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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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共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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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与竹瓦小学的情谊缘起于 2008 年。

为了帮助地震灾后的学生尽快恢复正常生

活，雀巢开始了资助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竹瓦小学的重建工作。从此，这份情谊经

过雀巢员工的爱心传递，一直延续至今。

为了践行雀巢一贯秉持的“创造共享价值”

理念，雀巢决定将竹瓦小学确定为长期对

口支持单位，每年组织优秀员工亲身参与

相关活动，有效地将公益活动与员工激励

相结合。

雀巢与小学的领导和教师一起，开展了一

系列的支持项目与激励活动，如：一年一

度的“竹瓦小学艺术节”、“雀巢三好奖

学金”及“雀巢激励奖”项目、增加教学

现代化设施、设立营养健康室等。这些努

力不仅让竹瓦小学的孩子们时刻感受到来

自社会的问候与关爱，也为雀巢的员工提

供了回馈社会的平台。

雀巢与竹瓦





竹瓦小学自2008年与雀巢公司联谊以来，

学校校园和师生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和雀巢以及社会各

界的带动帮助下，现在，竹瓦小学已经从

一所普通农村小学跻身于“郫都区教育工

作综合评估一等学校”的先进行列。

竹瓦小学秉承“品正、乐学、扬长”的校训，

致力于和乐文化建设，让每一个学生得到

全面发展。学校还依托当地特有的地方资

源开展特色教育，如泥塑，培养学生的动

手、想像和创造能力，让孩子们“和美成长，

乐塑人生”。

如今，竹瓦小学已经成为雀巢员工的爱心

基地，雀巢员工和子女经常与结对的学生

们通信、互赠礼物、关心探望，让竹瓦小

学的孩子们时刻感受到温暖的问候与关

爱，激励着他们快乐地学习和成长。

今日竹瓦





“早晨，太阳才刚探出头，同学们就已纷

纷来到了学校。只是为什么呢？因为同学

们想第一眼看见那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雀

巢叔叔、阿姨们。”

—— 陈聪 12 岁

“你们走到了旗台前温和地看着我们，等待

我们向你们佩带红领巾，即使头发被拉住了，

也毫不在意。在分班的过程中，你们耐心地

等待班主任带着班长迎接自己，虽然你们对

太阳的炎热毫不在意，但我们都知道，怎么

会不热呢？你们带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了

‘大少先队员’，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伙伴。”

—— 李炘怡 12 岁

“雀巢公司的叔叔阿姨们被分到了各个

班，在班上和学生一起玩耍，互相自我介

绍。我们班分到了五位辅导员，他们向我

们介绍了自己，我们也争先恐后的向大少

先队员们介绍了自己，在这短暂的交流中，

我们变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切。”

—— 李妍锦 11 岁

“叔叔、阿姨不远万里地来看我们，给

我们送礼物，我们更应好好学习来回报

他们。”

—— 李周锴 12 岁

学生语录

“我期待着明天的艺术节，希望在艺术

节中，能和你们结交成好朋友，在此，

我代表全体师生欢迎雀巢叔叔阿姨们的

到来！”

—— 王初叁 11 岁

“作为竹瓦小学的一名学生，我是幸福的。

除了老师的陪伴，还有雀巢叔叔阿姨的关

爱。这种关爱是温暖的，教学楼宽敞明亮，

电脑图书开阔眼界，直饮水机带给我们健

康……我将来也要像叔叔阿姨们那样感

恩、奉献、积极、乐观！”

—— 赵美西 12 岁





“地震无情，大爱无疆，雀巢援手，铸我

精魂。爱，让星光依旧灿烂，让激情永远

燃烧。”

—— 吴长英 班主任 语文老师

“我爱舞台，因为每次在舞台上总能迎来

雀巢员工们专注的眼神。爱的微笑和鼓励

的掌声，将成为我人生道路上一抹绚丽而

幸福的色彩！”

—— 陈迪 音乐教师

“通过与雀巢开展的活动让我们的孩子看

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大力推进了我校教育

国际化进程；让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更好

的融入国际社会，具备国际视野和知识。”

—— 张露 英语教师

“孩子们在与雀巢连续几年的活动中，从

最初的新奇、茫然到渐渐认识、了解营养

健康知识，并能将这健康新知识传达给身

边的亲人朋友，从而影响这一方人的健康

观念。”

—— 胡亚 班主任 心理教师

“在雀巢的无私帮助和风雨陪伴下，同学

们在品德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变的

越来越有礼貌、友善、活泼、团结、自信。

通过雀巢三好奖、激励奖的促进，竹瓦小

学培育出了一届比一届更乐观向上、开朗

自信、品学兼优的学生。”

—— 肖云凤 德育主任

“每年一次的联谊活动，每年一届的雀巢 –

竹瓦小学艺术节和雀巢三好奖及激励奖颁

奖活动，见证了我们的友情。人世间最珍

贵的是友情，最难得的是持续不断的关怀，

雀巢人让我们感动，为你们骄傲！”

—— 杨世开 校长

教师心声





章碧玉　上海雀巢 

一个新汶川在废墟中重生，孩子们的笑容

是我见过最美丽的风景。从 08年到 17年， 

我看到了雀巢人的坚持，以后的无数个年

头，我们会一直把这颗爱的种子传播下去。

逄贵峰　青岛雀巢 

竹瓦两天的行程，会是我一生的记忆，雀

巢与竹瓦的情谊也给了我作为一名年轻雀

巢人深深的震撼与感动。

周莹　四川银鹭

“创造共享价值”这六个字像一座桥，搭

起了集团来自五湖四海各单位同仁的沟通

和凝聚，搭起了震后九年我们持续对灾区

同胞的关注，搭起了雀巢员工和竹瓦小学

对彼此的爱和奉献，而我们也收获了满满

的感性和深刻的感悟。

李冉　郑州高德美 

竹瓦之行画上句号， 但雀巢创造共享价值

大使的重担今天才担上肩头。

张爽　北京分公司

因地震将五湖四海的我们与竹瓦小学联系

在了一起。伸出彼此之手，让我们共同前

行。爱之光，照亮的不只是孩子们，还有

我们自己。我想这就是共创价值之真谛。

任小磊　临汾分公司

竹瓦之行有感——就像韩飞经理讲的那

样，来之前总在用自己的认知去想，竹瓦

的校园是不是十分简陋，孩子们的学习环

境是不是十分艰苦等等等等，两天的生活

我们一起经历了地震后的遗址，感受到当

时危难之中爱的无私与伟大！与小朋友共

度的一天，让我看到他们质朴，天真，善

良，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小小的“张扬”，

心中总有些期许希望自己可以带给孩子们

什么，对比那些在受难中的孩子，我却更

希望现在的他们只需要健康快乐的成长，

短暂的陪伴也许没能和他们分享更多外面

的世界 , 但它会为孩纸们打开一扇窗 , 阳

光总会偶尔透过。

陈骁　雀巢流通食品零售及饮料业务单元 

天助自助者，孩子们和老师们的天性热情，

感恩戴德，无不让我动容。原来电视和现

实是那么有差距，当我踏在映秀镇的土地

上，每一步都显得这么艰难，当我看到废

墟上的 2 点 28 大钟 , 每一眼都显得这么

肃穆。爱受了些苦，显得格外的刻骨铭心。

当看到这样的竹瓦还心系藏区的孩童时，

心都融化了，让我明白蓝天下的至爱真不

是一句口号。我们能做的太多，但是做的

太少，仍要时刻鞭挞自己，时刻保持感动

和助人的行动。幸好，这座城的孩子们和

可爱的人们获得他们理所应当的幸福。感

谢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选择，相信未来。





2008

2008 年 11 月，雀巢公司及员工捐助了价值总

计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现金和实物，用于

赈灾和四川竹瓦小学重建，其中有 200 万元人

民币捐资用于竹瓦小学教学楼重建。

2009

2009 年 2 月，在“每名员工捐献一本书”的倡

议下，雀巢员工向竹瓦小学捐助了 1 万本儿童

读物，并为学生们建立了“爱心图书室”。

同年，时任雀巢公司首席执行官薄凯在收到竹瓦

小学同学的画作后，亲自为同学们写来感谢信。

加拿大籍员工瑟慨（Michael Pos）为竹瓦小学

的孩子们创作了歌曲“你的光”，激励学生们坚

强向上。“你的光”现已成为竹瓦小学的校歌。

从 2009 年开始，为了鼓励竹瓦小学的学生努力

学习、积极向上，设立了一年一度的“三好奖学金”。

2010

2010 年 7 月，雀巢公司将“中国儿童营养健康

教育——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项目成功引

入竹瓦小学，作为健康儿童项目的实施学校，

该项目将帮助竹瓦小学普及并开展少年儿童营

养健康教育。

2011

2011 年 7 月，雀巢公司向竹瓦小学捐赠了 23

台办公电脑，帮助学校建立了第一个电脑教室。

据校长介绍，竹瓦小学已经由全县学习成绩最

差的学校，跃升为全县名列前茅的小学，位居

全市农村小学中第一名。

那一年，在竹瓦





2012

2012年5月，竹瓦小学举办了主题为“真情互助，

共创价值”的“雀巢 – 竹瓦小学艺术节”，近

30 名雀巢基层优秀员工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

7 月，竹瓦小学举办了“三好奖学金及激励奖”

颁奖典礼，有 6 位全面发展成绩突出的同学获

“三好奖学金”，80 位取得进步的同学获得“激

励奖”。

2013

2013 年 5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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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雀巢合资公司

的同事首次参加这一活动。6 月，竹瓦小学杨

世开校长和胡亚老师受雀巢公司邀请和协助，

赴京与北京育才小学进行学习交流。这是两位

老师首次来到首都北京。

2014

2014 年 5 月，雀巢公司为竹瓦小学捐助了一套

崭新的净水设备并且成功举办了主题为“学营

养塑人生，小校园大环境”的“雀巢 – 竹瓦小

学艺术节”。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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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四川省营养学会的学生营养教育专家进行授课

及专业指导。

2015

“食品安全校园行”活动也正式落地竹瓦小学，

活动特别邀请了中国食品安全 30 人论坛科普

讲师授课及专业指导。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四川省食药监局和中国经济网领导出席

了活动。同时，雀巢将“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

划”和水教育全球项目——Project WET (Water 

Education for Teachers) 再次引入，加强了孩

子们对于营养健康和爱护环境的认知。

2016

5月，主题为“乐学健康，共享成长”的“雀巢 –
竹瓦小学艺术节”再次成功举办。中国食品安

全 30 人论坛科普讲师朱晓倩为该校师生和家长

带来了权威实用的食品安全课程。受邀的北京

育才学校也带来了语文示范课程《花钟》和 《盘

古开天地》，将北京优质学校的先进教学理念

传递给竹瓦小学。

2017

除一年一度的艺术节、三好奖和激励奖成功举办

外，雀巢员工自发组织的“春蕾俱乐部”积极鼓

励员工的孩子们与竹瓦的孩子们互换绘画作品，

而雀巢的工会组织也发起了员工向竹瓦小学的孩

子们捐献有益读本的活动，员工们纷纷在精心挑

选的图书上写下给竹瓦小学孩子们的美好寄语。

那一年，在竹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