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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庄臣第 24 年公开报告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除非另有说明， 
本 2015 年度公开报告包含 2014 年 7 月以来的活动。如对本报告有任何问题， 
请通过电话 262-260-2440 直接与负责全球公司事务、沟通和可持续性的高级副总裁  
Kelly M. Semrau 联系。或者，请在网络上关注我们：twitter.com/scjohnson 或  
facebook.com/scjohnson。

01
 WWW.SCJOHNSON.COM

08 
标准

22 
联结

02 
庄臣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
官致辞

04 
我们是谁

16 
举措

27 
传统

30 
媒体指南

2015 年 
目录

http://www.twitter.com/scjohnson
http://www.facebook.com/scjohnson


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信任企业会正确行事的人不足 

50%*，一场危机正在酝酿之中。

每一天，每个企业都希望能够进入人们的家庭，希望其品牌做
出的承诺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当一些企业未能履行承诺时，
所有人都会受到伤害。

我理解许多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投资者强烈要求获得利润。 
供应商必须得到监管。客户持续不断地提高要求。越是在这 
样的一个时期里，我越发觉得庄臣作为一家家族企业是多么 
幸运的一件事。

我们小心谨慎地做出决策，因为这些决策会在未来对我们的家
族产生影响。

这意味着五代以来，我们一直走在康庄大道上。即使没有人 
监管，我们仍然能够坚持做正确的事。从长远考虑每项选择的
影响，而不仅只看短期的市场效果。用家族企业特有的方式，
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不迁就古怪的股市 
行情，也不附会时下的潮流。作为一家家族企业，我们对自 
己的子孙后代负责。

庄臣作为一家家族企业，有着与其他企业不同的经营理念， 
但这不代表庄臣可以高枕无忧。庄臣认为，人们不会因为庄 
臣是一家私营公司而信任庄臣。我们只知道，我们可以尽更 
大的努力来赢得人们的信任。

我们可以创新产品，扩大产品销售范围。我们亲自管理产品质
量和安全，因为我们的名字印在每一件产品上。

我们投资绿色化学和化学品管理。数年来，我们已经斥资数百
万美元打造庄臣 Greenlist™ 工艺，并为员工提供相应的使用
培训。自 2001 年起到今天，我们已经将产品中“良好”或 
“优异”成分的成分百分比从 18% 提高到 52%。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致辞

我们努力工作，以家族企业
特有的方式为下一代创造更
美好的生活。

*  2015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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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信奉透明化。七年前，我们承诺披露成分，从那时起，
我们就知道庄臣可以超越行业规范。我们希望用与家人交谈一
样的方式来向顾客介绍产品。由此带来的重大进步包括公布芳
香成分，以及今年夏天刚刚发布的产品香料信息。

我父亲曾说，他不仅是一名商人，也是一位祖父，他希望自己
的孙子孙女可以像他一样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成长。

这难道不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吗？ 我们想要更优质的产品， 
更轻微的影响，更少的疾病，更多的机遇？

这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为此我们实施举措，包括解决化
学难题，通过采用可再生能源来减少碳排放，投资抵抗疟疾。

我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这一路走来，我们曾也犯过一 
些错误。但和其他所有家庭一样，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做 
正确的事，让我们的孩子以我们为豪。

没有什么比这更催人奋进，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加责任重大了。
对此，您可放心信任我们。

H. Fisk Johnson，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辜 

负孩子的期望。

我们是谁                                   标准                                  举措                                                  联结                                     传统

 WWW.SCJOHNSON.COM
03



庄臣五代人始终致力于以家族企业特有的方式为下一 
代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我们相信我们的经营理念与众不同，
因为我们对企业的关爱是家族企业才能做到的。

我们是 
家族企业

位于威斯康辛州瑞辛的庄臣全球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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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臣简介
庄臣是家庭清洁用品行业以及害虫防治、空气清新、家用 
储藏、鞋类护理产品及专业产品领域的世界领先级制造商 
之一。120 余年来，庄臣通过创新的产品、优良的职场环境、
对民众和地球负责任的举措，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1927 年，庄臣当时的领导人 Herbert F. Johnson 先生对庄臣
的核心信念进行总结，说道：“人的信誉为任何事业中唯一 
持久的东西。它是唯一的实体。其余皆为幻影。” 

在此基础上，庄臣形成了《我们的信念》，这是我们与利益相关 
者所有互动的指导原则。如需阅读《我们的信念》，请访问 

www.scjohnson.com/principles。

我们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消费者、公众、邻居、所在
社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我们努力履行职责，倡导更优秀的产
品，因此也与这些外部利益相关者互动：客户和合作伙伴、 
行业协会、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组织、媒体。

企业概况
总部：威斯康辛州瑞辛

销售额：每年 100 亿美元

性质：私有家族企业，历经庄臣家族五代领导

所属行业：家用消费产品

市场：产品几乎在全球各大国家/地区均有销售

生产基地包括：阿根廷、加拿大、中国、 
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 
荷兰、美国

产品类别

主要品牌

®

家庭清洁 

保持家庭清洁 
并促进健康。

空气清新 

用提神香 
气改变家 
庭环境。

杀虫剂类 

保护家庭 
不受害虫 
威胁。

鞋类护理类 

对鞋子进行
护理并延长
其寿命。

专业 

面向工业和集
团购买市场。

家用储藏 

使食物保鲜 
并保护其他 
物品。

我们是谁                                   标准                                  举措                                                  联结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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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度 
环保选择
庄臣现有的可持续性战略为期五年，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四
年，该战略有助于支持庄臣一如既往进行的 360 度承诺： 
创造优质产品、确保减少废物、减少我们的碳足迹以及 
帮助全球各地的家庭打造更优质的生活。

可持续性是所有庄臣人共同的责任。庄臣拥有 130  

名职责与特定可持续性目标相关的员工，但可持续 
性是所有员工职责中的一部分。环境责任已经嵌入 
我们的经营，公司上下的领导层均承担环保目标。

我们还意识到，相比我们单方面努力，与合作伙伴携 
手努力能够取得更大成果。例如，我们参与消费者商 
品论坛 (The Consumer Goods Forum)，与比尔与梅 
琳达盖茨基金会合作对抗疟疾传播。

更少的足迹

更
少

的
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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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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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臣的可持续发展指 

南针概括了我们目前的 

环保和社会目标。

运营 金字塔底部

创新

能源

成分

循环利用

碳

捐款与服务

产品

材料

包装

疾病预防

截至目前的关键进展

*  为了达到零垃圾填埋标准，庄臣生产基地必须重复利用、循环利用或清除要通过填埋方法处理的垃圾。对于无法重复利用、循环利用或清除 
的垃圾，可使用焚烧和热回收的方法加以处置。

碳
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50% 

这是 2000 年至今根据庄臣生 

产基地产量统计的数据。

能源
能源消耗降低  

32% 
庄臣在全球范围内采 

用废热发电和生物燃料等 

可再生资源的成果。

循环利用
9 座零垃圾填埋生产基地* 

庄臣的零垃圾填埋生产基 

地现已遍布四个大洲， 

包括在印度巴德迪 

的生产基地。

捐献
2.35+  
亿美元 

过去 10 年的 

慈善捐款。

成分
+ 34% 自 2001  
年以来，我们通过  

Greenlist™ 流程将所使用的良好/ 
优异成分所占比例提高  

34 个百分点。

运营范围
废物减少  

72% 
这是 2000 年至今根据庄臣生 

产基地产量统计的数据。

2015 年可持续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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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大事记
2014 年 11 月  
公司的人权运动 (HRC) 企业平等指数的得分为 100%， 
连续 13 年获得殊荣。

2015 年 2 月  
庄臣宣布计划收购 Deb 集团，该集团是全球性的工业企业， 
专注于卫生和皮肤护理系统。

2015 年 2 月  
庄臣荣获 2015 年温室气体管理气候变化领导卓越奖 
（全球成就）。

2015 年 5 月 
庄臣荣获世界环境中心颁发的“2015 年国际企业可持续发展
成就金奖”。

2015 年 5 月  
庄臣 Raid® 杀虫剂荣获广播通信博物馆颁发的“广告业十佳 
标志”奖。

2015 年 6 月  
庄臣成为首家向消费者披露产品香料的大型消费者封装式成品 
企业。具体请见第 24 页。

2014 年 7 月  
庄臣入选美国环境保护局提名的绿色能源使用者全美前  

100 强和“现场发电 30 强”。

2014 年 9 月 
庄臣荣获美国环境保护局颁发的“2014 年 SmartWay®  

卓越奖”。

2014 年 10 月  
庄臣将其 WOW® 业务理念扩张至加纳，为受到疟疾威胁的家庭
供应杀虫剂产品。

2014年 10 月  
庄臣在 Great Place to Work® Institute 的“全球最适合工作
的跨国公司”榜单中排名第 12。

我们是谁                                   标准                                  举措                                                  联结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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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公司的决策和举措设定了高标准。 
我们在达到这些高标准的同时， 
也做到不辜负孩子们的期望。

我们的标准 
就是家庭标准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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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让家人感觉 
舒适的产品
庄臣数十年来持续不断地改善产品的安全性和环保形态。 
例如，我们在 1975 年时做出决策，剔除产品中的氯氟烃 

(CFC)，此举比美国政府的强制规定早了三年。

1990 年代，我们开始将标准制度化，创建了“棕色列表” 
系统，来剔除不符合标准的成分。例如，在 1993 年剔除洗 
浴用品中的对二氯苯，到 2002 年为止完全淘汰了产品包装 
中的聚氯乙烯。

1990 年代末，我们不再简单地把标准视为限制因素，开始把标
准作为推动力。正因如此，我们在 2001 年制订了庄臣独有的 

Greenlist™ 流程，不再仅仅只是去除“糟粕”，而是更加着重
于添加“良好”成分。

如今，我们的配方设计师在研制新产品或重配现有产品时， 
会按照公司政策努力挑选被公司评为“良好”或“优异” 
的原料。配方设计师还应当采用 Greenlist™ 中等于或高于 
原配方所用成分评级的成分。

上表表明庄臣在增加使用 Greenlist™ 流程中评级为“良好/优异”的成分方面取得的进展。由于衡量标准持续改进、我们的产品
组合不断更新且被衡量的成分和材料数量不断增加，这些数据可能无法一直反映逐年等同对比结果。此外，2011 年之后的分数
反映了综合成分和包装分数。2011 年之前的分数仅反映成分。总计取整数。

庄臣 Greenlist™ 流程采用四个评级：
 3 - 优异       2 - 良好       1 - 可接受       0 - 0-评级材料

18%

2001 
年

34%

2006 
年

51%

2011 
年

25%

2004 
年

47%

2008 
年

44%

2013 
年

22%

2003 
年

36%

2007 
年

50%

2012 
年

31%

2005 
年

44%

2009 
年

47%

2014 
年

52%

2015 
年

58%

2016 
年

目标

标准和目标推动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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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庄臣 Greenlist™  
流程
庄臣 Greenlist™ 流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循环，包括标准、 
计算和分数的年度评估；持续开展的新材料的评估；不断更 
新对限制使用材料的指导；自动化产品方案规划；利用在产 
品级、部门级、企业级的评分持续反馈成效。

庄臣 Greenlist™ 流程以严格的评分流程和原则为依据，评分
流程包括成分评分年度评估。所考虑的因素包括外部影响——
如材料的新科学数据、公众看法和行业最佳实践，以及内部 
因素——如现有分数的更新。

如何评分
我们采用一项四个步骤的流程来评出材料分数，其中包括划分
原材料种类、研究供应商提供的数据以确定任何 0 评级或限制
使用材料、生成标准分数以及计算总体材料分数。

材料的分类决定了其评分标准。例如，表面活性剂可在多种标
准下进行评分，其中包括潜在水生生物毒性、最终生物降解、
急性人体毒性及其他因素。

2015 年可持续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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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标准均规定了四个评级的具体数据范围，用以为材料 
分级。评级为“优异”（3 级）的材料是对环境或人类的 
危害微乎其微甚至没有危害的材料。评级为“良好”（2 级）
的材料是对环境或人类的危害极小的材料。评级为“可接受”
（1 级）的材料是庄臣公司认为其对环境或人类的危害可被 
接受的材料。“0 级”材料是指我们认为不可投入新应用的 
材料，或是现已投入应用但将在重新设计配方时被消除的不 
可接受的材料。

利用分数加深理解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运用分数，这有助于我们跟踪单独材
料以及最终产品中的材料的影响。最终，我们可以跟踪家庭清
洁或空气清新部门等部门层面的进展，也可以跟踪全公司层面
的进展。

在产品配方设计师和包装工程师的手中，庄臣 Greenlist™ 流
程产生出最大的日常影响。这两支团队采用计算机自动化方案
规划工具来简化计算产品得分的流程，同时探索潜在的机遇。

配方设计师输入可用于产品的某项成分后，庄臣 Greenlist™ 

流程方案规划工具会自动生成材料分数摘要、良好/优异摘要、
变量加权摘要、材料评级细分等。该工具也为包装选项提供类
似数据。

为成分设立标准
制订庄臣 Greenlist™ 流程的一个关键基础是我们把成分划分
为可被添加至新产品的成分和仅可有限制地使用的成分。虽然
这些 0 级成分中的许多均符合法律和监管要求并被权威机构认
为是可接受的，但它们根本不符合我们的标准。

为何非得使用 
化学物质？
庄臣在与消费者探讨成分选择时经常被问及 
“为何非得使用化学物质？”

这表明人们普遍把“化学物质”视为不好的成分，
把“天然”原料视为良好成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事实上，所有材料都是化学物质——化学物质是一 
切事物的基石，包括我们的食物、衣着以及我们呼 
吸的空气。另外，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很多化学物质 
都是有毒的，如砷和蓖麻毒蛋白。

当然，有些化学物质声名不佳，而有些化学物质虽 
然在含量低的时候被健康专家和环境专家认为是安 
全的，但人们无视其含量，将其妖魔化。例如甲醛，
甲醛可在环境中自然生成，包括水果、蔬菜、乳品等
许多食物中均存在痕迹量级的甲醛。一颗梨所含的痕
迹量级甲醛是家用产品的 38,000 倍，人体会通过正
常新陈代谢排出此等水平的甲醛。

同样重要的是，有时候合成成分基于很多原因是更佳
选择，包括可持续性。例如，在使用棕榈油等天然成
分时，若不以可持续的方式收割，可能会导致诸如滥
伐森林等不利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化合成分作
为替代品是更加负责任的做法。

我们试图通过成分披露网站等举措向公众传播这些重
要理念。我们不仅只是简单地把成分罗列出来，还说
明成分的功效以及使用目的，希望能够借此帮助公众
了解化学物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且有益
的作用。

庄臣 Greenlist™  
流程以严格的评分 
流程和原则为依据， 
评分流程包括成分评 
分年度评估。

 WWW.SCJOHN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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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臣的 0 级材料列表是按照严格的筛查流程确定的。我们筛查
了我们所希望避免的近 4,600 种成分，这是我们定期成分评估
流程的一部分。

该表考虑了众多方面的因素。这些成分中约有 2,500 种成分是
监管部门和政府机构认为存在潜在负面影响的成分。我们明确
规定其中多数成分不可使用，且一小部分仅能在严格限制水平
下使用。

其他 2,100 种材料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或存在负面公众舆
论，尽管这些舆论没有一定科学依据，但我们通常避免使用这
些材料。

凭借数十年的经验
0 级材料列表源于 1990 年代开始我们制定的不可用于我们的
产品的化学品“棕色列表”。“棕色列表”目前包含 70 项我
们认为应当在新配方中限制使用的主要成分或成分类别。虽然 

0 评级材料在现有材料中使用，但我们致力于在重新设计配方
时将其消除。如需查阅完整列表并详细了解 0 级材料列表，请
访问 whatsinsidescjohnson.com/us/en/0-rated-ingredients

诚然，除此之外还有数千种材料我们不会考虑使用，将其中某
些成分应用于家用消费品更是不合逻辑。0 级材料列表主要涵
盖庄臣产品研发人员在研制产品时出于某种原因考虑使用但公
司希望限制使用的材料。

仅在合理条件下允许例外情况
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我们会允许使用 0 级材料列表中被监 
管部门视为可接受的成分，但会对此等材料的使用加上使用 
时间期限。但这些例外情况很难获得批准。例外情况的审批 
必须经过广泛的内部讨论，并提出不再使用相关材料的日期。
而且更重要的是，仅在有证据表明相关成分可以在某种程度 
（且我们的使用不超过这一程度）安全使用时，例外情况才 
可获得批准。

我们相信，设立标 
准并实施流程对取 
得持续进步而言至 
关重要。

另一项有益措施：减少使用瓦楞板

计划简介：
庄臣与每家消费品公司一样，必须用箱盒装运产品才能保证产品完好无损地交付给消费者。我们的目标是在 
有效保护产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浪费。

机遇：
重新设计包装盒和隔层，在世界范围内减少使用瓦楞板，把浪费降至最低程度。

举措：
庄臣的营销、销售、研发和制造团队实施一项覆盖广泛的细分流程，借此寻找机遇减少并优化瓦楞板的使用。 
他们的努力为庄臣找到机会，庄臣减少使用的瓦楞板重量达到了全球总使用重量的 7%。这些举措结合起来共 
可减少使用 4,200 公吨的瓦楞板。

2015 年可持续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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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发现供应商在我们采购的产品中添加某种 0  

级成分，我们需要时间来过渡；或我们收购了某个品牌 
或产品，发现该品牌或产品中包含 0 级成分，而我们需 
要时间来重新设计配方。

重要性 
在家用产品的化学安全性方面，消费者对制造商的信任危机日
趋严峻。我们相信，由于世界各地缺少对于成分的良好监管，
才导致了问题和争议。许多化学品的安全数据存有空白，进一
步加深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倡导变革对庄臣来说非常重要，正因如此，我们强烈支持变革
《有毒物质控制法》（详见第 26 页）。除了支持行业变革，
我们还认为各个企业可以也应当采取措施持续改良成分。庄臣 

Greenlist™ 流程是我们为应对这一挑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 
虽然并不存在完美的系统，但我们相信，设立标准并实施流 
程对取得持续进步而言至关重要。

除了支持行业变革， 
我们认为各企业可 
以也应当分别采取 
措施持续改良成分。

如何发挥作用

方案 
庄臣 Greenlist™ 方案规划工具使我们 
可以探索在成分和包装上的不同选择， 

从而发现改进空间。

选择 
通过方案规划，我们可以确保在产品研 

发的过程中将消费者预期和庄臣 
的可持续性目标纳入考量。

持续改进 
我们依靠数据努力持续增加 
产品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危 

害较小的成分的比重。

透明度 
庄臣在美国和加拿大实施的成分 
披露计划得益于庄臣 Greenlist™  

流程里的成分信息。

 WWW.SCJOHN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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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负责任采购
在庄臣的每一个业务所在国，我们皆致力于尊重员工和支持普遍人权，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为我们所在的社区做出积极贡献并最大程度
地减少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加州《供应链透明度法案》
庄臣对供应链中存在的赎卖人口、奴役他人的行为采取零容 
忍政策。庄臣明确支持所有员工以及全球供应商员工的人权。
我们支持联合国《人权宣言》，支持国际劳工组织在强迫劳工、
童工、结社自由和反歧视方面制定的核心标准。

加州 2010 年《供应链透明度法案》（以下简称为该《法案》）
力图通过要求在加州开展业务的公司披露各自在保证其供应链
不存在违反人权的行为方面做出的努力，以杜绝出现奴役和贩
卖人口的现象。我们支持该《法案》的意图，并在《供应商行
为准则》中强调相关的问题。

这意味着《供应商行为准则》将论述劳工问题和人权问题， 
包括禁止强迫劳工、最低劳动年龄规范、报酬和最低工资标准、
法定强制提供的福利、最长工作时数限制、环境健康和安全规
范、移民法律或工作资质法律。

庄臣还采取各种措施支持《供应商行为准则》所设立的规范，
包括核查、审计、资格认证。

《供应商行为准则》 
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应商、合约制造商、承包商及其他业务合作
伙伴和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共同遵守这一行为准则和承诺。

庄臣的《供应商行为准则》规定了庄臣供应商在以下几个关 
键领域的最低规范：人权和劳工；安全、健康和环境；可持 
续性；商业道德。

该准则把公认国际标准和指导方针规定的最佳操作原则纳入 
考量，这些国际标准和指导方针包括《全球社会责任合规方案 
参考规范》、国际劳工组织《1998 年关于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权
利的声明》、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此外，庄臣是 AIM-Progress 和《全球社会责任合规方案》的
成员，并与《供货商商业道德信息交流》(SEDEX) 开展合作以
识别、评估和管理我们供应链中的社会和道德风险。我们旨在
关注存在最高风险和最大潜在利益的领域，并与我们的供应商
合作以降低这些风险。

合规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们要求所有供应商遵守庄臣《供应商行为准则》制定的规
范。该准则也阐明了我们对于与我们合作的供应商的期望。

如需查阅庄臣的《供应商行为准则》，请访问  

scjohnson.com/supplychaintransparency， 
该准则备有多种语言版本，方便所有供应商查阅。

语言包括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印尼文、意大利文、 
日文、波兰文、葡萄牙文、俄文、西班牙文、泰文、土耳其文、
越南文版本。

2015 年可持续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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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砍伐森林承诺
作为消费品论坛的成员，庄臣承诺在 2020 年前通过采购可持
续性的纸浆、纸、包装、棕榈油，担负起零砍伐森林的责任。
我们致力于与供应商、利益相关者、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实现 
这一目标。

我们已经全面按照《消费品论坛纸浆、纸、包装指导原则》 
来调整 2020 年承诺和内部政策。这包括庄臣在 2020 年前将
实现 100% 采购经认证的、采用可持续管理来源的纸浆、纸、
包装，弃用包含来源存有争议的纤维的纸浆和纸制品，例如采
自极具争议地区和树木的纤维。

庄臣使用的棕榈油、棕仁或其提取物相对较少，但我们意识 
到棕榈油生产的不可持续性对地球造成的影响，也意识到我们
对子孙后代负有的责任。因此，我们把不可持续性方式生产的
棕榈油列入限制用于新用途的材料列表，我们会努力采用新的
配方，摒弃在庄臣产品中使用不可持续性方式生产的棕榈油。
限制使用的材料不会被用于生产庄臣的产品，或者只会在得到
高级管理层批准的情况下在限定的期限内使用。

冲突矿产政策
作为一家私人公司，庄臣不受《弗兰克法案》SEC 披露规范 
的约束。然而，作为庄臣对遵守环境法规和维护人权的承诺，
我们致力于确保产品不包含“冲突矿产”。冲突矿产是指采 
购来源有利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周边国家的冲突的金属（钽、
锡、钨、金）。

我们希望成分中包含这些金属的供应商仅从非冲突来源采购这
些金属，并将此规范传递至上游供应链，确保合法采购。供应
商应当向庄臣证明其成分中的金属并非来自“冲突矿产”。

为举报提供便利
尽管公司尽了一切努力，但问题仍然可能出现。庄臣的目标是
提供便利，方便任何人举报违反《行为准则》的问题。我们欢
迎开诚布公的对话，但希望以匿名方式举报的人可以拨打公司
的道德与合规热线进行举报。

热线全天候开通并且保密。详细信息请浏览  

scjohnson.com/supplychaintransparency。

 WWW.SCJOHN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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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年来，庄臣始终致力于制定环境目标， 
公开披露相关举措和成效。

我们的举措 
体现我们的承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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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良产品成分 
我们采用庄臣 Greenlist™ 流程的目标是逐年提高能够减少 
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产品成分含量（参阅第 
10 页）。

该流程包括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所有成分的评分，而不 
是仍在评估的新收购产品。我们于 2007 年增加了包装材料，
最近的一次成效是 2015 年在北美为多款 Windex® 喷雾产品 
使用可 100% 回收再利用的塑料包装瓶。

我们为材料定级，评级从“0 级”，即我们认为不可用于新用
途的成分，一直到“优异”级，即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微乎其
微甚至没有危害的等级。2001 年，我们拥有 18% 的“良好/

优异”成分。现在，我们已提升到 52%，且我们的目标是在 

2016 年之前达到 58%。

庄臣 Greenlist™ 流程采用了计算机化产品“方案规划” 
工具，使得配方设计师和包装工程师能够比较多个潜在产 
品配方和包装选项。

这就意味着，在我们开发庄臣卓越产品系列时，我们能够 
确保消费者预期和可持续目标被考虑在内。

 3 - 优异       2 - 良好       1 - 可接受       0 - 0-评级材料

总计为整数。

*  根据庄臣 Greenlist™ 流程
进行评级。2014/2015 年的
成果包括化学原材料和包装
材料。基准年（2000/2001 

年）仅包含化学原材料。

2000/2001 年基线

2011/2012 年基线

10%

0% 0%

57% 44%

29% 46%
14% 10%

2%

73%

46%

14%

31%

4%
21%

2014/2015 年成果

2014/2015 年成果

总计为整数。

**  根据庄臣 Greenlist™  

流程进行评级。

自 2012 年以来的包装改进**

2001 年以来的整体改进*

 WWW.SCJOHN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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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运营中的废弃物
世界银行的一项报告预测，到 2025 年全球产生的固体废 
物将会接近翻倍，从每年 13 亿吨上升至 22 亿吨。* 因此， 
减少废弃物至关重要，它可以降低对子孙后代的不利影响。

除了日常努力减少废弃物，我们还把逾 30% 的生产基地改 
造成零垃圾填埋工厂。为了达到零垃圾填埋标准，庄臣生产 
基地必须重复利用、循环利用或清除要通过填埋方法处理的 
材料。对于无法重复利用、循环利用或清除的垃圾，可使用 
焚烧和热回收的方法加以处置。

最新的零垃圾填埋生产基地是位于印度巴德迪的生产基地， 
至此，庄臣的零垃圾填埋生产基地数量达到九个，遍及四个 
大洲。零垃圾填埋生产基地在中国有两处，巴西、巴勒斯坦、
印度、荷兰、美国、波兰、加拿大各一处。

在印度巴德迪的基地自 2010 年以来减少了 51% 的废弃物， 
即 1.8 公吨。该生产基地以及巴勒斯坦卡拉奇、美国密歇根 
州贝城的生产基地是废物转换率最高的三个生产基地。

2013 年，我们达成了 2016 年前全球制造废物减排 70%  

的目标，但我们将继续努力，增加在世界各地的零垃圾填 
埋生产基地的数量。

**  庄臣全球制造业综合气体排放量、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减少的百分比。与 2000 年基线相比所取得的进步（与产量的比率）。

庄臣全球制造业废物减排**

2016 年目标

-3
3.

7%

2006 年

-4
0.

5%

2007 年

-4
6.

0%

2008 年

-5
4.

0%

2009 年

-5
5.

0%

2010 年

-5
7.

0%

2011 年

-6
2.

0%

2012 年

2015 
年

2000 年基线
-7

1.
0%

2013 年

达
成

目
标

-7
2.

2%

2014 年

达
成

目
标

* World Bank (2012) What A Waste – A Global Review of Solid Waste Management (Urban Development Series: Knowledge Papers). 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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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碳排放
通过四年来持续不断在五年环境目标方面所作的努力，庄臣继
续努力减少庄臣全球生产基地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我们的目标
是按照产量计算，碳排放量相比 2000 年的基线减少 48%。

2014 年，我们取得稳步进展，减排 50%。这些成果的推动力
仍然是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可再生能源举措。可再生能
源举措包括使用废热发电、生物燃料、风能为庄臣的设施提
供电力。

例如，从 2012 年起，庄臣在印度尼西亚泗水生产基地实施生
物燃料举措，在蚊香生产过程中采用废弃的米糠作为燃料来
加热水。

在美国，庄臣为其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安装了两台 415 

英尺的涡轮机，每年可生产近 800 万千瓦时的电力。而这只
是庄臣的五个风力供电举措的其中之一。从密歇根州贝城购买
的风电可供应 Ziploc® 品牌包袋生产所需电力的 67%；而庄臣 
最早拥有的两台风力涡轮机安装在在欧洲工厂“Europlant”，
为该工厂提供 50% 的电力。

目标：到 2016 年，庄臣全球生产基地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与 2000 年基线相比，减少 48%。*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

*与产量挂钩。

2016 年目标

-4
2.

0%
2011 年

-4
0.

2%

2012 年

-5
0.

0%

2014 年

2015 
年

2000 年基线

-5
0.

5%

2013 年

达
成
目
标

达
成
目
标

目标：到 2016 年，全球使用 33% 可再生能源。

全球可再生能源

2015 年

2016 年目标

32
.3
%

2013 年
31

.6
%

2014 年

30
.0
%

2012 年

29
.9
%

2011 年

 WWW.SCJOHNSON.COM
19

我们是谁                                   标准                                  举措                                                  联结                                     传统



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14/2015 年度，庄臣继续努力为全球各地的家庭创造更美好
的生活。庄臣公司及其慈善基金会 SC Johnson Giving, Inc.  

坚持长达数十年的捐赠与支持传统。

仅在过去 10 年中，庄臣就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进行了大量的 
慈善捐款，捐赠总金额超过 2.35 亿美元。我们每年还通过 
合作伙伴 Feeding America 向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遭遇困 
境的人们捐赠成千上万的品牌产品。

能够制造影响的伙伴关系
要帮助全球各地的家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支持解决家庭所 
面临的重大困境的研究和举措。正因如此，我们数年来与比 
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合作，资助预防通过蚊虫传播的疾病 
的计划。

也正因如此，我们从 2009 年开始一直与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德州农工大学博洛格国际农业研究所共同支持 
“卢旺达除虫菊杀虫剂计划”。该计划帮助卢旺达的农民 
提高除虫菊杀虫剂的产量和品质（除虫菊杀虫剂是一种从 
卢旺达北部的除虫菊中提取的天然杀虫剂），从而提高农 
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创造长期机遇
2015 年 6 月“卢旺达除虫菊杀虫剂计划”结束之时，卢旺达
除虫菊的产量增加了 371%，2015 年农民获得的价值增加到逾 

150 万美元。逾 5,000 户农户得到该计划的援助，获得种植和
最佳操作方面的深入培训，有了更多机会接触从除虫菊生产、
土壤肥力、害虫防治研究中识别出来的新技术。

该计划还努力赋予女性农民权力，为她们在决策制定和营利 
分享方面提供平等权利。Maria Nyirambonizanye 是 82 位女
性除虫菊种植者中的一位，她通过该计划组织了一个储蓄组，
她说她家的经济条件显著提高。她说道：“我不必再为学费 
发愁了。” 

在上述合作关系的最末阶段，该计划的职责和组织被转移给当
地合作方，确保除虫菊种植户及其社区能够在未来继续受益。

Maria Nyirambonizanye 和她的丈夫都是“卢旺达除虫菊杀虫剂计划”
的受益者。

按类别划分的 2014/2015  
年度全球捐款

不包括各个子公司对庄臣基金会捐的款项和提供的资金。

健康 24%
社区和经济 发展 21%
社会服务 16%
教育 15%
可持续性和环境 9%
艺术、文化和人文 8%
产品捐赠 6%

2015 年可持续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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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卓越工作场所
作为一家家族企业，确保在企业工作的人员的安全有着更崇高
的意义。安全是重中之重，我们通过严格的全球安全基础设施
落实安全，这些基础设施包括经营系统、政策、对识别和降低
风险的人员颁发奖励和荣誉，通过正式实施“员工驱动安全”
计划加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

2014/2015 年度事故率降低至 0.37，为历年最低。这意味着每 

200,000 个工作小时发生 0.37 起事故，相当于大约 100 名员
工一年的工作时间。行业最佳操作规定的标准是 0.50。

在庄臣，我们努力打造尊重和公平文化，让员工有理由为在这
里工作而感到自豪。在过去 18 个月里，庄臣在与员工相关的
荣誉奖项中收获颇丰，2015 年 9 月，庄臣公司第 27 次被  

《Working Mother》（职业母亲）杂志评选为“100 家最佳工 
作场所”。2014 年 11 月，庄臣第 13 年获得人权运动企业平 
等指数嘉奖。2014 年 10 月，庄臣公司被 Great Place to Work® 

Institute 提名为“全球最适合工作的跨国公司”第 12 名。

在庄臣，我们努力营造互相
尊重和平等公平的文化。

总事故率

总事故率是指每 
200,000 个工作 
小时在我们的制 
造工厂发生的事 
故数量，相当于 
大约 100 名员工一
年的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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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尽全力公开透明地探讨我们做出的选择，�
支持行业内的进展。

联结�
促进信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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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
透明度
2014/2015 年度，庄臣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继续扩大在
北美地区的成分披露，建立消费者对公司的信任。

这一工作始于 2008 年，当时我们开始制定一项超越行业指导
方针的成分披露计划，以披露庄臣美国家庭清洁用品和空气清
新用品的所有成分，包括染料、防腐剂、芳香成分。

我们于 2009 年推出首个成分网页，承诺我们不会仅仅只罗 
列成分名称。我们会成为家庭的资源，让他们了解产品成分 
选择，并向他们解释产品中各个成分的功效。

从那时起，我们投入精力，做了不计其数的改进，包括为在 
加拿大销售的产品推出网站（2009 年），为美国网站引入西 
班牙语版本（2010 年），逐步完善成分定义（2011 年）， 
传播庄臣潜在芳香成分的全部配方（2012 年），在美国网站 

上添加包含在美国环境保护局注册的活性成分的杀虫剂和其他 
产品（2013 年）。

翻开下一页，了解庄臣的下一步措施：针对产品的芳香成分 
披露。

庄臣芳香成分 
许多公司从世界各地芳香消费品所使用的 3,100 多种物质的列表中研发其芳香成分。国际香料协会 (IFRA) 公布了一 
份列表，罗列这些芳香成分，并附上行业标准。我们从 IFRA 的这个列表着手，再运用庄臣的内部规范。这就排除了逾一
半的潜在芳香成分，因为这些成分不符合庄臣的内部标准，或其毒性数据不足，不符合庄臣对最小数据量的要求。我们从
供应商处获得剩下的 1,300 多种成分，创制庄臣的新芳香成分，或重新配制现有的芳香成分。

以下是庄臣限制在其芳香成分中使用的一些成分：

如需查看庄臣芳香成分，进一步了解庄臣的芳香成分，请浏览： 
whatsinsidescjohnson.com/us/en/fragrances-you-can-trust

• 乙醛

• 异戊酸烯丙酯

• 艾蒿油

• 叔丁基羟基茴香醚 (BHA)

• 布美三唑

• 甲酚

• 巴豆醛

• 双乙酰

• 二羟基香豆素

• 草蒿脑

• 糠醛

• 香叶腈

•  对苯二酚（1,4-二羟基苯）

• 甲基丁香油脂

• 伞花麝香

• 葵子麝香

• 酮麝香

• 二甲苯麝香

• 舟樟桂油

• 苯酚

• 胡薄荷酮

• 喹诺酮

• 黄樟油

• 黄樟油精

• 苯乙烯

• 甲苯

• 三乙醇胺

• 2-壬酮

• 2,3-戊二酮

• 2,4-己二烯醛

 WWW.SCJOHN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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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新推出：针对产品的芳香成分披露
2015 年 6 月，庄臣成为首家提供针对产品的芳香成分披露的
消费者封装式成品公司，针对产品的芳香成分披露从美国和加
拿大的 Glade® 品牌开始。诸如 Pledge® 和 Windex® 等其他
品牌也陆续推出芳香成分披露。

我们公布经认证的芳香成分的完整列表已经有数年时间。芳香
成分供应商视其独特的芳香配方为专有信息，因而公布此等信
息非常困难。然而，我们深知使用庄臣产品的消费者非常重视
透明度，我们与供应商协商获得许可，于 2012 年在线公布庄
臣芳香成分。

现在，庄臣努力与供应商达成更广泛的披露协议，该协议覆 
盖分享最重要（非全部）芳香成分，从而得以推行更高级别的
芳香成分披露。消费者可访问 whatsinsidescjohnson.com，
查阅庄臣在美国和加拿大销售的产品的主要芳香成分。

披露模型
我们的目标是在遵守与芳香成分供应商之间的协议的前提下，
尽可能提供完整的芳香成分列表。基于这一点，我们提议两种
披露方法：

1.  我们的目标是罗列出在产品完整配方中含量低至 .09% 的所
有芳香成分。对于许多产品而言，这样的芳香成分列表非常
长且能涵盖绝大部分成分。

2.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某些芳香成分在完整配方中的含量非常
小，即使披露产品完整配方的 99.91% 也无法涵盖这些芳香
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承诺，罗列此等芳香成分中含量
最高的前 10 种，前提是配方中至少包含 20 种芳香成分。

“�透明是赢得信任的关键。
没有什么比公开透明更适
合公众监督了。” 

– Fisk Johnson，庄臣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Glade® Sense & Spray Refill: Clean Linen® 
披露在产品完整配方中含量低至 .09% 的所有芳香成分， 
使我们可以公布 21 种芳香成分，这是比公布含量最高的  

10 种芳香成分更有益的做法。

Glade® Solid: Cashmere Woods®

即使披露在产品完整配方中含量低至 .09% 的所有芳香成分，
列表中的成分也寥寥无几，因此我们决定进一步披露， 
列出含量最高的 10 种芳香成分，这超出了原计划的公布 

99.91% 成分的披露。

2015 年可持续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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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产品完整配方中含量低至 .09% 的成分，相当于公布了 

10,000 种成分中的 9,999 种。从比例上而言，这相当于差  

4.8 英尺就走满一英里，或者放弃 100 美元账单中的 9 美分。

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继续与供应商合作，进一步扩充我们可以
分享的芳香信息，最终目标是做到 100% 分享。

跟进消费者需求
2015 年，庄臣成分传播网站 whatsinside 

scjohnson.com 进行了自 2009 年推出以来的 
第二次重大改版。两次改版分别在 2011 年和  

2015 年进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团队参与其中， 
帮助更新网站，使网站对消费者而言更具实用性。

最近一次改版的重点是更换网站外观，采用更 
简单易懂的导航，提供大量有用的常见问题解答，
使网站更适合在移动设备上浏览，让消费者在需 
要的时候（包括在商店里）随时浏览网站。

此外，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会把成分披露延 
伸至欧洲地区，推出成分传播欧洲网站。欧洲网 
站的内容与北美网站类似。

Glade® PlugIns® Scented Oil Refills:  
Red Honeysuckle Nectar™
披露在产品完整配方中含量低至 .09% 的所有芳香成分， 
使我们可以公布 46 种芳香成分，这是比公布含量最高的  

10 种芳香成分更有益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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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对话，�
支持变革
庄臣创造联结帮助消费者的另一个方式是促进与 
产品成分相关的对话，并在适当的时候支持变革。

化学变革的重要性
数十年来，庄臣不断改进内部标准，支持在全国范围内的化学
变革。2011 年，负责全球公司事务、沟通和可持续性的高级副
总裁 Kelly M. Semrau 代表公司向美国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
委员会证明《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 ) 应当得到更新。

自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努力与众多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员会面，
促成两党共同支持更新 TSCA 的立法工作。这种宣传有利于确
保美国参议院的多数议员成为《21 世纪弗兰克•劳滕伯格化学
安全法案》(S. 697) 的赞成者。集体宣传工作使得 TSCA 变革
法案在众议院以两党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398 票赞成与 1  

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在参议院则口头表 
决通过。我们希望会议报告获得两院批准，成为法律。

我们还与非政府组织“环境保护基金会”合作，向主要立法 
者传达双方对变革和加强 TSCA 的支持。我们相信，重要的 
是证明下游化学产业和环保组织可以共同制订可行的折衷解 
决方案，应对联邦在化学品管控方面的短板。

高层的领导力
庄臣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Fisk Johnson 经常谈及透明度和化学
变革的重要性。2014 年在瑞士蒙特勒举行的美国油脂化学家
学会世界会议和 2014 年在美国召开的消费者专业产品协会年
会上，Johnson 强调了化学行业对于通过公开透明和基于事实
的环境声明来建立信任的迫切需要以及对于更良好的化学规章
的支持。

“化学安全科学非常复杂，因而容易被误解和曲解。若我们希
望赢得信任和信赖，就必须公开透明供民众审查，解决重大安
全顾虑，坚持高标准，”他这样指出。

我们相信业界的广泛支持和让美国环境保护局加强化学品管理
的领导魄力促使 TSCA 立法变革顺利通过。

就艰难决定开展对话
在庄臣，我们努力确保在研制新产品时持续关 
注我们使用的成分，留心这些成分是否可以加 
以改进。但这并非一件易事，要保持公开透明， 
就必须就艰难的选择开展公开对话。

四月，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Fisk Johnson  

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文章，指出我们曾 
把产品可持续性摆在比利润更重要的位置上， 
从而致使市场份额流失。
我们相信这种透明度不 
仅有利于人们关注成分 
选择的复杂性，还可 
以树立人们对企业的 
信任，我们是在为子 
孙后代做决定。

2015 年可持续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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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都有其代代相传的故事。我们相信，�
帮助保护能够激励人们走向未来的事物非常有益。

我们支持�
延续传统

Frank Lloyd Wright（左）
与庄臣第三代领导人  
H.F. Johnson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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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可以创造灵感的建筑
自 1939 年由 Frank Lloyd Wright 设计的行政楼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启用以来，优秀的建筑就一 
直是庄臣人的灵感来源。历史悠久的品牌，例如 Raid®、 
Glade®、OFF!®、Pledge® 都是在 Wright 设计的研 
发大楼 (Research Tower) 里研发出来的，而时至今日， 
庄臣的总部园区仍然是建筑创新的榜样。

正因如此，庄臣热心于保护 Frank Lloyd Wright 的留下建 
筑遗产，并投资帮助促进与建筑和设计对灵感的作用有关 
的交流。

最重要的是，我们继续广泛投资于 Wright 设计的建筑， 
包括最近一项为期八年，耗资 3000 万美元的修缮计划， 
该计划包括首次开放研发大楼给公众参观。

2011 年，我们与 Frank Lloyd Wright 基金会达成长期租 
赁协议，展示罕见的 Wright 手工艺品。庄臣画廊：收藏有 
丰富的 Frank Lloyd Wright 作品，于 2012 年在庄臣全球总 
部开放，已经举办过 Wright 草原风格设计、美国风情、 
“The Two Taliesins” 、罕见的 Wasmuth Portfolio 等主 
题的展览，是了解 Wright 最著名作品的独特方式。这些展 
览对公众开放，可免费参观。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成为 2015 年芝加哥建筑双年展的地区
主办方，该双年展是北美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建筑调研活动。
这项盛大的展会不仅是对未来建筑环境进行探讨的汇集点， 
还是与更多建筑爱好者分享 Wright 珍宝的机会。

我们赞助了从芝加哥各处到双年展的免费巴士游线路，方便 
参展者前来庄臣感受 Wright 的魅力，参观 Foster + Partners 

设计的 Fortaleza Hall，该建筑于 2010 完工，并获得嘉奖。

“�这是纯正的美国建筑，�
不受任何异域元素的�
影响，有别于先前世�
界上所有的建筑。” 

– 《生活》杂志 1939 年对庄臣行政楼的评价

2015 年可持续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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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美国企业
近 130 年来，庄臣追求创新、品质、诚信、发展等企业理想。
正因如此，我们非常荣幸可以推动举办全新的美国企业展览，
该展览于 2015 年在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美国历史国家博物馆
举办。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Fisk Johnson 说道：“我的曾曾祖父 
靠在装满地板蜡的浴缸里制造蜡制品起家，致力于创新，热情
创造机会。庄臣的故事正体现了“美国企业”这一主题，我们
对庄臣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引以为豪，也为参与此次展览深以
为豪。”

此次展览创造机会展示商人、企业、消费者、全球化时代的商
业历史，让人们了解投资者、企业家、营销人员、监管者及其
他使美国企业得以繁荣的人物。展览预计持续 20 年，庄臣非
常荣幸能在展览中崭露头角。

激励下一代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史密森尼展览的资助帮助创造了未来 
机遇。该博物馆全新的庄臣会议中心面积达 3,300 平方英尺， 
是一处教育外展场所，学者、教师、学生都可以在这里讨论 
与当今相关的历史话题。这个充满活力的场馆也可举办博物 
馆的重大活动。

此外，会议中心配备最先进的设施，博物馆可从会议中心 
向美国国内外发送广播信号，让无法亲自前来的人共同参与。
博物馆的教育专家和讲解员带领学生、教师直接参与虚拟的 
“实地考察”，为课堂创造激动人心的互动体验。

 WWW.SCJOHN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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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指南

*  庄臣全球制造业综合气体排放量、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减少的百分比。与 2000 年基线相比所取得的进步（与产量的比率）。

2016 年目标

庄臣全球制造业废物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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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成
目
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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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4 年

达
成
目
标

自 2000 年以来，我们已减少 72.2% 的废物和废气排放量。第 18 页。

自 2001 年起，我们已经将“良好”/“优异”化学品百分比（根据庄臣 Greenlist™ 流程进行评级） 

从 18% 提高到 52%。第 17 页。

2001 年以来的整体改进*

2000/2001 年基线
10%

73%

14%
4%

2%

46%

31%

21%

2014/2015 年成果

 3 - 优异

 2 - 良好

 1 - 可接受

 0 - 0-评级材料

2011/2012 年基线

0%

57%

29%
14%

0%

44%

46%
10%

2014/2015 年成果

自 2012 年以来的包装改进**

总计为整数。

*  根据庄臣 Greenlist™ 流程进行
评级。2014/2015 年的成果包括
化学原材料和包装材料。基准年
（2000/2001 年）仅包含化学
原材料。

**  根据庄臣 Greenlist™ 流程进
行评级。

此快速参考媒体指南概述了庄臣在 2015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所分享的主要成绩。 
有关庄臣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Scjohnson.com

2015 年可持续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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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臣全球生产基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 2000 年基线相比，减少 48%，超越了 2016 年的目标。第 19 页。

过去 10 年，我们的慈善捐款已超过 2.35 亿美元。第 20 页。

我们 0.37 的全球总事故率优于行业最佳标准的 0.50。第 21 页。

目标：到 2016 年，庄臣全球生产基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 

2000 年基线相比，减少 48%。*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

*�与产量挂钩。

2016 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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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到 2016 年，全球使用 33% 可再生能源。

全球可再生能源

2015 年

2016 年目标

32
.3
%

2013 年

31
.6
%

2014 年

30
.0
%

2012 年

29
.9
%

2011 年

按类别划分的 2014/2015  
年度全球捐款

不包括各个子公司对庄臣基金会捐的款项和提供的资金。

健康 24%
社区和经济发展 21%
社会服务 16%
教育 15%
可持续性和环境 9%
艺术、文化和人文 8%
产品捐赠 6%

总事故率

总事故率是指每 
200,000 个工作 
小时在我们的制 
造工厂发生的事 
故数量，相当于 
大约 100 名员工一
年的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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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scjohnson.com

facebook.com/scjohnson

twitter.com/scjohnson

主要品牌

autan.com

drano.com

glade.com

kiwicare.com

mrmuscleclean.com

off.com

pledge.com

raidkillsbugs.com

scrubbingbubbles.com

shoutitout.com

windex.com

ziploc.com

联结�
庄臣

2015 年可持续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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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dge.com

raidkillsbugs.com

scrubbingbubbles.com

shoutitout.com

windex.com

zipl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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