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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 当

天，《爱茉莉太平洋中国 2020 社

会责任报告》正式发布，集中展示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在中国市场的

可持续发展绩效。 在 2020 年，爱

茉莉太平洋因地制宜在“促进可

持续生活方式”“发展循环经济”

与“实现共同成长”三大领域积极

开展了适合中国市场的可持续行

动：一方面坚持以顾客为中心，不

断打造满足中国消费者多样化美

妆需求与使用场景的产品与服

务； 一方面更加积极地践行对环

境和社会的承诺。 爱茉莉上海美

丽妆园在去年先后获得上海市绿

色制造体系示范单位和国家“绿

色工厂”称号。作为韩国化妆品行

业率先加入 RE100 国际倡议的

成员，该集团承诺在 2030 年前实

现 100%可再生电力资源，这也将

为中国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目标做出贡献。

“响应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践

行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消

费和生活方式， 是企业在中国市

场实现长期发展的重要前提。 爱

茉莉太平洋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贯穿到企业经营活动始终。”爱茉

莉太平洋中国总裁高祥钦表示，

“我们希望通过减少环境足迹，创

造城市中的绿色消费空间， 积极

联动社区和商业伙伴回馈社会，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铸就美丽世界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发布2020社会责任报告

作为在中国深耕近 30 年的化妆品企业，

爱茉莉太平洋以产品为支点，汇集研发、生产、

物流和营销各环节的力量，在产品全生命周期

内不断减少环境足迹，打造一条从实验室到店

铺销售的“轻量化”产品生态模式。

原材料的选择是研发和生产的源头，也是

“轻量化”生态链的开端。 2020 年赫妍（HERA）

的主打产品 HERA 黑金持久粉底液采用可持

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认证的可持续方式种

植生产的棕榈油，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升也推动着包装的

不断改进。 爱茉莉太平洋在包材使用上不断探

索“减塑”新模式。 备受消费者喜爱的兰芝夜间

修护睡眠面膜通过减轻产品包装重量，单位产

品水消耗量减少 10.9%， 每年节约的水能够蓄

满 1.3 个奥运标准游泳池， 成为韩国化妆品行

业首个获得 Carbon Trust 水足迹认证的产品。

高端洗护吕品牌旗下的吕淳净舒缓头皮倍护

洗发水的瓶身则采用由玉米、甘蔗等制成的植

物基塑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比传统石油基

PET 塑料减少 20%以上。

发达的网购和物流在方便消费者的同时，

也使快递包装成了无法回避的环境问题。 为

缓解物流包装给环境带来的负担， 集团旗下

品牌纷纷使用充气气囊替代泡沫等材料， 大

幅减少缓冲材料的使用， 同时还采用可以在

短时间内自然降解的植物纤维胶带替代传统

胶带。

打造“轻量化”产品生态链

2020 年抗击疫情期

间， 爱茉莉太平洋多次捐

款捐物， 为抗击疫情贡献

力量。 在原有公益项目的

基础上， 响应新的社会需

求， 又先后推出全新的女

性赋能项目“她来管家”和

大 学 生 心 理 关 护 项 目

“AMORE 能量青年”。 以

女性“两癌”（

即乳腺癌和

宫颈癌

）防治为核心的“妆

典生命” 公益项目连续第

五年在中国落地， 累计为

超过 8.6 万名欠发达地区

的困境女性提供免费的

“两癌”筛查，为超过 31 万

名女性普及健康知识。

在文化保护领域，“清

华大学雪花秀非遗保护基

金”聚焦陕西皮影戏，圆满

完成第三年的“非遗”保护

项目。

作为中国市场美丽生

态圈的一员， 爱茉莉太平

洋将坚持与员工、供应商、

社区携手， 共同打造美丽

共生体，彼此关切、互相影

响并付诸行动， 推动更多

美好改变。

消费者作为生态价值链的重要群体，始终

是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传递者和最终践行者。 为

了带动消费者共同为更美好的明天做出改变，

爱茉莉太平洋通过打造绿色消费空间，在店铺

设计、陈列、经营各环节融入环保理念，使用节

能、环境友好型的材质减少白色污染、降低能

源消耗；同时，还通过空瓶回收、环保知识普

及、产品义卖等活动倡导环境和社会友好型生

活方式。 旗下品牌悦诗风吟2012年启动空瓶回

收计划，截至2020年，已经吸引超过23万人次

参与，让循环利用的理念深入到广大的消费者

生活中。

倡导可持续消费和生活方式

中国市场是爱茉莉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阵地。 作为集生产、研发、物流为一体的综

合型基地，爱茉莉上海美丽妆园在2014年一期

新建和2018年二期扩建的过程中都从严执行

质量管控和环境保护的高标准。 2020年，凭借

卓越的绿色工厂管理体系、全链路的绿色生产

和行业领先的绩效水平，该基地先后荣获上海

市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单位和工信部“绿色工

厂”称号。 工厂持续探索节能减排新模式，通过

改进技术、升级设备，节约能源超过130万千瓦

时。

此外，还实现了原材料利用率100%，工业

固废回收率100%，废水回收利用5710吨，以及

减少11%的废水排放。

绿色生产推动循环经济

多元化公益项目

持续回馈社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京时

间 6 月 12 日凌晨，2020 欧洲杯将拉开

序幕。 A 组是揭幕战所在的小组，A 组

中 4 支球队分别是意大利队、瑞士队、

土耳其队和威尔士队。 其中，传统强队

意大利队被视作夺冠热门， 他们在小

组中一家独大， 本届欧洲杯揭幕战将

在北京时间 6 月 12 日凌晨 3 点在意

大利队和土耳其队之间展开。 之后，意

大利队将于 6 月 17 日对阵瑞士队，6

月 21 日对阵威尔士队，3 场小组赛都

是在意大利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进

行。

经历 2018 年错失世界杯的惨痛

后， 意大利队在新任主帅曼奇尼带领

下重整旗鼓，近年来已有复兴迹象。 曼

奇尼执掌意大利队教鞭后， 进行了大

刀阔斧的改革，着力阵容年轻化，并调

整意大利队打法， 更加注重整体逼抢

压迫，增强局部控球，提高反击效率。

相比于文图拉的保守风格， 曼奇尼更

加开放。 意大利队在欧预赛取得全胜

佳绩，截至目前 27 场国际 A 级赛事不

败的战绩说明曼奇尼的改变卓有成

效。 意大利队三条线上都拥有实力强

劲的球员，锋线上因西涅、因莫比莱和

小基耶萨的三叉戟进攻火力强大；巴

雷拉作为意大利中场希望之星， 与两

位技术出众的前辈维拉蒂、 若日尼奥

组成三后腰， 都拥有出众的技术与组

织能力，拥有强大的控制力；后防线上

国米新星巴斯托尼和尤文两位老将值

得信赖。 作为传统强队，意大利队将不

会给土耳其队多少机会。

曾经在 2008 年欧洲杯上打入四

强、取得欧洲杯最好成绩的土耳其队，

本届赛事有望复制 13 年前的黑马奇

迹。 在欧预赛上，土耳其力压传统豪强

荷兰队取得小组第一，并曾以 4:2 完胜

荷兰队。 土耳其队由 2002 年世界杯获

得季军的神奇主帅居内什率领， 老帅

的经验和权威将极大整合这支球队的

心气。 效力于 AC 米兰的中场核心恰

尔汗奥卢是土耳其队的头牌球星，球

队还拥有法甲新科冠军里尔的当家射

手伊尔马兹， 以及冲击力不俗的亚兹

奇。 另外，土耳其队的中前场都拥有不

错的远射能力， 意大利队的中场要注

意保护禁区前的弧顶区域， 不要给对

手起脚远射的机会。

2020欧洲杯揭幕战明日凌晨3点打响

坐拥主场之利 意大利队力求突破

本届欧洲杯原定在

11

个国家

12

座城市举行， 由于欧足联要求主办方

保障足够数量的球迷入场， 爱尔兰都

柏林和西班牙毕尔巴鄂因为当地政府

防疫限制而无法做到， 因此失去欧洲

杯主办资格。 西班牙足协通过协调，将

原本安排在毕尔巴鄂举行的

4

场比赛

移师塞维利亚， 后者能保障

30%

的观

众入场。 最终本届欧洲杯在欧洲

10

个

国家的

11

座城市举行。

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

竞技场将成为本届欧洲杯中唯一一座

开放

100%

座席的球场，这座承办

F

组

3

场小组赛和

1

场八分之一决赛的球

场，将开放全部

67000

个座位。 而俄罗

斯圣彼得堡体育场、 阿塞拜疆巴库奥

林匹克体育场均开放一半座席， 慕尼

黑、伦敦、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布加

勒斯特、格拉斯哥 、罗马和塞维利亚

8

座主办球场将开放

20%

至

33%

不等的

座席。 对于欧洲杯乃至世界足球而言，

这是来之不易的新开始。 迟到一年的

欧洲杯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欧洲足

球逐步恢复常态。

英国的新温布利球场将承办本届

欧洲杯半决赛和决赛赛事。 经权威机

构预估 ，

11

个主办城市总共将获得约

1.17

亿欧元的收入。 收入最多的城市

将是伦敦，它将举办最多的

8

场比赛，

预估收入为

2730

万欧元。 圣彼得堡的

2570

万欧元和布达佩斯的

2000

万欧

元紧随其后。 此外， 罗马预估收入为

380

万欧元，仅高于布加勒斯特的

350

万欧元和阿姆斯特丹的

310

万欧元 。

由 于 球 场 允 许 观 赛 容 量 平 均 减 少

25%

，像罗马这样的城市将比不受限制

的情况少收

1100

万欧元。 在正常时期

的预期收入与疫情期间预期收入之间

差异最大的城市是伦敦，根据估算，假

如是往常年份， 伦敦今夏办赛收入可

能将多出

6500

万欧元。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观察

现场观众缩水，“大赢家”也是“大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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