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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春颖
伽蓝集团董事长及总裁

很多人都曾问我，伽蓝为何十八年来可以持

续稳步增长、健康发展？我想说，这是因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伽蓝早在三年前就确定了

可持续发展模型的追求目标“让生活更美好快

乐”。希望能为员工提供发展的机会，关注每一

个员工的贡献和进步；与客户诚信合作、共同成

长；为消费者提供世界一流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在发展业务的同时，伽蓝始终坚持履行企业公民

的责任，致力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

展，推动教育事业，消除赤贫，保护环境，以实

际行动回报社会。我们也因此明确了合作共赢、

诚信负责、客户至上、创新突破四项企业价值

观，还将“客我利相当，则客久存，我则久利，

然双贏！”的商道融入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

我们一直将伽蓝的可持续发展模型，对标联

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发现集团在各

个发展层面对社会、行业、客户、消费者、员工

的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成果十分显著，使伽蓝创

造出了更为广阔和宏大的社会之善。

2019年3月，伽蓝集团旗下全新植物护肤品

牌春夏，针对青春期健康教育缺位的现状，联合

女童保护、凤凰网公益频道共同发起“最美的春

夏-关爱青春期公益项目”，在全国开展百场青

春期健康教育讲座，并精心策划《一起守护孩子

最美的春夏》公益H5，为普罗大众与“恶意”测

距。以此改变人们“谈性色变”的观念，提升青

少年的自我保护意识以及提高防范性侵害的能

力，引导和激发青春期孩子树立积极、健康和正

向的人生态度。

4月，生产基地一期投产，践行绿色生态供应

链，打造伽蓝绿色可持续发展生态圈。现在二期

工程也已经启动，未来这里将成为世界一流的化

妆品科研、生产、物流展示中心，面向全世界开

放，成为可供工业旅游展览的化妆品科学与艺术

的基地。

7月，自然堂“种草喜马拉雅”第三季启动，

在南木林县种下100万平方米的绿麦草，这项公益

活动不仅给当地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还对当地的生态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目前参

与种草的7,000多名群众中，98.79%实现脱贫，

年人均收入达到13,375元。

9月，伽蓝大学成立，其愿景是：要成就美妆行

业的奋斗者，为中国化妆品市场培养更多的人才。

12月，我在回顾2019年成绩时发现：2019

年，是美妆市场竞争尤为激烈的一年，本土大多数

品牌的业绩下滑明显，而伽蓝却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自然堂商场专柜渠道获得了国货品牌销售额第

一；自然堂获得了双十一国货品牌销售额第一名；

天猫旗舰店粉丝数全美妆第一；春夏品牌刚刚上市

一周年，零售额达到了5亿元，拓展网点数达到

15,650多个，这对于一个新品牌是一个非常出色的

成绩。

集团也获得了一系列荣誉，主要奖项有34个：

年度公益IP奖、全国质量检验稳定合格产品奖、全

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2019年中韩经

营大奖、2019上海制造业企业100强（第39名）、

2019上海民营制造业企业100强（第17名）、阿里

ONE商业大会数字化组织转型奖、2019中国好公

司年度卓越企业大奖等。

能够取得这些成绩，与伽蓝集团的科技实力

是分不开的。伽蓝集团拥有三项大尖端科技：

3D皮肤模型、外太空护肤科研、表观遗传学应

用。除此之外，2019年伽蓝在产品的科技力上又

有了新的成果，利用AI人工智能构建JALA肌肤

数据银行，成功开发提供私人定制项目。

自创立之初，伽蓝将科研和市场作为企业发

展的两大驱动力。2020年，伽蓝要向高科技美妆

企业发展，在研发、制造、零售、服务、运营、

形象各方面全面科技化。伽蓝将构建起二大科技

战略支撑：产品科技、数字科技。产品科技包括

产品研发、智能制造、智能物流；数字科技包括

数字化营销、数字化运营、数字化管理。同时不

断优化企业管理流程，提升产品品质及服务体

验，成为国民美妆中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企业，

获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如今，伽蓝集团成长为中国化妆品行业领军

企业，我们将不断优化企业管理流程、提升产品

品质以及服务体验。希望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

伙伴们能于伽蓝共同成长，大家目标一致，继续

奋斗，一起创造更加美好快乐的生活！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2019年我们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眺望神州大地，伟大的祖国生机

勃勃、基业长青。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伽蓝集团在诸多方面取得了进步，各项业绩高质量增长。同

时我个人也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奖

章。能获得这些硕果和殊荣，离不开全体伽人的努力。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更属于全体员工和合作

伙伴，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努力和付出！

䭃㏲₯噏�⪽㜉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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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伽蓝集团)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于一体，聚焦于化妆品、个人护理品与美容功能食品产业，规模和实力领先的

中国化妆品集团企业。 

伽蓝集团坚持东方美学艺术与世界先进科技完美结合，从东方人的文化、饮食

和肌肤特点出发，为消费者提供五感六觉完美超卓的世界一流品质的产品与服

务，向世界传递东方美学价值。自2001年在中国上海发展以来，伽蓝集团先后

创立了美素、自然堂、植物智慧、春夏、COMO等多个品牌，业务规模迅速发

展壮大。至今，伽蓝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各类零售网络近

40,000多个，覆盖全国各级城市、县城及一万多个城镇，在百货商场、KA卖

场、超市、美妆店等多个渠道均设有品牌专柜，拥有直属员工近8,000人，网络

总从业人员60,000余人，是中国市场份额、消费者口碑与社会影响力俱佳的行

业领跑者。

伽蓝集团生产基地坐落于上海奉贤区东

方美谷核心区域，占地160亩，总建筑

面积约13万平方米。这是未来世界一流

的化妆品科研、生产中心，并向全社会

开放，成为可供工业旅游展览的化妆品

科学与艺术的基地。

₯噏核⡔‽倿
INTRODUCTION OF J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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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CLASS PRODUCTION BASE LAUN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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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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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品牌日，自然堂北京、上海双城

联动show出最in中国范

伽蓝旗下品牌亮相中国美容

博览会

伽蓝大学开学

第一届自然堂男士喜马拉雅

极限越野跑

全新个性化专业彩妆潮牌

COMO上市

伽蓝受邀参加第二届东方美谷

国际化妆品大会，分享美妆市

场私人定制的前瞻性研究

伽蓝集团生产基地二期动工

伽蓝入围：

上海制造业企业100强

上海民营企业100强

上海民营制造业企业100强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自然堂致敬最美女兵

自然堂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单品牌形象店开业

伽蓝集团生产基地新厂区

一期投产

  科技伽蓝 奋斗时代”2020伽蓝集团年会

杭州阿里ONE商业大会，伽蓝集团荣获

数字化组织转型奖

伽蓝荣获2019中国好公司年度卓越企业大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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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集团理解的可持续发展，是要从环境、社会和企业

运营的角度综合考虑，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确保员

工、合作伙伴、各利益相关者的事业不是昙花一现，而

是基业长青。

可持续发展理念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01



物超所值

优质服务

公平贸易

共同发展

物质丰富

精神充实

收益较高

赢得尊敬

回报社会

公益贡献

消费者 客户 员工 股东 社会

基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物质文明

利润最大化

精神文明

责任最大化

科学管理体系 哲学共有体系

细
分
单
元
核
算

共
享
发
展
收
益

塑
造
价
值
观
念

共
担
责
任
风
险价值观

经营理念

合作共赢  诚信负责

客户至上  创新突破

以消费者为中心

把事情做对做好

让生活更美好快乐

₯噏╡㑳偟╃㮓⣽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OF JALA

使命

愿景
伽蓝的愿景，是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具有稳定

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亚

洲最大、世界知名的美与健康产业集团。

价值观

策略
汇聚全球力量，打造中国品牌。

经营理念

发展策略
伽蓝将继续聚焦“化妆品”这个核心业务，同

时发展个人清洁与护理品等其他业务，分三个

阶段实现“中国化妆品行业领军企业、中国化

妆品市场份额第一名、打造中国人自己的世界

级品牌”的发展目标。

将东方生活艺术和价值观的精髓传遍世界，为

消费者提供爱不释手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

世界一流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帮助消费者实现

更加美好快乐的生活！

为达成这一使命和愿景，伽蓝及其伙伴在秉

持诚实、正直、信任、进取心、主人翁精神

这五个基本价值观的同时，共同坚守“合作

共赢、诚信负责、客户至上、创新突破”的

企业核心价值观，以此作为公司发展的内在

动力。

以消费者为中心，把事情做对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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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 2019年度关键绩效指标

伽蓝育龙计划，培育更多客户成为、并持续保持行业龙头地位

伽蓝大学：为可持续发展赋能

财务支持计划：2014年至今已累计协助23家（次）符合资质的代理商成功申请授信支持，

                            代理商累计使用授信总金额为近1.3亿元

龙俱乐部：第八回主题活动——“定力”在上海举行

客户

集团员工近8,000人，员工平均年龄30岁，组织更加年轻化

2019年，线上线下举办培训2.5万+场，累计学时13万+小时，覆盖员工50万+人次，人均

培训时长7.76小时

2019年，共计为525位员工提供晋升机会，为492位员工提供转岗机会

重视并给予年轻员工机会与舞台

2019年，90后获得晋升人数为200人

员工

自然堂种草喜马拉雅环保公益项目：进入第三季，结合专家团队合理开发荒滩、荒地、

沙地、严重退化裸露地，通过种植绿麦草， 改善喜马拉雅雪域生态环境

建立节水节电管理制度，高度重视污水与废气处理，废水达标排放率100%，噪音达标率

100%

社会

基于伽蓝可持续发展模型，对标联合国17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s，系统性地展示伽蓝为消费者、

为客户、为员工、为社会各个发展层面对全球可持

续发展的贡献，并为伽蓝集团今后的可持续发展

指明方向。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由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在2015年9月一致通

过，承诺所有人民和机构共同努力以促进可持续和

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目

标将指导2015年至2030年的全球发展政策和资金

使用。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了历史性的承诺：首要

目标是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永远消除贫困。

����〘
╡㑳偟╃⋥暠㆙㑹㥹
KEY PERFORMENCE INDICATO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9

╡㑳偟╃䡠㥹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ACTS ON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O TRANSFORM OUR WORLD BY 2030

“美素野生小玫瑰种植园”（P98）

“美素野生小玫瑰种植园” 为少数民族地区

  可持续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贡献力量。

“最美的春夏”（P99）

  推动11-18岁青少年青春期健康教育的普及，

  引导和激发青春期孩子树立正向的人生态度。

“2019喜马拉雅国际学术论坛”（P19）

  建立高水平、高科技、可持续的美丽研究团队。

“伽蓝大学”（P87）

  为可持续发展赋能，为中国化妆品市场培养   

  更多的人才。

“科技伽蓝”（P14）

  向高科技型美妆企业发展，拥有多项尖端

  科技。

“龙计划”（P77）

  成立伽蓝大学为代理商带来更专业的培训。

“全球最大规模美容展”（P56）

  参加美博会，探索行业发展新模式。

  2019东方美谷国际化妆品大会（P17）

  受邀参加并分享《美妆市场私人定制的

  前瞻性研究》。

消费者反馈信息处理率100%

三大尖端科技：3D皮肤模型及3D皮肤打印、外太空护肤科研、表观遗传学应用

研发前端创新：春夏维C焕亮泡腾水、美素太空酵母肌底修护安瓶精华、自然堂私人

                            定制功效精华液

消费者

美素野生小玫瑰种植园”（P98）

促进玫瑰种植业发展，实现精准扶贫；

组织成立青年彝族刺绣创新协会，为彝族刺绣妇女创造

培训机会。

“绿色生产”（P104）

  加强生产污水、生产废气处理和废弃物管理，

  推动绿色生产。

“2019喜马拉雅国际学术论坛”（P96）

  倡导用喜马拉雅天然活性物为消费者带来

  健康安全的美丽。

“绿色生产”（P104）

  改良污水处理技术与工艺，有效降低污水排放量。

种草喜马拉雅”（P96）

积极响应国家扶贫工，助力脱贫攻坚；

合理开发荒滩、沙地、严重退化裸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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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集团率先定义化妆品内在和外在属性，以“六觉六性”，定义国际化妆品的品质标准。18年来对科研的坚持和积

累，促使伽蓝坚持对产品的品质用“品”和“质”两个层面、六个维度进行衡量，以“六觉六性”作为标准，为消费

者提供卓越的产品体验。

伽蓝集团针对东方人的文化、饮食和肌肤特点，结合艺术创意与技术突破，每一款产品及其意义都融合了传承与创新，

艺术化呈现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科技之美，为消费者提供五感六觉完美超卓的世界一流品质的化妆品，燃点起消费

者对美的无限梦想。

  五感六觉”：为消费者提供视觉美观、听觉悦耳、

嗅觉愉悦、味觉安全、触觉舒适的一流品质的产品，

进而传递尊重感、高贵感、安全感、舒适感和愉悦感。

一、专为东方女性研制

䭃㏲⎍㜢�ᾈ䚾☳庚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ORLD QUALITY

上 品 “六觉”

是用来定义和设计产品包材及内容物外

观、颜色、形状、使用方式及肤感表现的

具体表达。

是体现和定义产品“品”质的具体指标。

嗅觉

综合感觉味觉

听觉视觉

触觉

高 质 “六性”

伽蓝研发中心致力于对产品“六性” 的

不懈追求，以保证所有伽蓝开发和上市

的产品拥有“高质量和卓越”的标准。

稳定性

相容性

合规性

功效性 温和性

安全性

伽蓝要向高科技美妆企业发展，

融合世界顶尖科技与东方美学艺术，

在研发、制造、零售、服务、运营、形象各方面全面科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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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细胞层面
建立评价美白、

抗衰老等功效的体系

三维皮肤模型
更接近于人体的层面上，

考察原料和配方的功效及稳定性

“3D皮肤模型”采用中国人皮肤细胞为种子，通过体外培养技术，成功构建了含有表皮、真皮和真表皮连接处的完

整结构的皮肤组织模型，与正常人体皮肤接近，可为化妆品研发提供可代替动物实验的尖端科学验证，是伽蓝研发

中心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革命性突破。

2016年，伽蓝集团在现有的核心技术3D皮肤模型的基础上，通过与法国公司LabSkin Creations

合作，成功打印出中国人皮肤，成为全球第一家利用3D生物打印技术打印出亚洲人皮肤的公司。

二、三大尖端科技 & 60种科学验证

扫一扫 

观看3D生物打印

2013年，伽蓝集团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

伴，通过“神舟十号”太空飞船搭载，首次实现

生物护肤科研项目进入太空。6月26日，神十安

全返回，宣告伽蓝航天搭载项目取得成功，成为

亚洲率先通过世界最先进的航天技术开展空间生

物科学研究的化妆品企业。

2016 年，伽蓝集团成功搭载“实践十号”人造

卫星，开展了三大护肤领域科研项目，包括：工

程酵母菌皮肤功效研究项目、长白山人参籽护肤

应用研究项目、云南野生小玫瑰籽太空培育项

目。伽蓝从富有中国地域和人文特征的天然产物

中甄选珍稀成分，希望借助现代生物科学和医学

技术，开发功能性活性成分，为消费者提供安

全、有效的世界一流品质的化妆品。

2018年，伽蓝集团外太空护肤科研再取得新进

展。伽蓝联合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共同成立

《伽蓝集团-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特殊环境皮肤

防护生物技术联合实验室》，并将通过联合实验

室将开展一系列研究项目。目前已开展的项目包

括：“模拟舱50天皮肤生理参数的测试及研究项

目”与“特殊人群、特殊环境的个人清洁用品的

研究及开发项目”等。

3D皮肤模型

外太空护肤科研

肌肤衰老仅30%来自DNA的改变，70%来自环境的影响，这就是表观遗传学。伽蓝研发中心从2014年启动调控衰老

的表观调节因子microRNA的研究，发现影响中国人肌肤独特的4组调控因子，找到了中国人肌肤抵御衰老、光老

化、光污染影响的解决之道。目前已应用于抗光老化抗污染活性物的开发中。

表观遗传学应用

本着一切为消费者着想，伽蓝的每一款产品

从原料选择开始一直到上市销售，都至少经

过60种不同的安全性、功效性验证，以确保

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有效、值得信赖的、功能

卓越的世界一流品质的产品，满足消费者对

质量、功能、环境的诉求。

60种科学验证

2019年，伽蓝持续完善3D皮肤模型研究平台，新建立起3D人表皮模型，用于皮肤屏障和保湿功效

研究，也可应用于皮肤刺激性、皮肤光老化等测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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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堂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结合

临床专业分析的CKMC760仪

器，共同对肌肤的问题和肤质进

行判断。测评系统通过六维光谱

检测算法从肌龄、色沉、皱纹、

油脂粉刺、肌底健康度五维角

度，来评判肌肤目前的健康程度

和肌肤存在的问题，生成个人专

属的“肌因报告”；Al智能测肤

系统利用伽蓝研发中心的“肤感

地图”和“功效物梯度象限”，

从120个精华配方中，为消费者

自动匹配最合适的功效精华。

2019年至今，申请专利54项，其中：发明专利24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外观设计专利28项。

专利成果列举：

青稞发酵提取物的应用、红米发酵提取物在制备化妆品中的应用、牦牛奶发酵提取物的应用

原料开发部通过研究发现，青稞、红米和牦牛奶三种发酵产物提取物能够提高皮肤细胞增殖能力，并能够调节皮肤菌

群，可以作为修复老化皮肤的外用剂，随后为3种发酵原料作化妆品应用进行了专利申请和定制开发。这是伽蓝首次在

特色发酵原料中注入喜马拉雅DNA。

从AI智能测肤系统、“肌因”定制精华平台，到产品

追踪系统，自然堂私人定制精华项目运用科技之力，

开启了中国消费者肌肤的私人管理。

三、不断突破，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首款
【私人定制】护肤品发布

为了支持护发产品的功效测试、机理研究和

宣称支持，伽蓝和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建立

起体外研究平台，利用头皮毛囊细胞、离体

毛囊组织等手段评估护发成分的功效和作用

机理，为开发切实有效的头皮护理产品奠定

坚实的基础。

2017年，伽蓝集团成立

喜马拉雅美丽研究院，致

力于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

人文自然。

2018年初，研发中心建

立 了 植 物 组 织 培 养 实 验

室，经过不懈努力成功培

养的植物达到10余种。

2019年至今，研发中心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领域发表

相关文章1篇，申请发明专利4项。这是伽蓝在植物组

织培养领域首次取得的技术成果。

图：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培养的珍

稀药用植物的幼苗及愈伤组织细胞

2019年

•发表国内核心期刊7篇（发表在 China Detergent & Cosmetics 、日用化学品科学、日用化学工业）

•发表国外文章12篇（发表在IFSCC① 、WCD② 、Bioresource Technology 、 ISBUT③) 

2019年8月23日，伽蓝研发中心同上海交通大学在Bioresource Technology共

同发表一篇short  communication“Rapid production of lignocellulolyt-

ic enzymes by Trichoderma harzianum LZ117 isolated from Tibet for biomass 

degradation”，这是伽蓝集团研发中心首次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高影响因子

文章（IF=6.669,2018），伽蓝集团也成为首个在该核心期刊发表科研成果的中

国化妆品企业。

独家知识版权

科技文章发布

喜马拉雅植物研究院——植物组织培养 洗护发头皮护理研究新平台建立

①IFSCC: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Cosmetic Chemists （国际化妆品化学家学会联盟）

②WCD: World Congress Of Dermatology（世界皮肤科大会）

③ISBU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mass Utilization  Technologies（生物质利用技术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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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上海市奉贤区区长质量奖

2014年度上海市质量金奖

2015年-2017年伽蓝连续获评质量信用评价最高等级“AAA"级

2018年伽蓝入选首批“上海品牌”认证企业

2019年获评“中国轻工业美容皮肤组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9年被选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化妆品生产许可检查员”实训基地

2019年8月荣获全国化妆品行业质量领先企业

卓越的质量管理模式

全面推进卓越绩效管理模式，

制定企业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不

断了解并满足顾客和市场的需求，

加强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基

础设施和信息和知识资源的

管理，为利益相关方创

造平衡的价值。

科学的测量管理体系

伽蓝集团顺利通过了GB/T 

19022《测量管理体系》AAA级

（最高级）认证，确保体系内的所有

测量过程得到有效控制、所有测量

设备能够正确可靠地使用、所

有测量结果都能溯源到国际

单位标准。

商誉

2019年9月获得ISO22716、GMPC（美标、东盟标）认证，建立了涵盖ISO9001、ISO22716、GMPC（美标、

东盟标）、GB/T19022 测量管理体系（AAA级）的整合质量管理体系。

体系认证

中法联合植物小RNA研究获得新突破

2019年伽蓝与Ashland法国研发中心持续合作，开发出一系列富含小分子

RNA的喜马拉雅植物提取物，包括莳萝、松萝、龙胆、诃子、雪茶。其中

富含小RNA的喜马拉雅莳萝提取物申请PCT国际专利，已于2019年8月23

日在法国获得专利授权。

国内外学术交流日趋活跃

2019年伽蓝研发中心在多个国内外学术会议发布科研成果，包括世界皮肤

科大会（WCD①2019）、国际化妆品化学家学会联盟（IFSCC②2019）、

生物质利用技术国际会议（ISBUT③2019）、第十五届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

医师年会暨全国美容皮肤科学大会、第十一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会议、

第七届化妆品研发与技术合作峰会。

伽蓝集团汇聚全球力量，打造中国品牌。伽蓝集团自主的研发团队由来自中美法日韩五国资深科学家团队领衔，

具有国际公司多年从业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全力创新研究开发新品。

⡍һ㶹凌⋚䕵␍捁

2019喜马拉雅国际学术论坛

2019喜马拉雅国际学术论坛由伽蓝集团主办、自然堂喜马拉雅美丽研究院

承办，主题是“发现大自然的美丽力量”。

论坛延续首届聚焦的话题，继续探讨如何使用喜马拉雅天然活性物为消费

者肌肤带来更健康的美丽。来自全球的50余位嘉宾和业内学者参加了论

坛，分享了他们对喜马拉雅地区的水、植物、微生物的研究成果。

①WCD: World Congress Of Dermatology（世界皮肤科大会）

②IFSCC: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Cosmetic Chemists （国际化妆品化学家学会联盟）

③ISBU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mass Utilization  Technologies（生物质利用技术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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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集团以消费者为中心，聚焦核心业务，为消费

者提供爱不释手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世界一流

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帮助消费者实现更加美好快乐

的生活。

以“汇聚全球力量、打造中国品牌”的经营策略，

伽蓝与法美 日等国在科技、创意、设计等领域居于

全球领先的企业合作，先后创立了美素、自然堂、植

物智慧、春夏、COMO等多个个性 明的品牌。

CREATE VALUE FOR CONSUMERS

02



端美
美 效，专为东方美

美素，源自上海，源自内心对中国现代女性的 美。

作为中国原创高端美妆品牌，致力于打造集高科技、

高功效、高 度、高颜值为一体的抗老产品。美素还

将东方养颜精髓和世界尖端科技完美融合，从东方人

的文化、饮食和肌肤特点出发，专为东方女性量 定

制具有五感六觉、功效卓越的美妆品，全面满足 们

对美的 望。

美素自2001年从事专业美容开始，全面 听东方女性

的心 ，致力于将极致东方美学融入品牌精神、视觉

表现、产品开发的每一个细节中。激发和 美中国现代

女性之美，引领每一位中国女性 的展现自 独特的

时 力。这是美素的梦想，也是美素不变的承诺。



5月21日，在各位代理商和经销商伙伴们的万分期 和万众 目

下，中国原创高端美妆品牌美素宣布，以高 度、高功效为目标

力打造的美素肌肤定制安瓶系列全新上市。

5月20日至22日期间，美素也 新安瓶与大家相约上海美博会。

THE LAUNCH OF MAYSU CUSTOMIZED AMPOUL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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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美素正式 宣了全新品牌代 人—— ，迅速 引了大量人气，使美素进入更多消费者的视野，

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同期，美素还 助腾 视频出品的大 综艺《我和我的经 人》， 光量达5,386万人次，

投放总 量达2,500万次，一时间，美素 占了 屏，得到了消费者更广 的认知。接下来让我们和 一起，

为美素新品太空酵母安瓶打call！

偮召㩿⋗
VARIETY SHOW PLACEMENT ADS

㞀㞑ᾅ㥎㺭␚�㜢桨⚠㺭␚Ѭ䔛惞倱ὼ倱ώ晲⚠ ␚㜢毾

3月，美素全新品牌大使 亮相 大 百货，和粉丝一同探索东方花园的美肤能量！ 细心的“海 察男 ”

重 场，现场体验每个 动区域，与粉丝零距离接触。同时现场可以通过皮肤测试仪了解肌肤状态，利用AR试妆

一 打造专属妆容，还可以从 机中 取海量明星产品小样。此次活动全线体现品牌新零售 维。

㞀㞑倱ώ㺭␚
OFFLINE ACTIVITIES OF STARS

扫一扫观看

的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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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素坚持用功效型产品为品牌背 ，也让更多

消费者发现美素、体验美素、爱上美素。作为

视频 发元年的2019， 音、微信、小红

、微博、 直 多平台上，明星、意 领

、素人 力为太空安瓶发 ，全方位多平台

口 碑 种 草 ， 单 品 总 光 突 破 1 次 ， 引 发

4,565万次 动！品牌代 人 自带

体质， 的个性大胆与美素的品牌愿景一

合，通过 的种草视频也为品牌创造了更

多话题与关注。

㽊⋷䡦㘟

整个双十一期间（10/21-11/11）店 自 23

场，总计时长170小时、KOL直 98场，整个

直 触达人数513万+、 动2,155万次、引导

进店17万人次、成交金额高达105万+。

䪰‖䚧⚸㜢彡
NEW IDEAS FOR SOCIAL E-COMMERCE

全 上 今

Ⓢ⍬�������䙨

全年全 种草

�‱�

光量

�����

动率

������

好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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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最强大的生命力都 育在最严 的极地中。自然堂 起世界第

三极广 的喜马拉雅山 ，据说 里有地球上最 的 水、有超

强抗 化能力的雪地植物、有沉积亿万年赋有天然能量的海 物

质， 里有大自然的万 色彩和美 气息，有神 老的文化传承，

这一切都是自然堂取之不 的原料来源和创意之源。自然堂致力于喜

马拉雅山 、珍稀植物、 物、动物和独特文化的研究，利用先

进科技，保护性开发喜马拉雅的自然资源，以合理的价格为全球消费

者提供来自喜马拉雅山 的大自然最好的馈 ， 为满足消费者乐享

自然、美丽生活！并通过各种形式，将喜马拉雅丰富多彩的美好生命

力展现于世界。

自然堂2001年创建于上海，产品涵盖护肤品、彩妆品、面 、个人

护理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具有卓越品质，能满足各个年龄段不

同性 的美与健康追求者的需求。“ 本来就很美”是自然堂传递的

自然自信的品牌精神，通过丰富多样的产品，让每个人都能用自然堂

的产品展现出自己与生俱来、独一无二的个性。

，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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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大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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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美女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兵式上，有一道 样 丽的 景线。中国女兵 着春 服、 长 马 ，用 的 、

整 的步 组成了一个 的五彩方 ，向世界 展独特的中国之美！

而素来富有社会责任感、充满家国情 的自然堂一直以来都在 地 伴仪 队女兵，为 们提供护肤产品、开设

美妆 堂。值此喜迎祖国70华诞之际，自然堂更是特 定制了 自然堂 彩 红星限量 ，献 祖国70周年。其

感源自中国国旗中的五角星元素，在转动 体的 一 ，好 一 的红星 升起。助力仪 女兵在受 仪

式中呈现完美妆容，共同 证这个无上光荣的伟大时 ！

0 年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值此举国 庆

之际，自然堂四大品类围 主题，结合“红星”与

“70”定制了献 款系列产品，并以 自然堂星动中

国 为主题进行推广活动。活动号 众多明星助力发

，多位网络达人口碑种草，同时在推广之际与国庆

献 大 《 者》深度合作借 宣传，多角度展现

了品牌源头与产品卖点；更有定制产品 彩红星

限量 伴三军仪 队，共同接受祖国人民检 ，再

次引发网络 议。话题上线10天 光量 突破1.5

人次， 引近7万人 议。

2个月 售14万支， 在 1 售空，引 全

网 ， 光2.5 次，点燃为中国品牌 彩的 潮。

䡍ᾈⓀ嵐��↰㈷䒠䪮
LOURISHING AGE   SINCERELY PRESENT

自然堂 红 在2019中国创新营 会

获“年 创新营 产品 ”

上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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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起，自然堂将肌肤亮 的“ 法”护肤能量带 全国各

地， 续在深 、 、长沙、东 、 等全国多个城市展

开。清新自然的简约调性， 和粉 的色彩搭配，让自然堂面

空间成为博人 球的人流聚集地，为当地消费者们带 了可

触 的实景消费体验。现场邀请到韩 、段 、符龙飞等当

红明星 临现场，并有众多护肤达人打 种草， 起了一股

“ 力”美颜 潮。

6月8日，自然堂 网红 款茶马 道面

及 力打造的茶马 道面 空间空降

深 。消费者可以 体验茶马 道面

的满分 水力，又能解 现场多重

“茶 ” 法，超人气新星 远 临

现场，分享自然美肌的 ，邀请大家

一起pick肌肤爱 的 “茶”。

6月15日起，自然堂茶马 道面 空间

还 次出现在成都、 州、晋中、永

州。人气 、高 、林 相

继亮相，变 自然堂茶马 道面 体验

现场助力，为当地消费者带 一段美

的“下 茶”时光。

⢚咨毞╖懅”╉ұώⒺ咨Ҳ㝨⊻㞀㞑倱ώ㺭␚
OFFLINE ACTIVITIES OF STARS

卜䊨⥴儀⫸毾櫸Ѭ倡⌲儀ᾯ㜢毾

2019下 年起，自然堂喜马拉雅美妆体验 全面启航， 喜马拉雅的 美丽 全国。 续展开近60场活动，覆盖

华东、华南、华北、东北、 区等多个区域多级城市，为消费者带 集护肤&美妆于一体的一 式体验。

每场活动均有各方明星助 ， 少年团成员 、 子 ，《 入人心》第一季及第二季多位人气学员均 临现

场，作为自然堂美妆体验 与消费者共同体验自然堂 肌水、全新小 瓶精华等多款 销明星产品， 护肤美妆心

得，为当地消费者带来独特的焕肤美妆体验。

卜䊨⥴丰Ⓚ叴Ѭᾀ㞀㞑毾ⴊ⋣”汊⊻㝨⎭

自然堂精华节9-11月 续 全国6城。本次自然堂精华节，由全新升级的“ 神器”——自然堂小 瓶精华领衔

出 ，自然堂精华家族成员——V 精华、雪松 精华，以及安瓶系列等明星产品共同亮相。并力邀知名艺人 、

继 、 卓成、 文 、林 及连 伟到场助力，化 自然堂精华体验 体验，为小 瓶 情打call，与粉丝

共 肌肤 行之旅， 9大肌肤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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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堂联合90/00后最爱的 平台快看 ，借助与品牌匹配的少女心情节，设定二次元人气爱 。4月18日上线

后，产出 如破 ！评论量持平近期发 高光单话评论！用户参与 小 瓶 利活动 情空前高 ！自然堂打破

次元 ，转化二次元粉丝为品牌粉丝，让品牌社交影响力更上一层 。

卜䊨⥴䷻Ὸ%䱋ѯ彚㲓⊵㘛␚䷻ᾏ䟶ㄵѯ

Z世代消费正在大行其道，次元文化，

圈层至上。中国Z世代1.47亿，人群最

大，而 则是Z世代首选的社

交网 ，有着无人不 的文化 力。此

次自然堂B 联名款，是 首次

IP授权的 一彩妆 界，成就了里程碑

式的联名彩妆。

自然堂B 联名款产品有着细 手

感外 ， 在手心治 天，周 粉

细 化妆包和小电视化妆 ，简直太

少女心！产品一经上市 全网，24

小时话题量突破9,000万，更有50余位

达人尖 安利。自然堂B 联名口红更

是开售10分 告售 ，并带动整体

彩妆品类销售提升80%！通过 界精准

触达了圈层人群，实力带动销售！

品 大       广总 光量超830万次，有效点 50万+次

提 感 力      小 场投放仅一天就获得317万 量，32万+点 ，2万+优质用户评论

社交 力      KOL联合发 ，合计 量超180万，与品牌 微形成联动

流力      小 瓶开屏素材CTR高达8.07%，超越 期合作同品类广告

卜䊨⥴;㫯㫯咨Ѭ䔛惞ұ䢑Ҳ彚䚾ѯ
嵩⃒廁ұ努Ҳ✏㣡咨ѯ

5月24日，自然堂 手时 茶饮品牌 茶强 界来 ，在上海环球 力打造“以茶之名”的自然堂茶马 道

面 空间。众多美容时 达人和主流 体 数到场，更有两位超人气 明星——自然堂茶马 道面 首 体验

、 超元 临现场，解 当季“ ”茶新 。

   数 粉丝及消费者现场种草，美妆达人现场直 总观看量超1

   近百家主流 体争相报道， 全网， 体 光近1,000万

   以茶之名， 小 微博话题 量增加1.2 +，话题讨论量增加50万+

8月，自然堂茶马 道面 正式入 茶上海合生汇一 制茶 园旗舰店，在进一步加深双方 界深度的同时，也从

渠道角度开创历史性的新突破。真正从消费者角度以茶之名，以茶会 ， 手 茶共同为消费者带来了好用的面 、

好 的茶饮、好 的茶文化。

彚䚾╺
CROSSOVER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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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堂独家 名2019大 综艺《我和我的经 人》，这 综艺能够有效触达年轻受众，与自然堂的受众人群

精准匹配。不仅如此， 定代 人白 及场景化构建，以此增加产品露出、品牌 光、打造明星同款。代入感

极强的情节能与受众产生共情，进而激发了消费者对产品的进一步关注。

《我和我的经 人》节目总 放量达7.2 ；节目微博话题流量超21.5 ；自然堂整体广告 光量超31 次，

引发全网 议。

⪜ὼ⪦Ὸ��卜䊨⥴⾠⃒慯㣀䔢

整个7月被 现 占，让无数“现女 ”上头的《 爱的 爱的》最终以8.5高分完美收 ，实 无 ！而自然堂 手

该大 ，对产品进行沉 式营销，结合 情内容，自然堂面 、粉底液、口红等产品以自然合理的方式出现，不仅

推动着 情的发展， 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和记 ，打造 同款产品。强强联手树立了品牌年轻活力的品牌

形象，还使自然堂的系列产品在社交网络得到 量的大 提升。

⌒╿廐␛
TITLE SPO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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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源自喜马拉雅的自然堂将极限越野跑和自然堂男士有活力、有激情、具有 战精神品牌理念结合，开创了

一场独一无二的在 境内的越野跑。

龙 100公里 道，平均海 4,050米，累计 升5,323米，最高海 4,780米， 联起了南 峰、雅 布

谷、加拉白 峰、色季拉山等多个喜马拉雅世界级景观。这 自然堂男士所创造的 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最美

的越野跑 道了。 50公里 道平均海 3,686米，累计 升2,360米，最高海 4,497米。 道相对龙 道轻松

许多，可跑性强， 景色 然壮丽。 道最高点 峰台可观看南 峰与雅 布 谷， 花海等世界景观。

卜䊨⥴䚩⩝ұ焋妲⣽䚩⡔ҲѬ‼⪁䉟妲核偅

今夏，自然堂男士 手 ，发起了一场高燃 龙 型动 ，以龙 之名， 型男，带来新时代 “型男” 全新

定义！有型无 ， 做自己！

创作 型 男 群、速度 型 男 、 技 型 男 梦实、 型 男 林、防守 型 男颜 、电

竞 型 男 以及 智 型 男程杭 助 ，在 JRs心中激起一 高燃型男话题，当体内的龙 已 腾，

情释放 ，够 型 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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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自然堂 手青春 志综艺《青春

有 》的6位人气青春 —— 超元，

文 ， ， ， ， ，

共同为明星产品 肌水证 。自然堂与

《青春有 》的合作可 是天作之合，

6位个性 明的青春 ，与 肌水的6

大特点完美 合，自然堂将流量、粉丝

和产品三者 联系起来。6位共同为自

然堂 肌水 让肌肤 好水 助力，不仅

贡献了自己的流量，也在自然堂的平台

上 相协同增效，同时借助自然堂广

的传 力和卓越的营销，产生了全新的

流量。

⪜枥ῑ副㘛"�卜䊨⥴㐈楥廷候㒃㎊廍䲻⃒㣗�

4月10日0点，自然堂在 音发起 抵御地表强 外线 超级 战 ，同期 音 方上线“ 太 ” ，以及达人 线

LineDancer制作并发布的主题音乐。通过 音 的 设计，合 场景的音乐 围、 味 法，营造出场景

与产品的强关联性，强化大众对自然堂防 新品的认知，一时间引发全民 动形成流量 ，同时开拓电商链

环，形成社交化营销的 变。

4月16日24点，共有超过33万人参与 抵御地表强 外线 超级 战 ，发布超过41万 视频； 战 面内总

放量破24 次； 战 所有视频点 量超过5,475万次。

⋚㶃䬿咻��
卜䊨⥴䃠⫸㜢☳ҫҫ⌢凾䍸㶦ⴌ⫸㛕䷻

7月3日，自然堂“内 系” 肌家族新成员—— 肌 水定妆

粉于 品会全网独家亮相。自然堂与 品会再次联合发力，

手共同创造了全新首发单品的新 。开启品牌与 品会

2019“亿飞 天“ 篇章。首发当日， 售2万 ，平均每

4 卖出一 ！成功打响新品全网首发第一 。

产品首发连带的 水 粉 微博 话题全网 屏，24小时

内破1 量，传 总 光量超过3.5 ，将自然堂 肌 水

定妆 粉推向美妆界全新 款。

自5月中 起， 肌 水定妆 粉 在各大主流社交平台，被

万量级大 网红、美妆博主花式种草。代 人 测

安利，种草视频引 全网。更有新生代 高嘉 、连 伟、

、师 等 助 ，引发粉丝追 。

倱ὼ㺭␚
ONLINE ACTIVITIES

上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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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 售期间，成分 高功效产品首发， 提亮安瓶面 提前

售 ，70周年限量 彩红星 累计 售13.8万支，11月11日

零点开售1 售 ；双11当天，国货第一的面 类，总计销售超过

4,500万 。

今年回 本真的营销主题“更美更开心”，自然堂特邀 华明星

容组成“开心 物 ”，为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 体验。自然堂

手天猫正式 南极，向世界传 了高水准国货的自信与美感。

同时作为国货品牌 ，自然堂将 彩 中国女排。最

终“更美更开心”话题 数破亿， 外总 光超50 。 

2019 自然堂 6

自然堂天猫旗舰店迎来了6岁生日。旗舰店6年来积累的百万评论 自代 产品，为消费者

奉上 有广告 的真实店庆，线上线下双渠道联动打造了6周年 说实话美妆店 全新 物

体验。活动当天 新同期单日销量 ， 牌产品喜马拉雅面 销100万 ，明星产品

肌水更是 卖超过30,000支。

2019 新年新

中国人春节“好好过年”， 面子年 切入消费者心智：面上有光，更有“面子”，创意

场景 心营销，打造春节 屏事 落地自然堂 ！构建受众与品牌深层情感链接，带动

销售。

11 肌

11月9日，自然堂在 博发起“点亮全球地标”主题活动， 手天猫 南极参加2019

双11点亮全球地标行动，开启 肌水点亮南极 之旅，成就了将国货品牌带到地球最南

端的极地的壮举，源于喜马拉雅的 肌水也完成了一次由“极高”到“极南”的旅程，

一展自然堂的自然之美和国货品牌的自信。

2019 了 肌大人 种草喜马拉雅

解 营销新模式，首 每周PK微综艺 今夏。明星导师 ，人气大V化 “ 肌大

人”为消费者解决真实场景中的美妆 点，从需求 源构建社交化 链。UGC角度引

消费者共 ，微综艺 放量突破1,000万，多渠道 全网总 光1.15 ， 天

猫每周大牌日国货N .1。

自然堂  大 会艺术 物 面   D 物 日

自然堂历时大 年的 备， 力打造，赋予了艺术品新的生命，也完美 释了自然堂茶马

道面 给肌肤 好茶的产品理念。在传 端，通过与Disco ery探索频道合作，量

打造 《名作的重生》，向消费者展示新的艺术 和理解形式的出现，艺术家们被

于博物 里的经 之作，正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获得新生，总 光超过6.5 。

自然堂  力开

10月25日，自然堂 下 长达1小时的直 专场；双11期间，自然堂联合网红主

女小 ，超明星 容 、谢 及众多 体达人开启直 ，实力助 国货美妆新 力

起。

会

11月10日，自然堂以特约 助 份亮相天猫 会。通过简单 的 红包活动迅速点燃消

费者 情；联合 祖蓝、 、 嘉 三对明星 妇呈上精彩表 ；自然堂代 人小

亮相舞台，参与现场红蓝pk活动，带领消费者 全场

┾��Ѫ㡦儀㡦ひㄵ

联全 国 美妆

国 美妆品

国 美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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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东 开业

9月中 ，自然堂品牌正式进 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S2 流层，是 一

一家进 机场的国内化妆品品牌。

浦东机场单品牌形象店将成为全国

至世界游客的品牌 口，奠定品

牌影响力。

中国中 外 业务

自然堂品牌5月29日成功进 上海

口国际 T1店、6月6日入

海 店，未来将阶段性进 全国

166家 店。自然堂成为中 渠道合

作下，首个进 的国货化妆品牌。 

自然堂 乐乐  业联

5月上海环球 店：开展明星合作。

8月上海合生汇店： 店采用新零售合作方式，售卖茶马 道面 ，

为全国线上线下发展做 。

伽蓝集团 中信建 证 工会

成功实现了伽蓝集团与中信集团旗下中信国安广视的企业内 业务

流程打通的首要目标。通过数字化手段，首次真正意义上切入到中

信集团的员工 利内 系统中。

上 中

5月1日，自然堂品牌成功进 上海建筑标志制高点。

三

全国900多家生活方式集合店。

㾒懅╃
CHANNE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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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理专

伽蓝集团旗下的 感肌肤护肤品牌 植物智慧，以“专为中国 感肌肤研发设计”

为品牌理念，专为 肌肤定制。植物智慧的主推产品舒 特护系列，主要针对

肌肤 、 、 红、不舒适的人群，经过国内四大医院皮肤中心 测试，产品

实证有效。植物智慧采用天然、安全、有效的护肤成分，以轻松、容易、简单、

智慧的护肤方式， 启植物护肤的 新篇章，成为伽蓝旗下 至中国化妆品市场

中都 有个性的护肤品牌。

国内四大医院皮肤中心分 是：空军总医院化妆品安全及功效性检验机构、上海

市皮肤 医院健康相关产品检测实验室、华 医院化妆品安全性与功效性评价实

验室、中山大学 属第三医院化妆品皮肤科学实验室。



2019年，植物智慧继续 感肌修护领域 力，重新定义“ 感肌护理专业品牌”，产品技术创新升级。

植物智慧舒 修护技术，是指植物智慧通过长期研究和开发，将品牌核心功效成分稳定承载于配方中，

并有效实现舒 和修护 肌肤的技术。有效承载核心功效成分， 舒 肌肤不适，

加速 感肌的屏障修护，解决 感肌困 。

植物智慧—— 感肌护理专业品牌

Keep your skin well and keep your heart warm.

Always with wisdom.

44大创新

科学的

高 不回流

使用期间二次污染

精 的 方

方

极简配方，0 加

专注为 感肌研发

专业的成

成

源于植物精 功效成分

直 感 源

可 的

舒 加速修护

告 感肌困

技

挿㜢ⴌΆ�⎍㜢Ⓓ候
REDEFINE INNOVATION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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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由伽蓝集团自主研发，植物智慧舒 特护系列新品亮相。

该系列在 感肌修护领域获得技术性突破，不仅对特护系列进行了产品 充，更对产品成分进行了升级。

主推“极简配方，快速修护”，真正解决肌肤 感问题。

2019年美   验

5月20日-22日，中国美容博览会（上海CBE）授予植物智慧“2018年中国 品 ”。

本次展览会期间，舒 特护系列新品首次公开亮相。新品围 感肌修护领域，从科研技术、核心成分、四大医院验

证等维度进行展示。展位现场新增专业肌肤测试仪、 动H5、“听产品会说话”等活动，联动线上线下，实现品牌与

用户深度交 “新体验”。

舒 保湿 舒 特护安肤 （加强型） 舒 水修护面

，

8月-12月，“ 感日”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店

内新客 。全年分季度进行主题营销 新活动

相关宣传物料配合活动下发。

准聚焦 感肌消费者，全国线下渠道展开300场

感日推广活动。 感肌消费者26,000余名；

店 均 名 感肌消费者87人；特护系列销售占

65%。

㜢☳㣗娟
THE NEW SERIES IS COMING

倱ώ㺭␚
OFFLIN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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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至10月进行“BA网红计划”，植物智慧通过 直领域的细分人群运营，由 年的图文内容形式，快速反

应为“ 频快”的 视内容 出。一大批有 力BA网红为品牌种草。下沉三四线市场，精准“小镇青年”，

在快手平台产生大量UGC内容，并发 力网红BA，助力品牌 光，实现销售转化。

动 5二维

电商渠道二维

线下 店二维

倱ὼ㺭␚
ONLINE ACTIVITIES

㛢㓠␚ㅳ⍸㤂
DATA DYNAMIC ANALYSIS

至2019年12月底，植物智慧整体网络数量6,224家。

新 41 37

275 342

青 46 52

0 0

内 144 239

560 603

夏53 51

390 492

185 219

160 172

龙 55 91

50 348

451 585

235 564

485 673

65 178

15 56

50 153

155 145

东 454 754

35 84

21 78

40 184

75 49

建 0 38

东 0 37

在消费升级大 下，为了让消费者有更好的消费

体验，我们通过音频、视频等形式传递“品牌源

头、成分科技、产品功效、优 活动”等内容，进

一步提高消费者体验。并将“产品会说话”打造成

为智能化与新零售技术应用的功能。 1 12

其他产品

35%

特护系列

65%

水9.85%

8.02%

加强 5.85%

面 1.67%

舒 特护

安肤 35.23%3.32%

洁面3.51%

图中标示为：省份 有效店数/备 店数

6,22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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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义于“春天 、夏日 果”的春夏，

全球 春 夏果的活性，打造全新植物护肤

理念，赋予品牌独特的DNA： 、 用、

。以伽蓝集团强大的研发实力为 ，致

力于打造更适合中国人肤质、 伴Z世代共同

成长的年轻护肤品牌。

春夏在最美好的季节， 遍世界最富有生命力

的独特地区，精选丰富功效的春 夏果， 取

其独特的有效成分，并将其运用在了不同的产

品系列之中。南非复活草系列、日本京都 露

系列、印度余 子系列、 海 果系列、法

国 系列，这些在特 生长环境中提取的

果成分将会在不同的产品中发 独特的护

肤功效，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护肤产品和生

活乐 。

， ，
愿 美



廢⍬⡯杚Ѭ㞗⪁兲倔㎍倥

5月，春夏搭载天猫理想生活 季， 出国 ，亮

相 。明星单品——南非复活草 保湿 、防

系列、 果面 系列法国 系列 红

国际舞台，让世界看到品牌所传递的价值主 ：

“好看、好用、好 ”。

倱ώ㺭␚
OFFLINE ACTIVITIES

全球最特 地方春 夏果

活性能量的全新植物护肤品牌

春夏，是一个全新植物护肤品牌，品牌名称取义于春天 、夏日 果， 感来源于植物药学 法中

的 法(Gemmotherapy)，看 的 ， 含着启动生命的全部能量。这些珍贵 的活性

成分转 ，能为肌肤提供高出成 植物数 的 人营养。除 之外， 满多 的夏日 果 聚

植物一生精华，同样处于生命能量 峰时 。

“春夏”发现， 使同一种春 夏果，特 的生长环境也会成就独特的护肤功效。因此，春夏在最

美好的春夏季节， 遍世界最富有生命力的独特地区，精选最富功效的春 夏果，期望为消费者提供

高品质的护肤产品和生活乐 。如果肌肤有四季，原 永远 在最美的春夏。

☳䎾ⴌ₿

☳䎾嵵㆙

☳䎾㚷´

活力积极、动感

䑞䏫惭䟶☳䎾↮

极致用户体验

新 有 动

⫯䚚

⫯䔛

品牌视觉传达⫯䡽

61 62



代 人深度合作， 气总 艺 大航海重庆 会。重庆

观音 商圈大屏 应 ，场内精心策划制作8,000份粉丝

定制 包，场外应 周 发不 ，“春夏 ” 粉 出新高

度，品牌 微 动量8,000万+，粉丝好评如潮。

ㆭ⌒を召⋦⪙厜㻩挿⿸䂆⚣₌ѯ
㞗⪁ⴒ䷻ⴒ⍬㜢汊〘ѯ

10月7日代 人 艺 生日，春夏 心庆生，再度点亮重庆

观音 商圈大屏，以粉丝之名，守护艺 星 ，共启

“ ”征程。 大屏，万人围观，引发 度话题。

☳䎾⁕孲⿸䚑Ѭ䷻ᾏ喗晲Ѭ
⋿〘存愰�

⌒╿廐␛
TITLE SPONSOR5月，二度参加全球最大规模美容展—美博会，新零售 再次引发行业内关注，现场展台人流络 不 。

活力新品 念 光，引发行业内 议。

美 ，春夏 度 发布Z世代消费者护肤市场全景行业 察白皮 ，

前瞻发 显 范，引发行业 议，当天 获“新 品牌大奖”、“中国

好品牌”两项大奖。

㞗⪁⋿㲓㈼句†䡪儀Ⓦ₌

҉=ᾈ⁕㐖刖⽴⢬⋚㟡嬴ⵑ䟯䠠ῘҊ桹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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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入人心》第一季合作之后，春夏品牌 追 ，强 助 南卫视的原创新形态 乐

节目《 入人心》第二季，先 人，开启实力保湿追光之旅， 放量近5 。

㞗⪁�;҉⩢⋗ㄵ�ҊѬ□㨘慯⊻Ѭ㡻䎣 ␚

9月12日，春夏 助《 入人心》第二季粉丝 面会。高人气新品频 被cue， 连连。

春夏 心策划选手近距离与粉丝有爱 动， 女孩大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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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众神流量大战，春夏 滩 音平台率先 。产品定制化 味 引发国民 战 潮，20.7 次强 围观，

品牌定制 使用量突破18万，为行业同期平均 使用量1.25 。

���ひ□㐈楥㒃㎊廍Ѭ㕂⎿槶䉟䚧⚸㺳捁⪙㎊

联合直 界 流 佳 ，7月10日 “春夏”开 ，直

仅15分 明星单品复活草 保湿 卖10,000 ， 速

售 。

ガガ准╺槨㺳ᾭ㘟㣀⃥䖘Ѭ㞀㞑Ⓡ☳Ⓢ䍸䡦㘟杦

⁕孲⍬⾟䒝㟌Ѭᾬ☳䎾炀␍␛枧

双11 艺 力全开，精彩呈现品牌 金时段 喜 ，开 62分 ，春夏 方旗舰店销量超 年全天。

ⶁ㞗⪁䟶䲞῾ᾜ┾��

䔛惞㜢桨⚠
DEFINE NEW RETAIL

双11当天

开 仅62分

年全 量
总销量增长2

全面发展小春夏

成长不 在线上

双11

全国共有15,650+线上 店

是 年的近2.5

从0直增

2,500+线上云店

ⴐ␍�ⅿ 嬶㮓�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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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O发 16-23岁年轻女性追求自我展现自我的

内心诉求，将其追求区 于他人的个性及态度提

为“任性”这一品牌DNA。

COMO为追求自我价值不在 人 光的自信而有

态度的女性代 ，是为其打造展现独特个性与 力

的彩妆品牌。

COMO在每一季推出独树一 的潮流妆容，引领年

轻一代的潮流 。作为先 彩妆潮牌COMO在色

彩、设计及视觉形象方面突显 异化的品牌个性。

作为汇集中国、韩国、法国彩妆领域专业力量共同

打造的彩妆潮牌，COMO以高完成度的产品、妆

容、设计让消费者成为 实的COMO发 。
品 人——



2019年，COMO参加了天猫美妆 护新 品牌CTB创业大

找发光体 ，历时三个多月，从200多个品牌中脱 而出，成功晋

级12强， 事全程在安 卫视《不可 议时 家》节目中 出。

9月23日，COMO 开内部发布会，宣告COMO天猫旗舰店正式

上线。

COMO ´崢

理念
性

COMO希望，

通过打造满足COMO女孩需要的 覆性创新产品，

以卓 不群的任性美学，

突破常规， 造独特 自我的 格，

成为每一位新世代 家青 的潮流品牌。

COMO�◯

COMO主 ，每一个“任性”的COMO女孩，

都具备这样的特质：

自我、

不追随大众主流、不 做 听者

专心于自我满足， 于自我实现，

有强烈的表达意愿，向世界展现自我态度。

快乐，好 ， ，善 自己

上COMO的 一 ，

在 深处的 个开关被

一下 下 —— 任性 is ON！

COMO�ⴕ孲

品 人—— ，1998年出生， 业于

北京电影学院，以清丽的外表和独特的气质深受各

大国际品牌青 ， 是 技可期的新生代 员，也

是 双 的 女孩。快和 一起 COMO

色彩星球，任性 转个性彩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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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独特的奶 质地，顺滑好上色，新

手也能轻松 。一 速 ，持久

防水，内 线也不 妆， 部自带

， 细任意调节。

02可 可 红 08元气满满

20 意快活红 21 上 红

22 系少女

高级 光质地，6大色系、24款任性时 色，随 放 。

光 完美结合，奶 丝滑质地，高显色够持久不 。

超服 、 、更水 ，打造专属 的第二层肌肤。

轻 完美结合，自然不 面；双重保湿剂，

粉脱粉 。个性方形设计，打破传统包 ，简单可爱

，随时随地 妆。

色号 

一 多用，点亮全 ， 影、 、高光、 彩， 耳

提亮均可使用。高 光 ，多角度高级 光 ，

湿滑的液体质地， 滑 肤不飞粉，独特的“白小 ”

头，一 上色方 使用。

以“ 之 ”为 念

用美食表达丰富色彩

地

触感

持

01 口龙  12夏日久保

14 草人形  15

色号 

74



BRING DEVELOPMENT TO CLIENTS

伽蓝集团不仅关注生意，更帮助客户建立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本着“共同发展”和“公平交易”的经

营理念，以公平、诚信、确保客户利益为原则与

客户交易，并 和 些与公司具有相同的价值

观、 人尊敬的经营目的、优 的企业特质的客

户建立长期伙伴关系，实现共赢。

发展

03



2012年12月，伽蓝正式发布“育龙计划”。该计划属于非赢利性的、致力于客户服务和发展的平台，以培育更多客户

成为并保持行业龙头地位为 ，实现伽蓝自 与客户的共同发展。

⥫判㡦⪌ⴔ㎩㎂ᾬ㑳偟⅏㑳妾ᾌ焋⪦⢢₿

、 发展、 、 为 、

合作基  不 、 不 、不 、不 、不 、不 价

营理

伽蓝大学

财务支持
计划

龙俱乐部

这是一个专 伽蓝 品 理商中，公司规模和行业影响力已达到一定程度的代理商量 定做

的高端俱乐部，基于生意合作，又超越经济层面合作的战略合作组织。“龙俱乐部”实行单位会员

制，服务对象是龙俱乐部的会员单位，简称“龙会员”，服务 是通过组织高峰对话、开展商务活

动、参与高端平台、提供发展机会等培育“龙会员”的影响力、建立行业龙头地位。2012年12月24

日，“龙俱乐部” 在上海正式成立。

在扶持代理商突破企业发展关 时期的 ，帮助符合金融机构评估 、基于“代理商全面

评价体系”未被红牌 告的代理商解决融资问题。

成 融

扶持优质代理商突破企业发展关 时期的资金瓶 ，

与银行 新一 融资方 。 至2019年，已累计

协助27家（次）符合资质的代理商成功申请授信支

持，代理商累计使用授信金额为近1.3 元。

龙会员活 ：“定力”

2019年9月24日，伽蓝龙会员主题活动第八回“定力”

在上海举行。这是龙会员俱乐部 容到27家的首次亮

相，也是历年来参与人数最为 大的一次龙会员活动。

本次龙会员活动，还专 设立了 容授牌仪式。一份份

龙会员证 ，满载着每一位代理商伙伴与伽蓝的深 感

情及信任承诺， 是坚守定力，共 发展的 证！

 二 财务支持计划  三 龙俱乐部

 一 伽蓝大学——自然堂美妆 售 研 社

与人 201人

345个

共计产 47 定制化3 作

标 成率116%， 96%

累计协助27家

授信金额为近1.3

判焋崓⎄
DRAGON PLAN

可持续发展 ： 在通过各类培训为更多代理商龙会员带来更系统更专业的培训，提升代理商

龙会员的经营管理能力，为中国化妆品市场培养更多的人才。

2019年5月，在伽蓝集团《破解成长瓶 的关  

ONE A100客户大会》上，“ 增计划”正式问世。

目的是通过伽蓝、代理商、经销商三方创新合作，

伽蓝和代理商共同加大投入，来实现自然堂在美妆

店渠道市场份额的大 增长，实现客户销量和利

双双 增。

12月1日伽蓝集团在上海举办了《科技赢未来 营销

计划发布会及A类客户会议》，自然堂团队联合600

多位代理商、经销商，打响“云店战 ”，此次战

共计2,200家 店参与，完成 新22万人，同样实

现了近4 的销售增长。

未来，伽蓝集团将运用强大的科技力，围 消费者

需求创新产品，实现全面数字化，打造数字化零售

端口和供应链，开创数字化营销新方式。

相对于集团以 提出的方式、方法，

“ 计划” 五大创新：

消费者端 会

知识

客户

1

2

4

3

5

工

与 的客户提 专项服务

全面 自然堂美妆 理商 商客户，生

伽蓝大学自9月3日成立以来，共计在自然堂美妆店渠道开展销售 增研 社3期，参与人数201人，覆盖 店345个，

共计产出47份定制化3G作战地图，围 双十一指标达成率116%，同 增长96%，2020年，我们将继续推动伽大的

落地 行，赋能客户，助力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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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采 部成立两周年以来，从集团发展战略出发，立足新品牌、新品类，引入全球范围内的优质资源， 创新

技术，支撑集团战略及创新发展。同时，充分利用战略采 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实现总成本更优的同时，为

集团可持续发展创造着不可限量的社会价值。

重新优化《供应商引入评估制度》，提高评 制度的 活度和包容性，从而 细分市场上表现优异的供应源，

提高集团供应竞争优 。

在供应商管理方面，关注供应商自 的环保贡献、社会公益、员工关爱、工作环境等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贡献。

在保证消费者体验的前提下，实现多品类物料的环保举 ，直接品类覆盖11%，营销物资品类覆盖16%。

持续应用全球领先的战略采 管理方法和精准的数据分析，已实现成本规 高达12.5%，全球采 覆盖 9个国家。

〆䚚㎊䛗挹废䴓䕸㜫㹇Ѭぬ䰽╡㑳偟╃䡪⋥ᾰ㔜
， 自然中 ， 自然中

自然堂 肌水 取自喜马拉雅海 5,142米的

历时一年 肌水全面升级，回 真正意义的 包

节能 排，推动集团全链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共 ；替代传统油 ， 少二 化 排放量高达90%

质 应商 ， 力集团 发展

战略采 部致力于 找全球优质资源及创新技术，助力伽蓝创新开发，筑梦2021

该项目供应商是全球最大的 包 生产企业， 肌水项目 是一个开始，同时为伽蓝在 护领域的

发展奠基

⡐ツ卜䊨Ѭ⎍㜢⑷娷㔚␚₯噏⋚䚑ㅳ╡㑳偟╃

创新科技， 造全球 色化妆品

自然堂 肌水一次注 成型，色 亮；新模具、创新设备开发， 中、 、 、 、 、日、韩

七大国家

打造全球首款量产多层PET 变色化妆品瓶，自然堂成为使用全球最环保 变多色包 的化妆品品牌

绿色生 应 ， 力可持续发展

伽蓝集团积极响应国家环保要求，2018年10月份开始推进可 环使

用物流 项目，通过与供应商之间包材外 环使用， 少物流

的消 。

践行绿色生态供应链，降低集团运营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

双方 利 赢，体现了伽蓝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企业社

会责任。此项目将后续持续推广覆盖。

₯噏核⡔╡ㄜ䔡䚚䏛㺳䴣槫䡠⎏嬳㎂㚺

用625个   1

覆盖7大品类： 料瓶、 管、盖、

头、手拉 、花 、 制品

绿色

覆盖7大品类 约80个物料

已节省 约8万

成

通过包 材料物流 重复回收使用，

降低物流运营成本

共赢

已有13家主力材料类

供应商参与

CREATE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ECOSYSTEM OF JALA

㏅憒₯噏偱古╡㑳偟
╃䚑ㅳ⡺

年 1000万支

997

二 化 少

14.77

Voc排放 少

400

节省

86.4

油 用量 少

1,000,000度

用电 少

272

粉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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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伽蓝集团本着“优先发展人，再发展业务”的人力资源可持

续发展理念，为员工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舒适的工作环

境，配备完善的人才晋升机制和 通的 业发展通道，同时

提供富有竞争力的 酬制度和 利政策。在伽蓝，我们

“贡献与成长”的理念，员工的每一点、每一次的贡献，都

能得到认可，无论员工在 工作岗位，都能得到关注和成

长。希望每一位员工在伽蓝享受快乐工作、快乐生活，为公

司创造价值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

会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EMPLOYEES



伽蓝集团自2001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人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不断培育、发展专业、高素质员工队 ，以实现

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 至2019年12月，伽蓝集团拥有员工 8,000人， 业人员60,000 人。

人才是企业的生命之源，作为中国化妆品行业领军企业，伽蓝集团 拥有行业内最优 的 尖人才。为承接伽蓝

集团“龙计划”发展战略，公司倡导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 引人、培育人、发展人，为员工提供发展机

会、成长平台、坚实保障，为公司提供源源不断的专业优 人才，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支持。

伽蓝是一个年轻化、充满活力的组织。

不同背景、不同国 、各有特长的人汇聚在伽蓝，我们称 此为“伽人”，我们一起在“快乐工作、

快乐生活”的工作 围中，坚守承诺、创新进取，为伽蓝的美丽事业而奋斗。

前台业务组织 中台支持组织 台管理组织

人员

␍庶䀂
╡㑳偟╃䕸ㅧ◾䡠㥹

THE CONCEPT AND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研发人员：

为确保每一份伽蓝出品均拥有“世界

品质”，伽蓝重视研发人才力量培育

和发展，研发中心配备133位高素质

的人才，其中硕士以上学历占 53%，

博士以上学历占  8%。

外 员工

坚持人才全球化发展战略，引进45位

来自韩国、日本、新加 、法国等国

的海外研发、营销人才，为公司的全

球化发展助力。

性员工：

女性员工占 69%，其中中高级管理

者女性占 52%，公司为女性员工提

供平等的就业与晋升的机会， 女

性员工参与中高层管理。

133人

69%

32

45人

高学 员工：

公司内部，本科1,146人，研究生195人，

博士17人。

平 年 ：

9.2%

28.3% 28%

20.1%

12.4%

2%

95后 90后 85后 80后 70后 70前

1,3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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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伽蓝集团提出“愿景2021，实现3个100亿目标”。基于愿景，伽蓝集团提出了“不让

奋斗者 ，让奋斗者得到更多更好回报”的“成就奋斗者”理念。

于 战更高目标，坚持不懈，不断 找方法实现目标的伽蓝人。

愿意到 地区 工作、愿意到全新市场 拓展、愿意 有 自己创造 奋斗的伽蓝人。

伽蓝集团倡导员工与公司共同成长，坚持“合适的时 做合适的事”的人才培养理念。基于员工在伽蓝的 业发展阶

段，通过建立伽蓝能力模型，综合运用多种培养手段，包括 堂培训、 岗、研讨会、企业标 游学等方式，不断激

发各层级各年龄阶段员工的成长，以建立有竞争力的健康组织，同时为集团的发展源源不断地 人才。

者

有使命感，有长期奋斗的精神。

共享价值观，善于合作，能激发他人。

讲贡献，多付出，实现更高期望、标准和具有 战性的目标。

有意愿、有能力、有业绩、有贡献，持续价值创造者。

不断接受 战， 于自我批判，实现自我成长。

者的五个

组织 力建

1

2

3

4

5

持续

发个体

创造活力

马机制

绩效考核 价值观评估

部能上能下

人员能进能出

酬能高能低

酬行业领先

业健康发展

伽蓝人才培养 要 人才生

命周期规 ，同时也要满足组

织发展阶段的特点， 而提出

向大自然 取智慧，建立了独

特的伽蓝“ 树”人才培养

方式。

树树 广展， ，

气 伟，其老 带新 的方

式让 树一年四季长青，木

材坚 美观，自带 气，能开

花结果， 修 ，抗污染，

正好展示了伽蓝人才的特点。

树的成长主要分为五个阶

段 ， 、 小 、 中

、大 和 大 ，对

应伽蓝的人才成长则分为个人

贡 献 者 阶 段 、 初 级 管 理 者 阶

段、团队负责人阶段、部 负

责人阶段、事业部/ 负责

人阶段。 树的培育有不可

缺 的 三 大 要 素 ， 分 是 土

、水分和 光。

人 培养理 的培 可 的三大要素

的成

企业文化与 围

个人贡献者阶段

小

初级管理阶段

中

团队负责人阶段

大

部 负责人阶段

大

事业部/ 负责人阶段

人才成长各阶

段 所需的

知识、技能和

经验

人才成长需要

的机会与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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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集团倡导员工与公司共同成长，坚持“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的人才发展理念，并 “先内部，后外部”

的原则， 并引导员工提升与内部发展。

伽蓝集团致力于开发符合多元需求的培训 程，以提升关

能力为出发点，开展通用类、销售类、专业类等各类培训，

致力于打造内外部学 生态圈。2019年， 上 共

培 2.5万+， 计学 13万+， 人 50万+。

人 培养体系

为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内部发展机制，伽蓝集团以价值观、绩效、能力、 力四个维度，综合评估、选 与

发展员工，致力于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 上，给予有意愿、有能力的员工更多的机会。伽蓝集团重视员工 向

共同发展，2019年，共计为525位员工提供晋升机会，为492位员工提供转岗机会。重视并给予年轻员工机会与舞

台，2019年90后获得晋升人数为200人。

人 发展 会

为了实现伽蓝战略与企业文化价值观落地，不断 出与企业战略实现相匹配的人才，伽蓝集团重新 理并总结出伽蓝

特色领导力模型，建立伽蓝统一的人才观认知。伽蓝集团认为领导力是指提高员工敬业度，并带领员工实现业务结果

的能力。基于可展现、可观察、可评估、可培训的原则，伽蓝集团内部共识选出14个关 能力项：建立成功团队、推

动 行、推动创新、引领变革、高管授权、培养组织人才、商业头 、客户至上、高效决策、建立伙伴关系、影响

力、适应能力、敬业投入、积极追求结果，形成伽蓝集团特色领导力模型。

伽蓝 力

培 ：

《开启价值观与领导力之 》培训 绩效与人才工作

₯噏㎿╃
TALENT DEVELOPMENT OF JALA

人

外部

68.5%

内部

31.5%

443人

晋升 异动 晋升 异动

338人

82人

154人

2019年 人

年 组成

38%

200人 157人 120人 48人

30% 23% 9%

90 85 80 70

为了在 环境中，明确目

标，简单的规则，清 的

界，及时的反馈，让个体 可

能 发 创造力、更容易成

功，2019年伽蓝集团创建了企

业大学——伽蓝大学。

针对伽蓝研发、质量和生产

体系的专业技术人员，通过

带教、经验 取、 研学

等方式培养专业技术人员的

技术技能和业务能力。

重视一线销售人员美妆服务

专业技能的提升，提供专业

产品培训、护肤培训、彩妆

培训等以提升专业度。

技术

学院

伽蓝

大学

美

学院

针对企业中高层管理和岗位专

才，实现以个人知识 代和能

力成长，推动企业达成业务目

标，实现可持续发展。

理

围 战略落地、业务创新、经

营能力、组织能力，以训战结

合和 化创新方式进行 维、

知识、工具、方法赋能。

目标

以达到“信、 、用、好”

四个层级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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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发展项目 儀ᾯ₯⡟
BEAUTIFUL LAND OF JALA

“新工 新标 ”伽蓝 化 营

培 生项目 2019大学生 营

扫 可观看视频

2019伽蓝集团年会�㡺

3.8“ ”活�㡺

伽蓝 “ 2021 ”�㡺

“成 者”2019伽蓝集团年中会�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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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ᾢⴾ⪌ホ䟶ᾌ㛹⒈㺭␚



儀ᾯ₯⡟崓⎄

每个伽蓝员工，无论以 形式作出了贡献，无论贡献大小，伽蓝内部都会予以及时的 定和庆祝。

伽蓝每年都会为在公司服务年限达到5、10、15周年的员工进行庆祝。如果说员工在一个公司5年，是 业生 的重要

阶段， 在这家公司10年则是人生的重要阶段，15年则是终 事业的重要阶段，为此伽蓝将这三个重要的节点，设

为 诚服务 。

伽蓝集团2012年提出“美丽伽园系列计划”，其中包含多项员工 利，公司坚持 实施美丽伽园系列

计划，获得员工大量好评，并 不断完善，关爱员工提升员工的满意度。

新员工入 包，每两月发放 利产品， 许员工以优 价格内 产品。

2019年， 及员工1,049人次，产品价值达84万。

春节、三八女神节、端 节和中 节，向员工发放 利品和 金，并提供多种方 供员工选择。 

总计发放28,000人次，累计金额250万余元

足额 “五 一金”，员工覆盖率100%。还额外为员工办理七项商业保 。

2019年为4,309余人次申请理 ，成功理 金额173万余元。

包含人才 、人才 、优 三项政策 利，其中人才 2019年 及20人，总金额

达50万元、2019年为20个人申请人才 ，金额约为27万， 外我们还为员工争取到了6

产的 优 。

、敬老的东方美好价值观，对满70周岁及以上的员工 母发放“ 敬老金”，

2019年有180位员工 母获得 敬老金共计119,880元。

公司每月为员工提供一定交通 利。

为在公司表现出色的员工提供委外学 在 教育的机会， 员工学 ，提升个人能力。

2019年共80人次获得在 学 的资助，累计55万余元。

“春生夏长 未来已来”春夏庆功会 生产基地新厂区一期项目投产庆功会

公司为符合上海政 落户 、人才引进政策的员工办理落户上海的手续。

2019年办理上海市居 证积分续办130人次、新办25人次。办理上海户 15人。

叴㝗䪮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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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大 包”、“新 大 包”， 家、 、孩子入学手续等家政服务。

2019年有51位伽人获得新生、新 大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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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集团致力于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具有稳定成

长性和盈利能力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世界级消

费品企业，在发展业务的同时，公司 志造 人

类的公益事业，致力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

新，消除赤贫，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

伽蓝集团本着“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原则，

从地区行业、社会 一承 企业社会责任，共建

美丽伽园。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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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STRATEGIC COOPER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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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堂 喜马拉雅 头项目

2016年9月，自然堂品牌 手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成立“自然堂喜马拉雅环保公益基金”，并

将“喜马拉雅 法”面 前100万 销售全部

，用于保护有“亚洲水 ”之称的喜马拉雅水

源，保护地球“第三极”的生命力。

2016年9

， 喜马拉雅

2018年2月，集团与 自治区林 市 了战略合作

协议，“喜马拉雅自然堂品牌源头基地”落户喜马拉雅

地区的 国际小镇， 索并探 如何更好地对当地

资源加以保护和利用。

201 年2

2018年7月，来自各界的公益人士在“自然堂喜马拉雅

公益植物园”种下百 龙胆草 ，同时开启自然堂

喜马拉雅源头基地龙胆草生态 培示范项目，为实现

原生 培龙胆草，对喜马拉雅资源保护利用提供科学

支持。

201 年

二 喜马拉雅国际学术论坛

2019年8月，第二届2019喜马拉雅国际学术论坛在

林 市 小镇举办。本届主题是“发现大自然的

美丽力量”，此次将继续探讨如何使用喜马拉雅天然

活性物为消费者肌肤带来健康安全的美丽。来自世界

各地的50余位嘉宾和业内学者参加了论坛，分享了他

们对喜马拉雅地区的水、植物、微生物的研究成果。

2019年
2017年5月，伽蓝开展“种草喜马拉雅”第一季

公益活动，在喜马拉雅山 中段日 则地区种下

66万平方米的绿麦草，帮助该地区防 沙、保

持水土，改变和调整人们与草原的相处方式，把

更多的空间还给大自然。

201 年

“自然堂喜马拉雅美 研究院”成立

2017年3月，在伽蓝集团研发中心，自然堂喜马

拉雅美丽研究院正式成立，宣告自然堂品牌将

持续深入发 喜马拉雅山 地区 人 喜的美

肤 ，为大家带来源自大自然喜马拉雅最好

的馈 。

201 年

喜马拉雅国际论坛

2018年6月，伽蓝集团在上海举办“解 世界第三

极——首届喜马拉雅国际论坛”，邀请来自全球的专

家学者，围 喜马拉雅植物和水两大方面，分享了对

喜马拉雅所 含的美丽的研究成果。通过展示喜马拉

雅山 大自然的独特性和稀缺性，激发人们对于喜马

拉雅的向 和喜爱，并升华为人类对大自然之美的敬

和追随。

201 年6

“种草喜马拉雅” 三

2019年7月，来自各界的公益人士共同 证，自然

堂 手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日 则市南木林县

种的100万平方米绿麦草的 勃生命力。自

然堂取之自然，回馈自然，结合专家团队合理开发

荒滩、荒地、沙地，通过种植改善喜马拉雅雪域生

态环境。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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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自然堂“种草喜马拉雅”公益行

动进入第三季，5月在日 则市南木林县

种下100万平方米的绿麦草。7月18

日，与来自各界的公益人士共同 证绿麦

草的 勃生命力。当天 上，消费者在

“自然堂 美丽 战团海 战”直

中，观看到了 直 间的历史“最高

峰”——自然堂 肌水水源地——5128米

。伴随实 现场海 战升

级，堂粉在直 间 可获得多重 利升

级，更有 直 KOL 佳 助力。为

了调动消费者参与公益的 情，增加 动

与对喜马拉雅的关注度，每卖出一瓶自然

堂 肌水，自然堂会在日 则草

场 种 植 一 平 方 米 的 绿 麦 草 （ 限 量 2 0 万

瓶），改善喜马拉雅雪域生态环境。自然

堂希望借此行动号 更多消费者关注地球

“第三极”喜马拉雅，倡导人与自然和

共处，也希望带给消费者源自喜马拉雅山

的大自然的美好馈 。

表示：“此次的种草项目，不仅带动了群众发展，增加了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理念”。

中华 护基 会理 表示：“喜马拉雅的生态系统正面临着严重 战， 是伽蓝集团牢 树立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让我们看到了将来中国生态环境改善的希望”。

联合国 规划 华 表 和表示：“环境保护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伽蓝集团 能够利用自然、 少贫困、

促进发展，又在保护珍 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确保可持续利用方面下功 ，这是伽蓝集团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 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项目

2011年2月，伽蓝集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

UNDP确立首期四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成为UNDP在华首家合作民营企业。伽蓝集

团首期 助100万美元，以创新公益模式保

护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提升中华民族 聚力与团结向心力。

2011年 2014年伽蓝集团与 ND

年 合作 成

美素野生小玫瑰种植园公 项目

2015年9月，美素野生小玫瑰种植园公益项

目开启，共计 助70万美元。

联合国全球 善大使、国际影星 探

“ ”美素野生小玫瑰种植园，提高了该项

目的影响力，为当地女性提供更好的生活与

工作环境。

2015年 2019年伽蓝集团 高端品

美素与 ND 开展 二 项目合作

的文化创业产业之

同时开展“云南 彝族手工刺绣”“云南

手工 织”子项目， 更多

女性创业，以企业市场化的运作，进一步促进

手工 织的发展。

2018年至今，彝绣新产品的开发及销售渠道

的打开为 定县城彝绣从业者增加共约十三万

元的收入， 计未来3.5年 定县城彝绣行业

将增收到150-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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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春夏品牌 手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中国少年

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凤凰网公益与中国

童少年基金会共同在京启动“最美的春夏-关爱青春期公

益项目”。项目将覆盖11-18岁正处于青春期阶段的青

少年群体， 在支持和推动青春期健康教育的普及，

引导和激发青春期孩子树立积极、健康和正向的人生

态度。

5月，“女童保护”六周年大会上，伽蓝集团春夏品牌

被授予“爱心企业”称号。

通过一支公益H5 题 动，让更多人了解到青少年 童性侵背

后 为人知的数据与现实，及青少年 童性侵 中，我们

打破的认知 区。

至2019年9月，已在全国开展118场青春期健康教育讲座，覆盖10,000人以上，对200余名讲师进行专业培训与考核，已

有28名讲师通过考核；同时支持开发青春期健康教育手 ，针对青春期人群 家长进行调研并出相应的调研报告，开展线

上线下公益倡导。

未来4年，春夏品牌将累计向 基会 1,000万元，用于“最美的春夏”系列公益项目。此次荣获 基会“春 计

划”30年成果致谢，这是中国化妆品领军企业伽蓝集团18年来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取得的又一个重要品牌荣誉。

㡲儀䟶㞗⪁
ҫ⋥䎣棄㞗㢑⋞䠼槫䡠
THE MOST BEAUTIFUL SPRING SUMMER
—CARE FOR ADOLESCENCE PUBLIC WELFAR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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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由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主办，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协办的“第七届中国大学生

公共关系策划创业大 ”在中国传 大学正式启动，拉开了长达6个月的 事活动 。本届大 的主题为“人文情

、价值理想、社会责任”，以 显对公共关系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9月22日，随着总决 暨颁奖 的成

功举行，第七届中国大学生公共关系策划创业大 满落 。 

伽蓝集团在发展业务的同时，始终坚持作为合格企业公民的责任，致力于青年人才的培养，激发人的 能，为青年人

提供施展才能的平台，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䲞ήⶼᾟ⡯⪙Ⳙ䚑
⋞⋣⋥乭䳈⎄⎍ᾌ⪙廍
CHINA UNIVERSITY STUDENTS PR PLAN CONTEST

��ᾜ⥀⽴

��㎲汊㦓ひῸ⽓崤

⡯⋷⪈���㎲⪙Ⳙ䟶����ᾜ⡔枑┴廍
58个

二 96个

三 131个

412个

经过近7个小 的激烈争 ，选择伽蓝集团选题的

代表队们最终在总决 获得了3 3 的好成绩。

来自38 学 的57个团体 选题分组进行了 ，

最终16个团 脱 而出。

�㡺��㝗

�㡺��㝗

：

中山大学“春夏F5花园”

复 大学“5Hz发电公司” 

广东外 外贸大学“品如”

：

大学“花园 队”

上海外国 大学“种草共同体”

州大学“三 小 游 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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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公， 绿色文化

伽蓝集团在全面支持绿色环保产品发展的同时，为员工营造了

安全、环保、健康、 人愉悦的办公环境，将绿色文化融入员

工办公与生活，为公司实现全面绿色发展奠定基础。

位于东海广场5 的自然堂办公区，整体 修的设计理念结合了

自然堂的品牌特点与喜马拉雅的人文环境，将喜马拉雅 进了

办公室。办公区域入口处设有以喜马拉雅山 为原图的

，并在茶水间与电梯间运用了大量的 ，会议室更

是以喜马拉雅地名命名， 在让员工可以产生更多创造 感。

绿色

伽蓝集团在办公用品的材质、价格方面都严格制定了采 计划

与采 方 ，协议价的确认与优质供应商的选择，让 少资源

费与控制支出成本并行，进一步促进了负责、严 的绿色环

保采 。

绿色运营

将打印机设 成单色双面打印，并积极提倡无 化办公， 加

强了信息化通 ，又极大地控制了 费的情 。

全可持续发展

为了全面提高集团安全防范工作，规范集团安全责任制，集团

于今年建立了首支安全防范7人队 ，并针对安全防范、人员

等方面进行了专业培训，制定了相关的应 处 ，对队

实施定期实战 ，落实和增强队 应对突发情 处 实战

能力和心理素质。

在所有消防器材方面，对研发、工厂、客服中心进行了全面更

，并制定了 天、月、季度和年的安全 排查，包括高空

物 、消防安全通道和 通道的 通、消防器材的

正常使用等。

此外，还定期制作集团安全宣传专刊，宣传和树立了员工安全

意识。

⋣ぬ儀ᾯ₯⡟ҫҫ⅏㐖䔡⧵╡㑳偟╃

护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含义 是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伽蓝努力将绿色低 理念融入企业运营的各个方

面，在生产过程中力求最大限度地降低自 运营造成的环境影响，对生产用水用电进行严格管控，加强生产污水、生

产废气处理和废弃物管理，推动绿色生产。

建立了节水节电管理制度，并在厂区安 了用水用电 表计量，定期、不定期地进行 视检查和综合评定，将结果

入生产各部 的年终绩效考核。此外，还建立了完善节水智能水表网络，水平衡测试通过了上海市水务局验收。

高度重视污水处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生产基地建立了污水处理 ，污水排放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化工企业排放

标准。同时，还与当地政 开展污水处理合作项目，改良污水处理技术与工艺，有效降低了污水排放量。

同时，也高度重视废气处理，安 废气回收收集系统，对制造产生少量的废气经活性 过 后排放，以有效降低

废气对环境的污染。

在物流运 方面，严格 国家规定， 符合 洲111号排放标准的标准 ，有效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

标

产品 合 率

产量 万

标率

理率

标 率

业 发生率

生产

制造

业

全

/

100% 100%

100% 100%

1 0.00%

100% 100%

9

99 99

目标 际

/

100% 100%

100% 100%

1 0.00%

100% 100%

11,121

99 99

目标 际

/

100% 100%

100% 100%

1 0.00%

100% 100%

10 2

99 99 1

目标 际

/

100% 100%

100% 100%

1 0.00%

100% 100%

10,622.1

99 99 6

目标 际

/

100% 100%

100% 100%

1 0.00%

100% 100%

1

99 99 6

目标 际

偱古␐⋞
GREEN OFFICE

偱古䚑’
GREEN PRODUCTION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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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开创性的公共私营部 间合作，不仅因为其创新性的模式，还因为伽

蓝集团是首家与UNDP合作，致力于中国 贫工作的中国民营企业。这个合作

为其他私营部 参与UNDP的合作项目提供了成功范 。项目的实施采取了

“政 引导、专家指导、社区主导”的创新公益模式，真正实现“授人以 不

如授人以 ”的理念。伽蓝与UNDP共同围 项目开展了许多创新实践，促进

了项目地区的综合的、可持续的发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 华 表 国  文

企业的社会责任承 ，一方面体现在对社会 好，对员工 好，自 能实现可

持续发展； 一方面体现在主动 当，发现并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伽蓝集团

春夏品牌 手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中国 基会、凤凰网公益

多方合作“最美的春夏”关爱青春期公益项目，回应了当下社会 需改变的谈

性色变问题，促进青春期健康教育普及，让孩子树立正确的性价值观并学会保

护自己，项目影响的 不仅仅是一代人。

—— 护基 负责人 

中国之所以让人 为观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的多样性：中国的文化 至被认

为是一种与众不同包罗万象的文明，而中国更被看做一个多 多彩的大 。保护

和发 中国 图中少数民族文化精华和特点，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带给中国和世

界 人 喜的新的启发。而在保护基础之上发展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产业，也能

增产增收，改善少数民族人群的生活水平。希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成为一

个长期的优美和 的组合，成为对文化、对未来有责任感的多赢 试！

水运动，呈现出人类极致的自然之美、自信之美和 战极限的自强精神。伽

蓝集团旗下品牌自然堂作为中国 水队的 方合作伙伴，一直倡导中国女性自

然自信的力量，这与中国 水队的精神不 而合。在2012年 运会、

2016年里约 运会以及 将到来的2020年东京 运会三届 运会合作中，自

然堂一直用行动来助力中国体育健 的发展，传达自信自强的力量。期 伽蓝

和自然堂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带给更多中国女性自信的力量。

——中国国际 台 N 持人 

社会责任是 显社会公民的一把标 ，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检测线。伽

蓝集团旗下自然堂品牌发起喜马拉雅公益事业，集聚每一个人的力量保护这个

美丽的水之源，是企业社会责任的 显。喜马拉雅是青 高原的一部分，喜马

拉雅 是中国 至于东南亚地区重要的水资源， 们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当中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自然堂有这样的长远目光来保护这个 ， 我们的

水资源，功在当代，利在 。 

—— 中华 护基 会  

ELLE 志作为伽蓝集团的 体合作伙伴，以及伽蓝的老 ， 证了一个有

梦想的中国企业在一群有理想的中国人手里，成长和壮大的历程。伽蓝不仅

为女性创造和生产质好价优的美妆品，同时积极传 东方生活艺术和价值观

的精髓，让品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丰富的内涵。期 伽蓝 日上，在世

界商业舞台上，成为最 的中国民族企业之星。

——   前  

——中国 会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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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电子 请 问伽蓝集团 方网   http:// www. ala.com.cn

本报告是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实践社会责任的真实反 。

㝨杦呵⡦

2019年1月1日 -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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