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ic专题
２０20．6.9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13

筑梦可持续发展的“明天”

太古可口可乐全球发布《2030可持续发展战略》
2020 年世界环境日之际，

太古可口可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太古可口可乐”）正式对
外发布《2030 可持续发展战略》
（以下简称《战略》）以及《2019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

《战略》 秉承了企业价值
观， 明确了太古可口可乐未来
十年的目标和行动计划， 并提
出四大行动原则：重视管理、公
开透明、勇于担责，促进合作。
《报告》 则分享了在水资源管
理、能效管理与应对气候变化、
包装与废弃物管理、产品选择、
可持续采购、 多元包容性企业
文化、 社区关怀七大核心方面
获得的显著成果。

太古可口可乐行政总裁苏
薇表示：“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
融入企业商业战略核心。 我们明
确自身的行业及社会地位，勇于
承担、设定并努力实现具有挑战
性的目标，作出正确选择、积极
行动，确保我们企业和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

践行绿色环保
减少“碳足迹”

顺应国家“十三五” 整体规
划，推动低碳循环发展，作为可口
可乐公司全球销量前五的装瓶合
作伙伴， 太古可口可乐一直秉承
可口可乐公司和太古集团的可持
续发展原则和理念拓展业务，积
极把绿色环保的理念， 深入到了
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 从原料采
购、生产灌装、包装配送、客户分
销到废弃物回收利用等众多阶段
一以贯之。同时，太古可口可乐致
力于使装瓶厂的能源效率最大
化， 并升级使用新能源汽车和在
冷饮设备（CDE）中使用天然制冷
剂。 太古可口可乐始终致力于削
减温室气体排放。

到 2030 年，太古可口可乐期
望达成核心业务营运过程中的
碳排放对比 2018 基准年削减
70%的目标， 在整体供应链中对
比 2018 基准年削减 30%的目标。

此外， 太古可口可乐计划

2030 年将美国和中国内地装瓶
厂的用电来源过渡到 100%的可
再生能源。 同时，企业计划通过
技术改进提高能源效率，以抵消
企业对冷饮设备不断增长的需
求。 同时，太古可口可乐通过鼓
励提高效能和使用可再生能源，
使企业的供应商削减碳排放。

轻量化包装 天下无废

包装，尤其是一次性包装，近
年来是高度关注的社会话题。 作
为签署了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领导的《新塑料经济全球承诺》的
可口可乐装瓶合作伙伴， 太古可
口可乐致力于实现包装可回收、
尽回收和再利用， 目前已推出了
轻量化包装和无包装（如加水站）
的方式， 尽可能减少一次性包装
的使用， 并对原有包装进行重新
设计， 以确保在技术上方便回收
和再利用， 使用有材料价值并更
有可能被回收的材料， 增加包装
中的可回收物料含量， 从而创造
包装材料回收的需求。

除了包装以外， 太古可口可乐
还正在核心供应商和代工厂一起探
索针对废弃物的替代处理方法，目
标到 2030年实现废弃物“零”填埋。

未来， 太古可口可乐将坚持
“减少使用”、“重新设计”、“回收”
以及与伙伴合作“循环再利用”四
管齐下的策略，在实现可口可乐公
司“天下无废”这一目标的路途上
继续前行。

多元+包容
新职场“均衡”之道

企业成功取决于优秀的人才，
太古可口可乐持续为员工发展投
资， 并为员工创造一个安全和多
元、包容的工作环境。 到 2030年，
太古可口可乐目标有 50%的管理
职位（经理级别及以上）是女性，高
级管理团队（总经理以上级别）中
将有 30%是女性， 包括到 2022年
销售代表中有 30%为女性，到 2023
年供应链组织内 20%的女性。 据
悉，企业还推出“重返职场”项目，
并将在湖北进行试点。这项计划提
供全职或兼职（弹性工作）机会，让
超过一年职业生涯中断的人有机
会重返工作岗位。同时还提供为期
3 个月的技能升级培训和其他支

持，以促进顺利重返工作岗位。
根据 2019年的数据， 太古可

口可乐划拨了年度利润中约 800
万港元到企业社会责任基金，其中
现金捐款 685 万港元， 实物捐赠
55000余箱饮料。 此外，2019年在
水资源管理、 包装与废弃物管理、
青少年发展、女性赋能和紧急救援
等五个重点领域与当地组织或利
益相关者合作，制定并执行了切合
当地社区需要的 248 项企业社会
责任活动， 如在中国内地举办的

“为爱同行” 公益步行活动、“一瓶
水接力”夏季送清凉公益活动等。

同时，太古可口可乐也鼓励员
工提供志愿服务，上年度企业内志
愿者共计提供了 5637 小时的服
务。 预计到2025年，太古可口可乐
将把对企业社会责任基金的投入额
增长至当前的 2倍以上， 公司的志
愿服务文化也会不断加强， 未来期
望进一步探索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的合作，为企业所服务社区的环境、
青少年和女性带来切实的帮助。

当今世界正面临来自环境和
社会的严峻挑战。 太古可口可乐
在全社会共同监督与审查下，积
极发挥企业影响力， 以更高的全
球标准来自我要求， 为应对挑战
作出贡献。 （李庆）

6 月 4 日， 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
金会”）宣布向全球疫苗免疫联
盟（Gavi）提供一笔为期五年、共
计 16 亿美元的赠款，用于向世
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交付疫苗。
这一承诺是在 2020 年全球疫
苗峰会上做出的， 峰会由英国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主持。

峰会上募集的资金将用于
Gavi 开展下一个战略阶段的工
作， 在现有基础上为全球最脆
弱社区中的额外 3 亿儿童进行
疫苗接种， 挽救多达 800 万生
命。届时，在 Gavi 支持下获得疫
苗接种的儿童数量将累计超过
10 亿。

除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继续支持常规免疫接种活动，
Gavi 也将在终止新冠疫情本身
的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新
冠肺炎疫苗面世后，Gavi 可利
用 20 年来积累的疫苗交付经
验帮助低收入国家开展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

“虽然全球健康领域之外
知道 Gavi 的人并不多， 但在过
去 20 年中，Gavi 改变了世界各
国对儿童健康的投入和保护方
式。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梅琳
达·盖茨认为，“这次新冠肺炎
疫情再次提醒我们免疫接种的
重要性， 疫苗可以保护我们免
受致命疾病的危害。 全球领袖
们今天所做出的捐赠承诺，将
帮助 Gavi 拯救更多生命。 ”

长期以来，Gavi在全球范围
内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疫苗供应
商、捐赠方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开
展密切合作， 并取得显著成果。

但即便有了这些重大进展，2018
年全球每 10名儿童中仍有一名
未能接种基础疫苗。 此外，新冠
肺炎疫情对卫生体系和供应链
造成了严重影响，令医疗工作者
无法安全地在社区开展工作，这
将导致数百万儿童错失免疫接
种的机会。

“为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我
们不仅需要突破性的科技，也
需要突破性的捐赠。 今天，来自
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领导
人，特别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为
Gavi 做出的承诺， 有力地体现
了这一点。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
席比尔·盖茨表示，“一旦新冠
肺炎疫苗准备就绪， 本次募集
的资金以及建立的全球协调机
制将确保全世界人民都能获得
疫苗接种。 ”

自 20 年前 Gavi 成立以来，
盖茨基金会一直为其提供支
持。 在此期间，Gavi 已为全世界
10 亿儿童中的超过 7.5 亿接种
了疫苗，并因此挽救了 1300 万

生命， 将受助国儿童死亡人数
降低了一半。

Gavi理事会主席恩戈齐·奥
孔约·伊维拉博士（Dr.Ngozi
Okonjo-Iweala） 表示：“新冠肺
炎大流行是人类有史以来经历
的最艰难时期之一，疫情打乱了
全球各类疫苗免疫项目的节奏，
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盖茨
基金会的这笔承诺将发挥关键
作用，支持多个国家防止疫苗可
预防的致命疾病卷土重来。 ”

除了上述 16 亿美元的承
诺外， 盖茨基金会还将提供 1
亿美元赠款， 用于支持 Gavi 一
项新的“新冠肺炎疫苗预先市
场采购承诺机制”，为低收入国
家采购新冠肺炎疫苗。 这其中
包括盖茨基金会在今年 5 月举
办的冠状病毒全球响应峰会上
已经承诺的 5000 万美元赠款。
此次宣布的 16 亿美元承诺中
包括盖茨基金会在 2020 年 1
月向 Gavi 匹配基金承诺的
7500 万美元赠款。 （高文兴）

2020年 6月 5日， 正值第 49
个世界环境日。由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 TOTO 水环境专项基金主
办，重庆市渝中区巴渝公益事业发
展中心承办的 2020自然亲水教育
项目在重庆启动，包括西南大学附
属中学、人和街小学、兼善中学、重
庆自然介、 成都根与芽等近 20名
来自重庆、四川、河南等地的中小
学校老师、环境教育骨干参加启动
仪式并交流分享自然亲水教育的
经验，参加培训的学员还将走进彩
云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现场学习
自然亲水教育课程开发方法。

本次自然亲水教育培训项
目将以“湿地与生物多样性”为
主题，围绕湿地，聚焦生物多样
性，为各地中小学校、环保社会
组织、 学生环保社团的优秀校
长、教师和志愿者，提供生态环
境教育工作者师资力量培训。 项

目自发布招生通知以来，有近两
百人报名参加培训。 考虑到疫情
的影响， 最终选择了以重庆、西
安、太原、南京四个城市为中心，
鼓励参与者尽量避免长距离跨
区域流动，并确定了来自 11 个省
23 个市的近 80 名中小学校校
长、科学教师、环境教育从业人
员于 6 月 5 日至 14 日先后在以
上四个城市参加交流培训。

在未来半年内，这些参加培
训的学员将在各自所在地、学
校、 社区等推动开展超过 100 场
自然亲水教育活动，形成一批优
秀的自然亲水教育教案供全国
相关学校、组织学习，进一步加
强中小学校园生态环境教育教
师能力建设，推动青少年生态环
境教育，助力区域水生态环境教
育工作，提升校园师生和家长水
生态环境保护能力。 （高文兴）

盖茨基金会承诺向 Gavi捐赠 16 亿美元
支持通过疫苗接种保护下一代

关注湿地与生物多样性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启动自然亲水教育项目

2017年 2月，一群女童在印度戈拉尔的一所公立学校等待接种疫苗

太古可口可乐智能调配车辆消减碳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