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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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一直被定义为

雀巢“创造共享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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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营养是雀巢的核心业务之一。雀巢并没有

只满足于向社会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而

是将价值前置，着眼于如何通过教育传播

促进中国儿童的营养健康这一宏大的社会

需求。当前，营养不良和营养失衡双重高

涨是全世界所面临的一个复杂挑战，特别

是在学龄儿童中。该挑战也同样出现在正

处于社会和经济迅速转型时期的中国。一

方面，近年来中国儿童的营养状况得到了

大幅度改善，儿童的营养不良率迅速下降；

另一方面，由于膳食结构不平衡、体育活

动减少，造成了儿童超重 / 肥胖率快速上

升。与此同时，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微量

项目背景 

营养素缺乏（如钙摄入不足、缺铁性贫血

等）营养问题同样存在。针对这种营养不

良和肥胖率双重高涨的情况，迫切需要通

过向学生传播先进、科学的营养健康知识，

树立儿童正确的平衡饮食习惯，帮助儿童

走上正确的营养健康轨道，提高身体素质。





2009 年，雀巢集团提出了旨在推动儿童营

养、体育和卫生教育的一项全球举措——

“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该计划针对

当前全世界学龄儿童的营养健康问题，通

过向学生传播营养健康知识，树立正确的

平衡饮食习惯，提高身体素质，为儿童的

健康成长和社会做贡献。目前，该计划在

全球范围内已覆盖了 80 多个国家，惠及

超过 750 万名儿童。

2010 年 5 月，“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教育

项目——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正式在

中国启动。雀巢与中国营养学会密切合作，

旨在通过该项目向 6–12 岁的城市、农村

小学学龄儿童传播正确的营养健康知识，

培养小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建

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项目面向学生、

家长、教师、学校食堂管理人员普及科学

营养知识，培养科学的营养观念。在雀巢

的支持下，中国营养学会以及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专家针对

不同群体，采用多种方式传播正确的营养

健康知识，探索教育模式和按语方法，编

写了《健康校园》和《健康成长的魔法棒》

等教材。

落地中国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教

育项目——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全面

进入中国 6 年，共计覆盖了安徽、北京、

河南、湖北、广东、贵州、江西、江苏、

辽宁、四川、山东、上海、天津、山西、

云南、新疆、西藏等 17 个省、市及自治

区，约 3.6 万名教师和 450 万名小学生受

益。项目先后编写《健康校园》《健康成

长的魔法棒》，分发到国家“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 42 个重点县的

疾控部门、教育局和部分小学，以及郑州

市 738 所小学、河南其他地市 1800 余所

小学和山东省 2000 所小学。

丰硕成果





2010

2010 年 5 月 25 日，“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教育项目——雀巢健康

儿童全球计划”在京正式启动。该项目由中国营养学会牵头、雀

巢（中国）有限公司独家支持，针对 6–12 岁的城市、农村小学

校师生传播先进、权威的营养健康知识，树立小学生正确的平衡

饮食习惯，培养其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同时希望促进卫生和教

育部门的合作，形成易于在教育系统推广的营养教育模式，进而

为国家相关部门制定营养教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7 月 5 日，该项目在四川省正式落地，其中成都市竹瓦小学、棕

北小学、玉林小学、郫筒小学、龙江路小学分校成为第一批项目

试验学校。

11 月 26 日，该项目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县联珠镇开展，除了培训

教师，中国营养学会、昆明医学院的专家与雀巢公司代表还共同

观摩了在联珠镇第二小学进行的生动活泼的营养健康课程。

2010–2011 年

2011

2011 年 6 月 27 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全国青少年儿童食品安

全行动领导小组，携手雀巢公司，在红色革命圣地贵州遵义县，

捐建 10 所营养健康实验室，捐助 1000 名困难女童，实施遵义县

学生营养健康教育项目。

11 月 9 日，“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教育项目——雀巢健康儿童全球

计划”取得了阶段性的可喜成果。中国营养学会专家和各地项目

学校负责人齐聚成都，对项目开展的经验和成果进行交流与展示，

并共同探讨项目进一步的发展方向。项目成果显示：参与项目学

校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在知识、信念和行为等方面均有了显著提

高和改变。





2012

2012 年 3 月 26 日，由雀巢携手国际田联开展的“少儿田径计划”

在北京正式落地并开始教员培训课程。此计划是雀巢首次与国际

田联合作，针对 6–12 岁儿童，鼓励青少年养成健康运动的习惯。

这是对此前开展的以营养科普为主线的“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

的延展。来自全国 16 个省市的 36 名少儿田径教师齐聚国际田联

北京地区发展中心，学习作为少儿田径指导员需要了解的理论课

程、儿童心理，以及根据国际田联教学卡片安排的少儿田径训练

条件和示范课程。

12 月 14 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携手雀巢公司启动了“情系江西，

共建和谐”捐赠仪式，并宣布“学生营养健康教育项目”在江西

省瑞金市中小学中展开。

2012–2013 年

2013 

2013 年 5 月 10 日，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五个“六一”儿童

节前夕，四川竹瓦小学举办了主题为“小校园大快乐、学营养塑

人生”的“雀巢 – 竹瓦小学艺术节”，30 余名雀巢及合资公司的

基层优秀员工代表参加了这一活动。同时，活动还特别邀请了中

国营养学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及四川

省营养学会的学生营养教育专家授课及专业指导。

5 月 24 日，“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教育项目——雀巢健康儿童全球

营养计划”走进北京育才学校，与小学部近 1600 名师生和家长

代表传播分享营养健康知识。

12 月 20 日，为配合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

国儿童营养健康教育项目——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首次走进

湖北，在项目学校恩施市屯堡乡中心小学与近 900 名师生分享儿

童营养健康知识。





2014 年 6 月 16 日，由河南省文明办、新

浪网主办，郑州市团市委、新浪河南协办，

中国营养学会、雀巢公司、河南人民广播

电台、河南电视台、《东方今报》支持的“中

国儿童营养健康教育项目——雀巢健康儿

童全球计划”在河南省郑州建业小哈佛学

校正式启动，这是该项目首次落地河南。

该项目首先完成了对郑州市约 60 名营养

相关科目小学老师的培训。

2014 年

12 月 6 日，“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教育项

目——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共向郑州

市 738 所小学免费赠送由中国疾病预防

与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专家们主

编的《健康校园》图书，覆盖近 60 多万

小学生，并走进 9 所小学举办区委运动

会，得到了两万余名师生的欢迎和积极 

参与。

12 月 17 日 – 18 日，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

促进会与雀巢走访了江苏省常熟市与张家

港四所“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教育项目——

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项目学校：常熟

石梅小学、常熟实验小学、张家港实验小

学、张家港白鹿小学，感受和体验了学生

们丰富多样的关于“营养健康”的主题活

动、知识竞赛、小品表演、光盘行动、升

旗仪式等，营养健康理念已经深入地融入

到学校的日常教学中。





2015年，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全面覆盖河南，

除了向受益学校发放图书之外，先后走进新乡、

洛阳、开封、郑州等地小学，通过举办趣味运

动会、家长课堂、嘉年华等形式，向小学生传

播健康知识。3 月 29 日，在郑开马拉松现场，

随着 50 位家长与小朋友组成的健康儿童亲子马

拉松方阵起跑，代表着“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教

育项目——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2015 年活

动在河南省启动。

4 月 14 日，教师培训落地吉林省长春市。长春

市卫计委、长春市教育局共同协作，遴选多所

学校参与，并由长春市健康教育中心进行项目

协调、工作部署，有序推进项目。

4 月 22 日，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落地黄石。

湖北省黄石市为营造校园营养健康与平衡膳食

教育氛围，提高学生营养知识水平，举办了由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黄石市卫计委、

黄石市教育局和疾控中心联合主办，雀巢支持

的教师培训会。

4 月 23 日，项目走进新乡马庄小学。活动针对

小学生年龄段特点，通过趣味运动会的形式，在

2015 年

游戏中贯穿了膳食宝塔等营养知识，受到了在场

600 多名小学生的热烈欢迎。

5 月 21 日，项目来到了开封金明小学。在面向

老师和家长开展的“营养健康大讲堂”活动，

来自郑州大学营养与食品教研室的王玲教授，

向到场 400 多名老师和家长讲解了小学生成长

中应注意的合理膳食与营养搭配，通过形象具

体的事例让家长了解到饮食健康对儿童成长的

关键所在，并对预防营养不良等话题与家长进

行了深入的讨论。

9 月 23 日，项目落地洛阳市芳华路小学。活动

中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健康营养知识宣传以及

各种趣味运动让孩子和家长们在互动中更好地

了解健康营养的饮食搭配，寓教于乐，有效提

升孩子们对健康营养的认知，向家长们传播正

确的健康营养知识。

10 月 20 日，健康儿童嘉年华落地郑州市商鼎路

第一小学。活动主要分为健康儿童·健康工坊、

健康儿童·创想空间、健康儿童·活力赛道、健

康儿童·美味迷宫四大互动区域。在健康工坊区，

中国厨师协会的专业厨师与家长一起 DIY 能量

营养餐，分享健康膳食心得；创想空间区的孩子

们在观看健康儿童绘画作品展的同时，还能在创

意涂鸦墙上即兴作画和留言；在活力赛道和美味

迷宫区域，老师带领家长孩子一起玩游戏，进行

全家游戏亲子互动。

10 月 22 日，健康儿童项目组走访长春市 2 所

小学。健康饮食主题绘画比赛、合理膳食主题

中队会、营养健康主题早操……一场主题为“营

养与健康”活动在长春市的北安小学和明德小

学开展的如火如荼。

10 月 27 日，雀巢项目组走访黄石 2 所小学。

在黄石市广场路小学和沿湖路小学，学校通过

组织孩子们制作健康营养知识板报、手抄报和

健康与营养知识折页，让孩子们在动手的同时

了解膳食宝塔等营养知识。

11 月，雀巢健康儿童画展开始在全国 18 个雀

巢工厂巡展。





2016 年，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选定山东作为

项目落地省份，项目联合山东省教育厅、山东

省学校卫生协会、山东人民广播电视台，以春

风化雨之势融入山东，并和山东千万小学师生

成为朋友。为了更加方便师生和家长获取健康

知识， 5 月 21 日，雀巢健康儿童的官方微信和

官方微博双 V 正式开通，通过双 V 平台，传递

健康营养趣味知识。同时，邀请营养专家针对

社会上儿童健康的项目热点以及家长老师最关

心的儿童成长问题，定期回复，答疑解惑。

5 月 21 日，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正式开启山

东之旅。启动仪式上，山东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的师生一起参加趣味游戏，如趣味障碍跑、营

2016 年

养搬运工、穿越火线等，家长则参与到中国营

养学会特别提供的专家课堂中；现场还有星级

大厨亲自配备的营养餐，供孩子们食用。健康

儿童问卷调查和新版教材在启动仪式上同时发

布。发布当天，有 2000 多名孩子填写了调查

问卷。

9 月 20 日，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为山东曲阜

市明德学校带来专家课堂，现场为家长讲解如

何具体保障孩子的饮食健康，孩子们参与了膳

食宝塔，水奥运，营养搬运工，营养对对碰等

寓教于乐的游戏，以及学生饮食认知和行为调

查问卷。

9 月 26 日，在山东淄博的张店区大张学校。雀

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开设权威的专家课堂，中

国营养学会专家为家长和师生带来如何保证均

衡营养的知识。

10 月 20 日，青岛，黄岛区齐鲁第一实验小学。

作为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在山东的最后一站，

活动配合当天“世界厨师日”的主题，和黄岛

区齐鲁第一实验小学的师生一起做游戏，听讲

座，制营养拼盘。



所获奖项 颁发机构

2011 最具公众影响力企业社会责任事件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

2011 跨国公司企业社会优秀案例奖 公益时报

2011 最佳企业公益传播案例奖 人民网

2011 京华公益奖 京华时报

2011 中国企业十大典范公益项目 环球慈善杂志社

2012 镜头下的优秀公益项目 责任网

2014 最佳公益合作伙伴奖 共青团郑州市委

2014 年度公益奖 中国经营报

2015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杰出企业奖 新华网

2015“我为正能量代言”社会爱心企业公益大奖 河南省文明办

2016 社会责任贡献奖 山东省教育厅

2016 年 CSR 中国教育奖 共青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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