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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 平和堂携手
“麦田计划” 开展旧衣物回收活
动，开展4年来，有2608人参与活
动，并回收衣物、书籍59294件；

2008年8月，创立“真情壹基
金”， 公司全体职员每人每月捐
出壹元。

2008年10月，平和堂向湖南
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捐款3000
万日元。

2009年1月，平和堂前往天心
区坡子街八角亭社区， 慰问50多
户孤寡残疾五保户等困难家庭。

2009年3月起， 开展环保义
务教学， 迄今执教学校达23所，
教学人数达16875人。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县
地震发生后， 平和堂合计捐款
75839元。 工会已将此善款上交
中国红十字会。

2011年3月， 日本发生了历
史上最大的地震，公司党委和工
会共同向全体员工发出募捐倡
议，合计募集45083.7元。

2012年2月， 长沙第一社会
福利院授予平和堂义工志愿团
“慈善义举，爱心永存”的荣誉证
书。

传播公益，播种慈善。
本周开始，《尚品周刊》推出“公益”版块，希望社会各界朋友能够积极参与，或是提供相关
线索故事，我们一起将公益行动继续下去。
本栏目联系人：邓倩；联系方式：84329495

“做环保是企业应尽的义务”
平和堂副总经理杉田聪接受本报专访，宣讲企业环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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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正是植树造林
好时机。3月12日， 植树节，早
上9点，省科技馆，平和堂50名
员工，拿着铁锹，为那一株株
幼苗覆盖上“衣裳”。

其实，这样的公益活动平
和堂做了很多，定期看望孤残
儿童和老人， 环保义务教学、
旧衣物回收等，不胜枚举。

这些，都离不开平和堂日
籍副总经理杉田聪的引导和
支持。 ■记者 杨迪

合体的西装打领带， 从袖口到领口
扣得严严实实， 中国大街上常见的小平
头，日本人的严谨在51岁的杉田聪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湖南7年时间里，杉
田聪基本没在媒体上露过面， 更别说这
样的专访，平和堂6楼会客室，他正襟危
坐，双手交握，嘴角微露出一丝谨慎的笑
容，看上去像是“严阵以待”。

没错， 这是个严谨而又温柔的日本
男人。采访中，杉田聪说，他的休息时间
除了钓鱼、爬山，就是参与到湖南平和堂
组织的公益事业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散财，行
之有道。”稻盛和夫曾说：“这是利他之心的
回报。”

平和堂在环保事业上不灭的热情似乎
印证了这句话， 在环保事业开展得如火如
荼的同时， 平和堂始终屹立于长沙商圈第
一的位置。

“企业在大力提升销售额的同时，也是在
消费社会资源。”杉田聪说，所以做环保、公益
即是实践企业理念，也是尽到企业的义务。

“今后我们也会把平和堂的公益环保
事业一直进行下去， 同时扩大影响力和规
模，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杉田聪说。

“在日本，环保观念深入人心。”杉田
聪介绍。其实，在中国做公益、环保的企
业也不少，不过，捐款的较多。杉田聪说，
平和堂不只捐钱，而是会长期去做环保、
社会福利工作。“让他们能够开心的笑，
让他们快乐。”

2009年，平和堂联合日本人协会、湖
大志愿团进行湘江义务大清扫， 受到积
极响应，迄今有1680余人参与到活动中。

“虽然我们并不能把湘江沿岸都清
扫干净， 但能够让所有参加的人有我们
要爱护环境的意识， 所以培养人的环保
意识才是最关键的。”杉田聪说。

“公益环保是企业应尽义务” “培养环保意识是关键”

特仑苏有机奶：中国与国际农业交流的标本
2月 15日，特仑苏有机奶作为中国有机

乳业的唯一代表产品亮相第 23 届纽伦堡国
际有机产品博览会，成为中国展团最耀眼的
明星。此次纽伦堡国际有机产品博览会吸引
了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 2400 余家展商前来
参展，展出的有机产品将近 10 万种，其中，
由农业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率领的中
国有机产品国家代表团阵容强大、 形象突
出，受到了各国友人的瞩目和称赞。

【有机产业热遍欧美，中国企业厚积薄发】

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有机食品博览会上，
最活跃的依然是欧美品牌。 据记者了解，过
去的一年，全球有机产业创造了 590 亿美元
产值，美国和欧盟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 目
前欧洲有机种植已经覆盖 1000 万公顷———
最大有机产地为西班牙（150 万公顷），紧跟
其后的是意大利（100 万公顷），德国（99 万
公顷）和法国（85万公顷）。

作为亚洲的代表，中国的领导者企业看
到了这种趋势，特仑苏有机奶参与纽伦堡国
际有机产品博览会进行交流与合作，就是一
次经受国际标准的检阅。它不仅展示了中国
有机奶的国际品质，也凸显了中国有机农业
的国际地位。 笔者在现场看到，中国国家展
区面积近 400 平米， 展台设计别具匠心；中
国有机乳业的代表品牌———特仑苏有机奶
的展位，不时有国际专家、学者和记者流连
驻足、倾听、交流。

“特仑苏有机奶太棒了，很想去它所在
的中国牧场走走！”在会场，记者听到不少国
家的专家发出这样的赞叹，他们十分赞赏特
仑苏有机奶的全产业链理念，也对其管理模
式、认证体系表达了交流和借鉴的愿望。 一
位来自美国的农场主在参观了特仑苏有机
奶展位之后,为特仑苏有机奶乳牛饲料全程

无转基因感到惊讶和钦佩，而来自日本的一
位有机庄园主更是当场就表示将用特仑苏
有机奶作为庄园的有机乳品原料。

【特仑苏有机奶：代表中国的行业标杆】

在这次展会上，各国专家探讨最多的是
有机的品质、标准和认证。 以特仑苏有机奶
为例，专家普遍赞赏特仑苏有机奶专属有机
牧场的发展实践， 认为这是高于传统标准
的，应成为国际有机奶的参考标杆。

据了解，特仑苏有机奶由中国农业部下
属的中绿华夏有机认证中心进行全程跟踪
式一一对位认证， 在该中心的监管认证下，
特仑苏有机奶实现了从种植、饲养、畜牧管
理、生产、加工到运输环节的天然有机承诺。

在刚刚过去的 2011 年， 特仑苏有机奶
销售比去年同期增长 4 成，占国内有机奶份

额 6 成以上，以绝对性优势连续 4 年雄踞中
国有机乳业市场份额第一。这不仅显示出消
费者对其的高度认可，更意味着有一个庞大
的农业人群在其中受益， 他们分
散在山区、草原或农场，不仅为现
代人提供了更安全、 更天然的食
品， 还为当地经济稳步发展做出
了贡献。

【专属牧场：经受国际考验的硬资本】

特仑苏有机奶在完全符合有
机产品认证的同时， 更是实现了
全程无污染、无添加、无农药残留
及重金属残留的天然有机承诺。
特仑苏有机奶产自其专属有机牧
场，远离污染的封闭环境，沐浴海
拔千米的丰沛阳光， 汲取深层矿

物质水源滋养，有机的牧草与燕麦享受大自
然的恩宠，一切因循天道悠然枯荣。 奶牛乐
活其中，尽享生生不息的天然营养，万物和
谐共生。 这一切造就了特仑苏有机奶，其天
然优质乳蛋白含量高达 3.3克。 用“原生恩
赋，天然天成”描述其品质可谓实至名归。

如果说自然天成的特仑苏有机牧场是
大自然的恩赋， 那么全球顶级品牌的先进
设备， 则保证了在生产过程中牛奶营养成
分不流失。 身价高达数千万的生产线、瑞典
利乐灌装机、 比利时 AGV 自动导引车、日
本纸箱自动输送系统等设备均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这一切，成就了无可复制的特仑苏
有机奶。

这也就不难解释春节期间，各大商超特
仑苏有机奶热销甚至断货的原因， 可见，人
们在选择天然有机品质的乳品时，对特仑苏
有机奶情有独钟。 生产高品质乳制品、占据
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中国乳品企业的奋斗目
标，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家对中国
乳品企业提出的殷切希望，作为中国有机乳
业的领跑者，特仑苏有机奶正以稳步的发展
和优异的成绩实现着这一目标。

展会主办方 BioFach�销售拓展总裁（Thomas�Schlitt）莅临特仑苏展位。

由农业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率领的中国展团
齐聚一堂畅饮特仑苏有机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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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平和堂员工齐心协力种下树苗。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