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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部分内容及数据适当追溯至以往年份。

以“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为主体，包括所属分、子公司及直属机构。

《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2021）》是本公司发布的第十份非财务报告。

本报告依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附录二十七《环

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以下简称「ESG 报告指引」）的要求，回应并遵守了指引中对于报告

的议题重要性、数据量化性、数据平衡性与披露一致性的不遵守就解释要求，同时参考全球报告倡

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以下简称「GRI」）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GRI 

Standards，以下简称「GRI 标准」）编制而成。

为便于表述和方便阅读，“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在本报告中也以“蒙牛”“集团”“公司”和“我们”

表示。

本报告引用的全部信息数据均来自于公司正式文件、统计报告与财务报告。本报告素材由蒙牛员工及合

作伙伴提供，仅供蒙牛可持续发展管理进展披露使用，不用于商业用途。

本报告有中文简体、中文繁体、英文三个版本。若内容理解不一致，请以报告中文简体版本为准。

邮箱：esg@mengniu.cn  

蒙牛官方网站：www.mengniu.com.cn

投资者关系网站：www.mengniu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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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执行董事

卢敏放

总裁致辞

2021 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

胜利开启了“十四五”的新征程。放眼全球，新冠疫情蔓延、气候变化加剧、国际局势动荡……在经济、社会与自然环

境面临诸多挑战的今天，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乳制品行业在为全球消费者带去营养、健康、快乐的

同时，也迫切需要加快转型进程，各方携手，共建一个绿色低碳、普惠包容、更有韧性的可持续发展未来。

蒙牛作为一家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乳制品公司，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努力提升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ESG）

水平，着力改善公司 ESG 治理、完善内部管理，全面及时地回应利益相关方 ESG 关切。回首 2021 年，我们在超预期

完成经营目标同时，推动各项 ESG 议题持续改善，荣获国家科学进步奖、中华慈善奖，在 MSCI、香港恒生等主流 ESG

评级中，成绩持续引领中国食品行业。在使投资者获得更大回报、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同时，也使公司收获更加健康、

持续的发展。

过去一年，在“2025 再创一个新蒙牛”的五年战略引领下，蒙牛对自身可持续发展体系进行了迭代升级，制订了“GREEN

可持续发展战略”。战略深度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 6 大主流 ESG 评级超过 500 条指标，并充分结合蒙牛

自身业务实际。通过制订 GREEN 战略体系，蒙牛努力让可持续发展工作看得见、摸得着、可量化，进一步规范和提升

公司 ESG 管理，为公司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引方向。

实现 GREEN 可持续转型
守护人类和地球共同健康

接下来，GREEN 可持续发展战略将围绕五个方向发力——可持续的公司治理（Governance–Sustainability）、共同富

裕的乳业责任（Responsibility–Common Prosperity）、环境友好的绿色生产（Environment–Carbon Net-zero）、

负责任的产业生态圈（Ecosystem–Collaborative & Accountable）、营养普惠的卓越产品（Nutrition–Supreme & 

Inclusive）。蒙牛将通过 15 个议题、28 个具体行动落实 GREEN 战略，全面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助力国家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打造更负责任的采购与供应链，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普惠健康的产品服务，最终推

动自身及产业链的“GREEN”可持续发展转型。

当下，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焦点，“双碳行动”也成为蒙牛 GREEN 战略的重中之重。2021 年，我们积极响应国家

“30·60 双碳目标”，本着科学、严谨、负责的态度，联合全球顶尖智库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制定双碳战略规划，

基于对集团碳排放基线、业务发展规划、资源禀赋特征等要素的综合考量，设定了“2030 年碳达峰，2050 年碳中和”

的战略目标，正式开启了蒙牛引领全产业链迈向碳中和的进程。蒙牛将一步一个脚印，创新低碳牧场、践行绿色生产、

打造绿色包装、实现低碳运输，引领中国乳业迈向“碳中和”时代，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

积跬步以至千里 , 积小流以成江海。 以“守护人类和地球共同健康”为可持续发展愿景的蒙牛，将坚定践行绿色低碳、

普惠包容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努力成为一家为人类创造更大价值的社会型企业。面向未来，蒙牛将和产业链合作伙伴携

起手来，共同实现“GREEN”可持续发展转型，重塑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乳业，用点滴营养绽放每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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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蒙牛高度认同环境、社会及管治（ESG）对公司长久稳健经营的重要性，建立了有效的 ESG 管理机制和治理机制。董事

会设置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作为集团可持续发展工作最高决策机构，审议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及风险情况，检讨

ESG 目标达成进度，实现更独立、高效、专业的董事会 ESG 管理，确保 ESG 理念与公司政策的融合，探索 ESG 与公

司业务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在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领导下，下设可持续发展执行委员会、可持续发展执行

委员会秘书处、五大“GREEN”战略支柱推进组，贯彻落实公司 ESG 管理。

蒙牛重视 ESG 风险可能对公司产生的重大影响，基于外部社会经济宏观环境和公司发展战略，定期开展 ESG 重要议题

评估工作，并报董事会审阅。董事会讨论并确定公司 ESG 风险与机遇，将重要议题的管理与提升作为 ESG 重点工作，

并将其纳入公司整体战略加以考虑，监督议题管理与绩效表现。2021 年，集团已从实体风险、转型风险、市场机遇三

个方面初步识别气候变化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并开展应对行动。未来，集团将继续加强气候风险和机遇的管理能力，

并积极着手应对。

公司承接“2025 再创一个新蒙牛”的“FIRST 新战略”，制定“GREEN 可持续发展战略”，涵盖 15 大议题、28 项行动，

致力打造“更具责任感的蒙牛”。“GREEN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颁布，以及相应环境、社会、管治议题管理目标的设立，

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公司的 ESG 管理水平，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将定期听取各项目标达成进度的汇报并进行检讨。

本报告详尽披露蒙牛 2021 年 ESG 工作的进展与成效，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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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牛
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份代号：2319）是一家专业化的乳品公司，位居全球乳业十强。公司 1999 年成立，总部位

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于 2004 年在中国香港上市，是恒生指数、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分股，在 2021 年蝉联

恒生可持续发展企业指数核心成分股。

蒙牛专注于为中国和全球消费者提供营养、健康、美味的乳制品，形成了包括液态奶、冰淇淋、奶粉、奶酪等品类在内

的丰富产品矩阵。2021 年，公司收入达 881.42 亿元。

蒙牛在国内建立 41 座生产基地，在新西兰、澳洲、印尼建立 3 座海外基地，全球工厂总数达 68 座，年产能合计逾 1,000

万吨。公司的生鲜乳 100% 来自规模化、集约化的合作牧场。蒙牛着力整合优质资源，先后对富源国际、现代牧业、

圣牧高科三家大型牧业集团进行战略投资。同时，蒙牛积极布局海外高品质奶源，在澳大利亚拥有原料乳加工商 Burra 

Foods、有机婴幼儿食品商贝拉米。

公司成立蒙牛欧洲创新中心，并与国内外多家知名科研机构进行战略合作，在饲草料种植、养殖与加工、乳业基础科学、

产品创新等领域开展联合攻关，在智能制造、原奶保鲜、益生菌、质控技术等领域实现长足进展。公司持续完善“从牧

草到奶杯”的全产业链质量管理体系，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覆盖养殖、加工、物流等各个环节，全封闭监控生产、全

流程动态检验，确保每一包牛奶质量过硬、品质上乘。

蒙牛一流的品质与品牌价值在国内外得到广泛认可，是俄罗斯 FIFA 世界杯、FIFA 卡塔尔全球官方赞助商、中国航天事

业战略合作伙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指定产品、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官方合作伙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合作

伙伴、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乳品合作伙伴、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乳品及冰淇淋独家供应商。

蒙牛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逐步完善企业可持续发展体系，坚持从企业出发，打造负责任的产业生态圈，

创造更多的环境和社会价值。“十四五”时期，蒙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引领构建中国乳业发展新格局，

制定“再创一个新蒙牛”的战略规划，努力将蒙牛打造成为消费者至爱、国际化、更具责任感、文化基因强大和数智化

的世界一流企业，以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中国乳业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制

造打造新的“金字招牌”。

企业文化

使命

点滴营养　绽放每个生命

核心价值观

消费者第一第一第一 | 让牛人绽放 | 异想才能天开 | 正直立本诚信立事

愿景

草原牛　世界牛

全球至爱　营养二十亿消费者

蒙牛精神

天生要强　与自己较劲

881.42

2021 年，公司收入达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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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 GREEN 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的公司治理”战略支

柱，旨在加强公司风险管治能

力，持续改进企业商业行为，

提升公司治理能力，保护股东

权益，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

展。

“共同富裕的乳业责任”战略

支柱，致力提升蒙牛的社会价

值，惠益蒙牛员工、欠发达地

区的群众以及社会弱势群体，

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环境友好的绿色生产”战略

支柱，聚焦提升蒙牛的环境绩

效，使生产环节更清洁、更低碳，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负责任的产业生态圈”战略支柱，

着力打造负责任的乳业产业链，通过

开展负责任采购和倡导，推动发展可

持续农业，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营养普惠的卓越产品”战略支柱，着

眼满足丰富多样的健康消费需求，为全

球消费者提供更营养、更健康的产品和

更高品质的服务。

蒙牛始终以“守护人类和地球共同健康”为愿景，将“生产更营养

的产品、引领更美好的生活、守护更可持续的地球”作为我们开展

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和前提。2019 年至 2021 年，蒙牛首个三

年 ESG 战略高质量完成并取得阶段性成果。通过全面对标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结合蒙牛自身业务实际，蒙牛升级形成“GREEN 可

持续发展战略”确立 5 大战略支柱，细分为 15 项议题、28 项行动，

涵盖总计 178 项可持续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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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亮点绩效
所获荣誉

获得多个雇主品牌奖项：

加入全球行动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获得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收获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最高荣誉
蝉联恒生可持续发展企业指数核心成分股，评分升至 A+
获评国资委央企 ESG“先锋·50”指数，在 440 家央企中排名第二
MSCI ESG 评级由 BB 级升至 BBB 级，为中国食品行业最高
连续第三年获中国社科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乳品行业第一
入选第二届绿色经济发展论坛“碳中和典型案例”
荣获腾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颁发的 2021 年度“中国益公司”奖

1
2
3
4
5
6
7
8

领英“最适宜工作的职场”奖 前程无忧 “典范雇主”奖

猎聘网 “非凡雇主”奖

Boss 直聘 “王者之舟”奖

雇主品牌研究所 “卓越职场”奖

蒙牛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支持并遵守全球契约十项原则，采取更加负责任

的运营方式，不断开发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商业实现更大的公众利益。

蒙牛加入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发起的“商业自然联盟”（Business for 

Nature）战略顾问委员会，呼吁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在 2030 年前扭转自然的损失。

蒙牛加入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乳品联合会（IDF）、全球乳制品论坛组织（GDP）

等联合发起的全球“乳业净零之路”气候倡议（Pathways to Dairy Net Zero），致力于加

快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并减少乳品行业温室气体排放，在全球范围内系统性打造低碳的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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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亮点展示

制定管理层具体 ESG 考核目标并写入年度绩效合同。

参加 21 场大型投资者会议，日常进行 230 余场投资者

会议和卖方分析师会议、25 场 ESG 主题电话会议，有

效传递蒙牛发展战略和长期价值。

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评估集团重大

风险点。

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

关注供应链商业道德表现，制定《商业伙伴合规行为

准则》。

共组织商业道德类型培训 211 场。

共组织廉洁警示教育、合规等反贪污类型培训 203 场。

获颁香港品质保证局颁发的绿色金融认证，落成中国乳

品行业绿色融资第一单，融资 23 亿港元。

聘用员工 44,629 人，其中男性员工 26,514 人，

女性员工 18,115 人。

女性高管占比达到 25%（集团副总裁及以上）。

建立涵盖全体员工的“LOVE+”双通道晋升渠道。

员工培训率达 90.98%，人均培训时长达 87.31 小

时。

员工体检覆盖率达 100%。

安全措施投入达 4,974.09 万元。

中国乳业产业园开工奠基，内蒙古自治区 8 座牧场

先后投产运营，直接和间接吸纳带动农牧民 3.10 万

人就业增收。

“ 营 养 普 惠 工 程 ” 为 全 国 19 个 省 43 个 市 185

所 学 校 捐 赠 高 品 质 学 生 奶 303 万 盒， 惠 及 学 生

214,475 人。

凭借抗击疫情的突出贡献，荣获第十一届“中华慈

善奖”。

年度公益慈善捐赠款物价值 4,584.50 万元。

年度员工志愿活动时长达 20,000 小时，志愿者数

量达 10,000+ 人次。

制定全面碳中和战略，设定“2030 年碳达峰，2050 年碳中和”

的战略目标。

年度获批 5 个“国家级绿色工厂”，累计获批 22 个。

年度获批 1 个“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年度绿色能源用量同比增长 6.87%。

年 度 太 阳 能 光 伏 发 电 8,698,000 千 瓦 时， 生 物 质 能 产 蒸 汽

289,575 吨。

年度生态环保信访投诉 0 起，全年监督性监测合规率 100%，各

项指标排放达标率均为 100%。

年度单位产品新鲜水耗同比 2020 年下降 2.02%。

年度节水量共为 147.94 万吨（包含社会节水 89.08 万吨）。

年度中水回用率为 9.68%。替代性水资源利用率为 9.18%。

在中国食品行业首次创新使用消费后再生塑料 (PCR)。

推行 PP 循环箱替代传统纸周转箱，每个 PP 循环箱比传统纸箱减

少 57.50% 碳足迹。

利用废弃塑料瓶铺设打造出中国第一条废塑料再生环保路。

年度获批 4 个省级节水型企业。

供应商总数为 658 家，其中中国大陆地区供应商 614 家，海

外供应商 44 家。

对 485 家供应商进行了现场评估，供应商覆盖率达 74%。

对 658 家供应商开展 12 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质量文化、

ESG 管理、反腐倡廉等。

升级《供应商行为准则（COC）》，要求所有供应商签署

并遵守环境保护、健康与安全、劳工权益、商业道德等方面规定。

所 采 购 原 材 料、 辅 料 均 获 得 FSSC 22000 ，FDA 注 册、ISO 

9001 、ISO 14001 、ISO 22000 、HACCP ，BRC 等标准体系

认证。

100% 包材原纸通过 FSC 森林体系认证，共计约 200 亿包。

100% 棕榈油采购自通过 RSPO 认证的供应商。

14 个合作牧场获得“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试点达标养

殖场”称号。

参编并发布国内首部《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奶牛》团体标准。

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822 名青年员工参与到净滩环保活动，共捡拾约 1,997 千克

河滩垃圾，清洁面积达 21 万平方米。

发布《蒙牛营养健康政策（2021-2025）》，全面推进营养健康工作。

推出新品 80+ 款，持续打造多种有机、低脂、低糖、功能强化、

减少人工成份及小份量产品。

开展“健康中国 儿童营养关爱公益行”校园活动，覆盖 2,000+

名师生及家长。

通过乳品营养知识培训，赋能 20,000+ 名销售、促销员和新零

售业务工作人员。

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年度新增授权专利 185 项、生效著作权登记 47 件、生效商标总

量 4,578 件。

100% 工厂通过了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100% 乳制品

工厂通过了 HACCP 认证。

八大品类产品获食品欧盟标准认证。

建设产品质量追溯信息系统，覆盖全产业链 8 个工序、16 个环节，

实现产业链关键质量追溯信息 100% 覆盖。

举办“我和消费者在一起”消费者日活动，参与人数 40,000+，

活动场次 100+，收集消费者谏言 180,000+。

年 度 负 责 任 营 销 相 关 普 法 培 训 合 计 约 40+ 场 / 次， 累 计 受 众

7,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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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公司治理

蒙牛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及程序，建立更独立、高效、专业的董事会，落实全面的风险管控，

推进商业行为改善，构建合规经营、廉洁高效、运转流畅的体制机制，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在 GREEN

战略“可持续的公司治理”支柱下，蒙牛设定 ESG 管治、风险管治、商业道德三个议题，将 ESG 融入公

司发展战略，持续完善 ESG 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努力打造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典范。

·ESG 管治

·风险管治

·商业道德

制定管理层具体 ESG 考核目标并写入年度绩效合同。

参加 21 场大型投资者会议，日常进行 230 余场投资者会议和卖方分析师会议、 25 场 ESG

主题电话会议，有效传递蒙牛发展战略和长期价值。

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评估集团重大风险点。

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

关注供应链商业道德表现，制定《商业伙伴合规行为准则》。

开发电子廉政档案系统，签订廉洁承诺书 26,750 份。

共组织商业道德类型培训 211 场。

共组织廉洁警示教育、合规等反贪污类型培训 203 场。

违规违纪问题结案率 100%。

获颁香港品质保证局颁发的绿色金融认证，落成中国乳品行业绿色融资第一单，融资 23 亿

港元。

2021 重大成果 

本章所响应的 SDGs 



ESG 管治
企业管治

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

蒙牛致力于实现高水平企业管治，着重组建勤勉尽职的董事会和健全的内部监管制度，组建多元化治理架构，提升公司

治理水平。

公司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包括三名执行董事、三名非执行董事及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董事会主要负责制订本集团

整体策略和政策，订立绩效和管理目标，评估业务表现和监察管理层表现。董事会下设审核、提名、薪酬、战略及发展、

可持续发展五个专业委员会，负责监察本公司特定事务及协助履行其职责，确保公司决策严谨、高效。

蒙牛发布了《蒙牛集团可持续发展体系管理办法》，形成了以董事会为最高决策层的三级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有效推

动各部门参与 ESG 工作。管理办法阐述了集团可持续发展在管治、社会、环境领域的承诺与具体行动路径，明确统筹

各职责部门的工作机制，实现了集团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管理。

管理层

执行层

蒙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下设可持续发展执行委员会，由公司核心高管组成，负责可持续发展管理

与战略推进、监督战略执行情况，并审议年度工作计划及报告。

蒙牛可持续发展执行委员会下设 GREEN 战略五大支柱推进工作组，由 28 个蒙牛行动的负责事

业部及职能部门共同参与，负责制定相应工作目标与计划，落实公司战略，与内外部利益相关方

保持沟通。

蒙牛激励管理层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按照管理层分管业务特点，

结合公司主要可持续发展议题，制定

管理层具体 ESG 考核目标并写入年度

绩效合同。

蒙牛每年定期召开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会议、可持续发展执行委员会会议、

执行层工作例会等，讨论决策 ESG 相

关事项，并推动战略行动落到实处。

决策层
截至本报告发布之日，蒙牛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由三名执行董事（卢敏放先生、王燕女士、张

平先生）、一名非执行董事（Simon Dominic Stevens 先生）以及一名独立非执行董事（李恒

健先生）组成，由 Simon Dominic Stevens 先生承担委员会主席。委员会为可持续发展工作的

最高决策层，负责审议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及风险情况。

2021 蒙牛集团可持续发展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现场参会高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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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识别与互动 实质性议题判断
蒙牛关注利益相关方诉求，通过不同途径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根据公司特性、行业动态、企业发展情况，我们识别

出包括股东及投资者、政府及监管机构、消费者、供应商、经销商、环境、员工、社区在内的利益相关方 , 并积极关注

利益相关方诉求。公司通过不同渠道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尊重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积极做出回应与改善。

2021 年，蒙牛严格遵守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除定期发布报告以外，还

针对公司重大发展动态进行及时且合规的披露。我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会议、面对面会议和资本市场进行积极沟通。

报告期内，公司共参加 21 场大型投资者会议，日常进行 230 余场投资者会议和卖方分析师会议、25 场 ESG 主题电话

会议，有效地向资本市场传递蒙牛发展战略和长期价值。

为了真实了解并回应利益相关方期望与诉求，同时明确 ESG 实践及信息披露重点，公司通过沟通访谈、现场走访、问

卷调查等多种形式，邀请内外部各利益相关方参与识别环境、社会和管治议题并进行重要性评估。

相关方 共同目标 沟通与回应渠道
根据公司战略重点、

行 业 特 点、 社 会 责

任 标 准， 梳 理 建 立

公 司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题库；

结合全球可持续发展

目标、相关方关注度

及对蒙牛的重要性进

行议题筛选；

由 公 司 可 持 续 发 展

委员会、专家审核，

选 定 重 点 披 露 的 实

质性议题。

面向投资者、消费者、

供应商、社区等关键

利 益 相 关 方 开 展 调

研，识别相关方关注

重点；

实质性议题分析流程如下：

筛选评估议题识别 调研访谈 审核确认

蒙牛 2021 年 ESG 重大性议题矩阵

低度重要性

中度重要性

对
利

益
相

关
方

的
重

要
性

高度重要性

商业道德及反腐败

可再生农业管理

绿色运营管理

人才发展

风险管治

消费者服务

废弃物管理

原材料绿色采购

气候风险识别

供应链责任管理森林保护行动

生物多样性保护

员工福利

多元包容

温室气体管理

水资源与废水管理

对蒙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质量管控

负责任营销回收再生

绿色包装

职业健康安全

ESG 管治
营养健康

信息保护

乡村振兴

营养平权

公益慈善

动物福利 环境

社会

治理

股东与投资者

政府与监管机构

消费者

供应商

经销商

环境

员工

社区

防范经营风险

资产保值增值

开拓新市场与新机会

投资回报稳健增值

合规运营

依法纳税

贡献地方经济发展

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完善的客户服务

畅通的沟通渠道

多元化的产品选择

公开、公平、公正采购

诚实守信

信息保密

互利共赢

共同成长

生态环境保护

绿色低碳

健康与安全

工资与福利保障

搭建成长平台

工作与生活平衡

促进就业

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社区发展与福祉

企业年报和公告

路演

专项会议

投资者关系网站

监管考核

主动纳税

专项会议

信息披露传播

透明工厂

互动活动

消费者服务热线

供应商大会

供应商帮扶

供应商培训

经销商大会

经销商满意度调查

决策管理委员会

客户沟通平台

政府环境信息沟通平台

网络微博

管理者信箱

职工代表大会

培训交流

提供就业岗位

拉动地方相关产业发展

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

公益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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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治
蒙牛重视风险管治及内部控制，已建立风险管理框架及基本规范，聚焦集团重大风险管控，持续优化风险管理模式。公

司遵循国际通行的 COSO1 风险管理框架，结合蒙牛经营管理需要，建立了以风险为导向，“风险识别先行、业务自主管理、

审计监督跟进”的闭环管理模式，将风险管理嵌入业务，应用于业务管理过程并发挥价值。蒙牛已建立《蒙牛风险管理

制度》及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风险监控、风险应对评价、风险管理报告 6 份实施细则。2021 年，公司在

此基础上优化了《蒙牛风险管理框架》及《集团风险管理手册》，确保风险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蒙牛已建立由董事会领导下的“三道防线”风险管理组织架构。风险管理委员会是风险管理的最高议事和决策机构，由

集团总裁担任主席，由分管风险与审计业务的集团副总裁担任副主席，委员由主要事业部和职能部门第一负责人组成。

风险管理部是风险管理委员会专门设立的日常办事机构，每年定期向董事会审核委员会报告重要风险的管控情况及风险

管理体系的运行成效，接受审核委员会的工作评审和监督。

2021 年，公司围绕再创一个新蒙牛战略规划及重点工作目标，组织各事业部及职能部门采用“业务自主识别重大、风

控专业预判 TOP20、风险管理委员会集体审议”三级评估的方式，从集团战略、市场、财务、运营、法律与合规、质

量与食品安全、可持续发展七个领域评估聚焦集团重大风险，风险管理委员会达成共识。为推动重大风险管控有效落地，

明确落实主体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实施第一负责人负责制。风险管理责任单位制定适当的风险应对策略、措施或应急预案，

过程中分类跟进监督应对效果，有效降低和规避重要风险对集团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风险管理“三道防线”组织架构

风险管理赋能培训

第一道防线

风险的应对者和主体责任者

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部及集团职能部门

第二道防线

风险管理工作的策划者和监督者

第三道防线

风险管理效果的评价者

蒙牛于四个层次多措并举开展风险管理理念及方法的赋能培训，下沉式推广落实风险管理机制，提高员工的风险管理意

识和防控水平，逐步培育风险文化，合理保障战略目标实现。

10 位核心管理层参与集团级重大风险评估工作，并落实风险应对主体责任； 

管理层审批集团级重大风险应对策略，过程中适时决策和解决跨部门事项及落地难问

题，保障风险管理落地的有效性；

管理层听取上年度重大风险应对管控效果，提出指导意见，持续推动风险管理改善提升。

公司采用 1 对 1 沟通汇报方式，向 45 位核心中层管理人员交流宣贯风险管理理念，沟

通集团重大风险管控情况，统一风险管理认知，共同识别重要业务领域、关键业务环

节的剩余风险，为年度重大风险识别提出专业评估意见。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培训：开展 17 期内部控制系列课程培训，夯实风险管理人员和基层

管理人员的理论基础，线上线下共 2,500 余人参加，“值得”平台推广，点击次数超 8

万次；

风险管理专业知识培训：根据各单位培训需求，对中国圣牧、富源牧业、中国乳业产

业园等共计 380 余人开展风险赋能培训。

开发新员工风险管理培训课程，作为新员工入职风险管理必修课，在“值得”平台推广，

共计 2,880 人次参加学习。

管理层

核心中层管理人员

基层管理人员 / 风险管理专兼职人员

新员工

1 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美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

发起人委员会

各事业部 内部审计、纪检监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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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道德
公司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公司注重商业道德及诚信合规建设，制定并发布了集团《合规管理规定》《诚信合规手册》及公司治理、反垄断、反商

业贿赂、商业伙伴等重点合规领域的管理规定和指南手册。同时，公司制定了详细正式的反贪腐政策，并于 2021 年加

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2，遵守国际反贪腐倡议。

公司建立健全商业道德重点领域的合规管理机制，并弘扬诚信合规与廉洁文化，致力于构建完善的商业道德管理监督架

构，提升商业道德水平，建立良好生态圈的内容。公司大力开展商业道德的合规及审计监督，并畅通合规咨询与投诉举

报渠道，严查违法违规违纪问题。

2 UNGC：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蒙牛商业伦理行为规范

诚信合规手册

为公司及全体员工的经营管理行为及营商活动提供基本的行为指南，对蒙牛与消费者、合作伙伴、股东、社会、同事

及公司之间的诚信合规基本要求与文化底色进行说明，并签署《诚信合规承诺书》。

商业伙伴合规

建立良好的商业伙伴生态圈，建立健全反商业贿赂合规管理机制，全员学习并向商业伙伴传递蒙牛《商业伙伴合规行

为准则》，传递蒙牛集团合规标准、理念与文化。

反商业贿赂

集团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及腐败，建立健全反商业贿赂合规管理机制，签署《反商业贿赂合规承诺书》，并与

第三方签订业务合同的同时，签署《阳光协议》，严令禁止合作过程中出现包括礼金、回扣、及就业机会等任何形式

的财务性及非财务性利益。

反不当竞争

严格做好合同管理、广告审查与营销管理等与市场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内部管理相关工作，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确保商业活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

管理人员廉洁自律十六条规定

1. 不泄露公司机密；2. 不诋毁公司形象；3. 不侵占公司财物；4. 不挪用公司资金；5. 不索贿受贿；6. 不弄虚作假；

7. 不违规担保；8. 不设小金库；9. 不收受合作方礼品礼金；10. 不向合作方及下属借款借物；11. 不接受可能影响公

正履职的宴请或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12. 不违规向合作方及管理服务对象推荐、推销业务及产品；

13. 不在管辖范围内任用亲属，及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安排亲属在合作方任职；14. 不与亲属做生意；15. 不违规

兼职取酬；16. 不涉黄赌毒。

回避利益冲突

管理层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及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安排亲属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任职。禁止管理人员和关

键业务人员的亲属（含特定关系人）的利益关联公司与其管辖业务范围内的合作方存在相互参股行为或发生有关业务，

否则该公司列入合作方“黑名单”。

遵守组织纪律

任何员工不得违反组织纪律、人事纪律，如工作期间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弄虚作假等。

尊重员工

公司遵守劳动用工相关法律法规，坚持平等雇佣、平等对待员工，禁止雇佣童工和强迫

劳动。公司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互相尊重彼此的种族、民族、性别、职业、年龄、

政党、家庭等差异，禁止任何缘由的歧视或嘲讽，也禁止一切骚扰和暴力行为。

反垄断

恪守公平竞争的原则，建立健全反垄断合规管理机制，签署《反垄断合规承诺书》，避免直接或间接从事法律法规明

令禁止的垄断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与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实施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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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监督管理 举报投诉管理

打造诚信合规与廉洁文化

蒙牛建立全面合规管理体系，成立由集团核心高管组成的合规管理委员会，作为集团合规管理事项的最高领导机构、决

策机构，并重点履行合规监督职责，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

公司建立健全投诉举报管理机制，规范举报工作渠道及流程，确保举报和投诉事件得到及时有效处置。2021 年，集团

设立公开且多元化投诉举报渠道，并通过制度发布、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阳光协议》、客户会议、招投标过程及

日常开展的内部廉洁警示教育及纪检典型案例通报等形式公开公示了蒙牛的投诉举报接受渠道。集团全年信访举报处理

率为 100%，结合日常工作对关键人员工作提醒 83 人次，并对收到不实举报 8 人进行澄清。

蒙牛积极打造诚信合规文化，通过集团“诚信日”活动，知识宣贯、专项培训、《诚

信合规承诺书》签署等多种形式，努力提升全员诚信合规意识。此外，公司加强廉洁

文化建设，持续开展宣传活动，并紧盯重大节日，开展廉洁警示教育，对重点领域和

关键岗位开展廉洁教育，营造企业内部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蒙牛不断加强公司高管及董事的诚信合规与廉洁意识，通过专项合规培训、任前廉洁

提醒、完善管理人员廉政档案、签署合规承诺书、廉洁承诺书等形式，督促其合规与

廉洁从业。另外，公司开展覆盖全体员工、高管及董事的多层次、多领域商业道德培训，

以提升员工综合商业道德素养。

集团依照“战略引领、重点突出、风险导向、全面覆盖”的原则，针对销售管理、供应链管理、职能支持等重点领域积

极开展合规管理及审计监督工作，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监督整改。2021 年，蒙牛对招投标、采购研发、销售市场、原

奶收购等腐败高发、易发环节开展专项监督 47 次 , 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书 11 份，完善制度 5 份。此外，蒙牛

对涉法案件以及重大案件在公司内部发布案例通报，实行“一案一通报”，全年共发布 20 期典型案例通报。2021 年，

公司已审结贪污诉讼案件 1 起，当事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蒙牛鼓励实名举报，为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

制定了《信访举报和问题线索处置管理规定》，

明确了对信访举报人的保护机制。公司对举报

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有关情况及

举报的内容严格保密，并将举报材料列入密件

管理。公司在接受举报人举报或向举报人核查

情况时，严格保护举报人人身安全，不公开暴

露举报人身份。蒙牛规定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

以任何借口阻拦、压制举报人的举报或扣压举

报材料，对于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情况，将依照

相关制度予以处理，涉及违法犯罪的依法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

蒙牛官网：https://www.mengniu.com.cn

举报邮箱：mnjw@mengniu.cn/compliance@mengniu.cn

公布投诉举报电话：0471-7393612

邮寄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盛乐经济园区 

                    蒙牛乳业奶源楼 311 纪委办公室 （收）

蒙牛商业道德举报渠道

全年对 5,949 名新晋升和评优的人员进行廉洁审核，有效的保证了选人用人和评优人员合规性

加强发展业务、境外业务及职能部门日常监督，约谈提醒相关负责人

与 40 位新入职（晋级）人员开展任前廉洁提醒

开发电子廉政档案系统，各级经理人共填报电子廉政档案和签订廉洁承诺书 26,750 份

积极打造诚信正直廉洁生态圈，加入阳光诚信联盟失信名单体系，对于收受贿赂、职务侵占等违

规人员实行失信“黑名单”管理

蒙牛廉洁建设

47 11 5

蒙牛对招投标、采购研发、销售市场、原奶

收购等腐败高发、易发环节开展专项监督

2021 年，

针对发现的问题

提出整改建议书

完善制度

次 份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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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关注商业伙伴及整个供应链的商业道德表现。2021 年，公司制定了《商业伙伴合规行为准则》，针对商业道德、

公平竞争、反垄断、利益冲突、投标及劳动保护等方面作出规定，全面推进阳光采购。

商业道德培训定量绩效

商业道德类型培训的培训员工总场次

其中

反贪污培训（廉洁警示教育）的培训员工总场次

反商业贿赂培训的培训员工总场次

商业道德类型培训总员工受训人数

反贪污（廉洁警示教育）培训总员工受训人数

反商业贿赂培训总员工受训人数

211 次

194 次

9 次

44,167 人

44,001 人

34,181 人

按层级划分

商业道德类型培训高级管理层员工受训人数 人 19

商业道德类型培训中级管理层员工受训人数 人 3,019

商业道德类型培训普通员工受训人数 人 41,129

反贪污（廉洁警示教育）培训高级管理层员工受训人数 人 19

反贪污（廉洁警示教育）培训中级管理层员工受训人数 人 2,853

反贪污（廉洁警示教育）培训普通员工受训人数 人 41,129

管理干部接受反贪污（廉洁警示教育）等培训的人数 人 2,968

关键岗位员工接受反贪污（廉洁警示教育）等培训的人数 人 1,497

反商业贿赂培训高级管理层员工受训人数 人 19

反商业贿赂培训中级管理层员工受训人数 人 3,019

反商业贿赂培训普通员工受训人数 人 3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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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共同富裕的乳业责任

蒙牛始终追求企业自身发展与社会进步同频共振。我们承接国家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战略，充分利用行业

优势，努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 GREEN 战略“共同富裕的乳业责任”支柱下，蒙牛设定幸福员工、

乡村振兴和公益慈善三个议题，努力增强企业员工的幸福感，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为社会弱势群

体送去营养与温暖，打造更负责任的企业形象。

聘用员工 44,629 人，其中男性员工 26,514 人，女性员工 18,115 人。

女性高管占比达到 25%（集团副总裁及以上）。

建立涵盖全体员工的“LOVE+”双通道晋升渠道。

员工培训率达 90.98%，人均培训时长达 87.31 小时。

蒙牛学习发展培训共计 447 场，覆盖 9,804 人，蒙牛内训师共计 2,315 人，特色经典课程及案例

共 2,522 个。

“值得”在线学习平台全年直播 446 场，全年月均活跃率 75%，年度人均完成 24 课时。

员工体检覆盖率达 100%。

安全措施投入达 4,974.09 万元。

员工因工死亡人数 0 人。

“爱养牛”平台交易累计达 170 亿元，为近 600 多个原奶合作伙伴节约采购成本约 10 亿元。

联合金融机构，为上游奶源提供扶持资金 70 ＋亿元。

中国乳业产业园开工奠基，内蒙古自治区 8 座牧场先后投产运营，直接和间接吸纳带动农牧民 3.10

万人就业增收。

“营养普惠工程”为全国 19 个省 43 个市 185 所学校捐赠高品质学生奶 303 万盒，惠及学生

214,475 人。

资助“强棒天使”项目，免费向棒球基地的孩子提供日常饮用学生奶。

携手“青椒计划”赋能 14 个县区的 1,411 位乡村教师。

向西藏洛扎县捐赠 700 万资金用于对口支援。

凭借抗击疫情中的突出贡献，荣获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

年度公益慈善捐赠款物价值 4,584.50 万元。

年度员工志愿活动时长达 20,000 小时，志愿者数量达 10,000+ 人次。

2021 重大成果 

本章所响应的 SDGs 

·幸福员工

·乡村振兴

·公益慈善



幸福员工

多元包容
蒙牛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并不断完善《招聘管理制度》

《薪酬管理制度》《福利管理制度》《绩效体系管理手册》等内部用工规章制度，为员工提供完善的雇佣、薪酬及福利保障。

公司遵循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所阐述的所有国际公认的人权政策，致

力于创造多元、包容的环境，不因员工的民族、国籍、性别、宗教、年龄、性取向、政治派别、婚姻状况等因素而影响

录用、待遇、晋升等，并坚决禁止雇佣童工以及强制劳动，尊重并保障所有员工的合法权益。

2021 年，集团共有员工 44,629 人，其中男性员工 26,514 人，女性员工 18,115 人。

蒙牛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策略，致力于创造多元包容的公司文化，打造公平公正的用人机制，不断完善科学的人才

保留、晋升及发展体系，设计贯穿员工全职场生命周期的薪酬福利及关爱政策，全方位保障员工的职业发展及职场体验，

提升员工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按性别划分员工总数

按类型划分 按年龄结构划分

蒙牛员工定量绩效

此外，蒙牛始终坚持开展民主管理工作，突出员工在公司的主体地位。我们依据《中国工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会法》，不断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加强建设并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从而建立平等的协商沟通渠道，切实保障员工的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及监督权。为了维护和保障女员工合法权益，蒙牛集团由劳资双方共同签订《女员工权益保护

专项集体合同》，从女职工合法权益保护、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等多角度维护女员工权益。

为及时化解用工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我们通过集体协商、职代会、劳动争议协调委员会等方式帮助员工建立畅通的沟通

渠道，解决争议性事件。此外，我们定期开展员工代表巡视、员工思想调研、总裁书记接待日等活动，倾听员工心声，

了解员工困难，切实为员工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女性员工总数 男性员工总数

18,115

44,456 173

18.06%

26,514

14,788

29,111

730

44,629 人
人

人 人

人

残疾员工总数

39 人

少数民族员工总数

3,626 人

人

人

人

全职员工总数 兼职员工总数

员工流失比率（蒙牛主营业务）

<30 岁

>50 岁

30-50 岁

女性员工流失比率

男性员工流失比率

15.71%

19.49%

按性别划分

香港地区员工流失比率

海外地区员工流失比率

中国大陆地区员工流失比率

14.29%

0%

18.07%

按地区划分

30-50 岁员工流失比率

50 岁以上员工流失比率

30 岁以下员工流失比率

12.95%

10.10%

27.63%

按年龄结构划分

中级管理层员工总数

高级管理层员工总数

普通员工总数

按岗位划分按地区划分

5 人

42,350 人

2,274 人
3,019 人

41,591 人

19 人

香港地区员工总数

中国大陆地区员工总数

海外地区员工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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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发展

人才晋升

人才保留

员工培训

蒙牛重视员工的保留与培养，持续打造并优化覆盖人才发展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体系，为员工提供明确畅通的发展路径、全

面客观的人才评价、高效实战的加速培养，为员工提供多元化的职业发展机会。开展丰富、完善的人才培养项目，“滋养”

各类人才成长、加速牛人绽放。为高质量人才打造优质的成长环境，持续“营养”他们在蒙牛的舞台上创造价值、高速成长、

尽情绽放。

2021 年，蒙牛建立了涵盖全体员工的“LOVE+ 人才标准”，从德、

廉、能、绩、潜五个维度综合衡量人才。建立了“能者上、平者让，

庸者下”的晋升机制，营造公平、透明、专业的晋升氛围。为员工

提供专业和管理双向发展通道，针对突出贡献人才给予破格晋升机

会，加速发展高潜人才，鼓励青年人才快速成长。以 2021 年为例，

共 19.80% 的员工得到晋升，其中管理岗位占比 7%，非管理岗位占

比 93%，破格晋升人员占比 2.50%。

我们秉持以价值为导向的薪酬管理原则，制定了完善的薪酬福利体系，为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我们持续优化

激励政策，强化绩效导向，通过当期激励、长期激励、创新激励及精神激励等不同方式高效组合，实现价值增创。我们

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时了解员工的动态和需求，制定了全面的福利制度，包括五险一金、法定节假日、法定年休假等

基本福利，以及商业保险、福利年假、企业年金、员工体检等公司内部福利，切实保障员工权益。

此外，为建立良好的员工关系，提升员工满意度，集团构建了“新型业务伙伴关系 HRBP（HR Business Partner)”、

“共享服务中心 HRSSC（HR Shared Service Centre）”、“专家团队 COE（Center of Expertise）”的三支柱模型，

服务范围覆盖集团各业务模块及全体员工。

蒙牛依照《学习发展管理制度》，聚焦蒙牛发展需求，致力在多层次、全方位、跨领域培养人才，构建特色的人才培养

体系，支撑各级员工持续、高效的学习和发展。

2021 年，蒙牛全方位优化人才培养体系，聚焦核心人才从领导力、专业力、通用力三个维度的培育，让每一名员工接

受系统化且具有针对性的培训。同时，持续丰富各类人才培养项目，“滋养”人才成长、加速牛人绽放。

蒙牛人才培养体系

打造蒙牛职业范儿

领军型管理人才培养

精英型专业人才培养

拔尖型青年人才培养

稀缺型高端人才培养

突破型创业人才培养

通过多样化的学习形式帮助新员工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企业文化，了解主项业务及公司发

展方向。

447 2,315 2,5229,804

截至 2021 年底，

蒙牛开展培训共计

蒙牛内训师共计覆盖 特色经典课程及

案例共

场 人 人 个

蒙牛进一步深化战导训的培养体系，形成了八大实战、四大辅导、三大学习方式的培养体系。培养体系与人才标准、人

才评价及人才盘点相互关联、相互衔接，组成蒙牛在人才发展定标 - 对标 - 达标上的闭环链条。

采用混合学习模式，通过底层通用能力内容的学习，建设个人职场思维及逻辑，夯实个人

职场能力基石，提升核心通用技能。

根据业务需求，聚焦奶源前端、质量、技术及销售终端等关键人才，搭建全面的专业序列，

持续建设专业课程体系，提升专业能力，培养高精尖专业人才，实现人才内生增长。

针对在任管理者和后备继任者两类人群，打造了胜任线和继任线两套项目体系。胜任线犇

腾项目打造领导力公开课、新任经理人等培训，后备线蓝海项目采用 721 全周期培养，

严进严出，2021 年覆盖管理者 1,691 人。

根据业务需要，聚焦奶源前端、质量、技术及销售终端等关键人才，搭建全面的专业序列，

持续建设专业课程体系，提升专业能力，培养高精尖专业人才，实现人才内生增长。

通过“青训营”项目，制定了 CAMP 青年人才画像，在全集团范围内进行人才甄选，并

通过创新线和管理线两个体系对青年人才进行培养。

针对新赛道等业务，吸引全球顶级院校及企业的博士及博士后，并提供对应资源支持，让

高端人才有空间和资源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

蒙牛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创业人才训练营等能力提升及项目孵化的平台，同时提供完善的

制度保障，助力创业人才的突破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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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拓宽人才培训渠道和平台，蒙牛建设了移动端“值得”学习平台，不仅能够实现“线上”和“线下”培训并行，还

能够进行知识积累和沉淀，同步实现报名、签到、培训评估等培训管理工作。2021 年，针对价值链终端导购、业务代

表等业务线群体，蒙牛搭建“值得”分院“呼其图”在线学习平台，提升终端人员专业基础能力。

2021 年，“值得”平台全年直播 446 场，全年月均活跃率 75%，年度人均完成 24 课时，荣获中国企业在线学习大会

博奥奖“全国数字化学习应用标杆 TOP10”。

员工培训定量指标

蒙牛集团 365+ 员工关爱工程及福利清单

员工福利
在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全面的薪酬福利体系的基础上，蒙牛开展多元化的人文关怀活动及员工福利，蒙牛为员工提供基

础保障类福利五项、员工健康类福利四项、节日慰问类福利十一项、生活津贴类福利八项；同时蒙牛搭建了员工体验体

系，针对员工全生命周期的各个关键节点，设计上线了“牛 Life”员工体验地图，通过多维度、多渠道、全方位的关爱，

为员工打造全生命周期的福利及体验体系，鼓励劳逸结合，充分满足员工精神和心理需求，增加员工归属感及幸福感。

2021 年，蒙牛员工体检覆盖率达 100%。

除此以外，为贯彻落实“蒙牛集团 365+ 员工关爱工程”对女性、青年及老年员工三个群体的关爱措施，还打造了六大

员工幸福计划，并通过季节关爱、赈灾关爱、疫情关爱、悦心关爱等多种方式，悉心关爱员工。

幸福计划
在春节、中秋节、五一劳动节、重阳

节为员工 60 周岁（含）以上的父母寄

送蒙牛牛奶，并定制专属祝福卡片。

每年为蒙牛员工安排体检，缴纳商业

险、子女商业险，2021 年为员工及子

女新增入保了重大疾病保险，增加员

工健康保障。同时，升级员工健康体

检套餐，倡导健康管理与预防。

为更好帮扶公司相对困难的员工，并帮

助他们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2021

年集团工会联合各单位依据《天生要强基金

困难帮扶方案》通过鼓励帮扶、“一对一、多

蒙牛珍惜每一位与企业共同成长

的小伙伴，感谢每一位蒙牛人奉

献的点滴智慧与汗水，2021 年举

办了第二季“司龄关爱”活动。

为不断提高员工生活质量，提升员工归

属感，2021 年，各单位进一步积极落实

宿舍计划，新建成 3 个“蒙牛幸福家园”。

为蒙牛员工的新生宝宝免费发放

12 个月的奶粉。

孝心

计划

宝贝

计划

健康

计划

帮扶

计划

司龄

计划

宿舍

计划

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每月发放

女工福利，开展最美巾帼故事评选、

女性心理知识讲座、手工制作、书

籍赠送、温暖慰问等多种活动。

入职即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大额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并定期造发劳动保障

用品，为员工工作健康及安全提供基础保障。

为员工提供工作餐补、车补、通讯补贴等生活补贴关爱，

对于异地派遣及异地轮岗员工，提供住房补贴、配偶生活

补贴、安家补贴、探亲交通费、带薪年休假补贴等支持员

工异地工作的福利，确保员工生活有保障。

举办集体婚礼、 “青春一起牛 ‘缘’

来就是你”第三季幸福派对、“喜

迎建党一百年 要强青春共绽放”第

二届青年文化节、青年座谈、岗位

建功等系列活动。

在中秋节和春节期间，集团工会为

退休的老干部送去水果、慰问品及

节日的祝福与问候，使离退休老干

部在传统佳节也能感受到来自蒙牛

大家庭的关怀和温暖。

对一”的结对帮扶、节日慰问、家庭关爱金、金

秋助学金、书籍赠送、儿童节关爱等措施解决员

工实际困难。

女工关爱

基础保障福利 生活补贴关爱

青年关爱 老干部关爱

90.98%

受训员工总比率

3,896,615.41

2021 年总受训时长

小时 87.31

2021 年完成受训的平均时数

小时

女性员工完成受训的时长

男性员工完成受训的时长

1,543,059.70 小时

2,353,555.71 小时

按性别划分

女性员工完成受训的平均时数

男性员工完成受训的平均时数

85.18 小时

88.77 小时

女性员工受训比率

男性员工受训比率

90.26%

91.32%

中级管理层员工完成受训的时长

普通员工完成受训的时长

高级管理层员工完成受训的时长

272,763.08 小时

3,622,683.34 小时

1,168.98 小时

按职级划分

中级管理层员工完成受训的平均时数

普通员工完成受训的平均时数

高级管理层员工完成受训的平均时数

90.35 小时

87.10 小时

61.53 小时

中级管理层员工受训比率

普通员工受训比率

高级管理层员工受训比率

93.56%

86.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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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户外高寒作业员工开展专项关爱工作，保障员工身心健康，提升员工幸福感。

针对户外高温作业员工开展专项关爱工作，并发放防暑福利，有效预防高温中暑并确保

员工的身心健康。

在春节、中秋、尔代节、妇女节、儿童节期间以普惠化、全覆盖方式针对全员开展慰问关爱，

让全体蒙牛家人在节假日感受到来自公司的关怀与温暖。此外，还设有开工利是、婚礼贺金、

二胎贺金、生日贺金等慰问关怀。

以“关爱基金”和“爱心互助基金”帮助相对困难的员工，为员工排忧解难。

关爱举措

职业健康与安全

冬送
温暖

夏送
清凉

节日
关爱

两项基金
关爱

职业健康与安全定量绩效

3 员工因工亡故比率 = 员工因工亡故人数 / 劳动人员人数 *100

   安全风险防控

蒙牛持续优化安全管理工具应用，2021 年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定级数量占轻工行业 1/3，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实现运

营项目 100% 覆盖。蒙牛健全安全风险管控方案，从牵住夯实基础“牛鼻子”、从常态风险“灰犀牛”、防住风险突变“黑

天鹅”三方面，管控液氨、有限空间、消防、电气、危险作业、承包商作业、变更作业等重点风险，同时通过产线迭代、

技术改造等方式，减少液氨储量 35.15 吨，持续降低安全固有风险，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职业健康管理

蒙牛始终将“让员工在健康舒适的环境中体面劳动”作为职业健康管理的愿景，为员工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而不懈努力。

一直以来从前期预防（三同时管理、危害申报、机构及责任、管理体系、赋能宣传）、过程防护与管理（工作场所管理、

作业管理）、健康监护与安置（健康监护、异常处置及职业病诊疗）三个方面全面推进职业健康管理工作，持续推动健

康企业建设。2021 年，开展职业危害治理项目 155 项，员工工作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专业人员培养

蒙牛致力职业健康与安全专业人员能力强化，系统策划搭建安全、职业健康人员赋能课程体系，根据课程等级、员工职

级进行匹配，形成各层级人员学习地图。同时注重专业人才的资质获取，组织人员学习并参加注册安全工程师专业资质

考试，强化安全管理内生力量，2021 年蒙牛共 38 人通过国家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培养出一支安全管理专业队伍，

助力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工作开展。

   安全文化建设

蒙牛通过管理者承诺、文化活动、安全目视化等工作开展，营造浓厚职业健康安全文化氛围，用氛围升华健康安全文化

理念。2021 年，以“安全生产月” “安全咨询日”“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等活动为契机，积极开展主题演讲、技能比武、

漫画比赛等文化活动，提升员工风险防控意识与技能。2021 年，60% 的基层企业已获得国家或地方授予的安全文化示

范企业称号。

指标 单位 2021 年

职业病病例 起 0

员工因工亡故人数 人 0（连续三年均为 0）

员工因工亡故比率 3 % 0（连续三年均为 0）

安全措施投入（含防疫物资采购 822.41 万元） 万元 4,974.09

专职安全人员 人 205

工伤损失工作小时数 小时 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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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产业振兴
蒙牛充分发挥产业资源优势，通过多种形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并将乳业产业园建设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为振

兴乡村经济奠定基础。

蒙牛依据“2025 年更具责任感的蒙牛”战略画像，全面助力国家

乡村振兴建设。蒙牛制定《蒙牛乳业乡村振兴工作方案》，以打造

“中国乳业产业园”为平台，以推动“中国乳都”向 “世界乳都”

升级为契机，将产业振兴、营养普惠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推动产

业、技术、党建共建三位一体建设，实现奶业产业的强带动和全覆

盖，为国家乡村振兴事业贡献乳业力量。

落实五大保障

集约发展布局

推进现代化建设

2021 年，蒙牛继续落地“保收购、保供应、保运力、保资金、保运营”五大保障举措，推动奶业在疫情以及自然灾害

的背景下快速复苏。疫情期间，蒙牛联合第三方金融机构向牧场调拨共计 50 亿元免息资金，助力合作伙伴稳定发展。

按照国家奶业振兴优化调整奶源布局要求，蒙牛布局建设

10 大种养加产业集群，通过节约集约利用资源，降低能源、

水、土地消耗，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百万头奶牛、

百万亩草场、百万吨牛奶”奶源建设规划，新增带动 150

多万农牧民增收致富。

蒙牛启动“筑嵘计划”，将连续 3 年投入 5 亿多元专项资金，帮助牧场伙伴建设现代化牧场服务平台，加快牧场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升级。2021 年，“爱养牛”平台交易累计达 170 亿元，为近 600 多个原奶合作伙伴节约采购成本约 10 亿元。

2021 年，中国乳业产业园开工奠基，在产业园建设带动下，内蒙古自治区已有 8 座牧场先后投产运营，直接和间接吸

纳带动农牧民 3.10 万人就业增收。另外正在建设 15 座牧场，待全部投产后，将直接和间接吸纳带动农牧民 5.70 万人

就业增收。

70 50

2021 年，蒙牛与战略合作

伙伴已建成和在建牧场

涉及奶牛存栏规模

余座 多万头

蒙牛在各类灾情期间积极守护上游牧场，努力保障乳业产业链产能供应，将灾情对牧场发展的不利影响

降到最低。

7 月，河南发生洪灾，蒙牛快速协调，将区域牧场生

鲜乳运至泰安、武汉、太原以及马鞍山等工厂，保障

河南区域内牧场生鲜乳全部收购；

11 月，内蒙古通辽、赤峰、兴安盟以及辽宁发生历史

罕见雪灾，蒙牛积极协调相关资源，帮助 50 多个合

作牧场解决灾后面临的生鲜乳拉运、饲草料、牧场运

营以及资金等困难，并陆续投入扶持资金近 1 亿元，

快速帮助当地受灾牧场恢复经营。
中国乳业产业园整体效果图

通辽雪灾现场

蒙牛助力灾情期间产业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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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扶持 多元扶持
蒙牛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通过“蒙牛营养普惠基金”，聚焦营养改善、教育赋能、身心健康提升等领域，开展“牛

奶捐赠”“食育教育”“环保教育”等公益项目，帮助中小学生在成长发育期及时补充营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除产业振兴、营养普惠以外，蒙牛还通过定点帮扶、技术引领、党建共建及消费助力等多元化方式，因地制宜促进乡村

全面发展。

2021 年，蒙牛向西藏洛扎县捐赠 700 万资金用于对口支援，并重点开展学生奶“联合品牌”项目，挖掘和巩固西藏及

全国援藏省市学生奶市场，在提升西藏中小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的同时，带动西藏地区乳业发展，实现打造“高原乳都”

的战略目标。

蒙牛有效整合产业资源，秉持“可持续的牧业经营理念”，通过牧场经营管理者培训、奶业精英专业力培训等活动，提

升农牧民的牧场经营能力，助力行业人才发展。另外，蒙牛持续推动“爱养牛”等线上平台的建设，致力于实现对农牧民、

贫困养殖户技术指导及培训全覆盖。

蒙牛搭建“壹份爱 惠未来”平台，开展“未来星”“一分钱公益”等公益项目，并携手“青椒计划”，以培养乡村青年教

师成长为支点，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儿童教育质量。截至 2021 年底，培训覆盖 14 个县区的 1,411 位乡村教师。

蒙牛营养普惠工程走进四川阿坝州红原县

蒙牛为“强棒天使”公益棒球队的儿童提供营养支持

303 万

214,475

2021 年蒙牛“营养普惠工程”为

全国 19 个省 43 个市 185
所学校捐赠高品质学生奶

惠及学生

盒

人

蒙牛携手中粮集团于甘孜县民

族中学开展“教育帮扶、爱心

捐赠”活动，向甘孜县觉日村

捐 赠 纯 牛 奶 共 计 7,200 包，

向甘孜县边远牧区育才学校、

甘孜县来马镇小学捐赠未来星

学生奶共计 64,000 包，助力

1,881 名学生健康成长。

蒙牛持续开展“牧场主大学”、中丹中心和金钥匙技术示范专场等项目，并联合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中

丹中心以及国内 200 余名专家，持续深化技术服务体系保障。2021 年，我们通过“爱养牛”“牛人慧教育平

台”“奶牛金钥匙”等线上、线下培训方式，开展培训近 50 场，实现合作牧场 100% 覆盖，受益 3 万余人次。

营养普惠绽放未来，爱心帮扶情满甘孜

技术赋能助力牧场降本增效

捐赠现场

2021 年，蒙牛持续与奶业产业链合作伙伴开展党建共建工作，通过党建引领，激发农牧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持

续致富增收的内生动力。

蒙牛发挥党建共建引领作用：

解决牧场就业岗位，带动牧民增收致富；

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对偏远山村学校开展“党史故事进校园、牛奶知识进课堂、捐资助学做帮扶”的公益活动；

依托“蒙牛基层党支部 + 地方银行党支部 + 牧场党支部”模式，围绕国家“奶业振兴”策略，通过蒙牛、牧场、

银行三方合作，打造零门槛、高效率的“金三角”融资平台，从而解决牧场融资问题，实现牧场良性运转。

另外，蒙牛通过消费助力乡村振兴。2021 年，我们购买脱贫地区 80.80 万元的农产品，以实际行动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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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

防疫救灾
为驰援全国抗疫、救济地方自然灾害等，蒙牛坚持

龙头乳企责任担当，制定一套完善的应急救灾快速

响应机制，为受灾地区及时提供营养支持，支持受

灾地区复工、复产。

蒙牛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制定完善的公益慈善战略，围绕防疫救灾、营养普惠、均衡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

多元化公益慈善活动。同时，蒙牛制定《公益性捐赠管理制度》及员工志愿服务活动规范，规范管理捐赠和志愿服务活动。

2021 年 10 月，内蒙古自治区突发疫情，近万名

游客滞留额济纳旗，生活必需品供给遭遇困难。

蒙牛携手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第一时间捐赠

1,700 箱纯牛奶、酸奶，保证游客及一线抗疫人员

获得充足营养支持。

蒙牛援助内蒙古疫情

内蒙古抗疫捐赠现场

2021 年 7 月，河南受强降雨影响引发洪涝灾害，蒙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驰援河南救灾，联合中华

慈善总会、蓝天救援队捐赠纯牛奶、酸奶、鲜奶、奶粉、奶酪等营养物资至抗洪救灾最前线，为一线抢险

救灾人员及灾区群众送去营养保障。

2021 年，四川泸州、青海果洛、云南大理等地连续发生地震灾害，蒙牛与中华慈善总会、蓝天救援队快

速启动应急救援机制，第一时间为灾区疫区人民送去乳品，提供应急营养保障。

蒙牛支援河南抗洪

蒙牛开展地震应急救援

蒙牛志愿者将各类捐赠乳品物资送往救灾一线

云南地震发生后，当地高考学子饮用捐赠牛奶，挑灯复习备考

2021 年，蒙牛全年捐赠支出金额为

万元4,584.50
河南灾区小朋友

拿到捐赠牛奶

10,000

2021 年，蒙牛志愿者数量达

余人次

蒙牛凭借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荣获国家公益慈善最高奖项——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

20,000

投入时间近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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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蒙牛创新公益方式，结合关爱社会弱势群体和节约粮食的初心，通过与各地民政部门、第三方公益机构

绿洲食物银行（2022 年 1 月更名为绿洲盛食社）开展合作，将不符合销售要求，但可安全食用的产品（如换线

混果粒产品、零包产品等）捐赠给养老院老人、小学学生、环卫工人、特殊儿童等群体。2021 年，蒙牛马鞍山、

金华、沈阳等工厂先后开展捐赠活动 15 次，捐赠产品 3.80 吨。

蒙牛携手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持续支持“传薪计划”，

累计捐赠人民币 670 万元，为因抗击新冠疫情不幸牺牲

的一线工作者子女提供资助。蒙牛将为“传薪计划”项目

160 名英雄子女提供长达 22 年的特仑苏牛奶支持，并为

15 名家庭特别困难的英雄子女提供 22 年成长所需的全部

教育资金、公益陪伴费用。

2021 年 7 月 15 至 20 日，蒙牛携手“传薪计划”项目组

举办了“相逢的海”主题夏令营，以“团聚”为旋律，邀

请项目中的薪火宝贝及各方共同参与，安排了欢迎仪式、

音乐会、艺术课程、科技创想、教育分享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以余量食物 开展创新公益

蒙牛“传薪计划”公益活动

低温事业部金华工厂志愿者为当地孤寡老人捐赠酸奶产品

“相逢的海”主题夏令营为抗疫英烈子女提供艺术课程赋能

以“团聚”为主题的晚宴答谢会

蒙牛爱心奶捐赠活动

海外履责
作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乳企，蒙牛在国际化发展进程中

也肩负引领中国乳业走向世界的使命担当。蒙牛积极参与全

球乳业论坛组织 GDP（Global Dairy Platform）发起的“乳

业滋养非洲” DNA（Dairy Nourishes Africa）项目，助力疫

情背景下非洲乳业振兴发展，改善非洲儿童营养健康水平，

并将项目的成功经验规模化复制，将温暖传播到非洲大地。

蒙牛在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通过投资建厂、共建学校、

培养技术人才等方式，提升了当地的乳业产业发展和当地人

才就业。蒙牛案例被列入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南南及

三方合作”机构信息库。

蒙牛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尼等地与海外社区共生、共享，不仅为海外消费者送去营养健康美味的乳制品，而且在绿色环保、

社区公益、扶贫济困等多个领域做出贡献。

蒙牛旗下有机奶粉品牌贝拉米积极向慈善机构和社区团体捐赠款物。2021 年贝拉米积极向澳大利亚食品银行、“大拥抱”

慈善机构、“St Kilda Mums”机构捐赠婴儿食品，改善特殊群体的营养状况。

蒙牛参与“乳业滋养非洲”项目

优益 C 在印尼开展免费赠饮

公益关怀
我们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通过与各地民政部门及公益机构合作，聚集志愿者力量，开展各种公益爱心活动，为更多的人送

去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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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环境友好的绿色生产

蒙牛作为中国领先乳企，坚信人类的健康与良好的环境密不可分，秉承“守护人类和地球共同健康”的理念，

致力于建立环境友好的绿色生产体系，并承诺于 2050 年实现全产业链碳中和。在 GREEN 战略指引下，设

定双碳行动、绿色运营、回收循环三个议题，全面开展温室气体管理、水资源管理、废弃物管理、包材回

收等行动，最大限度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制定全面碳中和战略，设定“2030 年碳达峰，2050 年碳中和”的战略目标。

旗下中国圣牧降碳案例入选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发布的《企业碳中和路径图》。

年度获批 5 个“国家级绿色工厂”，累计获批 22 个。

年度获批 1 个“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年度绿色能源用量同比增长 6.87%。

年度太阳能光伏发电 8,698,000 千瓦时，生物质能产蒸汽 289,575 吨。

年度生态环保信访投诉 0 起，全年监督性监测合规率 100%，各项指标排放达标率均为 100%。

工厂“一克奶”行动年度节约 1,561 吨牛奶。

年度累计实施 5 座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BOT 模式）、3 家污水处理厂污泥干化项目。

年度单位产品新鲜水耗同比 2020 年下降 2.02%。

年度节水量共为 147.94 万吨（包含社会节水 89.08 万吨）。

年度中水回用率为 9.68%。替代性水资源利用率为 9.18%。

在中国食品行业首次创新使用消费后再生塑料 (PCR)。

参与绿色再生塑料供应链联合工作组《塑料制品易回收易再生设计评价通则》的制定。

参与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PET 可回收性设计指南》的制定。

推行 PP 循环箱替代传统纸周转箱，每个 PP 循环箱比传统纸箱减少 57.50% 碳足迹。

利用废弃塑料瓶铺设打造出中国第一条废塑料再生环保路。

年度获批 4 个省级节水型企业。

2021 重大成果 

本章所响应的 SDGs 

·双碳行动

·绿色运营

·回收循环



双碳行动
蒙牛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肩负引领中国乳业脱碳转型的重任，多年

来持续开展碳盘查及全产业链降碳实践。2021 年，蒙牛联合全球顶级咨

询公司波士顿咨询（BCG），科学严谨地制定全面碳中和战略，设定“2030

年碳达峰，2050 年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并积极探索全范围内碳排放量

绝对值的测量及下降，影响带动全产业链协同低碳发展，努力实现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设定的目标。

蒙 牛 高 度 认 同 科 学 碳 目 标 倡 议（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并将加入该倡议作为双碳行动的阶段性任务。我们将于 SBTi 发

布新版指引后，合理规划加入 SBTi 的时间及方案。

2021 年，蒙牛完成全集团 63 个工厂 2018 年到 2020 年范围一、二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盘查和校正工作，并对 2020 年范围三排放量做出估算。

排放总量方面，2021 年集团范围一、二排放量为 136 万吨，范围一、

二碳排强度为 0.171kg CO2e/kg 产品。对比 2018—2020 年集团碳排放

总量逐年递增，产品碳排放强度在合理范围内有所波动。主要原因在于

2021 年集团在“2025 再创一个新蒙牛”整体战略规划下产量增加。但

蒙牛集团坚定持续创新、推广节能降耗新技术、新方法，严格控制新厂

试运营期间温室气体控排，降低产能碳排放影响。

蒙牛 2018-2021 年范围一与范围二的碳排总量及碳排强度对比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万吨 CO2e） （kgCO2e/kg 产品）

110

116

127

136

0.174

0.168

0.169

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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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阶段目标

关键路径

蒙牛集团 2030 年实现碳达峰、2050 年实现碳中和

2020 2025 2030 2050

2025 年实现单吨乳品碳排放强度不高于  

165kgCO2e/t  2030 年实现  范围一、二碳排绝对值达峰 ，
单吨乳品碳排放强度不高于  160kgCO2e/t  

持续推进 15 项关键举措，可再生清洁能源占比逐年递增，

产品碳足迹逐年下降，2050 年实现   范围一、二、三碳中和

阶段一 阶段二 阶段三

生产
1. 提升产能利用率
2. 提高生产能源利用效率
3. 回收富余能源
4. 优化能源结构

运输
12. 升级物流车辆为电动车
13. 替代化石燃料为生物质
       燃油

原奶
5. 调整饲料成分、结构
6. 管理及优化牛群结构
7. 优化粪便管理方式
8. 提高牧场能源利用效率

产品
14. 增加植物奶占比

包装
9. 优化包材结构
10. 改变包装形态
11. 减少过度外包装

碳抵消
15. 合理利用碳抵消

蒙牛集团双碳战略规划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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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风险识别

双碳行动管理体系

双碳行动数智化工具
建立碳排放数据盘查统计机制，自主

开发碳排放数据管理系统，构建排放

数据核算模型，通过核算模型和数据

系统双线盘查，提升碳排放基础数据

的准确性、合理性。

“双碳”行动推进小组

风险描述 应对措施
气候变化

实体风险

职能部门 事业部 控股公司

联络员：相关职能部门 / 事业部 / 控股公司的各下属部门 / 工厂 各设 1 名

总联络员：相关职能部门 / 事业部 / 控股公司 各设 1 名

01

02

气候风险识别
蒙牛已从实体风险、转型风险、市场机遇三个方面初步识别气候变化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并开展应对行动。未来，

蒙牛将继续加强气候风险和机遇的管理能力。

对生产的供电或供水设施造成严重破坏，造

成部分工厂生产线等业务停止运营，增加工

厂及牧场应对强风设计的建造成本，供应链

奶源、生产中断等问题涉及供应中断、赔偿

及法律责任。

位处低洼地区的牧场、厂房淹水风险增加，

奶源供应链供给因极端降水对动物造成的物

理性影响，影响牛奶生产及其质量，对企业

的供气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增加了奶源供应中动物的热应激情景导致产

奶量受限，影响牛奶生产及其质量，增加了

在鲜奶运送过程中的产品保鲜难度，增加了

食品污染和食源性疾病的可能性，增加场站

通风、制冷及空气调节的营运成本，增加场

站运营工人、工人户外作业风险。

增加在厂房运营中的恒温能量消耗，增加了

奶源供给中对保持动物恒温环境的能量消耗，

增加与供气管道设施的损耗及维修相关成本，

增加场站运营工人、工人户外作业风险。

制定台风应急救援预案。

加高防洪防汛台阶，提高抵抗

自然的灾害能力。

制定防汛应急救援预案及防雷

应急救援预案。

与城市管理信息平台互联，极

大提高信息获取的时效性，对

极端降水事件进行提前预判并

合理管理、避险、转移奶源。

制定高温中暑应急救援预案。

对奶牛供给充足的水源，确保

提供高质量饲料，多采用牛棚

和遮阳结构。

制定极寒保供形势下冬季安全

风险防控措施。

急性风险

洪水

极端降水

极热天气

极冷天气

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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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描述 机遇描述应对措施
气候变化

实体风险

气候相关

机遇

增加位于高风险沿海地区导致现有资产的冲

销和提前报废的风险，部分居民、投资及商

业活动向内陆地区迁移影响现有市场。

通过绿色运营带来的节能减排、绿色材料开发、水资源管理和废弃物管理，在中长

期内可为组织的运营直接地节约成本，并为一定程度上遏制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与

废弃物排放。

热带地区干燥期的生鲜乳样品中的污染程度

较高，会增加食品安全危害，增加热浪、干旱、

火灾的风险，冬季供气设施的能耗可减少。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为实现全球减排目标，各国需要将其主要能源过渡到低

排放的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生物燃料等。对于乳业行业，

加大清洁能源的使用，包含太阳能、生物质能的开发及使用，可迅速降低今后的生

产成本。

长期来看国家能源结构将转向非化石能源，

同时将能源使用转向低排放源，与政策变化

相关的风险和财务影响取决于政策变化的性

质和时间。

对于乳业产业来说，应对气候变化中相应的风险管理，寻找绿色技术替代品，提高

生产效率，设计新的生产流程和开发新的产品，均在未来发展的考量范畴，从而使

得公司产品及营销活动多元化，增强传统乳业企业的韧性。

向碳排放者收取费用，将排放造成的损害（即

对环境及社会造成的外部成本）转移给排放者，

促使排放者改变其商业活动，从而减低排放量。

大力推动绿色产品业务发展，持续创新并开发新的低碳产品可以有效提高企业或组织

的行业竞争地位，同时可有效的适应消费者的偏好变化。在减少自身产业链碳排放的

同时也可发展潜在减碳合作伙伴，提高行业壁垒。

随气候变化加剧，同时配合碳交易、碳税、

环保税等落实，监管机构对于企业申报的环

境数据的准确性有更高要求。

政府普遍鼓励对低碳、高能效经济体系过渡

的技术改进或创新可以对组织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政府宣传倡导、碳中和承诺、能源规划

等事项，能源需求侧的居民、工业客户、投

资者等选择使用清洁能源的意识提升，在消

费 / 购买选择上，增加与绿色、环境保护相

关的考虑。

新项目的选址、规划及设计需

要考虑海平面上升影响。

持续监控海平面上升趋势。

形成完备的冷链运输供应链，增

加运输设施的维修检查频次。

采用能源效率解决方案，鼓励更

多的水效率措施，并促进更可持

续的土地及牧场使用方式。

将能源使用转向低排放源，同

时推进综合能源解决方案。

每年按上级监管机构的规则及

汇报指引，高质量的公开披露

耗能、碳排放等历史数据。

积极利用新兴技术，如可再生

能源、电池储存、能源效率和

碳捕获与储存。

降低产品的碳足迹及增加绿色标

签。

采用多元化产品策略，提供更多

带有 “天然”、“有机”和“本

地生产”的标签的产品，主动提

供可被消费者理解的环保产品。

慢性风险

政策法规

风险

技术领域

风险

市场供需

风险

海平面

上升
资源能效

气候变暖
能源来源

能源结构
及能源

使用 适应性

碳定价
产品

和服务

环境信息
披露

能源技术
要求

客户偏好
转变

效率、弹性、

创新和市场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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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 华北

华北

东北 东北

东北

华东 华东

华东

华南 华南

华南

西南 西南

西南

华中 华中

华中

气候变化实体风险分布图

气候变化转型风险分布图

气候变化机遇分布图

极端降水

碳定价

极冷天气 能源来源

客户偏好的转变

极热天气 资源能效

能源技术要求

洪水

环境信息披露

海平面上升 适应性气候暖化升 产品和服务台风

能源结构及资源使用

重大风险

重大风险

重大利好 较大利好 一般利好 轻微利好
一般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较大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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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圣牧原奶碳排管理

鲜奶事业部碳排放管理

冰品事业部碳排放管理

现代牧业世界级粪便循环利用

温室气体管理

蒙牛通过制定有效减排策略，建设“集团 – 事业部 - 工厂”的三层管理架构，并展开全集团运营层面碳盘查，同时制定

减少能源消耗、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等行动，有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蒙牛携手主要原奶供应商率先开展牧场碳排管理工作，开

展畜牧环节碳盘查、推进牧场清洁能源使用、优化粪污管

理，开展绿色养殖、绿色种植、绿色运输、绿色加工，实

现原奶碳排强度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实现国内领先。蒙牛

投资的中国圣牧、现代牧业等规模化牧业集团均已开始全

面的碳排查工作，着手制定双碳战略及减排路径规划。

蒙牛持续开展集团碳排放管理工作，建立并优化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的

碳排放数据核算模型，2021 年度，蒙牛针对旗下常温、低温、冰品、鲜奶、奶粉、

奶酪等业态主要产品进行了产品碳足迹、碳排强度核算及碳排结构分析，碳排

放自行核算完成率 100%，未来将结合双碳目标整体进度，科学稳步打造零碳

标杆产品。

原奶供应商碳排放管理

工厂碳排放管理

中国圣牧将减碳融入原奶碳排管理和各运营环节，打造“【种养加】减碳、【农林草】固碳”双元驱动的绿

色低碳生态圈，2021 年度圣牧实际碳排放量约 66 万吨，排放强度下降 5.70%。在牛群养殖、饲料种植、

饲料加工三大主要排放单元，碳排放同比均有所下降，分别减至 57 万吨、7.70 万吨和 1.30 万吨。在固碳

环节，圣牧林草、农田累计实现生态固碳 111 万吨，固碳成果卓越。2021 年，中国圣牧已向 SBTi（科学碳

目标倡议）和 RE100（100% 可再生能源）提交申请，并被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发布的《企业碳

中和路径图》作为中国畜行业首家代表企业可持续发展案例进行收录。

蒙牛鲜奶事业部开展的重点举措包括：

蒙牛冰品事业部识别了碳足迹管理的重点举措：

蒸汽热能循环利用（天津工厂）

制冷冰水系统改造（马鞍山工厂）

路灯使用时间人工调控（马鞍山工厂）

无菌空气及无菌水消毒参数优化（清远工厂）

沼气发电：当阳工厂实现了能源综合利用的目标，输出的电力用于污水厂内部用电、多余电量工厂内部使

用，沼气发动机排气余热回收用于污水站加热槽升温。

冷凝水余热回收：组织工厂将冷凝水进行回收，用于油罐加热等，共节约蒸汽 1,531 吨。

串联清洗改造：组织工厂开展清洗水回收改造，各项技改共节约用电 42,879 千瓦时，节约蒸汽 320 吨。

现代牧业通过合理的饲养管理和繁殖育种，提高了奶生的消化吸收率，整体牧场奶牛胃肠道发酵碳排放为 0.52

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 千克 FPCM。此外，粪便管理环节的沼气发酵系统是碳减排的核心优势所在，牧场的粪

便管理碳排放折合 0.19 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 千克 FPCM，低于美国中西部、加州以及加拿大安大略省和澳

大利亚等地区和国家，在粪便管理和能源利用环节比绝大多数系统降低了 40% 以上的碳排放。通过对比中

国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于 2019 年建的“中国牧场碳足迹数据库”，现代牧业单头牛碳排放、单位校

正乳碳排放等数据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100%
碳排放自行核算完成率

马鞍山“不冒烟”工厂

蒙牛低温事业部马鞍山工厂自主设计蒸汽废热回收装置，对废热 100% 进行回收，同时还降低了回收前的安

全、质量风险，并提升了蒸汽换热效率。将原先排向大气“白烟”废热的热量收到车间冷水，每天能将 90

吨左右的冷水变成 75℃左右热水直接供给车间，用废热代替原蒸汽每天加热近百吨热水。此创新每天可节

约近 10 吨原蒸汽，每年减少近 500 吨标煤及对应碳排，减少 SO2 排量约 15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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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节能降耗宣传活动

在节能降耗方面，蒙牛围绕减排、增效两个维度，降低能源消耗，助力双碳目标达成。蒙牛成立节能减排委员会，集团

总裁担任委员会主席，集团副总裁负责能源策略及绩效管理，将目标分解至各事业部，与事业部负责人签订责任书，并

在绩效合同按月度兑现和追踪改善。

节能降耗

对标国际先进管理标准，推动 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实现自有工厂 100% 全覆盖；

应用 TPM 节能降本工具方法，组建节能降本支柱团队，覆盖六大事业部 61 个工厂；创新

目视化工具应用，通过开展风险辨识，输出太阳能、风能、水资源及机电设备能效提升 4

项风险目视化地图，防控能源合规风险。

调动各种灵活性资源，围绕“探索 - 试点 - 推广”的思路，推动节能降碳新技术应用。

2021 年内部探索并输出 168 项节能节水技术和 4 项节能降碳新技术。全年完成节能改造

项目 56 个，可实现年节能约 1,500 吨标煤。

不断扩大绿色可再生能源使用，持续创建绿色制造示范，探索多能互补技术应用，助力企

业清洁低碳运行。2021 年绿色能源用量同比增长 6.87%，获批 5 个国家级绿色工厂、1 个

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管理系统化

技术多元化

绿色低碳化

钉钉种树参与节能真达人知识竞答

756,657 棵人次

2021 年，蒙牛展开“节能降碳、绿色发展”主题活动，采用直播、

竞答、长图、手册等形式，内容包括：组织 3 场节能大讲堂，共计 2,378

人参与；节能真达人知识竞答，6,657 人次参与；钉钉种树 75 棵；

最佳实践案例期刊、海报 2 份。

蒙牛智慧能源系统：

蒙牛建设智慧能源系统，采用集团 - 事业部 - 工厂三级管理，系统总体自下向上依次由“端－边－云”三层构成，端侧

对应产线可实现产线能源数据的采集、分发和实时计算，边侧可实现工厂级数据的计算、监控和报警等功能，云侧对应

集团级可实现“端－边”的能源统计、分析、预警，通过信息化工具指导集团节能降耗工作，助力双碳目标达成。

蒙牛节能降耗全员宣讲活动

蒙牛智慧能源平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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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持续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研发与应用，集团 2021 年实现应用太阳能光伏发电 8,698 兆瓦时，生物质能产蒸汽

289,575 吨，总计可再生能源年产量折合 28,655 吨标煤。

蒙牛使用 Meteonorm 和 NASA 数据库对工厂所在地理位置气象测量数据和日照辐射量进行收集，通过辨识分析风能、

太阳能的分布特点和强度，计算光伏发电系统的发电量及风功率密度，制作新能源分布地图，并根据地图划分项目实施

优先级，不断扩大分布式光伏量，探索应用风能，为新改扩建项目及可再生能源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可再生能源利用

蒙牛新能源分布地图

武汉绿色可持续新工厂

当阳工厂沼气发电

金华工厂光伏改造

蒙牛武汉新工厂于 2021 年 3 月正式投

产，整个工厂应用 219 项行业领先新技

术（包括节能立式锅炉、洁净间中央空

调自控、速冷隧道等），打造智能制造、

绿色可持续的前沿工厂。同时，武汉新

工厂的太阳能光伏板铺设面积达 6,400

平米，月均发电量 144 兆瓦时，在能源

结构转变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蒙牛当阳工厂 2021 年的沼气发电项目共发电 73,831 千瓦时，输出的电力用于污水厂内部用电，沼气发

动机排气余热回收用于污水站加热槽升温，有效提高了厌氧池处理效率，降低物耗的同时实现了节能减排，

能源综合利用的目标。

蒙牛金华工厂太阳能光伏项目 2021 年正式投

入使用，工程装机容量 4.70 兆瓦，年设计发

电量为 4,700 兆瓦时，经实际运行，现日发

电量为 12.50 兆瓦时，太阳能光伏能源的使

用可使碳排放减少 4,243 吨每年。

蒙牛武汉工厂光伏板发电

现日发电量为 太阳能光伏能源的使用可

使碳排放减少

12.50 4,243兆瓦时 吨每年

绿色运营
蒙牛以“保合规、促发展”作为生态环保管理思路，制定完善的绿色运营管理体系及政策，完善水资源管理体系及举措，

妥善处理有害废弃物和无害废弃物，并积极开展绿色相关体系认证。集团重视在营运过程中的绿色管理，在制造、运输、

及日常办公中降低污染物排放，围绕生态环保分级管控清单、污染防治设施匹配度清单、生态环保重点风险整改清单及

排污许可档案开展生态环保管理工作，持续提升企业污染防治能力水平。

2021 全年生态环保

信访投诉

基层工厂排污许可证

取证率

全年监督性监测合规率

污染物排放达标率

各项指标排放达标率均为

截 至 2021 年 底 已 知 一、

二级环保风险全部完成整

改，整改率

0 100% 100%

100%100%100%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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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运营管理

蒙牛积极践行绿色运营，在遵守各类环保法律法规基础上，持续加强环保管理，开展第三方认证，并着力减少生产运营

中的食物浪费，致力将绿色运营融于公司运营的每个层面。

蒙牛坚决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根据 22 类 196 项国家环保综合和专项环保法律法规，制定了《蒙牛环

境保护手册》《环境因素识别风险评价及其控制策划程序》《安全环保事故报告及处置管理制度》及《建设项目“三同时”

管理制度》在内的 8 项环保管理制度，以确保项目建设、生产制造过程的环保合规。

环保管理

我们按照国家最新修订的《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变化和要求，同步起草发布了《蒙

牛乳业固体废物环保管理制度》，从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全流程进一步规范

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的管理要求。

我们根据实际管理需求建立了《蒙牛环境保护手册》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管理制度》，

从项目建设期手续办理，锅炉、配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方面保证生产经营过程环保

合规。

固体废物管理

项目建设和环保综合管理

环保风险地图
蒙牛开展环保风险分析，走访、调研下属生产基地、控股牧场，识别出废水、废气、粪污、

监测、固废、噪声、辐射、管理八类风险，并将已识别风险按照影响程度划分为 4 个等级、

8 个类别、12 个风险项进行地图化、目视化分级分类动态管理，创新建立蒙牛环保风险地图。

制定风险整改追踪机制，加入高管参与环节，促进环保风险按期有效整改。截至 2021 年底，

公司利用环保风险地图督进整改完成 123 项重点环保风险。

风险

类别
环保风险项

风险

等级

基层工厂 控股农场

** 事

业部

** 事

业部

** 事

业部

** 事

业部

** 事

业部

** 事

业部

** 事

业部

** 牧

业

** 牧

业

废水

污染防治设施缺失 一级 示例

总磷总氮处理设施 二级 示例 示例

废气

燃煤锅炉淘汰 二级 示例 示例 示例 示例

污水厂、牧场异味 四级 示例 示例 示例

粪污 牧场粪污处理
持续

关注
示例 示例 示例

监测 环境检测合规性 三级 示例 示例

固废

危险废物合规处理 三级 示例 示例 示例

般固废 四级 示例 示例 示例

噪声 厂界噪声 四级 示例 示例

辐射 辐射安全管理 四级 示例

管理

环保“三同时” 三级 示例 示例 示例 示例 示例

排污许可 三级 示例 示例 示例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四级 示例 示例 示例 示例

应急管理 四级 示例 示例

环保专职人员配置 四级 示例 示例

BOT/ROT 风险
持续

关注
示例 示例 示例 示例

整改率 % % % % % % % % %

环保风险地图
一级风险 二级风险 三级风险 四级风险 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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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管理行动方案：
建立生态环保分级管控清单，强化重点生态环保区域工厂管控。公司针对重点区域工厂

强化管控要求，保障资金投入，严格对标国家最新法律法规及标准开展生态环保改善提升

工作。

建立污染防治设施匹配度清单，持续加强生态环保投入。推动风险防控水平、污染防治

设施基础能力不断提升，保障跟进国家、地方生态环保最新要求。2021 年投入 0.17 亿元

进行硬件设施改造，完成 56 个改造项目，其中包括污泥减量、污水厂设施、除臭设施改造等。

建立生态环保风险整改清单，持续减少存量增量风险。公司内部利用环保风险地图，将

识别的生态环保可提升项目分级分类纳入风险地图中进行强化跟踪管理，并定期召开环保

风险整改沟通会，部署整改要求、给予下属业务单位风险防控建议及法规技术支持，年内

风险整改完成率达 100%。

完善环境管控平台，推进生态环保信息化管理。2021 年蒙牛乳业持续开展环境在线监测

平台建设工作，通过集团统一管控平台，监督集团 32 个污水处理站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

保障终端出水符合国家及地方的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总量标准，确保合法合规排污。

ISO 认证工厂

“一克奶”行动—建立奶损地图

公司持续推进职业健康安全、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借助

第三方专业力量，依据国家职业健康、安全生产、生态

环保法律法规，安全标准化、双重预防机制，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查等要求，结合乳业特点，聚焦重大风险，

全面诊断企业存在的问题，并有效改善，切实提升安

全环保管理水平。所有受审单位全部获取独立的 GB/T 

45001-2020/ISO 45001:2018、GB/T 14001-2016/ISO 

14001:2015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021 年，在之前的基础上，蒙牛持续开展以体

系为支撑的“预防性奶损地图·节约每一克奶”

持续改进行动，在工厂内设置“奶损名片”精准

降低奶损。低温事业部通过梳理分析奶损地图，

深挖损耗点，并进行精益改进，有效降低了奶损

率。 年 内 工 厂 奶 损 率 2019 年 2.99%，2020 年

2.44%，2021 年 2.28%。2021 年，“一克奶”

行动共计节约 1,561 吨牛奶。

蒙牛集团获得 ISO14001:2015 认证证书

据联合国环境署估算，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8%-10% 与各环节的食物浪费息息相关。作为一家生产食品的企业，蒙

牛尤其重视减少食物浪费，并将其融入生产运营的每一个环节。

减少食物浪费

在工厂内设置“奶损名片”

蒙牛制定《蒙牛集团反食品浪费指南》内部制度，旨

在全面提升全体员工的节约粮食意识。蒙牛还开展了

一系列提倡节约的内部志愿行动，号召员工践行节约

理念。集团办公室及各事业部在每年的“世界粮食日”

（10 月 16 日）开展反食品浪费宣传活动，充分利用

集团内网、LED 屏幕、张贴标语、自媒体等形式，广

泛宣传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相关制度规定，积极树立

推广反食品浪费的经验做法和先进典型。

员工可通过“光盘打卡小程序”记录自己的“光盘行

动”。集团光盘打卡 2021 年度累计 1.90 万人次，相

当于节约粮食 1.26 吨自助餐。北京工厂率先实施自

助餐形式的用餐，员工按需取食，减少食用不完的浪

费现象。此外，集团办公室牵头开展常态化督促检查，

针对突出问题开展重点检查、定点巡查等专项活动，

确保反食品浪费相关规定落实落细、取得实效。 勤俭节约宣传

集团光盘打卡

2021 年度累计

相当于节约粮食

1.90 1.26万人次 吨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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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食物浪费案例入选由人民网、中

华环保联合会、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

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二届绿色经济发展

论坛 2021 “碳中和典型案例”。

减少食物浪费案例获得由《可持续发

展经济导刊》主办的 2021“金钥匙 ·

面向 SDG 的中国行动”优胜奖

入选 2021 年度
“碳中和典型案例” 荣获 2021 金钥匙优胜奖

我们不断探索将可持续发展融入企业运营与员工日常生活。蒙牛低温事业部搭建 GOAL 绿色运营与生活体系，设立水、

能源和气候变化、零废弃、空气污染与受关注物质 SOC、人与自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经济、可再生农业、

可持续供应链 9 个模块，践行可持续生产和生活。

绿色运营与生活（GOAL - Green Operation And Life）

水资源管理

蒙牛公司围绕“节水优先、均衡发展”理念，致力于推进水资源全方位管理。通过实施 3U 节水策略、

加强目标指标管控、绘制水资源分布图与水流向地图、创建节水示范等活动，持续减少生产运营

对当地水资源造成的压力，提高全产业链上下游节水意识。

集团 2021 年单位产品新鲜水耗同比 2020 年下降 2.02%，2021 年度节水量共为 147.94 万吨（包

含社会节水 89.08 万吨），2021 年度中水回用率为 9.68%，替代性水资源利用率为 9.18%。4 

家单位获批成为省级节水型企业。

蒙牛成立节能减排委员会，集团总裁担任委员会主席，集团副总裁负责水资源利用策略及绩效管理，将目标分解至各

事业部，与事业部负责人签订责任书，并在绩效合同按月度兑现和追踪改善。

根据国家水资源稀缺程度及水质优劣，公司建立水资源分布二维坐标图，划分取用水优先等级，为公司新改扩建项

目提供决策指导。

目标指标管控：

水资源分布图：

单位获批成为

省级节水型企业

4 家

充足 稀缺 水资源稀缺程度

劣

优

水
质
优
劣
分
析

福建

四川、浙江
西藏

贵州
甘肃

青海
新疆

黑龙江安徽 内蒙古、天津陕西 吉林、宁夏山西

河南、河北山东

辽宁 北京
湖北

江苏、广西

湖南、江西
海南 广东

重庆

优 良 中 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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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水流向地图

纯水
系统

73.78%

14.60%

制冷

锅炉

CIP
清洗

冷却

杀菌 / 巴杀

配料

化验室 ( 纯水 )

化验室 ( 自来水 )

绿化

餐厅

冲厕

洗澡

洗车

软
水
系
统

3U 节水策略以节约使用（Save Use）、 循环使用

（Recycle Use）和共同使用（Common Use）为准则，

将精益管理方法论引入到节水管理中，统一节水思

路，探索引进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工艺。我们实施

节水技改措施 61 项，系统性挖掘节水潜力，充分发

挥水资源应用效率。 水处理车间
节水改造

设备清洗
水回收

1

2

3

4
5

6

7

8

3U

CIP 清洗
优化

蒸汽冷凝
水回收

洗车洗地
冲厕

设备冷却水
回收

中水回用
冷却塔节水

公司围绕节水优先、均衡发展，加强源头和过程管控。节水管理策略逻辑为 :

2021 年公司年度投入 1 亿余元保障下属污水处理厂日常

稳定运营。组织并指导工厂开展排污许可申报，做到应取

尽取，同时建立集团排污许可信息档案，针对重点生态保

护区域开展重点监督管理，严格落实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在环保检查、核查等工作中验证排污合规性。

蒙牛基层企业排污许可取证率 100%，同时推动水污染防

治设备设施开展提标改造，2021 年累计实施 5 座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BOT 模式）、3 家污水处理厂污泥干化项目。

2021 年蒙牛持续开展环境在线监测平台建设工作，完善污水在线监测系统功能，推进生态环保信息化管理。目

前实现 30 余个污水处理厂数据传输和实时监测，包含 pH、COD、氨氮、总磷、总氮等重点水污染物，以及污

水处置量等重要指标，保障终端出水符合国家及地方的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总量标准，确保合法合规排污。

取排水合规排查，内容覆盖取水证办理、取用水三级计量配备率、排水许可证办理和排水计量器具配备 4 个方面；

创建节水示范，通过筛选试点单位、开展赋能与重点帮扶，围绕管网设备、水计量管理、水平衡测试、节水

技术改造及投入、节水宣传等方面推进水资源管理体系建设。

节水合规与示范：

污水处理：

污水在线监测系统：

数据说明：

28,643,224.80

27,183,204

2,632,013

24,551,190

吨

吨

吨

吨

2021 年总用水量

2021 年污水处理量

2021 年中水回用量

2021 年中水排放量

新鲜水

冷凝水回收

冷却水回收

中水回收

雨水回收

11.62%

从水资源使用全过程出发绘制流向地图，确定有节水潜力的用水点，形成水资源风险预警地图，制定改善策略，重

点开展节水技术改造。

水流向地图：

3U 节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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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事业部节水措施

中水回用：常温巴盟工厂中水供应发电厂，全年中水回用超 100 万吨，充分实现水循环。

冷却水回用：将冷却水全部回用，采用梯级利用方式降低产品单吨水耗。常温高新工厂实施后年

节水 5 万吨，常温衡水工厂实施后年节水 7.20 万吨。

反渗透浓水回用项目：对反渗透浓水进行回收，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常温巴盟工厂实施项目后

年节水 13.80 万吨，常温和林四厂实施项目后年节水 5.40 万吨。

低温事业部节水措施

冰品事业部节水措施

水平衡地图：持续完善优化水平衡地图，对重点水耗区域进行标识并制定区域目标，通过红绿对比表进行日

管理，对超标区域利用分析表推进及验证改善措施，形成完整的可持续闭环管理。通过地图信息的定期追踪，

保障工厂处于良性的运营模式。

中水回收：组织工厂中水进行回收利用，用于绿化浇灌，卫生间清洁等，节约用水 6,677.28 吨。

清洗水循环利用：组织工厂开展清洗水回收改造（混料机循环水串联、均质机循环水串联、车间生产线

2 条线串联清洗、4 条过料管线串联清洗、巴杀碱水回收、红豆酱料管道改造），各项技改共节约用水

960 吨。

巴杀冷却水循环利用：对 2 台利乐巴氏杀菌机与 2 台利乐均质机增加水泵，实现冷却水循环，控制 2

台巴氏杀菌机互锁，任意一台巴杀启动运行就能启动循化水泵，巴杀停止运行则泵停止运行，并且有报

警蜂鸣器提醒操作工，全年节约 2,100 吨软水。

冷库冲霜水回收利用：利用闲置设备，对需要每周 2 次定期冲霜的冷库额外配置 20 吨的储水罐，完成

冲霜水的回收，年节约自来水量约 3,600 吨。

蒙牛秉承全生命周期设计生产理念，致力于设计使用更多的可回收性包装，全面开展可持续产品包装认证，并积极开展

消费者包装回收教育，从源头上减少包装对环境的影响。

绿色包装

蒙牛致力推动可循环包材来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我们遵循 5R 原则（5R 原则主要包括 redesign 重新设计 - reduce 减少 

- reuse 再次使用 - recycle 循环利用 - recovery 能源回收 | 焚烧），并通过科研创新来持续减少包装废弃物从而最小化

末端的填埋。蒙牛承诺将在 2025 年实现技术上 100% 环保包装材料的研发。

逐步采用社会资源再生系统易于接受的材料

参与制定并遵守行业可回收性设计规则

逐步减少对环境或人体有潜在危害的材料

逐步提高已再生过的材料占比，例如收缩膜

由 PCR 材料替代原生 PE 材料

将现有的塑料 PET 包装进行减重，在减少

原料使用的同时减轻运输环节的碳排放

REDESIGN 重新设计

REDUCE 减少

逐步减少一次性包装，多采用可直接再次回

收使用的包装， 例如 PP 成品箱代替纸箱、

果粒吨缸代替一次性铝塑包装袋等

RESUSE 再次使用

持续教育内部利益相关方，例如参与零废弃

联盟活动，各工厂厂长带队到下游垃圾处理

商参观学习等

多采用广泛为社会大循环可使用的材料，例

如统一酸奶产品的多种材质的瓶胚为 PET 

材料等

RECYCLE 循环利用

各工厂在推进废弃物地图的基础上，重点研

究工业废弃物走向零填埋的可能性

RECOVERY 能源回收 | 焚烧

回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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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事业部绿色包装管理

鲜奶事业部绿色包装管理

2021 年，蒙牛常温包装在轻量化包装设计、乳品包装的闭环循环应用、回收材料再生应用研究、可降解材

料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和进展。

每日鲜语新增屋顶包包装形式，采用纸板包装形式，

表面直接印刷，材质更环保。

3 支小容量包装产品上市，MINI 奶茶通过小包装设计

将单个纸箱成本降低约 4.29%，现代牧场 180ml 百

利包通过优化设计，所用纸板面积节省 4.93%。

瓶胚减重（轻量化包装设计 & 包装减少）：

可降解吸管（逐步减少一次性塑料包装 & 可降解）：

通过对外购胚现有模具改造实现瓶胚克重

由 21g 减重至 19g。按年采购 1 亿支计，

共计节省塑料 200 吨。

完成 PLA 可降解吸管的技术开发，缓解一次性塑料对于环境的影响。

瓶坯减重原理图

低温事业部绿色包装管理

PET 产业链整合项目 百利包纸箱改材质项目

周转箱材质整合项目

PET.G 瓶标项目（减少 PVC 瓶标）

小优瓶标改尺寸项目

碧悠包套代替塑料底托项目

将预制瓶类产品整合，瓶口统一，瓶盖、瓶胚克

重降低，PE 材质统一为 PET 材质，推行环保包装，

减少原材料使用。

1、 340 优益 c 瓶由 23.60g 降低至 23.40g；

2、200g-220g 酸奶类瓶由 23g 降低至 21.30g；

3、 450 瓶、优益 c800 瓶由 PE 统一为 PET；

4、瓶盖统一从 3.50g 减至 3.20g。

百 利 包 纸 箱 材 质 由 200/170/170 变 更 为

170/170/170，原纸材质降低 30g/ ㎡。

雨 季 周 转 箱 材 质 由 250/140/250 改 为

200/170/200, 原纸使用量减少 70g/ ㎡。

2021 年 12 月 起 将 100ml、330ml、340ml 和

800ml 的优益 C 产品的瓶标由 PVC 替换成 PET.G，

以减少对环境或人体有潜在危害的材料。

优益 c 瓶标宽度由 86mm 降低至 70MM, 减少 PVC

用量。

碧悠 170g 四连杯底托加塑膜改为半裹包套，减少

塑料用量。

2021 年蒙牛低温事业部减少用纸 1,936 吨。

使用更环保健康的包材：

优 益 C（100ml、330ml、340ml 和

800ml）产品的瓶标由 PVC 替换成 PET.G，

减少了对环境或人体有潜在危害的材料。

2021 年蒙牛低温事业部减少 PET 用量 215 吨、PE 用量 444 吨、PP 用量 53 吨、PVC 用量 5.89 吨。

现代牧场 180ml 百利包通

过优化设计，所用纸板面

积节省

MINI 奶茶通过小包装

设 计 将 单 个 纸 箱 成 本

降低约

4.29%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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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再生

包装回收再生是蒙牛乃至所有食品企业践行环境保护的重要课题。

因此，蒙牛致力于运用更多的再生材料，促进包装的循环利用，参

与制定行业标准，以减少自然资源利用、降低包装带来的环境污染。

蒙牛参与了中国石化联合会、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共同成立的绿色再

生塑料供应链联合工作组，作为乳业代表参与了《塑料制品易回收

易再生设计评价通则》制定工作，填补了中国塑料制品易回收和易

再生性设计标准的空白。蒙牛还参与了 CPRRA（中国合成树脂协

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关于 PET 可回收性设计标准的研讨，并参

与制定了《PET 可回收性设计指南》。

创新利用消费后再生塑料（PCR）

蒙牛整合产业生态力量，联合塑料原

料 供 应 商、 包 装 制 造 商、 回 收 再 生

商等产业链各方，在国内食品行业首

次 实 现 塑 料 包 装 的 循 环 再 生 利 用，

全 面 应 用 PCR（ 再 生 材 料 含 量 达 到

13%~24%）作为产品外包装薄膜，

全部切换使用后预计每年将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约 300 吨，规模化减少资

源浪费和碳排放，为助力循环经济、

保护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PP 循环箱替代传统纸周转箱

果粒采用循环包装

中国第一条废塑料再生环保路

蒙牛联合辅料供应商及合作商，在销售终端全面使用无毒、无害、无味的 PP 环保周转箱替代传统

纸箱，每个 PP 周转箱比传统瓦楞纸箱减少 57.50% 碳足迹。全面替换后，公司每年将减少使用 6.70

亿个纸周转箱，间接减少消耗 10.30 万吨原纸。

果粒包装采取 TOTE 循环包装替代无菌袋 + 纸箱包装。减少使用 24 万个纸箱，24 万个无菌袋，节

约用纸 293 吨，节约铝箔 29 吨。

蒙牛联合陶氏公司及华东理工大学，利用废弃塑料瓶铺设打造出了中国第一条废塑料再生环

保路。我们将塑料奶瓶送到回收厂进行分拣、粉碎、熔化后，再作为原料被制成废塑料改性

沥青，铺设道路。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创新之举，为“回收利用塑料废弃物”这个社会难题找

到一个独特的解决方式，同时能够更加深入的传播废旧塑料可持续利用的相关知识，提升市

民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蒙牛废塑料再生环保路荣获 2021 年度 TBI 杰出品牌创新奖

PCR 包裹膜金奖证书PCR 包裹膜回收再生系统图

消费后牛奶桶

PCR 收缩膜 PCR 配方树脂

产品
应用 循环

闭环

PCR
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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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负责任的产业生态圈

蒙牛致力于携手产业链合作伙伴共同践行社会与环境责任，在实现商业价值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社会与环境

价值。在 GREEN 战略指引下，设定可持续采购、可持续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三个议题，打造责任供应链，

探索绿色生态农业，保护自然环境，共同实现产业生态圈的可持续发展。

供应商总数为 658 家，其中中国大陆地区供应商 614 家，海外供应商 44 家。

对 485 家供应商进行了现场评估，供应商覆盖率达 74%。

对 658 家供应商开展 12 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质量文化、ESG 管理、反腐倡廉等。

升级《供应商行为准则（COC）》，要求所有供应商签署并遵守环境保护、健康与安全、劳工权

益、商业道德等方面规定。

所采购原材料、辅料均获得 FSSC 22000 ，ISO 9001 、ISO 14001 、ISO 22000 、HACCP ，BRC 

等标准体系认证。

100% 包材原纸通过 FSC 森林体系认证，共计约 200 亿包。

100% 棕榈油采购自通过 RSPO 认证的供应商。

开展兽药用药培训共计 360+ 场，覆盖 5,500+ 人次。

14 个合作牧场获得“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试点达标养殖场”称号。

旗下中国圣牧年度实现有机肥料还田 22 万亩，约减少 750 万吨化肥使用量。

参编并发布国内首部《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奶牛》团体标准。

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旗下贝拉米与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共同发布“蓝色星球”公益项目。

822 名青年员工参与净滩环保活动，共捡拾约 1,997 千克河滩垃圾，清洁面积达 21 万平方米。

2021 重大成果 

本章所响应的 SDGs 

·可持续采购

·可持续农业

·生物多样性保护



供应商管理全流程

可持续采购
蒙牛加强供应商管理力度，持续推动责任供应链建设，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拓展至上下游供应链。同时，我们大力

倡导原材料绿色采购，与上下游企业共同履行生态保护的环境责任，打造绿色供应链。

供应链责任管理
蒙牛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采购原则，持续完善供应商管理体系，在各环节对供应商的 ESG 风险进行评估，以

降低供应链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同时，我们通过持续宣贯廉洁采购原则，开展供应商赋能培训，积极引导供应商履行社

会及环境责任。

供应商管理

蒙牛制定了《蒙牛乳业采购物资质量管理制度》内部规章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从供应商的准入、日常管理、改善、

绩效与优化等环节，对供应商实行分级和差异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采供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体系。

《供应商行为准则》主要议题

此外，2021 年，蒙牛修订了《供应商行为准则（COC）》，要求所有合作伙伴签署并遵守环境保护、健康与安全、劳工权益、

商业道德等方面的规定。通过该准则的实施，我们将蒙牛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效传递至上下游合作伙伴，逐步树立共同

的可持续观念和统一的行为规范，有效促进整个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

2021 年，蒙牛新增供应商 134 家。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蒙牛供应商总数为 658 家，其中中国大陆地区供应商 614 家，

海外供应商 44 家。

此外，蒙牛制定《产品追溯管理制度》，建立从原辅料、原奶接收至销售终端卖点全流程追溯管理机制，保障产品原材

料可追溯回原产地。我们要求对直接接触物料 100% 进行审核，审核内容包括针对可追溯演练有效性进行验证。

环境 健康与安全 劳工权益 商业道德

遵守环境法律法规

环境管理

资源保护

气候变化

废弃物管理

反腐败

反不正当竞争

反商业贿赂

礼品与招待

职业病防护

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

反歧视

自由结社

言论自由

人权保障

杜绝使用童工

禁止强制劳动

规范工作时间

按照初选筛选标准与 120 项评估标准，前往供应商

所在地进行现场评估，验证其是否满足准入要求。

物资改善：依据风险因子评估与等级划分，应用风险

评价模型，建立物料与供应商管控原则，以达成与上

游供应商前置风险管控。

日常评估：依据评审原则，制定年度评审计划，开展

实施日常评估，提升供应商管理水平。

专项改善：依据项目的前提条件与管理原则，成立项

目组，实施针对性的改善举措。

档案管理：在供应商信息化管理系统中定期更新供应

商资质、名录等档案资料，确保有效。

到货检验：依据物料标准与质量监控计划，验证符合性。

绩效评价：根据供应商绩效评价标准进行绩效评价，

并对供应商进行绩效等级分类。根据绩效评价结果，

制定相应惩奖办法及管理措施，实施差异化管理。绩

效评价周期为一年一次。

供应商优化：实施逐级加严的退出管控机制，优化供

应商管理能力。

供应商准入

供应商改善

供应商日常管理

供应商绩效与优化
在采购过程中，我们优先选择获得相关国际标准认证的供应商。蒙牛所采购原材料、辅料均获得 FSSC 220004，FDA 注

册 5、ISO 90016、ISO 140017、ISO 220008、HACCP9，BRC10 等标准体系认证。

4 Food Safety System Certification，即食品安全体系认证，是一项全球性的、可审核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
5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即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通过 FDA 认证的食品、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具对人体是

确保安全而有效的。
6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7 国际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8 国际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
9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即食品生产企业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认证，确保食品在生

产过程中的安全。
10 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即英国零售商协会。该认证关注对消费者的安全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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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风险评估

供应商反腐败

原奶供应商管理

供应商赋能培训

蒙牛建立《蒙牛责任供应链 ESG 风险清单》，将供应链 ESG 管理内容纳

入招标文件、考核评估等管控环节，并定期开展供应链环境、健康与安全、

劳工权益和道德风险的评估与识别。我们依据评估结果，针对性地制定供

应商 ESG 培训与改善计划，对供应商提出限期改进的要求，并及时跟进

改进情况。

2021 年，蒙牛通过 ESG 风险识别和评估工作，共识别出 42 项风险项、

10 项高风险项，其中高风险项包括：资源保护、废弃物管理、健康安全

的工作环境、反腐败、反不正当竞争等。截至 2021 年底，蒙牛对 485 家

供应商进行了现场评估，供应商覆盖率达 74%。

蒙牛积极倡导廉洁采购文化，通过与供应商签署《阳光协议》，确保实现

廉洁采购。2021 年，蒙牛供应商《阳光协议》签署率达 99.80%。

为了强化供应商的诚信意识，规避采购风险，蒙牛制定了《供应商黑名单

管理制度》。该制度明确规定：若供应商有因弄虚作假、恶意竞标、恶意

违约、违背诚信原则、违背《阳光协议》条款或其他原因给蒙牛集团造成

经济、品牌、名誉等重大损失的，经认定后将列入黑名单。其中，因违背

《阳光协议》列入黑名单的供应商将永久禁用；其他黑名单供应商禁用期

为 5 年。此外，我们还设置了供应商廉洁问题举报投诉渠道，定期开展供

应商反腐败监督审计工作，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安全优质的奶源是生产高品质乳制品的根本。针对原奶供应商，蒙牛实施严格的管理流程，并持续为其提供资金和技术

支持，助力牧场的可持续发展。

蒙牛制定了《牧场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管理文件，对所有合作牧场实行全过程标准化管理，覆盖牧草种植、牧场建设、

奶牛饲养、牛奶生产、牛奶贮存、牛奶运输、采购管理、监视改进等 8 个维度、92 个模块。同时，我们还设立了《蒙

牛奶源牧场标准化操作规程（SOP）》及《牧场运营技术指导手册》，严格规范牧场标准化操作流程，内容涵盖牧场设计、

疫病防控、繁殖育种、饲草料管理、牛群管理、奶厅管理等各环节，共计 18 个模块，108 个二级模块，469 个关键点。

截至 2021 年底，蒙牛的控股牧场已 100% 实现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挤奶机械化、TMR（全混合日粮）精准饲养、

青贮覆盖、一体化技术服务。2021 年，集团的总体合作牧场数量保持稳定，奶量同比增长 12%。

蒙牛持续为供应商提供有针对性的资源与帮助。我们不仅在过程评审、绩效面谈等采购环节对供应商进行

指导，还围绕供应商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农产品质量改善、供应链融资等主题举办供应商培训，持续赋

能供应商。2021 年，蒙牛组织的质量安全相关培训覆盖 100% 供应商。此外，我们还为 ESG 表现欠佳的

供应商制定专项提升计划，旨在促进供应商伙伴与蒙牛集团的共同成长。

截至 2021 年底，

蒙牛对

供应商进行现场评估

供应商覆盖率达

2021 年，

蒙牛在全国累计发放奶款近

亿元

485

74%

294

家

蒙牛开展一系列供应商赋能培训

2021 年 4 月 28 日，对纸箱供应商进行质量文化培训

2021 年 5 月 13 日，对供应商进行质量管理三大制度培训

2021 年 6 月 8 日，对超过 600 家供应商开展 ESG 线上培训

对 37 家战略客户开展供应商大会 ESG 培训

2021 年，蒙牛组织 658 家供应商开展了 12 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质量文化、ESG 管理、企业文化、反

腐倡廉等。

99.80%

2021 年， 蒙 牛 供 应 商

《阳光协议》签署率达

蒙牛持续为上游牧场主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助力牧场降本增效。针对中小型牧场，

我们不仅提供牧场升级搬迁、良种繁育等资金补贴，还协同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设备购

买、信息化建设、饲料购置等资金支持。2021 年，蒙牛在全国累计发放奶款近 294 亿元，

联合多家金融机构，打造出“乳业通宝、数据网贷、浙 + 牛、兴牧贷”等多系列金融

产品，投入上游扶持资金 70 多亿元，满足合作伙伴购牛增量、转型升级等资金需求，

持续助力中小牧场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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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绿色采购
蒙牛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实施原材料绿色采购，打造绿色供应链。我们充分考虑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安全健康、

循环低碳和回收促进，优先采购和使用节能、节水、节材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原材料、产品和服务。2021 年，蒙牛加

强原材料绿色采购管理，推动供应商环保、质量、安全等多方面提升。

贝拉米践行绿色采购原则

蒙牛旗下贝拉米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均制定有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计划，以确保原料采购和生产的可

持续性。同时，贝拉米考量供应商的碳排放计划和意识、供应商的排放和污染政策、供应商的用水和水排

放政策，以确保供应商运营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负面环境影响。

11 Roundtable of Sustainable Palm Oil，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RSPO 认证的主要目的是保持棕榈树（油棕榈）

种植，加工，贸易环节的可持续性，并逐步实现棕榈油产品的可持续发展。

供应商需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第三方认证，如有机认证、绿色食品认证等；

供应商需建立完善基地的制度，定期监控及调查土壤、水质、空气，定期监测基地原料的品质，定期

总结与评估基地管理现状与结果；

供应商需建立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学品的管理制度，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并从名录中选择供应商实

施采购 , 严格用药安全间隔期及药品用量，严格安排检疫期，不可使用国家禁用的农药、兽药及其他

农业投入品。

·

·

 

·

我们倡导

蒙牛积极推动供应商进行可持续采购认证，旨在加强森林保护和减少毁林风险：

优 先 采 用 通 过 FSC 或

SFI 森 林 体 系 认 证 的 无

菌可回收包材。

 

Specific information regarding products and sites is listed in the appendix(es) of this certificate.  
The validity and exact scope covered by this certificate shall always be verified at www.info.fsc.org. 

 

FSC™ A000535 | The mark of responsible forestry | www.ic.fsc.org  
 

This certificate itself does not constitute evidence that particular product supplied by the certificate holder is FSC™ certified  
[or FSC Controlled Wood]. Products offered, shipped or sold by the certificate holder can only be considered covered by the 
scope of this certificate when the required FSC claim is clearly stated on invoices and shipping documents. The physical 
printed certificate remains the property of NEPCon OÜ and shall be returned upon request. 

 Laura Terrall Kohler 

Director, NEPCon Assurance 

Filosoofi 31, Tartu 

Estonia 

 
 
 

NEPCon OÜ hereby confirms that the Chain of Custody system of 

SSIIGG  IInntteerrnnaattiioonnaall  SSeerrvviicceess  GGmmbbHH  
Rurstrasse 58 
Linnich,  52441 

Germany 

 
has been assessed and certified as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FFSSCC--SSTTDD--4400--000033  VV22--11;;  FFSSCC--SSTTDD--4400--000044  VV33--00;;  FFSSCC--SSTTDD--5500--000011  VV22--00 
 

The certificate is valid from 08-06-2019 to 07-06-2024 
Certificate version date: 05-06-2019 

 
 

SSccooppee  ooff  cceerrttiiffiiccaattee  

Certificate type: Multisite (No common ownership) Chain of Custody  

  

CCeerrttiiffiiccaattee  rreeggiissttrraattiioonn  ccooddee  

NC-COC-012945 

  

FFSSCC  LLiicceennssee  CCooddee  

FSC-C020428  

  

  

  
 

 

CERTIFICATE 

for 

TETRA PAK GROUP 

Ruben Rausings gata 

Lund, 221 86, Sweden 

CERTIFICATE SCOPE 

Certificate Type: Multi-Site Chain of Custody 

Standard(s): FSC-STD-40-003 V2-1; FSC-STD-40-004 V2-1 

Product Group(s): Paperboard/packaging material 

Valid from June 11, 2017 to June 10, 2022 

Certificate Registration Code: RA-COC-002413 

FSC® License Code: FSC-C014047 

Certificate Issue Number: IN-2017-1 

 

As a multi-site certificate, the activities and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certificate are performed by a 
network of participating sites.  

Additional details regarding the scope, including a full list of products, species, and participating sites are 
available at info.fsc.org. 

 

Laura Terrall, Director, Certification 

Rainforest Alliance 

233 Broadway, 28th Floor 

New York, NY 10279 USA 

Rainforest Alliance is an FSC accredited certifier FSC® A000520 

The validity of this certificate shall be verified on info.fsc.org. This certificate does not constitute evidence that a 

particular product supplied by the certificate holder is FSC certified and/or FSC Controlled Wood. Products 

offered, shipped or sold by the certificate holder can only be considered covered by the scope of this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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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森林砍伐风险的豆粕产品

蒙牛旗下爱养牛平台的主要豆粕供应商中粮国际宣布，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已实现对巴西大

豆重要产区“马托皮巴”所有直接采购大豆 100% 可追溯。中粮国际与世界银行成员国际金融公

司（IFC）利用卫星图像和地理数据，对供应商的农场进行地图绘制和动态监测，确保这些农场

符合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标准，包括不涉及森林砍伐和植被破坏问题、没有位于环境保护区、不侵

占土著人土地等。同时，中粮国际还对 1000 多名农民开展培训，以提高其农业种植能力，促进

当地可持续性农业的发展。

蒙牛的牧场使用豆粕，即大豆提取豆油后的副产品，作为奶牛的饲料。蒙牛鼓励豆粕供应商主动追溯大豆原

产地，优先采购无森林砍伐风险的大豆。

蒙牛部分产品使用棕榈油作为生产原料，2021 年，添加棕榈油的产品营收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约 1%。

蒙牛棕榈油供应商 100% 通过 RSPO11 认证。

2021 年蒙牛采购的纸

质 包 装 约 200 亿 包， 

FSC 认证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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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
蒙牛致力于发展可持续农业，通过提升动物福利和开展可再生农业管理，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保障更优质的奶源。

动物福利标准体系建设

2021 年，蒙牛联合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等单位，参编并发布了国内首部《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奶牛》团体标准。该

标准秉持“科学地善待动物、减少动物痛苦和应激反应、提供动物适宜的生长环境和营养、提高动物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

理念，提供了奶牛在养殖、运输、淘汰全过程的动物福利指导范本。

此外，我们还根据 2020 年编写发布的《牧场奶牛福利推广实施体系》，重点开展奶牛福利健康养殖行动，聚焦改善奶

牛精准营养、围产管理、青贮行动、应激防控等工作，并面向全国合作牧场推广使用。该体系围绕奶牛养殖全环节，对

奶牛“心理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行为福利、生理福利”五大福利的需求、标准操作程序、评估和改善进行了详

尽阐述，旨在提升奶业同行的动物福利意识和管理水平。

《牧场奶牛福利推广实施体系》五大福利
心理福利 行为福利 环境福利 卫生福利 生理福利

生活无恐惧感和悲伤感 表达天性 生活舒适 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 免受饥渴

· 分群管理

· 挤奶管理

· 繁育程序

· 接产程序

· 犊牛饲养程序

· 粪尿清理

· 卧床维护

· 舒适度管理

· 新产牛护理

· 保健

淡 水、 饲 草 料 来 源

及存储

饮水管理

全混合日粮（TMR） 

制作

TMR 投喂

料槽管理

·

·

·

·

·

蒙牛持续深耕动物福利体系的实践与推广。我们借助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奶牛金钥匙”技术专家团队，打造区域福

利养殖标杆示范场，带动行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现代牧业打造动物福利示范牧场

中国圣牧积极保障奶牛福利

现代牧业高度重视动物福利，要求

饲喂与饮水、牛舍与设施、日常管

理、各阶段牛群特定管理、人员要

求、临床兽医管理、运输、伤亡或

淘汰牛、记录与可追溯 9 个模块均

符合动物福利要求。现代牧业在动

物福利方面受到了外界极高的评价

与认可。

蒙牛旗下中国圣牧在乌兰布和沙漠腹地修建 19 座有机牧场，饲养近 10 万头有机奶牛。中国圣牧为奶牛提供

有机饲料和矿物质水，保证饮食、饮水，并配有专业营养师、保健医生构成的保障团队，保证奶牛产奶全程

健康舒适。为了提高动物福利，中国圣牧旗下牧场全部配备运动场、沙垫、风扇、牛体刷、御寒服、防风栏、

照明设备、喷淋系统等，保障奶牛良好的生存环境。

动物福利
我们相信，让奶牛健康地生长是产出优质奶源的根本。作为行业龙头，我们积极推进动物福利标准体系建设，规范合作

牧场严格兽药的使用，并推动合作牧场持续提升奶牛福利水平。

88 89董事会声明 企业文化 2021 亮点绩效总裁致辞 关于蒙牛 蒙牛 GREEN 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的公司治理 共同富裕的乳业责任 环境友好的绿色生产 负责任的产业生态圈 营养普惠的卓越产品 附录



兽药使用管控

蒙牛秉持“减量无抗”的兽药使用原则，严格遵守《动物防疫法》，制定《蒙牛兽用抗微生物药物使用承诺》，建立完

善的兽药使用管理体系。

牧场兽药管理三大原则

牧场兽药管理五大措施

兽药采购

兽医管理

奶牛管理

溯源管理

原奶管理

所采购兽药必须为合规兽药，所有采购兽药入库必须进行登记。

兽医必须具备从业资质，并签订《质量安全保证承诺书》，承诺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等规范用药。

用药牛须进行差异化标识并单独隔离，严格按照兽药说明执行弃奶期（休药期），

待弃奶期结束后进行兽药残留检测。

牧场须建立完善的兽药出入库清单，对兽药进行分类存放，并派驻专人进行管理。

对当日采集奶源进行兽药残留实验室监测，对不合格原奶实施无害化处理。

严格禁用国内外禁用的药品，并将禁用名录张贴到合作牧场；

限制使用国内外有限量要求但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风险的兽药，

不断寻找替代药品，并以逐步停止使用为目标；

规范使用其它类兽药，严格遵循产品标签及说明书，包括使用

动物对象、适应症、用法和用量、休药期等。

2021 年，蒙牛开展了兽用抗菌药专项管控行动，制定牧场用药流程规范，引导牧场“少用药、用好药、规范用药”。同时，

我们开展兽药用药培训，有效指导牧场科学规范地使用兽药。此类培训共计开展 360 余场，覆盖 5,500 余人次。此外，

我们持续推进牧场抗菌药的减量化行动，指导 14 个合作牧场获得“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试点达标养殖场”称号。

可再生农业管理
蒙牛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大力倡导生态牧场建设，积极推动牧场循环利用自然资源，探索并实践可再

生农业。

蒙牛要求原奶供应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重视保护牧场周边生态环境，以实现牧场与自然和谐发展。

我们制定了《供奶方准入审评细则》，将环保要求融入牧场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在牧场认证、选择、审核、绩效管理

及饲料选择等环节明确环保要求。同时，我们对所有合作牧场提出最大程度减少地下水及牧场周边土壤污染的要求。

粪污资源化利用是可再生农业探索的重要环节。蒙牛引导牧场有效利用奶牛粪污，不仅有效减少牧场使用人工化肥，同

时还减少粪污排放，改善牧场所在地土壤健康。

2021 年，蒙牛持续引导合作牧场开展粪肥资源化利用。我们联合国内外顶尖企业、高校等机构，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方法，

形成 4 套粪污处理方案，如：推广集装箱式、槽式发酵系统，生鲜牛粪经干湿分离直接发酵后，沼渣用作牛床垫料、有

机肥原料等。此外，我们积极引导牧场进行相关设施建设，或委托第三方专业公司代为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同时，我们大力倡导农民使用粪肥，形成合力支持牧场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局面。

蒙牛还不断鼓励牧场对水资源加强循环利用，指导牧场科学用水，减少水资源浪费。

中国圣牧多措并举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

蒙牛旗下中国圣牧在乌兰布和沙漠中建设 33 座牧场，养殖 11 万头奶牛，年产 60 万吨原奶，建成 11 座蓄水池，

9 座有机粪肥发酵厂，1 座生物有机肥加工厂。

圣牧主张善待自然，依托“种养结合”的产业优势，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升级改造基础设施，将奶牛养殖过

程中产生的粪污进行系统化处理，依照土地最大承载能力，无害化还田，实现粪污资源高效、合理、可持续

利用，同时有利于恢复已退化的土壤，改善土壤健康。2021 年，公司实现有机肥料还田 22 万亩，约减少

750 万吨化肥使用量。

蒙牛积极整合行业资源，开展 60 余场线上或线下培训，鼓励牧场配置循环水系统和智能喷淋系统等；

采用氧化塘上清液冲洗挤奶厅、待挤厅、走牛通道等地面，实现水资源循环使用；

通过智能喷淋系统的安装，指导牧场科学用水，减少水资源浪费。

蒙牛牧场节水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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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蒙牛践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部分，我们通过开展森林保护行动、践行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生物多样

性共识，推动实现“予自然 共绽放”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愿景。

森林保护行动

生物多样性保护

蒙牛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地方相关政策中的森林保护

条例规定，坚决制止乱砍伐森林资源行为，积极保护森林资源。2021 年，蒙牛所管建设用地均不涉及森林砍伐风险。

蒙牛对标联合国《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草案）》，于 2021 年正式发布《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生物多样性

报告》，并提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愿景”“三大路径”“五项行动”和“八大承诺”，形成“1-3-5-8”战略体系，

全面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蒙牛在采购过程中坚持原材料绿色采购，推动供应商进行可持续采购认证，详见“原材料绿色采购”部分。

中国圣牧沙漠治理效果显著

蒙牛旗下中国圣牧坚持“宜草则草、宜林则林”的理念，构建系统化治沙产业体系，打造“乔木、灌木、牧草”

结合的立体生态系统，将大树作为一级防护，乔木和灌木作为二三级防护，全面防风固沙，减少土地沙化，

沙漠气候显著改善。截至 2021 年底，圣牧在乌兰察布和沙漠里先后种植沙生 9,700 多万棵，改造沙漠面积

41 万亩，降水量由 80 mm/ 年变为 320 mm/ 年，降水量增加 30.36%。沙漠辐射量较 80 年代减少 40%-

45%，沙尘量减少 80%-90%，平均风速减少 21.42%。

一个愿景

五项行动

三大路径
予自然 共绽放

From the nature For the future

1) 努力降低生物多样性威胁

2)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

3) 促进生物多样性共识

蒙牛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生产、包装、储运全过程，

严格治理工业“三废”，遵循 3U 节水策略、5R 绿

色包材原则，尽可能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

功能的影响。

蒙牛积极探索碳中和路径，面向工厂、牧场等开展碳排查、

碳减排，进行系统化能源管理，努力减缓气候变化对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蒙牛建设生态牧场、智慧牧场，开展优质牧草技术攻关，

保障奶牛福利，提高生产系统的生产力和复原力，努力

实现对生物多样性资源进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施“以

养定种、种养结合、草畜配套、草企结合”的发展战略，

积极探索高产优质苜蓿草种植及产业发展新模式。

蒙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打造可持续乳制品供应链，倡导绿色消费理念，鼓励员工、

社区居民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益志愿活动，凝聚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共识。

实施奶源地生态保育养护

践行环境友好的绿色生产

促进全产业链迈向碳中和

开展可持续的种植与养殖

促进相关方达成生物多样性共识

自 2009 年以来，蒙牛旗下的中国圣牧在乌兰布和

沙漠缔造全球首创沙草全程有机循环产业链，大规

模地开发出“防风固沙、种草养牛、牛粪还田”的

循环经济模式，将千年荒漠变为有机净土和奶源圣

地，有效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八大承诺

· 采取积极行动，促进合作牧场生态系统恢复；

· 所有运营点均得到有效和公平的生态养护；

· 减少废水、废气、废渣等各种来源的污染；

·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促进农牧业生产力提升；

· 打造可持续乳制品供应链，降低上游生物多样性风险；

· 倡导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减少食物浪费；

· 携手利益相关方强化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此外，蒙牛携手员工、合作伙伴、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以提高员工与社会公众对生物多样

性的理解与认知，促进消费者提升绿色消费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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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禁喂海洋 守护健康”净滩活动 蒙牛旗下贝拉米和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开展“蓝色星球”公益项目

蒙牛武汉工厂开设 ESG 可持续发展参观专区

“零废弃日”公益活动

我们连续多年号召全国员工在“国际海

滩清洁日”参与净滩活动，通过捡拾河岸、

海岸垃圾，共同守护河流与海洋。2021

年，蒙牛 822 名青年员工参与到净滩环

保活动中，共捡拾约 1,997 千克河滩垃

圾，清洁面积达 21 万平方米。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

大会第十五次会议 COP15 召开期间，

蒙牛旗下贝拉米携手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发起“蓝色星球” 公益项目。

该活动旨在鼓励全民关注与保护生

物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好愿景。

贝拉米将通过“蓝色星球”系列项目，

在中国和澳洲同步推进保护生物多

样性宣教活动。在中国，贝拉米将

联合环基会，在北京、上海、广东、

云南四个地区落地生态学习基地，利

用当地动植物园、森林公园、有机

农场等自然生态场所，创建生物多

样性保护科普基地。从生物多样性

保护启蒙教育到儿童实践户外课堂，

带领孩子和家庭走进大自然，在实践

中寓教于乐，感受生物的多样魅力。

在澳洲，贝拉米将以其有机农场和

牧场为社会实践场所，带孩子们进

行有机生态环境科普教育。

蒙牛武汉新工厂在游客参观区域设

立 ESG 可持续发展专区，旨在面向

消费者宣传减少食物浪费、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可持续发展理念。2021

年，参观人次共计 5,043 人次。

蒙牛员工志愿参加第四届“零废弃日”公益活动，以多种形式践行“低碳”可持续生活方式，降低塑料垃

圾污染，减少碳排放。

蒙牛 2021 年净滩环保活动

将废弃杯子做成摆件

回收牙膏皮

用废弃的盖膜制作条幅

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活动启动仪式

贝拉米澳洲有机牧场

贝拉米澳洲有机农场

孩子们参观武汉工厂 ESG 可持续发展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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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普惠的卓越产品
蒙牛致力于为全球消费者提供营养、健康、美味的乳制品，以卓越的产品营养二十亿消费者。在 GREEN

战略指引下，设定营养健康、优质服务、卓越品质三个议题，旨在回应丰富多样的健康消费需求，提供更

普惠的营养，守护更美好的生活。

发布《蒙牛营养健康政策（2021-2025）》，全面推进营养健康工作。

推出新品 80+ 款，持续打造多种有机、低脂、低糖、功能强化、减少人工成份及小份量产品。

开展“健康中国 儿童营养关爱公益行”校园活动，覆盖 2,000+ 名师生及家长。

开展乳品营养知识培训，赋能 20,000+ 名销售、促销员和新零售业务工作人员。

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年度新增授权专利 185 项、生效著作权登记 47 件、生效商标总量 4,578 件。

100% 工厂通过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100% 乳制品工厂通过 HACCP 认证。

八大品类产品获食品欧盟标准认证。

建设产品质量追溯信息系统，覆盖全产业链 8 个工序、16 个环节，实现产业链关键质量追溯信

息 100% 覆盖。

举办“我和消费者在一起”消费者日活动，参与人数 40,000+，活动场次 100+，收集消费者谏

言 180,000+。

年度负责任营销相关普法培训合计约 40+ 场 / 次，累计受众 7,000+ 人次。

2021 重大成果 

本章所响应的 SDGs 

·营养健康

·卓越品质

·优质服务



   

营养健康

健康产品
蒙牛致力于研发和生产更营养、更健康的产品，倡导合理膳食消费，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公司支持“三

减三健”全民健康专项行动，推行营养健康计划，以开展营养健康研究、提高相关标准为基础，不断拓宽产品品类并推

出有机、低脂、低糖、减少人工成分、植物基、强化营养成分及小份量的各类产品，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营养乳制品。

注：

a) 营养健康产品营收占比指营养健康产品收入占蒙牛主营收入的比例。

b) 低钠、低脂产品标准符合《GB 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c) 低或无人工添加成分产品指比未添加或比普通食品产品减少添加人工添加剂、色素、阿斯巴甜及其他受争议添加剂的产品。

d) 强化营养成分的产品指相较普通产品，额外添加营养成分的产品。

蒙牛持续提供更多创新产品，不断提高产品健康属性及投入，力求满足各类人群的营养健康

需求。2021 年 6 月，蒙牛发布《蒙牛营养健康政策（2021-2025）》，全面推进营养健康工

作，打造世界一流的营养健康品牌形象。

特仑苏沙漠有机纯牛奶

源自专属沙漠绿洲牧场，每 100ml 牛奶含有

4.00g 天然优质乳蛋白，130mg 原生高钙，

中国与欧盟有机双认证

冠益乳 0 蔗糖利乐冠

100% 生牛乳发酵，每 100ml 富含 3.00g 蛋白

质，每 100g 富含 10 亿 CFU BB-12 益生菌

新养道 0 乳糖低脂牛奶

EHT 酶 水 解 技 术，0 乳 糖， 脂 肪 减 少

50%

每日鲜语优护 A2β- 酪蛋白鲜牛奶

源自 GAP 依据牧场认证牧场 A2 型奶牛，

含纯正 A2β- 酪蛋白，欧盟标准

甄酸奶

减 42% 白砂糖，每瓶酸奶增加 3.20g 膳食纤

维

优益 C - 低糖高钙

富含 500 亿活的益生菌，低糖、0 脂肪，

添加钙和维生素 D，助力骨骼健康

蒙牛 0 蔗糖风味酸奶

生牛乳发酵，每杯含有 1 亿活性乳酸菌，

0 蔗糖

圣牧有机

100% 产自有机原奶，中国与欧盟有机

双认证，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等

每日鲜语 4.0 鲜牛奶

4.00g 高蛋白，130mg 原生高钙，优于

欧盟标准

液态奶

贝拉米有机儿童成长奶粉

添加 “活性”乳铁蛋白、 FOS 益生元、 β-

葡 聚 糖， 每 100 克 奶 粉 含 有 1,300 毫 克 钙

和 50mg 乳铁蛋白承诺 8 大零添加，新西兰

AsureQuality 有机认证和中国万泰有机认证

悠瑞成人奶粉

0 白砂糖，添加高膳食纤维——菊粉、

多聚果糖。采用先进的缓慢消化醣质配

方，属低 GI 食品，可有效稳定血糖水平

M8 奶粉

添加母乳来源乳双歧杆菌 Probio-M8，

改善肠道健康，促进营养吸收，增强免

疫力

奶粉

2021 年营养健康产品营收占比数据：

50%

6%

90%

35%

15%55%

95%

纯牛奶及鲜牛奶

营收占比高于

有机产品

营收占比高于

低钠产品

营收占比高于

强化营养成分的产品

营收高于

低脂产品

营收占比高于

不人为添加蔗糖及减少蔗糖

添加的产品营收占比高于

低或无人工添加成分产品

营收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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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多麦

植物基饮料，高营养、富含膳

食纤维、属低 GI 食品

爱氏晨曦有机奶酪棒

全球首款有机奶酪棒，甄选进口三重有机认

证奶油干酪，51% 干酪含量，高钙源自乳钙，

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

优益 C 活菌泡泡

活性益生菌气泡饮料，行业首创

爱氏晨曦奶酪甜点

0 蔗糖甜点，美味无负担

蒙牛高钙奶酪棒

6 倍牛奶钙，运用甜苷酶解技术，

减糖减钠，美味更健康

奶酪及
其它乳

制品

其他

小份量产品
致力于小包装产品的研发，避免因一次性食用

不完造成的浪费。开发多款容量低于 220g 的

产品，如小优益 C 乳饮料、纯甄草莓果粒风味

酸奶、未来星学生饮用奶、阿慕乐系列、海底

捞系列等。

营养教育
营养教育是解决公众营养健康问题最根本、最经济、最有效的策略和措施。蒙牛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进行基础营养、人群营养及乳品科学营养知识教育及传播，提升全民营养健康知识水平。

2021 年，蒙牛与通辽市人民政府、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

会联合举办第二届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发展大会，三方共同启

动了学生营养普惠食育基地共建项目，促进食育研究成果真正

服务学生、学校、家庭，助力营养健康行业的持续性发展，早

日实现健康强国的共同愿景。

2021 年，蒙牛各工厂邀请当地政企人员、大学生、青少年等群体参观体验，了解学习乳制品知识。

2021 年 6 月开始，蒙牛联合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共同主办“健康中国 儿童营养关爱公

益行”校园活动。通过现场讲解牛奶与酸奶的营养健康秘密，让孩子们拓宽营养知识，也认识到饮用乳制品的益

处。2021 年累计在天津、武汉、平顶山等地开展活动 7 场，覆盖 2,000 多名师生及家长。

第二届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发展大会

蒙牛工厂公益课堂

蒙牛“健康中国 儿童营养关爱公益行”校园活动

蒂兰圣雪车厘子牛乳冰淇淋

以生牛乳为主要配料，添加胶原蛋白肽和车

厘子果肉

冰 + 海盐柠檬口味雪泥

甄选柠檬果酱，含维生素 C

蒂兰圣雪高蛋白咖啡口味低脂冰淇淋

蛋白质含量＞ 7%，低脂＜ 3%，添加哥

伦比亚冷冻干燥速溶咖啡粉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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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早期有机饮
食对婴幼儿健康的
影响研究”项目

生产工厂环境微生
物监控计划（EMP）

乳制品营养健康
趋势报告

益生菌产品健康益
处功效验证实验

内蒙古自治区
2021 年高质量标
准体系建设项目 -
乳品营养标准体系

《益生菌术语》
团体标准

酸奶对我国儿童
健康的影响

与清华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合作，预期通过临床干预研究，主要考察生命早期 0-8

月龄婴幼儿食用有机食品和非有机食品（奶粉 + 辅食）对婴幼儿肠道、免疫和神经心

理发育方面的影响。目前，该临床喂养项目已获得伦理批件，确定 3 个临床研究点。

2021 年质量改善项目—生产工厂环境微生物监控计划（EMP）项目在低温、冰品、奶粉、

奶酪 4 个试点工厂全面启动。蒙牛在国内率先推广实施 EMP 覆盖全集团各工厂，量

身打造特色环境微生物监控计划。

联合中国营养学会营养健康研究院出具《2021 年乳制品营养健康趋势报告》，聚焦

乳制品创新趋势与研究热点，通过提出切实可行的技术与产品创新升级方案，推动产

业发展和行业认知提升。

针对肥胖、糖尿病及过敏人群，联合中国农业大学与内蒙古农业大学，开展益生菌产

品健康益处功效验证实验，确定副干酪乳杆菌 PC-01，乳双歧杆菌 MN-Gup 在改善

过敏、糖尿病及肥胖方面的功效。

通过对国际组织 FAO、WHO、CAC 和主要发达国家及地区（欧盟、澳新、美国、日

本和新加坡等国家）的食品营养健康法规标准体系研究，分析中国目前食品（含乳品）

相关营养健康标准，输出乳品营养标准体系研究报告和乳品营养健康标准文本研制。

建立益生菌相关术语的标准定义，为益生菌及其功能和用途提供参考标准。

评价酸奶的摄入对我国儿童健康的影响，对于儿童免疫、促进骨骼发育研究有明显

帮助。

>

>

>

>

>

>

>

营养研究
蒙牛注重科研创新，与国内外科研院校合作，持续深入开展营养研究。目前，蒙牛已建成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科技研究

院暨高智能化生产基地”，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江南大学等 16 家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建

立了 1 座海外研发中心， 拥有全球超过 30 个研发合作伙伴。2021 年，蒙牛分别与中国农业大学和江南大学开展合作项目，

主要涉及油脂、蛋白及益生菌等领域。

2021 年，蒙牛打造全面系统的乳品营养知识体系，联合公司内外的营养专家，以 6 大营养课件体系、3 本书籍、6 个版

权，赋能员工和经销商，从而触达消费者，更广泛地开展营养教育。

蒙牛产品研发人员深入一线，以乳品营养

知识赋能 20,000 多名销售、促销员和新零

售业务工作人员。让一线销售更懂营养，

更懂产品，进而将科学系统的营养知识传

播给消费者。

员工及经销商乳品营养知识赋能

粤海大区营养知识赋能培训

蒙牛 2021 年营养研究项目及课题

中国母乳化蛋白
体系研究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
点研发专项课题“新
一代婴幼儿乳制品
和乳基特殊医学用
途食品的创制”

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在蒙牛中国 8 城市母乳研究的基础上，创建中国母乳蛋白质数

据库，分析中国不同地区和不同泌乳阶段母乳蛋白质和氨基酸数据，创建婴儿配方粉

母乳化蛋白 1.0 评分模式及评价系统，优化婴儿配方奶粉蛋白质和氨基酸组成，并建

立动物评价模型开展中国母乳化蛋白和氨基酸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喂养评价。

以欧世蒙牛为主体参加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专项《基于我国母乳组分的特需乳制品创

制及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项目，承担课题 5“新一代婴幼儿乳制品和乳基特殊医学用

途食品的创制”（2017YFD0400605）研究工作，研究开发了添加乳脂肪球膜等功能

组分和优化氨基酸配方的牛乳基婴幼儿配方奶粉和羊乳基婴幼儿配方奶粉，通过动物

研究验证了其对肠道微生态和肠道发育的健康益处，并在内蒙古、山东、广西开展了

婴儿临床喂养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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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品质

质量管控
蒙牛始终秉承“消费者第一、第一、第一”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向消费者呈现世界品质的完美产品。

集团持续完善 4Q 质量管理体系，不断深入推进质量管理有效性工作开展，对业务单位质量保障能力的测量和质量管理

水平进行客观评价，识别质量管理活动的改进机会，传递质量理念，推动和提升全员质量安全意识。

蒙牛建立完善的 4Q 质量管理体系，以科学严格的质量管理标准，开展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控，为消费者提供

质量卓越的“完美产品”。目前，蒙牛八大品类产品在国内率先通过食品欧盟标准认证。

产品生命周期质量保障
公司更新安全质量管理政策制度，包括原辅料质量管理、原辅料供应商质量管理、牧场质量安全管理、安全质量绩效管理、

产品追溯管理、外设仓库管理、经销商准入管理等政策共 19 份。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蒙牛旗下工厂 100% 通过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所有乳制品工厂 100% 通过 HACCP 

认证，总计获得 179 个认证。

2021 年，蒙牛启动体系一致性项目，以国际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为基准，以国际食品企业为标杆，多维度、多角度审视

集团 4Q 管理体系，寻找改进机会点，持续夯实 4Q 质量管理体系，旨在将质量体系中的每一项要求落实到基层业务过

程中，提升全产业链质量管理水平。

2021 年 11 月 3 日，蒙牛参与的“奶及奶制品安全控制与质量提升关键

技术”项目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代表蒙

牛近几年质量安全和品质提升工作获得了各界高度认可。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知识产权保护
蒙牛通过建立知识产权体系、打造具有蒙牛特

色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形成以高价值品牌创

新为导向、数智化技术平台为支撑的知识产权

创造“导航机制”，形成立体协同保护自身、

动态及时预警同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护航机制”，

海外市场拓展目的国法律环境分析、知识产权

“远航机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业务部门

充分协同、引导各部门发挥多种类型知识产权

组合效应的知识产权管理“领航机制”，将蒙

牛集团建设成以世界知名商标品牌、行业领先

专利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国际知识产权知名

企业。2021 年蒙牛日常审核商标业务共 6,469

件、包装广告审核共 1,072 件、版权登记 26 件。

278 1851,223

2021 年新申请专利 2021 年新增授权专利截至 2021 年底

拥有有效专利

项 项 项

蒙牛于 2021 年修订《广告宣传审查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办法》, 制定《商标管理制度》、《商业秘密

管理制度》、《纠纷管理制度》、《著作权管理制度》、《境外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及《字号管理制度》。

《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办法》对蒙牛集团知识产权管理进行原则性规定，并对公司商标、专利、著作权的保护规定了具体

流程和方式，以便及时申请注册保护知识产权成果，防止发生侵权行为。《广告语、商标审查备案制度》主要规定了集

团广告语及商品的具体审查标准、管理流程和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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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与食品安全文化
为了加强质量文化宣传，赋能全体员工，2021 年，公司面向全员开展质量安全相关培训共 353 场次。同时，公司在“值

得”网络学习平台搭建安全质量课程体系，包括 10 门通用课程、197 门专业课程、635 门专业课程，经由岗位学习地图，

由系统推送至 7,000+ 安全质量技术人员学习。

蒙牛创新性引入 BRCGS 卓越食品安全文化全球评估工具（高阶

版），开展食品安全文化评价。选取常温和林四厂、低温北京工厂、

冰品焦作工厂、鲜奶马鞍山工厂、奶酪和林工厂作为首批五个

试点工厂开展评估，评估结果超全球同行业平均水平，其中常

温和林四厂、鲜奶马鞍山工厂拿到国际最高等级 A+ 级。

蒙牛对原辅料及供应商进行双层审核严格准入，严格高风险项的准入；对到厂的每批原辅料执行严格检测，对到

厂原辅料实施权威机构的全项指标验证，从供应商到工厂的原辅料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并进行质量控制；

利用质量平台大数据实现不合格物料风险预警，并实施专项改善，对现有的供应商实施日常质量评审识别短板，

促动供应商质量改善；通过供应商质量绩效管理推动供应商持续优化；与供应商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并形

成供应商退出及质量黑名单机制，逐步健全采供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体系。

蒙牛对标国际一流管理方法，以十大原料品类之一的油脂类原料为试点，推行原料前置管理流程。公司组建集团

专家组，组织事业部专家，针对风险识别、评估方法开展四步专家组会议，获取改进点，确定实施方案。

2021 年，公司对标行业及相关法律法规，梳理完善产业链关键追溯信息，形成产品追溯信息标准，固化追溯信

息来源，追溯信息覆盖全产业链 8 个工序、16 个环节，实现产业链关键质量追溯信息 100% 覆盖；借助 SAP、

LIMS 等信息化系统，建立蒙牛质量追溯信息化系统，并通过集团、事业部和工厂三级联动，从策划、承接和执

行三个维度，定期进行产品追溯有效性三级验证。公司产品可 100% 追溯到原奶产地。

蒙牛为规范产品召回工作流程，减少和避免不安全产品的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结合国家《食品

召回管理办法》，建立《蒙牛集团产品召回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蒙牛产品召回机制。要求各部门在获知产品为

不安全产品时，应立即停止销售，并主动召回相关不安全产品。根据不安全产品的危害程度和紧急程度，对召回

分三级管控，保证快速响应，明确召回启动流程、信息传递、召回实施流程以及后续的分析与改进要求，同时要

求一级召回应每日形成书面报告；二级召回至少每 5 个工作日形成书面报告；三级召回应至少每 10 个工作日形

成书面报告。2021 年，蒙牛未发生产品召回事件。

采供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

    试点推行原料前置管理： 

    产品追溯管理机制：

8 16

追溯信息覆盖全产业链 2021 年，蒙牛

未发生 产品召回事件
个工序 个环节

2021 年，蒙牛开展食品欧盟标准产品认证，覆盖灭菌乳、

调制乳、发酵乳、巴氏杀菌乳、含乳 / 风味饮料、冷冻饮品、

婴幼儿配方乳品、再制干酪八大品类，认证产品均通过

评估，达欧盟标准。

2021 年度，公司发布贯穿新品全过程质量活动的工作路线图、指南及使用工具。质量设计系统应用于全部新品

并得到持续优化。

八大品类产品获食品欧盟标准认证

质量设计系统应用与培训

质量设计系统员工培训照片

欧盟产品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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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风险是 2021 年度蒙牛“N+10”重大风险之一。基于整体风险管控框架，公司

围绕 0 失陷、0 泄露、0 损坏目标，构建以人为核心的安全架构及管控体系，在终端安全

全覆盖基础上，推进定密文档加密传输，保障数据分层分级的高效传输，严守安全合规红

线，从流程到系统构建 IT 规范作业体系，保障公司信息安全。

为提高公司重要业务系统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规范和加强重要业务系统的报告

管理工作，及时掌握和评估重要业务系统有关情况，协调组织力量进行事件的应急响应处

理，降低重要业务系统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蒙牛成立应急指挥组管理机构，应急指挥组

下设立应急监测组、应急分析组、应急处置组、应急联络组、外部协作组，形成集团整体

应急管理体系。应急保障工作坚持预防为主、加强监控，统一指挥、分级负责，统筹安排、

重点保障，严密组织、密切协同，快速反应、保障有力的原则。2021 年，公司更新制定

重要系统、网络、网站、数据、通信、及基础设施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与处置预案。

信息保护

蒙牛重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认真对待和处理消费者投诉，努力

保障消费者的隐私与信息安全。

公司设立独立部门进行投诉受理和处置，消费者可通过电话、微博、微信和邮件等渠道进行投诉。我们依据《顾客反馈

管理制度》进行信息受理、分类、解答、传递和追踪，投诉处理责任人在接到投诉信息后限定时间内联系消费者，并按

时完成投诉处理。2021 年，公司共接到投诉 31,654 起。其中质量相关投诉为 21,066 起，服务相关投诉为 9,565 起，

除质量、服务相关的其他类型投诉 1,023 起，投诉办结率 100%。

消费者服务

40,000+ 100+ 180,000+

参与人数

2021 年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期间，蒙牛举办“我和消费者在一起”消费者日活动，

举办活动 收集谏言并跟踪改进

起 场次

同时，蒙牛结合国家营养健康标准建设和蒙牛业务自身发展情况，推动各事业部合理使用预包装食品包装正面标识

（FOP），确保合规的营养健康声称，并推广使用产品清洁标签，帮助消费者更快速地识别挑选营养健康产品。

我们认为，向消费者提供科学准确的营养健康信息是解决不良膳食问题的基础，因

此蒙牛致力于通过推动准确的产品营养宣传，帮助消费者科学合理地选择产品、健

康饮食。

蒙牛制定《广告语、商标审查备案制度》《产品声称管理制度》《蒙牛集团负责任营销业务原则》等文件规范广告、

营销行为。对于母乳代用品，严格要求营销方式符合《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及《中国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

相关声明。2021 年，公司对《广告宣传审查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负责任营销

明确风险评估单实施制度及流程，明确风险等级意见与风险程度，规范集团风险评估单运转流程；

要求各事业部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符合自身市场业务环境的广宣审核管理制度；

新增考核标准，对违反本制度规定的行为将做出考核认定。

针对各事业部 20 余位法务人员人召开现场及线上培训，宣贯《广告宣传审查管理制度》，并就广告、商标、活动等基

础法律知识进行法律培训。另外，公司负责任营销相关普法培训合计约 40 余场 / 次，累计受众达 7,000 余人次。

蒙牛秉持“消费者第一第一第一”的核心价值观，致力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我们开展负责任营销、畅通消费沟通渠道、保护消费者隐私，努力让每一位消费者

能安心愉悦地享受健康美味的产品。

优质服务

条

0

0

0

失陷

泄露

损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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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及管治范畴与一般披露及关键绩效指标（KPI） 所在页码

环境

A1：

排放物

一般披露

有关废气及温室气体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有害及无害

废弃物的产生等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资料。

注：废气排放包括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其他受国家法律法

规及规例规管的污染物。

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合物、

全氟化碳及六氟化硫。

有害废弃物指国家规例所界定者。

P49-53、P59-60、P64-67、P70-

73

A1.1 排放物种类及相关排放数据 P113

A1.2
直接（范围 1）及能源间接（范围 2）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以

吨计算）及（如适用）密度（如以每产量单位、每项设施计算）。
P49、P113

A1.3
所产生有害废弃物总量（以吨计算）及（如适用）密度（如

以每产量单位、每项设施计算）。
P113

A1.4
所产生无害废弃物总量（以吨计算）及（如适用）密度（如

以每产量单位、每项设施计算）。
P113

A1.5 描述所订立的排放量目标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步骤。
P51-52、P59-60、P64-67、P70-

73

A1.6
描述处理有害及无害废弃物的方法，及描述所订立的减废目

标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步骤。
P64-67

A2：

资源使用

一般披露
有效使用资源（包括能源，水及其他原材料）的政策。

注：资源可用于生产、储存、运输、楼宇、电子设备等。
P61-64、P70-78

A2.1
按类型划分的直接及 / 或间接能源（如电，气或油）总耗量（以

千个千瓦时计算）及密度（如以每产量单位、每项设施计算）。
P113

A2.2 总耗水量及密度（如以每产量单位、每项设施计算）。 P114

A2.3
描述所订立的能源使用效益目标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

步骤。
P61-64

环境

A2：

资源使用

A2.4
描述求取适用水源上可有任何问题，以及所订立的用水效益

目标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步骤。
P70-73

A2.5
制成品所用包材料的总量（以吨计算）及（如适用）每生产

单位占量。
P114

A3：

环境及天然

资源

一般披露 减低发行人对环境及天然资源造成重大影响的政策 P59-67、P90-94

A3.1
描述业务活动对环境及天然资源的重大影响及已采取管理有

关影响的行动
P59-67、P90-94

A4：

气候变化

一般披露
识别及应对已经及可能会对发行人产生影响的重大气候相关

事宜的政策。
P54-58

A4.1
描述已经及可能会对发行人产生影响的重大气候相关事宜，

及应对行动。
P54-58

社会

B1：雇佣

一般披露

有关薪酬及解雇，招聘及晋升，工作时数，假期，平等机会，

多元化，反歧视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资料。

P31-38

B1.1
按性别、雇佣类型（如全职或兼职）、年龄组别及地区划分

的雇员总数。
P31-32

B1.2 按性别、年龄组别及地区划分的雇员流失比率。 P32

B2：

健康与安全

一般披露

有关提供安全工作环境及保障雇员避免职业性危害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资料。

P37-38

B2.1 过去三年（包括汇报年度）每年因工亡故的人数及比率。 P38

B2.2 因工伤损失工作日数 P38

B2.3 描述所采纳的职业健康与安全措施，以及相关执行及监察方法 P37-38

联交所 ESG 报告指引索引
环境、社会及管治范畴与一般披露及关键绩效指标（KPI） 所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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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B3：

发展及培训

一般披露

有关提升雇员履行工作职责的知识及技能的政策。描述培训

活动。

注：培训指职业培训，可包括由雇主付费的内外部课程。

P33-35

B3.1
按性别及雇员类别（如高级管理层、中级管理层）划分的受

训雇员百分比。
P35

B3.2 按性别及雇员类别划分，每名雇员完成受训的平均时数。 P35

B4：

劳工准则

一般披露

有关防止童工或强制劳工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资料。

P24、P31-32、P82

B4.1 描述检讨招聘惯例的措施以避免童工及强制劳工。 P31-32

B4.2 描述在发现违规情况时消除有关情况所采取的步骤。 P31-32

B5：

供应链管理

一般披露 管理供应链的环境及社会风险政策。 P81-84

B5.1 按地区划分的供应商数目。 P82

B5.2
描述有关聘用供货商的惯例，向其执行有关惯例的供货商数

目，以及相关执行及监察方法。
P81-84

B5.3
描述有关识别供应链每个环节的环境及社会风险的惯例，以

及相关执行及监察方法。
P81-84

B5.4
描述在拣选供货商时促使多用环保产品及服务的惯例，以及

相关执行及监察方法。
P85-86

B6：

产品责任

一般披露

有关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健康与安全，广告，标签及私隐事

宜以及补救方法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资料。

P97-108

B6.1
已售或已运送产品总数中因安全与健康理由而须回收的百分

比。
P106

B6.2 接获关于产品及服务的投诉数目以及应对方法。 P108

B6.3 描述与维护及保障知识产权有关的惯例。 P103

社会

B6：

产品责任

B6.4 描述质量检定过程及产品回收程序。 P106

B6.5 描述消费者资料保障及私隐政策，以及相关执行及监察方法。 P108

B7: 

反贪污

一般披露

有关防治贿赂，勒索，欺诈及洗黑钱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资料。

P23-28

B7.1
于汇报期内对发行人或其雇员提出并已审结的贪污诉讼案件

的数目及诉讼结果。
P25

B7.2 描述防范措施及举报程序，以及相关执行及监察方法。 P26

B7.3 描述向董事及员工提供的反贪污培训。 P27-28

B8:

社区投资

一般披露
有关以社区参与来了解营运所在社区需要和确保其业务活动

会考虑社区利益的政策。
P39-46

B8.1
专注贡献范畴（如教育、环境事宜、劳工需求、健康、文化、

体育）。
P39-46

B8.2 在专注范畴所动用资源（如金钱或时间）。 P39-46

环境、社会及管治范畴与一般披露及关键绩效指标（KPI） 所在页码环境、社会及管治范畴与一般披露及关键绩效指标（KPI） 所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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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021 年蒙牛环境关键绩效
指标 指标单位 2019 年数据 2020 年数据 2021 年数据

废气

废气排放总量 立方米 2,583,107,214.86 1,700,946,666.78 2,210,671,704.11

SO2 排放量 吨 123.20 35.90 150.30

NOx 排放量 吨 230.22 141.95 1,489.99

烟尘排放量 吨 121.91 25.96 238.57

废水

污水排放量 万吨 2,647.97 2,863.80 2,718.32

COD 排放量 吨 1,284.63 1,063.87 893.81

BOD 排放量 吨 —— 222.48 246.93

氨氮 吨 185.16 154.40 204.24

二氧化碳排放量 万吨 116.00 127.00 136.00

范畴一排放量 万吨 21.00 21.00 26.00

范畴二排放量 万吨 95.00 106.00 110.00

单吨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千克 / 吨 168.00 169.00 171.00

危险废弃物总量 吨 247.92 242.23 382.81

一般废弃物总量 吨 5,386.00 28,912.44 40,200.24

各区域电网用电量 千瓦时 799,627,013.44 848,749,516.09 816,797,963.40

耗煤量 吨 29,534.84 7502.82 0.00

汽油消耗量 升 13,855.00　 15,101.86　 11,196.38

柴油消耗量 升 25,332.00　 14,894.51　 55,124.81

外购蒸汽 吨 779,065.81　 880,833.12　 859,756.92

天然气消耗量
万标准立

方米
5,546.14　 6,811.11 　 7,188.65

太阳能发电量 万千瓦时　        483.16 　 466.05　 869.75

生物质能产汽量 吨　 320,200.00　 309,541.33　 289,575.22

指标 　 指标单位 2019 年数据 2020 年数据 2021 年数据

综合能源消耗量 吨标煤　 293,368.07　 316,061.06　 290,017.39

总用水量 吨　 28,375,521.00　 29,093,882.70 　 28,643,224.80

COD 减排量 吨　 49,575.42 44,710.65　 41,227.21

节水量 万吨
137.40（含社会节水

35.70 万吨）

201.10（含社会节水

46.80 万吨）

147.94（含社会节水

89.08 万吨）

中水回收率 % 7.99 7.63 9.68

包装

材料用量

内包包材 亿包　 213.00　 255.00 　 263.00

外包包材 亿包　 39.00　 23.00 23.50

其他 吨　 17,663.35　 14,029.66 　 12,332.50

计算方法说明：

1. 空气污染物换算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行业适用的排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试行）》

二氧化硫排放量核算公式为：PSO2 = Q×η×0.85×2×10

氮氧化物排放量核算公式为：PNOX = Q×μ

其中：PSO2 为二氧化硫排放量（千克）；Q 为燃料消耗量（吨）；η 为燃料含硫量（%）；

P NOX 为氮氧化物排放量（千克）；Q 为燃料消耗量（吨）；μ 为排污系数。

2. 综合能耗以《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2589-2020》为计算依据，由汽油、柴油、天然气、用电量、外购热力等能源

使用量直接换算得出。

3. 蒙牛集团温室气体盘查工作依据国际广泛认可的 WBCSD/WRI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IPCC 2006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指南 2019 修订版》标准及 ISO 14064-1 标准，通过计算活动数据和相应的排放因子来确定排放量。范围一排放定义为

工厂燃烧燃料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如自有锅炉、车辆等，涉及的直接能源包括天然气，柴油，汽油，液化石油气，

煤炭，沼气等；范围二排放定义为购入的电力和蒸汽所产生的的温室气体排放。覆盖蒙牛集团所有常温、低温、冰品、

鲜奶、奶粉、奶酪自营工厂实际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排放（* 蒙牛生产过程不涉及《京都协定书》

另外三种温室气体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其中，办公室及部分较小的销售 / 配送中心因为能源耗量及排

放量较小，未被纳入范围一、二的计算范围。计量方式符合中国《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2015）标准。GWP（全球变暖潜能值）和排放因子的选择参考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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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021 年蒙牛可持续发展关键绩效表

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营业收入（人民币亿元） 490.27 537.79 601.56 689.77 790.30 760.35 881.42

资产总额（人民币亿元） 506.53 491.24 581.38 664.57 785.37 801.46 981.01

利润（人民币亿元） 25.20 8.13 20.30 32.03 42.95 35.02 49.64

产能（万吨） 868 921 922 975 950 990 1,166

经济合同的履约比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签订《反商业贿赂合同》（%）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9.80

对不合格产品进行追溯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产品出厂质检合格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接受质量安全监测的

出厂产品批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产品运输、销售过程中因安全和健

康因素而回收的比例（%）
0 0 0 0 0 0 0

TMP 及青贮覆盖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机械化挤奶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原奶样品抽检合格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规模化、集约化牧场奶源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劳动合同签订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社会保险覆盖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体检及健康档案覆盖率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员工诉求回应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员工总数（人） 39,683 41,600 41,141 41,031 37,894 40,626 44,629

年人均培训时间（小时） 36.50 36.70 36.92 41.97 66.30 87.26 87.31

采购合同履约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消费者投诉建议回应率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对外公益总投入（万元） 510 1,050 1,969.90 2,500 4,000 76,000 4,584.50

纳税总额（亿元） 29.50 29.20 36.66 41.11 45.22 36.91 40.89

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节水量（万吨） 122.29 51.60 49.84 96.00 137.40 201.10 147.94

中水回用率（%） 10.55 11.38 9.85 7.18 7.99 7.63 9.68

COD 消减量（吨） 29,088.26 30,701.89 34,102.95 47,095.70 49,575.42 44,710.65　 41,227.21

固体废弃物合规处理率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经济绩效 社会绩效

环境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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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供应链管理

《蒙牛乳业采购物资质量管理制度》

《供应商行为准则（COC）》

《产品追溯管理制度》

《蒙牛责任供应链 ESG 风险清单》

《供应商黑名单管理制度》

《牧场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蒙牛奶源牧场标准化操作规程（SOP）》

《牧场运营技术指导手册》

《牧场奶牛福利推广实施体系》

《供奶方准入审评细则》

《商业伙伴合规行为准则》

《反商业贿赂合规承诺书》

《阳光协议》

《质量安全保证承诺书》

《食品安全承诺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B6 产品责任

《蒙牛营养健康政策（2021-2025）》

《蒙牛兽用抗微生物药物使用承诺》

《牧场奶牛福利推广实施体系》

《广告宣传审查管理制度》

《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办法》

《商标管理制度》

《商业秘密管理制度》

《纠纷管理制度》

《著作权管理制度》

《境外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字号管理制度》

《蒙牛集团产品召回管理制度》

《广告语、商标审查备案制度》

《产品声称管理制度》

《蒙牛集团负责任营销业务原则》

《顾客反馈管理制度》

《蒙牛集团反食品浪费指南》

《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生物多样性报告》

《动物防疫法》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

《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

《中国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

品营养标签通则》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外部法律法规内部制度一览表
ESG 指标 内部制度 遵守法规及规例

A1 排放物

《蒙牛环境保护手册》

《环境因素识别风险评价及其控制策划程序》

《蒙牛乳业固体废物环保管理制度》

《建设项目“三同时”管理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A2 资源使用 《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生物多样性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乳制品取水定额》

A3 环境及天然资源
《蒙牛环境保护手册》

《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生物多样性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A4 气候变化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B1 雇佣

《招聘管理制度》

《薪酬管理制度》

《福利管理制度》

《绩效体系管理手册》

《学习发展管理制度》

《女员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B2 健康与安全
《安全环保事故报告及处置管理制度》

《建设项目“三同时”管理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B3 发展及培训 《学习发展管理制度》

B4 劳工准则 《女员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世界人权宣言》

《国际人权公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国工会章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ESG 指标 内部制度 遵守法规及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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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反贪污

《合规管理规定》

《诚信合规手册》

《诚信合规承诺书》

《商业伙伴合规行为准则》

《反商业贿赂合规承诺书》

《阳光协议》

《反垄断合规承诺书》

《信访举报和问题线索处置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B8 社区投资

《蒙牛乳业乡村振兴工作方案》

《公益性捐赠管理制度》

《关于进一步规范蒙牛集团志愿服务活动的通

知》

《天生要强基金困难帮扶方案》

管治

《蒙牛集团可持续发展体系管理办法》

《蒙牛风险管理制度》

《蒙牛风险管理框架》

《集团风险管理手册》

《蒙牛集团反食品浪费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SG 指标 内部制度 遵守法规及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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