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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要取得长期成功，
就必须为股东和社会同时创造价值。
在雀巢，我们称之为

“创造共享价值”。



在全世界范围内，雀巢触及数十亿人的生活。从与我们合作的农户，享受雀巢

产品的个人和家庭，到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社区，以及我们共同依存的自然环境。

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的挑战。他们的成功也是我们共同分享的成功。

所以我们帮助建造繁荣兴旺、百折不挠的社区，支持与我们一起工作生活的人

改善生活水平。

雀巢，提升生活品质，贡献于更健康的未来。



着眼未来

法律、业务原则
和行为规范

营养、水管理
和农业社区发展，
我们的关注领域

可持续发展

创造共享价值

合规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超越企业社会责任，通

过核心业务为股东和社会创造价值，从而

为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创造共享

价值的核心基于我们对社会的基本承诺，

即按最高标准守法守则，保护环境，为子

孙后代造福。

创造共享价值

创造共享价值基于我们对社会的基本承

诺，即严守法律，保护环境，遵守雀巢公

司的业务原则和行为规范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在雀巢的核心业务活动，

即营养、水管理及农业社区发展等领域努

力发现并改善社会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雀巢公司不经营任何自有

的商业性咖啡种植园。雀巢重点致力于为

其经营所在国的偏远农村地区发展可持续

咖啡农业。只要有可能，雀巢公司就会帮

助其经营所在国成为含有附加值成品的生

产者及原材料的生产者。比如，在中国，

雀巢不仅率先在云南推动种植和采购咖啡

豆，而且在广东省东莞市和山东省莱西市

建立了咖啡生产厂。

通过这一全球性咖啡政策，雀巢为中国及

全球范围内成千上万咖农及供应商生活水

平的显著改善做出了贡献，而为咖农提供

技术协助则是该咖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种技术协助包括可持续咖啡豆生产

与加工相关知识与经验的传授。在培训中，

雀巢鼓励咖农交流知识与经验，并为咖农

提供各类技术知识。此外，雀巢公司还激

励咖农提高质量和产量，从而帮助其提高

收入。

雀巢与咖农





雀巢在云南

自 1988 年扎根云南以来，雀巢始终秉承 

“创造共享价值”经营理念，致力于与当

地政府和咖农合作，共同推动咖啡的产业

化进程。为此，雀巢公司向普洱派驻了包

括 6 位外国咖啡农艺师在内的专家团队，

针对咖农在种植咖啡方面所遇到的问题，

先后为超过 16000 位咖农提供了田间管

理、加工技术和最佳农业实践的培训，从

而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咖农的生产能力、生

活水平以及国际竞争力。

发展初期，雀巢农艺师到咖啡产地现场无偿

地根据需求提供培训和技术援助，旨在帮助

他们学会如何选育合适的品种，种植出高质

高产的咖啡。自 2002 年，雀巢采购的咖啡

100% 源自直接采购，为当地农户提供了稳

定的收入，确保农户不需要通过中间商就能

够直接获得交易咖啡给雀巢而带来的利润。

雀巢以高效透明的方式与所有的供应商建立

了关于本地咖啡采购价的良好沟通，即根据

纽约国际期货价来定价。

雀巢在云南的活动已对该地区的咖啡发展

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使一个产量低、质量

次的咖啡豆产地发展成一个产量高、质量

优且已引起全球咖啡界关注的咖啡豆产

地。在雀巢公司进入该地区近 30 年后，

使云南从一个传统的种茶区又发展出一个

蓬勃发展、获利丰厚的优质小粒种咖啡豆

产地。





为强化从农户到消费者完整的咖啡可持续性采购，雀巢

在全球发起了“雀巢咖啡计划”。“雀巢咖啡计划”于

2010 年启动，在增加雀巢的咖啡直接采购量的同时为广

大咖农提供技术支持，推动咖农以及当地咖啡产业以高效、

可持续的方式生产高品质的咖啡，所有的咖啡都达到 4C

（咖啡社区通用管理准则）可持续性标准。4C 是目前世

界上被广泛接受，涉及咖啡种植、生产、加工等供应链各

个环节可持续发展的管理规则，包括三个方面：社会、环

境和经济的原则。

在中国，雀巢农艺师管理的 6 个 4C 单位坚持以可持续发

展的方式生产咖啡豆，截至 2016 年雀巢咖啡供应链已惠

及包括农户和工人家庭在内的 3 万余个受益人。2017 年

雀巢在中国采购了近 12247 吨通过 4C 认证的咖啡豆，供

应给全球包括中国的 8 个不同地区的雀巢咖啡工厂。

雀巢在普洱的工作得到了多方的认可。其中，在 2012 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即里约峰会期间，该项目荣获由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工商领袖论坛和国际商会联合颁

发的“世界商业和发展奖”。

雀巢咖啡计划





雀巢在云南的耕耘已对该地区的咖啡产业

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雀巢通过

对当地农业人才的培养，对咖啡种植户提

供大量的技术支持，使得当地咖农生产能

力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持续的提升。不仅如

此，雀巢还在咖啡品牌打造和文化发展方

面做出很多努力。

2013 年 4 月，雀巢公司与普洱市政府签

署了备忘录，宣布将投资云南省普洱市咖

啡产业，通过“雀巢咖啡中心”项目为当

地咖农提供培训和基础设施，并提升普洱

咖啡的品牌影响力。

雀巢咖啡中心：雀巢对中国的承诺

雀巢公司投资建设的现代化雀巢咖啡中心

项目于 2016 年 3 月在云南省普洱市正式

落成。时任雀巢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薄

凯先生、雀巢亚大非区总裁龚万仁女士和

时任雀巢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

国华先生与当地政府、相关行业负责人、

以及咖农及咖啡从业人员代表共同为中心

揭幕。

保罗·薄凯先生表示：“雀巢咖啡中心的

建立更加彰显了雀巢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持

续承诺，也将进一步成为雀巢践行创造共

享价值理念的有力平台。雀巢是一家致力

于长远发展的公司，今年正值公司成立

150 周年。中国市场在雀巢全球的战略发

展地位与日俱增。”

雀巢咖啡中心与云南农业大学签署了战略

合作意向书，双方决定在以往互利共赢的

合作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和内

容，推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并分享知识、

信息，开展项目和科研合作，为推动中国

咖啡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





“雀巢咖啡中心”项目是“雀巢咖啡计划”

长远战略的组成部分。雀巢咖啡中心占地

面积超过 3 公顷，是集办公室，培训设施

及高标准咖啡储存仓库为一体的现代工业

综合设施。这个项目巩固了雀巢咖啡工厂

增加云南咖啡豆采购量的趋势。雀巢咖啡

中心将有力推进及拓展雀巢的农艺援助，

不仅仅是停留在大田指导的层面，而且将

在新的设施里实施质量控制及农场经济性

管理的培训。

“雀巢咖啡中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

雀巢咖啡种植培训中心和生咖啡豆检验

室，为咖农、农学家和咖啡专业人士提供

交流和培训；另一部分为现代化仓储设施。

随着普洱市咖啡豆产量的上升，该配置将

为保障可持续的咖啡豆采购提供急需的基

础设施，并设立基于国际标准的本地优质

采购和检测基准。厂区内实施更高标准的

安全措施，通过更先进的设施设备及改进

的操作流程，每日最大收购量从 100 吨提

展望未来

升到 220 吨，出货从每日最多 4 个集装箱

提升到 6 个，从而为供应商提供更安全更

便捷的交货环境。

“雀巢咖啡中心”的建立为推动咖啡种植

的发展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合作平台，为进

一步完善和推动普洱乃至中国咖啡种植业

的发展起示范作用。“雀巢咖啡中心”支

持与包括科研院校在内的咖啡行业的研究

和知识分享；助力提升普洱咖啡在国际市

场上的认知度和竞争能力。





薪火相传

包德 | 荷兰人 

1989–1994 期间 任雀巢中国驻云南农业服务经理

“作为雀巢在思茅市（普洱市前身）农业服务

业务的奠基人，我很高兴看到我们过去所有的

努力能一步步累积，最终转化成为现在的雀巢

咖啡中心。我们最初到这里的时候，是鲜有的‘外

国人’，我们费了很大的外交努力和长时间的

讨论交流才建立相互信任感。我们到云南的时

候，这里主要种植的咖啡品种是 S288，这是一

种很古老的印度品种，很容易被叶锈病侵害。

显然，找到更好的品种势在必行。所以我们引

入了抗叶锈病的卡蒂膜品种，这种品种很快成

为思茅种植户的首选，现在 90% 的种植面积也

是这种品种。卡蒂膜大大增加了中国咖啡种植

户的产量和收入。我们最初几年的工作主要是

在思茅地区设立苗圃园，并在现场向种植户提

供建议和培训。”

范士良 | 瑞士人 

1994–1998 期间 任雀巢中国驻云南农业服务 

经理

“中国种植户们都很有生意头脑。我很清楚，

如果你要中国种植户种咖啡，你得告诉他们这

能带来成功。雀巢给种植户提供贷款，教他们

怎么遵守严格的种植计划。

种植户需要严格遵守苗种、土地和作物生产的

标准，然后这些做法反过来会给他们带来信心。

我还记得，当第一批种植户丰收的时候，他们

兴奋地在田间地头翻跟头。我在那里的最后两

年，我很清楚地看到，种植户两年之内就盖了

新房子，买了摩托车。这绝对是巨大的成功！”

王道富 | 荷兰人 

1998–2001 期间 任雀巢中国驻云南农业服务经

理 现任法国洛桑雀巢生命科学研究院合同经理

“我们曾经迎来一位从韦威来的高管。他从 6–7

年前初次来访之后，再次前来视察雀巢农业服

务工作的发展情况。当地农场负责人认出了他，

跟他聊天，说上次他来的时候，当地人还住木

屋小棚，而现在他们住瓦顶砖房，屋里都通了电，

而且马上就要买电视了。

我感到很高兴的是，政府改善农村地区生活情

况的努力带来了实效。不管乡村多么偏僻，人

们都有清洁的饮水，至少部分通了电灯、电话

和电视，还有一间不错的学校和卫生所。”



杨迪迈 | 比利时人 

2001–2005 期间 任雀巢中国驻云南农业服务 

经理

“那时，思茅还是一个小镇，我是当地唯一常

住的西方人。有时候，农户们的执行能力真的

让人惊讶。他们听你的讲解，忠实地执行你的

指导，寻求机会，在机会不是很好的时候也保

持积极的心态。农民们是很棒的朋友。有一次

在一个采访中，一位种植户指着我说：‘这是

我最好的朋友。’还有一次，中国农历新年前

几天，许多种植户来找到我跟我一起过节，让

我感觉他们就像我在故乡的家人一样。他们还

请我去户外烧烤。当地种植户与我之间的相处

模式跟我在家乡的朋友一模一样！”

邬特 | 比利时人 

2005–2014 期间 任雀巢中国驻云南农业服务经

理 现任泰国曼谷雀巢亚大非区咖啡农业联络经

理

“这不仅仅是我，而是整个团队的努力与成就。

刚到中国的时候，我组建了一支农业团队。当

我离开的时候，队伍基本保持原样。这非常重

要：我们在一起紧密工作了十年时间。我们的

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中国的认同。当习

近平主席在比利时访问的时候，他提到在云南

给当地农户提供指导的正是一个比利时人。我

想这是你能得到的高水平的认可之一了——当

地社会和国家认可你所做的事情。

我跟当地种植户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我走访过

几个偏远地区的村庄，认识了一些咖啡种植户。

有一次，我在一个咖啡种植村里过夜，热情的

主人专门将肥料储藏室收拾出来让我居住。我

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这都是我难忘的回忆。”

孔赞龙 | 墨西哥人 

2015–至今 雀巢中国驻云南农业服务经理

“雀巢咖啡中心背后凝结了很多人的努力和热

情。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座紧贴种植户的中心，

为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对我来说，为世界上最

大的食品饮料企业雀巢和全球最有趣的国家之

一中国工作，让我感觉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是工作中最有趣的部分。我热爱我的工作，

也很高兴能跟我的团队一起并肩作战。”

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