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茉莉太平洋的使命
爱茉莉太平洋以“亚洲之美创造者”为使命，
希望成为代表亚洲之美的企业。
以对人类和自然的理解，创造内外和谐的美丽，
实现人类美丽健康生活的美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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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茉莉太平洋董事长 MESSAGE

创造人类、自然、企业共存的
更加美丽的世界。

第二，通过爱茉莉太平洋的员工、一起合作的客户、经销商等企业与生态界内伙伴们
的沟通和协作，为共同成长努力实践。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使员工独立成长;
并且为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此外，以尊重和信赖客户、经销
商及美容行业合作伙伴为基础，强化共生合作体系，帮助社区的邻里过上健康、美丽
的生活。
第三，希望为子孙后代提供良好的环境，努力减少企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为了对应

爱茉莉太平洋在过去69年间，秉承对“亚洲之美”的自豪，妆

气候变化、水资源不足、资源枯竭等国际性环境问题，全公司正在开展减少温室气体

点了爱茉莉太平洋独有的美丽。发掘蕴含在亚洲深厚智慧中的

排放、节约用水的活动，并通过研究濒危植物的复原和应用方案, 带头保护生物多样

美的价值，并传递给全世界顾客是爱茉莉太平洋的使命。以此

性。同时, 支持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的人权、劳动、环境、反腐败等10大原则,

使命为基础，爱茉莉太平洋在未知的经营环境中专注于顾客,

持续努力将这些原则反映在爱茉莉太平洋的经营活动中。

齐心协力快速、灵活的应对世界的变化，取得了持续发展。同
时，我们的企业开展了多项可持续活动，为社会与环境的发展

爱茉莉太平洋以创造改变世界之美的“伟大企业(Great Global Brand Company)”为

做出了贡献。

目标，提高全球消费者的生活质量, 为其带去幸福，同时身为世界公民倾尽全力承担社
会责任。借此，实现以美丽改变世界的我们的梦想，为了成为深受全球消费者喜爱和

第一，爱茉莉太平洋为了更好地理解顾客，提供满足顾客所需

尊敬的企业更加努力。谢谢！

的创新产品和舒适的购买体验，一直坚持着以顾客为中心的经
营理念。从产品的开发到销毁，树立并实行优先考虑对社会环
境影响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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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总经理 MESSAGE

为中国顾客奉献真正的美丽而努力。
爱茉莉太平洋自1945年成立至今，一直在努力向全世界顾客传递“亚洲之美”。

国籍和文化差异。最后，还多次进行了以美丽改变地区社会的

为此，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正努力加强品牌的市场定位，为顾客创造品质卓越的产品。

社会贡献活动, 向地区社会邻居发挥积极的影响力。
中国是爱茉莉太平洋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地区。今后，爱

2000年在中国上海设立的爱茉莉太平洋中国，自2002年推出兰芝品牌以后，2005年

茉莉太平洋仍将以不断积累大量经验和智慧为基础，通过美丽

和2011年又分别推出了梦妆和雪花秀品牌，在中国市场上不断发展壮大。随着2012

给顾客带去幸福, 努力成为倾尽社会责任的备受尊敬的企业。

年的悦诗风吟、2013年的伊蒂之屋品牌的相继推出，为中国顾客提供了体验更多品牌
和产品的机会。2014年，爱茉莉太平洋中国将新增建上海工厂，相信升级化的生产系
统将向顾客提供更安全、质量更好的产品。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不仅努力持续创出经济成果，还积极尽到身为企业市民的社会责
任。为加强产品安全性树立了自身质量管理标准，努力以严格的标准管理质量，强化
适合中国顾客的产品和服务。全新竣工的爱茉莉太平洋上海工厂还引进了环保系统,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总经理

最大化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努力依靠尊重多样性的企业文化克服职员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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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茉莉太平洋
创办“太平洋化学工业社”

1945

年

2013年 销售额

38,954

亿韩元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

企业介绍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

1945年设立至今, 爱茉莉太平洋以“亚洲之美”为座右铭，

设立爱茉莉化妆品(沈阳)有限公司合资公司

1993
1,889

年

2013年 销售额

百万RMB

为实现亚洲人的美丽梦想，
更为使全世界人共同分享亚洲的美丽而不断努力。

10 爱茉莉太平洋介绍
20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介绍

爱茉莉太平洋的企业哲学

1945
~

Vocation

Vision 2020

Core Value

Asian Beauty Creator

Great Global Brand Company

AMOREPACIFIC WAY

爱茉莉太平洋希望成为秉持“亚洲

爱茉莉太平洋的目标是，挑战成为

为了实践“亚洲之美创造者”的使

之美创造者(Asian Beauty Creator)”使

改变世界, 创造美丽的“伟大公司

命，爱茉莉太平洋谨守企业文化的

命的亚洲代表性美容企业, 以对人类

(Great Global Brand Company)”。为

核心价值兼行为规范——“爱茉莉

和自然的理解，创造内外和谐的美

实现该目标树立了三大实践战略。

太平洋道路(AMOREPACIFIC Way)”。

实践战略

开放(openness)

1)通过“质的经营”，在销售规模、

不是只有我是正确的, ‘他人也和我

收益性、品牌影响力等所有方面挑

一样是正确’的意识

战第一

创新(innovation)

2)通过扩大海外业务, 争取2020年

开放自我，改变自我

丽, 实现人类希望美丽、健康生活的
梦想。

海外销售额占50%以上
3)以5大国际性品牌为领头, 加速发
展国际业务

亲近(proximity)
无论何时，无论物理距离上还是心
理上都要与顾客保持 '近距离'

为了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开发
满足全世界顾客需求的产品, 扩大国
际市场等不断发掘未来发展动力。
并且，通过最大程度减小对环境的

诚信(sincerity)
无论什么事情都像是我的事情，我
家人的事情一样真心实意去做

影响和以合作伙伴为中心的经营模

挑战(challenge)

式， 尽到社会责任, 志在发展成为

不愿安于现状的心态

备受尊敬的企业。

爱茉莉太平洋介绍

Great Global Brand Company

1945年设立至今, (株)爱茉莉太平洋(以下简称“爱茉莉太平洋”)以“亚洲之美”
为基础, 为实现亚洲人的美丽梦想, 更为使全世界人共同分享亚洲的美丽而努
力着。以自创业起开始的对R&D(研发)所拥有的热情及从自然中获取灵感的
技术力为基础，超越亚洲, 打造世界人的美丽，为实现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不断开发可持续性产品和开展社会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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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Direction

GREAT

Value

GLOBAL

BRAND Company

- Good to‘Great Company’

- 海外销售额贡献50%以上

- 向“品牌公司”转换

- 全球领先美容企业

- 扩大至新兴发展地区

- 培养5大国际性品牌

- 高质量增长

- 强化国际人才力量

- 订立并实现亚洲美的标准

企业介绍 | 11

爱茉莉太平洋大事年表

1932 尹独贞(윤독정)女士开始化妆品事业，

1958 创刊韩国最早的公司对外刊物《化妆界》

1971 成立日本东京分公司

1992 太平洋技术研究院竣工(京畿道龙仁市)

2002 上海工厂竣工

1959 与法国Coty公司签订技术合约

1979 太平洋化妆史馆开馆 (现爱茉莉太平洋美术馆)

1993 无限责任主义宣言(服务，质量，环境)

2003 爱茉莉太平洋品牌旗舰店开业

1945 创办“太平洋化学工业社”

1961 开设韩国首家美容咨询室

1984 开设美容中心“爱茉莉1号街”

1996 水原工厂 ISO 14001认证

1948 推出“Melody Cream”

1963 引进美容顾问制度

1951 推出纯植物性“ABC润发油”

1964 引进访问销售制度

1954 开设韩国首个化妆品研究室

1966 推出全球首个人参化妆品“ABC人参霜”

生产山茶油

(首尔中区明洞)
1990 在法国成立法人公司

(纽约SOHO)

2010

被列入 DJSI WORLD
*DJSI (道琼斯可持续经营指数)

2011

在韩国化妆品行业最早获得

1998 开设中国沈阳爱茉莉美容文化院

2007 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

ISO 27001认证

2000 太平洋技术研究院获选国家指定研究室

2008 荣获第3届可持续经营大奖企业家部门 2012

爱茉莉太平洋新工厂竣工

设立韩国乳房健康基金会
2001 济州岛O'sulloc博物馆开馆

总统表彰

(京畿道乌山市)

2009 首次发行爱茉莉太平洋可持续性报告书

(现O'sulloc茶博物馆)

2013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社会责任报告 | 12

企业介绍 | 13

事业领域

化妆品
化妆品

生活用品

绿茶

化妆品事业是与爱茉莉太平洋公司的创

秀、悦诗风吟、伊蒂之屋等品牌，

立同时起步的核心事业。目前, 爱茉莉太

正在持续发展中。同时，在以新加

平洋凭借雪花秀、 HERA、 AMOREPACIF-

坡和泰国为中心的东南亚市场上通过

IC等奢华品牌和梦妆、兰芝、IOPE、

推出新品牌、增加门店数等，正在

韩律等高档品牌，以及悦诗风吟、伊蒂

扩大事业。特别通过培养亚洲的免税

之屋等大众品牌领衔韩国美容产业。爱

和电商渠道，在现有的流通渠道基础

茉莉太平洋以优秀的产品，差异化的

上扩大新的发展渠道，努力开发可持

品牌力量和稳固的流通渠道竞争力为保

续发展动力。在化妆品产业的发达国

障，持续不断发展；同时为了确保未来

家——美国，以波道夫·古德曼、尼

发展动力，加强研发投资，构筑了环保

曼等高级百货商店为中心，雪花秀和

型生产和物流设施。

爱茉莉太平洋品牌广受好评。在法国,

爱茉莉太平洋的国际事业以成长型市

公司则为强化香水品牌洛丽塔(Lolita

场——中国和东南亚为中心，进军美

Lempicka)和安妮可·古特(Annick

国、法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在中国,

Goutal)的知名度不断努力着。

以兰芝和梦妆为中心，陆续推出雪花

生活用品
经营业绩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报表

30,585

34,317

4,347

4,491

4,698

3,761

爱茉莉太平洋通过功能性高档产品的

生活用品事业,

通过积极的投资和产品

扩大，在美发、沐浴、口腔护理等整体

快速发展。目前，爱茉莉

范畴加强市场领导能力。护发代表品

高端化策略,

单位: 亿韩元

38,954

20世纪70年代后期, 爱茉莉太平洋开始

3,457 3,550

太平洋已在韩国的洗发水和沐浴产品市

牌Mise en scene和吕，沐浴品牌Happy

场上占领了独有的地位。主要生活用品

Bath推出了渠道针对型产品，提高了渠

品牌有高级洗发水品牌——吕、美妆仙

道应对能力。2012年，新推出了韩方生

和口腔护理品牌——Median、松盐，

物身体护理品牌——illi。

以及沐浴品牌——Happy Bath和illi等。

绿茶

爱茉莉太平洋的绿茶事业是创业人徐

客提供了可以体验茶文化的空间。与此

成焕(서성환)会长为了普及传统茶文化,

同时，在百货商店内开设了“O'sulloc

20世纪70年代在济州岛荒地上开垦绿茶

Tea

园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诞生了雪绿茶

产品为中心，进行事业重组。

Shop”，以茶叶及有机茶等高档

品牌，为韩国国内绿茶的大众化做出了

2011

2012

2013

2011

2012

2013

2011

2012

2013

贡献。2003年开设了咖啡厅型绿茶专卖
店“O'sulloc Tea House”，为年轻顾

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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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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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现况

韩国

4,735 名
销售额 33,559 亿韩元
员工

欧洲
巴黎

216 名
销售额 742 亿韩元
员工

*

**

北美

66名
销售额 235 亿韩元
员工

***

纽约

中国

5,609名
销售额 3,365 亿韩元
员工

北京

东京

洛杉矶

上海
香港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其他亚洲(韩国, 中国除外)
员工
销售额

727名
1,053 亿韩元

: 主要营业机构
注)销售额以爱茉莉太平洋的合并财务报表为准编成。
* 韩国销售额以爱茉莉太平洋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为准编成。
** 法国法人标准
*** 美国法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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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茉莉太平洋的可持续经营
爱茉莉太平洋志在通过可持续经营，创造自然、人类和企业融合共存的美丽世界。为了构筑未来100年企业发展的基础，公
司制定了以成为“用美丽改变世界的Asian Beauty Creator”作为可持续经营目标，战略性开展了可持续的产品开发、环境
保护、社会贡献等活动。为了推进更系统化的活动，组织成立了可持续经营最高决策机构——可持续经营委员会，审查可持

아모레퍼시픽 차이나

续经营的战略决策和核心课题。

1993
~
2013

可持续经营战略

顾客
安全的产品&可持续的革新
通过加强产品安全性和可持续革新
赢得顾客的信赖，创造增长机会

环境

Beauty for Good
以美丽改变世界的

全过程环境影响最小化
从整体价值链上实现环境影响最小化，
提高环境经济效率性
(Eco-Efficiency)

Asian Beauty Creator

社会贡献
战略性社会贡献
通过长期而战略性的社会贡献活动,
履行尽社会责任的企业市民的作用

员工&合作伙伴
创造员工价值&
与商业合作伙伴共同成长
构筑培养人才和平衡员工工作与生
活的制度，与合作伙伴构筑公平、
长期的合作关系

(市场/销售/支援)

对外认证现况
研发有限公司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
-连续4年同时编入DJSI World, Asia/Pacific, Korea指数(2010~2013)
-连续4年荣获Personal Product(个人用品)部门World Leader 称号(2010~2013)

FTSE4Good
-连续3年编入FTSE4Good

产品等
区域柜台百货管理

(富时社会责任指数)
(20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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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茉莉太平洋中国介绍

梦妆是“以花朵绽放女性之美”为理念的品牌，致力于

2005

梦妆进入中国市场

寻找鲜花中的生命力和能量。从根部到茎部、花瓣，梦

2007

第100家店开业

中国是对爱茉莉太平洋来说是海外事业中心的重要国家。爱茉莉太平洋在坚信中国会成为通向世界舞台

妆研究每一朵花所蕴含的自然智慧，一直以来不断追求

2008

中国专用抗皱产品

的桥头堡的展望下, 将海外事业的力量集中于中国市场。在中国, 爱茉莉太平洋通过品牌多样化与新品

如Ma Monde（法语 ：我的世界）一样, 创造属于自己

销售、新店的增加取得了持续发展。自2007年起集中培养了主要品牌——兰芝和梦妆，强化了发展基

的世界, 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

础。之后又依次推出了雪花秀、悦诗风吟、伊蒂之屋等品牌，扩大了直销和屈臣氏渠道，加强了品牌和

主要产品

渠道竞争力。2013年, 爱茉莉太平洋的产品通过全中国230多个城市的百货商店、专营店、网店和直销
等多种渠道在售。

“花颜凝时”系列上市

自然与科学技术的融合。通过梦妆产品，让女性像正

花源滋养精华液、花萃净白双重菁华霜、
多效润颜修容霜、花颜凝时致护面霜

2010

第300家百货专柜开业，
第2,000家专营店开业

2011

百货专柜突破500家

2012

男士系列上市

2013

新产品花源滋养精华液销
售突破50万支

www.mamonde.com.cn

品牌介绍
悦诗风吟是以Natural Benefit from JEJU为概念，向顾客
传达济州岛自然之美的韩国No.1自然主义品牌,

2012. 04 上海1号店 - 吴江路四季坊店开业
参与“百万植树计划”项目

在自然

2011年进驻中国市场的雪花秀继承万物相

2011. 03 进驻北京百盛百货

优质原料的基础上加入了爱茉莉太平洋的研发技术力, 以

2012. 06 开展环保手帕CSR活动

生的原理和传统智慧，打造美丽的根本所

2011. 04 北京新光天地专柜开业

最佳方案的功效解决各种皮肤烦恼的自然主义化妆品。

2013. 01 北京1号店 - 中关村欧美汇店开业

在，它是以人参和各种韩方成分等珍贵原料

2011. 06 进驻上海淮海百盛百货

为了保护大自然, 悦诗风吟开展空瓶回收、环保手帕、

制成的韩国代表性高端品牌。2010年首尔

2012. 03 雪花秀滋晶美白系列上市

防治内蒙古沙漠化的植树等多样的Green Life Campaign。

2013. 09 武汉广场店开业

主要产品

G20峰会中, 雪花秀还被选为代表韩国的礼
品，馈赠海外主要国家的第一夫人，巩固了

绿茶籽精萃水分菁露，

韩国代表性化妆品品牌的地位。

火山岩泥毛孔清洁紧实面膜

主要产品

www.innisfree.cn

2013. 06 广州1号店 - 北京路店开业
(截止2013年12月底，中国共开设
46家直营店）

滋盈生人参凝萃焕颜修护霜，润致优活肌底
精华露，滋晶雪肤美白精华露
www.sulwhasoo.com.cn

韩国彩妆品牌Etude House(中文名: 伊蒂之屋)是旨在

2013. 11

上海1号店开业

通过少女感性情怀和自由烂漫的幻想能量, 帮助每位女

2013. 12

上海广场店开业

性实现心中甜美梦想(Sweet Dream)的品牌.

(2013年12月累计5家店)

通过让每位心怀公主梦的少女变身自信甜美公主的品牌
兰芝是爱茉莉太平洋集团在中国上市的第一

2002 进驻上海百盛百货

哲学, 以及时尚甜美的产品，让每一个女孩都能享受化

个品牌，是具有卓越的“水分科技”并兼有

2006 第100家店开业

妆游戏文化(Make-up Play Culture), 是目前在中国、

2 0 1 0 被入选中国百货销售额

日本、新加坡等亚洲13各国家备受顾客喜爱的国际品

功能性的Young

Premium综合品牌。兰

芝以独有的“Wate Science”和年轻的
感性为基础，缔造亮丽剔透的肌肤，努力成
为全球 Young Premium第一品牌。

前10位化妆品品牌
2 0 1 1 第200家店开业
2 0 1 2 兰芝进驻中国10周年

牌。
主要产品
珍珠亮白美肌保湿修颜乳, 水满胶原清凝弹力面霜,

主要产品

甜蜜之恋晶莹炫彩唇膏, 鲜嫩樱唇炫色唇彩

水酷润颜精华露，夜间锁水修护面膜，

www.etude.cn

雪润无瑕气垫粉凝霜，臻白修护柔肤精华露
www.laneig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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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工厂和整修生产设施
首批生产
入驻中国百货商场
爱茉莉品牌上市
爱茉莉沈阳文化院开院
爱茉莉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成立
上海工厂竣工
兰芝品牌上市
设立上海研发中心

梦妆品牌上市
中国柜台数突破500家
雪花秀品牌上市
梦妆BB霜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人民币

1994
1994
1995
1997
1998
2000
2002
2002
2004

2005
2010
201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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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伊蒂之屋品牌上市

012012012 中国柜台数突破1,000家

悦诗风吟品牌上市

2

1,103
1,452

进军直销事业

2012

2012

2011

兰芝睡眠补水面膜销售额突破6,000万元人民币

爱茉莉化妆品（沈阳）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成立

1993

销售额(单位: 百万RMB)
主要品牌

2013

1,889

2002 2005 2011 2012
2013

* 以爱茉莉太平洋的合并财务报表为准编成。
** 销售额应用了年度平均汇率。

公司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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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营

强化与利害关系人的关系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于2011年宣布APC WAY。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通过与各方利害关系人之间的沟通，

APC WAY是指为达成爱茉莉太平洋的使命—

掌握各方利害关系人关心的焦点问题，努力提供最为有效的

Asian Beauty Creator而设定的道路。

解决对策。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于2011年宣布了APC WAY。APC WAY是指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在内的爱茉莉太平洋集团的所有海外法人

为达成爱茉莉太平洋的使命—Asian Beauty Creator而设定

与爱茉莉太平洋遵守相同的道德纲领和职务道德方针。这意

的道路。以此实现方法, 我们追求互信和使命以及开放、创

味着爱茉莉太平洋集团的所有员工在反腐败和基本道德领域

新、亲近、诚信、挑战等5大价值。爱茉莉太平洋宣扬的诚

遵守着相同的道德判断基准。特别是, 2013年迎来了道德实

信并非单指“不说谎”的狭义正直，其中还包含了“为我的

践方针制定10周年，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收集了国际标准和

事业倾尽全力”的献身意义。因此，以“诚信”为基础的爱

员工的意见，修订了职务道德方针。另外，为了与国际法人

茉莉太平洋中国的企业道德核心包括反腐败和基本道德两个

员工共享创业以来坚守的正直价值，开发了The Moment of

方面。

Sincerity的episode，与海外法人员工沟通。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保持道德组织文化，定期组织员工签署誓

2014年计划以2013年修订的职务道德方针为基础，设计、

约以对应非道德事件，开通、运营举报热线(Hotline)。举报

运营最佳培训和沟通项目。

人的身份及内容将根据相关规定受到彻底保护。同时，包括

OUR VOCATION

中国政府

- 遵守法律

- 走访政府有关机关并参加会议
- 定期学习法律法规

顾客

- 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 安全的产品
- 反映顾客需求的产品

- Prosumer制度，顾客监督，顾客服务中心
- 企划开发符合当地的产品, 会员制度

员工

- 支援持续的自我开发
- 提供公平的机会和评估
- 权益保障和优秀的福利制度

- 实施员工满意度问卷调查，运营Happy Plus制度
- 实施员工职务/能力培训
- 通过例会共享公司现况

同行业

- 信息交流和公平的竞争

- 化妆品法规交流, 业界聚会和信息交流

合作公司

- 建立信赖关系
- 强化企业竞争力的支援

- 通过合作公司恳谈会听取苦恼和共享战略方向
- 签订正直购买誓约书, 奖励优秀合作公司

创新 Innovation
亲近 Proximity
诚信 Sincerity
挑战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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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C的应对方案

OUR VALUES
开放 Openness

Asian
Beauty Creator

利害关系人的主要要求

地区社会和环境 - 为地区社会开展社会责任活动

- 实行社会贡献(妆典生命，花漾梦想)项目
- 与上海根与芽(NGO)合作进行“百万植树计划”项目
- 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共同建立“悦诗风吟绿色爱心图书馆”
- 与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共同组建提高农民工子女情趣涵养的
“M-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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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使用量(吨/产品吨)

-18.8

%

(与2012年相比)

女性员工比率

76

%

灾害发生现况

0
327

社会责任活动

件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希望通过社会责任活动，
创造人类、自然、企业共存的美丽世界。

"妆典生命"活动参与人数

28 品质经营
30 顾客至上

名

32 保护环境
36 尊重员工

顾客之声(VOC) 咨询及解决数

8,503

件

38 优化氛围
40 社会责任

安全产品的开发流程
R&D Division 长 延在昊

APC通过绝对品质标准和安全产品开发流程，为向中国顾客提供
安心产品而不懈努力。

1

判定原料的合法性
-分析化学特性, 制造工艺, 物质安全性（MSDS）,
毒性资料等数据。

产品开发前

品质经营

判定是否符合爱茉莉太平洋公司内部标准
-针对可能含有有害物质的原料制定并执行相关管理准则
通过安全性评估选择原料并设定许可限用量
-对已通过内部标准规定的原料进行皮肤刺激性、光毒性、
致敏性等测试, 最终确定许可使用限量。

爱茉莉太平洋上海研发中心介绍

安全产品的开发流程

2004年，爱茉莉化妆品（上海）有限公

爱茉莉太平洋构建了产品开发前、开发

司设立研发部门，执行化妆品和保健食

中和开发后三个阶段组成的安全产品开

品开发、消费者研究、法规许可及C&D

发程序。

等业务。2012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爱茉莉太平洋(上海)研发有限公司正式
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消费者皮肤特性和
中国特有天然植物方面的研究，并将相
关成果应用于产品开发中。

开发安全的产品

Beauty）为主题重点发布了眼角老化、7
岁周期论观点的老化、皮肤刺激性、毛
发和头皮老化等4项研究成果。相关成果
已经被应用于雪花秀、兰芝、梦妆和吕
等爱茉莉太平洋公司产品的开发中。

代表性研究活动

合作开展中国植物资源多样性和

成立“爱茉莉太平洋-中国皮肤科专

少数民族美容方法研究

家委员会”，并积极推动共同研究

2011年6月，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2011年2月，爱茉莉太平洋成立了由中

究所签署合作备忘录（MOU），双方就植

国著名皮肤科专家组成的“爱茉莉太平

物资源多样性研究达成合作协议。2013

洋-中国皮肤科专家委员会”，推进针

产品安全性强化战略

年认识到少数民族特有美容方法的应用

对中国女性皮肤的共同研究项目。

价值，与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共同开展

爱茉莉太平洋将开发安全的产品，并提

本项目在中国上海、广州、武汉、成

了针对西藏地区植物资源的开发项目。

供给顾客视为最高原则。为此, 韩国技

都、北京和沈阳等6大城市代表性的医

术研究院和上海研发中心的400多名研

院内进行，针对年龄在20~60岁之间的

与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开展中草

究人员通力合作，确保产品的安全性。

1300多名女性，开展了皮肤及毛发特性

药素材的基础及功效研究

爱茉莉太平洋设立并执行“绝对品质”

和皮肤敏感性研究，并对化妆品使用情

2012年3月，与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签

化的管理方针,

从原料选择到产品生产,

况做了相关调查。经过定期会议对结果

署合作研究协议，双方就中草药素材的基

严格贯彻安全性、储存性、稳定性和有

进行讨论和分析，本项研究的部分成果

础和相关功效开展了共同研究。重点针对

效性的品质标准。

已连续在中国权威的皮肤科学大会-中

雪花秀和韩律中使用的天然药材，确定其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与韩国总公司一样, 为

国皮肤科医师年会（Annual Conference

有效成分及分子结构，进一步阐明其具有

确保产品的绝对品质, 按照更为严格的法

of Chinese Dermatologist Association）上

的皮肤生理功效的物质基础，希望借此加

律标准实施管理。

发表。其中，2013年以“探索中国式美

强公司的研发实力，开发具有细分功效的

丽”（Exploration of the Unseen Chinese

产品，并提供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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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开发期

选择安全配方
-根据产品特性, 结合皮肤刺激性、致敏性测试和使用感评价结果,
选择最佳配方。
安全性深层评估及最终配方的确定
-考虑顾客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 实施深层化评估,
确定产品最终配方。

3
产品开发后

针对最终生产产品进行安全性鉴定
-最大程度降低由开发过程和生产过程之间差异造成的安全性影响。
-在产品生产结束后的一定时间内, 确认微生物安全指标, 以及香味、
粘度、稳定性等指标, 决定是否进行产品包装。
顾客投诉管理
-迅速、准确收集顾客反馈信息, 处理相关投诉。
-相关信息纳入基础性资料, 为将来类似产品的开发提供安全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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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芝品牌 Team长 苗芃芃

针对中国顾客，我们正在进行大量的调查与研究，
以此为基础开发中国顾客所需要的产品。
与此同时，我们积极与顾客沟通，并将结果体现于市场战略中。

顾客至上
中国顾客化妆品使用状态分析

梦妆花源滋养精华液

爱茉莉太平洋为充分了解中国消费者需

梦妆悉心研究每一株鲜花蕴藏的自然智

习惯，并以此为基础, 出兰芝胶原蛋白

求，开展各种研究及调查活动。包括专

慧，实现女性的美丽梦想，并致力于

饮品。中国消费者对内在美产品的关注

家咨询和上门拜访顾客了解产品使用状

发现花朵的美肌奥秘，绽放女性永恒之

度、认知水准很高, 对于胶原蛋白饮料的

态等。同时，还将研究细分化，如针对

美。梦妆鲜花肌底液是蕴含一整株金银

容量、容器类型等与韩国顾客相比，具

BB霜的颜色喜好度，新产品的香味接

花的根、茎、叶、花瓣等所有部位的能

有不同的喜好度。公司根据顾客喜好度

受度，美容饮品的口味偏好度等开展调

量，赋予肌肤生命力的产品。它甄选韩

开发了胶原蛋白产品，于2013年10月在

查。近来还开发了考虑中国环境特性的

国全罗南道珍岛的金银花，自然发酵60

香港率先上市，深受广大顾客的喜爱。

产品, 为帮助解决中国顾客的皮肤烦恼

天以上，萃取花源修护复合物，利用爱

而努力。

茉莉太平洋的技术而制成。洁面后最关

顾客满意活动

键的第一步, 令肌肤如海绵般吸收养分，

客服中心介绍

进行抗衰老相关消费者调研

鲜活生机一触即发。这款产品是2013年

中国客服中心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向使用爱

为了解分析中国化妆品市场抗衰老方面

梦妆最受中国顾客喜爱的产品。

茉莉太平洋旗下品牌产品的顾客传递正确的

的需求和特征，公司开展了DCC（Direct

Consumer Contact）项目。DCC是指直
接拜访顾客家庭，观察她们使用和保管
化妆品的方式，是爱茉莉太平洋公司消
费者调查方式之一。通过面向中国上海
地区顾客开展DCC项目，可准确洞察消
费者对于抗衰老产品的使用习惯及对皮
肤老化的关注度，借此掌握难以通过间
接调查方法获得的因地区特性导致的美
容习惯差异。再结合中国顾客的文化习
惯和感性经验，获得启发，进而将调研
结果应用于今后抗衰老产品的开发中。

悦诗风吟都市净化系列
中国顾客的皮肤对外部环境污染等因素
影响比较敏感。爱茉莉太平洋考虑顾客
的需求，开发出帮助皮肤抵御外部环境
影响的都市净化系列产品。
都市净化系列产品采用的海藻纤维成
分，有助于解决重金属附着，同时还含
健康，打造光采洁净肌肤作用的 Lotus
extract（莲花提取物），帮助保护肌
肤。

爱茉莉太平洋通过消费者调研，掌握中

悦诗风吟都市净化系列产品介绍
梦妆花源滋养精华液（鲜花肌底液）

都市净化清颜洁肤露, 都市净化清颜泡沫面膜,
都市净化清颜洁肤湿巾

美容信息，帮助正确选择和使用化妆品，使
中国顾客拥有更美丽健康的生活。通过电话

兰芝胶原蛋白饮品

和网络渠道积极回应顾客的咨询。
2013 年

8,503 例
顾客之声(VOC)--咨询及解决数

有排除脸部残留的有害物质，维持皮肤

兰芝胶原蛋白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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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消费者对口服美容产品的认知与使用

顾客投诉解决流程
公司将顾客投诉分为服务不满和产品不
满集中管理。如接到顾客的服务投诉，
公司会立即把情况通报给相应柜台的管
理负责人员，让其直接解决顾客投诉，

并对柜台销售人员进行培训，避免类似

处理柜台投诉的系统。此外，随着2014

加，为了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客服

情况再次发生，全面构筑以顾客为中心

年3月15日新修订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

中心人员正在接受定期的新产品和美容

的服务环境。若接到产品使用过程中的

护法的实施，中国消费者权益将得到强

知识培训。柜台销售人员也通过定期的

投诉事项，客服中心会收集相关产品,

化，爱茉莉太平洋为了更好的履行企业

教育，获得产品知识和手部按摩基本技

将其送到中国工厂品质管理部门或者韩

义务、计划重新讨论并实施与消费者相

巧等培训。通过这样的培训，努力为顾

国总部，分析投诉原因后，将结果反馈

关的内部制度与运营情况。

客提供更好的美容信息和服务，并为每

给顾客。

位具有皮肤烦恼的顾客提供美丽解决方

2013年，组建了涵盖销售、品质管理和

顾客服务强化活动

顾客服务中心的内部组织，建立了迅速

随着中国销售品牌和产品数量的持续增

案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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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运营成果
上海工厂 Division长 郑京洙

我们在刚竣工的上海新工厂，构建了更好的环境管理系统，引进了优秀的环保设备，

2011

2012

2013

0.881

0.894

1,115

1,189

力求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

保护环境

1.133

温室气体排放量

944

合计(吨CO2)

原单位(吨CO2/产品 吨)

* 温室气体排放量依照“上海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相关文件汇编(2013)”计算。

环境管理方针

实施全体员工培训

爱茉莉太平洋认识到企业活动的全过程

2013年上半年以上海工厂全体员工为

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因此一直在努力构

对象实行了能源节约培训。教育员工节

筑环境经营系统，持续改善环境。从产

约能源从日常细小的行动开始，激励员

品生产过程中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到为

工能够自发参与能源节约。下半年组成

水资源的持续使用减少水使用量等，持

了由全体员工参与的能源节约活动组织,

续进行各种活动。

全体员工自发拟定并实施了改进方案。

环境成果

环保采购

努力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爱茉莉太平洋重视环保采购，并逐渐增

2013年，为了减少上海工厂温室气体的

大其规模。目前，爱茉莉太平洋中国

排放量，调查能源使用情况，实施了改

正逐步扩大FSC认证纸张的使用。此

善方案。

外，公司内部也在陆续开展环保活动，

温室气体减少活动事例

比如，向供应商订货时，使用电子订货

1.优化设备及实验室开关启时间

单，减少了纸张的使用；部分辅材料的

2. 空调使用时间的最优化

包装由以前的一次性纸制包装及纸制外

3. 减少原料、辅料仓库等可节约的电灯

箱改为了可重复使用的塑料包装及塑料

使用量

外箱，并与供应商一起循环再利用等。

通过此类节约能源的活动，共减少了15

公司希望通过这些活动的持续开展，为

吨温室气体的排放。 同时也加强了全体

保护环境尽一份力。

0.298
能源使用量

0.241

0.234

248

296

320
合计(TOE)

原单位(TOE/产品 吨)

员工的环保意识以及环保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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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Tonne of Oil Equivalent)：表示能源量的单位，指石油当量

16.549
11.905

用水量

13,788

15,064

9.668

12,850
原单位(吨/产品 吨)

合计(吨)

使用FSC认证纸张的
梦妆清泽保湿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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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工厂介绍

2014年新竣工的爱茉莉太平洋上海工厂占地92,787㎡，配备了全球
标准运营系统及环保型设备。
以此为基础，确保品质及安全性的同时，为开发适合中国顾客的产品，
不断强化研究力量。

引进降低环境影响的设备
上海新工厂为了减少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引进了减少环境影响的设备和能源。

引进雨水再利用
使用LNG气体

应用收缩热系统

系统

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均约減少146吨

年均节约
307MWh用电量

安装170吨规模
的雨水储存和处
理设施

将锅炉燃料由柴油改为LNG气

应用收缩热系统，夜间利用深夜

为保护水资源，亦为将废水处理

体，不仅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电冷却水槽内的水后，白天将其

设备中洗涤水及药品溶解水由净

量，预计年均还可节省约97万

用于空调机。预计通过该方法不

水改为雨水打下基础。以此计划

元人民币。

仅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年

持续减少水的使用量。

均还可节省约150万元人民币。
新竣工的爱茉莉太平洋上海生产研究基地

精制水制造系统的改善
资源管理效率化

将原来制造精制水时，利用氢氧化钠和盐酸清洗离子交换树脂塔的方式，改为用逆渗透压方式及电气去除离子的新系统。既不使用有

上海新工厂为了有效利用能源和水资源，扩大了使用量监测范围。通过测定各主要设备和各生产工序的电力使用量和各生产车间的用

害化学物质，又提高了精制水的质量。

水量，掌握能源和用水的具体趋势，奠定了有效供应能源和用水的基础。

环境管理检查和改善
原上海工厂每年组织由环境管理专家组成的检查组，对生产车间实施1次以上的环境管理检查。通过改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持续提高管理水平。今后, 上海新工厂也将继续应用此类检查系统, 继续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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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部门 Division长 杨明嬿

通过开发系统性的培训体系, 努力提高员工能力。
由此, 不仅公司得到了发展, 也帮助了员工们的职业能力开发。

尊重员工

员工人数
间接雇佣员工人数

保护员工权益和遵守劳动法规

依据劳动法，公司管理规定中追加了保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在招聘、培训、绩效

护女性权益的规定。严格遵守女性员工

评估、晋升等业务开展中严格禁止性

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等“三期”中不

人才培养战略

别、地区、学历、宗教、国籍等的歧

会被削减工资或被辞退的原则。并且不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为培养人才成立了专

视。为签署劳动关系的员工缴纳养老、

会为孕期女职员安排过重的业务，开设

门的组织并制定了人才培养战略，开发

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住房公

了女性休息室，为女性员工提供便利。

相关的培训项目。从提升领导力及强化

积金。员工可享受节日津贴、妇女节礼

610

863

992

2,964人

4,166人

4,617人

58%

52%

责人大部分由中国人组成。

当地员工比率

工作能力两个层面制定人才培养计划,

品等福利。

员工本地化政策

提供与之相匹配的专业课程以提高专业

另外,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尊重中国劳动

自2000年在上海成立了销售公司后, 备

素养。另外，还在各地办公点设立了培

法, 根据法律规定及时与劳动者签订劳动

受中国顾客喜爱的爱茉莉太平洋中国通

训教室，帮助各地员工快速投入学习。

合同。

过不断扩大市场，持续招聘中国员工，为

通过培训，使员工深入了解爱茉莉太平

创造就业岗位做出了贡献。

洋的内在核心价值观，与公司共同成

尊重女性员工

2013年在全国范围内直接雇用了239名

长。

追求亚洲之美的爱茉莉太平洋中国不仅

员工和间接雇用了2,184名员工。爱茉

拥有较多女性员工，而且女性管理者也

莉太平洋中国的在职员工大部分为中国

呈现较高比例。公司致力为女性员工的

人。重要岗位的中国员工录用及晋升也

职业开发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而努力。

在不断扩大。中国法人总经理和各品牌负

女性员工比率

员工培训项目
领导力提升培训

销售和市场职务培训

新员工Caring项目

核心人才培养

Team长领导力提升项目

百货/专营渠道销售主管的培养

- 新员工入职集合培训

-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 行动学习
- 领导力测评
-‘必实践’研讨会

- BAS SSEP

- On-line课程培训

- 外部公开课

全体员工培养项目

市场培训

- E-learning
- Reading School
- Knowledge Sharing

- CRM、BW培训

- AM行动学习

- 新入职BAS S-OJT

- 职级课程

女性管理人员
比率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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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 TEAM 主任 米明明

员工投入度 注) 现状

单位

尊重职员间的活跃交流，改善业务环境，
创建能激发员工创意性的工作环境。
投入度

优化氛围

注)员工对工作投入程度的调查结果。爱茉莉太平洋通过员工对
工作投入程度的调查，听取各种意见，将意见应用于经营当中。

灾害发生现状
强化员工交流

组织各种活动的场所。

相关培训。
爱茉莉太平洋上海工厂自2009年起开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为员工准备了多种交
流机会，积极创造和睦的企业文化。年

女职工休息室

展革新活动。该活动让现场员工围绕

初将所有员工聚在一起开年会派对，在

2012年，为照顾有孩子的女职工创建了

生产、质量及作业环境等提出改进方

派对上确立了业务目标并祈愿目标的达

女职工休息室。休息室内配备专门的哺乳

案。2013年接收到的安全生产改善建议

成。为了加强组员间的团结协作，每年

室，为哺乳期女员工带来了便利。

有12件。接收到的建议，通过掌握问题

还会组织两次国内旅行, 以便员工放松

单位 : 件

贸易公司
工厂

原因，实施改进活动。例如, 根据改进制

身心，加强交流。同时，定期组织全体

支援运动俱乐部

造现场较滑台阶的建议, 在台阶上设置了

员工参加Good Time聚会，让员工在轻

为使员工拥有健康的身体和满意的职场

防滑垫。

松自由的氛围中与其他部门培养友好和

生活, 2011年创设运动俱乐部。鉴于女

公司亦将继续有效改进作业环境，努力

睦的合作关系。

员工较多，公司特设瑜伽训练课和肚皮

预防和控制生产事故。

舞教室，并外聘讲师指导，使员工下班

Thank you卡片传递活动

后通过运动来缓解压力。

健康管理活动

2013年上半年开展了Thank you卡传递活

同时, 自2012年起爱茉莉太平洋上海工

爱茉莉太平洋十分关心员工的健康状

动。员工将平时对其他同事的感激之情

厂每年都会举办员工运动会。运动会由

况，并为此开展各种活动。公司从事前

装入卡片内传达。并完成了满载员工温

工厂所有员工参加, 不仅强健了员工的

预防疾病的角度出发，每年为全体员工

暖信息的Thank you卡“希望之树”。

体魄，同时还大大促进了员工间的团结

提供一次健康体检。健康体检项目包括

与协作。

内科、血液检查、肝、肾脏机能检查等,

筹备员工便利设施

每年接受健康体检的员工人数正在持续

自由沟通空间-云

安全管理活动

增加。

2013年5月, 爱茉莉中国总公司27楼筹备

公司为了维持正常有序的生产与工作,

此外，公司还为员工本人及其子女办

了AMOREPACIFIC CHINA CLOUD。如同

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针对现场作业员

理了商业医疗保险, 为员工减轻看病负

天空中飘着的云朵，成为员工沟通、分享

工开展安全生产培训。通过培训使员工

担。

创意的理想空间。员工们可以在宽敞, 舒

深刻了解事故常发区域及容易疏忽大意

适的空间里开会, 吃饭，还可以将其用作

的问题。针对新入职的员工也开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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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典生命运动
Corporate Public Relation Team 主管 刘斯思

我们相信，“美丽”是能改变世界的“礼物”；做我们最擅长的事，
希望帮助更多人实现生命的美丽转变。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使命

腺癌症患者，举办了中国地区首次“妆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

典生命”活动,

民，致力于实现女性及其家庭（乃至整

的美丽与自信。2012年，公司逐渐扩大

个人类）的健康事业。帮助女性实现健

活动次数与受益对象,

康之美，参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也

复俱乐部”,

开展各类活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来履行

表性的癌症团体, 以及“瑞金医院”, “

2013年12月，爱茉莉太平洋中国

企业的社会责任。

真如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院合作

在上海民政局所属浦东新区社会工

展开了“妆典生命”活动。2013年, 先

作协会主办的“第一届企业答谢

后与“东方医院”,

会”上荣获“乐善于心”企业社会

女性健康之美
妆典生命(AMOREPACIFIC

Make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将始于2008年的
并于

2011年起正式在中国启动“妆典生命
（ AMOREPACIFIC Make up your life

Campaign)”活动。作为爱茉莉太平洋
集团的代表性公益项目,“妆典生命”
活动旨在帮助癌症治疗过程中饱受容
貌之苦的女性患者, 教授她们化妆、护
肤、美发等技巧, 让他们在恢复美丽的
同时重拾自信，从而增强她们的康复
意志。
2011年6月，针对上海最具权威的肿瘤
专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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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浦东新区社会工
作协会授予的感谢牌

与“上海癌症康

“粉红天使基金会”等代

“岳阳医院”等医

院建立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活动规
模的同时，还尝试走出上海,

up your life Campaign)
“妆典生命”活动扩大至中国,

帮助女性患者找回昔日

牵手浙江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办了首次华东地

责任活动优秀企业奖，并被授予奖
牌。

区“妆典生命”活动，并在圣诞前夕针
对年轻女性癌症患者,

举办了一场特殊

的“Young妆典生命”活动。今后仍将
通过“妆典生命”活动传递可以帮助女
性癌症患者克服失落感，积极面对生活

"妆典生命"活动成果

的希望讯息 。

执行费用(RMB)

志愿人员(名)

参与患者(名)

2011

752,731

20

68

2012

774,691

32

181

2013

714,714

55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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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漾梦想”活动现场照片

花漾梦想(Beautiful Dream)

内蒙古“悦诗风吟公益林”建成照片

环境保护

2013年底，已完成了20,000棵树苗的

中国和韩国自2012年起共同开展了

参加百万植树计划

捐赠目标。2013年，悦诗风吟的员工

“环保手帕活动”，传播“用手帕代替

向往绿色生活(Green life)的悦诗风吟于

与顾客亲手种植了悦诗风吟捐赠的树木,

纸巾”的绿色生活方式。

益演讲活动，特邀成功女性分享人生经

2012年4月在中国推出品牌的同时，还

在内蒙古库伦旗沙漠化地区构筑了“悦

2012年，为了与中国的顾客一起参与保

验，为处于彷徨期的女大学生传递希望

积极带头开展了环境保护活动。从2012

诗风吟公益林”。悦诗风吟将于2014年

护树木活动，悦诗风吟与代言人李敏镐
一起共同设计了印有保护树木图案的限
量版环保手帕，制作并免费向顾客发放

为如花般女性缔造美丽的梦妆品牌，关

康之美”与如何追求 “向着梦想前进的

注因就业、梦想而充满烦恼的青年人,

内在之美”两个主题展开。为当天参加

首次开展了名为“花漾梦想”的校园公

活动的女大学生传递了希望和信心。

年起，参加“ 上海根与芽” （环保团

继续参加植树活动，为防治沙漠化作贡

华东师范大学如期开展，力邀上海中医

体）开展的“百万植树计划”项目，积

献。

药大学周国琪教授与全球第二大对冲基

极参与防治沙漠化的植树活动。

金管理公司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李亦

2012年起，每年推出绿茶籽精萃水分

环保手帕运动

新锐插画家官纯共同设计了2款环保手

非女士为300余名女大学生传授圆梦秘

菁露限量版，每售出一瓶即向中国内

悦诗风吟理想中的绿色生活是，任何人

帕，共6万块，全部赠送给了顾客。

诀。演讲分别围绕如何拥有 “外在的健

蒙古沙漠化区域认捐一棵小树苗，截至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抱和享受自然。

和勇气。2013年10月，“花漾梦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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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万块。2013年，邀请李敏镐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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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之园迷你花坛

支援弱势群体

亲手画作的天使认证书。

悦诗风吟(中国)绿色爱心图书馆

爱茉莉太平洋转达捐款

员工献血活动

雪花秀慈善套装

过鲜花帮助他们稳定情绪，提升幸福

雪花百家被

为四川地震灾害捐款

志愿献血活动

感。2013年7月与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

秉持美由内而发理念的雪花秀，举办了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为帮助因自然灾害备

爱茉莉太平洋上海工厂的员工每年都会

社建立合作关系，将浦东新区随迁子女

“雪花百家被”慈善活动。活动理念展

受痛苦的人们，积极开展募捐活动。继

举行志愿献血活动。自2012年起员工自

作为首批服务对象，通过参与建造迷你

现雪中送暖关怀弱势群体的精神。古时

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后，2013年4月四

发开展献血活动，在2012年1次，2013

花坛及一系列以“花”为主题的文化、

流传一个习俗，新生儿出生时，父母向

川雅安地区又发生地震灾害，中国人民

年进行了2次。未来，以献血活动为基

注1)爱心图书馆作为一项贫困地区儿童文

艺术教育（绘画、征文、音乐会等）活

各家各户收集布块，缝合成一条“百家

蒙受了巨大损失。2008年向地震灾区捐

础，计划将开展更多社会责任活动。

化扶助计划,

动，实现他们内在与外在的均衡成长。

设立悦诗风吟绿色爱心图书馆
2013年12月, 悦诗风吟与上海宋庆龄基

注1) 设立“绿色爱心图书馆”的学校 :
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木城乡乌木寨小学、

金会共同在云南省贫困地区的四所学校

腾冲县蔡家寨民族小学、保山市施甸县沙

开设了 “悦诗风吟绿色爱心图书馆”。

坝小学、隆阳区辛街乡中心学校。

被”，祈愿小孩在百家庇荫下平安、幸

款118万元人民币，2013年又向上海市

教材和课外书籍, 培养儿童的读书习惯。

梦之园(M-Garden)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的员工也积极参与志

福成长。2013年，雪花秀慈善套装售卖

红十字协会捐款30万元人民币，以表达

为身患癌症员工募捐

为使顾客共同参与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梦妆品牌致力于发现鲜花美肌奥秘，绽

愿团活动，在久牵活动中心与小朋友共

款项20万人民币全部捐赠予中国社会福

对灾区人民的深切关怀与问候。

为帮助突患癌症的兰芝销售员工筹集手

悦诗风吟承诺每售出一个圣诞节限定产

放女性之美，而“梦之园”正是由梦妆

同建造了梦之园迷你花坛。

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公益项目。雪花

术费，爱茉莉太平洋全体中国员工开展

品，即为顾客向绿色爱心图书馆捐赠一

的品牌哲学衍生而来的首支公益项目。

秀今后将继续关注心灵滋养，致力从事

了募捐活动。1，500多名员工纷纷献出爱

本图书，并向顾客赠送印有云南小朋友

该项目主要针对社会弱势群体，旨在通

慈善活动。

心参与捐款, 凑齐了部分手术费用。

旨在向贫穷地区儿童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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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报告书制作团队

报告书制作

主管

报告书说明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HR战略组，AMOREPACIFIC Group集团战略组

本报告书为爱茉莉太平洋中国首次发行的社会责任报告书，向社会各界公开爱茉莉太平洋中国的社会责任
活动，并征集各类反馈意见。

设计
爱茉莉太平洋设计2组

报告书范围
-记述了爱茉莉太平洋贸易有限公司、爱茉莉太平洋(上海)研究有限公司、爱茉莉太平洋(上海)有限公司及

内容编写及审核

中国各地区分公司的活动和成果。

高尚鉉，延在昊，郑京洙，李之川，杨明嬿，安水善，南虹，张艳珺，侯仕怡，金仁善，刘斯思，米明明，

-“爱茉莉太平洋”作为报告内容的主体，记述的是适用于爱茉莉太平洋与爱茉莉太平洋中国的各种事项。

张羽，卢炅模，金仙暻，李善姬，束棘，金姗娜，蔡英姬
报告期间
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包含部分2012年的成果。
报告书咨询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
中国上海市延安东路700号港泰广场23楼 (200001)
电话 ：(86 21) 2329 0666
E-mail : csr@amorepacif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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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书的封面及内页使用了已通过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TM)
认证的环保纸张。只有使用环保开发并管理的森林里种植的树木的产品才可粘贴
FSCTM商标。
www.amorepacif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