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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健康地球，
激发社区活力，
提供同等的运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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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e 之所以成为全球领先运动品牌，是因为我们敢突破，
擅创造，有理想。我认为，面对当前的全球挑战，这些品
质也将促使我们发挥更大的影响。因此，我对未来满怀信
心。截至目前，我已经看到我们在世界各地为人类和地球
作出的重大贡献。我们正处于前所未见的危急关头，同时
也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我们不甘于做一个平凡的参与者，就像我们在 Nike 一直做
的一样：我们要做领跑者。通过不断挑战自我做得更好、
想得更远，我们一定会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为此，我们现在除了着力为运动员提供灵感和创新产品，
还关注更广泛的领域。为了更好地造福后世子孙，我们正
充分发挥 Nike 的优势，积极应对眼下亟待解决的挑战。

Nike 致力于借助运动团结世界人民，打造健康地球，激发
社区活力，为所有人提供同等的运动条件。这些目标不仅
是我们的理想，更是我们在进行各项商业决策时首要考量
的要素。

截至 2019 财年 Nike, Inc.《影响力报告》发布之时，我担
任 Nike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尚不满两个月，但已经清楚认识
到 Nike 发挥非凡影响的巨大潜力。

这就是运动的力量。与诸多同仁一样，我加入 Nike，是因
为我笃信运动的力量。我相信运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
运，甚至影响整个社区的面貌。当前，我们的社会比以往
更加割裂，各种机制因两极分化而日益损耗，气候变化威
胁着人类的生死存亡。面对这种局面，我相信，运动能推
动人们携起手来，共同营造更美好的明天。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利用运动的影响力，解决地球环境变化
问题。相关数据表明，气候危机正不断加剧，而运动员发
出的号召也愈加响亮。如今，马拉松的开赛时间已经前移
到黎明到来之前，但运动员和热心观众仍然备受高温煎
熬，甚至出现中暑，因此，运动界人士亲身见证了气候变
化的毁灭性影响。我们竭力服务的运动员正承受着气候变
化危机的影响，这迫使我们迅速在业务活动中采取应对 
措施。

如果没有地球，运动也无从谈起。正是这种理念促使我们在
可持续和社区影响领域持续努力。

2019 财年，我们在追逐目标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为
扩大运动对社区的影响，我们投资了 8,100 余万美元，促
使 1,700 多万名儿童动起来。通过帮助儿童释放玩耍和运
动的力量，我们能够影响他们的人生。这就是为何我们的
首要社区工作是鼓励儿童动起来。我们还认识到，好教练
决定了儿童的运动体验，因此，我们通过支持相关项目，
帮助培养了近 10 万名社区教练。

首席执行官寄语

近年来，除了推动
体育运动发展，我
们还面临着更严峻
的挑战，即帮助保
护运动本身。

唐若修
Nike, Inc.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在此过程中，我们尤其注重壮大女性教练队伍，因为我们
深知，她们是鼓励女童动起来的强大推动力量。为此，我
们进行了诸多努力，小到配合社区机构招募和培训女性教
练，大到携手美国奥委会暨残奥委会发布训练指南，帮助
教练构建包容女童的文化，从而为女童构建安全的运动环
境，方便她们学习、成长，充分释放自身潜力，成为运动
和生活中的领跑者。

我们有志于在 2025 年之前，实现拥有和运营的设施完全由
可再生能源驱动。最近，我们的北美设施已实现该目标，
标志着我们距离这个宏伟目标又近了一大步。我们还致力
于避免对鞋履制造过程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填埋或燃烧。 
2019 财年，99.9% 的鞋履制造废弃物已由 Nike 签约工厂
回收或转化成能源。此外，我们还加大了更可持续的材料
在各类产品中的使用比例，每年将大约 10 亿个塑料瓶制成
汗衫所需的回收聚酯纤维，以及其他用于生产服装、鞋履
的材料。

我们还大力投资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培养技术精湛、责任
心强的宝贵人力资源。我们相信，让签约工厂的员工共享
生产收益至关重要。今年，我们扩大了供应商“参与度和
幸福感调查”范围，以便全面了解供应商员工体验，获取
有效数据，指导我们对供应商采取相应举措。2019 财年，
我们的调查涵盖了 45 个设施的 27 万名员工，人数几乎翻
番。

我们还继续研究针对 Nike 内部的改革。2019 财年，我们延
续 2018 财年取得的卓越成就，继续保持全球男女工资平
等，以及美国地区白人和少数群体工资平等。一年来，我
们的全球女性副总裁占比提高 3 个百分点，达到 39%，美
国少数群体副总裁占比提高 2 个百分点，达到 21%。虽然
我们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我们清楚，前路仍然漫长。我
们将继续提高女性和美国少数群体的参与度，增强文化归
属感。

我们将继续落实 Nike 团队孜孜不倦研发的可持续解决方
案，在儿童群体和社区中推广运动。我们还将不断为各地
运动员而努力创新，确保为所有人提供同等的运动条件，
完善现行制度，追求更可循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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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员工潜力

1:1
工资平等（全球男女工资平等， 

美国地区白人和少数群体工资平等）

家庭福利
加大对生育治疗和收养的支持，对代孕和子女存在学习、

社交或行为困难的家庭新增福利补助

运动中心
对世界总部员工免费开放运动中心

薪资和福利待遇

3 p.p.1
全球女性副总裁占比提高 3 个百分点，达到 39%

2 p.p.
美国少数群体副总裁占比提高 2 个百分点，达到 21%

>50%
全球超过 50% 的员工参与消除无意识偏见培训

特定群体占比

52%/40%
女性/少数群体在 NIKE 美国实习计划中占比  
分别为 52% 和 40%

招聘

1  p.p. = 百分点

发展

导师计划
旨在促进员工职业和文化发展， 

已有约 1,000 名员工参加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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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员工潜力
社区投资

~10 万
在合作伙伴的帮助下，Nike 共培训约 10 万名
社区教练，以期为儿童提供积极的运动体验

培训教练

14.7 万
员工志愿服务总时长达 14.7 万小时

2,700+
2,700 多个机构得到员工帮助

5,400
24 个国家/地区的 5,400 名零售员工志愿加
入“Nike 社区大使”计划，担任青年教练

4.17 亿美元
2015 至 2019 财年，我们共向社区投资 4.17 亿

美元，其中有 1.3 亿美元用于促进平等， 
为所有人提供同等的运动条件

8,100 万美元
2019 财年，我们投资 8,100 万美元， 

 用于扩大对社区的影响

980 万美元
“员工比赛礼物”计划、“志愿者奖励”计划

和 Nike 基金会比赛共捐赠 980 万美元

员工参与

>1,700 万
在 Nike 及其在世界各地的 90 多个社区合作

伙伴的努力下，超 1,700 万儿童动起来

让儿童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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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制造流程

27 万
11 个国家/地区的 45 个签约工厂中 27 万名员工参与 

Nike“参与度和幸福感”(EWB) 调查 

薪酬和福利待遇 
有关工厂薪酬措施对员工及工厂业绩影响的研究历时四年

完成并发布研究结果

4.37 亿美元
Nike 与国际金融公司 (IFC) 联合推出的“贸易融资计划”

已向铜级及更高级别的工厂发放 4.37 亿美元短期贸易融资
贷款，用于刺激供应商效益

责任劳动计划 (RLI) 
Nike 加入责任劳动计划，该项目由领跑企业和专家机构联

合发起，旨在改善本价值链上的企业对流动工人的招聘 
方式

>100 万
41 个国家/地区的原料基地员工超过 100 万

~93%
Nike 的 525 个签约工厂中，约 93% 的工厂获得铜级及更
高评级，达到可持续标准

美国公平劳工协会认证
Nike“可持续制造计划”再次荣获美国公平劳工协会认
证，肯定我们尊重人权、承担社会责任的做法符合系统级
措施黄金标准

>10 万
2015 年以来，逾 10 万名 1 级供应商工厂员工完成  
火灾防范与消防培训课程

可持续寻源采购 员工参与度

合作加速行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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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环境足迹最小化
产品

能源/碳

材料

60 万
每年消耗的可再生能源电量达到 60 万兆瓦时， 

占公司全球耗电量的 75% 以上

>30%
Nike 全球店铺有 30% 以上获得 LEED 认证

7.33
Nike 产品的平均碳足迹为每件 7.33 kg CO2 当量

2,300 万
我们利用相当于 3,100 多万个塑料瓶的回收塑料生产了 

2,300 万双 Flyknit 运动鞋

50%
每个 Nike 气垫鞋底所用的材料有 50% 为从制造过程中回

收的废弃物

75%
VaporMax Random 运动鞋的气垫鞋底所用的材料有 75% 

为回收材料，足跟罩环则采用废弃的 Flyknit 纺线和光碟
制成

>75 亿
自 2010 年以来，累计从垃圾填埋场、水体等渠道回收逾 
75 亿个塑料瓶，并转化成可用于生产鞋履和服装的回收聚
酯纤维

535 亿
通过转而采购可持续棉，节约了 535 亿升水，农药用量也
减少 20 万公斤

76%
从鞋面等零件到整件汗衫，Nike 全线鞋履和服装产品中有 
76% 采用回收材料

230 亿
自 2016 财年以来，主要材料供应商开展的效率计划节省了 
230 亿升淡水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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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环境足迹最小化

99.9%
99.9% 的鞋履制造废弃物已由签约工厂回收或转化成能源

200 万
随着价值链上的签约工厂  

安装 1,000 多台高效的现代切割机， 
每年可减少 200 万公斤废弃物

一次性塑料瓶
Nike 全球总部及在洛杉矶、纽约、伦敦等主要城市的场所  

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瓶

25%
Converse 取消每个产品使用两个包装盒的政策，改为使用一个特制 

包装盒 (OneBox)，包装材料用量因此减少 25%

循环设计指南
在丹麦非营利组织 Global Fashion Agenda 的启发下，与伦
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的师生联合编制《循环设计指
南》，分享循环设计的共同语言

5,400 万
Nike Grind 迄今已回收约 5,400 万公斤鞋履工厂  
废弃物

>3,000 万
自“Reuse‐A‐Shoe”运动鞋回收计划启动以来，已回收 
3,000 多万双运动鞋，转化后用于铺设跑道、操场等

废弃物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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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2

铜级及更高级别工厂 % 86% 87% 91% 93% 93%  44 p.p.3
（以 2011 财年为基准线）

100%

存在过度加班现象的工厂 % 3.3% 3.2% 3.9% 2.4% 2.3%  1 p.p. 0

2019 财年目标数据

改革制造流程

实现环境足迹最小化

产品

平均每件产品的碳足迹4 （kg CO2当量/件） 7.33 7.19 7.15 7.45 7.33 0%5  10%

列入可持续业绩的产品6 % 27% 68% 71% 73% 69%  42 p.p. 80%

材料

可持续材料——服装7 % 19% 21% 33% 34% 41%  22 p.p. 高于

可持续材料——鞋履7、8 % 0.31 0.31 32% 32% 30%  1 p.p. 高于

来源更可持续的棉材料9 % 24% 35% 53% 60%10 86%  62 p.p. 100%

1 本目标为年度目标，基准线和相对基准线的变化不适用。
2 涵盖所有成品的制造。
3 p.p. = 百分点
4  本目标涵盖 Nike 设计或开发的 Nike 品牌、Jordan 品牌和 Nike Golf Global 服装及鞋履。我们以 CO2 当量排放量衡量其他环境影响（如能源、其他气体排放等）。
5  平均每件产品的碳足迹与 2015 年持平，是由于服装变重导致每件产品使用的材料数量增加，且越南电网供电和风格/款式组合导致制造过程的排放强度提高。Nike 2020 年还有两项碳目标，即 1 级成品制造及其他主要业务，和 2 级材料整饰。产品目标一共包含四个级别，除上述 1、2 级外，还有材料制造和原材料生产。
6  产品范围涵盖 Nike 品牌、Converse、Hurley 和 Nike 品牌持有者的所有产品。
7 更可持续的材料是指具有化学结构更优、资源强度更低、废弃率更低或可回收的特性，可降低产品对环境的影响的材料。
8 由于 Nike 数据管理流程中的汇报变化，2016 财年和 2018 财年鞋履 EPM 比例重录。
9 认证有机棉、良好棉花（根据良好棉花标准体系种植的棉花）或回收棉。
10 由于 Nike 数据管理流程中的汇报变化，2018 财年数据重录。

关键
领先
落后

高于 低于

社区影响

年度投资占税前收入的比率 % 1.9% 1.8% 1.9% 1.8% 1.9% 不适用1 1.5%

单位 2015 财年基准线 2016 财年 2017 财年 2018 财年 2019 财年 2019 财年相对基准线的变化 目标

释放员工潜力

2020 年目标详情请见 2019 财年 Nike, Inc.《影响力报告》 (purpose.nike.com)。

https://purpose.nike.com


执行摘要

11  目标范围仅涵盖电能，我们对战略资产作出能源购买决策。相当于到 2025 财年，范围 1 和范围 2 的 CO2 当量排放量至少减少 50%。我们计划在 2025 财年实现 100% 的目标，而非 2020 财年。由于 Nike 的 PPA 追踪流程有所改进（2018 财年），汇报的数据更全面、更准确，2018 财年在该目标上的业绩数据重录。
12  主要业务指成品制造、入场物流和出货物流、配送中心、总部和 Nike 自有零售。由于 Nike 物流排放量数据来源（2015 至 2018 财年）改变，且 Nike 的 PPA 追踪流程有所改进（2018 财年），汇报的数据更全面、更准确，在该目标上的历史业绩数据重录。
13 仅涵盖主要供应商。主要供应商是指成品装配所用材料的主要印染或整饰供应商。
14 目标涵盖需填埋和焚烧的废弃物。除非另有说明，否则焚烧废弃物不含用作发电燃料的废弃物。
15 废弃物指数是每件产品的鞋履制造废弃物和配送中心废弃物，以及每位工作人员的总部废弃物的加权平均数。1 级鞋履制造和 Converse 总部的基准线为 2016 财年数据，纳入全公司的对比基准线，其他以 2015 财年为基准线。
16 Converse 总部的基准线为 2016 财年数据，纳入全公司的对比基准线，其他以 2015 财年为基准线。
17 随着我们加入新化学品，加强限制，供应链上的小部分企业可能会出现不能遵守规定的情况。鉴于这些变化，我们不参考基准线或研究相对基准线的变化。
18 Nike 在 2018 财年首次开始追踪这一指标。由于 Nike 数据管理流程中的汇报变化，2018 财年数据重录。
19  该目标现根据《ZDHC 废水指南》衡量和汇报，此前参照 BSR 标准。2017 财年，我们引入了《ZDHC 废水指南》，在供应商责任评估中增加 24 项传统指标和 202 种有害化学品，覆盖了约 80% 的材料来源。2018 财年，我们首次试行 ZDHC 标准。

2020 年目标详情请见 2019 财年 Nike, Inc.《影响力报告》 (purpose.nike.com)。

碳和能源

可再生能源——拥有或运营11 % 14% 20% 22% 22% 27%  13 p.p. 100%

每件产品的能耗——主要业务12 （kWh 当量/件） 5.28 4.75 5.32 5.42 5.51  4%  25%

每件产品的碳排放量——主要业务12 （kg CO2当量/件） 1.89 1.73 年 1.90 1.97 1.94  3%  25%

每公斤的能耗——织物印染和整饰13 （kWh 当量/kg） 15.86 15.46 14.95 14.40 13.44  15%  35%

每公斤的碳排放量——织物印染和整饰13 （kg CO2 当量/kg） 4.78 4.68 4.55 4.33 4.06  15%  35%

废弃物

填埋废弃物——鞋履制造14 % - 6.6% 3.9% 1.8% 0.1%  6.5 p.p. 0

废弃物指数——鞋履制造、配送中心、总部15 - 100 98 100 103 102  2%  10%

配送中心和总部填埋转移16 % 88% 87% 88% 87% 89%  1 p.p. 高于

水

每公斤的淡水消耗量——织物印染和整饰13 L/kg - 126.5 117.2 109.3 94.3  25%  20%

化学

符合 Nike 限制物质清单的试验材料 % 95% 99% 98% 99% 98% 不适用17 100%

符合 ZDHC 制造限制物质清单 (MRSL)18 % - - - 67%18 79%  12 p.p. 100%

主要供应商符合 Nike 废水质量规定——织物印染和整饰19 % - - - 40% 51%  11 p.p. 100%

实现环境足迹最小化（续）

单位 2015 财年基准线 2016 财年 2017 财年 2018 财年 2019 财年 2019 财年相对基准线的变化 目标

关键
领先
落后

高于 低于

2019 财年目标数据

https://purpose.nike.com


执行摘要

承诺与协作

《北极航运企业承诺》

我们与环保组织 Ocean Conservancy 联合发起《北极航运企
业承诺》，号召企业避开经由北极的航线，避免破坏环境。
最早签署该承诺的企业包括：Bestseller、Columbia、 
Gap Inc.、H&M 集团、开云、利丰、PVH Corp. 及多家航运
公司。

科学基础减碳目标

我们加入科学基础减碳目标倡议，制定了在 2030 年之
前大幅减少碳足迹的目标，包括将范围 1 和范围 2 的排
放量减少 65%，将范围 3 的排放量减少 30%。

循环时尚系统承诺

作为 Global Fashion Agenda 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
致力于兑现其 2020 年《循环时尚系统承诺》，落实
Nike《循环设计指南》中的循环设计策略。

了解更多信息：
可再生能源买家联盟

了解更多信息：
责任劳动计划

了解更多信息：
可持续航空货运联盟

了解更多信息：
《北极航运企业承诺》

了解更多信息：
循环时尚系统承诺

可持续航空货运联盟 

我们是可持续航空货运联盟的创始成员，该联盟汇集了买
家、运输商、货运转运商和航空货运商，致力于追踪和减

少航空货运的二氧化碳排放，推动负责任的货运。

责任劳动计划

我们加入了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发起的 
“责任劳动计划”，该跨行业、多利益攸关方倡议
旨在帮助买卖双方开发管理强迫劳动风险的工具和

资源。

可再生能源买家联盟 

我们是可再生能源买家联盟的创始成员，该联盟中的大型清洁
能源买家致力于为所有非住宅能源买家打开市场，推动企业向

更清洁、更繁荣的零碳能源未来大步迈进。

了解更多信息：
科学基础减碳目标

https://www.nikecirculardesign.com/
https://rebuyers.org/
http://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initiatives/rli/
https://www.bsr.org/en/collaboration/groups/sustainable-air-freight-alliance
https://oceanconservancy.org/protecting-the-arctic/take-the-pledge/
https://globalfashionagenda.com/commitment/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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