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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力是书赞桉诺的天然使命，这得益于我们所种
植的树木给予我们的启发，以及可再生资源解决方
案对我们业务的驱动。

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尽管新冠疫情带来重重挑战，但

我们继续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创收的举措来扩大公司的

社会绩效，同时制定策略和指标，以系统和结构化的方

式解决贫困问题。

在一家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年轻企业里，如果没有勇气应

对这项重大的集体挑战——改变思维方式，上述举措都

不可能实现。在此过程中，稳健的公司治理帮助我们

的高级领导层进一步接受可持续发展理念，并愿意承担

更大的责任，从而使这些理念体现在了我们业务领域的

方方面面。年复一年，公司内部的良性循环反映了我们

在治理方面的进步，其中包括独立且日益多元化的董事

会。例如，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策略与创新委员

会主要由独立董事会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在各自的业务

领域具有巨大的市场参考价值并拥有不同的背景，目前

他们是书赞桉诺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他们从不同角度提

出新观点并指出发展趋势，帮助公司突破常规，放眼未

来，这极大地推动了公司在这十年中的发展。尽管多年

来治理一直是本公司的主要驱动力，但我们始终长期坚

持在各领域达到最高标准，并以此指导我们的所有业务

实践。上至董事会，下至一线运营人员均践行此承诺。

作为一家重视业务灵活性的公司，本报告所述的所有举

措都以我们的业务策略（包括考虑10至15年的长期愿

景）为基础，并以在短期内出色地交付成果为目标（详

见书赞桉诺一章）。我们的策略完全符合我们“树衍万

物”的承诺（Commitments to Renewing Life），因

为我们深知“大我于前，小我于后”，这些策略也符

合我们保持公司高效运作和盈利的一贯承诺。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依靠36,000名直接和间接员

工，他们致力于改变我们产品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最

重要的是，他们始终专注于与不同利益相关方创造和

分享价值。

我们将继续大力但稳步地投资于提升生产效率及发展

当前业务，同时秉承“树衍万物”的宗旨，探索新的

机遇，为所有人播种积极向好的未来。

David Feffer

书赞桉诺董事会主席

 寄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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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Sérgio Zacchi 近年来，全球低碳转型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目前正以

指数级速度加速，这需要人们以及公共和私人机构迅速

采取行动，并明确他们在这个紧迫的过程中所希望扮演

的角色。书赞桉诺选择参与立志为人类和地球建设一个

积极向好的世界的群体，并努力起到带头作用。为此，

公司决定让创新服务于可持续发展。创新力是书赞桉诺

的天然使命，这得益于我们所种植的树木给予我们的启

发，以及可再生资源解决方案对我们业务的驱动。

书赞桉诺在其所做的每件事上都追求创新。2021年，

公司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几步。例如，实行开发

生物质油（一种由桉树生物质制成的化石燃料替代品）

的策略，以及携手Spinnova合资建厂，利用桉木浆生

产纺织纤维。创新还体现在公司的投资策略上，例如塞

拉多（Cerrado）项目，该项目正逐渐成为生态设计和

地方发展的标杆，而书赞桉诺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可持续

发展挂钩债券发行人之一。

面对有史以来我们所面临的最复杂、最紧迫的全球问题

之一——气候危机，书赞桉诺公开承诺参与解决方案的

实施，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

方大会（COP26）上表态支持将碳成本纳入全球经济。

此外，作为木浆和造纸行业的全球领先企业，我们深知

我们可以帮助巴西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领先地位。因此，

我们努力发出更多声音，并组织和吸引越来越多的机构

和人士支持这一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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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我们也清楚，要实现帮助我们经营所在地区的20万

人摆脱贫困的承诺，非常艰难。2021年，我们在实

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但我们注意到，新

冠疫情凸显了巴西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对社区造成

了严重影响。为了克服这一挑战，我们正在扩大合

作伙伴关系，并进一步加强对书赞桉诺参与协调的

社会倡议的关注。我们深知这是我们的责任。

继续投资于具有竞争力的原材料的生产，并以此为

基础，投资于可以引领我们走向更美好未来的颠覆

性替代品，这一点极为重要。在这方面，受监管的

碳市场也是全球经济脱碳融资的关键工具。而书赞

桉诺越来越积极地在影响世界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为加速这一进程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们认为，解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及

2030年议程的其他系统性挑战，不能仅靠一家公

司或一小部分组织来实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需要70多亿人共同努力。换言之，这不是

一个互相竞争的议程，而是多方共赢或全盘皆输的

议程。

我们为自己处于对巴西和地球产生积极影响的行业

而感到自豪。但是，在继续实现公司“树衍万物”

宗旨的过程中，书赞桉诺还有更多的工作。2020

年，我们根据SDG做出了一系列公开承诺，这些承

诺将在2030年之前实现。我们将在运营中生产更多

的清洁能源，并加大力度减少碳排放（包括与我们

的活动间接相关的碳排放）。我们将继续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废物和水资源管理，尤其是多样性和包

容性等问题上取得进展，特别是在女性、非裔、性

少数群体和残障人士方面，因为我们必须让每个人

都有机会在公司内有更好的表现和提升。

根据GlobeScan和ERM的SustainAbility  Institute联合

进行的第25次GlobeScan/SustainAbility领导者调查

（GlobeScan/SustainAbility Leaders Survey），书赞

桉诺凭借上述举措在因可持续发展承诺和实践而获得认

可的全球领先公司中，排名第15位。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有很多机会成为领导者。为

此，我们的日常行为必须反映我们希望在世界上看到

的变化。与任何企业一样，我们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然

而，这些不会阻碍我们践行作为致力于社会转型的公司

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家公司，为了取得最佳

转型成果，我们致力于通过创新让其他人士、实体、政

府和企业参与这一转型议程。详见本2021年年度报告

下文介绍。

Walter Schalka

书赞桉诺首席执行官

 寄语 8

摄影：Sérgio Zacchi

首先，我要感谢书赞桉诺的36,000多名员工和承包

商，感谢他们又一年为我们的林业、工业、实验室

和物流业务以及行政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在受到新冠疫情威胁的不稳定环境中，我们所有的

员工都不得不让自己的生活适应新的现实，无论是

远程工作，还是在运营方面采用新的健康和安全实

践。即便如此，我们成功地将业务覆盖到了全世界

超过20亿人，他们每天都在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

务。有赖于每位员工的高度敬业精神和出色的能

力，2021年书赞桉诺骄傲地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我们认为，企业只有在生产效率、可持续发展和企

业转型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才能获得成功。因

此，我们参加了COP26，以彰显我们成为促进社

会发展一份子的决心。会后，我们对每个国家在承

诺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持乐观态度。在

COP26上讨论的各项倡议中，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

是批准建立受监管的碳市场。

我们认为，书赞桉诺的人工林和自然林一样，都可

以为应对气候危机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将顺应趋

势，开发生物基原料，以替代不可再生原料。为

此，我们将守住设计源头，研发并推出在整个价值

链中兼具出众性能、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新产

品。2021年，我们宣布与芬兰Spinnova成立合资企

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芬兰正在建设的工厂

中，我们将使用由我们种植并获得认证的桉树，以

及我们已经生产的用于造纸的桉木浆，生产具有可

持续性的木纤维织物，这种纤维与纺织行业目前使

用的任何纤维都不同。除了产生更低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和使用更少的水外，这种纤维的生产过程不使

用任何可能产生微塑料的化石原料。

打
造
致
力
于

社
会
转
型
的
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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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告中，您可通过链接和“了解更多”

功能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和其他网

站及平台中获取更多信息，从而增强您的浏

览体验并增进您对书赞桉诺的了解。

实质性议题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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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视角：影响与战略对本公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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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议题
 

根据GRI和IIRC方法论所制定的强制性指导方针，书赞

桉诺的实质性议题包含了各利益相关方均认为与本公

司相关的议题及其影响分析。在2021年，我们按照以

下步骤对实质性议题矩阵进行了更新。

1  识别

分析内外部文件，包括相关和基准研究以及行业调

查。

2 排序 

对五位公司领导人/高管和外部利益相关方的采

访，SASB和森林管理委员会（FSC）等相关组织为确

定对行业的影响而进行的行业研究，以及国际金融公

司（IFC）、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大自然保护

协会（TNC）跨国公司的文件。

3 分析 

在分析和加权中，各个利益相关方的感知以及所识别

出的议题都接受了相关方法建议的加权，从而生成了

一个包含内外部观点的矩阵。

4  结果验证

根据相关方法建议，议题列表经可持续发展领域和领

导人验证，明确了每个议题的详细程度并设立了边

界。 需要留意的是，书赞桉诺的实质性议题更新过程

考虑了与动态实质性和双重实质性相关的最新理念。

以下是书赞桉诺的实质性议题列表：

Climate 
change 

Biodiversity
Water

Land  
development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Supplier 
Management

Human 
Rights

Innovability

特雷斯拉瓜斯工厂（南马托格罗索州）苗圃助理Tereza Cristina Rodrigues Machado（摄影：Márcio Schimming）

SASB披露标准让各行各业的公司能以规范、可比和具体的方式识别、管理并向投资者传达具有财务重大性的可持续发展信
息，以帮助决策。
TCFD是本公司正式支持的一项倡议，旨在解决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财务信息的可用性和质量问题。
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指标是一套指导方针。利用这套指导方针，公司可让其财务报告与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指标保
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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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介绍了书赞桉诺2021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期间在财务、社会、环境及

公司治理方面的主要亮点，以及公司抗击新冠

疫情的举措及其影响。

本报告的内容涵盖了与本公司及其利益相关方

最密切相关的议题。它所根据的是我们的实质

性议题评估和15个“树衍万物”承诺。“树衍

万物”承诺是我们根据《巴黎协定》和SDG所

做出的公开承诺，需在2030年之前完成。

对多个利益相关方群体有影响的议题可能因为

视角不同而在多个章节中重复出现。本报告没

有专门针对投资者的章节，然而，鉴于这一群

体感兴趣的议题也是横跨多个领域，因此在书

赞桉诺一章中予以详细介绍。

为了向利益相关方透明呈现，本报告根据全球

报告倡议组织（GRI，核心选项）的标准编写，

并遵循了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的原

则。相关标准及原则重点突出、简洁明了，力

求确保兼顾所报告议题的积极和消极方面。

本报告同时根据SDG进行编排。SDG是联合国

在《2030年议程》下制定的17个全球性目标。

本报告所属的信息枢纽还包含一个可持续发展

指标中心（Sustainability Center，前身为指标

中心Indicator Center），其中发布了一套全面

的指标。这些指标基于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

员会（SASB）1的木浆和纸制品、林业管理、

容器和包装行业框架以及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

作组（TCFD）2框架，并参考了世界经济论坛

（WEF）的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指标3。

除了PDF格式的年度报告外，我们还有一份

包含两个信息图表的战略摘要（strategic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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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议题

高度相关议题 相关议题 低度相关或无关议题

实质性议题边界以及与价值链各环节的相关度（GRI 103-1） SDG

林业 工业
木材及其他资

源供应 交通与物流 营销与客户
再销售与终端

消费者

林业 工业
木材及其他资

源供应 交通与物流 营销与客户
再销售与终端

消费者

林业 工业
木材及其他资

源供应 交通与物流 营销与客户
再销售与终端

消费者

林业 工业
木材及其他资

源供应 交通与物流 营销与客户
再销售与终端

消费者

实质性议题 实质性原因（GRI 103-1） 对应承诺

气候变化 

书赞桉诺拥有一个庞大的森林基地。自然林和人工桉树种植林对于从

空气中去除和储存二氧化碳（CO
2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调节水文循

环等方面均有直接作用。

同时，本公司的工业生产和物流运输活动会密集排放温室气体

（GHG），这对我们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提出了重大要求，而

我们也与政府、社会和其他私营实体合作应对这一挑战。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排放

生物多样性 

在巴西，有三分之二的人工林是桉树种植林。虽然大多数企业都不再

与森林砍伐地区合作，但桉树种植林仍与生物多样性热点问题——大

西洋森林砍伐相关，还对其他生物群落构成风险。对生物多样性的其

他影响可能包括：栖息地丧失，人为行为导致生物群落分裂，动物群

受惊、践踏，原生植被变化，个别植物物种的丧失灭绝，微小气候和

景观变化。

另一方面，除了木材生产之外，森林还提供了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服

务，包括碳封存、野生动物栖息地、水资源净化和储存、土壤形成和

休闲及娱乐功能。保护或加强管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可以减轻与林业

潜在负面环境影响相关的声誉、需求和运营风险。

生物多样性保护

森林水资源

废弃物                    

土地开发

与原住民和传统民族等社群的冲突可能会影响企业在某些地区的运营

能力，触发监管行动，并影响企业形象。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创

造就业、共享收入和促进贸易为社区利益相关方带来好处。组织能采

取各种社区参与战略来管理与社区权益相关的风险和机遇，例如与当

地利益相关方保持积极关系并满足社区的需求。

教育

缓解收入分配问题

水资源

木浆和纸制品的制造通常耗水巨大。材料加工、制造过程冷却和就地

现场发电厂的蒸汽产生均需用水。工艺用水通常含有可溶解的有机化

合物和其他固体，必须进行处理。水资源可用性是本行业的一个重要

考虑因素，因为缺水可能导致供应成本升高、供应中断或与当地用水

方关系紧张。在森林地区，水资源的稀缺性可能更为突出，因为缺水

会降低森林生产力，甚至会引发与邻近社区的冲突。

由于其生产力特点，桉树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将大量的水转化为生

物质，这可能对邻近的河流、湖泊和地下含水层等淡水资源产生巨大

的负面影响。

森林水资源

工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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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承诺 实质性议题边界以及与价值链各环节的相关度（GRI 103-1） SDG

多元化和

包容性

森林

水资源

工业用水

林业 工业
木材及其他资

源供应 交通与物流 营销与客户
再销售与终端

消费者

多元化和

包容性
林业 工业

木材及其他资
源供应 交通与物流 营销与客户

再销售与终端
消费者

森林水

资源

工业用水

废弃物

林业 工业
木材及其他资

源供应 交通与物流 营销与客户
再销售与终端

消费者

可再生来

源产品

能源

林业 工业
木材及其他资

源供应 交通与物流 营销与客户
再销售与终端

消费者

实质性议题（续表）

实质性议题 实质性原因（GRI 103-1） 对应承诺

人权

人权是所有人的固有权利，不论种族、性别、国籍、民族、语言、宗教或任何

其他身份。人权包括生命权和自由权、意见和表达自由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

等。

书赞桉诺和其他林业公司占据了大片土地用于桉树或松树的单一树种种植，可

能会侵犯以传统社区或以土地为生的社区为代表的群体的自然资源和土地的使

用权。此外，巴西的桉树种植林仍存在强迫和/或强制劳动和童工的现象，这在

生产生铁用碳的桉树种植林中尤为严重。通过次级承包商组织工作，企业可以

要求他们确认没有工作条件过失，并对供应链进行审计和验证以降低风险。

多元化和包

容性

森林水资源

工业用水

多元化、平

等和

包容性

对于书赞桉诺而言，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既是责任，也是商业战略。在多元

化和包容性的环境中，员工的参与度、创造力和协作性更高，企业更能吸引和

留用新人才。所有企业实践，包括与当地社区打交道、供应商管理和新产品开

发，都应考虑这一议题。这一议题一旦管理不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包括

运营成本、声誉风险和社会不平等加剧。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对这一议题管

理得当可以促进性别和种族平等以及对过往被排斥群体的包容性。在巴西等国

家，反对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歧视还包括在职场中宣传和重视

少数群体。

多元化和包

容性

供应商管理

产品可追溯性是一项重要功能，能确保在出现质量问题时轻易追溯，方便召

回。对林业而言，通过认证机构确保原材料的产地森林的开发合法合规以及符

合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能为产品增加区分度和价值。对这一议题管理得

当，所带来的影响包括品牌保护、质量控制、为最终产品增加价值、以可持续

的方式生产林业产品，以及通过监管链实现良好做法的级联。一旦管理不当，

负面影响可能包括运营成本和/或补救成本增加、违法违规、生物多样性丧失、

水资源污染和侵犯人权。

森林

水资源

工业用水

废弃物

创新力

这一主题的核心，在于对技术和创新文化的持续投资。这里所说的创新文化能

推动开发针对最重大社会挑战的解决方案（促进向生物经济的转型）。这类

投资还能增强企业竞争优势。这一议题还包括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组织要以

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创新并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创新、开发业务和差异化的途径。

创新力与书赞桉诺的抱负直接相关。我们致力于成为一家提供可再生资源的公

司，让生产力融入价值链，实现闭环，基于客户需求和资源投入的使用和应用

的新方式创造竞争优势，并从树木中开拓新的业务、解决方案和产品，以实现

可再生性更强的未来。

可再生来源

产品

能源

实质性议题（续表）

高度相关议题 相关议题 低度相关或无关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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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佩拉特里斯工厂（马拉尼昂州）

林业监督员Perivaldo Soares Florentino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与我们业务所在的生态系统中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创造和分享

价值是一项重要举措。因此，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呈现

如何通过各种举措以及与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关系而产生影

响、受到影响，以及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和管理方法。

本报告讲述了创新力议题及其与本公司的相关性。在书赞桉

诺看来，创新力意味着创新工作与可持续发展相辅相成。我

们在各章节中以案例研究的形式重点呈现了本公司如何应用

这一理念。

链接和“了解更多”选项等能为读者提供指引，便于获取

综合信息。此外，与本报告中详述的主题相关的实质性议题

以及SDG在每一章都有说明。本报告已提交进行外部读者分

析。受本公司邀请，外部读者对报告内容和信息的质量和透

明度发表了公允的意见。本报告还接受了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进行的独立外部验证，相关证明见报告末尾。

了解更多，可访问  

www.suzano.com.br/en/r2021  

或我们的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

持续的透明和问责

过程，我们高度重

视对本报告的评论

和批评。

GRI 102-53 

报告过程是确保透明的核心要素，也

是书赞桉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要

素。因此，我们鼓励和感谢可以帮助

我们改进的想法、批评和评论。如对

本报告有任何问题或建议，可直接发

邮件至relatoriosuzano@suzano.

com.br。

15 书赞桉诺2021年度报告

https://www.suzano.com.br/en/r2021/
http://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
mailto:relatoriosuzano%40suzano.com.br?subject=
mailto:relatoriosuzano%40suzano.com.br?subject=


目前，我们的研发板块有70%是短中期项目，即最迟

会在五年内实施的项目。多个解决方案正处于开发阶

段，有望面世，包括木质素、微米化纤维纤维素、生

物复合材料和生物石油的新应用。我们的使命是通过

可行的工艺实现这些应用。研发板块余下的30%需要

五年或以上的研发时间以及其他价值链的参与。

在与巴西和其他国家的创业公司、高校、协会、研究

中心、客户、政府和其他企业合作方面，我们还任重

而道远，但我们转型的决心坚定不移。通过转型和其

他种种举措，我们将大力转变思维、促进合作、共享

知识，推动书赞桉诺和全社会实现我们所希冀的发

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创新理念扎根于我们组织的文化支柱之一（“大我于

前，小我于后”）。2019年，公司明确了自身的“文

化驱动力”。自那时起，公司的每一项业务决策都受

到创新力价值观的影响。创新力不仅反映在公司开发

项目和流程的方式当中，还反映在针对这一议题所建

立的治理制度当中。目前，书赞桉诺董事会下属的顾

问委员会就包括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战略与创新委员

会。这两个机构根据兼收并蓄的原则确立了一系列聚

合型议程，即通过相关团体的活动以及对数量、质量

和转型速度指标的管理，将未来议程落实到公司的日

常活动中，确保短期需求不会阻碍书赞桉诺进行长期

构想、翻开发展的新篇章。

创新力回答了我们前进道路上“怎么样”的问题。我

们希望成为一家充满创新力的企业，不仅聚焦于以

已栽种的树木为基础共同开发解决方案以支持低碳经

济，还聚焦于与各个利益相关方合作的方式，包括社

会项目和环境议题、与供应商共同采取的举措或进

入金融市场的方式。如今，创新力理念已成为书赞桉

诺每一项举措的核心。在本报告的各章节中，您将读

到几十个规模不一、成熟度不同的项目，它们有的旨

在发挥桉树的潜力，替代塑料和其他化石衍生产品；

有的将微米化纤维纤维素（MFC）技术应用于纺织生

产；还有的助力打造规范化碳市场，帮助各国应对气

候变化影响。

17 

树木是书赞桉诺的根本，它启发了我们“树衍

万物”的宗旨以及15个长期目标——“树衍万

物”承诺。“树衍万物”承诺是我们对21世纪全球主

要挑战的应对之道。

书赞桉诺是木浆和造纸业的全球领先企业之一。我们

的年度装机产能达到1,090万吨木浆，出口一百多个国

家，我们的产品已融入全球20多亿人的日常生活中。

鉴于此等规模，公司自然要在最相关的社会乃至全球

议题中担当起领导角色。就主要资产，即大片的桉树

种植林和生态保护原生森林而言，创新也是书赞桉诺

希望得到认可的一项品质。

在我们看来，创新只有

与可持续发展相关联才

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多

年来一直追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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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书赞桉诺

我们利用人工种植的桉树制成各种

产品，走进人们的生活。我们希望

做到更多：我们将开发全新的解决

方案来响应低碳经济的需求。
GRI 102-1、 102-2

生物
可能性

特雷斯拉瓜斯工厂（南马托格罗索州）林业监督员Otávio Augusto de Andrade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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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及包装细分领域的主要品牌

了解更多我们的产品，
请访问书赞桉诺官网。   

_ 复印纸：在巴西市场出售的主要品牌

有Report，在海外出售的主要品牌有

Artwork、Eclipse和One。

_包装纸（涂布或未涂布）：Bluecup®系

列、Greenpack®（用于软包装）、Loop®（用于

制作吸管）和Greenbag®，最后一种完全由原生

桉树纤维制成，耐撕耐扯，表面粗糙，是零售包

袋的理想选择。

在消费商品细分领域，书赞桉诺提供的基于木浆的产品能

满足卫生、清洁、家庭及家居护理的需求。

因佩拉特里斯工厂（马拉尼昂州）的Max Pure®厕纸生产线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消费商品细分领域的主要品牌

_厕纸  Mimmo®、Floral、La Vie Blanc®、Max Pure®和      

Econoclean。

_湿巾 Mimmo®。

_手帕纸 Scala及Scala纸巾。

_纸尿裤 Maxx Baby。

_关于本公司
GRI 102-2

书赞桉诺，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阔叶浆生产商之一。

书赞桉诺向市场供应的产品包括：可再生来源产

品，即由可再生原材料制成的日用印刷及书写纸等产品；

卫生纸，包括厕纸、面纸和手帕纸；不同行业的包装纸；

特种纸及其他产品。

我们的“优卡绒TM”（金鱼绒毛浆，Eucafluff ®）被用于

纸尿裤、失禁吸水产品、宠物垫、卫生巾和医院用品等细

分领域。

在纸张及包装细分领域，本公司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生产商

之一。我们有四条产品线：纸板、未涂布纸、涂布纸和复

印纸。我们的产品分销全球，广泛运用于包装、出版、加

工、宣传、印刷、书写等细分领域。

_ 纸板：Supremo Alta Alvura、TP White Plus和Super 

6 Plus。在纸板方面，除了将纸张出售给印刷机构、加

工商和分销商以外，我们还为客户提供联合开发新型

包装的服务。在该项服务中，我们会与印刷机构和品

牌方一同评估原材料和/或设计理念。

_  涂布纸：Couché Suzano、Couché Fit、Couché 

Design和Couché Press。

_  未涂布纸：Pólen、Alta Alvura、Reciclato、

Paperfect和Prisma Bright（仅供巴西国内市场）。

未涂布纸产品线还会向包装细分领域提供用于制作硬

纸板和硬纸箱的产品。

利梅拉工厂（圣保罗州）助理切割工Marcos Rodrigues da Silva （摄影：Fernando Cavalc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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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足迹及认证
GRI 102-4

森林基地

工厂

办事处

港口

国际办事处
 
美国和欧洲（奥地利和瑞士）
• ISO 9001:2015
• CoC FSC®1 and PEFC/Cerflor 

Stenfar
• ISO 9001:2015
• CoC FSC®3 and PEFC/Cerflor

特雷斯拉瓜斯和雅卡雷伊工厂
• ISO 9001:2015

• ISO 14001:2015
• CoC FSC®2 and PEFC/Cerflor 

• ISO/IEC 17025
• SMETA

中部办事处
• ISO 9001:2015

• CoC FSC®2 and PEFC/Cerflor 

阿拉克鲁斯工厂
• ISO 9001:2015
• ISO 14001:2015
• CoC FSC®2 and PEFC/Cerflor 
• ISO/IEC 17025
• SMETA

穆库里工厂
• ISO 9001:2015
• ISO 14001:2015
• ISO 45001:2018
• CoC FSC®2 及 PEFC/Cerflor 
• ISO/IEC 17025 
• SMETA

因佩拉特里斯工厂
• ISO 9001:2015

• ISO 14001:2015
• ISO 45001:2018

• CoC FSC®2 及 PEFC/Cerflor 
• SMETA

桑托斯港
• ISO 9001:2015
• ISO 14001:2015
• ISO 45001:2018

苏扎诺、里奥弗德和利梅拉工厂 
• ISO 9001:2015
• ISO 14001:2015
• ISO 45001:2018
• CoC FSC®2 and PEFC/Cerflor 
• ISO/IEC 17025 
• SMETA

1.CoC FSC证书编码：FSC-C012430

2. CoC FSC证书编码：FSC-C010014

3. Stenfar及经销商监管链证书编码：FSC-C003231

书赞桉诺2021年数据
GRI 102-7

调整后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235亿
雷亚尔（约为308亿人民币）

营业现金流：188亿
雷亚尔（约为246亿人民币）

所有工厂
均位于港口附近

或通过铁路与港

口相连

每年

140万吨纸张 

21
个分销中心 

每年

1,090万吨木浆

装机产能 

3
个港口

10
艘完全专用船

向巴西电力系统输送的可再生能源：

1,500兆瓦时（相当于巴西一

天的能源消耗或挪威五天的能源消耗）

纸张销量（含消费商品）：

130 万吨

木浆销量：

1,060 万吨

资本支出：63亿雷亚尔（约为83亿人民币）

7个研究中心

         • 巴西5个

         • 加拿大1个 

         • 以色列1个

   

5个国际办事处

•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 奥地利卢斯特瑙

• 中国上海

• 瑞士尼永

• 美国劳德代尔堡

社会投资：

超过6,500万雷亚尔（约为8,522万人民币）

纸张细分领域客户：

3.5万

销售额：410亿雷亚尔（约为538亿人民币）

（包括Veracel的生产） 



本年度业绩以及影响公司价值创造的交付成果。产出

智力资本

• 与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芬兰、以色列、意大利、瑞典和美

国等国家的37家机构合作

• 是GlobeScan-SustainAbility领导力调查排名的15家公司之

一

• 新推出产品：Greenbag®、Greenpack®、Mimmo®三层

纸、Mimmo®湿巾

• 数字转型：在书赞桉诺生产链中实施超过40项开放创新举措

• 对公司所有板块的研究和创新进行投资

• 372个专利和专利申请；57个栽培品种受保护，并有约322个

新品种即将得到保护；与高校和研究中心达成了59份有效合

作协议

• 碳清除量化方法和林业及工业技艺工艺得到改进

• 生产木浆、纸张以及厕纸、手帕纸和纸

巾等产品

• 改进设备和基建设施

• 采取措施与政府一道抗击疫情，并与其

他企业开展合作（2,490万雷亚尔，约为

3,264万人民币）

• 与创业公司Spinnova创办合资企业

Woodspin

人力资本

• 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实践取得进展

• 安全指标提升了19%

• 有组织举措抗击新冠疫情

• 高管积极参加COP26

• 与多领域合作举办首次ESG报告会

财务资本

调整后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235亿雷亚尔
（约为308亿人民币）
资本支出：63亿雷亚尔（约为83亿人民币）
营业现金流：188亿雷亚尔（约为246亿人民
币）
• 参加可持续发展企业指数（ISE）、碳效率指数

（ICO2）和巴西证券交易所“卓越职场”

• 其他结构化交易

• 发展、收入和教育项目有3.7万人参加，惠及38.5万人

• 制定书赞桉诺多维度贫困指数（MPI）

• 复原力土地方法（Resilient Territories methodology）得到改进

• 书赞桉诺教育项目扩张：36个小镇、1,750所小学、298,146名公

立学校学生

• 通过紧急提案减缓疫情影响：44个项目获批，投入116.5万雷亚

尔（约为153.7     万人民币），让2,951人受惠

• 41,715个“食品篮”分发给九州77市的36个实体和超过5万名

个人

• Semear等供应商发展项目

• 为公共政策的制订、改进和实施提供合作和支持

• 与社区开展运营对话，在我们经营所在市开展了1,842场讨论，

影响覆及6千人

社会及关系资本

自然资本

• 受保护的原生森林约有100万公

顷；对生物多样性、泉水和水道进行

长期监控

• 哺育了1.15亿只害虫天敌，在约15

万公顷的土地上开展生物虫害控制

• 在特雷斯拉瓜斯建立了新的害虫天

敌哺育实验室

• Neblinas公园提供的生态系统服

务得到了认证

制造资本

35,100公顷

修复土地面积：

-89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总体碳平衡成果（排放量-清除量）：

帮助脱贫人员：超过9,000人

平均收入增长：57.7%

塞拉多项目

新单位增加产能：

每年2.55吨

木浆

发行了两支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市场募集资金达

15亿美元（约为101亿人民币）

提出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

树衍万物”承诺，将在2030年

前达成

投入

信息图——价值创造模型
这幅信息图根据国际整合报告（IR）的方法，呈现了书赞桉诺的业务通过资本（系列资源）创造价值的过程。此外，它还

展示了生产过程、利益相关方和业务模式本身对社会的长期综合影响。本图还包括公司在2021年的主要亮点和业绩。1

1对于Veracel的运营信息，本图仅包含财务数据、  

装机产能、制造单位数量以及能源出口数据。

财务资本

• 森林基地投资、商业种植园及保护区的扩张与维护

• 制造投资，制造单位的扩张与维护，投入、材料及服

务采购

• 物流投资，包括租船、收购并翻新货运站，提升交通

工具效率，道路维护及修建

社会投资：超过6,500万

雷亚尔（约为8,522万人民币）

研发投资：1.87亿雷亚尔

（约为2.45亿人民币）

制造资本 

智力资本

社会及关系资本

人力资本 

公司员工：

16,679
工厂（11 + Veracel）

（书赞桉诺与斯道拉恩索联合经营）

合同员工：

20,375

自然资本

• 水、土壤、原生森林和修复地区

• 生物控制

• 气候条件、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循环

• 与学术界及研究中心合作

• 开展研究、申请专利、进行育种

• 数字转型

• 系统及平台（信息组织、知识管理、数据控制）

• 隐性知识

• 流程与程序

• 学术界和初创企业

• 股东

• 协会/有组织团体

• 认证机构

• 客户

• 公司员工和承包商

• 用于木材生产的桉树种植林

• 办事处

• 苗圃

• 工业、研究与林业设备

• 物流模式

• 社区

• 终端用户

• 一般企业

• 供应商

• 政府

• 媒体

• 分销中心

• 创新及研究中心

• 重点为基于木浆的新业务开发

• 投资者和其他金融组织

• 非政府组织

• 工会

•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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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负责人每月召开
会议评估现状，如有

必要则调整方向

举措成果每季度
向战略与创新委

员会汇报

每项任务的进展
均通过特定指标

进行监控

新项目的投资及启
动会在年度检查节

点中予以分析

2 促进我们的生物质

进军新的市场 3 基于人工栽培树木，在生物经济及环境

服务可持续创新解决方案方面树立标杆

成为可持续发展

领导者
大胆进军新市场

在价值链方面

力求进步，同时

保持竞争优势

通过优质项目

保持在木浆业务

的参与度

中国在2015年提出要争取在2030年左右碳达峰，同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2020年，中国正式宣

布要力争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为了完成“双碳”目标，中国已经将应对气候变化及碳排放管理相关决策纳入“十四五”

规划中，并提出“1+N”政策体系。

2021年，在COP26上，包括中国在内的140余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承诺到2030年停止砍伐

森林，扭转土地退化状况。同年，COP15在中国云南昆明召开，会议通过的《昆明宣言》承诺要加快并加强制定、更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框架，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现有多边环境协定的合作与协调行动，以推动地球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

中国是纸和纸制品生产的大国，同时，造纸工业属于能源、资源密集型行业，被发改委点名列为重点排放行业，并被列入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第一阶段将涵盖的行业之一。

在此背景下，凭借着多年的技术积淀，书赞桉诺的自我定位是：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帮助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平台。由此看来，公司还

有很多商机，能够引进尚未在中国提供的新的解决方案，例如微米化纤维纤维素（MFC，能用作特种纸和化妆品的添加剂），并有可能提

供能源产品（通过种植森林生产的生物石油）以及碳信用，鉴于中国面临巨大的“双碳”转型发展机遇——中国的能源矩阵中，有约65%

仍是化石能源。

_战略
未来的书赞桉诺

在木浆行业方面

保持一流

书赞桉诺的战略规划分为三个层次，包括长期愿景、雄心目标和中期任务。第一层次的长期愿景是对未来10到15年

的展望。

书赞桉诺的在中国的策略

为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
需要强有力的治理模式：我们战略的第三个层次是支持我们实现雄心目标的中期任

务，包括每条主要途径中的具体举措。以下这张举措地图由

公司领导人及执行团队合作制定，用于确保公司运营能与公

司战略保持一致。

在未来几年内，书赞桉诺在中国的业务将迎来巨变。2021年，公司设立了新部门来管理我们在中国的策略、业务、关系和未来发展，目标

是确保公司在中国业务态势良好，向包括学术界、政府和社会以及其他本地组织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并增进

双方关系。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占了书赞桉诺销售收入的40%到50%。中国每年对木浆的需求和消耗量极大，因此，在这一市场以及我们

目前的客户所采用的制造工艺中，硬木纤维有望占据更大份额。我们有部分客户已经在纸张生产中使用混合纤维，其中既包括硬木浆，还

包括软木浆和回收纤维。

为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协助完成《巴黎协定》设立的“1.5°C”目标，自2015年开始，中国就已开始为碳减排布局。

任务与构成领导
层奖金的部分目

标挂钩

1 从森林到客户，在效率、盈利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方面持续成为行业标杆

书赞桉诺的

长期愿景

雄心目标转化为

实现途径

中期任务

基于我们的综合长期愿景，我们的最高领导层提出了五项关

键的雄心目标，旨在引领书赞桉诺在未来数年的发展道路，

这构成了我们战略的第二个层次。为确保公司获得成功，这

些步骤需在未来五年间执行。五项雄心目标包括：

在第一层次，书赞桉诺长

期愿景的背后驱动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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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30到2025
GRI 103-1、103-2

我们明白制定有效措施减缓气候变化的迫切性，

也明白我们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扩大

了公司对这一议题的讨论，以探讨更多行动可能。

我们其中一项切实措施是宣布要提前实现我们从

大气中清除 4,000 万吨碳的承诺，从 2030 年提前

到 2025 年。

此外，我们在 2021 年强调，对书赞桉诺而言，

2050 年就仿如当下。因此，我们需要以有意义的

方式采取行动，与企业、行业和政府携手合作，

推动实施有效措施，确保全球升温幅度不会超过

1.5℃。了解更多 “2050·Now” 倡议，请点击此处。

我们将提前实现
从大气中清除

4,000万吨碳的承诺，
从2030年提前到2025年。

此外，我们创办了内部的 ESG 承诺及指标战略论坛

（the Strategic Forum on ESG Commitments and 

Indices）。论坛每三年举办一次，监控和讨论与“树

衍万物”承诺相关的绩效、风险和机遇，以及分析

我们在 ESG 指数方面的进展。论坛采取跨领域的方

法，人员来自不同层次，包括高管委员会的成员。

论坛对公司所有可持续发展工作负责。

我们还有多个承诺工作组（WG）来管理我们的长期目

标。工作组由不同层次和领域的员工组成，负责监控

定量及定性指标、主要项目、进展和承诺之间的相互

关联。2021 年，各工作组每月召开会议。这一治理制

度以跨领域的方式帮助公司应对可持续发展议题。 

巴西兰迪亚农业生态项目参加者、佩德拉博尼塔定居点居民、农民José do Carmo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_ 可持续发展治理及战略
GRI 102-10、102-19、102-20、102-31 

由五位独立成员组成。委员会讨论各种趋势、研究、

未来市场分析等话题，成为越来越具战略意义的讨论

空间。委员会还广泛分析了塞拉多项目的影响。

书赞桉诺实施的每项举措、做出的每项决定，核心

都是可持续发展。我们的长期战略愿景也结合了我

们业务的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

2021 年，书赞桉诺在可持续发展治理的重要方面

取得了进展。公司扩大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讨论

范围。该委员会直属董事会，由董事长负责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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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1年温室气体清单》经独立第三方根据NBR ISO14064及《巴西温室气体协定项目》的标准进行了外部验证。

6.设定目标所需的所有信息均从前身公司Suzano Papel e Celulose和Fibria的温室气体清单中提取。

本目标的范围包括可再生来源产品在2020年到2030年间的累计销量，但并不意味书赞桉诺在2020年之前并未提供可再生来源产品，而是指就此目
标而言，我们是在2020年开始计算和说明我们提供的产品。

7.

2022年任务

基准： 
0 (20202)

相对基准的进展： 
60.2%

状态

进度超前

我们将继续扩大我们的自然林和人工林基地，同时努力确保森林生产

力处于较高水平。此外，书赞桉诺还将通过减少运营中能产生温室气

体的材料的消耗，努力降低范围一、二、三排放强度。

我们将继续参与《温室气体协定》的试点项目，即关于公司如何核算

和报告其土地使用的排放和清除的新指南（《土地部门和清除指南》
3），此外还将关注其他方法学的发展，如《基于科学的目标——森林、

土地及农业》（FLAG）4。

基准： 
0.2133 tCO

2
e/tonne 

(20155,6)

相对基准的进展： 
43.06%

状态

进度超前

受近年来在这一目标上取得的重大进展的鼓舞，书赞桉诺正在审视

方法基础，准备将雄心目标再推前一步，既针对自身减排，又针对

整个价值链。在这方面，我们在 2021 年加入了多项支持经济去碳化

的全球举措和承诺，例如“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气候行动

100+”（Climate Action 100+）和“奔向零碳”（Race to Zero）运动。

了解更多，请参阅本报告的“全球环境”一章。

基准： 
0 (20197)

相对基准的进展： 
0.3%

状态

如期推进

除了在未来几年内开发新品、充实产品组合以外，我们将继续改

进已推出的产品系列，如 Bluecup Bio® 和 Loop®。我们在芬兰与

Spinnova 合作的工厂的建设将实现纺织行业对微米化纤维纤维素的

大规模运用。我们将继续探索木质素代替基于化石的投入、在高性能

工业应用中的潜力。此外，我们将深化对桉树生产的可再生燃料——

生物石油的商业化的潜在市场分析、研究以及战略合作谈判。

“树衍万物”承诺

议题/SDG 承诺 2021年绩效

支柱：全球环境

应对气候

危机

 

到2025年 1

从大气中清

除 4 , 0 0 0 万

吨碳

2021 年，我们的累计碳平衡（排放量减去清除量）达到了 -24,096,570 吨二

氧化碳当量，意味着我们的目标实现了 60.2%。将我们的范围一、二、三的

排放量和我们所种植和保护的森林的清除量同时进算在内，我们所实现的碳平

衡包括 2020 年从大气中清除了 15,200,312 吨二氧化碳当量以及 2021 年 2 的

8,896,257 吨二氧化碳当量。预计我们的清除能力将随时间发生变化，其主要

原因是森林管理及可用木材数量的变化。

到2030年每

吨产量的范

围一及范围

二温室气体

排放强度降

低15%

2021 年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排放量增加了 11.4%，这导致了 0.1995 吨二氧化碳

每吨的指标。与 2020 年相比的增长是由于产量的增加，但也是由于工业运营

中化石燃料消耗的增加，这是由于锅炉偶尔出现的问题和寻求在未来更好地使

用生物质的改造，以及由于林业运营的扩大导致移动排放的增加。同样在巴西，

我们从国家互联系统（葡萄牙语缩写为 SIN）购买的能源的排放系数有所增加。

然而，该指标仍在预期范围内。

提供可再生

产品

 

到 2 0 3 0 年

提 供 1 , 0 0 0

万吨可再生

来源产品，

可用于替代

塑料及其他

基于石油的

产品

2021 年，我们提供了约 3.2 万吨可再生来源产品。这一成果的驱动因素是

包装市场的庞大需求。我们改善了 Bluecup Bio® 和 Loop® 产品线，开发了

Greenbag® 和 Greenpack® 纸品以及一种用于纸板和瓦楞原纸的纸张。利梅拉

工厂生产的木质素面市。此外，我们宣布与 Spinnova 成立合资公司，开始修

建利用微纤化纤维素生产纺织纤维的工厂。

1.在意识到紧迫性之后，我们将完成期限从2030年提前到2025年。了解更多，请参阅“书赞桉诺”一章。

2.书赞桉诺在之前的年份就有从大气中清除碳，但就此目标而言，清除量将从2020年开始计算。

3.来源：https://ghgprotocol.org/land-sector-and-removals-guidance

4.来源：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sectors/forest-land-and-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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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该目标的关键绩效指标计算方法为：送往公司和/或第三方填埋点的工业固体废弃物总量（千克）除以木浆及纸张产量（吨）。

11.在2019年设定目标时，我们并无全年数据，因此我们使用了2018年的数据来设定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12年周期。

2022年任务

基准：  
0 (2020)

相对基准的进展：  
7.3%

状态

如期推进

我们将在危急流域中的地区持续实施相关管理建议。此外，我

们将基于遥感数据和水文建模，持续努力改进水测量技术。

基准： 
29.8 m³/tonne  (20189)

相对基准的进展： 
77.8%

状态

进度超前

我们将开展工程学研究，在仍有改进空间的工业工厂实施可用

的最佳技术。基于相关研究，我们将制定计划，开发足以实施

到 2030 年的技术解决方案。

基准：

44.3 kg/tonne10  (201811)

相对基准的进展：

75.8%

状态

进度超前

我们将开展关于在穆库里和阿拉克鲁斯工厂使用土壤修正设施

的技术及经济可行性研究，并将持续与不同商业领域的代表研

究我们的废弃物的替代处理方案，包括将其用于混凝土、水泥

及农产品的生产。

危急流域是指由于自然特点（如气候和土壤类型）和土地使用类型（如牧场、农作物等）而缺水的流域。书赞桉诺聚焦于公司占地较广（30%或以

上）的流域，确保森林管理实践行之有效，在扭转这些流域的危急局面、克服缺水问题方面实现最佳效果。

在2019年设定目标时，我们并无全年数据，因此我们使用了2018年的数据来设定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12年周期。

8.

9.

“树衍万物”承诺

议题/SDG 承诺 2021年绩效

支柱：全球环境

保护我们的

水资源

到2030年在书赞

桉诺经营所在地的

所 有 危 急 流 域 8增

强水资源的可用性

2021 年，我们在 6,492 公顷危急流域实施了管理建议，向我们的目标迈

进了 7.3%。我们在部分地区的生态恢复工作进展显著，我们还在林业规

划中纳入不同年龄的树木交叉种植以及扩大森林边界等管理参数。此外，

我们通过中高分辨率卫星扩大研究、测量森林水资源运用，以确定危急

流域的可用水量。

到2030年将工业

运 营 取 水 量 减 少

15%

2021 年，书赞桉诺的取水总量与去年具有可比性。此外，新的伊塔佩米

林河畔卡舒埃鲁工厂开始运营。由于生产量增加了 6.9%、用水管理有所

改善以及因佩拉特里斯和阿拉克鲁斯工业工厂实施了项目，我们的取水

累计减少了 11.7%，全年达到了 26.3 m3/ 吨。2021 年，取水量减少目

标与董事和直接负责人的可变薪酬挂钩。

减少废弃物 到2030年将送往

填埋的工业固体废

弃物总量减少70%

2021 年，在实施了废弃物处理项目及生产量增加之后，我们所产生的每

吨废弃物有 20.8 kg 被送往特定填埋点。

利梅拉、雅卡雷伊和里奥弗德工厂在废弃物处理和向其他行业出售产品

方面采取了替代方案，因此并无废弃物需要填埋。2021 年第一季度，因

佩拉特里斯工厂的新的废弃物处理中心开始运作。9 月，我们在穆库里

工厂与另一家企业启动试点计划，将本应送去填埋的 54% 废弃物用于堆

肥。

在 VINO（非经营性项目出售）方面，木浆及造纸产品的销售迎来了

84% 的增长。

32 书赞桉诺2021年度报告  书赞桉诺 33

http://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sustainability-at-suzano/commitments-to-renewing-life/caring-for-the-water/
http://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sustainability-at-suzano/commitments-to-renewing-life/caring-for-the-water/
http://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sustainability-at-suzano/commitments-to-renewing-life/reduce-waste/


2022年任务

基准： 
214 MWm (201812)

相对基准的进展：

0%

状态

进度落后

除了促进减少能耗的举措之外，我们将持续制定提升能源生产

用蒸汽产量的计划， 包括改善涡轮性能以及优化能耗。我们还

将在部分工业工厂实施现代化项目，既为了优化能耗，又为了

增加能源产量。

基准： 

尚在研究

我们的目标是制定生态走廊执行计划、寻找合作方和投资方、

在利益相关方经营所在地与其开展合作、发起沿生态走廊的管

理行动以及监控相关地区的人类活动压力和森林火灾风险。

12.选取2018年作为基准是因为我们工业工厂的生产在该年度并无太大变化，因此所设定的数据能合理反映公司目前的能源出口潜力。为确保透

明、统一规程，我们还调整了目标基准和2019年的结果，以反映Veracel的出口数据。Veracel是书赞桉诺与斯道拉恩索的合资公司，两家各持

50%股份。

“树衍万物”承诺

议题/SDG 承诺 2021年绩效

支柱：全球环境

生产清洁能源
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

源出口量增加50%

2021 年，我们借助数据科学确定了蒸汽生成及分配的优化点，

并聚焦于涡轮发电机的涡轮机的能源效率。另一方面，因佩拉特

里斯工厂其中一台涡轮发电机在上半年停机，严重影响到我们的

能源出口总量。2022 年初，涡轮发电机运作恢复稳定。尽管受

此影响，我们的可再生能源出口量仍达到 189 兆瓦时。

保护生物多样性

到2030年通过生

态走廊（ecological 

corridors）将塞拉多、

大西洋森林和亚马孙

碎片地区的50万公顷

土地连接起来

2021 年，我们着力构建一个能实现结构化透明执行的治理模式。

我们收集数据，输入到我们的地理参考数据库，以了解生态走廊

地区的特点，并确定指导制定行动方案的主要变量。我们制定指

标，以确定需要优先连接的保护区域，其中，我们考虑了建立走

廊的最佳路径以及资源优化。这些生态走廊将帮助相关地区改善

生物多样性。我们调整了走廊现有路径，以求最有效地实现碎片

地区之间的连接。在工作过程中，我们采访了走廊途经之地的农

村土地所有者，以便设计有效的合作策略。此外，我们确定了相

关地区的机构和领导人，以确定长期的恢复和可持续发展举措，

从而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并寻求在社会及环境活动发展方

面形成合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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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20年脱贫人数为2,285，2021年为9,007。我们所报告的是累计总量（11,292人）。

16.我们使用的是巴西技术规范协会（葡萄牙语缩写ABNT）的规范标准NBR 9050。NBR 9050是一套规范标准，界定了建筑中必须考虑的无障碍参

       数，包括流通面积、出入口、门的宽度及其他方面的特定技术标准，还明确了公共或受限制区域的范围。

17.2020年报告的数据有改动。我们对残障人士的无障碍程度为38.2%，而非38.4%。

2022年任务

基准：  
0 (jan/202014)

相对基准的进展：

5.7%15

状态

如期推进

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工作和增收项目避免脱贫群体返贫。我们

的目标是让相关项目的受惠人数增长 50%，并督促经营所在

地的战略伙伴落实相关举措。

基准：

4.7 (2019)

相对基准的进展： 
0%

状态

暂无

我们将在认定的优先小镇中继续实行书赞桉诺教育项目的方

法，实施改善学生学习参与和社会参与的战略，并强化促进教

师教育及完成培训的安排。

基准： 
38.2% (2020)17

相对基准的进展：  
23.8%

状态

如期推进

我们将基于 2021 年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各工厂的特点

和优先任务制定并监控行动方案。我们将在我们场所的公共区

域进行干预和 /或必要的翻修。

基准： 
91.8% (2020)

相对基准的进展：

14.6%

状态

进度落后

我们将继续进行投资，以加强意识、改善读写能力以及发展和

吸引人才。我们的工作既将集中于机关分管领导所支持的工作

流，还将集中于不同地区的议题代言人所支持的工作流。我们

的决策将基于书赞桉诺的残障成员的体验。

13. 我们使用的是世界银行设定、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IBGE）批准的2020年国际贫困线，即人均收入每天5.5美元或每月475雷亚尔（约为623人民币）。

“树衍万物”承诺

14.为确保透明、统一规程，我们将目标期限定位2020年到2030年，但并不意味书赞桉诺在2020年之前并未帮助民众脱贫，而是指就此目标而言，减

贫影响力将从2020年（设立目标的年份）开始衡量，以确保更有效地评估和监控工作成果。

议题/SDG 承诺 2021年绩效

支柱：人类

减贫 到2030年在我们

的经营所在地帮

助20万人脱贫13

尽管疫情带来重重挑战，但我们仍扩大了创造就业、收入和社会参与

的举措，帮助 9,007 人脱贫，并通过增收项目为 21,075 人带来积极

影响。这些成果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组织的加强，促使了产品

的商业化；书赞桉诺的的制度落实了不同公共政策的好处；农业生产

力的加强。

支持教育

到 2030 年让所

有优先小镇的

基础教育发展

指数（葡萄牙语

缩写为 IDEB）

提升 40%

在这一承诺下，我们在认定的 31 个优先小镇中的 27 个实施了书赞桉

诺教育项目（葡萄牙语缩写 PSE）。我们根据 2019 年的 IDEB 得分

设置目标基准，并首次进行项目年度评估，以衡量所实施举措的成效。

IDEB 每两年计算一次；基础教育评估系统（葡萄牙语缩写 SAEB）测

试在 2021 年底进行。因此，我们需等结果公布之后才能宣布在这一

目标上的进展。

促进多元化、平等

和包容性

到2025年确保

对残障人士的无

障碍程度达到

100%16

2021年，我们推进了之前的测量中认定需要改进之处的翻修工程进度，

无障碍环境覆盖率提升了 14.7 个百分点，达到了 52.9%。其中一个亮

点是我们行政办公室进行的建筑项目。该项目遵循开放办公室的理念，

打造单一综合体，不再区分部门和 / 或区域，以促进不同区域和流程之

间的包容性和合力。

到2025年确保为

残障人士打造百

分百包容环境

我们改善了对残障人士包容性环境的认知，达到了 93%。为实现这一

成果，我们实施了旨在解决前一年的调查中所暴露问题而制定的战略

举措：详细登记了 1,000 名人才，通过运营培训项目培训了 78 人，

实施治理流程、确保残障人士的岗位接替，以及举办一系列活动来增

强意识、接纳和宣扬不同身体状况的潜力和品质。

36 书赞桉诺2021年度报告  书赞桉诺 37

http://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sustainability-at-suzano/commitments-to-renewing-life/decrease-poverty/
http://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sustainability-at-suzano/commitments-to-renewing-life/boost-education/
http://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sustainability-at-suzano/commitments-to-renewing-life/promote-diversity-equity-and-inclusion/
http://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sustainability-at-suzano/commitments-to-renewing-life/promote-diversity-equity-and-inclusion/


2022年任务

基准：  
92.4% (2020)

相对基准的进展：

15.8%

状态

进度落后

我们将增加对相关举措的投资，以改善性少数群体人士的体验。

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利用最新调查的发现来识别我们需要改善的

方面，并设立工作组解决问题。

基准：  
15.8% (2019)18

相对基准的进展： 
47.2%

状态

进度超前

我们将启动 ELOS D+ 项目来加速女性职业发展并加强我们提升

人才库中女性投递简历的举措。我们还将继续相关工作，让对内

对外的领导岗位遴选过程包含更多女性。为支持未来领袖发展，

我们希望增加普通和基层领导岗位中的女性的数量。

基准：  
18.7% (2019)19

相对基准的进展： 
8.8%

状态

如期推进

我们将启动 ELOS D+ 项目来加速非裔职业发展并加强我们提升

人才库中非裔投递简历的举措。我们还将继续相关工作，让对内

对外的领导岗位遴选过程包含更多非裔。为支持未来领袖发展，

我们希望增加普通和基层领导岗位中的非裔的数量。

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我们将这一百分比四舍五入列为16%。从本报告开始，我们的结果将包含小数点后一位。

为在书赞桉诺加强透明度并妥善处理种族/民族相关举措，我们选择将国际办事处排除在此目标之外。因此，目标基准变成是2019年12月在巴西

的领导岗位有18.7%由非裔担任。

18.

19.

“树衍万物”承诺

议题/SDG 承诺 2021年绩效

支柱：人类 

促进多元化、平等

和包容性

到 2025 年确保为性

少数群体人士打造百

分百包容环境

2021 年，我们改善了对性少数群体人士包容性环境的认知，达

到了 93.6%，比前一年增加了 1.2 个百分点。为实现这一成果，

我们实施了旨在解决前一年的调查中所暴露问题而制定的战略举

措：对这一议题的教育和意识加强、积极聆听、在公司工厂提倡

拥抱共融，以及在人才通道项目中增加招聘性少数群体人士。

到 2025 年 30%的领

导岗位（职能经理及

以上）由女性充任

我们有 22.5% 的领导岗位由女性充任，比前一年增加了 3.4 个百

分点。这一结果的背后主要是我们面向女性的职业加速及指导项

目，我们还为选用流程界定了更多元化的入围标准，让更多女性

获得聘用。按我们的标准，入围名单需有 50% 女性和 / 或非裔候

选人。

到 2025 年 30%的领

导岗位（职能经理及

以上）由非裔担任

2021 年，我们有 19.7% 的领导岗位由非裔充任，比前一年增加

了 1.4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的背后主要是我们面向非裔的职业加

速及指导项目，我们还为选用流程界定了更多元化的入围标准，

让更多非裔获得聘用。按我们的标准，入围名单需有 50% 女性

和 / 或有非裔候选人。此外，这一承诺与整个领导团队的可变薪

酬挂钩。

38 书赞桉诺2021年度报告  书赞桉诺 39

http://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sustainability-at-suzano/commitments-to-renewing-life/promote-diversity-equity-and-inclusion/
http://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sustainability-at-suzano/commitments-to-renewing-life/promote-diversity-equity-and-inclusion/


了解每位董事会成员的简介及履历，请浏览我们的   

“投资者关系”网站。

我们将治理机构的道德、诚信和透明绩效还有一致的

政策以及成熟的风险管理实践作为保障。相关政策和

实践让书赞桉诺在千百年难得一遇的艰难年份，面对

疫情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也能取得进步。公司政

策在必要时会进行修订。2021 年，书赞桉诺的《反腐

败政策》有所更新。

了解更多书赞桉诺治理机构及其职

能的构成，请浏览我们的“投资者

关系”网站。在可持续发展指标中

心，您还能了解我们如何管理利益

冲突以及如何对董事会成员发放薪

酬、衡量业绩等信息。

企业板块

董事会

业务单元

首席执行官

支持委员会：

法定审计委员会

管理与财务委员会

战略与创新委员会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人力资源委员会

薪酬委员会

资格委员会

*董事会下属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成员：

Clarissa Lins, Fabio Barbosa, Haakon Lorentzen, Priscila Vansetti, Ronaldo Iabrudi, 

Philippe Joubert, David Feffer (coordinator) and Daniel Feffer

纸张及包装林业 消费商品木浆

可持续发展

技术与创新

新业务

其他板块

70% 的独立董事 20% 的性别多样性

公司治理

巴西证券交易所最高公司治理板块“新市场”板块及

纽约证券交易所“ 美国存托凭证（ADR）”板块挂牌

巴西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票代号：SUZB）

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票代号：SUZ）

直到2022年4月，我们都是这样的组成。在本报告编制结束后，我

们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了一次普通股东大会。

_公司治理
GRI 102-18、 102-22、102-23   

我们的治理架构的进步反映了公司本身的发展。对一家

寻求领导行业、社会和世界高度重要的动向的企业而言，

也非常关键。2021 年，我们的董事会得到了监事会、

高管委员会和可持续发展和战略与创新等六个顾问委员

会的支持。

董事会经常接受评估，并得到书赞桉诺高管委员会的支

持。高管委员会也对与公司相关的社会和环境议题负责。

高管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至少有一个 SDG 与他们的可变薪

酬挂钩（至少相当于他们短期可变薪酬的 10%）。

董事会有十位成员，其中七位是独立董事，名单如下：

_ Ana Paula Pessoa（董事会成员）

_ Claudio Thomaz Lobo Sonder（副主席）

_ Daniel Feffer（副主席）

_ David Feffer（主席）

_ Helio Lima Magalhães（董事会成员）

_ Maria Priscila Rodini Vansetti Machado（董事会成员）

_ Nildemar Secches（董事会成员）

_ Paulo Rogerio Caffarelli（董事会成员）

_ Rodrigo Calvo Galindo（董事会成员）

_ Rodrigo Kede de Freitas Lima（董事会成员）

阿拉克鲁斯工厂（圣埃斯皮里图州）（摄影：Márcio Sch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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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

书赞桉诺重视信息安全，尤其是面对呈指数级增长的网络攻击。网络攻击是WEF强调过的主

要全球风险之一。2021年，公司重组了信息安全板块。该板块的任务是降低和避免漏洞，确

保网络安全和资产的保护，尤其是信息和个人数据，做到保密、完整、可用、真实和合法，

减少可能影响公司的风险。

_ 道德行为及管理 _行为守则

公司制定了《行为守则》《监察专员政策》

《纪律措施政策》以及《行为委员会规则》，

用于指导公司的道德管理，并为公司的治理

流程提供指引。上述文件的规定适用于所有

板块以及监察专员渠道，另有适度监管措施，

包括特定程序和保密措施，以保障合规。

我们的《行为守则》包含指导我们日常行为的六

大原则，以关系、产品和服务质量为重点。我们

致力于透明、平等、问责和企业责任，在经营范

围内保障人权。

2021 年，《行为守则》及其中的强制培训根据

我们的规章有所更新。修订后的文件有英语、汉

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版本，明确了与《通用

数据保护法》、疫情时期的医疗卫生措施、廉洁、

平等以及与供应商关系相关的指引和原则。此外，

它还包括可持续发展和骚扰等议题的新信息。了

解更多，请浏览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2021年，为改进公司治理实践，针对供应商参与公司生态的特点，书赞桉诺基于《行为守则》发

布了专门的《供应商行为守则》。了解更多，请参阅“供应商”一章，或点击此处。

_风险管理
GRI 102-30  

在书赞桉诺，风险板块的作用是确保根据已有的方

法和治理去合理识别、分类和监控可能对绩效和企

业战略带来负面影响的所有事件。该流程包括三条

主要行动线：综合风险管理、合规和监察专员。

我们制定了适用于所有板块的《综合风险管理政策》。

风险分析会基于可能性（非常可能、较大可能、可

能和不太可能）考虑以下影响参数：财务、健康安全、

环境、社会、文化、形象声誉、组织气氛与法律。

风险板块会定期进行企业风险管理（ERM），通

过与主要高管座谈和访谈，重新评估公司的主要

风险以及识别新风险。按我们的方法被认定的优

先风险会定期汇报给高管委员会、法定审计委员

会和董事会，以确保合理监管。

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高管委员会和董事会

成员接受了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培训。公司还为

各地直接从事风险及危机管理工作的关键员工提

供了培训。

利梅拉工厂（圣保罗州）的造纸机1（摄影：Fernando Cavalc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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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佩拉特里斯工厂（马拉尼昂州）（摄影：Márcio Schimming）

了解书赞桉诺在反腐败板块的所有指标，

请浏览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所有合规信息均会发送给

全体员工，包括领导人。

各类风险会经过

评估并按可能性

和影响力排序。

所有员工都必须参加反腐败培训，并需在入职后 30 天

内完成。

培训内容每两年更新一次，对于在部门关系中面临更

高腐败风险的敏感板块，还有特定的定制化内容作为

补充。

此外，我们改进了对商业伙伴的背景调查流程，包括

明确了衡量合同风险的风险指标、规范了推荐行为并

加强了支持领域与申请人之间的整合，让公司能更好

地作做出知情决策。

_廉洁

书赞桉诺通过在合规项目下制定并实施各种举措来打

击腐败。应对这一议题的内部文件包括：《行为守则》

《反腐败政策》《社会与环境投资及捐赠政策》*《与

政府官员交往手册》以及《背景调查政策》。上述文

件规定了所有员工在日常活动以及与商业伙伴的关系

中都必须遵守的反腐败指引。

《社会与环境投资及捐赠政策》确立了捐赠、赞助和

合作协议都必须遵守的流程以及审批级别。该政策还

说明了相关申请所涉及的各个板块的角色和责任，且

相关申请还需经过合规板块评估并出具意见。

腐败风险管理见“风险管理”一节（第 42 页）的企业

方式之后。

_合规

作为公司治理最佳实践的一部分，

我们的合规举措为确保书赞桉诺所

有业务以及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合

乎道德、廉洁和透明打下了基础。

我们推行基于市场最佳实践的合规

项目，该项目得到我们的高级管理

层支持，并根据预防、检测和响应

三大支柱实施。此外，我们还制定

了适用于全体员工的《反腐败政策》。

我们在年内向员工提供了线上交流

以及定期培训活动。2021 年，我们

发挥了各种举措的作用，举办了廉

洁周、推行沟通交流活动（“点赞 /

点踩”）并对经过董事会审批的《反

腐败政策》进行了复审。

此外，塞拉多项目有一支拥有内部

控制、风险管理及合规经验的跨专

业队伍，专门来识别、处理及降低

项目规划及执行中涉及的风险。

了解合规板块的所有标准，请访问我们

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 仅有葡萄牙语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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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标准

腐败案件1  
205-1 

20192 2020 2021

确认的腐败案件总数 29 15 15

因发现腐败而开除员工或采取纪律措施的确认的案件总数 22 10 8

因发现腐败而终止与商业伙伴的合同或不再续约的确认的案件总数 3 3 4

反腐败

监察专员渠道接收并处理的投诉/需求1 2019 2020 2021

认定的投诉/需求总量 671 912 1.079

处理的投诉/需求总量 671 912 1.079

解决的投诉/需求数量 631 870 1.039

有待解决的投诉/需求数量 40 42 40

已登记但无需在今年内解决的投诉/需求数量 63 40 42

监察专员  
GRI 102-17

按职能类别划分的接受反腐败政策及流程培训的员工占比1

GRI 205-2
2019 2020 2021

行政 89% 96% 91%

咨询 100% 70% 0%

顾问 93% 98% 94%

协调员 88% 97% 93%

总监 53% 88% 82%

执行总监 75% 91% 75%

专员 89% 100% 95%

执行经理 85% 98% 96%

职能经理 83% 97% 93%

运营 79% 84% 84%

主管 89% 95% 91%

整体 83% 88% 87%

投诉主要包括管理人员行为不当、欺诈、同事行为不当、工作场所物理条件、薪酬、工作时间、福利、劳工问题、偏离职能、选拔过程/入职/失联、对服务供
应商的不当对待、克扣工资、职业发展/晋升、健康与安全以及信息安全。在监察专员渠道收到的1,079条投诉中，经过合资格专业人员的适当分析和调查，采
取了528条纪律措施，包括：流程改进/制定控制机制、反馈、指引与监控、正当理由开除、无理由开除、书面及口头警告、更换外包员工以及终止服务合同。
每条投诉提交时都会有一个协议号，凭协议号能获取向外部监察专员渠道作出的投诉答复。

1.

2021年，书赞桉诺未有公共腐败案件举报，15起举报指控均为私人腐败，涉及以下方面：挪用、利益冲突、操纵信息、贿赂以及泄露信息。我们进一步声明，
上述案件并未对公司的财务报告及信息造成重大影响。

2019年的数据受到复审，因为有投诉在统计期内仍在调查中。

1.

2.

该指标并未包括相应期限内休假的员工、入职不到一个月的员工、学徒和Formare学生，这导致了该指标与员工总数相关指标有差异。顾问并未接入
Workplace，无法收到内部通知，因此相应期限内并未发送任何通知。

1.

了解这一板块的所有指标，请浏览我们

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2021年，

有1,079条投诉提交并得到处理，

其中1,039条得到妥善解决。

特雷斯拉瓜斯工厂（南马托格罗索州）森林维护监督员

Rômulo Leonardo da Silva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投诉是通过一家独立的外包公司提交，以确保能在投

诉人的要求下保持匿名。投诉举报将得到适当的板块

和人员进行独立、不偏不倚的调查。调查人员将确认

投诉的真实性并决定必要措施。无论在巴西还是世界

其他地区的办事处，书赞桉诺都不会容忍任何对通过

监察专员渠道进行投诉的投诉人的报复行为。这一流

程受到外部独立审计员审计。了解更多，请参阅我们

的《内部审计政策》。

投诉举报可从四种语言中选择，经全天候开放的渠道，

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网站提交。了解更多，请点击

此处。

_监察专员
GRI 102-17 

监察专员渠道保密、独立，回答内外部利益相关方的

问题并接收他们提交的疑虑和投诉。2021年，有 1,079

条投诉提交并得到处理，其中 1,039 条得到妥善解决。

在监察专员渠道收到的 1,079 条投诉中，经过相关责

任方的适当分析和调查，约 56% 被认定为有效，相应

采取了 528 条改正措施及纪律措施，包括流程改进 /

制定控制机制、反馈、指引与监控、正当理由终止、

无理由终止、书面及口头警告、更换承包商以及终止

服务合同。每条投诉提交时都会有一个跟踪号，凭跟

踪号能获取向外部监察专员渠道做出的投诉答复。

了解更多申诉以及我们所采取的行动，

请浏览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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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书赞桉诺发行的基于SLB原则的

债券，请参阅“SPO”和“框架”。

除了 SLB 以外，2021 年 2 月，书赞桉诺签署了

一份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SLL）形式的出口预

付款协议，总额为 15.7 亿美元（约为 105.3 亿

人民币），每年按伦敦银行同业拆借息率（LIBOR）

加 1.15%，平均期限为 60 个月，最终到期时间

为 2027 年 3 月 8 日。在这项交易中，环境绩效

指标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及工业取水量的目

标挂钩。

圣保罗州腹地的桉树种植林和原生森林（摄影：Sergio Zacchi）

本次筹资吸引到的需求总额为34亿
美元（约为228亿人民币），是原定交易规

模的6.8倍，包括5亿美元（约为34亿

人民币）的国际债券。

_可持续金融

书赞桉诺是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

发行商之一。作为一种金融工具，SLB 将从投资者手

中筹资的成本与可持续发展兑现债券。2020 年，公

司首次发行基于 SLB 原则的债券，成为全球第二家、

美洲第一家发行该种类型债券的公司。2021 年，书

赞桉诺又发行了两只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并首次

将它们与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目标挂钩，而非通

常的环境或社会目标。

书赞桉诺在 6 月发行的债券中设定了两个目标：工

业运营取水量减少 12.4%，从 2018 年的 29.8 m3/

吨，到 2026 年减至 26.1 m3/ 吨，并增加领导岗位

（经理及以上）的女性占比，从 2019 年的 16%，

到 2025 年增至 30%。两个目标均符合我们的“树

衍万物”承诺。

该债券规模为 10 亿美元（约为 67 亿人民币），2032

年到期，收益率为 3.28%，年息票率为 3.125%，这

标志着首次由拉丁美洲企业将 SLB 与多元化和包容性

目标挂钩。

2021 年 9 月，公司发行了另一只与同样的承诺挂钩债

券、2028 年到期的 SLB。本次筹资吸引到的需求总额

为 34 亿美元（约为 228 亿人民币），是原定交易规

模的 6.8 倍，包括 5 亿美元（约为 34 亿人民币）的国

际债券。发行的债券的年息票率为 2.5%。对投资者的

回报总额为每年 2.7%，是巴西企业发行的 7 年期债券

中最低的一只。

这只债券的架构为，若公司未能达到所提出的目标，

则每达不到一个目标，投资者的回报就要增加 12.5 个

基本点，封顶为 25 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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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月，书赞桉诺举行了首次 ESG 业绩发布会，

会上提到了书赞桉诺所提出的、需在 2030 年前实现

的主要社会、环境和治理承诺相关的目标、议题及挑战。

这次活动是透明与公开对话的具体例子。这种对话是

书赞桉诺应对与公司相关的议题的特点。以这次会议

作为契机，公司公布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一项新的

“树衍万物”承诺：到 2030 年，将塞拉多、大西洋

森林和亚马孙群落的 50 万公顷土地连接起来。这次

会议向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直播，包括通过 Workplace

向公司员工直播。

ESG 业绩发布会

本次活动的出席者包括书赞桉

诺的领导人。活动主持人Pavan 

Sukhdev是一位具有全球影响的

专家，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拥

有丰富经验。观看ESG业绩发布

会，请点击此处。

金融、投资者关系及法务执行董事Marcelo Bacci在ESG业绩发布会直播

我们每年都在探索增加与受众沟通的方式，包括通过社

交媒体账号和各种网络平台，以及尽可能地通过公司举

办面对面的讨论，从而不断加强我们对内对外的联系。

点击此处获取ISS ESG

报告。  

39% ESG
2021年12月

8% 绿色债券

61% 传统债券

31% 可持续发展挂钩

9% ESG
2019年12月

97% 传统债券

3% 绿色债券

新债概况

2020 年到 2021 年，书赞桉诺通过与 SDG 挂钩的债券共筹

集到 22.5 亿美元（约为 150.9 亿人民币）。包括 2021 年的

新交易在内，公司已有39%的债务与可持续发展承诺挂钩，

这一数字在 2019 年底仅为 9%。

资本市场

书赞桉诺首只绿色债券 书赞桉诺SLB—2031年 书赞桉诺SLL 书赞桉诺SLB—2032年 书赞桉诺SLB—2028年

FIBRIA首只绿色债券

• 7亿美元(约为47亿人

民币）

• 全球第二支SLB

• 12.5亿美元（约为83.9

亿人民币）

• 15%绿色溢价（约节

省了1,180万美元，约

为7,916万人民币）

• 15 .7亿美元（约为

105.3亿人民币）

• 拉丁美洲首只与多

元化挂钩的SLB

• 10亿美元（约为67

亿人民币）

• 5亿美元（约为34亿

人民币）

• 第二支与多元化和

平等挂钩的债券
• 7亿美元

• 绿 色 农 业 综 合

企 业 应 收 款 证 书

（CRA）10亿雷亚尔

（约为13亿人民币）

2016/2017 2020 2021 20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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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赞桉诺一直致力于成为一家重视人才的组织，努力创造更多元化、包容和

彼此尊重的工作环境。我们“刚柔并济”（strong-yet-gentle）的文化在

启迪者和变革者身上得以彰显。这样的文化助力我们将短期、中期和长期战

略——付诸实践。我们将携手借此途径实现公司目标，同时创造价值并与社

会分享。

GRI 103-1、103-2、103-3（实质性议题：多元化和包容性）

05 员工

领导力

因佩拉特里斯工厂（马拉尼昂州）

生产恢复助理Thaiza Alexandre de Sousa

（摄影：Marcio Sch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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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我们的多元化

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是公司自 2016 年

开始逐步自愿探讨的主题，并通过“多元项目”（Plural 

program）形成了更加正式的架构。

“多元项目”旨在确保员工受到尊重并能表达其独特

性，以提高五大领域员工的代表性，即各世代群体、

性少数群体、非裔、女性和残障人士。

2021 年，该项目纳入了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议程

了解更多 “多元项目”信息，

请点击项目网站。

中的数项内部活动，例如针对高管和员工的培训、调查、

邀请有影响力的人士和专家举办线上会议、开展雇主品牌

倡议吸引人才，以及与在领英上有活跃档案更新的高管建

立联系。

_坚信“更美好的新世界”

2021年充斥着诸多不确定因素。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

我们一直坚持协作精神，这对于公司在此期间维持良

好业绩至关重要。我们决心共克时艰，继续推动项目

落地以提升每位组织成员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

为从全球视角提升健康管理，我们创造机会，以便更

积极地倾听员工心声，帮助员工及其家人放松心情。

我们在远程办公时期加强对话，并将企业幸福作为公

司领导者议程上的优先议题，因为我们坚信，“更美

好的新世界”作为后疫情世界的代名词，可以实现超

越以往。

情感力量

我们行政职能部门员工采用了全新的居家办公模式，

这也要求我们各团队调整日常工作。操作人员也是如

此。因为书赞桉诺的日常生产经营事关重大，所以他

们未因疫情中断工作，而是继续实地参与业务活动，

并遵守所有健康安全规范。我们会在必要时，安排有

新冠疑似症状或确诊新冠的员工休假；在这种情况下，

团队中的其他人员则会在短时间内为其分担工作。

2021 年，我们成立了一个专注企业幸福的工作小组，

而且不断加大对人性化领导力培训的投资。其中，我

们邀请了哈佛大学积极心理学课程教授和哥伦比亚

大学幸福研究课程教授泰勒·本 - 沙哈尔（Tal Ben-

Shahar）举办讲座，帮助执行董事和职能董事了解幸

福的定义，以及将其融入公司的方式。

书赞桉诺深知，要想创造长期价值，必须与利益相

关者不断进行对话。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我们还推出了健康安全领域学习生态系统 Ecoa 平台

（也即“回音”平台），借助该平台引导领导者在组

织内建立信任纽带，并对与公司和领导层相关的其他

行为提供指引。在员工仍面临着新冠疫情带来的压力

之际，我们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除了促进身体锻炼和正念活动等福利措施之外，我们

持续为员工及其家人提供医疗和心理支持。

特雷斯拉瓜斯工厂（南马托格罗索州）光纤线路操作员

Márcia Cristina da Silva Leon（摄影：Márcio Sch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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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招募人才

我们在选拔人才的每个阶段，都

会按照工厂和工作类别监测少数

群体人员的进展情况。我们发现

女性员工人数达到了书赞桉诺员

工总数的 18.4%，增长了 1.7 个

百分点。2021 年，我们实习生

项目中女性人数占 55%，非裔

占 50%，性少数群体占 13%。

该项目的实习生中，女性人数占

比 60%，非裔为 37%，性少数

群体为 30%，残障人士为 3%。

人才发展

我们培训女性和残障人士参与我

们的工业和林业运营，并通过

“Afrodev 项目”为非裔员工提

供技术培训（点击此处了解更多

信息）。

2021 年，我们的培训项目还纳

入了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

（面向全体人员和管理团队）、

种族素养（面向书赞桉诺的董

事）、发布种族和民族方面自我

声明的方式，以及发起永久性自

我声明。我们最终批准了一项名

为“Elos D+”的项目，旨在加

速女性和 / 或非裔员工的职业发

展。自 2022 年起，该项目将招

募约 350 名参与者。

员工参与/留任

为评估公司环境包容程度（参见

下文了解更多信息），我们发起

了一项调查，并举办了关于性少

数群体权利、种族歧视和残障人

士职业生涯的讲座。我们还与高

管进行讨论，并在每个亲和群体

意义重大的日期和月份举办了庆

祝活动，影响人数超过 4 万。因佩拉特里斯工厂（马拉尼昂州）流程与质量工程培训生Evili da Cunha Silva（摄影：Marcio Schimming）

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承诺

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机会，并能感受到尊重、安全和欢迎

的工作环境，有助于发掘潜力、转变行为并为所有人创

造价值。

我们将“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的主要方面纳入长期承诺中，并转化为

与公司领导薪酬挂钩的短期目标，以突显这一议题对于

我们商业战略的重要性。此外，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经

理及以上层级）的比例目标设定是两只可持续发展挂钩

债券的指标。

为履行承诺，我们一直致力于实现右图所示的三大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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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为 19.7%。

性少数群体：为“骄傲技能”（Pride Skill）（此倡议

由宝洁公司发起，皆在鼓励人们将“骄傲”添加到自己

的职业技能清单中）提供支持；启动各工厂浴室改造项

目；在各国际办事处进行包容性调查；开发培训内容；

开展内外部活动。我们旨在打造 100%的包容性环境，

让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欢迎、尊重和安全，在组织内部

活出真我。我们在性少数群体的包容性方面取得了积极

成果，内部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参见下页成果）。

各世代群体： 复兴亲和团体；聘请特别顾问制定相

关战略计划；加强对各世代群体幸福话题的讨论；与

Infojobs 和 Hub40+ 合作，推出线上系列节目“招聘

40+”；举办推动年龄歧视相关教育的会议和活动。

残障人士：为商业伙伴举办一项招聘挑战，并制定了

认可该领域参与贡献的议程；在各国际办事处开展包

容性调查；调整选拔程序和其他内部职业发展举措，

进而提升包容性；在活动中新增巴西手语（libras）；

制定了增强关爱残障人士意识的倡议。我们根据 2025

年的预期承诺，改善了公共区域的无障碍设施。书赞

桉诺的无障碍设施普及率从 38.44%提升至 53%。在

设施结构改造方面，我们取得进展的工厂有苏扎诺和

贝伦。

阿帕雷西达多塔博多（南马托格罗索州）联运码头物流助理Natani Martins Silva（供图：书赞桉诺图片库）

主要举措和成果
GRI 405-1

2021 年，为继续推进多元化相关议题，我们对所有亲和团体都采取

了具体举措。除了上文提到的吸引 / 招募人才、人才发展和员工参与

/ 留任的活动外，这一年的其他举措包括：

_ 女性：为“Mulher 360”运动和“Mulher Florestal”网络提供支

持；监测女性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每个阶段的代表性；举办扫盲和参与

活动；公司在提高领导职务（职能经理及以上层级）女性人数方面取

得了重大进展：女性人数比例从 2019 年的 15.8% 增加至 2021 年底

的 22.5%。

_ 非裔 : 在市场上积极为书赞桉诺未来的领导职位物色非裔人才；赞

助“种族平等支持论坛”（the Yes to Racial Equality Forum）；助

力“配额支持运动”（the Yes to Quota Campaign）；举办非裔文

化月庆祝活动，包括举办关于非洲未来主义的对外线上直播活动。仅

在我们的“树衍万物”承诺中，即职能管理及以上层级的职务中，非

裔员工占比增长了 21%，非裔经理和总监人数从 71 名增长到 2021

年 12 月的 86 名。在书赞桉诺的高级领导职务中，非裔员工目前的

在2021年，

我们担任主管、协调
员、经理和总监的
非裔员工人数增加了 

31%

22.5% 
的公司高管为女性

利梅拉工厂（圣保罗州）木浆包装线助理操作员Franciele Cristiane Albino （摄影：Fernando Cavalc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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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职能划分的员工数量1

GRI 102-8
2019 2020 2021

行政 3,222 2,998 3,349

顾问 595 612 706

协调员 304 300 361

总监 20 17 21

执行总监 12 11 13

专员 78 47 61

经理 92 95 117

执行经理 289 294 326

操作员 8,978 10,208 11,341

主管 307 327 401

董事长 1 1 1

总人数 13,898 14,910 16,697

1. 数据包含书赞桉诺（涵盖Facepa和Futuragene）和Ecofuturo的合作方。

根据区域划分1  

GRI 102-8
2019 2020 2021

北方地区 985 981 869

东北地区 4,176 4,282 4,790

中西部地区 1,790 2,061 2,737

东南部地区 6,606 7,299 7,958

南部地区 86 76 79

海外 255 211 264

总人数 13,898 14,910 16,697

 1.数据包含书赞桉诺（涵盖Facepa和Futuragene）和Ecofuturo的合作方。

根据雇佣合同类型和性

别划分1 

GRI 102-8

2019 2020 2021

男性 女性 总人数 男性 女性 总人数 男性 女性 总人数

固定期限 0 0 0 0 0 0 0 0 0 

无固定期限 11,750 2,148 13,898 12,628 2,282 14,910 13,865 2,832 16,697 

总人数 11,750 2,148 13,898 12,628 2,282 14,910 13,865 2,832 16,697 

 1. 数据包含书赞桉诺（涵盖Facepa和Futuragene）和Ecofuturo的合作方。

标准

特雷斯拉瓜斯工厂（MS）（南马托格罗索州）职业安全助理（前）Eduarda Cristina Silvino Esteivam

和职业安全监督员（后）Gina Kércia de SousaPimentel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包容性调查

除了书赞桉诺 DE&I 计划内包含的报告举措，我们还

进行了一项调查，评估公司环境包容性。这项研究由

GlobeScan 开发，由公司与 Goldenberg 多元化和包容

性咨询公司合作开展，旨在评估员工对于治理、文化和

体验这三大公司基石方面包容程度的看法。

2021年，我们进行了两轮调查，覆盖了公司所有员工。

调查样本包括各国际办事处员工总数的 10% 和巴西员

工总数的 30%。

基于这一开创性举措的成果，我们能够确定员工对工作

环境包容性的看法，涉及内容不仅仅包含上述基石领域，

也包括书赞桉诺的五个 DE&I 重点领域，以及每个工作

地点、工作类别和其他变量。

我们根据结果确定了优先事项，并通过与职业相关的活

动在全年内予以解决，这也是所有亲和团体的共同痛点。

我 们 长 期 承 诺 确 保 为 性 少 数 群 体 和 残 障 人 士 提 供

100% 的包容性环境，以下是公司对这些群体包容性评

估的调查结果：

性少数群体 

 92.4%  二月 

  92.6% 八月

残障人士

 91.8%  二月 

  91%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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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项目

书赞桉诺实施的培训和吸引新人才的举措会优先考虑

雇用本地劳动力，以支持公司运营所在城市的发展。

其中，我们设立了重点培训工业领域工人的“培训”

项目（“Capacitar”项目），以及针对林业领域员

工的“培养”项目（“Cultivar”项目）。

此外，我们还有针对学徒、实习生、培训生和年轻管

理人员开展的项目。在我们最新一期“未来之根”

（“Raízes do Futuro”）实习项目中，我们会将

2022年上半年即将开始的新实习生招募扩大到巴西

的不同地区。

参见以下数字：

帕尔杜河畔里巴斯（南马托格罗索州）社会发展分析员Valdeir Augusto Goncalves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空缺职位招募
的人员中

 140 顺性别女性

55%

顺性别女性数量增幅

2% 

非裔

50%

非裔数量增幅

17% 

性少数群体

13% 

性少数群体全体数量增幅

4% 
残疾人数量增幅

100% 

{

{138% 

这些数据表明，
相比上一个周期，

职位增长

根据性别划分的第三方员工人数¹  
GRI 102-8

2019 2020 2021

男性 21,016 20,152 18,902 

女性 1,641 1,356 1,473 

总人数 22,657 21,508 20,375 

1. 这些数据指在书赞桉诺区域内长期提供服务的公司的第三方雇员。

根据多元化划分1  
GRI 405-1

2019 2020 2021

男性 女性 总人数 男性 女性 总人数 男性 女性 总人数

非裔 45% 8% 53% 46% 8% 54% 45% 9% 54%

残障人士（PwD）2 1.7% 0.3% 2% 1.7% 0.3% 2% 2.3% 2.8% 2.4%

1. 数据包含书赞桉诺（涵盖Facepa和Futuragene）和Ecofuturo的合作方。

2.PwD是指残障人士的首字母缩写。

了解其他指数情况，请访问我们的可持

续发展指标中心。

特雷斯拉瓜斯工厂（南马托格罗索州）职业安全经理Luciane Amparo和职业安全

协调员William Leme Machado（摄影：Márcio Sch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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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书赞桉诺的林业业务中发生了三起涉及外包

工人的死亡事件。我们对这些事件深感遗憾。我们与

负责聘用这些员工的公司一同向遇难人员的家人提供

了支持。

我们对每个案例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我们根据评估

结果，改变了流程和行为，改进了措施，确保有更严

格的程序来保障我们员工的安全。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可持续发展指

标中心。

书赞桉诺安全指标 2019 2020 2021

IGS（安全管理指标） 89% 82% 89%

IQS（安全质量指标） 90% 86% 91%

安全指标（IGS和IQS之间的平均值）1 n/a 84% 91%

1.2020年开始报告数据，故无2019年数据。

安全数据 

GRI 403-9
2019 2020 2021

工伤死亡人数 1 0 3

请假的工伤人数 44 42 40

可报告的工伤数量 195 146 120

员工与承包商健康与安全费用¹ 
GRI 403-9

2019 2020 2021

结果 基准 结果 基准 结果 基准

严重度1 104.00 24.00 33.00 24.00 310.00 30.00

损失时间伤害频率2（LTIFR）-承
包商 0.49 0.68 0.52 0.44 0.51 0.47

总可记录伤害率3(TRIR) 2.18 2.54 1.80 1.96 1.92 1.62

1. 比率计算：（不在岗天数）×1,000,000/（工作的工时数）。
2. 比率计算：（请假情况）×1,000,000（工作小时数）。
3. 比率计算（请假的情况+无请假的情况）×1,000,000（工作小时数）。

2021年成果
根据评估安全

工具的使用指

标，我们的工

作获得了 19%

的提升。

安全管理指标（SMI）：

89%, 
2020年为82%

安全质量指标（SQI）：

91%,

总体安全指标（SMI和SQI之
间的平均值）：

2020年为86%

91%, 
2020年为84%

_ 安全

“健康、安全和生活质量”（Health, Safety and    

Quality）领域以 ISO 45001:2018、OSHAS 18001 和

ISO 9000、标准劳动条例、PDCA 循环以及国内国际良

好做法为基石，并直接在所有书赞桉诺工厂推行，这些

工厂均在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的覆盖范围内。

2021 年，我们继续实施以安全文化培养为中心的人员

和流程发展“关爱”项目（“Cuidar”项目）。我们年

度计划活动的执行率达到 99%（共 691 项举措），具

体执行情况如下：

_ 100%的造纸工业工厂、港口和分销中心计划活动

_ 99%的林业和木浆行业工厂计划活动

_ 98%的消费品工业工厂计划活动

“关爱”项目遵循能源研究所开发的“心灵”方法论

（Hearts & Minds methodology），该方法介绍了职

业安全的各个层面，进而指导实施有效的行动。我们基

于该方法对公司所有场所的安全文化成熟度进行评估，

工作进展则由一支内部团队和一位外聘顾问共同监督。

2021 年的评估结果显示，公司职业安全工作相比前一

年改进了 8.77%。这一进展表明，安全文化作为一种价

值观不断发展，并融入我们的工作日常。

我们对技术进行投资，并促进协作管理模式。所有员工

和承包商都可以在该模式下对偏离我们标准的情况进行

报告，且必须由地区负责领导来处理。采取的措施通过

安全管理指标（SMI）进行监测，并定期向书赞桉诺各

级工厂进行月度报告。

我们尽己所能避免事故发生，并建立评估事故的坚实架

构，确保采取有效的措施。

书赞桉诺的运营工厂都设立了架构化的安全委员会，这

些委员会又下分为规模较小的小组委员会，负责健康安

全相关的讨论、分析和执行，并参与内部事故预防委员

会（CIPA，葡萄牙语名称缩写）开展的活动。

情况报告

61.04%
增幅

287,778

178,6902020

2021

因佩拉特里斯工厂（马拉尼昂州）干燥操作员Leonardo dos Passos Rodrigues（摄影：Márcio Sch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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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佩拉特里斯工厂（马拉尼昂州）通信分析师（左）Layara Oliveira，干燥机操作员（中）Deborah Zaine do Nascimento Felipe de Carvalho以

及物流分析师Vinícius Ferreira Mendes（右）（摄影：Márcio Schimming）

_志愿者计划 

志愿者计划（“Voluntariar”）已实施二十多年之久，

旨在通过鼓励员工、服务供应商、家庭成员和合作伙伴

参与公司支持的志愿活动，加强书赞桉诺与邻近社区的

关系。这些举措致力于提升社会参与度，并通过协作性

工作推动社会实现积极变化，以促进教育、可持续性、

多元化和包容性。

“志愿者”计划提供了多项倡议参与机会，如“贡献未

来”和“JA 创业”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项目

（“Formare”项目），自 2005 年以来，该项目（与

Iochpe 基金会合作）为弱势年轻群体进入就业市场提

供培训。2021 年，我们将 Formare 项目扩展到另外

两家书赞桉诺工厂（阿拉克鲁斯工厂和特雷斯拉瓜斯工

厂），加之已参与其中的苏扎诺、穆库里工厂和因佩拉

特里斯工厂，参与单位总数达到五家。因此，书赞桉诺

是巴西拥有最多 Formare 学校的公司之一，每年培训

100 名年轻人，这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履行多元化和人才

发展方面做出的承诺。2021 年的五个班级中，女性占

52%，非裔占 65%。

作为我们“树衍万物”承诺和文化驱动力的组成内容，“志

愿者”计划与公司的战略一致在 2021 年取得了以下成

果：

_ 1,736 名志愿者

_ 10% 的员工参与（58% 为男性，42% 为女性）

_ 34% 的领导层参与（经理、主管和董事 ) 

_ 7,347 个志愿服务小时

_ 来自 14 个地区（巴西 13 个州和瑞士）的 42 家工厂
    参与 。

_ 14,890 人（直接和间接）受益

生活质量

在外部充斥着不安全和不确定的情况下，书赞桉诺依然

追求情绪健康与平衡，因此加强了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关

注。在延续 2020 年措施的基础上，我们向员工提供了

完全免费的在线咨询平台。我们还开发了“书赞桉诺你

真行”（“Faz Bem Suzano”）应用程序，其中包含了

促进和保护身体和心理健康的资源。同时，我们继续举

办探讨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等问题的线上活

动。

此外，为了宣传在工作和生活中自我照护的重要

性，我们推出了一项名为“关爱无处不在”（Caring 

Everywhere）的倡议。我们希望通过视频、游戏、讲座

和其他活动，促进朋友和家人之间的讨论和反思。

将新冠疫情的影响降至最低

2021年，书赞桉诺继续分享抗击新冠疫情的指导方针，

以及预防性健康和安全措施，旨在保护员工及其家人、

服务供应商和全社会。

我们的短期举措包括为所有员工接种疫苗、根据各工厂

职业健康领域的建议购买血氧仪出借给新冠检测呈阳性

的员工、允许有条件的员工继续远程办公、定期加强安

全和健康措施、免费在线心理支持等。

2021年，我们有2,757位员工确诊新冠，有20位
员工因新冠逝世，对此我们深感遗憾。

着眼于长期发展，我们设立了一个特定小组将公司不同

领域的员工汇聚在一起，继续讨论由新冠疫情引发的文

化和行为变化。这些变化可以帮助我们面向未来，构想

可能场景、制定活动和解决方案，并且确定在人员管理

方面取得的进展。

欲了解我们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所有举措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我们书赞桉诺抗疫专题网站。

您可在诸如政府和有组织的民间社会、社区和供

应商等其他章节，了解书赞桉诺价值链其他部分

实施的举措，从而将新冠疫情的影响降至最低。

因佩拉特里斯工厂（马拉尼昂州）生产恢复助理Thaiza Alexandre de Sousa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员工 6766 书赞桉诺2021年度报告

https://www.suzanoagainstcoronavirus.com/


过去两年历程

900+ 家

初创企业在过去

18个月受到评估

40+项

开放创新举措在书赞

桉诺林业、工业、物流和销售、

一般和行政费用等领域的

生产链中得到采用

9个

概念验证项目和

10个规模化项目

50+位

创新大使

26位

企业家/家初创公司和

导师参与导师计划

开放式创新

2021 年，开放式创新领域的重点是向组织介绍和解释开放

式创新的主要概念及其在商业挑战中的实际应用。为此，该

领域举办了诸多活动，如推销日、邀请企业家开设讲座，以

及邀请初创企业参会并介绍其他行业成功案例。

我们开发了诸多项目鼓励更多书赞桉诺员工参与开放式创新

活动，并为初创企业推出了一项指导计划，帮助他们与公司

高管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凭借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2021 年，

我们在 100 家开放创新公司综合排名（100 Open Corps）

中入选前 10，并在 100 家开放初创公司排名（100 Open 

Startups ranking）中居于木浆和造纸类首位。

数字化集群

由于数字化转型战略，书赞桉诺的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的

数量增加。数字化解决方案为公司创造了超过 8,000 万雷

亚尔（约为 1.05 亿人民币）的现金收益，与开放创新的成

果一同在 2021 年共计创造约 1.1 亿雷亚尔（约为 1.4 亿

人民币）的收益。

数字化学院

数字化学院（The Digital Academy）的建立旨在借助项目“基

础学习法”从数据科学、灵活性和创新方面培训书赞桉诺的

员工。项目“基础学习法”包括人们学习和应用解决真正商

业挑战的概念。

2021 年，数字化学院培训了 110 多人，其中 18 人作为数

据科学家、“灵活领域专家”（agilists）或开放式创新顾问

开启了新的数字化职业。

我们结束了 Afrodev 的第一期课程，该项目旨在为网络开发

和数据科学领域培训和雇用非裔（点击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愈加灵活与协作的环境

数字化转型作为一项重要行动，不断驱使我们提升灵活

度和数据驱动能力，从而减少决策中的假设使用占比，

基于数据做出更佳决策。

数字化转型计划以客户为解决方案开发的中心，不断鼓

励我们专职数字团队（小组）进行实验与合作。详情请

了解更多关于书赞桉诺在数字转型方面的工作。

灵活性 AGILITY

始于 2019 年的弹性工作转型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

2021 年末，公司在超过 15 个地区拥有 80 多个小组弹

性开展工作。12 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6% 的团队

在弹性工作时幸福度和满意度都有所提升，95%的团队

更加专注于成果交付，84%的团队交付质量有所提高。

公司的首要任务是逐步推动弹性工作转型，以此来增加

其广度、深度和连续性。

_数字化转型

2021年年底，我们有超过  

1,200 人  
参与了弹性工作

30 名弹性工作大使
分布在巴西的书赞桉诺各工厂和国际办事处。

设计

我们确信设计是创造性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 ，同时也是培养

基于同理心、以客户为中心、合作和实验等概念的创新思维

模式的方式。

2021 全年，我们举行了 30 多次囊括不同领域的共创研讨

会。用户体验项目的一个最佳案例是“森林控制塔”（Forest 

Control Tower）的构思，这是一个整合和集中林业运营信息

的中心，以指导采用灵活和数据驱动方式做出决策。欲了解

更多关于“森林控制塔”的信息，请查阅全球环境章节。

2021年，为了推广创新文化，设计团队还领导开展了诸如“重

新设想！”（REIMAGINE）和“数字化实验室”（DigitalLabs）

等项目，这两种项目影响了超过 2,500 人。

因佩拉特里斯工厂（马拉尼昂州）林业控制塔操作员Jonathan Silva Alves和

Rilari Machado de Castro（供图：书赞桉诺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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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06 客户

利梅拉工厂（圣保罗州）实验室（摄影：Fernando Cavalcanti）

生物

书赞桉诺在业务中广泛应用创新理念，从而助力生

物经济发展。公司通过合作提供与桉树相关的可持

续创新解决方案。在本章中，您将了解到我们产品

服务等方面的举措，这些举措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消

费者和客户。
GRI 102-6、 103-1、103-2、103-3（实质性议题：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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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纸张和包装

纸张及其可能性

书赞桉诺拥有重要的竞争优势，例如

产品线包括不同用途的选择，以及独

特的分销模式。这种分销模式让我们

得以与巴西 35,000 名客户和 300 多名

成员组成的全国销售队伍保持紧密联

系。

书赞桉诺的纸张和包装工厂密切关注

新机遇、纸张市场的未来以及新冠疫

情带来的挑战，同时继续致力于加强

创新能力和产品多元化。除了前文提

到的用于特定细分领域的纸张，我们

还提供药物说明书、袋子（Greenbag®）

和软包装（Greenpack®）等方面的特

殊纸张选择。

我们承诺，截至 2030 年，提供 1,000

万吨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产品，这

些产品由桉树生物质开发而成，可以

取代来自化石资源的材料。我们已经

与一些公司建立了伙伴关系，以便通

力合作克服挑战、兑现承诺。ur main 

包括：

 _ 鲍勃和可口可乐：书赞桉诺开始向圣保罗和联邦区的鲍勃

餐厅提供制作纸杯所使用的 Bluecup Bio® 纸板，以支持可口

可乐的“字母表运动”（Coca-Cola Alphabet campaign）。

Bluecup Bio® 是巴西第一种由可再生、非塑料原料生产的纸

杯制作纸板。

_IFOOD：书赞桉诺与 iFOOD 建立伙伴关系，旨在减少食品

配送中塑料物品的使用，提升使用物品的可持续性。其中一

项解决方案是与 Papeltec Embalagens Ltda 合作生产纸袋制

品 Greenbag®。2021 年 6 月，书赞桉诺和 iFood 联合发起了

“未来包装”（Packaging of the Future）的挑战，以支持在

食品配送领域发展可持续和无塑料包装。

_ 安贝夫、高露洁和 AMBIPAR：书赞桉诺与这三家公司建立伙

伴关系，旨在通过废品收集和回收项目推动循环经济，其中

包括与 Ambipar 集团旗下公司 Triciclo 签订了这方面的合同。

2021 年，位于圣贝尔纳多 - 杜坎普（自当年 10 月起启用）

和瓜鲁柳斯（自当年 11 月起启用）的万客隆商店内都设有收

集点，项目将持续 12 个月。

_ 强 生 消 费 者 健 康：书赞桉诺与强生通过此次合作，为

Sempre Livre®  Adapt Plus Eco卫生巾推出了全新纸制包装，

使得塑料含量（相对普通 Sempre Livre® Adapt Plus 版本）

减少了 50%。这种包装利用书赞桉诺的柔性纸 Greenpack®

制成。通过试点项目，该新款产品目前在家乐福商店（东北

部、中西部、南部和东南部地区）

和 RaiaDrogasil 药店（北部、东北

部和东南部地区）销售。

伙伴关系

图: 宣传用图

波动剧烈的大宗商品 

2021 年，木浆市场面临剧烈波动，在 2021 年前几个月，木浆价格

飙升并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因此，我们的产品平均价格远高于2020年。

在需求方面，影响木浆价格的一大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所有地区下游造

纸市场的旺盛需求。在供应方面，由于全球供应链面临航运集装箱紧

缺，中国港口关闭和船舶交付延迟问题，市场上的木浆供应直接受到

物流问题的影响。

2021 年，书赞桉诺的木浆销量超过 1,060 万吨，也面临着同样的挑

战。尽管如此，公司依然保证了对客户的产品供应，并成功实现了超

过57%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增幅。得益于强有力的战略，

我们的供应链并未中断，并保持高水平的服务向客户提供产品供应。

2021年，我们有更多机会参与诸多项目，探索我们的木质纤维用途，

这些纤维具备极强的可持续发展属性。越来越多的欧美客户重视在可

持续发展方面处于标杆地位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所能提供的远不止

优惠的价格和可靠的产品供应。2021 年，我们能够与那些有意向共

同开发环境和社会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合作，并推进各类讨论，例如，

如何帮助他们开发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材料的产品，以及可能有助于取

代以化石资源为原料的产品。我们深知，该趋势将变得日益重要，也

会遭遇包括探索技术和新材料在内的种种巨大挑战。但是我们坚信，

这是实现更美好未来的实现途径。

_木浆

图：利梅拉工厂（圣保罗州）木浆包装线助理操作员Franciele Cristiane Albino（摄影：Fernando Cavalcanti）

优卡绒TM的发展

亚洲、巴西、欧洲和美国的全球客

户对优卡绒 TM 的接受度不断提高。

经过多年研究，书赞桉诺在世界领

先的非织造布展览会 INDEXTM推出

了最新版本的优卡绒 TM。我们于 10

月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 INDEX™

（the world’s leading nonwovens 

event）上再次展示了这种桉树纤维

制品的显著竞争力。

优卡绒 TM 是全球首类漂白桉木绒毛

浆，用于一次性吸水产品和个人护

理产品，例如婴儿纸尿裤、成人纸

尿裤和卫生巾。在追求创新的道路

上，该产品在环境足迹方面具有重

要优势（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查

的生命周期分析将其与美国东南部

生产的松树绒毛进行了比较，对此

进行了证实）。优卡绒 TM 是书赞桉

诺推出的一款成功产品，公司计划

在未来数年探索新的增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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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亿   
投资用于提升木浆产量
雷亚尔 （约为253亿人民币）

新坐落的工厂是实现我们长期战

略的重要举措，因为它可以充分

利用我们各项承诺带来的积极影

响。例如已经惠及 4,000 名本地

学生的书赞桉诺教育项目，以及

与巴西工业培训服务局（SENAI，

葡萄牙语缩写）合作开设的工业

和林业领域专业培训课程。除了

这类社会项目之外，新建工厂也

将于建设期间和竣工之后实施环

境项目，从而成为我们在碳排放

和能源使用方面最具生态效益的

工厂。

着手解决
不断增加的碳排放
和能耗 
实现经济效益 

决定该项目成功的因素涉及的远不止技术、工程、社会和环

境管理议题。项目可行性，特别是社会方面的可行性，涉及

政治、经济、技术和环境层面的战略，也是为该地区建立功

绩的基础。因此，书赞桉诺做出了种种努力，例如寻求加强

与州政府和市政府以及代表本地社区的主体的对话，并与设

备和系统供应商进行合作。这些供应商包括安德里茨、威立

雅、苏伊士公司、西门子、日立能源和万高。

欲了解更多关于该项目的信息，请访问我们

的投资者关系网站。

帕尔杜河畔里巴斯

(南马托格罗索州）“塞拉多”项目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lorem ispum 

HOME CTETUER 
ADIPISCING

“塞拉多”（CER-

RADO）项目创新

凭借这家新建工厂，书赞桉诺将拥有以高竞

争力和生态效率为特点的全球最大单线木浆

厂。“塞拉多”项目以地理位置命名，由于

其名下项目的成功实行，稳固了我们在硬木

纤维生产领域的重要性。此外，该项目的现

金生产成本较低，但是生产规模庞大，因此

难以在其他项目中复制。该项目反映了我们

五大战略业务途径其中的两大途径，即“保

持大木浆一流企业”和“通过优质项目保持

自身在木浆领域的重要性”。我们将依靠最

先进的技术，以最低的成本和环境影响，确

保产品稳定性和性能，同时确保股东获得公

平回报，并帮助人们摆脱贫困。

自 2024 年起，木浆年产量达 255 万吨的新

建生产工厂“塞拉多”将投产，书赞桉诺的

年装机木浆生产容量将提高 20% 以上。为了

实现该目标，公司出资 193 亿雷亚尔（约为

253 亿人民币）（巴西规模最大的私营部门投

资之一）改造南马托格罗索州的帕尔杜河畔

里巴斯社区，该社区有 25,000 居民，距离州

府大坎普 100 公里。

特雷斯拉瓜斯工厂（南马托格罗索州）

打包操作员Luana Alves Araújo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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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消费品

充满希望的形势以及市场新产品

尽管自 2020 年以来面临挑战，包括国际市场投入

价格偏高等，2021 年，书赞桉诺消费品工厂依然

取得了相当积极的成果。3 月，我们在伊塔佩米林

河畔卡舒埃鲁为专门进行消费品生产的工厂举行了

落成典礼。该工厂每年可生产30,000吨卫生纸（相

当于每天生产 15,000 捆或 100 万卷卫生纸），负

责将穆库里工厂生产的卫生纸加工为双层型和三层

型 Mimmo® 卫生纸和双层型 Max Pure® 卫生纸。

书赞桉诺的成品产能提升，30% 的贡献来自这

家新建工厂，它主要服务于巴西东南地区市场。

Mimmo® 三层型卷筒卫生纸是新建工厂启用后推

出的新产品。该产品在推出后短短六个月内，在圣

埃斯皮里图州的市场份额就达到了 40% 以上，并

于 2021 年 9 月居于市场领先地位 1。在巴西全国

范围内，该产品的市场份额从 4 月的 0% 上升到

12 月的 8%2，并在该细分领域零售市场上权重分

布中位居第二。在双层纸领域，Mimmo® 在东南

地区也持续增长，并于 2021 年最后一个季度，在

里约热内卢州占据零售领域的领先地位3。2021年，

我们还推出了 Mimmo® 湿纸巾。 

推销员Rosemiria Gonçalves de Freitas在Perim超市（圣埃斯皮里

图州）与Mimmo®三层型卫生纸合影（供图：书赞桉诺图片库）

1. 资料来源：尼尔森Scantrack Super和Hiper ——2021年9月。

2. 资料来源：尼尔森Scantrack Super和Hiper——2021年9月。

3. 资料来源：尼尔森Scantrack Super和Hiper——2021年9月。

机会

2021 年，电子商务迅速发展，巴西国内市场对纸

板的需求也有所增加。虽然书赞桉诺未涉足这类

纸板细分领域，但公司在当年生产了一种适用于

板材和纸板箱的特殊非涂布纸，以此来解决该领

域制造商所面临的废料短缺问题。

该产品在短短 60 天内完成开发，并成为我们有史

以来销量最高的创新产品。这次经历成为我们抓

住市场时机的范例，展现了如何同时做到清晰识

别市场需求并快速行动提供解决方案。

纸张转型历程
我们在纸张细分领域的发展涉及创新概念的应用，希望

能够通过对袋子、吸管、杯子和包装所用纸张的变革性

或增量开发，增加对市场可再生产品的供应。我们在这

一年的工作进展详见下文。

多种产品组合

例如，要在吸管和杯子等物品中使用纸张，最大挑战是

确保其具备类似塑料的功能。为此，我们开发了多种阻

隔剂产品组合，即可生物降解和可回收的化学产品。这

些化学产品在纸张表面使用时，可表现出密封属性（抗

潮湿、抗蒸汽和抗氧气）。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种属性

让纸张更具竞争力。

2021 年，书赞桉诺在 Bluecup Bio® 中完善了阻隔剂在

低温液体情况下的应用，Bluecup Bio® 是一种可生物降

解、可堆肥和可再生资源杯子制作纸板系列产品，现在

常出售于鲍勃餐厅商店。我们对于高温液体的解决方案

也取得了进展，将由一家重要客户于 2022 年对其进行

测试。

书赞桉诺绘制了自身的生态系统（内部资源，以及与研

究中心、初创公司、本地和全球客户的伙伴关系），以

明确可利用的知识，建立联系，从而找到共同创造的解

决方案。得益于此，公司在阻隔剂开发方面取得了进展。

利梅拉工厂（圣保罗州）Finishing Will（摄影：Fernando Cavalc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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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技术与创新

探索解决方案

书赞桉诺的使命是结合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将创新力

付诸实践。因此，我们的研发项目组合的重点是提高

我们的森林利用率，进而提高其生产力和质量。凭借

这种可再生原材料，以及战略伙伴关系与合作，我们

遵循“树衍万物”的承诺，将资源集中用于开发能够

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新应用上。我们的技术与创新

领域目前在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芬兰、以色列、

意大利、瑞典和美国等国家拥有大约37个合作伙伴，

包含多家技术中心、初创企业、学术界、其他组织甚

至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通过明确的资源和合同关系

合作开展项目，携手探索解决方案从而满足我们生产

链所有环节需求。

支持

46% 
的资源用于开发能够持续利

用当前业务的解决方案，覆

盖从森林到最终产品的多个

环节。

22% 
的资源用于探索桉树生物质

的新用途，遵循我们的生物

战略从而扩大产品组合，并

为书赞桉诺创造新业务。

转型

 32% 
的资源用于开发当前业务的

转型解决方案，旨在根据我

们客户和整个社会的需求，

塑 造 可 持 续 的 重 要 竞 争 优

势。

多元化

2021 年，技术与创新领域在 122 个项目中共计投资

1.874亿雷亚尔（约为2.46亿人民币），涉及三大要旨：

利梅拉工厂（圣保罗州）研发技术人员Rosana Soares de Araújo

（摄影：Fernando Cavalcanti）

研发总成本

2019 2020 2021

 175,892,732.00雷亚尔  163,400,248.00雷亚尔  186,383,080.00雷亚尔 

(1 雷亚尔约为 1.31 人民币）

_标准

销售提速

书赞桉诺在消费品市场的业务重点是纸巾领域，

主要包括纸巾、餐巾、卫生纸和面巾纸等产品。

自2020年以来，整个巴西对这类纸张的需求激增，

因此需要我们重组工厂和商业模式，以便快速应

对客户的新需求。

2021 年，我们的产品在大型客户（巴西的超市、

大卖场和批发商）货架的出现率提升。公司的销售

量和收入也大幅增长。根据尼尔森 1 的数据，2021

年，巴西卫生纸市场价值相对 2020 年增长了 6%。

书赞桉诺在该市场的增长率为 16%。2021 年的最

后两个月，我们的市场份额达到 11.2%，达到有

史以来最高水平，相比 2020 年的最后两个月增长

了 2.9 个百分点，市场份额在所有制造商中居于首

位。

1. 资料来源：Nielsen Retail INA + C&C —— 2021年7/8月。

2. 资料来源：巴西超市协会（ABRAS）和书赞桉诺内部数据。

得益于消费品部门的战略，2021 年，巴西前 100

家食品零售客户中有 45%2 会销售书赞桉诺的产

品，相比 2020 年，提升了 10 个百分点。这 45%

零售连锁店收入之和占前 100 家公司总收入的

71%。根据衡量商店总营业额百分比的尼尔森权

重分布数据，我们的产品在各商店的总销售额占

卫生纸总销售额的 55%。也就是说，我们做到了

在适合的地点出售适合的产品。

因佩拉特里斯工厂（马拉尼昂州）生活用纸制造实习生Carlos Kauan Miranda Matos（摄影：Márcio Sch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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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桉树对林业中用于抑制杂草生长的除草剂草甘膦具有耐受性，因此可

以使用更加现代化、更加有效的方式控制与桉树争夺养分的杂草，尤其是

在桉树种植早期阶段。这项技术旨在优化并有可能减少化学产品的使用总

量，并改善工作条件。传统树木育种和生物技术在书赞桉诺齐头并进，日

益融合。CTNBio 批准后，耐除草剂的桉树改良品种将纳入书赞桉诺的育种

项目，在我们不同桉树种植地区进行培育和适用性评估，就像我们对待常

规克隆技术一样。当前阶段的目标是优化种植材料，助力未来业务。

新兴优势技术 

应对全球挑战 

2021 年，富优基尼获得了 CRISPR-Cas9 研究许可，这项基因编辑技术由

科迪华农业科技、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共同开设的博德研究所等组织

开发，将与富优基尼公司目前的“工具箱”一同应用于正在开展的桉树新

品种研发。这些新品种产量更高，抗病虫害能力更强，纤维质量更好。此外，

公司致力于加强新品种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从而减少气候相关的生产力

损失风险。

这项新获批的基因编辑研究许可能够转为商业许可。许可协议的关键优势

是与书赞桉诺公司供应链中的小生产者共享这项技术收益的权利，且免交

使用费。

根据第三方和公司内部的科学数据，书赞桉诺认为，桉树品种改良将带来

显著的生产力提升和环境效益。

富优基尼公司研发技术员

Jéssica Fernanda Fonseca Fernandes

欲了解更多关于富优基尼的信息，请访问网站。

创新领地

从 2022 年起，“创新领地”这一类别将具备更现代化

的视野，以帮助书赞桉诺更合理地评估如何将研发决策

与我们的战略途径和市场宏观趋势联系起来。

我们选择了六大创新领地和重要的战略平台来确定研发

活动的机会和重点，以确保与企业战略保持一致。

这六大领地包括：

_高效树木

_生物材料

_生态效率和生态保护

_变革和新型纸张用途 

_木浆的工业变革

_提升效率的桉树遗传学

目标是拓宽我们在识别商业环境潜在变化方面的视野，

并探讨公司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战略选择。

富优基尼工作进展  

富优基尼（FuturaGene）是书赞桉诺公司的生物技术

子公司，也是致力于提高全球林业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的

植物基因开发与研究领域的领先企业，它首次获得了使

用耐除草剂的桉树改良品种商业化许可。巴西国家生物

安全技术委员会（CTNBio，葡萄牙语的首字母）在实

验室、温室和田间进行了多年的安全性分析后，对该技

术进行了评估并证明其对人类、动物和环境具有生物安

全性，最终给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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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素即保护要素

木质素（lignin）类似木浆和纸张，也是种植林业的可

再生产品。这种复杂的有机化合物与纤维素一起构成

了树木中的大部分木制材料。在其他方面，它可以作

为酚醛树脂或橡胶产品抗氧化剂使用。此外，它还是

一种绝佳的燃料，可以产生蒸汽，进而提高生产效率，

还可以用于发电，有助于提高能源矩阵的可再生性。

书赞桉诺公司生产的木质素正处于多项应用研究阶段，

涉及不同工业领域。最近，书赞桉诺和 Boticário 集团

（全球最大美容集团之一）的研发团队合作开展了一

项研究，测试木质素在美容产品中的益处，特别是对

深色皮肤的益处。参与合作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

这种成分具有抗氧化作用，也可以提高防晒霜的保

护系数（SPF）。此外，木质素还可用于减少深色皮

肤人士使用粉底时产生的灰色调，这种现象会在粉

底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时发生，木质素可防止粉底

因氧化而改变颜色。

研究阶段结束后，预计 Boticário 公司将从 2022 年

开始利用研究成果开发新的化妆品产品线。其中使

用的木质素会在书赞桉诺在利梅拉经营的拉美首家

牛皮纸木质素工厂进行生产。

利梅拉工厂（圣保罗州）木质素工厂（摄影：Fernando Cavalcanti）

_新业务

微米化纤维纤维素及其多种用途

微米化纤维纤维素（MFC）有望在未来数年内实现发展。

这种纤维素木浆通过密集机械物理加工提炼，可具备

多种用途。除了与 Spinnova 一起推进纺织纤维的生产

外（详情请参阅下一议题），书赞桉诺还一直在研究

微米化纤维纤维素在印刷和书写纸张等方面的应用，

这些用途均处于评估之中。我们还开始测试使用微米

化纤维纤维素来替代清洁产品（洗洁精、织物软化剂

和洗涤剂）中来自化石燃料的原材料，以及替代传统

使用的石棉去制造涂料和纤维水泥板。

可持续织物生产伙伴关系 

纺织业的多家品牌正致力于减排和环境足迹，并为其

产品奠定循环材料使用基础。2021 年，我们与芬兰创

新材料初创公司 Spinnova 开办的合资企业正是该领域

创新的案例。我们将独家生产和销售由微米化纤维纤

维素制成的 100%可再生纺织纤维。

2021 年 2 月，我们两家公司在成立合资企业的同时，

还共同宣布出资 2,200 万欧元，投资建设生产此类纤

维的首家生产工厂，并且将以 SPINNOVA® 品牌进行销

售。该大型商业化前工厂位于 Spinnova 的研发中心和

试验工厂所在地于芬兰韦斯屈莱。Spinnova 将贡献其

独家技术，书赞桉诺将提供从巴西种植的桉树中生产

的微米化纤维纤维素。两家公司各持股 50% 的合资企

业 Woodspin 将负责管理和运营生产工作，预计将于

2023 年开始运营。

100%可再生纤维制成的服装

我们的可再生原材料结合 Spinnova 提供的技术，将满足市场和社会对更可持续纤维的需求。这种纤维使用的

原材料与纸张生产所需原材料相同，但是生产过程耗水量低，采用可再生化学产品，并且只产生较少的固体

废物。凭借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极低等诸多优势，SPINNOVA® 纤维在确保可持续性方面提供了理想选择。

诸如瑞典 H&M、丹麦 Bestseller、芬兰 Marimekko、德国阿迪达斯以及挪威博根斯等重要的领先时尚集团，

均已与 Spinnova 签署协议，参与其材料开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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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漂白木浆

书赞桉诺为食品行业客户开发了一种无漂白木浆，从而为食

品包装制造提供了基于可再生资源的解决方案。

生物质油

书赞桉诺在新业务领域进行投资，有望在未来为燃料行业提

供产品。为此，2021 年，书赞桉诺与美国两家主要的石油

公司进行了测试，希望成为能够为燃料行业提供绿色解决方

案和产品的全球重要参与者。

利梅拉工厂（圣保罗州）研发技术员Edleny Vasconcelos Lavorato Albuquerque（摄影：Fernando Cavalcanti）

2021年经验教训与挑战

2021 年，我们在操作和管理木质素工业运营的方式上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从技术角度来看，木质素的工业运

营仍在不断成熟。其发展也带来了挑战，因为它的各种用途是非嵌入式的 *，需要不同领域的技能和多元化的市

场运营。

通过专有技术进行创新和促进可推广的解决方案是一大挑战，需要时间、纪律和韧性。在这一年里，我们复盘

了所采取的种种举措，并重新定义了我们的优先市场和战略驱动力。我们这一年的工作亮点包括：

 _ 在多种产品应用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以实现商业化规模。

 _ 落实业务流程，包括持续改进优化客户服务的能力。

 _ 在工业化工厂进行定期生产，以确保有足够的产品满足需求。

*与传统特性和功能不同的用途。

利梅拉工厂（圣保罗州）研发技术员José Eduardo Abiati Junior（摄影：Fernando Cavalc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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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供应商

合作
TimeNow公司职业安全技术专员Fabiano Sousa Santos在巴西南马托格罗索州帕尔杜河畔里巴斯的Cerrado项目现场（摄影：Márcio Schimming）

 协同

书赞桉诺重视协同合作在整个生产链中的价值。因此，公司始终致

力于提升合作伙伴的绩效，使他们在助力公司发展的同时，也对整

个社会和环境的发展发挥最大价值。本章涵盖了公司基于这一原则

与供应商共同达成的多项举措和合作。
GRI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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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马托格罗索州的秧苗种植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书赞桉诺2021年工作亮点：

可持续采购政策

可持续采购政策整合了有助于将可持续性融合进公

司采购流程中的指导原则，涵盖了从办公用品采购

到林业和工业成本投入，再到相关服务的各个方面。

该政策为公司产品及服务规范、供应商注册与审批

以及合作方的选择与准入提供了指导。

供应商行为准则

在书赞桉诺《行为准则》的基础上，我们专门制定

了一项文件来指导公司与供应商的关系。除了商业

廉洁、雇佣合规、管理制度等常见问题之外，该文

件还将通过环境保护、人权、社会发展等议题来解

决各项 ESG 问题。单击此处了解书赞桉诺最新发布

的《供应商行为准则》。

_更为可持续的供应链
GRI 103-1、 103-2、103-3（实质性议题：供应商管理）

了解不同合作方的优势与劣势、助力他们提升绩

效水平和相关意识，能够有效为各方降低风险。

其中一项挑战在于引导追求最佳商业环境的买方。

一方面，供应商需要认识到在社会、环境和公司

治理领域遵循当前最佳方案的重要性。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认识到在业务领域与温室气体排放更少

或劳动力更加多样化的公司合作的好处。这是一

项长期推行的工作，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它将为

我们的整个供应链带来深刻变革。目前为止，公

司供应链已拥有 26,000 余家活跃供应商。

今年，书赞桉诺的责任供应商管理（RSM）计划趋

于成熟，同时也在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该

计划于2020年正式获批，旨在推动供应商的可持续

性管理、指导公司与合作方建立伙伴关系，并将ESG

标准融入到采购决策之中。2021年，公司将RSM计

划应用于多个项目和举措，以便与供应商建立长久

优质的伙伴关系，从而在整个生产链中创造共享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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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戈州因佩拉特里斯工厂的木材供应技术员Pablo Alan Guimarães Pires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78%
的受邀供应商
参与了该项目，

是该项目推行第一年所取得

的重大成就。

12% ， 

参与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包容性采购

接下来的问题是包容性采购，即促进整个供应链的多元

化、公平性和包容性。2021 年，公司针对合作伙伴进

行了全面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普查，以明确其员工、管理

层和所有者中少数群体的代表性指标，并确定其在这方

面的现有策略。截至 2021 年 12 月，已有约 500 家供

应商与我们共商了包容性采购问题。我们从中收集的数

据将对我们在 2022 年与管理层和所有者属于少数群体

的公司加强合作至关重要，此外，还有助于提升员工多

元化。在第一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性别问题。

社会和环境风险矩阵及公司管理方法

的具体信息详见《书赞桉诺可持续采

购政策》。

干燥操作员Raimunda da Conceição Lima和Leonardo dos Passos Rodrigues在马拉尼昂州的因佩拉特里斯工厂（摄影：Márcio Schimming ）

社会和环境风险管理

2021 年，为了有效监控书赞桉诺供应链中的风险

及其潜在影响，我们对所有采购类别所面临的社会

和环境风险进行了研究，并基于其结果创建了社

会和环境风险矩阵，将供应商分为四个风险等级：

低、中、高和极高。公司根据该评估结果为每个

风险等级制定了特定的管理策略，风险等级越高，

指导和监控力度就越强，从而与相应供应商构建

了稳健的合作模式。

例如，公司会通过 Reprisk 平台实时监控矩阵中带

有高和极高社会和环境风险的供应商。该平台能

够综合全部生产环节的风险、供应商业务运营所

在国家以及媒体报道中风险相关信息的严重程度，

并不断评估和更新供应商的风险等级。

价值链中的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我们与供应商探讨的首要可持续议题，

这也是书赞桉诺自身在可持续性方面取得突破的

一项举措。公司邀请了 100 家可能与温室气体排

放相关的供应商参与我们的项目。我们通过这样

的方案来努力改善可持续性管理，并年复一年地

推动供应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实现我们坚

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为了开发该项目，

我们与 CDP 建立了伙伴关系。

在全部受邀的供应商中，78 家被判定为温室气体

排放高风险的供应商自愿参加了该项目的第一期。

这一参与度高于同样使用 CDP 供应链平台的其他

公司 67%的平均值。2022 年，我们将助力供应商

完善其气候变化管理和战略，从而提高其在 CDP

问卷中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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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采购平台

为了优化完善其内部客户、供应商和买家的采购流程，

公司正在进行采购业务的数字化转型。

作为书赞桉诺在此过程中的合作伙伴之一，Coupa 

Software 公司受聘推行 SupriConecta，该平台能够整

合并优化公司从产生购买需求到最终完成采购的整个

流程。

南马托格罗索州拉各斯Arara Azul合作社的成员Kelly Cristina Cunha（绿衫）和Sabrina Aparecida Almeida（蓝衫）（摄影：Márcio Schimming ）

约减少了

467,000吨
须经公司和/或第三方填埋场处置的废物

播种项目

2021 年，书赞桉诺为巴西本地的物流和工业维护服

务领域的小微企业提供了一些业务指导，主要围绕

如何通过整合良好的管理实践和方法、创新和法律、

社会和环境责任原则等因素来实现结构化发展。这

是我们所坚信的业务原则，当然，我们也始终尊重

每个组织的特性。

此次活动的参与企业来自巴伊亚州、南马托格罗索

州、圣埃斯皮里托州、马拉尼昂州和圣保罗州等地，

它们均参与过我们的播种项目（Semear 项目）。共

有 151 家企业在 2020 年至 2021 年期间参与了该项

目，其中有 26 家达到了改善标准，降低了经济、金

融和劳动风险以及对书赞桉诺的财务依赖。该项目

的主要内容包括与 SEBRAE（一个支持巴西小微型企

业的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以及举办以社会和环境

责任为主题的若干研讨会和活动。

该项目还包括与书赞桉诺的可持续发展团队为公司

供应商组织专题会议，以便帮助供应商改善其社会

和环境绩效。

我们还通过推行 Semear Online 来扩大覆盖范围，

该平台为供应商和其他感兴趣的群体免费提供书赞

桉诺的相关学习和培训资源。2022 年，为进一步扩

展该项目，公司将增设新课程和专题课程，涵盖企

业创业、管理与领导力、财务管理、战略规划、多

元化与包容性、SDG 和数字转型等主题。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所种植的树木，书赞桉诺

还设有非主营业务（葡萄牙语缩写为 VINO），向其

他生产链提供木浆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

非主营业务同样遵循书赞桉诺减少须经公司或第三

方填埋场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的承诺。

非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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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供应商1 2019 2020 2021

重点供应商的百分比（相较于总供应商）-不含木材供应商 4% 4% 3%

重点供应商的百分比（相较于总供应商）-木材供应商 n/a n/a 100%

重点供应商采购总额的百分比-不含木材供应商 22% 41% 37%

重点供应商采购总额的百分比-木材供应商 n/a n/a 100%

2021年，为评估可持续性风险，公司将社会和环境风险评估标准纳入供应商管理流程。实施了新的管理措施，例如使用Reprisk工具监控供应链中的ESG相关风

险。基于如今的大环境，公司的全部木材供应商均为重点供应商。而2019和2020年并未单独跟进木材供应商的数据。

1.

具有负面环境影响的供应商¹ 
GRI 308-2

2019 2020 2021

被认定为具有负面环境影响的供应商百分比¹（不含木材供应商） 4% 2% 3%

被认定为具有负面环境影响的供应商百分比¹（木材供应商） n/a n/a 3%

被认定为具有重大实际或潜在负面环境影响且与之达成改进协议的供应商百分比（不
含木材供应商）

71% 100% 100%

被认定为具有重大实际或潜在负面环境影响且与之达成改进协议的供应商百分比（木
材供应商）

n/a n/a 100%

被认定为具有重大实际或潜在负面环境影响且因此与之中止业务关系的供应商百分比
（不含木材供应商）

29% 0% 0%

被认定为具有重大实际或潜在负面环境影响且因此与之中止业务关系的供应商百分
比（木材供应商）

n/a n/a 0%

1. 该指标涵盖了经过注册、审批、评估及环境监测的供应商。其中木材供应商的数据从2021开始统计。

具有负面社会影响的供应商¹ 
GRI 414-2

2019 2020 2021

被认定为具有负面社会影响的供应商百分比（不含木材供应商） 2% 1% 4%

被认定为具有负面社会影响的供应商百分比（木材供应商） n/a n/a 6%

被认定为具有重大实际或潜在负面社会影响且与之达成改进协议的供应商百分比（不
含木材供应商）

50% 100% 100%

被认定为具有重大实际或潜在负面环境影响且与之达成改进协议的供应商百分比（木
材供应商）

n/a n/a 5%

被认定为具有重大实际或潜在负面社会影响且因此与之中止业务关系的供应商百分比
（不含木材供应商）

25% 0% 0%

被认定为具有重大实际或潜在负面社会影响且因此与之中止业务关系的供应商百分
比（木材供应商）

n/a n/a 1%

1. 该指标涵盖了经过注册、审批、评估及环境监测的供应商。其中木材供应商的数据从2021开始统计。

_标准

2021年获批并将于2022年开展的项目

价值链创新 供应商外部审计

本试点项目面向社会和环境风险矩阵中不同

等级的供应商。公司将与外部审计公司合

作，进行远程线上和现场ESG审计。

价值链中的节水项目

本试点项目旨在与供应商就用水议题进行交

流合作。本项目为期三年，涵盖100家选定

的供应商，主要目标是优化价值链，改善并

报告供应商用水相关的影响和管理实践。 

纸张分销中心的可再生能源

通过分布式发电，公司在巴西的全部纸张分

销中心将向可再生能源阶段过渡。本项目将

于2022年实施，内容包括分析公司在巴西地

区现有商业模式（一站式交付、远程自耗、

租赁和自由市场）并为每个分销中心制定最

佳商业模式。

更多关于供应商管理的信息详见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圣保罗州利梅拉工厂的卡瓦科斯场地（摄影：Fernando Cavalcanti）

书赞桉诺的供应链要解决其现存问题，以便

于制定具有创新力概念的采购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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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与船主和客户签订的长期合同提高了物流运作业务

的稳定性。

2
公司在巴西建有码头设施并在主要国际港口设有仓库，

因此能够调控其所有业务点木浆库存。

3
公司团队非常关注市场动向，不仅承担着预测风险和机

遇的职责，而且会在关键阶段加倍关注。

因此，我们能够保障物流业务的灵活和

效率。当全球大部分公司受制于物流问

题时，书赞桉诺已经开始探寻其解决方

案了。

尽管市场形势复杂，但凭借良好的客户

服务，书赞桉诺在 2021 年得以继续开

发项目，通过加强创新力和流程自动化

来乘物流发展之东风。详情请见后文。

_物流

可靠优质的交付服务 

书赞桉诺的年出口量约为 1,000 万吨。但由于新冠疫情

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同其他跨国公司一样，书赞桉诺的

物流业务也在巴西乃至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影响。集装箱

短缺、苏伊士运河封锁、中国港口防疫管制、多国劳动

力短缺、全球港口拥堵等使 2021 年的形势变得尤为复

杂。发往欧洲的平均物流时间已从 18天增加至 25天。

圣保罗州利梅拉工厂的发货现场（摄影：Fernando Cavalcanti)

面对如此混乱且不容乐观的市场状况，公司仍维持着良

好的服务质量，并为以亚欧国家为主的所有客户提供了

物流保障。

这得益于书赞桉诺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三大主要竞

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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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塔基（Itaqui）泊位

2018 年，书赞桉诺被授予特许经营权，开始管理圣路

易斯伊塔基港口的公共区域和木浆、纸张等普通货物的

基础设施，初次有效期为 25 年。公司将再投资约 3.9

亿雷亚尔（约为 5.1 亿人民币）来进一步推行该项目。

作为书赞桉诺伊塔基码头建设投资项目的一部分，泊位

和支持空间于 2021 年 11月顺利竣工，并将用于出口公

司因佩拉特里斯工厂生产的木浆。泊位预计将于 2022

年第一季度开始投入使用。

物流业务运营负责人Elmo de Jesus Mendes Tavares在马兰戈州伊塔基99号泊位 (摄影：Albani Ramos)

除泊位外，公司的项目投资还将用于建造一座 73,000

吨容量的仓库，来确保更高效的木浆流通。该建设项

目计划于 2022 年上半年完工，仓库预计将于第三季

度投入运营。

可持续的物流业务

书赞桉诺将减少或消除运输过程中化石燃料的使用视为环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

司一直在努力通过使用低排放的铁路运输方式来提高生产率。此外，在大圣保罗地区（greater 

São Paulo area）内的某些运输路线上，书赞桉诺正逐步使用电动卡车代替传统卡车，同时也开

始在工厂和木材场附近的工业区采用电动卡车运输重型设备。但是，可再生能源何时才能完全取

代化石燃料仍然是个未知数。对书赞桉诺来说 , 现在的重点是与世界各地旨在系统研发零排放运

营解决方案的机构和公司进行交流合作。

混合动力车辆和过渡燃料等部分解决方案正被作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过渡跳板。公司目前正在

研究的替代方案包括带有电动拖车轴及其他部件的混合动力汽车、以甲烷为动力的木材和木浆运

输的可行性，以及利用工厂生物质生产生物甲烷。

创新物流 
创新物流（Inovalog/Innovalog）是书赞桉诺的一

项木浆物流转型项目。该项目于 2021 年 3月正式启

动，是公司“最优总木浆成本”商业战略的一部分，

也体现了公司希望成为公认的市场创新标杆的愿望。

该项目旨在提高运营效率、团队生活质量以及与初

创公司和技术公司之间的业务效率，体现了公司物

流团队为达成公司目标和愿景而做出的规划。

第一步是就该项目所涉的主要领域与相关团队商议，

展现与书赞桉诺携手共建的重要性。该项目的成果

基于三个发展驱动因素——人员、数字技术 / 系统以及

运营水平。公司在 2021 年制定了 150 多项方案、开展

了团队培训、实现了系统优化、流程自动化和成本节约。

创新物流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共同试验的文化观念。目

前，书赞桉诺正与市场上的初创公司和其他公司在物流

领域进行合作，试验并发展可能会融入公司日常业务的

新理念。公司计划最早在 2022 年扩展其中一部分项目

的运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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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08 全球环境

书赞桉诺将自然环境视为其商业模式的重

要组成部分。公司的人工林和天然林区构

成了生态马赛克和生态走廊，有助于保护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同时，公司

与社会组织、机构和社区的合作也有助于

促进经济活动多样性和生态恢复。
GRI 103-1、103-2、 103-3（实质性议题：生物多样性）

全球

 全球环境 101

马兰戈州因佩拉特里斯的天然林和人工林

(摄影：Ricardo T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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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森林，书赞桉诺之魂 
 

书赞桉诺始终致力于为客户和消费者提供能够

满足其当前和未来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

在为构建更加可持续的世界做出贡献。

本章介绍了书赞桉诺在 2021 年为优化森林管

理流程和业务运营效率所实施的举措，以及因

此在降本增效和自然资源节约方面取得的成

果。另外，本章还详述了书赞桉诺与合作伙伴、

环境组织、政府以及其他实体共同为环境保护

所做的努力。

桉树叶（左）（供图：书赞桉诺图像库）

南马托格罗索州特雷斯拉瓜斯工厂种植林地里的桉树与男子（右）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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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监控已覆盖

400 多项

公司资产, 
包括收获设备（收割机和转发机）、

装载起重机、木材运输卡车

目前

_目标: 为木材供应流程（木材采伐、装载和运输）中数据主

导的决策收集并整合信息；改善业务运营指标，如将运营效率

提高3%。

_本自动化信息库的优点：提供更精确的决策，从而提高生

产率、效率以及资产可用性；减少事故发生；降低风险；增加

一线工人自主权。

目前已取得重要成果包括：

_ 收获设备的生产率和效率提高了约1.3%。

_完善了安全管理（设备间距的调整、对操作员和驾驶员的培

训以及起重机养护）。

_ 实现了对50余个KPI指标的识别和实时管理。

_ 该项技术已覆盖超过90%的运营条线。

收获设备的生产率和效率提高了

1.3% 

Nova RH公司的业务供应负责人

Lorena Ferreira da Cunha e Souza、

森林物流员Henrique de Jesus Silva、

收获行政助理Joscimar Silva Santos

和森林物流员Ana Carolina Silva de Alemida

在马兰戈州因佩拉特里斯工厂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森林进化论

2021年，公司在马拉尼昂州试行了这

项旨在为公司经营活动第一线的工人提

供自主权的项目。在开发该项目时，公

司走访咨询了70名林业工人，并遵循了

设计思考法，赋予一线工人发言权，制

定了一个能够有效满足其需求的解决方

案。因此，公司的工人们如今都配有能

够提供线上信息和管理指示板的平板电

脑，可以灵活自如地做出最佳选择并顺

利完成工作。

试想一下书赞桉诺的林业工人分别在巴

西几个州的不同地区工作，彼此之间却

没有任何联系渠道。再设想一个可以实

时分析和共享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信息

的数据科学自动化信息库。这样就像是

把这些工作放在了一个巨大的放大镜

下，使之能够在更加全面的评估基础上

进行。因此，工作时间会大幅缩减，风

险也会相应降低。这就是书赞桉诺通过

生产力转型项目开发出来的“森林控制

塔”项目。

南马托格罗索州特雷斯拉戈斯工厂的人工林区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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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书赞桉诺在技术研发和转让方面取得

了创新。我们首次举办了一场综合性活动，与各

相关区域广泛分享了我们针对造林区的管理建议

（SMS，即书赞桉诺管理系统）和育种建议（SGS，

即书赞桉诺遗传育种），更有效地分享知识、促

进共同创造并一同为来年工作做出决策。这种对

本领域发展情况的全新说明形式能够对造林活动

提出更具体且适用的建议，如土壤整备、种植间

距、培植技术匹配、施肥和植物保护等。

 

以少及多 

公司在再生管理方面也应用了同样的方法，即

预先选用上一季种植品种的嫩苗。这种再生管

理可以省去苗木生产、运输以及土壤整备等一

系列步骤，符合节约自然资源的增产理念。

在书赞桉诺，我们正在推行 14 年周期理念

（C14），旨在为了节约生产投入、减少温室气

体的排放并充分发挥再生生产力。要达成上述

目标，就需要通过大数据对该领域问题的分析

来控制质量、实施最佳管理方法并更进一步了

解和控制影响生产力的因素。

目前, 公司约有

14% 的林区  
正在接受再生管理

40%
的造林成本

相比为将每公顷森林所产木浆的平均年生长量

（MAI）提高

2.5% 
而重新造林， 再生管理可节约

此外，公司还采用了再生区优化选址程序。这项人

工智能技术可以在战略规划阶段选定再生潜力最大

的种植区域。公司选址效率越高，管理的可持续性

和生产效率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_我们的管理
GRI 103-1、103-2、103-3  

目前，书赞桉诺拥有 240 万公顷的天然林和人工林，分

布在巴西的塞拉多、大西洋沿岸森林和亚马三个生物群

区，这些生物群区的特性各不相同。书赞桉诺一直在探

寻方法来管理如此广袤的土地并应对其中的各种变数，

以优化自然资源使用、森林生产力和成本，同时完善环

境保护工作并维持与周边社区的良好关系，确保各方都

能受益。

林业学与研发领域的协同合作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桉

树种植环境的不同条件并对其进行分类。我们还通过机

器学习隔离和划分公司的宏观环境。在森林管理、培植

技术和环境三者之间达到最佳平衡的基础上，我们制定

了各种管理和育种方案，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群区的

生产潜力。

公司的管理遵循精准林业理念。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

育种方面的策略能够有效寻找和选择木材质量更佳的高

产无性培植技术。除了优化培植技术，公司还研发了一

种名为 Tetrys 的培植技术匹配程序，使得我们能够为

不同环境匹配最合适且生产力最高的培植技术。

Tetrys 能够利用分析技术、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评估多

个场景，并综合温度、降雨量、土壤类型和质地以及海

拔等变量确定最佳培植技术。这不仅增强了人工林地的

安全性并通过高效的技术匹配将森林生产力提高了2%，

还降低了病虫害发生率等潜在的环境风险。

公司 80 余名员工参与了 Tetrys 的研发工作，相较之

前，该程序的应用使得公司培植技术匹配能力增强了

15 倍。自投运以来，公司已种植了 2.7 亿多棵树，覆盖

约 205,000 公顷。

除了更好地控制种植质量外，该项技术还有效提高了未

受气候相关负面影响的商业人工林地的生产力。此外，

它还可以根据分析计算重新为林业基地选址，将人工林

地扩大至生产潜力更大且环境风险更低的地区。

南马托格罗索州特雷斯拉戈斯工厂的施肥装置研究员Maria Helena dos Santos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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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预估，
每种植10万公顷树苗就可节约

5.32 亿 

升水 
 
2021年, 
仅是马拉尼昂工厂就节约了

6,500 万 

升水

林业作业中各水源的取

水量¹ (m3) 
GRI 303-3

2019 2020 2021

书赞桉诺股份公司
总体

书赞桉诺股份公司
总体

地表水 地下水 总计

圣保罗 214,372.00 341,680.32 141,438.03 140,809.32 282,247.35

南马托格罗索州 1,082,185.00 951,724.00 924,918.13 0.00 924,918.13

圣埃斯皮里托/巴伊亚 850,009.17 392,476.72 322,081.28 71.73 322,153.01

马拉尼昂 209,403.80 120,980.00 111,083.50 564.00 111,647.50

总计 2,355,969.97 1,806,861.04 1,499,520.94 141,445.05 1,640,965.99

缺水地区林业作业取水百分比¹ 

SASB RR-PP-140a.1
2021

圣保罗 0%

南马托格罗索州 0%

圣埃斯皮里托/巴伊亚 0%

马拉尼昂 0%

总计 0%

_标准

书赞桉诺的林业业务不从第三方获取海水、采出水或水。所有用水均取自自然水源（溶解性固体物质不超过1000 mg/L）。数据信息来自公司造林、收获和物流

工作中每次取水作业的取水记录表。

1.

获取更多信息，请点击这里。1.

_森林水源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现实，也是林业领域和社会面

临的最紧迫议题之一。人工林区和保护区的发展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近年来，我们已实施了数十项举措，以应对业务运营

地区愈发频繁且严峻的干旱问题。其中包括旨在提高

重点流域（即在书赞桉诺运营所面临缺水风险的地区）

水源利用率的森林管理。

书赞桉诺“树衍万物”承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在

2030 年之前，提高所有重点流域水资源的利用率，

这些区域约占公司重点地区和流域林地的6%。对此，

我们的管理举措包括增加人工林马赛克的寿命、延长

作物周期、降低人工林密度、促进森林修复、优化道

路和停用区等。2021 年，我们超额完成了将这些管

理举措应用于 4,500 公顷土地的目标，仅是重点停用

区就覆盖了约 5,650 公顷。

 
适应性战略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数据令

人忧心。2021 年，书赞桉诺在各个场景积极应对气

候变化这一议题。除了评估公司收集的历史数据外，

作为该举措的一个重要环节，公司还根据 IPCC 提出

的场景来识别和评估风险。这是书赞桉诺在与 TCFD

协同合作的过程中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作为此项综合评估的一部分，书赞桉诺根据森林生产

力评定出高风险区域以及应停止种植活动和生产活动

的具体区域。书赞桉诺还明确了在不影响其工厂供应

的情况下，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林地规模。为避免在

所涉地区产生负面影响，在实施相关战略的同时，公

司还将考虑自身在相应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

_用水调控 

技术进步正日益推动节水解决方案的制定。2021

年，在书赞桉诺创新理念的引领下，幼苗防护罩正式

投用，在种植幼苗时安装该装置能够在其周围形成保

护屏障。

幼苗防护罩

这种防护罩由原始污泥制成，即木浆生产过程中剩余

纤维组成的残留物。该装置的优点是能够更持久地保

持土壤湿润。因此可以减少幼苗所需的灌溉次数，从

而降低其生长初期的耗水量。据估计，每种植 10 万

公顷的树苗就可节约 5.32 亿升水。2021 年，仅是马

拉尼昂工厂就节约了 6,500 万升水，这些水足以装满

4,330 辆 15,000 升容积的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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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斯皮里托州阿拉克鲁斯的森林马赛克（供图：书赞桉诺图像库）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ind=percentage-of-water-withdrawn-in-forestry-operations-in-water-stressed-areas-62676fbf10c48&filter_tag=temas_materiais


_ 追求更加平衡的生态 

除了经典的生物防治战略外，书赞桉诺还启动了

FenomicS 项目（“物候学”项目）。其重点是尽早

深入地评估我们的培植技术对主要病虫害的抵抗力，

及其对负面气候因素的耐受程度。该项目有望将耐受

培植方案的选定效率提高两倍，另外还能够选定水资

源使用率最高的培植技术。利用对病虫害的遗传抗性

可以减少林地对杀虫剂的依赖，而选用耐干旱的培植

技术可以提高生态效率。二者均能有效降低我们的生

产风险和影响。

南马托格罗索州的灰色短角小鹿(摄影：Araquém Alcântara)

书赞桉诺正在使用生物防治战略取代其人工林地中的

化学防治方法。2021 年，公司培育并投放了 1.15 亿

害虫天敌，实现了约 15 万公顷的生物害虫防治。这

些害虫天敌是在阿拉克鲁斯、阿拉巴里和因佩拉特里

斯的实验室以及今年下半年刚刚成立的特拉戈斯实验

室中培育完成的。

我们相信，扩大生产规模并采取预防措施都有助于实

现生态平衡，农用化学品终将被淘汰。我们对基础设

施和专业人员的投资正在收获成效。例如，2021 年

南马托格罗索州发生了一次毛虫灾害，但与以往相比，

这一次的杀虫剂使用量大幅减少。

_ 森林中的物流运输
 

物流运输是书赞桉诺林业业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并提高效率，公司正

不断完善相关工作。下文重点介绍了公司在这一领域

的两个重要举措。

六节拖车改造项目
 
六节拖车（也称六列车，Six-trailer trucks）是由书

赞桉诺与汽车公司合作开发的独家运输工具。主要应

用于书赞桉诺位于特拉戈斯的农场以及阿拉克鲁斯和

穆库里的林业物流业务。

南马托格罗索州特雷斯拉戈斯工厂的六节拖车(摄影：Márcio Schimming)

这种运输方式能够在减少运输次数的同时运输更多的

木材，另外也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车辆数量，通过每

年减少 2,798 吨温室气体排放助力环境保护，并降低

了当地相关动物群落的事故风险。此外，六节拖车司

机的培训项目主要面向巴伊亚州南部的小型运输公司

司机。因此，书赞桉诺在与这些公司保持合作的同时

也促进了当地就业。

尽管六节拖车优点众多，但也会引发一些负面影响，

目前公司正在努力解决。2021 年，书赞桉诺收到了

37 起针对其在穆库里林业业务的专项投诉，其中就涉

及六节拖车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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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力
 

书赞桉诺将连接数千片孤立的森林。其中约 50% 的森

林处于我们的管辖区，其他的位于第三方土地上。因此，

为方便开展工作，需要公司与之进行交涉和合作。这些

地区的自然景观也增加了我们对于维护这些保护区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保护栖息地（按类型和
森林管理单位划分¹）（
公顷） 
GRI 304-3

2019 2020 2021

书赞桉诺股份
公司总体

书赞桉诺股份
公司总体

阿拉克鲁斯/
穆库里²

圣保罗³ 特雷斯拉戈斯⁴ 因佩拉特里斯5 总计

大西洋雨林 342,979.68 345,268.09 271,839.63 78,936.23 3,579.19 0.00 354,355.05 

塞拉多 307,612.41 329,360.69 1,430.56 35,423.13 259,849.16 130,467.27 427,170.12 

曼哥夫 789.65 313.76 308.47 0.00 0.00 0.00 308.47 

莱斯廷加 9,938.51 7,897.28 6,975.91 0.00 0.00 0.00 6,975.91 

亚马孙 237,166.60 242,027.15 0.00 0.00 0.00 253,390.70 253,390.70 

总计 898,486.85 924,866.97 280,554.57 114,359.36 263,428.35 383,857.97 1,042,200.26 

1.书赞桉诺的植被分类参考了巴西地理统计局（IBGE）的《当前生物群落和植被基础》。因此对塞拉多和曼哥夫的沼泽分类进行了调整。2020年，草甸分类也进

    行了调整。

2.“阿拉克鲁斯/穆库里”指巴伊亚、埃斯皮里托·桑托以及米纳斯吉拉斯的保护区。

3.“圣保罗”指圣保罗州、米纳斯吉拉斯州以及里约热内卢州的保护区。

4.“特雷斯拉各斯”指南马托格罗索州的保护区。

5.“因佩拉特里斯”指马兰霍州、皮亚伊州、帕拉州以及托坎廷斯州的保护区。 

公司在保护区内或附近拥有、租赁1或管理的区域以及保护区外具有较高生物多
样性价值的区域（公顷） 
GRI 304-1

2020 2021

保护区内 210,930.48 211,541.03

保护区附近 394,688.88 401,280.04

总计 605,619.36 612,821.07

1. 租赁区域包括公司经营/不动产范围内的租赁产权、“Parkia”伙伴关系和企业合作

除了制定方案来减少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

影响之外，公司还将采取战略性行动，建设生物多

样性走廊，创造具有共享价值的商业模式，促进有

助于生物多样性的生产活动。

_标准

_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承诺
 

书赞桉诺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续写了新篇章，这也有助于

其业务持续性。公司承诺，到 2030 年，将塞拉多、大

西洋森林和亚马孙生物群落的 50 万公顷优先保护区域

连接起来，其面积将多达里约热内卢市的四倍。

2021 年 6 月宣布的这项新承诺展现了书赞桉诺在保护

巴西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贡献和参与度，因为栖

息地的碎片化也是物种群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之

一。另外，在巴西乃至全球层面上，也体现了书赞桉诺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的领导地位，符合联合国所提倡

的全球性愿景。

南马托格罗索州的裸面凤冠雉(摄影：Araquém Alcântara)

书赞桉诺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仅是企业责任，更应

由整个社会来共同承担。为此，公司广泛开展合作，与

40 多个国内和国际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协商，其中包

括非政府组织、公共和私营机构的代表以及学术界人士。

本次旨在确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活

动由书赞桉诺和 Ecofuturo 研究所（书赞桉诺旗下非盈

利组织）联合举办。

根据巴西环境部认定的优先保护区以及巴西国家保护区

管理系统（葡萄牙语缩写为 SNUC）认定的重点保护区，

书赞桉诺明确了要连接的主要自然保护区碎片。在多方

共同积极参与之下，公司拟建立生物多样性走廊来按照

已确定的路径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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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赞桉诺设立了

约100万公顷 

环境保护区

位于圣保罗州的大西洋森林保护区的Neblinas

公园就是一个高保护价值区，由Ecofuturo研究
所负责管理。

 _2021年，大西洋森林生物群落保护区国家委员
会（葡萄牙语缩写为RBMA）授予Ecofuturo

研究所巴西环保工作最重要的荣誉之一——企
业类Muriqui奖，以表彰其在Neblinas公园所
做的工作。

 _2006年，Neblinas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的人类与生物群落项目认定为大
西洋森林生物群落保护区的前哨基地。

 _公园7,000公顷的森林正经历着不同阶段的复
原。

 _目前已在Neblinas公园识别出1,265个物种，
发现了4个新物种和20多个处于不同濒危程度
的物种。

 _公园内涵养着530处泉水。

 _Neblinas公园拥有一个518公顷的私有自然遗
产保护区，位于大西洋森林中的一个高保护价
值区。

 _Ecofuturo研究所在Neblinas公园展开了各式
活动，如环境教育、科学研究、生态旅游、森
林管理和修复、社区活动等。

 _保护区的管理也促进了当地社区的发展，公
司80%的员工都来源于当地。为回馈当地社
区，Neblinas公园约50%的预算都用于为其购
买物资和承包服务。

 _管理研讨会旨在通过将森林保护与业务创收相
结合，并与周围社区的农村土地所有者进行交
流合作，来促进公园所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为止，大约已有1,000名土地所有者参与
进来。

书赞桉诺已拥有

4,300余种

动植物物种数据

世界自然遗产
 

书赞桉诺将其 40% 左右的经营面积（约 100 万公顷）

用作环境保护区。公司的监测数据库收录了包括处于

不同濒危程度的物种在内的 4,300 多种植物、鸟类、

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这些保护区主要分

布在塞拉多、大西洋森林和亚马孙生物群落。在这些

地区，除了巴西法定的永久保护区（PPA）和法定保护

区（LR），公司还自发划定了 90,000 余公顷的高保

护价值区（HCVA），对巴西乃至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书赞桉诺制定了一套公司内部专用的

方法与标准，旨在为识别环境特征并审查和设

立高保护价值区。 

自此，公司林业业务的高保
护价值区面积激增了

30,000 多公顷 

圣保罗州Neblinas公园的伊塔廷加河（供图：Adventure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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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亚马孙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深知单靠自身无法实现“树衍万物”承诺。因

此，2021 年，我们与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 的全球

各部以及巴西分会、Centro de Vida 研究所（葡萄

牙语缩写为 ICV）以及亚马孙家园研究所（Homem 

e Meio Ambiente da Amazon Institute）进行了合

作，并加入了马托格罗索和帕拉的促进和实施助力

自然再生项目。

这一举措旨在创立有助于森林修复、创收就业以及

改善亚马孙地区人民生活的金融机制，通过自然再

生辅助技术，以较低成本和较短时间加速废弃区域

或农业潜力较低区域的森林生长。在社会层面，则

是将利用森林或本地植物与农作物联合产生经济效

益的技术应用于森林修复工作。

该项目拟恢复分布在八个市镇约 26 万公顷的森林

土地，其中三个市镇位于书赞桉诺经营所在的帕拉

州，五个位于马托格罗索州。

_大西洋森林计划

自 2021 年 4月以来，书赞桉诺和 SOS Mata 

Atlántica 一直在合作进行“大西洋森林计划”项目

（“Planos da Mata”项目）。为支持大西洋森林

市政计划的制定，该项目旨在通过加强地方土地规

划和开发领域的公共政策来减轻气候变化造成的负

面影响。

该项目预计将为公司运营所在的圣保罗州、圣埃斯

皮里托州和巴伊亚州的 35 个城市的环境总体规划

提供信息。

南马托格罗索州的森林马赛克(摄影：Márcio Schimming)

_ 森林的价值
 

2021 年，书赞桉诺开始根据环境损益

（EP&L）方法衡量其环境足迹，该方法量

化了我们林业和工业运营与自然资本的成

本和收益之间的平衡。

资本联盟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

（WBCSD）共同编写了《自然资本议定书》。

书赞桉诺使用了符合其标准的软件来计算

自身环境影响，并为战略规划和决策收集

更精确的信息。

自然资本核算将考虑温室气体排放、空气

污染、耗水量、水和土壤污染、废弃物、

土地使用等因素，可每年进行一次。首次

测算结果预计将于 2022 年上半年公布。

这一试点方案从属于一项旨在评估自然、

社会、人力、金融等所有资本综合影响的

大型战略。

在创造再生经济这一挑战的驱动下，这种

全新的公司业绩测算方法能够从综合角度

推动战略决策，使公司认识到单凭财务业

绩不足以说明其创造的业务价值。

通过认证的生态系统服务

书赞桉诺下属的Ecofuturo研究所负责管理环境保护区

Neblinas公园，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服务和休闲娱乐服务均已

获得了生态系统服务认证。为此，公司的圣保罗工厂接受了

对FSC森林认证的审核（许可证代码FSC-C009927）1。生态

系统服务或环境服务是指社会直接或间接地从自然中获益，

如获取食物、药品、服装用纤维、建筑用木材、水等。作为

巴西首个获得此项认证的机构，Neblinas公园已有能力为参

观自然保护区的青少年儿童和成年人提供休闲娱乐服务。这

一成就也说明了开展环境保护和培养环境意识的重要性。

巴西森林认证项目（葡萄牙语缩写为CERFLOR）是一项用于证明森林管理符合巴西技术标准协

会（葡萄牙语缩写为ABNT）所制定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标准的项目。它隶属于巴西合规性评估

系统以及巴西国家认可机构，已通过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的国际认定。森林管理委

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是一项涵盖从遵守环境、经济和社会法律法规到产销监管

链上的产品分销，再到森林责任管理的所有林业活动的认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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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工业中的用水
GRI 103-1、103-2、 103-3 （实质性议题：水资源）

书赞桉诺的各个工业工厂也在发挥着“可持续水库”的作

用。可持续水库是指在将提取的水排到自然环境中之前，将

85%以上的水进行再利用的生产过程（如下图所示）。首先，

在水厂处理从地表或河流提取的水，使之能够满足生产过程

中的工业使用、分配和再循环的标准。之后，根据巴西环境

法律法规进行废水处理。

圣保罗州内陆已经修复的天然森林(摄影：Sérgio Zacchi)

可持续水库

木浆

0.3%

回流进入
河流

85%

受纳水体

化学物质
输入

加工处理

PLANT

使用/重复利用

4.5X

蒸发

14.7%

_ 工业生态效率 

为完善并保护我们的人工林地和天然林区，书赞桉诺在

公司内部推进了数百个项目。同时还在多个领域拓展合

作伙伴关系，以实现“树衍万物”的宗旨，从而造福人

类社会乃至整个地球。

就工业流程而言，我们在用水量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这赋予了我们扩大未来发展目标的信心。为此，就需要

解决公司工厂技术更新这一挑战。到 2024 年，即书赞

桉诺创立 100 周年时，公司的年木浆产量预计将达到

1,300 万吨。书赞桉诺拥有特雷斯拉戈斯二部和因佩拉

特里斯等先进的工厂，还刚刚审批通过了塞拉多项目的

建设。但同时，公司也有一些工厂还在依赖现有的老旧

设备。

2021 年 10 月，公司为阿拉克鲁斯和贾卡里工厂设立的

集约项目预算正式获批，投资金额约为10亿雷亚尔（约

为 13 亿人民币）。我们希望以此来促进这些工业工厂

的现代化，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

学品消耗，更新公司资产以提高稳定性和生产效率，最

重要的是通过使用可再生燃料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从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我们将通过上述方式持续努

力达成“树衍万物”承诺。

巴伊亚州的穆库里工厂(摄影：Márcio Sch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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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标准 

送往填埋处理场的废弃物（千克/干吨（千克/吨）） 2019 2020 2021

整体总计 36.10 31.70 20.80

_废弃物

为实现“树衍万物”承诺，书赞桉诺通过将工业固体废

弃物转化为副产品，不断努力实现将须经公司或第三方

填埋场处置的废弃物量减少 70% 的目标，并取得了一

定进展。这有赖于多方综合因素。其中之一是公司董事

和管理人员的高度参与，如今，他们的可变薪酬还与公

司 2025 年和 2030 年的承诺挂钩。另一因素还包括公

司投资建设了两个废弃物处理中心，一个于 2020 年在

特拉戈斯竣工，投资 4,000 万雷亚尔（约为 5,244 万人

民币），另一个于 2021 年在因佩拉特里斯竣工，投资

3,200 万雷亚尔（约为 4,195 万人民币）。因此，我们

通过将回收的垃圾用于公司经营区的桉树林和其他农作

物。2021 年，垃圾填埋场的垃圾量同比减少了 34%。

我们还在穆库里工厂投放了一个试点项目，直接将工业

废弃物送至第三方废弃物处理场。此外，对很多领域来

说，林业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都可以用作原材料。为了

加速实现我们的目标，公司的采购团队设立了非主营业

务，以便销售业务产生过程中的工业废弃物。

每吨木浆会造成废弃物

31.7 kg2
0

2
0

每吨木浆会造成废弃物

20.8 kg

2
0

2
1

我们的目标是将每吨木浆造成的废弃
物量减少至

13.3 kg

2
0

30

产生的废弃
物（按种类和
作业类型划
分）（公吨）

2019 2020 2021

无害废弃物
有害废

弃物
总计 无害废弃物

有害废
弃物

总计 无害废弃物 有害废弃物 总计

林业作业 1,513.36 1,373.18 2,886.54 1,028.00 907.00 1,935.00 8,512.55 1,004.66 9,517.21

工业作业 1,322,823.45 1,489.19 1,324,312.64 1,417,100.66 1,068.40 1,418,169.06 1,422,529.00 1,325.75 1,423,854.75

总计 1,324,336.81 2,862.37 1,327,199.18 1,418,128.66 1,975.40 1,420,104.06 1,431,041.55 2,330.41 1,433,371.96

_标准

2021 年，书赞桉诺加强了水资源管理治理，进一步接

近了公司到 2030 年时将工业运营过程中的取水量减少

15%的目标。该目标的进展与公司各工厂领导的可变薪

酬挂钩。此外，与 2020 年相比，公司工厂推进了更为

严格扎实的日常管理规则，取得了良好成效。2021年，

公司的专项取水量降低了 8%，仅用 26.3 立方米的水就

能产出 1吨产品。

业务经营耗水量（立方米/吨可售产品或成品）¹ 2019 2020 2021

苏扎诺² 8.33 8.74 8.38

里奥韦尔迪² 2.40 3.34 3.70

利梅拉 7.85 8.30 9.16

贾卡里 3.34 2.70 3.06

因佩拉特里斯 6.19 5.15 4.49

穆库里² 4.70 6.17 4.95

阿拉克鲁斯 6.51 4.27 7.67

贝莱姆 8.67 4.56 3.38

马拉卡纳（福塔莱萨） 0.11 0.09 0.07

卡乔埃罗3 n/a n/a 0.02

特拉戈斯 2.92 2.68 2.26

整体总计 4.44 4.47 3.83

2.经核算，苏扎诺和里奥韦尔迪工厂2019年和2020年的数据得到修正，穆库里工厂2020年数据也得到修正。

3.2021年，卡乔埃罗工厂开始投产，因此并无2019年和2020年的数据。

缺水地区业务经营耗水量百分比 

SASB RR-PP-140a.1

2019 2020 2021

0% 0% 0%

在现行法定废水处理环境参数下且在规定的损失（蒸发和并入产品）范围内，工业装置所提取的水量与公司返回到环境中的水量之差即为耗水量。计算该指标时，应同时

考虑到公司每个工厂的成品和可售产品（即木浆以及不同类型的纸张和消费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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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赞桉诺能量矩阵的可再生性 2019 2020 2021

不可再生资源所产能源的百分比 12.69% 12.82%  12.31%

可再生资源所产能源的百分比 87.31% 87.18% 87.69%

总计 100.00% 100.00% 100.00%

总耗能 （吉焦） 
GRI 302-1

2019 2020 2021

不可再生能源燃料 28,049,382.05 28,024,857.22 30,956,553.51

可再生能源燃料 216,521,617.38 214,386,646.59 220,444,126.07

能源消耗量 3,429,652.68 3,498,800.20 3,872,202.27

能源销售量 5,303,394.46 5,646,273.28 5,711,287.89

总计 242,697,257.65 240,264,030.73 249,561,593.96

碳平衡（清除量和排放量）（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¹ 2019 2020 2021

范围1排放 2,142,410.89 2,155,102.69 2,328,335.53

范围2排放 71,225.59 59,531.90 137,822.64

范围3排放 1,511,361.76 1,568,893.44 1,842,095.64

总排放 3,724,998.24 3,783,528.03 4,308,251.814

土地使用过程中的排放量与清除量之间的平衡 -15,476,553.88 -18,983,839.64 -13,204,509.36

总平衡（排放量-清除量） -11,751,555.64 -15,200,311.61 -8,896,257.55

马兰戈州因佩拉特里斯工厂(摄影：Márcio Schimming)

_标准

在现行法定废水处理环境参数下且在损失（蒸发和并入产品）范围内，工业装置所提取的水量与公司返还到环境中的水量之差即为耗水量。计算该指标时，应同

时考虑到公司每个工厂的成品和可售产品（即木浆以及不同类型的纸张和消费品）。

1.

_能源
GRI 103-1、103-2、103-3（实质性议题：气候变化）

书赞桉诺正不断为相关项目和方案进行投资，旨在为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产量并向电网出售电力。公司团队

内部研发了一个数字工具，能够通过算法和收集实时

信息来为每个涡轮机进行最优的可用蒸汽分配，从而

提升发电效率。为此，我们还开发了一个旨在提高工

业锅炉燃料消耗量与其蒸汽产出量之比的项目。

以2021年为基期的书赞桉诺温室气体清

单详见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为实现“树衍万物”承诺，公司增加了提供给巴西能源

矩阵的可再生能源数量。为此，我们审批通过了塞拉多

项目，该项目平均能够产出180兆瓦的富余可再生能源，

并将其送还给巴西电网。

“请节约”项目

2021 年 3 月，“请节约”项目（“Economizaí（Please 

Save）”项目）在穆库里工厂正式启动，目的是

通过培养合理使用能源的意识来改变公司的业务

活动和日常实践。该项目不仅包括全体公司员工，

还将这一理念传递给了他们的家庭亲友。

同年 10 月，书赞桉诺将该项目推行至其他工厂。

然而，由于一些工厂因常规维护计划而停产或与

其他项目有冲突，这一项目的实施速度及其成果

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截至 12 月，该项目所取

得的成果都颇为瞩目，因此应在 2022 年继续推进。

“请节约”项目-2021年

工厂 兆瓦时 雷亚尔

穆库里 11,940.70 R$3,140,000.00

因佩拉特里斯 14,334.00 R$2,866,850.22

书赞桉诺 1,601.20 R$432,324.00

贾卡里 4,392.00 R$1,595,794.32

能源消耗量减少了 

32,267.9 兆瓦时

总计节约：
雷亚尔

8,034,968.54
（约为10,533,843.70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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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政府与有组织的民间社会

立场

通过能够产生积极社会和环境影响的举措来改变社会是书

赞桉诺一直以来的行动。考虑到公司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

的商业模式，在巴西所辖的200多万公顷土地，以及应对

气候变化的积极意愿，书赞桉诺承诺将通过与各利益相关

方的行动、对话以及长久伙伴关系共同推进交流协商，从

而构建更为公平且可持续的环境。

在读书的孩子（摄影：Jeremy Bishop/Unsplash网）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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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书赞桉诺成为“植亿万棵树领军者”倡议（1t.

org）的 33 家伙伴公司中的一员。该倡议的成员公开承

诺，到 2030 年将在 60 多个国家养护、修复和种植至少

36亿棵树木。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该项目咨询委员会的

成员，我们是唯一一家参与这一倡议的巴西企业。

该倡议由 1t.org 平台主导，目标是在 21 世纪末之

前，在全球各地种植一万亿棵树木。这一倡议是

WEF 为支持“生态系统修复十年计划 2021-2030”

（UN Decade on Ecosystem Restoration 2021-

2030）和加快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而提出的。

马兰霍州的桉树种植林区(摄影：Márcio Schimming)

_2030年之前植万亿棵树
GRI 102-12、102-13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书赞桉诺的立场
GRI 103-2

对书赞桉诺来说 , 2021 年 11 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一次探寻地

球气候安全备选方案的独特机会。

大会细数了在相关目标达成和全球脱碳项目投资体系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另外，还明确指出了政府、

企业以及消费者立即采取有效行动的紧迫性。

除了为支持该议程所做的承诺，2021 年，书赞桉诺还一直在宣传相关知识并鼓励相关实践行动。书赞

桉诺在 2021 年 10 月建立了“2050 Now”网站，在上面公开发表了自身立场和相关的新闻和解析。

更多详情请见 2050 Now。

_协作议程

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已经昭示了政府、社会和私营

机构共同推动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尽管这些影响

是可知的，但留给我们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

的时间只会越来越短。

建立以低碳经济为主导的发展规划与 2021 年 11 月

在苏格兰举行的 COP26 上所探讨的问题一脉相承。

大会前夕，书赞桉诺与其他相关公司、巴西政府代

表、新闻媒体以及全球领军机构携手举办了一系列筹

备活动和会议。书赞桉诺选派了高管代表公司出席了

大会。

书赞桉诺表示，为实现长期低碳排放相关的各项目

标，政府、公司和民间社会必须制定并达成一系列中

短期计划。

为此，书赞桉诺加入了“气候行动 100+”倡议（即

由投资者牵头，旨在确保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企业

采取必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以及木浆和造纸

行业的低碳转型评估（ACT）倡议。另外，我们最近

还参与了“科学碳目标”倡议、“企业雄心助力1.5° C

限温目标”（Business Ambition for 1.5°C）行动以

及“奔向零碳”运动，这些均为上述两项倡议的衍生

内容。

公司继续对业内新趋势和新方法保持关注。除“科学碳

目标”倡议外，书赞桉诺还参考了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GHG Protocol）为测量碳清除量制定的新核算方法，

并根据各项发展的具体情况设定了中期目标。今后，我

们还将根据这两项倡议作出新的规划。

_ 碳信用市场

对书赞桉诺来说 , 围绕《巴黎协定》建立的碳市场是

抵消碳排放并保护自然的一项可行且有效的机制。到

2030 年，巴西预计能够在碳市场中产生约 10 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的碳信用额度，获得约 1,000 亿美元（约为

6,708 亿人民币）的收入。1 林业领域通过可持续管理

和天然森林修复等相关举措，将为巴西贡献一半以上的

碳信用额度。

建立碳交易市场机制有赖于多方参与者共同努力。作为

气候问题解决方案的一员，公司参与了旨在围绕共同目

标建立标准和伙伴关系的协同方案，与同行企业、合作

伙伴、政府和其他实体积极合作，支持监管机制并推行

可能影响气候议程的项目。

点击此处了解“树衍万物”承诺的更多

相关信息。

引自《巴西国际商会报告》(https://www.iccbrasil.org/

brasil-pode-ganhar-ate-us-100bi-em-receitas-de-

credito-de-carbono-ate-20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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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与了各种组织和合作倡议，以便紧跟趋势，并帮助社会、私营机构和其他行

业解决对各方都至关重要的气候变化相关问题。这种参与性的努力能够将我们的公

司文化付诸实践，我们坚信“大我于前，小我于后。”我们参与了很多组织并和多

个组织构建了伙伴关系，其中包括：

_参与并签署了《联合国全球契约》。

_加入了巴西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葡萄牙语缩写为CEBDS）。

_参与了巴西商业生命周期评估网络（LCA）。

_是商业自然联盟Business for Nature战略咨询工作组成员。

_作为WEF的一员加入了1t.org企业联盟和咨询委员会。

_我们的首席执行官沃尔特·沙尔卡（Walter Schalka）是巴西气候
森林和农业联盟的董事会成员。

_是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碳清除测算（GHG Protocol: Removal）咨
询委员会的成员。

_是森林对话协调委员会（Forest Dialogue Coordination 
Council）的成员。

_是《联合国全球契约》SDG首席财务官工作组的成员。

_是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NFD）的成员。

访问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了解更多书赞桉诺合作伙

伴关系和倡议的相关信息。

南马托格罗索州的美洲吃蜂鸟(摄影：Araquém Alcânt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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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伊塔乌纳斯河流域 

2021 年 9 月，巴西当地一家致力于解决伊塔纳斯公园

（Itaúnas Park）内社会、环境和文化问题的非政府组

织 SAPI 联系了书赞桉诺，表示公司在 Velha Antônia 溪

流附近的一些林业活动侵占了圣埃斯皮里图州北部地区

天然森林修复项目区。公司迅速暂停了在该地区的活动

并着手进行调查。目前为止，书赞桉诺尚未收到该项目

的技术细节，因此对于该投诉的调查也只得搁置。

伊塔乌纳斯河流域委员会负责管理此项目文件，而书赞

桉诺恰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然而，这些文件并未涉及该项目所涵盖区域的具体细

节或判定标准。

因此，公司重申了对该项目的调查意愿，试图确定其

所包含的优先修复区域，并明确它们与书赞桉诺修复

项目区之间的关系，从而确保各方能够协调一致。目

前，公司正在与伊塔纳斯河流域委员会下属的所有组

织持续沟通对话，以尽快查明并澄清事实。在调查期

间，公司在 SAPI 所诉地区的林业活动始终保持停工

状态。

圣埃斯皮里托州康塞西昂达巴拉的马库科社区农村土地开发项目的参与者Domingos Rodrigues(摄影：Márcio Schimming)

书赞桉诺对于与社会和公司运营所在社区密切相关的

议题有着鲜明立场。公司对关键议题的立场如下：

_零森林砍伐 

点击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点击此处了解书赞桉诺发布的全

部立场。

_书赞桉诺的立场
GRI 103-2

_人权  

点击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_Veracel Celulose的土地管理 

点击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_新维索萨的卡拉维拉斯海事码头运营以及泥浆问题 

点击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_本地社区 

详见第十章：社区 

 

_殖民后裔社区 

详见第十章：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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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区

巴伊亚州新维索萨的农村土地开发项目和篮子运输项目的参与者Valdete Alves Pavaneti(摄影：Márcio Schimming)

在当地社区合法合规的社会参与模式下，书赞桉诺与其附近社

区之间的关系始终建立于公开对话、协同工作和社区参与的基

础之上。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与社区对话交流受阻，我们之

间的合作受到了挑战。其他与公司相关的弱势群体也因为疫情

而陷入困境。然而，我们始终在坚持努力构建更好的社区环

境，下文很多具体事例都能够说明我们在履行承诺。
GRI 103-1、103-2、103-3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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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平均收入提升了

57.7%

_ 改善贫困，助力教育 

目前，我们的社会项目已经惠及巴伊亚、埃斯皮里托·

桑托、米纳斯吉拉斯、马拉昂、帕拉、托坎廷斯、南马

托格罗索和圣保罗八个州的民众。

2021年，我们在继续努力创造工作机会和创收渠道的同

时，还加强了自身的社会参与度，帮助2,889个家庭的

9,000多人摆脱了贫困。尽管面临新冠疫情造成的诸多

挑战，我们还是成功超出了年初制定的8,000人脱贫目

标的12.5%，帮助他们将平均收入提升了57.7%。

2021年，我们努力帮助  

9,000多人

摆脱贫困

使

21,075人

从创收计划中受益

南马托格罗索州的蜂箱项目(摄影：Araquém Alcântara)

如今，书赞桉诺的业务已覆盖了巴西200多个城市，但

它们大都面临着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问题。

为加强我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我们在了解到自己的影

响力之后，做出了改善贫困和提高教育质量这两项承

诺，也包括在“树衍万物”承诺中。

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和改善教育相关的结构性工作，例如

提供就业机会和创收渠道。我们认为这能有效促进社区

发展和社区自治。

自从我们制定了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以来，我们年

复一年地坚持强化其内容。我们于2020年2月

发布了“树衍万物”承诺，对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提

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以及更大覆盖范围的需求。书赞

桉诺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两项承诺与创收和教育两

个议题直接相关，我们希望通过与所在地区的社区和

民间社会组织合作，为这两个关键议题提供具有创新

力和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

基于这两项承诺，我们自发制定了弹性制区域战略

（Resilient Territories strategy），并对其进行探讨

和完善。

书赞桉诺在与社区和合作伙伴多年的相处过程

中，一直在努力改善当地的公共程序和政策，

从而造福更多群体和地区。弹性区域战略的目

的就是充分发挥公司在此过程中所积累的经

验。首先，第一步就是创建区域矩阵，其中包

括每个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指标图、公司的影响

力、区域主要参与者及其创新潜力和已有的良

好实践等因素。

此外，此项战略还将推动区域计划的制定，从

而确定区域内的重点工作线和关键项目，提升

公司运营所在地区的弹性。2021年，我们与外

部合作伙伴一起在圣埃斯皮里托州和巴伊亚州

完成了试点项目，并将在马兰霍州推行了弹性

战略。2022年，圣保罗州和南马托格罗索州也

将采用这一战略。

马拉尼昂州因佩拉特里斯班组的可持续萃取项目中，负责操作椰子破碎机的

Rosimar Pereira da Silva(摄影：Márcio Schimming)

弹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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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nga do Maranhão镇的指导协调员

Ione Bandeira对该项目的评价和推荐：

“这次与新合作伙伴一同开展的工作值得肯定。期间，我

们开了很多次会，他们（卫生部门和社会援助部门）和教

育部一起制定了能够保障我们当地儿童和青少年受教育权

的方案。”

书赞桉诺教育项目所推动的社会参与活动已帮助

800多名学生重返校园，

人数相当于当地公立学校学生总数的15%。

Ione Bandeira（供图：书赞桉诺图像库）

_ ECOFUTURO 研究所
Ecofuturo研究所是一个成立于1999年的非营利

组织，目前直属于书赞桉诺。该研究所主要通过

保护环境和宣传知识来助力社会转型，主要工作

包括管理Neblinas公园以及“我的自然”项目

（Meu Ambiente program）。

2021年，Ecofuturo研究所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

努力之后，完成了社区图书馆项目。为完成整套

项目，今年一共建成了四座新图书馆，其中一座

位于苏扎诺市，另外三座位于马兰戈州，后者是

由书赞桉诺和当地政府通过“优质学校”项目共

同投资建成的。包括这四座新建图书馆在内，本

项目总共在巴西12个州开设了121座图书馆。

“我的自然”项目的参与者(摄影：Eliza Carneiro)

为取得进一步成果，我们还制定了相关战略，与其他

私营公司、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建立伙伴关系，共同

制定地方发展计划。

在提升教育质量方面，我们建立了基础教育发展指数

（葡萄牙语缩写为IDEB），每两年评估一次教育发展

水平直至2030年。我们将重点城市公共基础教育的加

权平均值设为基础数据，最新一次的IDEB数值为2019

年的4.7。公司的目标是将我们所服务城市的IDEB提

升40%，达到6.6。新冠疫情使巴西教育的严峻形势进

一步恶化，因此需要适当调整对2021年评估数据的预

期。如今看来，若能保持2019年的水平就是进步。具

体数据将由教育部在2022年公布。

为达成这一承诺，公司创立了“书赞桉诺教育项目”

（Suzano Education Program），资助教育工作者的

专业发展和社会参与，并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从而改

善公共教育。

更多信息详见书赞桉诺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2021年，为提升未来九年内的项目成果，书赞桉诺革

新了之前面向学校管理层和教师的培训教育项目，转

而采用直接普及到学校的形式。此外，我们与教育、

卫生和社会服务等相关领域的市政跨部门团队合作，

一同实施社会企业责任参与战略。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识别和监管未上学或有辍学风险的

青少年儿童。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关于疫情对教育影响的

研究，巴西的教育领域正面临着倒退20年的风险。

单击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2021年，我们的工作成果包括：

312,339 人

从我们的教育项目中受益，其中包括学生、教育工作者和

跨领域团队

3,766 名

包括教学秘书和技术教育团队、学校管理人员、教师或线

上课堂教师在内的直接参与者以及教育、健康和社会援

助等跨领域团队

298,146名

公立学校学生

项目中对于促进教学法变革的培训收到了公众

99%的好评度

涵盖1,750 个小学

新市镇, 

目前已覆盖巴西7个州的36个市镇

（巴伊亚州、圣埃斯皮里托州、马拉尼昂州、南马

托格罗索州、帕拉州、托坎廷斯州和圣保罗州）

13将教育项目拓展至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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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紧急提议：为减轻疫情的影响，有必要进行额外资

源投放，尤其是在较为脆弱的社区，这也是我们社会承

诺的主要重点。 

粮食安全：书赞桉诺输送了41,715个粮食物资包，惠及

了巴西九个州（巴伊亚、圣埃斯皮里托、马拉尼昂、南

马托格罗索、米纳斯吉拉斯、帕拉、伯南布哥、圣保罗

和托坎廷斯）77个市的36个实体和50,000多人。有26

家供应商参与了这一行动，书赞桉诺也投资了530万雷

亚尔（约为695万人民币）。

其他项目：书赞桉诺继续推行已在社区运行的计划和项

目，如农村土地开发项目和蜂巢项目（Beehive）。

投资了

1,165,000雷亚尔

（约为1,527,315人民币） 

审批通过了

44个项目

造福了

2,951人

巴伊亚州穆库里的雅库丁加社区农村土地开发项目农民Evanzil São Pedro dos Santos(摄影：Márcio Schimming)

书赞桉诺2021年呼吁紧急提议的成果：

更多信息详见书赞桉诺可持续发展指
标中心。

从财政、粮食安全、基础服务、职业素养、人身安全等

各个方面消除贫困仍然是全球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

大挑战之一。

根据联合国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和世界银行的多

维贫困衡量标准等国际经验，2021年，我们创建了书

赞桉诺多维贫困指数（MPI），包括收入、健康和教育

三个维度的六个指标。世界银行将中高收入国家的贫困

线定为每人每天5.50美元，在2020年相当于每月475雷

亚尔（约为623人民币）。因此，人均收入低于这一数

字的家庭就属于多维贫困。

2021年工作亮点
为尽量减少和减轻社会和经济影响，在准入受限的领域

推行项目方案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书赞桉诺一直在努力寻找

最佳应对之法。基于从全球角度对疫情的分析以及我们

对相邻社区所做的数百项承诺，我们决定利用现有资源

优先提供社区服务，以便打抗疫持久战。而事实上，疫

情也的确持续了很久。

2021年，我们继续为全国各地提供紧急援助，在协同合

作和社区参与的基础上集思广益，以应对新冠病毒对我

们造成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努力制定弹性区域战略等新的应对

策略。

在书赞桉诺业务运营所在的地区，有300万人生活在贫

困线以下。而在我们优先实施社会战略的56个城市中，

有977,000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数字均来自2010

年人口普查。联邦政府统计数据的明显差异证实了我们

的社会责任和当地社区对书赞桉诺的期许。我们也认识

到了自身在为社会创造转型解决方案方面的重要作用。

以下是我们实施的一些举措：

紧急行动：我们将工作重点放在三个主要群体上：可以

达成协作的重点城市、目前收入渠道有限的团体和机

构、社会和经济极为脆弱的邻近城市和农村。前往书赞

桉诺抗疫专题网站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除了收入水平外，其他相应指标也能表明家庭贫困的严

重程度。

去年，除了制定书赞桉诺多维贫困指数和衡量贫困的方

法，公司还选择了八组群体进行试点测试，其中包括原

住民、殖民后裔、农业从业者、城市居民和人力捕鱼渔

民。该试点项目暂定于2022年上半年进行，将评估并计

算多维贫困指数，完成从数据收集到分析结果的全部流

程。公司还制作了一份调查问卷，以便在综合其经济发

展水平和社会转型水平的基础上，系统地衡量并了解附

近家庭的生活条件是否会受到我们业务运营的影响。

多维贫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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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0多人

书赞桉诺的社会计划和项目援助了

帮助他们每月创收

9,300万雷亚尔

（约为1.22亿人民币），同

比增长91%

惠及了

232个

社区群体，其中有128个因公共政

策而获得了资源，同比增长24%

35,000吨

产品和食品

生产了

社会绩效数据

南马托格罗索州特雷斯拉戈斯工厂的森林苗圃主管Pedro Dantas(摄影：Márcio Schimming)

巴伊亚州普拉多为妇女设立的社区花园(摄影：Márcio Schimming)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

发以来，书赞桉诺一直

在努力寻找最佳应对

之法。我们决定利用现

有资源优先提供社区

服务。

_ 操作交流

书赞桉诺的收割作业方式改变了人工林区周围社区常

规操作习惯。

因此，在收获期之前、期间和之后，我们在这

些社区主办了名为“操作交流”（Operational 

Dialogues）的活动。2021年，约有6,000人参与

了我们的活动，我们在业务运营所在的城市组织了

1,842场讨论会，为大家提供信息并答疑解惑。这样

做的目的是让公众监督公司的运营操作，向他们解释

全部的运营流程，以及将其作为一种沟通渠道来听取

建议，公司会将其中的合理建议纳入其运营流程，努

力减轻或减少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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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够帮助到外包工人，他们也是

书赞桉诺业务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

们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条件，使其能

够在我们重点业务城市立足。

书赞桉诺搭建了一些合作桥梁，旨在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社区并帮助他们

提高生活质量。我们认识到无法独自

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但我们希

望能够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通过与

政府、地方机构以及社会合作等一系

列举措，为所有人创造财富和平等的

社会和环境。

桉树种植林, 因佩拉特里斯（马拉尼昂州）(摄影：Márcio Schimming)。

全球儿童论坛的《儿童权利与商业状况2021年基准报告》

首次跟踪并评估了书赞桉诺的表现。该报告分析了公司保

护儿童权利的战略，并为发掘将儿童权利纳入运营和社区

的商业机会提供研究视角、最佳方案以及风险评估工具。

这项与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合作进行的关键性研究总

共调查了832家世界大型公司。

全球儿童论坛 GLOBAL CHILD FORUM

书赞桉诺的总分为

7.3分 
（满分10分）

总体平均分为

5.4分 
林业的平均分为 

5.3分 

 
_ 土地集中问题

持传统方法并宣扬其作用，但依然坚持采用最先进的森

林管理模式，结合家庭耕作方案，并支持其经营所在地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其中包括面向殖民后裔和原住

民等传统社区的项目，它们是建立在与有关群体不断对

话交流的基础之上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表现完全满意。我们知道

自己还有发展空间，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通过在我

们业务运营所在的地区创造和分享价值，帮助20万人脱

贫。其中一些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依旧偏低，

所从事的经济活动都是非正规的。因此我们希望在这些

地区加强林业宣传推广。

我们发现，这些地区的社会需求总是远超其吸引劳动力

的能力。因此书赞桉诺还制定并施行了一些项目来培训

和包装当地供应商，使他们有能力与书赞桉诺以及其他

当地公司进行业务合作。在助力脱贫的过程中，我们还

书赞桉诺拥有约140万公顷的人工林区，并负责管辖近

100万公顷的保护区。我们的重点业务已经覆盖了220

个市镇，达到了不同程度的土地集中。在有些地区，有

的公司业务已占据了50%以上的面积。当它们被该公

司收购时，早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其中很大一部分

都是废弃牧场，需要对它们进行整修再用来种植树木。

即便如此，社会仍在批评和质疑桉树的单一栽培。尽管

这也能让我们了解当地社区的想法和意见，但在我们看

来，这些声音缺乏基本立场或技术支撑，正如下文所

述：

这一问题对书赞桉诺来说至关重要，因此需要进一步探

讨和澄清。对我们来说，在农村分区，我们必须尊重每

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要求。但关键问题是，单种

栽培是否会影响传统种植文化的实施，是否会威胁到当

地的粮食安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也会坦然承

认单种栽培的危害。书赞桉诺确认这些群体有权继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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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权利运动

当地经常有群体非法占领公司土地，甚至还发起了

无土地农村工人运动（葡萄牙语缩写为MST）。经

受了多年土地被占之后，书赞桉诺提出了土地权利

恢复请求。在巴伊亚州政府的支持下，书赞桉诺与

无土地农村工人运动的成员、维拉塞尔以及其他相

关方一同建立了谈判协商渠道，以探寻巴伊亚南部

土地冲突的和解方案。

Gentil面粉的生产商和2020年紧急提案征集活动（2020 Emergency Call for Proposals）的参与者Carlimar de Souza Santos和

Solimar de Souza Santos在阿尔科巴萨（巴伊亚州）（摄影：Márcio Schimming）

经协商，达成了一项惠及各方的协议，使得近600个

家庭得到了安置。该协议还包括了一项2011年启动

的农业生态住区项目。

目前，书赞桉诺正在与无土地农村工人运动以及其

他相关方就圣埃斯皮里图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占

地问题协商和解方案。我们仍在处理巴伊亚州、圣

埃斯皮里图州以及马兰戈州的小规模团体占地问

题，其中，康塞西奥达巴拉镇的情况最为严重。

殖民后裔社区

书赞桉诺附近的一些殖民后裔社区通过代表群体发

声，要求国家殖民和土地改革研究所（葡萄牙语缩写

为INCRA）采取法律手段，划定他们与公司部分辖区

中重叠的区域。2021年，书赞桉诺在人工林区、保

护区以及运营基地所处的圣埃斯皮里托州北部开展了

七次土地收回运动，以防秘密团体通过该地区的殖民

后裔土地议题，在公司所辖的这些传统社区进行房地

产投机买卖，甚至占领这些土地。社区、公司和公共

当局共同召开了专项会议，以包容性对话的形式来讨

论土地问题。

除了土地问题，书赞桉诺在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在坚持

开展与当地这些社区保持密切关系的项目，例如直接

惠及二十余个殖民后裔社区的多个社会投资项目。目

前正在进行的举措包括为改善当地生产力和确保粮食

安全而提供的技术和财政支持、当地农民及其社区群

体相关文件的规范化、农产品加工和销售、助力小型

社区企业发展等。

书赞桉诺还发起了“殖民后裔项目建议征集”（Call 

for Proposals for Quilombola）活动，这是一项与

国家协调农村非裔殖民后裔社区联通工作（葡萄牙

语缩写为CONAQ）合作的倡议，重点聚焦于创收问

题。个人生产者、微型企业家以及殖民后裔团体共计

为41个项目投资了620,000雷亚尔（约为812,820人

民币）。2021年，我们在圣埃斯皮里托州北部的社

会项目惠及了444个殖民后裔家庭。

当地社区

当地社区中有些团体长期以来一直在动员反对周边的

林业活动，这主要是由于区域划界时产生的多边区域

重叠问题。2007年，阿拉克鲁斯镇划定了涵盖11,000

公顷的正式界线，解决了我们唯一的区域重叠问题。

公司也迅速对被侵占的土地进行了修复。

此外，过去10年，书赞桉诺始终与本市的图皮尼基

姆、瓜拉尼等12个村庄维持着全面的伙伴关系，坚持

推行面向他们的社会投资项目。

这些项目包含一系列综合性长期举措，旨在修复当地

社会文化习俗，以便保护当地环境和当地种族风俗，

同时发展可持续经济活动。

圣保罗州库尼亚的陶瓷罐漆项目参与者Hermenegilda Angelo dos Santos

(摄影：Márcio Sch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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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沟通协调员，我经常说，年度报告是回

顾过去的最佳工具之一，这不仅仅是回顾过去

一年的表现，也回顾起起伏伏的悠久历史，以及我们

在巴西短期内经历的挑战和变革。就像回忆录一样，

它们为我们提供过去的观点、现在的工作细节，以及

我们可以在未来走多远的想法。因此，我很赞赏这么

多人和地区集体付出的努力，为我们呈现了如此全面

的报告，这要归功于书赞桉诺的36,000名直接和间接

员工的敬业奉献精神。

这份设计无可挑剔的报告让我们能够了解大量数据、

数字、项目详情和结果，它们彰显了书赞桉诺在其行

业中的全球领导地位。书赞桉诺致力在财务、环境和

公司治理方面实现平衡发展，其做出的2020年、2021

年和2030年承诺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得不说，在葡萄牙语中，innovability（创新力）是

一个阴性词。企业要想彰显这一属性，就必须更加有

意地追求性别平等。正如报告所述，创新不仅体现在

项目和流程的开发上，还体现在治理上。这就需要持

续不断地采取行动，加强链条、团队、客户和供应商

内部的机构性别政策。2021年，22.5%的领导职位由

女性担任；到2025年，30%的领导职位由女性和非裔

担任，这样的目标仍然不够雄心勃勃，缺乏真正的创

新，而雄心和创新必须始终是相互联系的。

关于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有一种重要的看法是，

它们与巴西的气候、社会和环境正义密不可分。因

此，我想指出报告中缺失的两个部分：（1）把原住民

也纳入考虑的包容性政策和（2）披露更多与原住民社

区、黑奴后裔和土地权利运动相关的倡议的详情。除

了用数字说明公司所做的工作外，收集和发布有关这

些代表、家庭和团体提供的简短感谢信和故事也极为

重要。这些声音将增强减少不平等现象的合法性，坚

定企业减少不平等的决心。

最后，除了庆祝所取得的成绩之外，我们必须始终学

会将相关信息及时地发布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与

企业传播相关的数据和数字对于衡量书赞桉诺在社交

媒体、其网站以及获得巴西媒体报道的影响也至关重

要。因此，我建议设立一个专门列出传播指标和整体

指标的章节，毫无疑问，这将成为公司提升声誉、进

行危机管理、定位和讲述故事的策略性阵地。

这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涵盖气候、政治、经济、

社会和健康。书赞桉诺从第30页开始做出的“树衍万

物”的承诺亟须付诸实施。在死亡和损失如此之多的

时代，地球和人类的福祉迫切需要得到维护。

照片来源：个人档案

Andréia Coutinho  
LOUBACK 拥有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PUC-Rio）新闻专业学士学

位及联邦技术教育中心（CEFET/RJ）种族关系专业硕士

学位，并且是气候正义方面的专家。她目前是美国加州

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富布赖特汉弗莱奖学金项目

（Fulbright’s Humphrey Fellowship program）（2021-

2022年度）的学者。她曾在气候与社会研究所（iCS, 

Instituto Clima e Sociedade）和Instituto Alana的气候和

社会环境正义项目（Climatic and Socio-Environmental 

Justice project）担任沟通协调员。随后，她协调了一

项前所未有的关于气候正义、性别和不平等的研究，

该研究即将由Climate Observatory的气候性别工作组

（Climate Gender working group）启动，她还积极参与

了由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撰写的《气候正义：希

望、韧性和争取可持续的未来》（Climate Justice: Hope, 

Resilience and the Fight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一

书在巴西的翻译工作。她目前作为汉弗莱学者，被派

驻在纽约的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担任气候正义

专家。她主要专注和工作的领域包括气候和社会环境正

义、包容性城市化和种族不平等。

11.

外

部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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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赞桉诺的报告根据GRI标准、TCFD建议和IIRC

框架等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最高标准编写。该公

司还参与了关于可持续发展和气候议程的重要全球承

诺，包括“奔向零碳”运动、“气候行动100+”、SDG

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所有这些均表明书赞桉诺在气

候变化问题上的实力和承诺。

本年度报告还证明了书赞桉诺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方面的出色表现，并全面介绍了其在所有领域的成果。

报告提供的信息显示，总体而言，该公司对其影响进行

了适当的衡量，并呼吁通过其“2050 Now”倡议加快

采取积极行动。

从核心业务的角度来看，创新议程值得关注，它为扩大

企业视野提供了机会。

考虑到种植阶段，重点是开发基因改良品种，以提高生

产力并减少水和能源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公在回收和

再生方面的定位蕴藏着机会。

在研究再生种植问题时，需要考虑三点：种植区域的再

生、通过可用区域的自然走廊进行保护以及种植模式。

报告涵盖了前两点。

挑战主要与种植模式有关。它必须超越传统的单一种植

方法，考虑多样化种植和混养的选择，这有助于应对其

他行业的挑战，并成为竞争优势。

对于已开发的产品，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原材料的可再

生资源上。事实上，对于不可再生材料而言，这可能是

一个有利的起点，但是，特别是在包装、纺织业和木质

素的使用方面与塑料竞争的情况下，必须进行分析，证

明公司的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优于大多数最常见的

其他产品。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确保参与创建这个生态系

统，以验证公司的产品是有益于环境的选择，即使在消

费者使用之后也是如此，鼓励可重复使用和循环利用。

最后一点与排放清单有关。在范围1、2和3排放方面，

书赞桉诺已经实现负碳（carbon negative）平衡，这是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特别是在范围3排放方面，值得进

一步详细说明正在考虑的措施，以及将产品和相关服务

的整个生命周期纳入排放范围。

最后，关于社会议题，书赞桉诺的2030年承诺帮助20

万人摆脱贫困。用于衡量是否实现该承诺的指标是收入

增长。在这里，可以通过弹性议程来强化这一重点。在

全球范围内，这一问题与提高40亿生活在社会脆弱环境

中并已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的复原力的目标有关。

本报告展示了书赞桉诺重要的开拓精神及其可持续发展

战略和执行的认真程度，表明该公司不仅在林业领域，

而且在巴西商业领域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因此，该公司

不乏通过多公司联合倡议拓展可持续发展工作，从而进

一步扩大积极成果的机会。

照片来源：个人档案

Gonzalo Muñoz e  
MANUIA   

2019年至2021年期间，Gonzalo作为缔约方

会议（COP）的两位联合国气候行动高级别

倡导者（United Nations High Level Climate 

Action Champions）之一，在全球发挥了积

极作用。目前，他是联合国全球气候行动议程

（UN Global Climate Action Agenda）咨询委

员会的成员。此前，他共同创立并指导管理了

TriCiclos，这是拉丁美洲循环经济和回收利用

领域最知名的公司之一。Gonzalo是Sistema B

的联合创始人，过去七年来一直是B Lab全球董

事会的成员。他还是全球食品银行网络（Global 

Foodbanking Network）的董事。Gonzalo一

直是水、气候行动、绿色氢、电动汽车和循

环经济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s 

on Water, Climate Action, Green Hydrogen, 

Electromobility and Circular Economy）的成

员。他目前是TriCiclos的董事会主席和Manuia 

Consultoria的联合领导人。

 外部意见 149148 书赞桉诺2021年度报告



例外和限制

本鉴证工作的范围不包括对以下相关信息的

任何评估：

• 规定的评估期之外的活动。

• 书赞桉诺的立场声明（表达意见、信念、

目标或未来意图）。

• 年报所载信息的经济和财务准确性，这些

信息来自经独立财务审计师核实的财务报

表。

以下限制适用于本次鉴证业务：

• 我们在抽样的基础上评估了数据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这些数据与年报中公布的重要

主题有关。

•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

和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

的具体数据和指标不受我们的核查，除

非这些数据和指标与GRI的数据和指标相

同。

• 我们根据GRI的平衡性和完整性报告原则

评估了年报中呈列的经济和财务数据。

• 我们按照ISO 14.064-1 / 07和温室气体核

算体系的标准，在不同的过程中核查了书

赞桉诺的温室气体（GHG）排放清单，并

专门针对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核查出具了

一份核查声明。

根据ISAE 3000准则的要求，我们所采用的

核查程度是合理的，该准则已纳入必维的内

部评估协议。

评估用于数据汇编的系统。

评估书赞桉诺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

评估用于确定年报中包含的重要主题的方

法，同时考虑到可持续性背景和所发布信

息的范围。

4.

5.

6.

鉴证声明  
必维

12.

鉴

证

函

件

序言

必维（Bureau Veritas Certification Brazil）

书赞桉诺（Suzano S.A.）委托，对其2021

年年度报告（简称年报）和公司的“树衍万

物”承诺（CRL）进行独立鉴证。

书赞桉诺和必维各自的责任

年报中公布的数据的收集、计算和呈列由书赞

桉诺的管理层全权负责。必维负责根据本声明

中界定的工作范围，向利益相关方提供独立意

见。

访谈负责重大事项和参与年报内容编写的

人员。

对公司流程（总部位于圣保罗）和有关以下

运营地点的流程进行远程访谈：阿拉克鲁斯

（圣埃斯皮里图州）、因佩拉特里斯（马拉

尼昂州）和雅卡雷伊（圣保罗州）。

审阅书赞桉诺提供的与报告期（2021年

度）有关的书面证据。

工作范围

本次核查的范围包括：

鉴证方法

鉴证涵盖以下活动：

1.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书赞桉诺                  

是否符合全球报告倡议组织TM（GRI）的可

持续发展报告准则 。

从相关指标的正确参数设置、基线以及对所

获得数据的准确性的评估方面，核实“树衍

万物”承诺的实施情况。

1.

2.

2.

3.

  鉴证函件 151150 书赞桉诺2021年度报告



关于“树衍万物”承诺（CRL）的技术性意见

•  在核查过程中，我们证实，书赞桉诺是从既客观又

具有挑战性的角度做出这些承诺的。此外，我们注意

到，书赞桉诺已经建立了文件化程序，以确保每个

CRL的规划、实施和控制，并在Sharepoint系统（微

软）中创建信息数据库，以分析和每季度监控结果。

•  我们证实，由于发生意外事件，例如2021年因佩拉

特里斯工厂的涡轮发电机（TG）的涡轮机停机，书赞

桉诺连续两年未能达到其能源承诺中“将可再生能源

出口量增加50%”的目标。

•  我们证实，2021年，书赞桉诺承诺“到2030年，连

接塞拉多、大西洋森林和亚马孙地区50万公顷的生物

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即生物多样性CRL。在这一周

期中，可以验证用于构建该目标的方法，以及核查承

诺的实施情况，其中包括生态走廊的界定。从下一个

周期开始，可以评估所生成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  我们注意到，“森林中的水——增加100%关键流域

的可用水资源”的承诺是书赞桉诺所在地区的一系列

运营行动。我们还证实，2021年，书赞桉诺扩大了研

究范围，利用中分辨率和高分辨率卫星测量森林中的

用水量，以确定关键水文流域的可用水资源。

•  我们证实，书赞桉诺建立了结构完善的内部多元化和

包容性计划，称为“Somos Plurais”，该计划旨在采

取行动，致力于尊重和提高员工权利以及宣传参与实

践，这些与女性多元化和包容性承诺、非裔多元化和

包容性、包容性环境性少数群体和残障人士（PwD）

多元化和包容性、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可及性直接相

关。我们发现，与既定目标相比，2021年多元化和包

容性承诺的实施取得了重大进展。

•  关于“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承诺，我们证实，书赞

桉诺建立了一个健全的制度，用于登记贫困人口，以

及监督帮助增加这些人的经济收益的项目。然而，随

着需要监督经济收益的人越来越多，管理一个庞大的

人口数据库面临挑战，需要改进方法。

关于年报的技术性意见及其核查

•  书赞桉诺的年报包括一份完整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Sustainability Center），均载于公司网站。

我们的核查范围涵盖这些文件所列重要主题的2021年

度数据和指标，但TCFD 和SASB的具体指标除外。

•  年报围绕8个重要主题编写，这些主题是根据2021年

进行的重要性评估确定的。我们认为，对这些主题的

回顾反映了公司各项活动带来的最新影响。我们注意

到新纳入了几个主题：创新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人权和多元化与包容性。

•  关于塞拉多（Cerrado）项目的实施，我们通过访谈

和审阅文件注意到2021年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

在分析工业场地建设的社会环境影响时，进行了广泛

的参与性调查，且当地行动者也曾参与。这表明，书

赞桉诺寻求在该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然而，年

报几乎没有提供有关这一进程的信息。

•  我们注意到，书赞桉诺拥有收集和整合与其周围社

区相关的社会绩效数据的完善流程。然而，年报在介

绍2021年度的管理层审查结果时，对于其活动的负

面和/或积极社会影响的描述，表现得很谨慎。年报

也没有按地区介绍具有各自特点的当地社区社会管理

方法。

•  关于GRI 403-7指标（预防和减轻与业务关系直接相

关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影响），我们证实，书赞桉诺介

绍了公司流程中使用的健康和安全措施和工具，而不

是与产品和服务相关的措施和工具。

•  关于塞拉多项目中的“歧视事件和采取的纠正措施”

（GRI 406-1指标），无法证实与该指标相关的数

据。

•  关于本地供应商的支出比例（GRI 204-1指标），尽

管我们看到通过对供应商进行重新分类的项目，内部

供应流程有所改善，但我们注意到，书赞桉诺仍在寻

求有效的程序来提升其在该指标上的表现。

•  关于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的风险和机

遇，我们发现年报提供了定性信息，尤其是关于机遇

的信息，但并未披露风险信息。

•  我们注意到，书赞桉诺报告了其各单位产生的所有

废弃物的数据。然而，我们证实，一些运营单位根据

GRI 306-6指标“运往最终目的地的废弃物”编制数

据的方法与废弃物承诺一致，而废弃物承诺中包括运

往自有或第三方填埋场的工业固体废弃物，这并非

GRI指标的技术要求，该指标涵盖运往最终目的地的

所有类型的废弃物。

•  我们认为，书赞桉诺所报告的指标已足以达到GRI可

持续发展报告准则的“核心”选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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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和公正性声明

必维是一家独立的专业服务公司，其认证服务专注于

质量、健康、安全、社会和环境管理领域，在独立评

估方面拥有超过185年的经验。

必维拥有经过第三方认证的质量管理体系，根据该体

系维护政策和文件化程序，以符合道德、专业和法律

要求。

评估团队与书赞桉诺没有任何联系，评估是独立进行

的。

必维在其整个业务过程中实施并遵守道德准则，以确

保其员工在开展活动时保持高度的道德、诚信、客观

性、保密性和能力/专业态度标准。在评估结束时，会

起草一份详细的报告，确保过程的可追溯性。本年报

作为必维的管理系统记录保存。

联系方式

如需进一步了解必维，请访问https://Certification.

bureauve-ritas.com.br/fale-conosco/。

电话：(5511) 2655-9000

巴西圣保罗，2022年4月。

Alexander Vervuurt

主审计师鉴证可持续发展报告

Bureau Veritas Certification – Brazil

建议

•  关于塞拉多项目的社会环境影响，在（2021年度）

完成参与性调查和当地行动者参与的基础上，在下一

份年报中增加相关的策略和运营信息。

•  在年报中增加有关对地区的积极和负面社会环境影响

的信息，主要与当地社区有关，并介绍在这方面的管

理方法。

•  公布与塞拉多项目有关的歧视案例。

•  获取有关预防和减轻与业务关系（与产品和服务相

关）直接相关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影响的数据和信息。

•  根据GRI 204-1指标，改进策略行动，以提高对当地

供应商的支出比例。

•  介绍生态系统服务损失和收益研究中将发现的负面因

素（损失），从而在介绍书赞桉诺对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时提高平衡性。

•  关于能源承诺，书赞桉诺应检讨其在可再生能源出口

方面的表现，因为意外事件阻碍了既定目标的实现。

•  关于“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承诺：实施统一的贫

困目标监测程序，该程序具备与目标规模相符的数据

分析能力。有必要建立一个客观、可靠和独立的数据

库，以便对这一目标所涵盖的人群的经济状况进行衡

量。衡量时可以利用生产数据与经济收益的相关性，

从而避免单独使用人们自行申报的数据。用于监督承

诺实施情况的工具应与待处理的数据量匹配。

结论

根据我们的鉴证，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  年报中提供的信息是合理、一致和可靠的。

•  书赞桉诺建立了适当的系统，用于收集、汇总和分析

年报中使用的定量和定性数据。

•  年报遵循GRI准则中用于界定报告内容和质量的原

则，并达到其“核心”水平（Core level）。

•  “树衍万物”承诺是以结构化和具有挑战性的方式

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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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标准 披露项 页码/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链接/直接回答 省略
全球契约
原则

SDG

GRI 102：
一般披露2016

102-19 授权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20
行政管理层对于经济、环境和
社会议题的责任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21
就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与利
益相关方进行的磋商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6.7

102-22
最高管治机构及其委员会
的组成 40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5.5、16.7

102-23 最高管治机构主席 40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6.6

102-24 最高管治机构的提名和甄选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5.5、16.7

102-25 利益冲突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6.6

102-26
最高管治机构在制定宗旨、价
值观和战略方面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6

102-27 最高管治机构的集体认识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28 最高管治机构的绩效评估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29
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识
别和管理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6.7

102-30 风险管理流程的效果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31 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的评审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32
最高管治机构在可持续发展
报告方面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35 报酬政策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36 决定报酬的过程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37
利益相关方对报酬决定过程
的参与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6.7

102-38 年度总薪酬比率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39 年度总薪酬增幅比率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40 利益相关方群体列表 8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3. GRI、SASB、TCFD和WEF索引
GRI 102-55

 
_ GRI索引 (102-55)

GRI标准 披露项 页码/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链接/直接回答 省略
全球契约
原则

SDG

GRI 101：基础2016

GRI 102：一般披露2016

GRI 102：
一般披露2016

102-1 组织名称 18

102-2 活动、品牌、产品和服务 18、20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3 总部位置

总部：
Av．Professor Magalhães Neto、1752 – 10th 
floor、 suites 1010 and 1011
Salvador - BA - Brazil
邮编：41.810-012
中心办公室：
Av．Brigadeiro Faria Lima、1355 – 8th floor
São Paulo - SP - Brazil
邮编：01.452-919

102-4 经营位置 23

102-5 所有权与法律形式
Suzano S.A.是一家上市的林业公司，由
Suzano Holding控股，股票在B3和纽约证
券交易所交易。

102-6 服务的市场 70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7 组织规模 22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8 关于员工和其他工作者的信息 61、 62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5、10.3

102-9 供应链 86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10 组织及其供应链的重大变化 28

102-11 预警原则或方针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12 外部倡议 127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13 协会的成员资格 127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14 高级决策者的声明 4

102-15 关键影响、风险和机遇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16 价值观、原则、标准和行为规范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6.3

102-17 关于道德的建议和关切问题
的机制 47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6.3

102-18 管治架构 40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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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Ri2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M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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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标准 披露项 页码/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链接/直接回答
省
略

全球契
约原则

SDG

GRI 305：
排放 2016

305-1 直接（范畴1）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7、8、 9 3.9、12.4、 13.1、14.3
、 15.2

305-2 能源间接（范畴2）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7、 8、 9 3.9、 12.4、13.1、 
14.3、15.2

305-3 其他间接（范畴3）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7、 8、 9 3.9、 12.4、 13.1、 
14.3、 15.2

305-4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7、 8、 9 13.1、 14.3、 15.2

305-7
氮氧化物（NO

X
）、硫氧化物

（SO
X
）和其他重大气体排放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7、8、 9 3.9、 12.4、 14.3

、15.2

实质性议题：生物多样性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对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的说明 11、29、100、106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6, 14, 15103-2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29、 100、 106、130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103-3 管理方法的评估 100、106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GRI 304：
生物多样性2016

304-1
组织所拥有、租赁、在位于或邻
近于保护区和保护区外生物多
样性丰富区域管理的运营点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9 6.6、14.2、15.1, 15.5

304-2
活动、产品和服务对生物多样性
的重大影响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9 6.6、 14.2、15.1、15.5

304-3 受保护或经修复的栖息地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 9 6.6、14.2、15.1

304-4
受运营影响区域的栖息地中已
被列入IUCN红色名录及国家保
护名册的物种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 9 6.6、14.2、 15.1
、 15.5

实质性议题：当地发展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对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的说明 11、 29、132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 2、 5、 8、 9、 11
、 16103-2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29、130、 132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3-3 管理方法的评估 132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GRI 202：
市场表现 2016

202-1
按性别的标准起薪水平工资与
当地最低工资之比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2、 5.1、8.5

202-2 从当地社区雇佣高管的比例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5

GRI 203：
间接经济影响 
2016

203-1 基础设施投资和支持性服务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5.4、 9.1、 9.4、 11.2

203-2 重大间接经济影响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2、1.4、 3.8、 8.2
、8.3、 8.5

GRI 411：
原住民权利

411-1 涉及侵犯原住民权利的事件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 2
、 4 2.3

GRI标准 披露项 页码/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链接/直接回答
省
略

全球契
约原则

SDG

GRI 102：
一般披露2016

102-41 集体谈判协议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8

102-42 利益相关方的识别和遴选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43 利益相关方参与方针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44 提出的主要议题和关切问题 8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45 合并财务报表中所涵盖的实体 8

102-46 界定报告内容和议题边界 8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47 实质性议题列表 8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2-48 信息重述 信息重述（若有）将在整个报告和可持续
发展指标中心中呈现。

102-49 报告变化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重大专题的边界和范
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102-50 报告期 2021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1日

102-51 最近报告日期 《2020年年度报告》，涵盖该年1月至12月
之间的时期。

102-52 报告周期 每年。

102-53 有关本报告问题的联系人信息 14

102-54 符合GRI 8

102-55 标准进行报告的声明 156

102-56 GRI内容索引 8

实质性议题：气候变化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对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的说明 11、 122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3、 9、12、13103-2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29、 122、 127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3-3 管理方法的评估 29、 122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GRI 201：
经济绩效2016

201-2
气候变化带来的财务影响以及
其他风险和机遇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3.1

GRI 302：
能源2016

302-1 组织内部的能源消耗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7.2、 7.3、8.4, 
12.2、13.1

302-2 组织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7.2、 7.3、 8.4, 
12.2、13.1

302-3 能源强度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7.3、 8.4、 12.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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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EGEEs12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EGEEs10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QAr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BIO4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BIO4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BIO4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BIO4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BIO1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BIO7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BIO12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BIO2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CLI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CLI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CLI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CB7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CML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IS8
Sustainability Center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CL3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CT3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RT5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S2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S2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S2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S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S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MCLIM2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MCLIM2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MCLIM2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RO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EN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EN8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EN9


GRI标准 披露项 页码/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链接/直接回答 省略
全球契约
原则

SDG

GRI 410：
安保实践 2016

410-1
接受过人权政策或程序的培训的
安保人员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 2、5 16.1

GRI 412：
人权评估 2016

412-2 人权政策或程序方面的员工培训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2、3、4、 
5、6

实质性议题：多样性和包容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对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的说明 11、 29、 53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3、 5、 8、 10103-2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29、 53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3-3 管理方法的评估 53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GRI 401：
雇佣 2016

401-1 新进员工和员工流动率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6 5.1、 8.5、8.6
、 10.3

401-2
提供给全职员工（不包括临时或兼
职员工）的福利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3.2、 5.4、 8.5

401-3 育儿假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6 5.1、 5.4、8.5

GRI 405：
多元化与平等机
会 2016

405-1 管治机构与员工的多元化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5.1、 5.5、 8.5

405-2 男女基本工资和报酬的比例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5.1、 8.5、10.3

GRI 406：
反歧视 2016

406-1 歧视事件及采取的纠正行动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2、3、4
、5、6 5.1、8.8

实质性议题：供应商管理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对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的说明 11、 29、 88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103-2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29、88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3-3 管理方法的评估 88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GRI 204：
采购实践 2016

204-1 向当地供应商采购支出的比例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3

GRI 308：
使用环境标准筛
选的新供应商 
2016

308-1 使用环境标准筛选的新供应商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7、 8、 9 

308-2
供应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采
取的行动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7、 8、 9 

GRI 414：
供应商社会评估 
2016

414-1 使用社会标准筛选的新供应商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5.2、 8.8、 
16.1

414-2 供应链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以及采
取的行动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5.2、 8.8、 

16.1

实质性议题：创新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对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的说明 11、16、29、70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9, 15, 16103-2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16、29、70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3-3 管理方法的评估 16、70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GRI标准 披露项 页码/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链接/直接回答 省略
全球契约
原则

SDG

GRI 413：
当地社区 2016

413-1
有当地社区参与、影响评估和发展
计划的运营点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413-2
对当地社区有实际或潜在重大负面
影响的运营点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4、 2.3

实质性议题：水资源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对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的说明 11、 29、 119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6、 12、 14103-2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29、 119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3-3 管理方法的评估 119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GRI 303：
水资源与污水

303-1
组织与水（作为共有资源）的相互
影响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9 6.3、 6.4、 6.A、 

6.B、 12.4

303-2 管理与排水相关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9 6.3

303-3 取水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 9 6.4

303-4 排水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 9 6.3

303-5 耗水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 9 6.4

实质性议题：人权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103-1 对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的说明 11、 29、 132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5、 8、16103-2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29、130、 132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3-3 管理方法的评估 132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GRI 402：
劳资关系 2016

402-1 有关运营变更的最短通知期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8

GRI 407：
结社自由与集体
谈判 2016

407-1
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利可能面临
风险的运营点和供应商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 2、 3、4、 

5、 6 8.8

GRI 408：
童工 2016

408-1
具有重大童工事件风险的运营点
和供应商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 2、 6 5.2、 8.7、 16.2

GRI 409：
强迫或强制劳动 
2016

409-1
具有强迫或强制劳动事件重大风险
的运营点和供应商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 2、 3 5.2、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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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DH6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D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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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F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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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F4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F10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F6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MG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MG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MG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MDE1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CL4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RH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RH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RH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RH3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RH3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AG3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EF7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AG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DH8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DH8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DH8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RT3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DH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DH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DH1


GRI标准 披露项 页码/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链接/直接回答 省略
全球
契约
原则

SDG

GRI 403：
职业健康与安全 
2016

403-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8

403-4
职业健康安全事务：工作者的参
与、协商和沟通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8、16.7

403-7
预防和减轻与商业关系直接相
关的职业健康安全影响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8

403-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适用的
工作者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8

403-9 工伤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3.6、 3.9、 8.8
、 16.1

403-10 工作相关的健康问题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3.3、3.4、3.9、8.8
、16.1

GRI 404：
培训与教育 
2016

404-1
每名员工每年接受培训的平均
小时数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6 4.3、4.4、4.5、5.1

、 8.2、8.5、10.3

404-3
定期接受绩效和职业发展考核
的员工百分比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6 5.1、8.5、10.3

GRI 415：
公共政策 2016

415-1 政治捐赠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 16.5

GRI 419：
社会经济合规 
2016

419-1
违反社会与经济领域的法律
和法规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 16.3

GRI标准 披露项 页码/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链接/直接回答 省略
全球
契约
原则

SDG

监测和报告的其他非实质性标准

GRI 201：
经济绩效2016

201-1 直接产生和分配的经济价值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8.1、8.2、9.1、9.4
、9.5

GRI 205：
反腐败 2016

205-1 已进行腐败风险评估的运营点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 16.5

205-2
反腐败政策和程序的传达及
培训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 16.5

205-3
经确认的腐败事件和采取的
行动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0 16.5

GRI 206：
不当竞争行为 
2016

206-1
针对不当竞争行为、反托拉斯和
反垄断实践的法律诉讼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5 16.3

GRI 207：
税务 2019

207-1 税务管理方法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1、1.3、10.4
、17.1、17.3

207-2 税务治理、管控及风险管理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1、1.3、10.4
、17.1、17.3

207-4 国别报告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1.1、1.3、10.4、 
17.1、17.3

GRI 306：
污水和废弃物 
2020

306-3 产生的废弃物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7、8、 9 3.9、11.6、12.4
、 12.5

306-4 从处置中转移的废弃物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7、8、 9 3.9、11.6、12.4
、 12.5

306-5 进入处置的废弃物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7、8、 9 3.9、11.6、12.4
、12.5

GRI 307：
环境合规 2016

307-1 违反环境法律法规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7、8、 9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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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SST18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S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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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T2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T3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RSU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RSU10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RSU12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COMP4


木浆和纸制品
可持续发展披露主题和会计指标

议题 编码 会计指标 分类 页码/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链接/直接回答

温室气体排放

RR-PP-110a.1 全球范畴1总排放量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R-PP-110a.2
讨论管理范畴1排放的长期和短期战略
或计划、减排目标以及针对这些目标的
绩效分析

讨论和分析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空气质量 RR-PP-120a.1

下列污染物的空气排放：（1）氮氧化物（不
包括氧化亚氮），（2）二氧化硫，（3）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4）颗粒物（PM）和（5）有害空
气污染物（HAPs）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能源管理 RR-PP-130a.1
（1）能源总能耗，（2）电网电力百分比，（3
）生物质能百分比，（4）其他可再生能源
百分比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水资源管理

RR-PP-140a.1 （1）总取水量，（2）总耗水量，在高或极高
水压力基线的区域中的百分比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R-PP-140a.2 描述水管理风险，讨论降低这些风险的策
略和实践 讨论和分析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供应链管理

RR-PP-430a.1

来源于（1）第三方认证林地的木质纤维百
分比以及符合每个标准的百分比，以及（2
）符合其他纤维采购标准的百分比以及符
合每个标准的百分比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R-PP-430a.2 采购的再循环和回收纤维数量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活动指标

RR-PP-000.A 木浆产量 定量 该指标对Suzano具有战略意义，因此不
予报告。

RR-PP-000.B 纸产量 定量 该指标对Suzano具有战略意义，因此不
予报告。

 

_ SASB索引

林业管理
可持续发展披露主题和会计指标

议题 编码 会计指标 分类 页码/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链接/直接回答

生态系统服务和
影响

RR-FM-160a.1 符合第三方森林管理标准的林地面积和
符合各项标准的百分比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R-FM-160a.2 受保护的林地面积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R-FM-160a.3 濒危物种栖息地的林地面积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R-FM-160a.4 描述优化林地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机
会的方法 讨论和分析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原住民权益

RR-FM-210a.1 原住民土地上的林地面积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R-FM-210a.2 描述人权、土著权利和当地社区方面的参
与进程和尽职调查实践 讨论和分析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适应气候变化 RR-FM-450a.1 描述如何管理气候变化给森林管理和木
材生产带来的机遇和风险 讨论和分析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活动指标

RR-FM-000.A 实体拥有、租赁和/或管理的林地面积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T-CP-000.B 总活立木库存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T-CP-000.C 木材采伐量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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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EGE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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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DSE5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DSE5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DSE5


TCFD建议和支持建议的披露

TCFD建议 页码/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链接/直接回答

1．管治 
披露组织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治理

a）描述董事会对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监督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b）描述管理层在评估和管理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所起
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2．战略 
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组织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实际和潜在重大影响

a）描述组织在短期、中期和长期中识别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b）描述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组织经营、战略和财务规划
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c）在考虑到不同气候相关条件、包括 2°C 或更低温度的情景
下，描述组织战略的韧性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3．风险管理
披露组织如何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a）描述组织识别和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b）描述组织管理与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c）描述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是如何纳入组织
全面风险管理当中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4．指标和目标 
披露用于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重要指标和目标

a）披露组织根据其战略和风险管理流程，评估与气候相关风险
和机遇所使用的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b）披露直接排放（范围1）、间接排放（范围2）、其他间接排放（
范围3）（如需）的温室气体（GHG）排放及相关风险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c）描述组织用来管理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所使用的目标，和
绩效与目标的对照情况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_TCFD索引容器与包装
可持续发展披露主题和会计指标

议题 编码 会计指标 分类 页码/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链接/直接回答

温室气体排放

RT-CP-110a.1 全球范畴1排放总量，受排放限制法规约
束的百分比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T-CP-110a.2
讨论管理范围1排放的长期和短期战略
或计划、减排目标以及针对这些目标的
绩效分析

讨论和分析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空气质量 RT-CP-120a.1

下列污染物的空气排放：（1）氮氧化物（不
包括氧化亚氮），（2）二氧化硫，（3）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4）颗粒物（PM）和（5）有害空
气污染物（HAPs）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能源管理 RT-CP-130a.1
（1）能源总能耗，（2）电网电力百分比，（3
）生物质能百分比，（4）其他可再生能源
百分比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水资源管理

RT-CP-140a.1 （1）总取水量，（2）总耗水量，在高或极高
水压力基线的区域中的百分比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R-CP-140a.2 描述水管理风险，讨论降低这些风险的策
略和实践 讨论和分析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T-CP-140a.3 与水质许可、标准和法规相关的违规事
件数量 定量 2021年未报告，拟从2022年开始进行

报告。

废弃物管理 RT-CP-150a.1 产生的危险废物量，回收百分比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产品安全

RT-CP-250a.1 发出的召回数量，召回的总数量 定量 该指标对Suzano不具有实质性，因此不
予报告

RT-CP-250a.2 讨论识别和管理新出现的相关材料和化
学品的流程 讨论和分析 该指标对Suzano不具有实质性，因此不

予报告

产品生命周期
管理

RT-CP-410a.1
原材料来自：（1）回收成分，（2）可再生资源
和（3）可再生和回收成分的百分比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T-CP-410a.2 来自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和/或可堆肥产
品的收入 定量 2021年未报告，拟从2022年开始进行

报告

RT-CP-410a.3 讨论减少包装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
境影响的策略 讨论和分析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供应链管理

RT-CP-430a.1 采购的木材纤维总量，来自经过认证来源
的百分比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T-CP-430a.2 采购的铝总量，来自经过认证来源的百
分比 定量 该指标不适用于Suzano

活动指标

RT-CP-000.A 按底物划分的生产量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RT-CP-000.B 按收入计算的百分比（%） 定量 2021年未报告，拟从2022年开始进行
报告。

RT-CP-000.C 雇员数量 定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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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ind=governanca-em-mudancas-climaticas-626afdebd44d4&filter_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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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E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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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S3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DSE5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NE11


议题 核心指标 细节
页码/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链接/直接回答

人类

尊严和平等

多样性和包容性 每个雇员类别、每个年龄组、性别和其他多样性指标（如种族）的雇员百分比。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薪酬平等
平等优先领域按重要业务地点分列的各类雇员的基本薪金和薪酬比率：女性与
男性；少数民族到主要民族；和其他相关的平等领域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薪酬水平

1．按性别分列的标准入门级工资与当地最低工资的比率。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2．首席执行官的年度总薪酬与所有员工（不包括首席执行官）的年度总薪酬中
     值的比率。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童工、强迫或强制劳
动事件的风险

对被认为存在重大童工、强迫或强制劳动风险的运营和供应商的说明。这种风
险可能与经营类型(如制造厂)和供应商类型有关；或者出现在业务和供应商被
认为有风险的国家或地区。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健康和幸福 健康和安全
因工伤导致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高后果工伤（不包括死亡事故）；可记录的工
伤，主要工伤类型；和工作时间。解释组织如何促进工人获得非职业医疗和保健
服务，以及为雇员和工人提供的获得范围。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面向未来的技能 提供的培训

1．按性别和雇员类别（向雇员提供的培训总数除以雇员人数）分列的本组织雇
     员在报告期内接受的人均培训时数。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2．每位全职员工的平均培训和发展支出（向员工提供培训的总成本除以员工
     人数）。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繁荣

创造就业和财富

绝对雇佣人数和比率

1．按年龄组、性别、多样性的其他指标和地区分列的报告期内新雇员的
     总人数  和比率。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2．报告期内按年龄组、性别、其他多样性指标和地区分列的雇员更替总数和
     比率。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经济贡献

1．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产生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EVG&D），包括组织全球运 
     营的基本组成部分，理想情况下分为：–收入–运营成本–员工工资和福利–支   
     付给资本提供者的款项–支付给政府的款项–社区投资。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2．从政府收到的财政援助：本组织在报告所述期间从任何政府收到的财政援助
     的货币总值。

2021年未报告，拟
从2022年开始进行
报告。

金融投资贡献

1．总资本支出（CapEx）减去折旧，由描述公司投资战略的叙述来支持。 Suzano不对此指标
进行报告。

R&D（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支出 Suzano不对此指标
进行报告。

创新更好的产品
和服务

R&D总支出 和科学研究和试验有关的支出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社区和社会活力 缴税总额
公司承担的全球税收总额，包括公司所得税、财产税、不可抵扣的增值税和其他
销售税、雇主支付的工资税和其他构成公司成本的税收，按税种分类。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_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WEF）总结

议题 核心指标 细节
页码/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链接/直接回答

治理原则

治理目的 成立目的
公司的既定目标，即企业提出解决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公司的目标应
该是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包括股东。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治理机构质量 治理机构的组成
最高治理机构及其委员会的组成：与经济、环境和社会主题有关的能力；执行或
非执行；独立性；治理机构的任期；每个人的其他重要职位和承诺的数量，以及
承诺的性质；性别；弱势社会群体的成员；利益相关者代表。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利益相关者参与
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实

质性议题
对关键利益相关者和公司重要的主题列表，主题是如何确定的，以及利益相关
者是如何参与的。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商业道德

反腐败

1．已接受组织反腐败政策和程序培训的治理机构成员、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的  
     总百分比，按区域分列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a）本年度确认但与前几年相关的腐败事件的总数和性质。
b）本年度确认的与本年度相关的腐败事件的总数和性质。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2）讨论旨在改善更广泛的运营环境和文化以打击腐败的倡议和利益攸关方
     参与。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受保护的道德操守咨
询和报告机制

内部和外部机制的描述：
1．寻求有关道德和合法行为以及组织完整性的建议。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内部和外部机制的描述：
2．报告对不道德或合法行为以及组织完整性的担忧。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风险和机会监督
将风险和机遇融入业

务流程

公司风险因素和机会披露，明确确定公司面临的主要重大风险和机会（相对于一
般行业风险)、公司对这些风险的偏好、这些风险和机会如何随时间变化以及对
这些变化的反应。这些机会和风险应该整合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实质性议题，包
括气候变化和数据管理。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地球

气候变化

温室气体排放
所有相关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含氟温室气体等），以公吨
二氧化碳当量（tCO2e）报告温室气体议定书范畴1和范畴2的排放量。在适当的
情况下，估算和报告上游和下游的材料（《温室气体议定书》范畴3）排放。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实施TCFD

充分落实气候相关财务披露问题工作队的建议（TCFD）。如有必要，披露最多三
年的全面实施时间表。披露您是否已经设定或承诺设定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
GHG排放目标——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2摄氏度以下，并努
力将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并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自然损失
土地利用和生态敏

感性
报告在保护区和/或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内或附近拥有、租赁或管理的地点的数
量和面积（以公顷计）（KBA）。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淡水可用性
水资源紧张地区的耗

水量和取水量

根据WRI渡槽水风险地图集工具，报告高或极高基线水压力区域的材料、提取的
百万公升水、消耗的百万公升水及其百分比。在适当的情况下，估算并报告整个
价值链（上游和下游）的相同信息。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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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DIV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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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prop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eg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eg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S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en/indicators/GS1
https://centraldesustentabilidade.suzano.com.br/indicadores/CO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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