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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宣言：
来自CEO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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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食物体系中，很多要素都在发生变化。不过，
有两个要素是永远绕不开的：可持续性和食品安全。如
今食品生产商面临的挑战是，既要用更少的资源生产更
多的食品，又要保证生产不会造成资源枯竭，同时保证
生产产品的安全性。 

此外，消费者在食品选择以及食品生产方面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他们

想要知道食物从哪里来、如何生产以及能给健康带来哪些好处，同时所

有人都希望花出去的钱能获得更多回报。最重要的是，人们希望获得安

全的食物。

客户需要我们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养殖业所面临的挑战，同时得

到世界一流的精心服务。他们希望我们帮助他们提高效率和效益，同时

还能满足消费者的社会标准。

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就必须对目前的方案进行反思和细化，以确保能够

帮助客户达到这些要求。与包括食品生产厂商、消费者、员工、供应

商、经销商、业务伙伴和社区等各相关方积极沟通并主动融入，对于保

持这种发展势头是至关重要的。从饲料行业做起，确保我们所供应的食

品以负责任的方式生产，这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通过食品供应链所

有层面的共同协作，这个行业就能更高效地提供符合这些要求的产品，

并从中盈利。

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断追求给我们在诺伟司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赋予

了丰富的内涵，而这份报告则反应了我们在负责、可持续的企业实践中

所取得的成就。感谢大家拨冗垂阅我们第 8 期的《诺伟司可持续发展报

告》，并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François Fraudeau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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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想要知道［食品］从哪里来、如何生产
 以及能给健康带来哪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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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愿景、使命与核心价值观

愿景 
帮助人类获得健康、安全、经济的食品，以及提高生活品质。

使命
持续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营养与保健需求。

核心价值观
鼓励员工追求卓越。诺伟司尊重员工多样性，鼓励个人发展，激发

主观能动性，注重团队合作。

致力于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产品 。诺伟司立足于世界前沿科技，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最佳的产品及服务。

最大限度地提高客户的持久满意度。无论是在产品、服务或是创新

方面，诺伟司都一如既往地满足客户需求， 并超越客户预期。

保护员工、公众和环境。在每项工作中，诺伟司始终将健康、安全

及环境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诚信经营。诺伟司本着公平、道德的原则对待所有合作伙伴，包括

员工、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所有者及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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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诺伟司

诺伟司国际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查尔
斯市，是一家研发创新营养解决方案的国际化
领先企业，专注开发针对家畜、家禽、反刍动
物和水产动物的营养解决方案。诺伟司在世界
各地的员工约有750名，服务的客户遍布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诺伟司提供的产品种类丰富多样，包括蛋氨酸、螯合有机微量

矿物质(OTM)、饲料酶制剂、协生素、饲料品质等。诺伟司全

资子公司Nutrition Brands, LLC 旗下的 Stratum Nutrition

事业部致力于人类和宠物的营养和健康领域。

“研发创新营养解决方案的国际化领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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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生产效率
和盈利能力

员工参与
和赋权

供应链效率 可持续的畜牧业

人类健康
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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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奠定基础

以最初发表的《诺伟司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指
南》为基础，诺伟司在全面推进公司愿景、使
命与核心价值观这个方向上不断前进，并努力
确保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不断进步。 

《指南》最初是诺伟司高层对重大事项的阐述，不仅是公司业

务及相关方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诺伟司在业务和创新方面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诺伟司
可持续发展
重点领域

产品

工艺

人 改进工艺
作为《指南》的补充，2015 年，诺伟

司将重点放在 3 个关键领域，以便将

《指南》的精神落实到生产经营活动

中，即：人员、工艺及产品。这能够

为诺伟司提供一个更加具体和清晰的

战略，从而在企业内部制定出切实可

行的可持续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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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门正在积极创新，以响应增加食品产量的呼声。诺伟司通

过与同行之间的合作，建立了一个人才培养渠道，旨在为行业的

未来创新蓄力，同时也着眼于诺伟司现有人才的培养，增强员工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诺伟司把所有相关方的需要都渗入到每一天

的行动中，从而确立了公司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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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一代领袖人物
2015 年，诺伟司在美国密苏里州圣查尔斯附近的一个

学校区资助了一个名为“促进农业安全日”的活动。有

300 多名儿童参与到农业安全课程中，表示对“适合美

国的食品”这一倡议的支持。

投资未来农业
诺伟司与世界各地的顶尖农业院校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

系，为优秀学生提供科研实习的机会，以加深他们对知

识的理解。2015 年是诺伟司毕业生奖学金项目开展的

第 9 年，共有 8 名精英学生获奖。

增长经验
2015 年，诺伟司从全世界招收了 31 优秀名实习生。

实习生人数比去年增加了 11 人。

他们被分配到从研发到财务等各个不同部门，所有人都

对农产品行业和动物营养领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将各方力量凝聚在一起
现在，处在农产品供应链中的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深刻的认识到彼此的挑战和需要。2015 年，诺伟司继

续发挥了诺伟司论坛这个平台的作用，将客户、关键意

见领袖及业界同行齐聚一堂，深度切磋。 诺伟司在公

司所在的 5 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 10 次这样的论坛，并

专门邀请客户访问公司全球总部。这些对于诺伟司而言

都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因为这有助于检验公司的活动是

否与各相关方的愿望相契合。

10
 个专业论坛

31
名优秀实习生

8
名学生精英

300+
多名儿童

第三部分：
重点领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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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减排量

食品生产厂商如今面临的形

势是，要找到新的发展道路

来满足全世界对食品安全日

益增长的需求。这种高度的

责任感使食品安全成为行业

的主流文化。作为食品供应

链中的一员，诺伟司始终站

在全行业和相关方的立场上

大力倡导食品安全。

优化储运流程
我们已经实施了一个项目，旨在改善诺伟司拳头

产品之一 ——赛和素® DP100 酶制剂储运所造成

的环境影响。我们发现，这种改变可以将该产品

储运环节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 38% 以上。在该项

目实施的前 4 个月里，这套新流程减少了近 17 吨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一改变的影响将在 2016 年

全年继续加以监测和汇报。

加强生物安全措施
诺伟司对散装产品的出货程序进行了改进，以防

止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或其他疾病的传播，

并执行了一套 5 步法指导原则，以确保安全、生

物安全性以及诺伟司客户今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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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环境报告
我们选定了一套在线电脑软件用于报告

生产工厂的环境可持续性数据。该项目

将在 2016 全面落实，从而能够更加充

分地利用数据报告进行趋势分析，为评

估和行动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确保未来发展
2015 年 11 月，诺伟司宣布收购 Union 

Carbide Corporation 旗下的甲硫

基丙醛（MMP）工厂，该公司原隶属美

国路易斯安那州圣查尔斯教区的陶氏化

学公司。MMP 是生产 艾丽美® 饲料添

加剂的一种主要的中间体。通过本次收

购，诺伟司拥有了 MMP 工厂的全部股

份，不但保证了艾丽美® 的原料供应，也

为诺伟司在蛋氨酸市场的长期战略以及

对客户群体的供应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

严守质量标准
诺伟司新的文件中心于 2014 年 12 月正

式推出，经过 2015 年一整年的努力，

共制定或更新了约 1,200  项新政策、标

准操作程序（SOP）和表单，以确保公

司在所有地区实行统一的质量标准。文

件中心未来将会继续完善，以确保诺伟

司的所有运作继续保持统一步调。

第四部分：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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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农产品行业都在主动地评估自身的环境影响，并积

极探索减少负面影响的途径。诺伟司通过不断研发多项

旨在降低动物养殖环境影响的创新科技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包括降低所需要投入、降低营养物排泄或实现更高

效的生长和生产效率等等。

降低投入
诺伟司的产品，如酶制剂，可降低动物饲

养企业经营所需投入，主要指饲料，同时

保持动物的养殖效益。在酶制剂的帮助

下，可以减少生产动物饲料所需的土地和

其他资源。这不仅降低了动物养殖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还能满足人类对土地的其他

需求。

消除污染
经科学验证，诺伟司的螯和有机微量元素

产品，对动物有更好的生物效用。也就是

说，矿物质能够被动物吸收并达到相应的

使用目的，而不是被排泄并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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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变质
诺伟司的饲料产品能够防止饲料成分和

成品饲料变质。变质的饲料可能会给养

殖场带来动物健康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损

失，并产生浪费。

明确待改进的方面
对诺伟司主要产品进行生命周期评估

(LCA) 已经成为制度，并将于 2016 

年完成。这是公司的一个里程碑，旨在

保证产品生产尽最大可能以可持续发展

的方式进行，彰显了诺伟司的巨大决

心。产品生命周期评估 的目的是找出

有待改进的“热点”或方面，以改善诺

伟司产品生产对环境造成影响。

减小影响程度
公司制定了一套环境、社会和健康影响

评估 (ESHIA) 制度，旨在确定诺伟司

在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兴建一座 12 万吨 

艾丽美® 工厂的计划所涉及到的重大影

响。ESHIA 旨在确定新工厂的建设和

运行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并形成相关方

案，以最大限度地减小这种影响程度。

项目计划于 2016 年完成。

第五部分：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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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联盟

气候
变化

SFIS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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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伟司不仅重视公司内部有待改进的方面，同时也积极参与

各组织的倡导，而非独善其身。这种行动方式可以给农产品

行业起到宣传作用，从而有助于发挥诺伟司在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作用。

《气候变化–新经济》文章
2015 年秋，全球的领袖人物汇聚巴黎，出席联合国第 21 届气候大会（COP 

21），共同商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的必要性。农业是会议议程中的一个

重要话题。诺伟司发表了一篇重要宣言，题为《解决效率问题：以可持续发展的

方式为全世界提供食品》，该文章发表在大会会刊上分享给所有参会者。超过 

13万 份文稿递交到了全球领袖人物和政策制定者手中，而诺伟司在科技及可持

续发展农业方面的实践则作为气候变化应对策略一部分正体现在这篇文章中。

特种饲料成分可持续发展项目
2015 年，诺伟司继续与特种饲料成分可持续发展（SFIS）项目开展合作。项

目团队最终整理完成了生命周期评估结果的报告材料，显示了使用特种饲料成分

（如氨基酸和植酸酶）的环保效应。公司已确定和项目团队在 2016 年 继续保

持合作。

可持续发展联盟
2015 年，诺伟司加入了可持续发展联盟，该联盟由多个行业的企业组成，这些

企业都在研发各种工具来提高消费品的可持续性。作为食品、饮料和农产品工作

组的一员，诺伟司和众多食品生产厂商、零售企业和消费者组织一起合作，旨在

保证保供应链所有层面的挑战性问题都无一遗漏被解决。

第六部分：
支持行业发展

“诺伟司始终积极响应各组织的倡导，   
  而非独善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