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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C&A

C&A成立于1841年，是一家领先的时装零
售公司，每天向250万名顾客提供优质超
值的服装。我们在全世界有超过6万名员
工，在欧洲20个国家以及巴西、墨西哥和
中国开设了门店。作为一家具有深厚价值
观的家族企业，我们世世代代把顾客、员
工、社区放在首位，并衡量可持续发展性。

这是我们2015年全球可持续性报告的愿
景摘要。今年，标志着新的、协同一致的
全球可持续性承诺和战略的开始，它把
我们的四个地区连为一体。

在c-a.com/sustainabilityreport2015提供
了我们可持续性报告的完整版本，以英
语和葡萄牙语提供。本摘要可以以英语、
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中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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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我们的 
《全球可持续性报告》

从一开始，我们就把服务顾客和本地社区列
为首要目标。我们深深关注我们的业务开展
方式，以及我们对雇员、社区、地球的影响。
我们的目标是让她——我们的顾客，精致优雅
而且感觉良好，我们绝不辜负她对我们行事正
确的信任。这就是我们175年的历史——并将
成为我们将来世世代代的传承。

我们的愿景——时尚正能量（Fashion with 
a positive impact）
世界正在变化。对服装的更多需求，就意味
着对人和这个地球更多的需求，而服装行
业——包括C&A在内——并非处在这样的位
置，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应对这些需求。正因如
此，我们致力于时尚正能量。用更具可持续
性的材料来制作时装。使用更少的自然资源，
并尊重动物福利。赋予女性和男性生产工人
公平的权力 并支付公平的工资。让工作环境
安全、透明。让服装生产环路成为封闭性的，
在服装行业中打造循环经济。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尚界的未来。为了实
现这一愿景，我们必须通过协作与伙伴关系，
跟进我们制作服装的方式。我们必须让生产
更高效，减少我们的环境足迹，并向供应链
各环节的人们赋权。我们知道，这并不简单。
它需要时间、努力工作、以及创新思维。但我
们意志坚定，将利用我们的体量、规模和伙伴
关系，从“做更少的恶”转变为“行更多的善”。
我们希望激励我们的顾客与我们一 
起同舟共济,以更具可持续的方式行事。

我们可持续性努力的全球性方法
多年来我们成功经营了多区域业务的商业模
式。我们的顾客享受着本地购物体验，很多顾
客都有他们喜爱的C&A门店。但要打造时尚
正能量——在我们的业务和供应链中真正嵌
入可持续性

——就要求采用一种全球性方法和协同一致
的承诺。因此，在2015年，我们发展了全球可
持续性战略，并制定了2020年目标。我们还组
建了一个全球可持续性团队来推动全部四个
地区的进展——欧洲、巴西、墨西哥和中国。
每个地区都以与本地员工、顾客和市场情况
相适应的方式，为我们的全球性目标做出
贡献。

我们新的全球可持续性战略应对今天全球服
装行业所面临的关键事务：资源稀缺性、环境
影响、以及公平的劳工条件。两个重要的外部
框架也影响了我们的战略。2015年，我们成为
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的签署人，这些普世原
则涉及到企业的人权、劳工、环境、反腐败事
务。同年，我们拥护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并正在开展相关工作。

加入我们的旅程
时尚正能量。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愿景，
让我们热血沸腾。它将实现从农场到顾客的
可持续价值链。它将聚焦于为我们的员工、
顾客、社区、地球带来正面影响。它将帮助我
们，将我们的社会和环境绩效转化为业务的
可持续增长。成为这个旅程的一部分，让我们
感到荣幸而谦卑——为了我们的利益相关
者、我们的业务、我们的行业、以及我们共
享的地球。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之中。

Edward Brenninkmeijer

全球可持续委员会主席兼C&A基金会主席

Jeffrey Hogue
首席可持续官，
C&A全球及C&A基金会

14  数据与绩效
16  来自我们各地区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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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可持
续性战略

时尚正能量

2015年，我们引入了我们的首个全球可持续性战略，将C&A四
个零售市场连为一体，并采用新的工作方式来达成我们共享的
2020年目标，打造时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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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战略的三大支柱——“可持续的
产品”、“可持续的供给”和“可持续的
生活”——成为实现我们为之努力的
2020年目标的支持。

• 可持续的产品——通过采购更具可
持续性的原材料、改进产品设计、并更
加重视纤维和服装的闭环，以尊重环
境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方式生产产品。

• 可持续的供给——努力提升制造我
们产品的工厂中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并改进我们自身的运营。这包括供应
商能力建设、提升透明度、并为我们
供应链中人员有安全和公平的工作
条件提供支持。

• 可持续的生活——让我们的顾客能
做出更具可持续性的选择，这意味着，
我们需要专注于让我们的顾客成为
C&A的代言人。

2020年
全球可持
续性框架

发现更多
www.c-a.com/sustainability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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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产品 在
第4页阅读更多

可持续的材料
采用更具可持续性的原材料

2020年目标
67%的原材料更具可持续性

100%的棉花更具可持续性

为其他原材料制定目标

循环经济
为最佳再循环做出贡献

2020年目标
发展循环经济的方法

可持续的供给 在
第8页阅读更多

清洁的环境
减少C&A的环境影响

2020年目标
危险化学品零排放

C&A门店、配送中心和办公室的
碳足迹减少20%

安全和公平的劳工
确保安全和公平的工作条件

2020年目标
100%的产品采购自A/B级供应商

我们供应链的能力建设

可持续的生活 在
第12页阅读更多

员工参与
在员工中树立可持续性文化

2020年目标
不断提升员工可持续性参与分数

女性赋权（Enabling HER）
帮助顾客以更具可持续性的
方式行事

2020年目标
C&A被公认为是最具可持续性的
时尚品牌



可持续的
产品

全球人口正在增长。在发展中国家中，中产
阶级在快速膨胀，快时尚大行其道，这些以
及其他因素，使得世界各地对服装的需求不
断增加。同时，服装生产是资源密集型的 
产业。在整个价值链中，从种植和运输棉花
等原材料——棉花是我们使用最多的原材

料——到完成一件衣服所需的各项投入
要素，服装生产需要大量的水和能源，是气
候变化的贡献因素。在使用寿命结束时，
仅有三分之一的旧衣服被再生利用。当然，
在我们可持续性产品的核心，是她，我们的
顾客。我们希望帮助她精致优雅并且感觉

可持续的材料

循环经济

采用更具可持续性的材料

发展循环经济的方法

我们的承诺是帮助她，我们的顾
客，精致优雅并且感觉良好，而
负责任的采购，购买更具可持续
性的材料，是该承诺的一部分。
实际上，更具可持续性的材料不
仅有助于减少我们的环境影响，
而且还可满足顾客越来越多的
需求——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
更具可持续性的衣服。

我们希望以身作则，帮助时尚行业远离“制作、
使用、丢弃型”经济，转向能让我们尽可能长时
间使用资源的经济。这意味着，在使用每一项资
源时发挥其最大价值，并在其服务寿命结束时，
恢复和重新生成产品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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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的棉花更具可持续性

我们的2020年目标

我们的2020年目标

进展

进展

10多年以前，我们推出了我们的首款
有机棉产品。2015年，C&A第三次成
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有机棉用户。今天，
我们全球棉花的40%以上来自更具
可持续性的棉花渠道，比如有机的 
“负责任的环境强化型生计”（REEL）

棉花，以及“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与C&A基金会一道，我们
是“有机棉加速计划”（OCA）的创始
成员，该计划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繁荣
稳定的有机棉市场，让从农民到消费
者的所有人受益。

67%
的材料更具
可持续性。

2015年，在我们使用的原材料中，25%
更具可持续性。在2016年，我们将纳
入其他可持续性和再循环材料。 
2015年，C&A加入了Canopy Style
倡议，发布了一项政策，通过面料选
择来保护森林。到2017年，C&A中国
的目标是消除使用来自古老濒危森
林的树浆、非法采伐的树浆、或者其
采伐危害了原住民权利的树浆，并将

优先使用森林管理委员会（FSC）
认证的纤维。2016年，C&A采购的
所有羽绒将有“负责任的羽绒标准”
（RDS）认证。从我们2016年的欧洲
秋/冬系列以及我们2017年的中国系
列开始，所有羽绒制品都将有认证。

发展循环经
济的方法

2016年，C&A将发扬我们在更具可
持续性材料方面的领袖地位，聚焦
于不单单是再生利用的循环经济
模式。为了支持向循环模式的转型，
我们荷兰门店的C&A顾客只要捐献
出任何品牌的旧衣服用于再生利用，
就能获得一张5%折扣券。我们还采
取了措施，重新使用和再生利用不可
出售的商品。2015年，564吨衣服由

Vökotex进行了再生利用。在巴西，
我们把门店员工的旧制服捐给了非
政府组织，将其用于制作包括袋子
在内的礼物。

发现更多
www.c-a.com/sustainableproducts

良好，而她期待着，她的衣服的原料采购
和制作方式，能够尊重环境、员工、以及未
来世世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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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频道与C&A合作制作了一部关于
棉花及其环境影响的纪录片，观看该纪录片
的十五分钟摘要
www.c-a.com/for-the-love-of-fashion

更具可持续性的棉
花——世界最常用面
料的未来

“更具可持续性的棉花”是指什么
C&A支持以可持续性方式种植棉花的多种
方法：

有机
无化学品或转基因种植。在欧洲，我们称
我们的有机棉服装是由‘生物棉’制作的。

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
得到了供应链各环节数百家公司的支持，
以尊重环境、促进农民收入、强化产业的
方式种植棉花。在该项目中种植的棉花被
称为“良好棉花”。

负责任的环境增强型生计(REEL)
这是通过由康特耐（Cotton Connect）牵头
的可持续性方法，改进传统棉花种植的
另一个项目。我们把该项目中种植的棉花
称为“瑞丽棉”（REEL cotton）。

有机棉

比传统棉花用水更少
（资料来源：纺织品交易所：有机棉纤维的生命周期
评估——全球综合摘要，2014年）

91%

46%
相比传统棉花，
全球变暖潜力更低

2015年，C&A第三次被评为
世界上最大的有机棉用户

6 2015年全球可持续性报告——摘要



生产一公斤棉花，可能需要超过一万升水，
生产一条牛仔裤，可能需要约八千升水（资料
来源：水足迹网络（Water Footprint Network））。
此外，传统的棉花种植使用了全球农业生产中
应用的农药的约7%，杀虫剂的16%，对环境和
工人健康构成了风险（资料来源：关于2010
年社会、环境、经济绩效（SEEP）的ICAC专家
小组。在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土耳其和美国
棉花生产中使用的农药。）然而，更具可持续
性的棉花，包括有机棉，其环境影响显著较低。
对于C&A而言，改进我们的棉花采购实践，
能给我们带来正面影响。正因如此，在过去10
年中，棉花一直是我们可持续性战略的一个关
键重点。

今天，我们全球棉花的40%以上来自更具可持
续性的棉花渠道，比如有机的“负责任的环境
强化型生计”（REEL）棉花，以及“良好棉花发
展协会”（BCI）。今后，我们希望我们产品中使
用的所有棉花，其种植方式是尊重环境、保护
自然资源、并支持工人的健康和生计的。

重申我们的有机棉承诺
全球生产的棉花中，只有不到1%是有机的，
而且该行业面临着多项挑战：缺乏种子可得性、
农民的激励措施很少、市场通路有限、以及缺
乏供应链透明度。除非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整个行业都处在风险之中。我们正在努力通
过多种方式，强化有机棉行业。

在过去10年中，有机棉一直处在我们可持续性
原料战略的中心地位。如今，随着我们迈向
2020年目标，我们仍致力于购买更多的有机
棉，并在对有机棉行业的支持中发挥更大作
用。有机棉的种植不采用化学合成品或转基因
(GMO），可保护土壤质量、生物多样性和水供
应，同时防止水污染。它对农民及其社区的 
健康更为安全。

加入BCI
C&A于2015年成为了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
的成员。BCI得到了500家公司的支持，这些处
于供应链各环节的公司联合起来，以尊重环境、
促进农民收入、并强化产业的方式种植棉花。
该协会已经覆盖了20个国家中的一百万名农
民，其目标是到2020年，有大约五百万名农民
生产“良好棉花”。

通过BCI，C&A将能够从更多的原产地，采购
更多品种的更具可持续性棉花纤维，帮助我们
达成到2020年100%使用更具可持续性棉花的
目标。

加速发展有机棉的供需
我们是有机棉加速计划（OCA）的创始成
员，该计划的目标是打造一个有机棉市场，
让从农民到消费者的每个人受益。C&A基
金会为头四年提供了核心财务支持。

该项目努力通过以下方式，强化有机棉行
业：
• 通过培训，为农民提供帮助
• 让农民能获得更好的种子
• 改善商业逻辑
• 在整个有机棉供应链中推广最佳实践
• 提升诚信与市场透明度

2015年全球可持续性报告——摘要 7



可持续的
供给

清洁的环境

减少我们的环境影响

我们正在努力，通过我们的供应商以
及我们自身的运营，在我们的整个价
值链中降低环境影响，有四个重点领
域：化学品、水、气候变化、废物。

我们的2020年目标

我们的2020年目标

危险化学品排放（ZDHC）。

零
20%
门店、配送中心、办公
室的碳足迹减少。

服装供应链面临着复杂挑战。环境问题包括在面料染色
和整理中所使用化学品的影响、农业和服装生产中的大
量用水、以及高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对于在服装
供应链中工作的人们而言，工资、工作条件、工作时间、
安全性都是重要事项。

安全和公平的劳工

产品采购自A/B级供应商。

100%

我们供应链的能力建设。

我们的行动围绕着提高我们供应网络的
透明度并提升标准，该网络覆盖了90万名
人员，其中大多是女性。我们致力于改善她
们的生活，而这将有助于她们社区的繁荣。
我们采用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我们在“行动、
协作、转型”（ACT）中的领导角色，这是一项
全球倡议，将利益相关者联合起来以改善工
资待遇。

改善工作条件并支持人权

发现更多
c-a.com/sustainable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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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

进展

我们启动了一项全球化学品管理战
略，以强化我们限制和消除有害化
学品的方法。在52个重要面料厂中，
完成了独立的危险化学品零排放
（ZDHC）审计。我们与行业中其他方
协作，开发更安全的化学配方，从而

帮助我们达成危险化学品零排放 
目标。

2016年，我们完成了我们有史以来
第一次的C&A价值链碳足迹评估 
（参阅第10-11页）与2012年基线相
比，我们提高了9%的碳效率，并且
减少了1.4%的碳排放总量。这应归
功于在门店日常运营中减少了能源消

耗，采用了高能效技术，以及对设施
进行了翻新和改造，以增强能源效
率。

为了帮助我们达成仅从顶级供应商
处采购的目标，可持续性标准占到了
供应商记分卡评分的20%。在该记
分卡上，我们对供应商的评分从A-E
不等。为了迈向仅从顶级供应商处
采购的目标，我们在2015年针对供应
商推出了新的全球《行为准则》，

并对全世界范围的采购团队和供应
商进行了培训。在巴西，我们开发了
一个应用程序，让供应商无论何时何
地均可访问《行为准则》。

2015年，我们的可持续供应链团队从 
35人增加到了90人，纳入了更多
的可持续供应链专员和发展官员，
他们与供应商协作，提升标准并建
设能力。

2015年，90.8%的采
购量来自A级和B级供
应商，而2014年为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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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我们的全
球碳和水足迹

发展碳和水足迹
我们的行业必须通过采纳更具可持续
性的材料、更清洁的生产方法、一种循
环经济模式，并减少用水，来抗击气候
变化。2016年，我们完成了我们有史以
来第一次C&A价值链的碳和水足迹评
估——从头至尾，巨细无遗。

2015年我们价值链中的温室气体排放

2015年我们价值链中的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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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寿命结束

0.3%
设计

14%
原材料

26%
面料生产

合计
5,087,595
吨CO2排放

13%
服装生产

22%
消费者使用

0.25%
Design

3.09%
End of life

13.91%
Raw

Materials

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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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12.81%
Garment

Manufacture

8.20%
Transportation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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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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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5%
Consumer 
Use

90%
原材料

合计
38亿立方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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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

4.2%
消费者使用

1.3%
服装
生产

3.4%
面料
生产

13%
零售运营

8%
运输



通过了解我们的环境影响，抗击气候变化
为了测量我们的足迹，我们采用了生命周期评
估方法，对我们的范畴1、2、3温室气体（GHG）
排放进行评估。该混合型生命周期评估模型，
使我们得以在材料、地区、以及价值链层次上，
聚焦于我们价值链中的关键热点领域。排放的
分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聚焦于下列方面：

农业——鉴于在C&A的产品系列中，棉等
天然纤维占到了较高的比例，我们的温室
气体排放中仅有超过14%属于农业领域。
我们计划继续专注于采购更具可持续性的
棉花，以降低农业要素方面的影响。去年，
仅通过采购有机棉，我们就减排了115,000
公吨CO2。

生产——在服装生产中，面料生产的影响
是服装制作的两倍以上。我们的目标是，
通过减少面料生产、洗涤和整理中使用的
化学品，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提高
能效。

零售运营——不包括服装和运输，我们的
零售运营占到了我们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大约13%，其中5%是能源消耗。我们所有
的零售市场，都在针对我们新的以及现有
的门店、办公室和配送中心中的能源效率
和可再生能源，制定碳足迹路线图。

消费者使用——在消费者使用中，洗衣时
的水加热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影响领
域。我们正在寻找方法，鼓励消费者降低
洗衣水温，并减少洗涤牛仔裤等服装的 
频次。

使用生命周期评估来测量用水影响
在我们此前开展的用水研究基础上，2016年，
我们针对C&A的所有运作，以及我们在门店中
销售的衣服和服饰，进行了我们首次的全球从
头至尾水足迹评估。我们与科学家协作，创建
了一个混合型生命周期评估(LCA)模型，它结合
了输入-输出LCA以及流程LCA方法，估算我们
的全球用水量。用水量的分解，显示出我们需
要聚焦于下列方面：

农业——测量直接和间接用水发现，84%
的用水是消耗在了棉花种植中。我们将制
定一个策略，对C&A基金会的战略形成补
充，该战略针对印度和中国等C&A产品系
列的重要棉花生产地区，支持用水效率和
水资源保护。

生产——超过3%的水消耗在将纤维加工
为面料的过程中。该生产阶段的主要影响
是在面料的染色、洗涤、整理中。由于中国
和孟加拉是C&A的主要生产地区，我们将
继续聚焦于孟加拉的“清洁纺织品合作伙
伴项目”(PaCT)以及中国的“印染企业创佳
项目”(BMI)。通过把我们自身的可持续化
学品管理与这些行业倡议相结合，我们的
目标是减少用水量以及化学品对于地表水
的影响。

消费者使用——超过4%的用水是消耗在
消费者的服装洗涤中。2016年，我们计划
调查C&A可以如何支持在消费者的洗衣中
减少用水。

关于我们的后续步骤，发现更多
www.c-a.com/carbon-footprint

关于我们接下来将如何行动，以进一步应对我们的
水影响，发现更多
www.c-a.com/water-foot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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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参与

顾客参与

在员工中树立可持续性文化

帮助顾客以更具可持续性的方式行事

我们的60,000多名员工扮演着关键角色，
让我们的可持续时尚承诺生机勃发，这是
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地的C&A门店中，每天
都与顾客互动。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我们计
划让各地区的员工更多地支持我们的全球
可持续性战略。

通过宣传活动和伙伴关系，我们把可持续性发展
带入我们的门店已有15年之久。但要让顾客与我
们一起行动，就需要了解她们的预期，以及能够
激励她们的因素。因此，我们在各主要市场开展
了广泛研究，了解消费者如何看待我们的绩效，
以及她们如何希望参与到我们的进步之中。

可持续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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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是我们行业——以及我们品牌——
的核心。她们占到了服装供应链中工人
的80%左右。在我们的60,000多名员
工中，70%以上是女性，我们的目标顾
客也是女性。

在C&A，我们致力于让每一名女性每天
精致优雅，感觉良好，而这一承诺的内
涵，包括了打造时尚正能量。正因如此，
我们让员工参与其中，向她们赋权，推动
可持续性，并让我们的顾客能够以更具
可持续性的方式行事。



我们的2020年目标

我们的2020年目标

进展

进展

2016年，我们将开展我们的首次全
球员工调查，其结果将被用作基线。
在我们此前的地区性员工调查中，
可持续性成为了员工在C&A中敬业
度的头号驱动因素。我们员工给予
了可持续性如此高的评级，有五个主
要贡献因素：公司价值观、C&A基金
会、志愿者机会、给予项目、以及顾
客激活宣传活动。例如，在巴西有大
约3,500名C&A员工定期参与志愿者
活动，平均每个月付出三个小时以上，
参加支持和教育弱势儿童群体的 
活动。

2015年，我们与C&A基金会一起，
举办了我们的首次全球员工敬业度
活动。“鼓舞女性”（Inspiring Women）
活动为53个慈善项目募集了超过一
百万欧元，将影响到世界范围的
7,000名女性。23,000多名员工参
与其中。

不断提升员工可持续敬业度分数。

支持平等与多元化。

C&A被公认为是最具可持续性的时
尚品牌。

我们在主要市场中，就可持续性开展
了我们首次年度消费者调查，以了解
消费者关于可持续性的动机、认知、
偏好。这项全面研究覆盖了六个市场
中7,600名顾客，产出了丰富的数据。
在欧洲等一些市场中，我们在生物棉
以及更具可持续性的儿童服装方面
表现良好。但在其他可持续业务属性
方面——即使是那些我们具备有强

大项目的方面——在总体上并未得
到同样高的认知度。我们将把这些
结果用于识别出我们可以巩固、加速
和发展我们各个项目的领域，并与顾
客加强沟通。

发现更多
c-a.com/sustainable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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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更多
c-a.com/2015-performance

2015年，我们在可持续性的各个支柱方
面均取得了进步。

2015年 
绩效亮点

我们的行动
做得如何

1
 
可持续的产品

我们再次被评为了世界有机
棉头号用户。

与C&A基金会和其他机构一
道，成为了“有机棉加速计
划”(OCA)的创始成员。

100%
从2016年秋季起，承诺100%
使用经“负责任的羽绒标
准”(RDS)认证的羽绒。

40%
将更具可持续性的棉花 
用量提升到了40%。

加入了“良好棉 
花发展协会” 
(BCI)。

扩大了我们采用更具可
持续性材料制作的产品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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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棉

花发展

协会



www.c-a.com 
/supplier-list

我们的行动
做得如何

 
可持续的供给

在建立“行动、协作、转型”(ACT)方面
起到了领导作用，该全球倡议将各个利
益相关者联合到一起，通过在主要生
产国中的行业集体谈判来提高工资、
以世界一流的生产标准、以及负责任的
采购来提升工资底线。

启动了一项全球化学品管理
战略，以强化我们限制和消
除有害化学品的方法。

披露了我们供应商生产单位
的名称和地址。

对生产我们服装的工厂进行
了100%的审计。

在下订单之前，100%完成了
合作启动审计。

将我们自身运营的碳足迹减
少了1.4%

为我们的供应商制定了一份
新的全球《行为准则》，并在
世界范围培训了采购团队和
供应商。

 
可持续的生活

鼓舞女性：与C&A基金会一起，开展了我们的首个全球员
工敬业度活动。‘鼓舞女性’（Inspiring Women）活动为53个
慈善项目募集了超过一百万欧元，将影响到世界范围的
7,000名女性。23,000多名员工参与其中。

了解我们的顾客：开展了我
们的首次全球可持续性消费
者洞察研究，以便更好地了
解顾客关于可持续性的动
机、认知、以及偏好。

道德规范：为巴西、墨西哥和
中国的员工，推出了我们的
全球《道德规范》，并计划
2016年继续在欧洲推出。

母爱无限：作为我们与救助
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
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
分，我们将员工、C&A基金
会、以及欧洲和墨西哥的顾
客汇集在一起，支持“母爱无
限”（Mothers Make the 
Difference）项目，该项目为
处于灾难场景中的母亲和儿
童募资。

10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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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巴西 成立于1976年

在120个城市中设有297间门店， 
员工超过17,000名
每天一百万名顾客

我们60%的婴儿服装系列是采用更具可持续
性棉花制作的。

通过帮助纺纱公司了解更具可持续性棉花的
好处，我们正在努力刺激需求。

我们开展了一项年度活动，鼓励顾客带来他
们的电子设备和电池，进行正确处置。2015年，
我们的店内电子垃圾循环利用项目收集了
64,451件物品。

我们循环利用了大约560万个衣架。

我们利用了此前的可持续性报告，鼓励顾客
参与。2015年，与我们的顾客共同开展了一项共
创调查，其结果显示，顾客不仅珍视包装和袋子
等与她们最为切身相关的可持续性举措，也注
重劳工状况和材料原产地等等。

为了支持杜绝奴隶劳工的社会努力，我们参与了 
“根除奴隶劳工的全国协议”（National Agreement 
to Eradicate Slave Labour）。

我们制定了废物管理计划，以确定最适当的解决
方案，处理我们在运营中产生的每一类废物。

C&A墨西哥 成立于1999年

在40个城市中有75间门店
每天15万名顾客

2015年，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节水牛仔布系列
产品，相比生产传统牛仔裤，该系列可节省近
33%的用水量。

大约60%的供应商位于墨西哥。我们提升供应商
绩效的努力得到了认可，获得了墨西哥慈善中心
（Mexican Centre for Philanthropy）颁发的“负责
任企业奖”。

通过我们的‘墨西哥制造牛仔布’（Denim Made 
in Mexico）宣传活动，我们强调了我们90%的牛
仔布产品都是在墨西哥生产的。

我们开展了一项店内宣传活动，提升消费者关于
有机棉好处的意识。

Fundación C&A连续第八年为C&A墨西哥员工
举办了一个志愿日活动，邀请他们支持他们的
社区。

2015年各
地区亮点

在我们的四个地区中，每个地区均负责
实施地区性和当地项目，以支持我们的
全球可持续性目标。

发现更多
c-a.com/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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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中国 成立于2007年
在21个城市中有84间门店
每天20万名顾客

我们正在支持相关项目，鼓励中国的棉花种植者
转为采用有机种植方法。

我们与Canopy携手，采购经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认证的粘胶纤维。

我们已着手开发一个“面料馆”，展现出我们使用
的面料是如何影响环境的。

60名员工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与“摇篮到摇篮”理
念的先驱比尔·麦克唐纳（Bill McDonough）共同思
考如何在他们的工作中应用循环经济思维。

我们支持中国的“印染企业创佳项目”（Better Mill 
Initiative），帮助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六家
重要供应商节约水和能源，提升他们的化学品管
理专长，减少废物并降低污染。

C&A欧洲 成立于1841年
在20个国家中设有1,575间门店， 
员工超过35,000名
每天两百万名顾客

世界最大的有机棉用户

阿姆斯特丹国际牛仔裤学校（Jean School 
International）的同学们帮助我们重新想象了牛
仔布的未来。

在我们的《2015年春季童装》宣传册中，展示了
更具可持续性的儿童服装，其中包括一个新的
婴儿系列，该系列获得了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
（GOTS）认证。

我们推出了一个牛仔裤系列，在整理（服装生产
中牛仔布最后的水洗工序）中，该系列的用水减
少了65%。

2015年，我们对位于荷兰城市赞丹的门店进行了
改造，为我们的其他欧洲门店打造了一个可以仿
效的可持续蓝图，其中采用了高能效照明、节能
扶梯、以及节水技术。我们还改进了该门店的隔
热保温性，包括新增了一个绿色节能屋顶。

在德国，我们加入了“可持续面料伙伴联盟”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Textiles），以帮助
提升整个纺织品供应链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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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的报告，如有任何反馈或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sustainability@canda.com

有关媒体的问询，敬请联系： 
press@canda.com

在c-a.com/sustainabilityreport2015 
提供了我们可持续性报告的完整版本， 

以英语和葡萄牙语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