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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为食品和物品提供妥善保护，解决包装

领域的关键挑战，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业务的核心，涉及我们的投资、

运营、产品和合作伙伴。

 

放眼全球，企业、非营利组织、政府和消费者都在

不懈努力，希望解决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重大的可

持续发展问题。在不该浪费的地方浪费，这是个问

题，我们需要解决它。通过开发更轻薄且与当前和

未来回收系统兼容的关键塑料，我们正在努力减少

资源消耗、食品和一次性塑料方面的废弃物。

许多组织正在作出重大承诺，积极应对可持续发展

的挑战。我感到很自豪，因为希悦尔也是其中的一

员。我们认识到自己对环境负有责任，并认真对待

这份责任。

 

2018 年，我们宣布了 Reinvent SEE 战略，该战略旨

在变革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从如何创新到如何解

决包装挑战。作为 Ellen MacArthur 基金会提出的	

首席执行官寄语
使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领导力更上一层楼

i

Ted Doheny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新型塑料经济的全球承诺”的一部分，我们公开承

诺，到 2025 年，提供 100% 可回收或可重复利用的

包装产品，实现所有包装解决方案平均使用50%循环

再生成分。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例如 Alliance to End 

Plastic Waste 和 Materials Recovery for the Future）一

起努力，致力于消除浪费。

我们稳步走在实现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路上，

而且进展比原计划更快。我们在 2018 年取得的进展

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会继续领导这些协作工作，提供

能够减少浪费并保护宝贵资源的包装解决方案。

我对全体员工的要求是：作出承诺，尽自己的一份力

量，加入我们，拥护我们的使命。在保持环境清洁和

清除垃圾及碎片方面，我们每个人都起着重要的作

用。通过采取微小但一致的行动，我们可以为大家创

造更加可持续的未来。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our-work/activities/new-plastics-economy
https://sealedair.com/sustainability/2025-sustainability-plastics-pledge?utm_campaign=cc&utm_medium=cpc&utm_source=dotcom&utm_content=plastics-pledge-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sustainability/2025-sustainability-plastics-pledge?utm_campaign=cc&utm_medium=cpc&utm_source=dotcom&utm_content=plastics-pledge-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sustainability/2025-sustainability-plastics-pledge?utm_campaign=cc&utm_medium=cpc&utm_source=dotcom&utm_content=plastics-pledge-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sustainability/2025-sustainability-plastics-pledge?utm_campaign=cc&utm_medium=cpc&utm_source=dotcom&utm_content=plastics-pledge-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media-center/news/sealed-air-joins-new-global-alliance-help-end-plastic-waste-environment?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aepw-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media-center/news/sealed-air-joins-new-global-alliance-help-end-plastic-waste-environment?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aepw-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www.materialsrecoveryforthefuture.com
https://sealedair.com/2020-sustainability-goals?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dotcom&utm_content=2020-goals-sustainabilit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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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悦尔，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和业务是相辅相成

的。我们业务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来自这样一种理

念，即创造社会价值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通过

在全球业务范围内减少浪费，提高我们和客户双方

运营的资源效率，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可以

创造更多价值。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更少的资

源来生产必要的包装解决方案。

 

2014 年，希悦尔推出了一项远大的计划，目标是实

现一系列202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是公司首次公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副总裁寄语

Ron Cotterman 博士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副总裁

开宣布其可持续发展承诺。白驹过隙，转眼就到了 

2018 年底，我们已经实现了大部分目标，这比原计

划提前了两年。本报告总结了我们在可持续发展道

路上取得的进展，并列举了一些全球示例。

本报告的重要主题之一是创新及其在应对可持续发

展挑战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

更加关注我们使用的材料、设计包装的方式以及指

导客户回收和再利用的方式。这些行动使我们能够

开发有助于循环生态系统的包装解决方案。

希悦尔将很快实现并超越此前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对此我们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没

有完成，未来还会有更多创新。我们会继续推动 希

悦尔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增加可持续发展承

诺，并提高对塑料和循环经济的关注，帮助我们为

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ii

https://sealedair.com/2020-sustainability-goals?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dotcom&utm_content=2020-goals-sustainabilit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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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决策都应该
为客户、员工、社区和利益相关者创造价
值。对我们来说，成功就是在我们的产品
和价格与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之间找到理
想的运营平衡点。

优先事项	0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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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悦尔在 2018 年参加了一项重大研究，通过该流程确定

了公司及其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主

题。评估结果确定的主题均与为希悦尔的客户、公司和社

会提供长期价值密切相关。

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确定了一系列重大主题，包括社区

参与、产品安全和劳动力等。另外，评估还确定了五个对

希悦尔而言很重要的主题，包括：

•	 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 

•	 循环经济 

•	 石油基塑料 

•	 创新和产品设计 

•	 员工吸引与保留 

重大评估的当前迭代版本将帮助希悦尔完善优先事项和业

务战略，使公司能够继续开发创新的产品并改善公司运

营，以便适应客户、利益相关者和环境不断变化的需求。

2018 年重大研究

Sealed Air 透视图低 高

低
高

利
益
相
关
者
透
视
图

环境主题

社区参与
员工培训和发展

水

化学品问题

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

消费后废弃物

循环经济

消费前废弃物

产品安全与质量

企业风险

石油基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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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食物浪费

监管环境

动物性蛋白

供应链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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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可用性

多样性和包容性

人权
创新和产品设计

资料来源：Sustain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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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可持续性塑料生产承诺 

2018 年，希悦尔为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大胆的承诺，	
发布了 2025 年可持续性塑料生产承诺。

我们的目标
到 2025 年，设计 100% 可回收/可重
复利用的包装解决方案，并增加在产
品中使用回收材料。 

https://sealedair.com/sustainability/2025-sustainability-plastics-pledge?utm_campaign=cc&utm_medium=cpc&utm_source=dotcom&utm_content=plastics-pledge-sustainabilit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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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可持续性塑料生产承诺 

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将通过促进公司内部努力工作来	

实现该目标，这些工作最终会融入到	

我们客户的运营中，并被协会和消费	

者接受。

我们还将通过以下关键举措实现该	

目标：

投资于创新：设计和改进包装方案，	

使它们 100% 可回收或可重复利用。

消除塑料浪费：我们的宏大目标是实	

现所有包装解决方案平均使用50%循	

环再生成分，其中 60% 为消费后回收

的成分。

为变革而合作：领导世界各地的合作伙

伴开展协作，以提高回收和再利用率。

为什么是现在？  

在希悦尔，我们致力于为食品和物品提

供妥善保护，解决包装领域的关键挑

战，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众所

周知，塑料是当今全球社会的一个热点

问题。您几乎每天都能在新闻和社交媒

体上看到这个问题。
  

对于希悦尔而言，这不仅仅是承认塑料

问题亟待解决，而是要采取实际行动进

行解决。我们有人才、有资源、有经验

成为引领者，创建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的塑料包装解决方案。
   

我们还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在自身运营

中使用更少的能源和水，并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量和浪费。公布该承诺是希悦尔

长期以来致力于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

未来的下一步。

团结力量大  

在过去三年里，希悦尔一直是 Ellen 

MacArthur 基金会提出的“新型塑料经

济”计划的参与者。2018 年，我们签

署了“新型塑料经济的全球承诺”，	

加入了 270 多个公司、组织和政府的

行列，与他们共同承诺从源头消除塑料

废弃物和污染的。
  

要创建一种循环塑料经济，仅凭一己之

力是无法实现的。而是需要世界各地的

其他公司和组织均作出类似承诺，创造

出可重复利用和回收的产品。

众人拾柴火焰高，像 Ellen MacArthur  

基金会等组织的关键作用在于联合不同

团体，共同帮助解决地球上最重大的环

境问题。

 

公布该承诺 是希悦尔长	
期以来 致力于创造更 
加可持续发展 的未来 
的下一步。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our-work/activities/new-plastics-economy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our-work/activities/new-plastics-economy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our-work/activities/new-plastics-economy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our-work/activities/new-plastics-economy/global-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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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变革而合作 
作为行业引领者，希悦尔认识到

合作是杜绝塑料浪费的关键，我

们与战略合作伙伴结盟，将资

源、专业知识和企业意见整合起

来，进而寻找有效的方法来重新

利用和回收塑料。

希悦尔的两位领先的合作伙伴分

别是 Alliance to End Plastic Waste 

和 Materials Recovery for the 

Future 计划。

联合清除塑料废弃物 

希悦尔最近加入了 Alliance to End 

Plastic Waste，这是一个由超过 

35 家公司组成的全球非盈利组

织，该组织承诺在 5 年内共同投

资 15 亿美元来帮助清除环境中

的塑料废弃物。

该联盟联合了制造、使用、销

售、加工、收集和回收塑料等领

域的公司。这些公司成员包括塑

料制造商、使用塑料生产的公司

和消费品公司、品牌公司、零售

商和废弃物管理公司，成员们共

同努力，对环境和工业形成有意

义的影响。

这些公司将共同开发可尽量减少

和管理塑料浪费的解决方案，并

推广在循环经济中使用废弃塑料

的方法。

材料回收以建设未来 
2018 年，希悦尔与 Materials 

Recovery for the Future (MRFF)  

研究计划合作，该行业合作项目

致力于增加并增强软塑料的回收

选项。

MRFF 由 24 家公司和组织出资

并领导，其中包括 2015 年作

为创始成员加入该计划的希悦

尔。MRFF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改

善塑料的循环经济来创造价值。

它的试点项目旨在证明，通过路

边回收计划，软塑料包装可以得

到有效和高效的收集。

https://sealedair.com/media-center/news/sealed-air-joins-new-global-alliance-help-end-plastic-waste-environment?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aepw-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media-center/news/sealed-air-joins-new-global-alliance-help-end-plastic-waste-environment?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aepw-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www.materialsrecoveryforthefuture.com/
https://www.materialsrecoveryforthefu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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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希悦尔发布了一系列宏大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旨在减少其整体运营的碳足迹。

这些目标包括100%转移利用原本去向垃圾
填埋场的塑料废弃物，并将能源密集度、	
温室气体密集度和用水密度降低 25%。

关于希悦尔	2020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更新 

关于我们的 2020 年目标 

目标的计划完成时间是  
2020 年。 

希悦尔今年公布了新的 2025 年可持续性塑料

生产承诺目标，同时自 2014 年以来，我们一

直在更新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为什么制定这些目标？

能源竞争加剧、水资源供应紧张、气候变化和

废弃物处理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最大挑战。

希悦尔认为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帮助解决这

些问题，因此发布了这些 2020 年目标，	

并且努力实现它们。

https://sealedair.com/sustainability/2025-sustainability-plastics-pledge?utm_campaign=cc&utm_medium=cpc&utm_source=dotcom&utm_content=plastics-pledge-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sustainability/2025-sustainability-plastics-pledge?utm_campaign=cc&utm_medium=cpc&utm_source=dotcom&utm_content=plastics-pledge-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2020-sustainability-goals?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dotcom&utm_content=2020-goals-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2020-sustainability-goals?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dotcom&utm_content=2020-goals-sustainabilit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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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悦尔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更新 
我们的进展 
我们正在推进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比原计划提前两年达到或超额实现了其中的一些目标： 目标 2018 年的结果

卓越运营目标 

解决客户最关键的挑战

目标：100%转移利用来自我们产
品和生产流程中产生的、原本去
向垃圾填埋场的塑料废弃物

100%
78%

目标：我们的供应商和运营 100% 符合道
德供应链标准

100%
76%

目标：我们的原材料 100% 符合
负责任的材料标准 

达成目标

目标：我们 100% 的新客户解决方
案提供可持续发展效益和量化的经
济价值

达成目标

目标： 100% 的新研发产品与被
取代的产品相比具有可持续发展
优势

100%
93%

目标：将我们运营需要的能量密
集度降低 25%

超过目标
0.235 千瓦时/美元

目标：将我们运营需要的用水密
度降低 25%

超过目标
0.304 升/美元

目标：将我们运营产生的温室气体
密集度降低 25%

超过目标
0.090 千克二氧化碳

当量/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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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自己在创新领域的领导地位感到自
豪。但我们不会只停留在想法或概念层面。
无论是我们的实验室、工厂还是现场团队，
都致力于尽一切努力为客户解决问题，	
同时寻找更好、更有效的方法来完成工作。

02

12

可持续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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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混合了消费后回收成分的版本，
可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50% 以上

它是什么？ 

希悦尔牌 EcoPure 泡沫是由可再生甘蔗中提取的聚

乙烯树脂制成的。

它如何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植物基 EcoPure 泡沫在实现产品缓冲和保护的同

时，其中使用的 PE 树脂可能会产生负碳足迹。

它的性能和传统的聚乙烯泡沫一样好，比其他植物

基材料的性能更好。

它的应用广泛，可用于消费电子产品、家庭用品和

医疗设备等。

在有恰当设施的地方可与 

其他聚乙烯泡沫一起回收
利用

甘蔗种植需要消耗二氧化碳，同时释放氧气，这意味着  

PE 原材料的碳足迹为负值

产品速览

希悦尔牌 EcoPure 使用可持
续性成分来源的泡沫材料

可持续发展速览

02

https://sealedair.com/product-care/product-care-products/ecopure-plant-based-polyethylene-foam?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ecopure-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product-care/product-care-products/ecopure-plant-based-polyethylene-foam?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ecopure-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product-care/product-care-products/ecopure-plant-based-polyethylene-foam?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ecopure-sustainabilit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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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速览
它是什么？ 

由植物基树脂制成的 CRYOVAC 品牌半硬式食

品包装可用于制作热成型托盘，该托盘用于

盛放新鲜、易腐的食品，例如海鲜、鲜肉、

肉类熟食、冷藏意大利面和蛋白质类零食。

这种创新的卷材材料以植物基树脂层为核心

层，在外部附加多层消费后回收的 PET。	

结果获得了一种高阻隔性的材料，它可以保

护新鲜食品并延长货架期，同时使用的传统

塑料数量大幅减少。

它如何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许多希悦尔的食品包装客户都有可持续发展

目标，其中包括与我们非常相似的塑料承

诺。虽然我们都认为减少环境中的塑料废	

弃物是一项重要的优先事项，但是这不能	

以牺牲食品质量、产品货架期或消费者安	

全为代价。

我们的植物基树脂由 Plantic™ 制成，这是一

种由特种淀粉制成的可再生材料，通过与 

Kuraray America, Inc. 的协议获得供应。	

我们经过仔细考虑而选择了这种成分，	

目的是确保生产所需的淀粉不会与食品供应

的相竞争，这种材料将仅用于增强 CRYOVAC 

品牌食品包装为人称道的阻隔性能。

通过将可再生材料与消费后回收材料相结

合，这种包装保持了杰出的保护性能，	

同时帮助我们的客户在生产热成型托盘时减

少了 90% 的传统塑料用量。

. 

Cryovac® 品牌植物基树脂半硬式食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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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将可回收的 PET 层与植物
基树脂结合在一起，使传统塑料
的用量减少高达 90%

与现有的顶膜材料和设 
备兼容，可轻松更换材料

卓越的阻氧性能，保存食品的
新鲜度并保障安全

https://sealedair.com/media-center/news/sealed-air-offer-plantic-bio-based-food-packaging-united-states-canada-and-mexico?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plantic-sustainabilit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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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解决挑战

我们不仅保护产品免受损坏，避免食品变
质。我们还预防病原体和食源性疾病。我们
保护品牌免遭声誉风险。我们保护我们客户
的业务运营，减少浪费，避免不必要的成
本。此外，我们创造保护地球的产品、流程
和伙伴关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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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肉供应商提高效率，	
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随着消费者寻求更为便利的购物方

式，食品和饮料市场持续发展。这种

情况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而在中

国，则成为一种日益流行的趋势。

零售统计数据显示：

IDG Research 报告称，到 2020 年，

中国在线购物的市值预计将达到约 

1,800 亿美元，年同比增长 32%。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

据，2018 年 11 月 11 日（即双十一，

中国每年最大的购物节之一），电子

商务平台上的食品与饮料销售额超过 

188.6 亿元人民币，约合 28 亿美元。

虽然这些数字对电子商务公司来说可

能是正面的，但是这种快速增长的背

后也带来了不少复杂的问题。根据中

国科学院一项调查显示，在过去两年

里，中国每年浪费的食物在 1,700  

万吨到 1,800 万吨之间。这些食物足

够 5,000 万人吃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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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肉供应商提高效率，	
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 Statista 报告，到 2020 年，	
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预计将接近  

56 公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
计，南亚和东南亚消费者每年人均浪
费掉的食物在 6 至 11 公斤之间。

生鲜食品的高腐败率是快速增长的食
品电子商务行业面临的挑战之一，	
此外还有冷链物流发展滞后、	
缺乏标准化和配送效率低下等问题。
  

随着中国进入食品消费的新阶段，	
随着食品电子商务的崛起，中国领先
的牛肉加工企业科尔沁牛业打算寻找
机会为中国消费者带来创新产品。	
当科尔沁牛业和希悦尔开始合作时，
目标非常明确：开发保质期更长的包
装牛肉产品，既可以实现高效运输，
也可以减少配送过程中的损失。
  

科尔沁牛业之前使用的是气调包装，
保质期大约是五到七天。如此短的窗
口期意味着科尔沁牛业需要在非常短
的时间内将产品运输到消费者手中，
或者在全国范围内增加生产设施，	
才能满足供应链的需求。这两种方式
无疑都要耗费昂贵的业务成本。

科尔沁牛业一直走在创新的前沿，	
他们发现了一个机会，即把气调包装
改为真空贴体包装，该概念在发达国
家很流行。科尔沁牛业选择了希悦尔 

CRYOVAC® 品牌的 Darfresh® on Tray 

解决方案，该方案将牛肉保质期延长
到了约 35 天，是该公司之前采用气
调包装能实现的保质期的五倍。	
该解决方案还为顾客和消费者提供了
更佳的食物外观。

“我们很高兴率先在亚洲地区针对牛
肉产品推出Darfresh on Tray 贴体包
装。科尔沁不但打破了现有的运营和
物流限制，而且提高了效率。”	
科尔沁牛业董事长李和表示。

Darfresh® on Tray 是一个零废边的解
决方案，使包材废弃物减少了至少 

40%。此外，该解决方案还提供更快
的加工速度，显著增加了每小时可包
装的肉类数量。

对于科尔沁牛业而言，这种包装不仅
提高了效率，还减少了配送链中发生
的产品损失。该解决方案为公司在工
厂建设、加工、库存管理和零售配送
方面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包装效率
更高，同时使用更少的材料，这不仅
有利于科尔沁牛业降低运营开支和成
本，也对环境有益。

CRYOVAC 品牌 
Darfresh® on Tray 解
决方案将牛肉保质期延
长至约 35 天，是该公
司之前保质期的五倍。

https://sealedair.com/food-care/food-care-products/cryovac-darfresh-tray-0?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darfresh-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food-care/food-care-products/cryovac-darfresh-tray-0?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darfresh-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food-care/food-care-products/cryovac-darfresh-tray-0?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darfresh-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food-care/food-care-products/cryovac-darfresh-tray-0?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darfresh-sustainability-report


回收的 PET 托盘
碳足迹等价物

继公布了 2025 年可持续性塑料生产承诺之后，希悦尔决定加快

在其包装解决方案中使用可回收材料。

公司已在意大利 Passirana 的生产工厂使用回收材料。自 2014 

年以来，该工厂购买了来源于塑料水瓶的薄片，并使用它

们来制作底层托盘，该底层托盘用于希悦尔CRYOVAC® 品牌 

Darfresh® 食物托盘。这种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俗称 PET）

薄片来自路边回收计划中回收的水瓶。

这些瓶子被收集、分类、清洗并切成薄片，直到薄片达到适当

的食品级质量，确保可再次用于制造食品级包装材料。可回收 

PET 薄片的碳足迹比原始 PET 的碳足迹平均低 60%。

希悦尔将 PET 薄片挤出成塑料薄膜，然后与 Darfresh 解决方

案整合起来。该方案是一种可用于新鲜食品的托盘，利用真

空贴体包装技术来保护和保存肉类、家禽、海鲜及奶酪。2018 

年，Passirana 工厂购买了 7,000 吨 PET 薄片，生产了约 2.6 亿

个托盘。

从路边回收点到消费者：
希悦尔如何使用回收材料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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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9
辆客车驾驶一 

年的排放量

1,449
个家庭一年使 

用的能源 

29,584,352
英里由一辆普通客 

车驾驶的里程 

从 Passirana 工厂回收 PET 所减
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当于：

https://sealedair.com/media-center/news/sealed-air-offer-plantic-bio-based-food-packaging-united-states-canada-and-mexico?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plantic-sustainabilit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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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少的材料实现更好的保护	
是可持续包装的关键  
Crestron Electronics 是全球领先的办公科技公司，为企业办公室、

校园和家庭提供控制和自动化系统。该公司的旗舰产品 Crestron 

Mercury™ 被企业们用于视频会议平台与协作应用程序的联动。	

该产品是一款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平板电脑解决方案，同时满足

上述两种需求。

在投入数百万美元和数千小时研发出 Crestron Mercury 之后，	

该公司的关注重点转为如何将这种敏感的电子设备安全运送到全

球各地客户手中。

https://sealedair.com/customer-success-stories/crestron?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crestron-case-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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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stron 与希悦尔合作，最终使包装不仅能够

保护产品免在运输过程中受损，还可以改善产

品在开箱时呈现的外观，同时提升可持续性。

Crestron 的运输合作伙伴希悦尔推荐了 希悦尔

牌 Korrvu® Retention 包装解决方案，该高性能

方案使用瓦楞框架和柔性薄膜来帮助固定，	

同时可在盒子内展示产品。

凭借 Korrvu 方案，Crestron 可以使用尺寸更小

的合适箱子来运输产品，这最终可以降低碳排

放量，减少碳足迹，并降低运输成本。该解决

方案在和塑料薄膜分离后也可实现路边回收。

Crestron Electronics 产品和整合传播主管 

Joseph Sarrasin 表示：“Korrvu 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很棒的选择，这样既能够很好展示我们的

产品，体积也不会太大，更不会产生其他不环

保的东西。” 

避免产品损坏不仅有利于 Crestron 的品牌声

誉，对环境也有好处。损坏的产品不仅给买家

造成不便，还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由于退

货和运输新产品而导致的碳排放、能源消耗和

额外包装材料成本，可能远远超过使用恰当包

装确保产品完好无损地送达的成本。

希悦尔牌 Korrvu Retention 包装体现了希悦尔

对创新包装解决方案的承诺，该方案使客户能

够以新方式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子商务需求。

凭借希悦尔品牌 Korrvu  
方案，Crestron 可以使用
尺寸更小的合适箱子来运输
产品，这最终可以降低排放
量，减少碳足迹，并降低运
输成本。

花费更少获得更多	
是可持续包装的关键 

https://sealedair.com/korrvu-packaging?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korrvu-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korrvu-packaging?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korrvu-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korrvu-packaging?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korrvu-sustainabilit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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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半成品料理食材包的包装更环保
便利性是当今消费者的主要关注点之一。随着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许多人都在寻找帮

助简化日常生活的解决方案，例如按食谱预先配好的半成品料理食材包。根据 Nielsen 

Homescan Panel Custom Survey 调查显示，这些食材包在千禧一代中越来越受欢迎。	

2018年，半成品料理食材包的订购数量增加了 

36%，主要因为它的便利性。

随着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电商渠道而非传统

零售，他们也要求在线订单实现环保。根据 

Nielsen 的调查，2018 年可持续产品占商店总销

售额的 22%，而且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会同时

考虑食品包装和食品本身的可持续性。

Sun Basket 是一家专注于有机原料、送货上门的

半成品料理食材包公司，对它而言，践行对可

消费者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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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实践的承诺对其公司及客户都非常重要。这就

是 Sun Basket 为何选择希悦尔品牌 TempGuard™ 箱

衬纸来做运输箱隔热的原因。

TempGuard	隔热方案采用经过国际安全运输协会认

证标准测试的回收纸制成，可确保箱内物品在一到

两天的地面运输中保持适当的温度。在搬运和运输

过程中，这种衬垫材料也起到缓冲作用。

为何该解决方案 
适合 SUN BASKET 
凭借 TempGuard 衬纸，Sun Basket 能够为客户提供

简单的路边回收选项，并减少其碳足迹。

由于 TempGuard 衬纸比 Sun Basket 之前使用的材

料薄一英寸，因此公司将其运输箱的尺寸缩减了近 

25%。Sun Basket 更小的包装使得卡车每次运输的箱

子比以前多 30%，进一步减少了品牌的碳足迹。

Sun Basket 战略和财务高级副总裁 Michael Golub  

表示：“在 Sun Basket，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核心

价值观之一，我们其中一种方法是确保我们所有包

装都是可回收或可堆肥的。我们对这种隔热材料	

感到很兴奋，除了其他方面之外，是因为它不	

但使我们客户的回收流程更简单，还帮我们缩小	

了箱子的尺寸，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和客户体验双赢

的局面。” 

使半成品料理食材包的包装更环保 

Sun Basket 能够将其运输箱的尺寸
缩减近 25%。更小的包装使得卡车
每次运输的箱子比以前多 30%，	
进一步减少了品牌的碳足迹。

https://sealedair.com/product-care/product-care-products/tempguard?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tempguard-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product-care/product-care-products/tempguard?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tempguard-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product-care/product-care-products/tempguard?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tempguard-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product-care/product-care-products/tempguard?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tempguard-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sealedair.com/product-care/product-care-products/tempguard?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tempguard-sustainability-report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23

04 保护我们的员工	
和社区

若没有遍布全球的员工，我们绝不可能获得成
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该愿景
始于员工，我们则通过创建安全的工作场所来帮
助实现它——聚焦员工们生活、工作和开展业务
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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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领导力始于	
多样化和包容性的员工队伍   
在希悦尔，我们认为当包容性成为首要条件且多样性成为业务战

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卓越的跨国企业将更快发展，成为可持

续发展的领导者。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趟旅程。我们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日益重视是

促进高绩效文化并践行公司可持续发展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全球和本地采取行动  
希悦尔在全球超过 45 个国家/地区运营，因此拥有一支多样化的

员工队伍，能够应对各种环境挑战。从资助和参与美国和印度的

环境清理工作，到我们与 Ellen MacArthur 基金会等组织合作支持

全球可持续发展计划，希悦尔员工正在我们服务的众多社区采取

行动。

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我们的多样性观点也影响我们如何协作和解决问题。这些观点使

我们能够更快地响应和创新，帮助客户应对他们最大的挑战。

这一点在我们许多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得到了强化。从夏洛特	

到新加坡，我们的专家团队努力开发新的可持续发展技术和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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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和发展多样化的人才  

在跨国企业中，衡量多样性的一个普遍标准是性别。希悦尔正走在性别更加多样化的旅途中，	

并制定了加速该进程的战略。我们的执行领导团队中有两位女性领导，我们的董事会中也有两位

女性董事，我们正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但明白要推动多样性和包容性发展，我们仍然需要作出更

多努力。

我们已经建立了致力于推动该进程的组织。其中一个组织是我们的 Women’s Initiative Network 

(WIN)。该组织在世界各地设有 20 个团队，致力于吸引、留住和提升职场女性。WIN 与 希悦尔的

全球人力资源团队合作，正在领导全公司范围的 SEE 女性崛起活动，该活动基于《女性如何崛
起》一书。

对变革的承诺 
希悦尔认为，更加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文化始于高级领导层的承诺。2018 年，希悦尔首

席执行官 Ted Doheny 与全球 600 多位其他领导者共同签署了“首席执行官行动促进多

样性和包容性”的承诺。

该承诺是 CEO Action for Diversity & Inclusion™ 承诺的一部分，是首席执行官驱动的业务

承诺（由来自宝洁等领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组成的一个指导委员会成立和领导），

目的是促进工作场所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帮助公司以合作和有效的方式实现多样性和

包容性目标。

未来，希悦尔将继续致力于创建充满多样性、包容性的工作环境，并将集中精力开展

管理者培训。

可持续发展、多样性和包容性仍然是希悦尔业务战略的中心。我们将继续努力，	

为我们服务的行业和社区带来变化，并扩展公司各方面的多样性。

https://www.ceoac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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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支健康、安全	
和可持续发展的员工队伍

作为一家拥有全球制造业务的公司，保证员工的健康

和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定期追踪、报告和管

理我们的运营，确保在希悦尔工作的每位员工都拥有

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2018 年，希悦尔的总事故率是 0.53，即每 20  

万工作小时的受伤人数。该数字比作为基准的 2012  

年减少了 42%。简而言之：事故率越低，工作环境

越安全。

我们通过一系列全面的全球计划取得了行业领先的安

全成果，这些计划包括基于行为的安全培训、危险识

别和补救，我们会继续实施所有这些计划，努力让我

们的工厂成为安全的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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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公民，希悦尔有责任利用公司的全球资源和专业知识，为社区和地球带来有意义的积

极改变。

以下是希悦尔在全球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几个示例。

FARESHARE（澳大利亚）
 
FareShare 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它从超市和食品加工者处获得剩余食物，然后将其变成低收

入人群的餐食。2018 年，希悦尔捐赠了超过 120 万个可再加热的 Cryovac® 品牌食品袋，这

些食品袋可以在 FareShare 公司拥有的 Cryovac 品牌设备上使用。这笔捐赠使得 FareShare 

得以为墨尔本地区 250 个非营利组织准备和捐赠餐食。另外，希悦尔还捐赠了 60 万个食

品袋来支持 FareShare 布里斯班办事处。

 捐赠了150 万个 Cryovac®  
品牌食品袋
餐食被捐赠给了 250 个非营 
利组织

+
+

企业社会责任

https://www.fareshare.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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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OVA 海滩清理（印度）

Versova 海滩被视为孟买最肮脏的海岸线，2018年，在希悦尔等公司的

支持下，Versova 海滩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大扫除。在过去几年里，我们

孟买办公室的员工自愿参加了数次清理工作，帮助清理海滩上的垃圾。

有一个星期，社区志愿者的人手不足，希悦尔还提供了资金来维持清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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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360（美国） 

Good360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在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社区向

其他当地非营利组织分发必需品。继 2018 年弗洛伦斯和

迈克尔飓风轮番肆虐美国东南部部分地区之后，希悦尔

捐赠了 7,800 多卷塑料防水布，供风暴受害者用作屋顶覆

盖物和临时墙壁。这些防水布是希悦尔从其制造工厂回

收的塑料废料制成的，专门为 Good360 设计，用于拖走

风暴导致的残骸碎片。

7,800 卷由回收材料制成的	
防水布+

https://good360.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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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悦尔对运营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得到了客户、供应商
和独立第三方（如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的一致认可。

CDP 是一个国际性非营利环境信息披露系统，可根据企业自
行报告的环境数据对企业进行评分。CDP 分数为企业提供了
一个基准，对比同行在环境方面所做的工作。

作为对 2018 年 CDP 气候变化调查问卷的回应，希悦尔在 CDP 

供应商参与度领导委员会中获得了一个席位，奖励公司努力减
轻气候变化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这项成就使我们公司跻身于
约 5,000 家接受评估的组织的前 3%，辅证了我们对环境管理
的承诺。

第二年，CDP 还给希悦尔的气候变化方面打出了 A- 的分
数，表彰其在减少产品与运营对环境的影响方面所做的工
作。2018 年，希悦尔所在行业的气候变化平均得分为 B-，
而北美企业的平均得分为 C。

2018 年，希悦尔通过运营活动变革（如新的照明和更新	
的设备），以及鼓励员工在日常活动和整个设施中提交	
创意或测试节能方法，公司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比前一	
年减少了 9,931 吨。

希悦尔知道，运营可以影响员工生活和工作的社区，以及公
司与客户开展业务的地区。因此，希悦尔持续评估其工厂在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改进，并将继续作出调整，使公司继续成
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引领者。

希悦尔获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认可其环境管理能力

9,931
吨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2018 年）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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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悦尔致力于通过业务的各个方面来	
承担环境责任。我们很荣幸能够获得	
大家对我们可持续发展工作的认可，	
无论我们是在包装还是企业可持续发	
展计划方面。

奖项与表彰



PATENT PENDING

www.sealedair.com

希悦尔致力于为食品和物品提供妥善保护，解决包装领域的关键挑战，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领先的包装解决方案组合包括  

Cryovac® 牌食品包装、希悦尔® 牌保护包装和 Bubble Wrap® 牌包装，共同打造更安全、更高效的食品供应链，保护运往世界各地的物品 

完好无损。希悦尔 2018 年的销售额达 47 亿美元，拥有约 15,500名员工，为 123 个国家/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

http://https://sealedair.com/?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homepage-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https://sealedair.com/?utm_campaign=cc&utm_medium=&utm_source=sustainability report&utm_content=homepage-sustainability-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