知率
（2016）

202-1
初级职位标准工资（按性别）与当
地最低工资的比率

99

高贫困率地区的经济发展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2 重大间接经济影响
32；76-87；129-133
；193-194

																		消除饥饿、保障粮食安全、改善营养、推动可持续农业

土地使用权
GRI	413：当地社区
（2016）

413-2
对当地社区存在实际或潜在严重负
面影响的业务

30-31；57；170；172
；183；187-188；193-
196；202-203；207-209
；216-219

提高组织、行业或整个经济
的生产效率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2 重大间接经济影响
32；76-87；129-133
；193-194

食品安全
G4行业披露项目：食
品加工

FP5
经独立第三方认证，符合国际公认
的食品安全管理标准的场地所生产
的产量百分比

45-50

FP12
抗菌、消炎、激素和/或促生长治疗
相关政策和实践（按照物种和品种
类型）

不适用，费列罗不饲
养、运输或加工动物

耕畜和家畜的遗传多样性
G4行业披露项目：食
品加工

FP9
饲养和/或加工的动物百分比和总
数（按照物种和品种类型）

不适用，费列罗不饲
养、运输或加工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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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费列罗集团

业务主题 相关GRI标准或行业
披露项目 披露项目 页码

价格实惠的健康食物
G4行业披露项目：食品
加工

FP6
饱和脂肪、反式脂肪、钠和添加
糖含量低的消费产品总销量百
分比（按照产品类型）

39-40

FP7

包含纤维、维生素、矿物质、
植物化学成分或功能性食品添
加剂等增加营养成分的消费产
品总销量百分比（按照产品类
型）

费列罗产品含有原材料中
的天然纤维和维生素、矿
物质等微量营养素，不含
人工添加剂。

原住民权利
GRI	411：原住民权利
（2016）

411-1 涉及原住民权利的违规事件 27

基础设施投资

GRI	201：经济效益
（2016）

201-1 创造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 26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1 基础设施投资和服务支持
57；76-86；133-142；146-
149；173-181；196-200

可持续采购
G4行业披露项目：食品
加工

FP2
符合国际认证的负责任生产标
准的采购数量百分比（按照具
体标准细分）

12-13；30；51；73；166-
167；170；183；207；211
；226

保障健康生活，促进所有年龄层人群的健康

药物可得性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2 重大间接经济影响
32;	76-87;	129-133;	193-
194

空气质量 GRI	305：排放（2016）

305-1 直接（范围1）温室气体排放 216;	238-239

305-2
能源间接（范围2）温室气体
排放

216;	238-239

305-3
其他间接（范围3）温室气体
排放

216;	239;	242

305-6
Emissioni	di	sostanze	nocive	
per	lo	strato	di	ozono

239

305-7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重
要气体排放物

费列罗不生成其他主要气
体排放物

职业健康与安全
GRI	403：职业健康和安
全（2016）

403-2
受伤类型和受伤率、职业病、
损失工作日、缺勤和工作相关
伤亡数量

98;	106-108	
目前并非集团所在的所有
国家都能提供员工受伤率
（按照性别）、承包商受伤
率和缺勤的相关数据，在
未来几年内我们将继续制
定数据采集流程

液体溢出
GRI	306：废水和废物
（2016）

306-3 液体大量溢出 244
306-2 废物（按照类型和处置方法） 244

水质
GRI	306：废水和废物
（2016）

306-1 排水（按照质量和目的地）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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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

业务主题 相关GRI标准或行业
披露项目 披露项目 页码

																		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所有人的终身学习

员工培训与教育 GRI 404:培训与教育
(2016) 404-1 每年每个员工的平均培训时数 117

																		实现性别平等，保障女性权益

男女同工同酬

GRI	202：市场认知率
（2016）

202-1
初级职位标准工资（按性别）与
当地最低工资的比率

99

GRI	405：多样性和平等
机会（2016）

405-2 男女基本工资和薪酬比率 100-101

性别平等

GRI	401：就业（2016） 401-1 新员工招聘和员工流动率 93-95

GRI	404：培训与教育
（2016）

404-1 每年每个员工的平均培训时数 117

404-3
接受常规绩效和职业发展评估
的员工比例

119

GRI	405：多样性和平等
机会（2016）

405-1 治理机构和员工的多样性 90-92

基础设施投资

GRI	201：经济效益
（2016）

201-1 创造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 26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1 基础设施投资和服务支持
57；76-86；133-142；146-
149；173-181；196-200

非歧视原则
GRI	406：非歧视原则
（2016）

406-1 歧视事件和采取的纠正措施 27

育婴假 GRI	401：就业（2016） 401-3 育婴假

95-97
目前并非集团所在的所有
国家都能提供相关数据，
未来几年里我们将继续制
定数据采集流程

性别平等
GRI	405：多样性和平等
机会（2016）

405-1 治理机构和员工的多样性 90-92

工作场所的暴力与骚扰 GRI	414：供应商社会

414-1 通过社会标准筛选的新供应商
30-31；71-73；170-171
；183；193-194；198；207

414-2
对供应链的负面社会影响和所
采取措施

10-11；30-31；71-73；170-
171；183；193-194；198
；207

确保用水和卫生的可持续管理

液体溢出
GRI	306：废水和废物
（2016）

306-3 液体大量溢出 244

可持续取水
GRI	303：水资源（2016
）

303-1 取水（根据来源） 235
303-2 受取水严重影响的水源 236

废物
GRI	306：废水和废物
（2016）

306-2 废物（按照类型和处置方法） 244

用水效率
GRI	303：水资源（2016
）

303-3 回收再利用的水资源 236

水质
GRI	306：废水和废物
（2016）

306-1 排水（按照质量和目的地）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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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主题 相关GRI标准或行业披
露项目 披露项目 页码

水资源回收再利用 GRI	303：水资源（2016） 303-3 回收再利用的水资源 236

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和生
物多样性

GRI	304：生物多样性
（2016）

304-1
在靠近或位于保护区和具有高
生物多样性的地区，拥有、租赁
及管理的生产办公场所

247

304-2
活动、产品和服务对生物多样性
的重大影响

191;	226;	247

GRI	306：废水和废物
（2016）

306-1 排水（按照质量和目的地） 236
306-2 废物（按照类型和处置方法） 244

																			确保所有人能够获得可负担的、可靠的、和可持续的现代化能源

能源效率 GRI	302：能源（2016）
302-1 组织内的能源消耗 232
302-3 能源密集度 232
302-4 减少能源消耗 232-235；237-238；242

基础设施投资

GRI	201：经济效益（2016
）

201-1 创造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 26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1 基础设施投资和服务支持
57；76-86；133-142；146-
149；173-181；196-200

再生能源 GRI	302：能源（2016） 302-1 组织内的能源消耗 232

																				促进可持续的、包容的经济发展，充分的生产性就业，让所有人都能获得体面的工作机会

消除童工 GRI	408：童工（2016） 408-1
使用童工几率较高的业务和供
应商

30-31；71-73；165-166
；172；175；181；186；190
；196；200

提高组织、行业或整个经
济的生产效率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2 重大间接经济影响
32；76-87；129-133；193-
194

多样性和平等机会
GRI	405：多样性和平等机
会（2016）

405-1 治理机构和员工的多样性 90-92

收入、工资和福利
GRI	202：市场认知率
（2016）

202-1
初级职位标准工资（按性别）与
当地最低工资的比率

99

经济效益
GRI	201：经济效益（2016
）

201-1 创造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 26

消除强迫劳工或强制性
劳工

GRI	409：强迫劳工或强制
性劳工（2016）

409-1
强迫劳工或强制性劳工几率较
高的业务和供应商

30-31；71-73；165-166
；172；186；190；196

员工培训与教育
GRI	404：培训与教育
（2016）

404-1 每年每个员工的平均培训时数 117

404-2
员工技能升级项目和过渡援助
项目

112-116

404-3
接受常规绩效和职业发展评估
的员工比例

119



—
253

可持续发展目标

业务主题 相关GRI标准或行业
披露项目 披露项目 页码

工作单位

GRI	102：一般披露项目
（2016）

102-8 员工和其他工人相关信息 88-89;	91-93

GRI	202：市场认知率
（2016）

202-2 从当地社区雇佣的高级管理层比例 103

GRI	401：就业（2016） 401-1 新员工招聘和员工流动率 93-95

能源效率 GRI	302：能源（2016）
302-1 组织内的能源消耗 232
302-3 能源密集度 232
302-4 减少能源消耗 232-235；237-238；242

男女同工同酬
GRI	405：多样性和平等
机会（2016）

405-2 男女基本工资和薪酬比率 100-101

结社自由与劳资谈判

GRI	102：一般披露项目
（2016）

102-
41

劳资协议 99

GRI	407：结社自由与劳
资谈判（2016）

407-1
易出现结社自由与劳资谈判权利问
题的业务和供应商

30-31；71-73；165-166

对创造就业的间接影响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2 重大间接经济影响
32；76-87；129-133；193-
194

供应链支持的工作岗位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2 重大间接经济影响
32；76-87；129-133；193-
194

供应链的劳动实践
GRI	414：供应商社会
评估（2016）

414-1 通过社会标准筛选的新供应商
30-31；71-73；170-171；183
；193-194；198；207

414-2
对供应链的负面社会影响和所采取
措施

10-11；30-31；71-73；170-
171；183；193-194；198
；207

劳工/管理层关系

GRI	402：劳工与管理层
的关系（2016）

402-1 运营变更的最短通知期限 104

G4行业披露项目：食品
加工

FP3
劳资纠纷、罢工和/或闭厂导致的工
作时间损失百分比（按照国家）

104

材料利用率 GRI	301：材料（2016）
301-1 使用的材料（按照重量或数量） 23;	170;	183;	220;	224
301-2 使用的回收原料 220;	224

非歧视原则
GRI	406：非歧视原则
（2016）

406-1 歧视事件和采取的纠正措施 27

职业健康与安全
GRI	403：职业健康和安
全（2016）

403-1
正式管理层－员工健康与安全委员
会中的工人代表

104

403-2
受伤类型和受伤率、职业病、损失工
作日、缺勤和工作相关伤亡数量

98;	106-108
目前并非集团所在的所有
国家都能提供员工受伤率
（按照性别）、承包商受伤
率和缺勤的相关数据，在
未来几年内我们将继续制
定数据采集流程

403-4
与工会签订的正式协议所涵盖的健
康与安全议题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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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费列罗集团

业务主题 相关GRI标准或行业
披露项目 披露项目 页码

育婴假 GRI	401：就业（2016） 401-3 育婴假

95-97	
目前并非集团所在的所有
国家都能提供相关数据，
未来几年里我们将继续制
定数据采集流程

产品和服务的资源利用率 GRI	301：材料（2016） 301-3 召回的产品及其包装材料 224-225

用水效率
GRI	303：水资源（2016
）

303-3 回收再利用的水资源 236

青年就业 GRI	401：就业（2016） 401-1 新员工招聘和员工流动率 93-95

建设稳定的基础设施，推动包容的、可持续的工业化发展

基础设施投资

GRI	201：经济效益
（2016）

201-1 创造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 26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1 基础设施投资和服务支持
57；76-86；133-142；146-
149；173-181；196-200

研发
GRI	201：经济效益
（2016）

201-1 创造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 26

减少国内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

高贫困率地区的经济发展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2 重大间接经济影响
32；76-87；129-133；193-
194

男女同工同酬
GRI	405：多样性和平等
机会（2016）

405-2 男女基本工资和薪酬的比率 100-101

外商直接投资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2 重大间接经济影响
32；76-87；129-133；193-
194

让城市和人类居住地更加包容、安全、稳定、可持续

基础设施投资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1 基础设施投资和服务支持
57；76-86；133-142；146-
149；173-181；196-200

																			确保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空气质量 GRI	305：排放（2016）

305-1 直接（范围1）温室气体排放 216;	238-239

305-2
能源间接（范围2）温室气体
排放

216;	238-239

305-3
其他间接（范围3）温室气体
排放

216;	239;	242

305-6 臭氧消耗物质的排放 239

305-7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重
要气体排放物

费列罗不产生其他主要气
体排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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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

业务主题 相关GRI标准或行业
披露项目 披露项目 页码

能源效率 GRI	302：能源（2016）

302-1 组织内的能源消耗 232
302-3 能源密集度 232

302-4 减少能源消耗 232-235；237-238；242

材料利用率/回收 GRI	301：材料（2016）

301-1
使用的材料（按照重量或数
量）

23;	170;	183;	220;	224

301-2 使用的回收原料 220;	224

采购实践
GRI	204：采购实践
（2016）

204-1 当地供应商支出的比例 32

产品与服务信息和标签
GRI	417：市场营销与标
签使用（2016）

417-1 产品与服务信息和标签要求 52；55-56；74-75

产品和服务的资源利用率 GRI	301：材料（2016） 301-3 召回的产品及其包装材料 224-225

液体溢出
GRI	306：废水和废物
（2016）

306-3 液体大量溢出 244

可持续采购
G4行业披露项目：食品
加工

FP2
符合国际认证的负责任生产标
准的采购数量百分比（按照具
体标准细分）

12-13；30；51；73；166-167
；170；183；207；211；226

交通费

GRI	302：能源（2016） 302-1 组织内的能源消耗 232

GRI	305：排放（2016）

305-1 直接（范围1）温室气体排放 216;	238-239

305-2
能源间接（范围2）温室气体
排放

216;	238-239

305-3
其他间接（范围3）温室气体
排放

216;	239;	242

废物
GRI	306：废水和废物
（2016）

306-2 废物（按照类型和处置方法） 244

用水效率
GRI	303：水资源（2016
）

303-3 回收再利用的水资源 236

水质
GRI	306：废水和废物
（2016）

306-1 排水（按照质量和目的地） 236

																		采取紧急措施对抗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能源效率 GRI	302：能源（2016）
302-1 组织内的能源消耗 232
302-3 能源密集度 232
302-4 减少能源消耗 232-235；237-238；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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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费列罗集团

业务主题 相关GRI标准或行业
披露项目 披露项目 页码

温室气体排放 GRI	305：排放（2016）

305-1 直接（范围1）温室气体排放 216;	238-239

305-2
能源间接（范围2）温室气体
排放

216;	238-239

305-3
其他间接（范围3）温室气体
排放

216;	239;	242

305-4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239
305-5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16；238-239；242
305-6 臭氧消耗物质的排放 239

305-7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重
要气体排放物

费列罗不产生其他重要气
体排放物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
GRI	201：经济效益
（2016）

201-2
气候变化的财务影响以及其他
风险和机遇

204;	214-215

保护海洋并可持续地使用海洋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

海洋生物多样性
GRI	304：生物多样性
（2016）

304-1
在位于或靠近保护区和具有高
生物多样性的地区内，拥有、租
赁和管理的生产办公场所

247

304-2
活动、产品和服务对生物多样
性的重大影响

191;	226;	247

海洋酸化 GRI	305：排放（2016）

305-1 直接（范围1）温室气体排放 216;	238-239

305-2
能源间接（范围2）温室气体
排放

216;	238-239

305-3
其他间接（范围3）温室气体
排放

216;	239;	242

305-4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239

305-5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16；238-239；242

液体溢出
GRI	306：废水和废物
（2016）

306-3 液体大量溢出 244

可持续采购
G4行业披露项目：食品
加工

FP2
符合国际认证的负责任生产标
准的采购数量百分比（按照具
体标准细分）

12-13；30；51；73；166-167
；170；183；207；211；226

排入海洋的废水
GRI	306：废水和废物
（2016）

306-1 排水（按照质量和目的地）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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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

业务主题 相关GRI标准或行业
披露项目 披露项目 页码

保护、恢复及促进陆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可持续地管理森林，对抗沙漠化，遏制并逆转土地退化，
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

森林砍伐
G4行业披露项目：食品
加工

FP2
符合国际认证的负责任生产标
准的采购数量百分比（按照具
体标准细分）

12-13；30；51；73；166-167
；170；183；207；211；226

森林退化 GRI	305：排放（2016）

305-1 直接（范围1）温室气体排放 216;	238-239

305-2
能源间接（范围2）温室气体
排放

216;	238-239

305-3
其他间接（范围3）温室气体
排放

216;	239;	242

305-4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239
305-5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16；238-239；242

305-7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重
要气体排放物

费列罗不产生其他主要气
体排放物

耕畜和家畜的遗传多样性
G4行业披露项目：食品
加工

FP9
饲养和/或加工的动物百分比和
总数（按照物种和品种类型）

不适用，费列罗不饲养、运
输或加工动物

山地生态系统
GRI	304：生物多样性
（2016）

304-1
在位于或靠近保护区和具有高
生物多样性的地区内，拥有、租
赁和管理的生产办公场所

247

304-2
活动、产品和服务对于生物多
样性的重大影响

191;	226;	247

自然栖息地退化
GRI	304：生物多样性
（2016）

304-1
在位于或靠近保护区和具有高
生物多样性的地区内，拥有、租
赁和管理的生产办公场所

247

304-2
活动、产品和服务对生物多样
性的重大影响

191;	226;	247

液体溢出
GRI	306：废水和废物
（2016）

306-3 液体大量溢出 244

可持续采购
G4行业披露项目：食品
加工

FP2
符合国际认证的负责任生产标
准的采购数量百分比（按照具
体标准细分）

12-13；30；51；73；166-167
；170；183；207；2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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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罗的企业社会责任－费列罗集团

业务主题 相关GRI标准或行业
披露项目 披露项目 页码

陆地和内陆淡水生态系统
GRI	304：生物多样性
（2016）

304-1
在位于或靠近保护区和具有高
生物多样性的地区内，拥有、租
赁和管理的生产办公场所

247

304-2
活动、产品和服务对生物多样
性的重大影响

191;	226;	247

推动建设和平包容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在各个级别创建高效、
负责任的包容性机构

消除童工 GRI	408：童工（2016） 408-1
使用童工几率较高的业务和供
应商

30-31；71-73；165-166
；172；175；181；186；190
；196；200

反腐败

GRI	205：反腐败（2016
）

205-2
反腐败政策和程序的沟通和
培训

27

205-3 证实的腐败事件和采取的措施 27

GRI	415：公共政策
（2016）

415-1 政治献金

费列罗不允许以贿赂为目
的，直接或间接提议、许
诺、要求向政府工作人员
和/或官员和/或其家庭成
员和/或商业合作伙伴提供
或者已经提供不当金钱利
益的行为。费列罗不允许向
政党和/或公职候选人提供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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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

业务主题 相关GRI标准或行业
披露项目 披露项目 页码

遵守法律法规

GRI	307：环境合规性
（2016）

307-1 不遵守环境法律法规 27

GRI	206：反竞争行为
（2016）

206-1
反竞争行为、反托拉斯和垄断
行为的合法行动

27;	31

GRI	419：社会经济合规
性（2016）

419-1
不遵守相关社会和经济地区的
法律法规

27

GRI	416：客户健康和安
全（2016）

416-2
产品和服务健康和安全影响的
不合规事件

27;	73

GRI	417：市场营销与标
签使用（2016）

417-1 产品与服务信息和标签要求 52；55-56；74-75

417-2
产品和服务信息和标签的不合
规事件

27

GRI	418：客户隐私（2016
）

418-1
针对侵犯客户隐私和客户数据
丢失的已证实投诉

27

GRI	419：社会经济合规
性（2016）

419-1
不遵守相关社会和经济地区的
法律法规

27

符合道德和法律的行为
GRI	102：一般披露项目
（2016）

102-
16

价值、原则、标准和行为规范

30-31；39；44-45；66-69
；164；167-168；181-184
；196-197；210；212-213
；222

https://www.ferrero.com/
social-responsibility/
code-of-ethics/a-
renewed-commitment

https://www.ferrero.com/
social-responsibility/
code-of-business-
conduct/standards-and-
principles	

非歧视原则
GRI	406：非歧视原则
（2016）

406-1 歧视事件和采取的纠正措施 27

隐私保护
GRI	418：客户隐私（2016
）

418-1
针对侵犯客户隐私和客户数据
丢失的已证实投诉

27

工作场所暴力与骚扰
GRI	414：供应商社会
评估（2016）

414-1 通过社会标准筛选的新供应商
30-31；71-73；170-171；183
；193-194；198；207

414-2
对供应链的负面社会影响和所
采取措施

10-11；30-31；71-73；170-
171；183；193-194；198
；207

强化执行措施，推动可持续发展全球合作机制

外商直接投资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2 重大间接经济影响
32；76-87；129-133；193-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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