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分的科学 庄臣 2017 年 
可持续发展报告



这是庄臣第 26 年公开报告其在可持
续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除非另有说
明，本 2017 年度报告包含自 2016 年 
7 月以来的活动。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
问，请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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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通过 twitter.com/SCJohnson 或 
facebook.com/SCJohnson 在线联系
我们。



明智选择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致辞

据说，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的人。作为家
族企业，这个责任在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中都处
于首要和中心地位。

毕竟，我们追求的不仅是让人们使用我们的产品。
我们还将家族信誉押在每个产品上。我们希望人
们知道，我们是多么坚定地推动着产品制造中的抉
择。

100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行业中开创先
河，在我们的社区中发挥领导作用，并投资于顶尖
科学以帮助我们超越规范，正确行事。

无论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淘汰氯氟烃 (CFC)，还是
最近逐步淘汰挥发性甲基硅氧烷 (VMS)，还是期间
的许多里程碑事件，我们一直在基于严格的成分审
查和可用于指导我们行事的最新和最佳数据不断
做出选择。

但是，尽管我们为自己的选择感到自豪，更重要的
是您的选择。您使用谁的产品。您听取谁的建议？ 您
信任谁的科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详细
地公开分享我们的 Greenlist™ 成分选择计划的实
施方式。

更高的 GREENLIST™ 透明度 
Greenlist™ 是庄臣的同行评审且以科学为依据的计
划，旨在评估我们使用的每种成分对人类健康和环
境的影响。该计划于 2001 年正式启动，并持续发展
和完善，现已有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

营销可以操纵。公司可以漂绿。但科学十分明确地
揭示了成分有何影响，如何缓和这些影响，以及何
时完全不使用某种成分才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的 Greenlist™ 计划帮助我们对来自供应商以
及美国政府 TOXNET（毒理学数据网络）和欧洲化
学品管理局等来源的大量数据进行整理。我们研究
诸如致癌性、人类和环境毒性、生物降解性和致敏
性等因素。并通过利用这些信息，确定如何确保我
们的产品有效且安全。

最重要的事情：您对我们公司和产品的信任，以及我
们对每一天都不辜负这份信任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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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通过分享 Greenlist™ 计划，展示我们在制
造所有产品时的严谨性，如 Glade®、Mr Muscle® 

和 OFF!®。而对于想要了解产品本身的人，我们在 

WhatsInsideSCJohnson.com 网站上提供了每种
产品的详细成分清单以及帮助解答问题的成分词
典。

为明智选择提供更多支持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智选择。在充斥着互联网谣
言、漂绿，甚至假冒产品的世界里，我们正在竭尽所
能地让人们以公正、科学的方式了解我们所制造的
产品以及我们在产品制造方面的严谨性。

为此，我们在本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将花大部分篇幅
详细介绍我们的 Greenlist™ 计划，旨在让人们对我
们的标准、流程和原则有可靠而详细的了解。

但是，本报告还介绍了我们在持续致力于保护环境
并为全球家庭打造更优质生活方面，正在开展的其
他企业性行动的最新动态。对我们来说，介绍这些
最新动态是确保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者知情的一部
分。这是对我们致力于践行我们的信念并报告进展
情况的实际证明。

去年的其他里程碑事件包括，在超过 65% 的制造
工厂中实现了制造业废弃物零填埋状态，全球可再
生能源利用率提高至 35%，超额实现了为防治蚊媒
疾病捐赠 1,500 万美元的承诺，以及推出了行业领
先的皮肤过敏原披露计划。

再谈谈最重要的事情
当我说我们认真对待所有这些选择，并为这背后的
科学依据感到自豪时，我知道我代表的是庄臣的 

13,000 名员工。

做出明智选择并保持公开透明，以使其他人也能这
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做好生意。这是我们作为家
族企业的责任。并且，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您
对我们公司和产品的信任，以及我们对每一天都不
辜负这份信任的承诺。

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

据说，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的人。作为家族企业，这个
责任在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中都处于首要和中心地位。

H. Fisk Johnson，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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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传统所造就的信任
人们期望像庄臣这样的公司在被问及其产品时实话实说。但对我们来说，
诚信不止于此 — 诚信是主动选择保持公开透明，帮助人们了解全部情况。

正如负责全球公司事务、沟通和可持续性的高级副
总裁 Kelly M. Semrau 所说，庄臣正在继续朝着越
来越公开透明的方向前进。

企业如何建立信任？
如今，民众的信任度非常低。根据 2018 年爱德曼信
任晴雨表，只有不到一半的普通民众相信企业、政
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能够正确行事。而且，这个问
题似乎越来越严重。

在庄臣，我们认为必须取得信任，我们认为取得信
任取决于几件事情。首先，我们的产品必须每次都
如承诺的那样发挥作用，并且是安全地发挥作用。
其次，我们必须展示我们如何为庄臣员工创造安全
的工作场所，同时注意保护环境并改善我们工作所
在的社区。第三是透明度。我们必须对好的坏的都
保持公开透明 — 对我们使用的成分、环境问题、我
们的供应链，甚至是我们犯的错误都保持公开透
明。第四是高度诚信经营，这是庄臣不朽的重要价
值观。这意味着采取合乎道德的行动，正确行事，诚
实地对待我们的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者。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致力于保持公开透明，并详细分享我们的成
分，以及我们在选择成分时的科学依据。

这些价值观长期以来都是我们公司 DNA 的一部
分，并将继续指引我们今天的所有工作。

信任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其中一项障碍 — 也许是最大的障碍 — 是公众对
化学品固有的不信任。部分原因确实是不恰当地使
用化学品的公司所犯的错误。信息混乱也是一个问
题。例如，尽管很多人宣称天然存在的物质比较安
全，但这不一定是正确的。自然界充满了可能有毒
的化合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认不出或读不
出的化合物，应避之则吉。但是这样的化学物质存
在于柠檬和玫瑰油等很多自然界中存在的东西中。

如何化解对化学品的不信任？
第一步是公开我们选择的成分、我们如何使用这些
成分，以及我们如此选择的科学依据。这也意味着
进行诚实讨论并处理讹传和错误信息，如有关天然
物质与人工合成成分的说法。

我们的 Greenlist™ 计划也在帮助我们不断寻找更
好的成分。并且，我们在不断地突破披露计划的界
限，以增强透明度并帮助消费者。例如，在 2017 年，

我们披露了我们产品中可能出现的 368 种皮肤过
敏原。我们不必这样做，但我们想要这样做。此外，
我们披露的皮肤过敏原的含量低至 0.01%，尽管大
多数专家认为冲洗类产品中如此低的含量不太可
能产生过敏反应。

我们并不只是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而是做我们认
为应该做的事情，为消费者提供透明的信息并建立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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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list™ 计划介绍
庄臣的 Greenlist™ 计划自 2001 年以来一直在指引着公司的产品
开发。目标很简单：通过选择能够更好地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
成分，不断改进产品。

由于消费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了解所使用的产品的成分更感
兴趣，我们正在详细分享我们如何选择产品的成分。这比我们行
业中的其他公司提供的信息都更加详细。正如我们的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 Fisk Johnson 所说：“我们希望其他公司能够跟随我们，
分享它们自己的科学方法。更高的透明度为每个人都提高了标
准。”

接下来的几页将向您呈现庄臣产品（如 Glade®、Pledge®、Mr 
Muscle® 和 OFF!®）选择成分的科学依据和严谨性。

Greenlist™ 计划的内容远远超出法律的要求。并且，该计划是重大
投资，花费时间和资源进行每一项成分决策。但是，这是我们对使
用我们产品的家庭的承诺：我们将不断致力于使我们的产品尽可
能地安全和环保，并始终竭尽所能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  始于数据（第 6 页）
  Greenlist™ 计划的基础是严谨并持续地收集有关成分及其影

响的最佳数据。这包括审查供应商信息，并利用来自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 TOXNET 和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数据库等来源的其
他公开的科学严谨数据查漏补缺。

• 制定安全标准（第 7 页）
  在足够高的暴露量下，任何成分，甚至水，都可能是危险的。而

在足够低的暴露量下，所有材料都是安全的。关键是要确定一
种成分可以安全使用的含量。我们的危害评估提供了一个起
点。如果科学表明存在潜在的危害，我们将根据产品的使用方
式、暴露对象、暴露水平、暴露时间和频率来评估风险。我们会
考虑到最广泛的暴露场景，提供额外的空间区间，以建立“比安
全更安全”的标准。

• 四步改进流程（第 8 至 17 页）
  以数据和我们的安全标准为基础，我们通过结合危害和风险评

估的四步评估流程对每种成分进行审查。这些步骤旨在评估每
种成分是否存在：1) 慢性人类健康危害；2) 长期环境危害； 
3) 对人类和环境健康的急性风险；4) 其他潜在影响，如过敏反
应。任何没有通过危害标准的成分均必须进行风险评估。这些
结果将用于指导我们的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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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数据
Greenlist™ 计划的每个部分均以最佳的科学数据为基础

Greenlist™ 计划的基础是严谨
并持续地收集有关成分及其对
人类健康和环境潜在影响的最
佳数据。这包括审查供应商信
息，并利用公开的科学严谨数据
查漏补缺。

每种成分均须根据我们的四步
评估流程中的各项标准进行评
估（请参阅第 8 至 17 页）。危害
评估是由外部专家组对每种成
分进行公正的科学评估。

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开发新产
品或改进现有产品时考虑到的
因素。另外，我们将不断根据新
出现的科学信息进行更新。

供应商信息

所收集的科学评估数据

公开数据

基于可用数据的 
证据权重

供应商在我们的原
料问卷和/或安全数
据表上提供的数
据。我们对照其他
供应商提供的数
据，检查这些数据。

来自以下来源的现有数据：
ECHA –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发布的化学品信息

TOXNET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毒理学、危险化
学品、环境健康和有毒物质释放数据库

eChem 门户网站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化学物质
性质数据

CA Prop 65 – 加州第 65 号提案：已知会导致癌
症、出生缺陷或其他生殖危害的化学品清单

INCHEM – 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网站，提供政府间
组织的化学品安全信息

ToxCast/EDSP 21 – 美国环保署的内分泌干扰物
筛查项目

可用数据（例如 
Klimisch评分）的
可靠性和适用性

预测性 
估算

根据物理化学性质、对替代性
物质的交叉参照和/或结构-活
性模型进行估算

我们对收集的数据进行评估时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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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安全标准
庄臣超越通用标准，“比安全更安全”

地球上任何潜在的成分 — 包括氧气和水 — 只要
含量足够高，都可能有毒。因此，必须评估庄臣产品
中的每种成分的含量为多少时安全，而为多少时不
安全。当然，也有行业安全标准。但庄臣并不止步于
此。

首先，我们利用通过持续数据收集所获得的信息，
进行危害评估。当存在潜在危害时，我们将对该成
分进行评估，以确定可以在何种浓度下使用（如果
有的话）而不会对人类健康或环境产生任何已知的
不利影响。这就是安全限值。

然后，我们将针对暴露情况进行额外评估。庄臣科
学家将考虑到产品的预期使用方式，以及消费者可
能采取的使用方式。我们在选择将使用哪些成分及
其用量时，将考虑最广泛的使用情况并再进一步扩
大范围。

例如，对于最有可能每周使用一次的清洁产品，我
们会按照高很多的使用频率进行评估。我们会在假
设一天内不仅使用一次，而是使用多次的前提下，
评估某种成分的暴露水平可能是多少。我们还会考
虑消费者可能会使用或接触产品的各种方式，例如
将玻璃清洁产品用于在厨房柜台上准备食物。我们
考虑所有这些使用情况，并将其进一步扩大，以提
供更大、更保守的安全系数。

在每种情况下，我们的目标是确定保守的“比安全
更安全”水平。然后，将这确定为庄臣科学家继续开
发产品的容许浓度。

识别危害

评估危害 评估暴露量

确定应对方式 计算暴露量/用量 确定可接受性

应用于产品开发

根据 Greenlist™ 标准，确定是否有
任何需要评估的危害，例如，某种成
分是否对人类或环境有毒？

对于将使用该成分的特定产
品，确定暴露对象、暴露水平、
暴露时间和频率？

根据 Greenlist™ 数据（供应商数
据和公开数据），确定在何种水平
下使用该成分不会产生不利影
响。

根据在之前的评估步骤中收集
的信息，该产品是否可以安全
地使用该成分？ 

根据完成的评估，我们设定了产品中允许
包含该成分的最高浓度。然后，庄臣科学
家根据这些信息开发新产品和改进现有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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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改进流程
通过危害和风险四步评估流程，庄臣的 Greenlist™ 计划为确保产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安
全性提供了途径

在四步危害评估流程中，凡是评定为“失败”，均需要针对最终使用浓度和暴露量进行额外的风险评估（参见第 7 页）。基于风险特征评定结果，我们可能会寻求一种功能相当
的替代品，该替代品需要满足有效性和商业可行性标准，并具有相应的科学依据。或者，我们可能会选择将该成分添加到我们的“不允许”清单中（参见第 13 页）。

通过第 1 步

慢性人类健康危害

致癌

诱变性

生殖/发育

内分泌干扰物

失
败

通过 通过 通过

失
败

第 2 步

PBT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 失
败

第 4 步

皮肤致敏性

其他影响

失
败

第 3 步

人体急性影响

哺乳动物毒性 
（经口、经皮）

刺激/腐蚀

哺乳动物毒性 
（呼吸）

环境影响

水生/陆生毒性

生物降解性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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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庄臣产品中的每种成分都经严格的 Greenlist™ 

计划进行评估。其核心是同时考虑到危害和风险的
科学性四步评估流程。其基础是持续地收集最佳数
据，并以我们不断改进产品的承诺为动力。

作为 Greenlist™ 计划核心的四步评估流程着眼于
以下标准：

慢性人类健康危害，如导致癌症或生殖系统
疾病的可能性

 长期环境危害，这是指在环境中持续存在、
积累并产生毒性的可能性

 对人类和环境健康的急性风险，如哺乳动物
毒性或水生毒性

 其他潜在影响，例如某种成分是否会引起皮
肤过敏反应

如果某种成分通过了这四个步骤，但没有达到每项
标准可达到的最高水平，那么庄臣科学家可根据这
些结果寻找更理想的成分。这可促使我们的科学家
在为现有产品重新设计配方或开发新产品时使用
越来越好的成分。

我们非常谨慎地选择通过四步评估流程各个步骤
的成分。在少数情况下，最佳的可用成分（如杀虫剂
中的活性成分）可能会无法通过其中某个步骤。在
这种情况下，将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对人类和环境
安全的浓度，然后我们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标准。风
险评估将使用内在安全系数，确保该成分的浓度比
可能对人体健康或环境造成影响的最低浓度还要
低数倍。

在某些情况下，评估结果可能会显示产品中该成分
的浓度低于可接受的水平，从而可用于我们的产
品。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选择逐步完全淘
汰这种成分，并研究如何使用有经验证的科学依
据证明为更好选择的另一种成分来替代它。也可能
会改变包装、使用说明或其他产品特点，以减少暴
露量。

危害与风险
在健康和科学界，您经常会听到关于危害和风险之间的差异的争论。简单地说，“危害”是指有证据表明一
种成分可能有潜在的健康或环境影响。“风险”是指根据暴露量，实际发生这种影响的可能性。

以食盐（学名为氯化钠）为例，如果过度使用，则会有与盐有关的高血压危害。但如果非常谨慎地使用，盐
影响血压的风险很低。这是因为危害和风险之间的差异通常受浓度以及个人或环境暴露于该成分的方式
影响。

虽然一些人提倡采用以危害为基础的标准，但庄臣认为这属于反应过度 – 就像没有高血压史时不需要去
除盐一样。事实上，盐对生命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盐，我们就会死去。相反，我们采用同时考虑危害和风险
的综合方法，从而在成分使用上做出最明智的选择。重要的是，我们探索各种可能的暴露途径，以为所评
估的成分确定“比安全更安全”的浓度，并尽量减少与其使用有关的任何忧虑。

我们也不会仅仅因为某种成分在我们的行业中普遍使用或者已获得政府批准就决定使用该成分。 
Greenlist™ 计划旨在进行科学评估，以确定如何才是正确的，这有时会使我们的标准比传统智慧更严格。

对我们而言，透明度是原则问题。帮助人们为各自的家人做出最佳选择是我们的兴
趣所在。
–  FISK JOHNSON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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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list™ 第 1 步：
不成则败的开始

Greenlist™ 四步评估流程中的第一步 — 并且也许是最关键的一步 — 是查明是否有有效的科学证据表明某种成分可能会导致慢性人类健
康疾病。这包括表明暴露会导致癌症、生殖或发育影响、诱变性或内分泌干扰的证据。鉴于这些影响的严重性以及可能引起消费者的高度
忧虑，我们在评估流程中首先考虑这些影响。

第 1 步的数据来源包括：

•  加州第 65 号提案 (CA Prop 65)：该州每年更新的已知会导致癌症、出生缺陷或其他生殖危害的化学品清单

•  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专论，其中包括对超过 1,000 种材料的评估

•  欧盟和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对潜在危害的分类

•  针对特定成分的高质量实验室研究和预测模型（如有）

如果符合我们的标准，并分类为“可接受”或“优异”，则成分通过此评估。我们对持续改进的承诺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寻找机会从“可接受”
提升为“优异”。如果任何成分，这两个等级都达不到，将触发风险评估（参加第 8-9 页）。

我们在第 1 步中采取了大量的预防措施，而我们使用的绝大多数成分都通过了这一步骤。对于极少数没有通过这一步的成分（这往往是
杀虫剂等产品的成分），我们设定的安全系数比可能影响人类健康或环境的最低浓度还要低一千倍以上。

单独的一项危害证据并不意味着不应使用某种成分。事实上，在自然界中发现的许多化学物质都含有害的有毒成分。因此，产品风险评估
是了解暴露情况并确定在产品开发中是否可以以及如何降低风险的必要步骤。

2017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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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并不意味着更好
正如我们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Fisk Johnson 所
说：“重要的是要记住，天然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 

无论是来自实验室还是森林，一切都是化学物质。
大自然会产生有毒物质（如肉毒杆菌毒素）和潜在
的致癌物（如乙醛，可存在于在咖啡中）。即使是柠
檬和玫瑰油也含有数十种化学物质，其中一些化学
物质已列入 CA Prop 65 清单，被确定为致癌物质。

所以问题决不应该是：是天然的还是化学的？ 相反，
问题应该是：是否安全？ 更重要的是，某种物质在什
么水平下是安全的，在什么时候危险？ 请参阅第 7 

页了解我们如何确定这个答案。

第 1 步危害 第 1 步标准

慢性人类健康危害

致癌

诱变性

生殖/发育

内分泌干扰物

•  未列入 CA Prop 65 清单
•  IARC 第 3 类或其他非致癌分类 
（美国环保署、美国国家毒理学规划处等）

•  未列入 CA Prop 65 清单
•  并非 EU/OSHA 第 1 类或 2 类材料

•  实验室研究表明不存在潜在诱变性

•  实验室研究表明并非内分泌干扰物

•  并非 IARC第 1 类、2A 类或 2B 类致癌物
•  并非 EU/OSHA 第 1 类或 2 类材料
•  基于对预测模型和文献的科学评估，没有证据表明具有致

癌性

•  基于对预测模型和文献的科学评估，没有证据表明具有生
殖/发育影响

•  基于对预测模型和文献的科学评估，没有证据表明具有诱
变性

•  基于对预测模型和文献的科学评估，没有证据表明具有内
分泌干扰性

优异 可接受

就产品成分展开对话
庄臣长期齐心协力地致力于披露其产品成分的详细信
息。例如，我们是第一家 100% 披露某个产品系列 — 

Glade® Fresh Citrus Blossoms（Glade® 清新柑橘花）— 

的芳香成分的大型消费品公司，以此表明可以配制出含
人工合成成分的产品，以排除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已知致
癌物质。

2017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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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list™ 第 2 步：
分析不利的累积

Greenlist™ 四步评估流程的第二步是评估成分是否可能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简称 “PBT”。此步骤旨在寻找在环境中停留，在
人体内或其他生物体内积聚，以及对海洋和淡水生物有毒的成分。

第 2 步的数据来源包括：

•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ECHA) 指引

•  定期更新的 ECHA 高度关注物质 (SVHC) 清单

•  美国环保署 (EPA) 的 PBT 分析工具 PBT Profiler 及其 PBT 评估标准

•  加拿大国内物质清单 (DSL) 和 PBT 评估标准

•  使用美国 EPA 的 Estimation Programs Interface (EPI) 等工具构建的预测模型

与第 1 步一样，如有任何证据表明成分具有 PBT 性质，均会导致无法通过评估，从而触发产品风险评估（参加第 8-9 页）。这包括在分析来
自欧盟、美国或加拿大的数据时，只需满足三项标准（P、B 或 T）的其中一项，或者满足其中一项高度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简称 vPvB）标
准。vPvB 标准比 PBT 标准更严格，可反映半衰期长得多的成分。

2017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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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危害

PBT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
•  实验室研究表明根据 ECHA 指引，并非 PBT/vPvB

•  未列入 ECHA SVHC 清单 

•  不符合美国 EPA 或加拿大 PBT 标准

•  根据美国 EPA、加拿大或 ECHA 指引，符合其中一项或两项 

PBT 标准，但不是全部三项标准
•  不符合任何 vPvB 标准
•  基于对预测模型和文献的科学评估，预测结果显示不具有 

PBT/vPvB

优异 可接受

我们正致力于去除产品中的“不允许”
成分
庄臣列出了一系列禁用成分或仅允许在产品中以
非常低的浓度使用的成分。该清单称为“不允许”清
单。这包括大约 90 种材料类别中的 200 多种独特
原料，以及 2,400 多种芳香材料。

这些材料全都符合法律和监管要求，并且经常被我
们的竞争对手使用。但是它们不符合庄臣的标准，
所以我们只是很少量地使用，并尽量避免使用。

有些成分很快被列入清单，如 PVC。而有些成分需
要考虑产品的潜在暴露量和风险，进行更广泛的评
估。我们定期审查“不允许”清单，以确保考虑到任
何新的科学发现或政府政策或法规的变化。请访问 

WhatsInsideSCJohnson.com 查看完整清单。

尽管我们致力于避免在庄臣产品中使用“不允许”
材料，但有时候会出现无法避免的情况。这通常是
因为没有具有相同性能或符合制造工艺要求的替
代材料，或者因为可用替代材料的成本限制性过
高。

在这些极少数情况下，可能批准例外地继续使用该
材料，但此类例外情况很罕见，并且每两年在公司
的最高层面上进行审查。

寻找更好的替代品
通过 Greenlist™ 计划，我们始终致力于以科学为指导改进我们的产品。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佳乐麝香，这
是一种芳香成分。美国环保署和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不将其视为 PBT。而且，我们仅在比全球监管机构认
为安全的浓度还要低几百到几千倍的浓度下使用该成分。

尽管如此，一些研究表明佳乐麝香可能在环境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持久性。因此，我们认为做出改变是正
确的。通过 Greenlist™ 计划收集的新科学数据，我们找到了更好的替代品，并于 2016 年开始逐步淘汰
佳乐麝香。

第 2 步标准

2017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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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list™ 第 3 步：
避免急性风险

不同于第 1 步和第 2 步所评估的长期影响，Greenlist™ 四步评估流程的第三步旨在寻找具有潜在短期影响的问题。这些急性影响包括皮
肤刺激、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释放到空气中，以及水生毒性等一系列影响。

第 3 步的数据来源包括：

•  供应商提供的安全数据表

•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 TOXNET，这是用于搜索毒理学、危害和环境健康数据库的资源

•  评估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潜在影响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指南

Greenlist™评估流程的第 1、2 和 4 步采用了“可接受”和“优异”的成分分类，这是基于支持该分类的科学证据数量确定的。

然而，对于急性影响，对于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一观点已达成科学共识。基于此，对于第 3 步，我们采用三个分类：“可接受”、“良好”和“
优异”。该分类遵循科学的最佳实践。例如，我们的生物降解性标准遵循广泛使用的 OECD 标准。刺激/腐蚀遵循化学品分类及标示全球协
调制度 (GHS)，这也是可靠的国际公认数据集。

我们某些产品的预期用途也会影响成分评估。例如，我们希望我们的杀虫剂对虫子有毒，但对人类安全。所以，对于某些成分，当用于某些
产品时，我们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将在第 15 页的图表中以斜体显示。

2017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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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危害

人体急性影响

哺乳动物毒性 
（经口、经皮）

刺激/腐蚀

哺乳动物毒性（呼吸）

环境影响

水生/陆生毒性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LD50* >2000 mg/kg

LD50 >5 mg/L

LD50 >20 mg/L1

不刺激眼睛或皮肤（根据使用历史、
实验室研究）

LC50* >100 mg/L

LC50 >10 mg/L2

LC50 >1 mg/L3

<0.01 mm Hg 或 >250 °C 沸点

LD50 >200 - 2000 mg/kg

LD50 >2 - 5 mg/L

LD50 >10 - 20 mg/L1

•  轻微刺激眼睛（GHS 第 2 类）
• 不刺激皮肤

LC50 >10 - 100 mg/L

LC50 >1 - 10 mg/L2

LC50 >0.1 - 1 mg/L3

0.01 - 0.1 mm Hg 或 100 - 250 °C 

沸点

LD50 50 - 200 mg/kg

LD50 0.5 - 2 mg/L

LD50 5 - 10 mg/L1

基于对预测模型和文献的科学评估，
没有证据表明具有不可逆的刺激或
腐蚀性

LC50 1 -10 mg/L

LC50 0.1 - 1 mg/L2

LC50 0.01 - 0.1 mg/L3

>0.1 mm Hg 或 <100 °C 沸点

优异

优异

良好

良好

可接受

可接受

第 3 步标准

生物降解性
•  > 60%（实验室研究、文献或预测模

型表明易生物降解）
•  生物降解率 >20%4

•  实验室研究、文献或预测模型表明 

28 天内 >40%

•  实验室研究、文献或预测模型表明，
在水或土壤/沉积物中 60 天内的生
物降解率 >20%4

生物降解证据

2017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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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针对蒸气          2 针对无机酸和无机碱          3 针对杀虫剂、防腐剂和杀菌剂          4 针对杀虫剂
*  指标说明：LD50 和 LC50 分别指的是 50% 受试者的致死剂量 (LD) 和在空气或水中的致死浓度 (LC)。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通过现有的数据来获取这些信息。我们的数据库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测试数据，以尽可能减少进一步测试。但

是，基于我们的透明承诺，我们承认关于成分影响的科学证据是来自过去或当前进行的动物试验。我们必须遵守要求对某些产品进行测试的严格法律和监管要求。然而，作为美国体外科学研究所的长期成员，庄臣已多年提倡尽量减
少动物试验。例如，腐蚀度测定和人体组织等效模型已大大减少了用来测试产品的动物数量。我们还在寻找可以进一步改进这个方面的其他方法。



Greenlist™ 第 4 步：
在避免其他人类和环境影响上保持领先

Greenlist™ 计划旨在实现持续改进 — 无论是对我们的产品还是计划本身。Greenlist™ 四步评估流程的最后一步关注的是仍在开发数据和
方法的领域，因此在用作危害评估方法方面可能未获得监管机构认可或未达成广泛的科学共识。在这一步中，我们可能会考虑将来添加
到 Greenlist™ 计划的新标准。

目前，第 4 步重点关注的是皮肤过敏原 — 对于这个领域，世界部分地区已采取了一些监管措施，但尚未达成国际或行业共识。我们希望超
越传统，为消费者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因此我们开发了一套科学性外部验证流程，用于识别可能存在于我们的产品中的皮肤过敏原。重要
的是，庄臣产品中使用的皮肤过敏原含量十分低，故而极不可能导致新的皮肤过敏症或诱发过敏反应。尽管成分用量十分低，不太可能引
起问题，但我们认为这些新的 Greenlist™ 标准为消费者可为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我们的皮肤过敏原评估数据来源是我们的 368 种皮肤过敏原清单。根据信息的可用性和过敏原的存在情况，分为“可接受”和“优异”。我
们的产品可能仍会使用列入该清单或预计是皮肤过敏原的成分，但我们会相应标记清楚。

2017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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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危害

皮肤致敏性

其他影响

•  未被欧盟或其他监管机构确定为皮肤敏化剂或化妆品
过敏原

•  未列入庄臣最新的皮肤敏化剂或过敏原清单，该清单
基于经同行评审的标准，以及皮肤病学和动物数据确
定

•  基于对文献的科学评估、化合物交叉参照或预测模型，预测
结果显示并非皮肤敏化剂

•  被列入庄臣最新的过敏原清单 — 如含量高于阈值，则需要
使用特定的产品标示 

优异 可接受

披露皮肤过敏原
在此以皮肤过敏原为例，说明浓度水平有多重要。
庄臣产品中使用的皮肤过敏原含量十分低，故而极
不可能导致新的皮肤过敏症或诱发过敏反应。

尽管如此，我们对过敏原的了解越多，越透明地分
享这些信息，就越能帮助家庭做出明智的选择。
所以，在 2017 年，作为又一项行业领先的举措，
庄臣发布了所有 368 种可能最终出现在我们的产
品中的皮肤过敏原。

我们于 2017 年 5 月在 

WhatsInsideSCJohnson.com 上发布了庄臣产品
所包含皮肤过敏原的完整清单。我们在 2017 年 12 

月再更进一步地提高了透明度，即按产品列出特定
的皮肤过敏原。

这项新的透明行动超出了欧盟和美国的监管规定，
这两个地区均无要求披露过敏原的规定。这只是反
映我们整个信息透明理念的其中一个例子。

… 庄臣将会帮助广大消费者更加
了解清洁产品中可能诱发皮肤过
敏反应的化学物质。同时，庄臣也
再次为其他公司树立起了更高标
杆。这种较高程度的透明度浪潮将
席卷其他行业，并很快成为各大公
司的新标准，让其以庄臣为榜样，
致力于向消费者披露更多成分信
息，而非有所保留。

–  KEN COOK 
环境保护协会 
联合创始人兼主席

第 4 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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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同行评审的计划
由外部专家验证 Greenlist™ 计划所应用的科学和标准

在发布本报告之前，我们与人类和环境毒理学领域
的顶尖专家分享了 Greenlist™ 计划的详细信息，供
其进行独立评审。他们的反馈验证了 Greenlist™ 计
划、我们使用的基本标准和数据，以及我们兼顾危
害和风险的科学性成分选择方法。

以下是同行评审小组的成员以及他们的一些意见。

Paul Anastas 博士是耶鲁大学绿色化学和绿色工
程中心主任。他曾担任美国环保署助理署长及科学
顾问。

John P. Carbone 博士是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Consulting, LLC 

的负责人。此前，他曾担任罗门哈斯公司杰出科学
家和陶氏化学公司高级环境顾问。他拥有超过 30 

年的经验，并且是环境毒性与化学学会 (SETAC) 的
成员。

Alexandra Maertens 博士是环境风险管理协会 

(CERM) 的毒理学家，专门研究计算毒理学与危害
评估。此外，她还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
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员，负责监督绿色毒理学行动。
她还在布兰代斯大学担任导师。

Julie M. Schoenung 博士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Henry Samueli 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教
授。作为一名基于环境影响和毒性的材料选择专
家，她服务于加州有毒物质控制部的绿丝带科学小
组，为该州的更安全消费品法和绿色化学倡议提供
支持。

Donald Versteeg 博士是 EcoStewardship, LLC 

的负责人。他曾在宝洁公司任职 30 年，担任环境风
险评估员和可持续发展专家。作为 SETAC 成员，他
曾担任《环境毒理学和化学》期刊的水生毒理学编
辑，并且是董事会成员和财务处长。

“我认为这个流程完全以科学证据和数据为基础。
这个流程涵盖了对潜在原材料和配方成分进行人
体健康和环境安全评估的科学基础。” 
– JOHN P. CARBONE 博士

“庄臣 Greenlist™ 计划是一种可靠、一致、科学严
谨、灵活且创新的方法，可指导企业不断提高其配
方的安全性。该方法涉及综合数据分析、使用明确
的公式评估数据质量，以及基于预期暴露情况仔细
权衡危害以及因此造成的风险。”
– ALEXANDRA MAERTENS 博士

“庄臣在开发和运用 Greenlist™ 标准时采用基于
科学的严格实施准则，这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
象。这种基于强大的科学数据和原理，在危害和风
险评估方法之间取得平衡的做法，令人耳目一新。”
– JULIE M. SCHOENUNG 博士

2017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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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可持续发
展上取得的进展 
在庄臣，可持续发展已充分融入业务中。我

们超越了提供成分透明度的要求，帮助消费

者做出明智选择。我们致力于保护环境并减

少足迹。我们回馈我们工作所在的社区，并

希望为当下以及下一代的家庭改善生活。我

们这样做是因为这是正确的做法。接下来的

几页将更进一步介绍我们自 2016 年 7 月

以来的可持续发展里程碑事件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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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倡导透明度
我们希望人们了解买回家的产品的全部情况。我们致力于为人们提供必要的成分信息，
为自己和家人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于 2009 年推出了成分透明度计划，为庄臣消
费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帮助他们了解所购买的
产品。随着我们行业在发展，我们也同样在发展，这
包括每年向更多人提供这些信息。

如今，我们通过 WhatsInsideSCJohnson.com 网
站为全球 52 个国家/地区的 50 多亿消费者提供
成分信息。这些信息以 34 种语言提供，总共涵盖 

5,300 余款产品。

当涉及到产品透明度时，我们将突破地域的限制，
不断扩大覆盖范围。

帮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做出明智选择
2016 年，我们成为欧洲首家不仅在线提供全面的
产品成分信息，并且让消费者知道产品中使用了哪
些芳香成分的大型消费性包装品公司。但我们并没
有止步于此。2017 年，我们还将成分透明度计划扩
大到亚太地区。 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成分都是透明的，以便消费者在购买东西时能够做出 

自己的明智选择。
–  FISK JOHNSON

2017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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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最新的 WhatsInsideSCJohnson.com 扩张举
措让从澳大利亚和文莱到越南和新西兰等 20 个
亚太国家的消费者能够了解 1,500 多种产品的芳
香成分。为了最大限度地方便消费者浏览，我们提
供了九种语言选择：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英语、
日语、韩语、简体中文、泰语、繁体中文和越南语。并
且，我们计划下一步将覆盖拉丁美洲的国家。

芳香成分清单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
我们为向全球扩展披露计划感到自豪，但这并非我
们第一次超越行业规范。2017 年也是制定庄臣芳香
成分清单 (Fragrance Palette) 的五周年，该清单使
消费者可通过访问 WhatsInsideSCJohnson.com 

了解我们使用的芳香成分。

2012 年发布的芳香成分清单是实现按产品进行披
露的第一步，而我们在 2015 年实现了这一目标。

正如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Fisk Johnson 所说：“我
们希望我们的所有成分都是透明的，以便消费者在
购买东西时能够做出自己的明智选择。我们也希望
每一天都能够赢得购买我们产品的消费者的信任
和信心，因为我们在成分选择上付出了巨大努力并
致力于不断改进我们的产品。” 

为了制定庄臣芳香成分清单，我们根据多种标准
评估潜在芳香成分。在我们行业目前使用的大约 

3,700 种单独成分中，我们排除了 2,400 种成分，因
为这些成分可能缺乏基本安全信息，或者未达到足
够高的标准。

因此，我们要求产品研发人员在开发新产品或升级
现有产品时，必须仅采用我们限定的 1,300 种芳香
成分。

领导行业运动
尽管我们的目标始终只是为使用我们产品的家庭
做正确的事情，但如果我们的行为还能够导致我们
的行业展开对话或向前迈进，这无疑是一件锦上添
花的好事。当其他人加入到这一行列时，我们很激
动。去年，宝洁、利洁时和联合利华各自宣布了为更
大程度地披露芳香成分采取的重大举措。

正如负责全球公司事务、沟通和可持续性的高级副
总裁 Kelly Semrau 所说，“对于我们的倡导能够帮
助我们的行业共同致力于提高透明度，我们感到
无比欣慰。提高透明度是我们十分热衷于实现的目
标。”

而当你对一个想法满怀激情时，你会喜欢看到它蓬
勃发展。我们越透明 — 我们公司以及其他公司 — 

消费者和我们的世界就越受益。

庄臣开创透明度先例时间表
2012 年 
分享庄臣芳香
成分清单——
我们可接受
的芳香成分
清单

2015 年 
开始列出每种
产品的芳香成
分，对于大部分
产品都分享了
超过 99.9% 的
成分

2013 年 
在成分披露
计划中添加
注册产品

2011 年 
在产品中添
加改进的成
分定义以解
释成分目的

2014 年 
发布成分限制
清单（“不允许”
材料）

2016 年 
在全欧洲推
广成分透明
度计划

2017 年 
在整个亚太地区
成分推广透明度
计划

2017 年 
推出行业领先的
皮肤过敏原披露
计划

2016 年 
推出首个芳
香成分 100% 
透明的产品
系列

2009 年 
开始在美国
披露成分，
包括特定的
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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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
我们致力于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运营。这意味着审视我们的业务并通过减少全球制造业废
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增加可再生资源占全球使用能源的百分比，找到可以降低我们对环
境的影响的地方。

在 2016/2017 年度，我们继续朝着我们的环保目
标迈进，同时推行创新计划以保护环境。

转向替代能源
在过去的 13 年中，庄臣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可再生
能源为我们的工厂提供动力。2016/2017 财年，我
们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能源有 35% 来自可再生资
源。这包括在位于威斯康星州芒特普莱森特的最大
制造工厂和位于荷兰的工厂使用风力涡轮机；在中
国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在印度尼西亚将生产废物转
化为可作为燃料源的沼气；以及购买可再生能源额
度。

此外，2017 年 5 月，我们位于密歇根州贝城的制造
工厂成为我们第三家公司自有的 100% 风力发电
的制造工厂。贝城的工厂生产 Ziploc® 品牌袋子。

在本财年，以 2000 年作为基准，我们实现了温室气
体排放量减少 55%（与产量挂钩）。

基于这一点以及我们对绿色能源的持续使用，我们
很荣幸在 2016 年获得了美国环保署颁发的绿色能
源领导奖。这项绿色能源使用杰出奖项是对我们长

期致力于在美国帮助推进并发展自发性绿色能源
市场的认可。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
FY10/11 FY11/12 FY12/13 FY13/14 FY14/15 FY16/17FY15/16

-41% -40%
-44%

-50% -50%
-55%

-52%

以 2000 年为基准的结果。

2011/20122010/2011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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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物填埋
我们保护环境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在全球范围内
减少废物。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完全消除废物。但
是，当我们做不到时，我们的目标是以对环境负责
的方式将原本运往填埋场的固体和液体废物转化
为用于其他用途。

在 2016/2017 年度，另有六家制造工厂加入了我
们不断增加的无任何制造业废物运往填埋场的工
厂名单，使总数增加至 17 家。其中五家工厂更进一
步，没有将任何废物运往填埋场，包括食堂和办公
楼的废物。这包括墨西哥托卢卡、越南胡志明市、南
非罗斯林、乌克兰基辅，以及肯尼亚内罗毕。现已有
十几家庄臣工厂实现了总体零废物填埋这一卓越
成就。

实现我们消除填埋废物的目标需要世界各地的强
生庄臣员工的努力和智慧。这通常从创建分离废物
和可回收材料的流程开始。一些工厂将厨余垃圾堆
肥，用于园林绿化；而有些工厂对废水进行处理，用
作公园和其他自然环境所需的肥料。

最重要的是，这需要团队努力。如果没有认真敬业
的庄臣团队在各个工厂努力工作，寻找创新的减废
解决方案，我们就无法实现这些重大进展。

全球可再生能源

FY14/15 FY15/16 FY16/17

31% 33%
35%

2017 年，位于墨西哥托卢卡的庄臣工厂将 100% 原来运往填埋场的
废水污泥转化为用于在国家公园土壤改良和恢复项目中作为肥料。

全球废物减排
FY10/11 FY11/12 FY12/13 FY13/14 FY14/15 FY16/17FY15/16

-59%
-63%

-68%
-73% -74%

-79%-76%以 2000 年为基准的结果。

今年，我们报告了我们的财年（2016 年 7 月 – 2017 年 6 月）数据。我
们此前已按日历年报告了数据。有关历史数据，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2011/20122010/2011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4/2015

2015/2016

2015/2016

2016/2017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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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臣，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宣传、教育资源、产品和
捐赠，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下面举例介绍了我们
在 2016/2017 财年的几个项目。

帮助家庭预防蚊媒疾病
作为害虫防治产品的领先制造商，我们拥有帮助家
庭防治可能会传播疾病的蚊虫的重要机会。

2016 年 2 月，我们宣布计划向慈善机构捐赠至少 

1,500 万美元的害虫防治产品和财务支持，帮助高
危家庭应对去年全球爆发的寨卡、登革热和其他蚊
媒疾病。2017 年 6 月，我们已超额完成目标。

我们与非政府组织 (NGO) 和健康基金会合作，提供
个人驱虫剂、空间驱虫剂和家用杀虫剂。我们还为
支付物流、配送和教育材料费用提供了现金捐款。
并且，我们支持政府主导的对话和规划提供了大力
支持，包括在亚特兰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举办的寨
卡行动计划峰会，以及美国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参
议院委员会寨卡圆桌会议。

最后，我们向非政府组织运送了超过 480 万套
庄臣个人驱虫剂和杀虫剂产品，以分发给主要位于
美国、加勒比地区和拉丁美洲的最有需要的社区。

改善生活
我们致力于在我们开展业务所在的社区中改善人们的生活。从 1937 年起，庄臣便开始将税
前利润的 5% 划入慈善事业中。2017 年标志着我们的回馈计划已传承 80 载，也是我们的
慈善基金会 SC Johnson Giving, Inc. 成立的第 58 年。

2017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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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亚马逊雨林
随着亚马逊雨林砍伐情况再次加剧，庄臣和保护国
际基金会 (CI) 于 2017 年合作，通过雨林面积匹配
捐款活动帮助保护 1 万英亩的雨林。该活动筹集的
资金将有助于启动位于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世界
上最大的热带重新造林项目。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通过与保护国际基金会合作以及捐赠，庄臣保
护了超过 10 万英亩土地。

与雨林面积匹配捐款活动一起推出的还有庄臣赞
助的《树冠之下》(Under the Canopy) 影片，该影片
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在 360 度虚拟现实中体验亚
马逊奇景。这部电影由保护国际基金会和领先的电
影虚拟现实公司 Jaunt 联合制作，在居住在亚马逊

并且对保护亚马逊至关重要的土著居民的带领下
探索亚马逊的非凡景观。全球已有超过五十万观众
观看了该影片。

庄臣已与保护国际基金会合作近 16 年，携手开
展环境保护项目。自 2001 年以来，庄臣一直是保
护国际基金会的商业环境领导力中心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in Business) 的委员会
成员。2009 年，庄臣成为保护国际基金会地球团队 

(Team Earth) 的创始成员——该团队由来自世界各
地的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其他参与者组成，共同
致力于对抗环境问题。

当像庄臣这样的家喻户晓的企业采
取行动保护亚马逊雨林时，便会引
起人们的关注。庄臣将通过这项新
的活动与保护国际基金会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以支持亚马逊雨林的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他们投资雨林就
是对世界各地家庭的投资。
–  PETER SELIGMANN 

保护国际基金会董事长 

按类别划分的 2016/2017 年度全球捐款

社区和经济发展  26%

社会服务 23%

卫生保健 18%

教育 13%

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计划 8%

美国产品捐赠 8%

艺术、文化和人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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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推进教育
支持教育一直是庄臣长期以来的首要任务。自 

1959 年以来，我们为庄臣员工及其家人提供了超
过 1,000 万美元的奖学金，并且在过去的 20 年中
为教育机构捐赠了超过 1,500 万美元的匹配捐款。
在 2016/2017 财年，我们继续专注于为增加教育
机会提供支持。

• 针对 2017/2018 学年，庄臣向威斯康星州拉辛
的 51 名学生提供超过 30 万美元的奖学金。

• 向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威斯康星-帕克赛大学捐赠 

50 万美元用于支持翻修综合科学实验室，以提供
设施，继续为学生提供接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学 (STEM) 教育的机会。

• 2017 年，第二个庄臣科学实验室项目在南非科
兹莫市西部小学启动，为该学校捐赠了一个最先
进的科学实验室。第一个实验室（见下图）已于 

2016 年完工。

加拿大
庄臣加拿大公司自 1998 年以来一直与布鲁
斯步道保护区合作，帮助为通过安大略尼亚加
拉断崖沿途公共步道建立保护走廊的项目提
供资金。2017 年，庄臣加拿大公司帮助资助了 

BTC 参考指南 50 周年纪念版 — 徒步旅行者
步道蓝图。

澳大利亚
庄臣澳大利亚公司向星光儿童基金会提供的捐
款帮助 Westmead 儿童医院建成了一间“星光
快车”游戏室，这是供患儿和家属使用的医院非
医疗区。通过这些捐款，游戏室的手工角准备了
大量绘画颜料、铅笔、纸张和材料，让孩子们在
治疗的间隙也能获得乐趣。

英国
Prince’s Trust 是英国领先的青年慈善机构，致
力于帮助弱势年轻人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的未
来。庄臣英国公司在 2017 年提供的捐款帮助
为着重于帮助弱势年轻人在英国的两个地方
获得工作、教育或培训机会的免费计划提供了
资金。

卢旺达
庄臣在 2017 年与可口可乐、Solarkiosk 及卢
旺达家庭健康协会合作参与了 EKOCENTER 

计划，该计划旨在提供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
太阳能和无线通信服务。EKOCENTER 是由女
性经营者经营的模块化零售体验，提供购买基
本商品的场所，包括 OFF!® 驱蚊液、Baygon® 

蚊香和 KIWI® 鞋油。EKOCENTER 还提供社区
集会和创业者营业场所。

当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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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理想工作场所
作为家族企业，我们致力于营造尊重、诚信和包容的文化。我们致力于营造使员工得到鼓舞，
并且每天都能够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工作的工作场所。

绝佳工作场所
2016 年 10 月，庄臣被 GREAT PLACE TO WORK® 

INSTITUTE 评选为“全球最适合工作的 25 家跨国
公司”，总体排名第 20 名。在 2016/2017 财年，除
了在欧洲和拉丁美洲获选为最佳跨国工作场所外，
还有 13 家庄臣公司被该研究所评选为该国的最佳
工作场所。这项认可是基于一项员工意见调查的结

果和关于公司企业文化、项目和政策的信息所确定
的。自 2010 年以来，庄臣已获得 70 多项最佳工作
场所认可。

在 2016/2017 年度获得最佳工作场所认可的地区
中，庄臣土耳其公司、庄臣中国公司和庄臣瑞士公
司是首次当选。庄臣中美洲公司、庄臣希腊公司、
庄臣委内瑞拉公司，以及庄臣位于在巴西马瑙斯的
制造工厂都获得了第一名。此外，庄臣墨西哥公司连
续 16 年被评为最佳工作场所。

庄臣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公司
拥有才华横溢且爱岗敬业的员工。
我们努力营造能够启发和鼓舞员工
的绝佳工作场所，这是极其重要的
一个方面。
– FISK JOHNSON

瑞士中国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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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美国

墨西哥

智利

阿根廷

里约热内卢

巴西 
跨国公司

欧洲 
跨国公司

拉丁美洲跨国公司 玛瑙斯

委内瑞拉

葡萄牙
西班牙

英国

荷兰
法国

意大利

     戈茹夫
波兰

德国

中美洲/加勒比 尼日利亚
印度

日本
中国

土耳其瑞士

希腊

 2016/2017 财年认可
 2010/2011 财年至 2015/2016 财年
城市认可

The Great Place To Work® Red Box Logo 为注册商标，归 Great Place 
To Work® Institute Inc. 所有

2016 年度第 20 名
全球最适合工作的跨国公司 

同样在 2017 年，人权运动组织 (HRC) 在企业平等
指数上授予我们满分。HRC 按 0 至 100 分的标准对
企业在公平对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酷儿
(LGBTQ) 员工方面的表现进行评分。这项认可标志
着我们连续 16 年入选这一享有盛誉的榜单，并且
第 13 次获得满分。

2017 年，我们连续 29 年入选《上班族妈妈》
(Working Mother) 杂志的“100 家最佳公司”榜单。
这次入选认可了庄臣在制定一系列在职父母支持计
划（包括带薪家庭假、弹性工作制和儿童保育学习中
心）上的努力。

土耳其

英国 墨西哥

巴西

2017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www.scjohnson.com28



信息一览
庄臣是一家致力于制造值得信赖的高品质产品的家族企业。我们每天都在努力营造理想的
工作场所，并长期坚持致力于保护环境、提高透明度，以及为我们在世界各地开展业务所在
的社区的家庭改善生活。

害虫防治类
Autan®、Baygon®、OFF!®、Raid®

鞋类护理类
Kiwi®

空气清新
Glade®

家用储藏类
Ziploc®

专业用品
庄臣 Professional®、Deb Group®

主要品牌

家庭清洁类
Duck®、Mr Muscle®、Pledge®、 
Scrubbing Bubbles®、Windex®

利益相关者

成立时间：1886 年

家族传承代数：5 代

总部：美国威斯康辛州拉辛

销售额：年销售额 100 亿美元

员工：13,000 名全球员工 

市场：庄臣产品销售至 160 多个国家/地区

员工 公众消费者 邻里 全球社区

客户与合作伙伴 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组织 媒体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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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庄臣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谈论透明度、环境、社
会责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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