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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亮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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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可持

续发展是关乎创

造有助于个人和

社区兴盛发展的

经济、社会和环

境条件。”

Steelcase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毋

庸置疑，我们为写字楼、学校、医

疗服务部门以及其它办公场所提供

产品和解决方案，并且扮演全球行

业领头羊的角色；事实上，我们更

大的目标远不限于此，远不仅仅是

我们所创造出的产品。

我们了解，工作是一项社会活动，并且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回报，

能够给人们带来成就感的过程，人们需要从中获得更深层次的存

在感与福祉。可持续发展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

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关乎创造有助于个人和社区兴盛发展的

经济、社会和环境条件。我们同时坚信，这是一个创新的窗口与

路径，能够确保我们公司的定位始终瞄准服务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可持续发展影响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从我们提供的产品到

我们开展的研究，从我们所做出的投资到我们探索的机会。可持

续发展是一个指引我们如何发展事业的系统性方法，这个方法年

复一年地为我们带来益处。

我们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相当于我们全球耗电总量100%的

规模。

扩大针对终端用户的服务，帮助企业在需求终止或者产品生命周

期终止时重新部署和安排资产——这使得数百万吨家具避免了垃

圾填埋命运，并且赋予了这些产品新的生命。

构建城市学校合作伙伴关系，支持教育事业发展，采用创新方法

提高毕业率，并且通过现实社会体验的方式助力培养未来的领袖

精英。

降低我们的能源消耗和用水量，减少废物排放，以期达到2020年

目标——在我们扩大了全球生产规模的前提下。

发布了一个雇员福利平台，包括一系列活动，如配备护士与教练的

专属健康中心，慷慨的亲子陪伴假期以及创新培训与发展项目等。

 

总裁兼CEO  

感谢您拨冗阅读我们2015公司可持续报告。

 

James P. Keane
 

We understand work is a social activity and believe it should  
be rewarding, fulfilling and give people a deeper sense of 
meaning and wellbeing. Sustainabili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achieving that goal.

We believe sustainability is about creating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t allow people and communities 
to thrive. We also believe it is an innovation lens and a pathway 
to ensuring our company is positioned to serve all of our 
stakeholders’ needs well into the future. 

This perspective influences everything we do – from the products 
we deliver to the research we conduct, the investments we 
make to the opportunities we explore. Sustainability is a systems 
approach to how we do business and it continues to produce 
results year after year.

Welcome

Steelcase is in the people 
business. While it’s true we 
are a global leader in creating 
products and solutions for 
offices, schools, healthcare 
facilities and other workplaces, 
our larger purpose extends  
far beyond what we create.

HERE ARE SOME HIGHLIGHTS:

• Invested in renewable energy equivalent to 100 percent  
of our electricity use 

• Expanded end of use services to help businesses redeploy 
assets at end of need or end of life – diverting millions of 
tons of furniture from the landfill and giving products new life

• Built urban school partnerships to drive educational 
outcomes and increased graduation rates through innovative 
approaches grooming tomorrow’s leaders through real-world 
experiences

• Drove down our energy, water, and waste to meet our 
ambitious 2020 goals – despite expanding global production 

• Launched an employee wellbeing platform that includes 
initiatives such as a dedicated wellbeing hub complete with 
nurses and coaches, generous parent bonding leave, and 
innovativ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programs

Thanks for taking a look at our 2015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

James Keane 
President and CEO

“ We believe 
sustainability is 
about creating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t allow 
people and 
communities  
to th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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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正直

· 说真话

· 坚守承诺

· 尊重他人  
· 发展积极关系

· 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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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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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企业价值 采取可持续行动 与利益相关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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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可持续承诺

实实在在的进展需要持续而协调的努力，唯有如此，才能创造有

助于个人与社区繁盛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

我们有强有力的信念指引，我们也在把这些信念付诸于行动。这

些行动驱使我们不断去实现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梦想。我们并

不是这条道路上的独行者。陪伴我们的是众多其它全球企业、社

区和个人，他们和我们拥有同样的信念，大家彼此支撑、鼓励，

朝梦想前行。

这是我们工作开始的地方——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在

我们致力于带来有实质且持久的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将

这些价值观融入我们的工作。每一天，在公司遍布全球

的分支机构——从密歇根州到马来西亚，从东莞到克鲁

日，从罗森海姆到浦那——我们的价值观构架我们的信

仰，引导我们的行动：

我们在努力解决全球性的可持续挑战，以期实现我们的

美好愿景，即创造一个可支持人类繁荣兴盛的经济、社

会和环境体系。企业、社区和个人之间彼此密切相连，这种联系

在其为着某种共同利益的核心而行动时变得尤其

强大。

我们有机会利用我们的资产和影响力来给这个世

界带来深远而积极的变化。通过充分使用我们的

资产，我们会成为更强有力的合作伙伴，越来越

完善的公司。

在你说真话的时候，你看见的就是真相，你也就

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努力提升

透明度和真实性，无论是与他人相处，还是——

或许更重要的——与自己相处。

可持续性是透视创新与经济适用性的镜子，能够

提升我们公司的整体财务福祉。

人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因此我们产品、服

务和应用从开始到终结，无时无刻不遵循着以人

为本的设计和可持续理念。

没有比可持续性更大的设计挑战。这要求我们在

业务的方方面面均采取系统层面的设计思维。

强化本公司及供应商合作伙伴全球运营的可持续

管理，包括聚焦环境与人类健康、社会责任及经

济繁荣。

通过采取节约资源、减少废物及促进构建密闭回

路系统等行动，确保我们的运营能够保护环境和

公司雇员、邻居及客户的身体健康。

投资于教育与培训，提升利益相关方及员工的参

与度。

与供应商、经销商、客户、研究人员及环保机构

密切合作，分享和传播最佳实践，寻找新观点。

我们志向高远，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在全球互联环境

下运营且业务遍及世界各地的公司来说，构建整体价值

观意味着什么。我们始终在不断求索有关可持续发展的

洞察与理解，及其在现在以及未来对于利益相关方的影

响和意义。为此，我们做了以下工作：

启动了一个全公司的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分析。

对客户进行调查，研究他们的需求，以期了解其

围绕可持续性的企业优先选项。

找到对我们的事业具有实质意义的可持续领域，

帮助我们提升企业的社会和环境绩效，从而达到

众多利益相关方、股东及合作伙伴的期望。

与领先机构合作，了解及探讨一些新兴问题，如

循环经济、综合报告等

通过教育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方式赋权雇员，

了解他们在推进我们公司、合作伙伴公司、客户

及社区的使命与目标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We’ve set our sights high as we think about 

what it means to create holistic value as a 

globally integrated company operating in a 

globally connected world. We’ve been on a 

quest to understand sustainability and what 

it means to our stakeholders, now and in the 

future. We have:

· Embarked on a company-wide corporat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diagnostic

· Surveyed our customers and studied  

 their inquiries to understand their  

 corporate priorities relating to  

 sustainability

· Identified sustainability aspects material  

 to our business to help us advance ou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o 

 align with the expectations of our many  

 stakeholders, shareholders and partners.

· Partnered with leading organizations to  

 understand and explore emerging issues  

 such as circular economy and integrated  

 reporting

· Empowered employees through education 

 and partnerships to understand their role  

 in advancing the mission and goals of our  

 company – as well as those of our  

 partners, customers and communities

Our Sustainability
Promise
True progress takes continuous and coordinated efforts to 
create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that 
allow people and communities to thrive.

We have strong beliefs that guide us, and we’re putting our 
beliefs into action. Those actions drive us toward our dream  
of a better world. We’re not on the path alone. We’re in the 
good company of other global organizations, communities  
and individuals who share common beliefs and work together  
to propel each other forward.

This is where our work begins — with what we 

value. As we work to create meaningful, lasting 

change, we’re putting our values to work. 

Every day around the globe – from Michigan 

to Malaysia, Dongguan to Cluj, Rosenheim to 

Pune – our values frame our beliefs and inform 

our actions:

· Act with integrity 
· Tell the truth 
· Keep commitments 
· Treat people with dignity and respect 
· Promot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 Excel

We believe that:

· Businesses, communities and people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and more powerful  

 when they act from a core of shared  

 interests.

·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use our assets  

 and influence to create significant,  

 positive change in the world. By fully  

 leveraging our assets to this end, we  

 will become an ever stronger partner and  

 an increasingly fit company.

· When you tell the truth, you become part  

 of the solution. We work hard to be  

 transparent and authentic with others  

 and,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with  

 ourselves.

· Sustainability is a lens for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fitness, contributing  

 to the overall financial wellbeing of  

 our company.

· People are at the center of sustainability; 

 we begin and end our product, service  

 and application efforts with a commitment 

 to human-centered design and  

 sustainability.

· There is no greater design challenge  

 than sustainability. It demands systems- 

 level design thinking in all aspects of  

 our business.

We’re tackling the global challenges of 

sustainability to achieve our vision of strong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s.

· Strengthe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our global operations and those  

 of our supplier partners, including a focus  

 on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heal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 Ensuring that our operations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health of our  

 employees, neighbors and customers  

 through actions that conserve resources,  

 reduce waste and promote a closed loop  

 system

· Investing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increase stakeholder and employee  

 engagement

· Engaging with suppliers, dealers,  

 customers, researchers and environmental  

 agencies to share and distribute best  

 practices and discover new ideas

OUR CORPORATE VALUES OUR SUSTAINABILITY BELIEFS ACTING ON SUSTAINABILITY ENGAGING WITH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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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0年底的目标是

减少25%
 

社会

环境 经济

雇员留任率 性别分布比例

已报告的志愿工作小时数

可再生能源

温室气体排放

VOC 排放

用水

废物排放

收入

比照目标取得的进展

净收入

总利润

股票表现

货币及实物捐赠

02/26/10

50

100

200

300

150

250

350

02/25/11 02/24/12 02/22/13 02/28/14 02/27/15

2012日历年

2013日历年

用水 VOC排放温室气体排放

减少0%

2014日历年

废物排放

2012财年   2013财年   2014财年   2015财年

86.1%   2015财年

减少

减少

减少

减少

68%   2015财年 32%   2015财年

69%   2014财年 31%   2014财年

69%   2013财年 31%   2013财年

69%   2012财年 31%   2012财年

88.8%   2014财年

80.4%   2013财年

76.5%   2012财年

Steelcase 基金会

男性 女性

Steelcase 公司

12,130

68% 32%

100%

1%

73%

2%

46%

320万美元

31亿美元

861亿美元

130万美元

在公司的全球版图中，我们不断地比照设定的社会、环境及经济

目标来衡量所取得的进展。我们不断努力扩展报告，修正现有矩

阵，以期更好地聚焦可持续发展，提高全球精准度，提升绩效。

投资于风能和水力

可再生能源积分(RECs)

截止2020年底的目标是

减少25%

Exceeded 2020 Goal

2012 20152013 2014

2012财年   2013财年   2014财年   2015财年

2012财年   2013财年   2014财年   2015财年

30%

截止2020年底的目标是

减少25%
 

截止2020年底的目标是

减少25%
 

截止2020年底的目标是

减少25%
 

标普500股票指数　                对照组 Steelcase

目标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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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助力客户事业成功并实现其可持续

目标是Steelcase发展的驱动力。

通过寻找以研究成果为依托的解决

方案，制定创新的终止使用策略，

维护强健的供应链以及提供有效的

产品，我们坚持在这条道路上不断

前行。

11

客户

人与目标

我们的客户经常会

找到我们，要求我

们为他们提供办公

家具以外的帮助和

服务。

我们帮助客户优化地产使用，打造能够提

升员工福祉的工作场所。诚然这些都是重

要的元素，但我们的目标远不限于此。我

们的目光更加长远，力争将我们的对话引

向更宏大的目标——践行我们对人类的承

诺。

如今，我们将努力的焦点放在帮助客户打

造更好的办公空间，助其实现一系列事业

目标。从打造企业文化到强化公司策略，

再到表达品牌特征，我们富于智慧的工作

场所设计方案帮助人们更好地与所在企业

的目标紧密结合。这些工作场所有助于激

发创造力与创新思维，促进协同合作，增

进彼此信任，帮助客户最大程度发掘员工

潜力，进而打造一支更投入和专注的员工

队伍。

Steelcase帮助客户迎接各种新的挑战，面

对来自各个层面的现实问题。我们的应用研

究与咨询 (Applied Research + Consulting) 团

队为客户提供最前沿的评估，内容涉及办公

场所、流程以及技术如何影响和支持人们的

行为，进而带来卓越的办公体验。在与客户

沟通合作并且了解了客户希望营造或者强化

的文化类型之后，这支团队会使用适当的评

估工具来衡量成果，寻找机会，并形成有助

于将员工与企业目标联结起来的策略。这些

洞察随后会形成具体的工作场所设计概念，

激发员工，并且将员工的日常工作体验与

企业更高的业务目标结合起来。
 

我们正在针对雇员参与度与工作场所之间

的关系展开全球性调查——发现二者之间

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在那些员工可以自

主决定和控制在哪里以及以何种方式工作

的地方，员工的参与度通常更高。
 

这种趋势正在愈发明显，我们所做的工作

正在帮助那些领先的企业吸引和留住最优

秀、最有前途的人才，打造鼓励创新思想

的工作场所，提升员工的存在感和对工作

的满意度。

Customers

Helping our customers to 
succeed in their businesses and 
meet their sustainability goals 
is a driving force at Steelcase. 
We lead the way with research-
backed solutions, innovative 
end of use strategies, a robust 
supply chain, and products that 
deliver results.

11

People + 
Purpose

CUSTOMERS

We’ve helped customers optimize real 
estate and create spaces that support 
employee wellbeing. And though these 
are important elements, we’re looking 
ahead and shifting the conversation to 
something larger – the promise of people.

Today, we’re focusing on helping 
customers create spaces designed to 
accomplish an array of goals. From 
building culture to reinforcing corporate 
strategies to expressing brand identity, 
intelligently designed workplaces help 
connect people with their company’s 
purpose. These spaces can help unleash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and trust, helping customers unlock 
the full potential of their employees and 
create a more engaged workforce.

Steelcase is helping customers embrace 
these new challenges and realities on 
multiple fronts. Our Applied Research 
+ Consulting team offers customers 
leading edge assessments of how space, 
process and technology can influence 
and support behaviors that lead to great 
work experiences. After working with 
customers to understand the type of 
culture they want to build or reinforce, 

the team uses a proprietary assessment 
tool to measure achievements, identify 
opportunities and inform strategies to 
connect people with purpose. These 
insights are then translated into concepts 
for workplaces that inspire and connect 
higher business goals with employees’ 
everyday work experiences.

We’re conducting global research  
on the link between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the workplace – and 
have found a defin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igher engagement levels and 
workplaces that offer workers choice and 
control over where and how they work. 

More than ever, the work we do is 
helping leading companies attract and 
retain the best and brightest talent, 
create workplaces that foster innovative 
ideas, and help connect individuals to 
meaningful and satisfying work. 

Customers often 
turn to us to do 
more than provide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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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
使用策略

可持续
采购策略

客户客户

6,800+

225+

250+

70%

2014年生态服务团队管理了6800多

个工作站。

可提供逾225项产品环境参数

提供了逾250份定制化环境矩阵报告

经由生态服务团队处理的家具有70%

被送往有资质的回收机构。其余家具

被捐赠给慈善机构或用于再出售。

在最近的一份内部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

Steelcase客户提出需要终止使用及资产管

理服务。这并不令人吃惊；在企业或组织

想要搬迁到新的或者改变了的工作环境中

时，越来越需要一种能够提供全包式解决

方案的服务，从而降低在此过程中的内部

痛点。我们的服务套装能够帮助客户选择

环保且符合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来处理家

具，比如捐赠给慈善机构再利用、转售及

回收等，从而避免垃圾填埋处理。

如今，我们只能在部分地区提供上述服务，

但是我们正在制定策略，力争做到无论客户

身处何处，均可支持其资产处置需求。得益

于日益精进的数据收集与矩阵方法，我们有

能力为全球的客户提供服务。　

Eco’Services（生态服务）

在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卢森堡，我们提

供全套终止使用服务。可为客户提供流程

管理专业知识以及大量的供应商网络。

Eco’Services帮助企业评估建筑资产，这样

这些资产就可以用于再销售、捐赠或者运

到管理材料复原的注册回收机构处。

绩效管理

我们的绩效管理团队为那些拥有多个公司驻

地的大型机构提供服务，制定战略规划，

管理复杂设施需求。20多年来，绩效管理

团队始终采用同样的方法为客户提供资产

退役解决方案，包括再使用、回收以及经

纪选项等。

第2阶段

我们的北美项目团队帮助客户评估家具库

存，制定退役计划，其中包括再销售、捐

赠慈善机构用于再利用或者回收，具体选

择何种方式取决于资产的使用时间及状况

——所有的目标都是“零填埋”。

ReMarket™

ReMarket为那些租赁家具的客户提供一种

选项，那就是在租赁结束之后可以返还这

些家具。这些资产随后又会提供给我们的

北美经销商网络用于再销售。这样一种方

式使得一些客户可以以较低价格使用优质

家具，同时使得我们更多了一种避免家具

做垃圾填埋处理的方法。

为此，我们致力于与客户打造强有力的合作

伙伴关系，以期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目标。同

时我们也在全力维护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确保其为我们提供有益于人体与环境健康的

材料。洞察与创新正是来自于这些伙伴关

系，助力我们打造更健康的工作环境，达成

客户预期。

为环境而设计

我们的设计遵循密闭环路的思维。我们努

力去衡量每一阶段的影响——从设计、生

产、运输、使用、二次使用、回收到终止

使用。无论是仔细分析所使用材料和部件

的化学成分，还是为客户不再使用的家具

提供全包解决方案，我们都在努力细心地

做出决策，确保提升绩效，延长我们产品

的使用周期。

LEED® 贡献

我们继续帮助客户，通过使用我们的产品

来使其建筑符合LEED标准。Steelcase的产

品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带来支持：

·材料和资源

·人体工程学

·供应链的社会公平　

·设计创新

·低排放材料

有关特定产品环境的参数信息，请参见公

司网站的资源中心 (Resource Center) 或来

电来函索取。

环境矩阵报告

通过为客户出具定制化的矩阵报告，我们

能够为其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帮助其评估

处理旧家具的选择方案，并为家具购买做

出明智的决策。我们收集、衡量并且分享

环境影响，同时提供有关可持续资质证明、

可回收材料、材料组成以及产品重量等的详

细报告。

第三方认证产品

在我们为赢得全球领先的产品认证证书而

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们深知这并不

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制

定高水平的性能标准，从而通过可持续设

计来提供最佳价值与性能。要达到这些高

标准，我们与知名第三方认证机构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由后者帮助我们向客户出具

证明，证明我们在诸如室内空气质量、材

料化学成分、密闭环路织物和可持续树木

砍伐等方面达到了标准。

从室内空气质量到材料的化学成分，我们

和众多知名第三方认证方通力合作，旨在

反映我们产品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能。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根据这些标准确定设

计实践，而是致力于追求更高标准的可持

续设计和领先性能。我们制定了明确的产

品性能标准，这些标准能够反映我们的价

值观，同时映射出我们所相信的客户应得

和预期的标准。

成千上万把座椅参与了

GESTURE®以旧换新活动

去年我们启动了Gesture®以旧换新

项目，这为客户提供了一个机会，

将其旧座椅更换为我们的创新座椅解

决方案——Gesture系列产品。这个

活动的理念很简单：Steelcase为客

户移除旧资产，将其翻修或回收，之

后再给客户发放一定的积分用于购买

新座椅。通过这个活动，成千上万的

座椅被回收或者采用新型、可持续设

计的零部件进行了翻修。

生态服务效果显著

2014年生态服务(Eco’Service团队)

完成了其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项目；

位于巴黎市的一个主要政府建筑，

35层高，总计2500个工作站。该项

目历时三个月，成功地将逾61.8万

立方英尺的家具——超过7个奥林匹

克标准泳池大小——送往有资质的

回收机构。

我们深知，当客户

购买我们的解决方

案时，他们期待我

们的产品或服务能

满足他们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可持续

目标。

Sustainable 
Procurement 
Strategies

CUSTOMERS

That’s why we create strong partnerships 
with our custom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objectives, and with our suppliers 
to deliver materials that support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Insight 
and innovation springs from those 
relationships, creating healthier work 
environments and delivering results that 
customers expect.

Design for the Environment 
Our design approach begins with closed-
loop thinking. We strive to measure the 
impacts of our options at every step along 
the path – from design, manufacture, 
delivery, use and reuse, recycling and 
end of use. Whether we’re dissecting 
the chemical profiles of materials and 
components we use or offering turnkey 
solutions for furnishings that are no longer 
needed, we’re making careful choices 
that amplify performance and extend the 
lifespan of our products.

LEED® Contributions 
We continue to help customers leverage 
our products in the LEED certification of 
their buildings. Steelcase products can 
contribute through:

· Materials and resources

· Ergonomics 
· Social equity in the supply chain 

· Innovation in design 
· Low-emitting materials

Specific product environmental profile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in the Resource Center, or by request.

Environmental Metrics Reports 
By providing customized metric reports  
for customers, we deliver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to assess their past furniture 
choices and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about future purchases. We collect, 
measure and share environmental 
impacts, as well as provide detailed 
reporting on sustainability certifications, 
recycled content, material makeup and 
product weight.

Third-Party Certified Products 
While we’re proud to have earned the 
endorsement of the world’s leading 
product certifications, that’s not our 
primary intent. We aim to set high-
level performance criteria to deliver the 
highest value and performance through 
sustainable design. To meet these high 
standards, we partner with respected 
third-party certifiers who help us give our 
customers assurance on issues such as 
indoor air quality, materials chemistry, 
closed-loop textiles, and sustainably 
harvested wood.

We understand that 
when customers 
purchase our 
solutions, they’re 
expecting our help 
in meeting their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goals.  

End of Use 
Strategies

CUSTOMERS

In a recent internal study, one third of 
Steelcase customers requested end of 
use and asset management services. 
And that’s not surprising; as organizations 
migrate to new or different work 
environments, there is a greater need for 
programs that provide turnkey solutions 
and ease inherent pain points. Our suite of 
services helps customers take advantage 
of environmentally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alternatives to landfills, including charitable 
reuse, resale and recycling.

Today, our programs are available in 
certain geographies, but we’re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asset deployment needs regardless of 
their location.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methods of gathering data and metrics 
amplifies our ability to serve these global 
customers. 

Eco’Services 
In France, Belgium, Switzerland and 
Luxembourg, we offer complete end 
of use services. Providing process 
management expertise and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providers, Eco’Services helps 
assess building assets so they can be 
resold, donated or transported to licensed 
recycling organizations that manage 
material recovery.

THOUSANDS TRADE UP TO 

GESTURE®

Last year, we launched the Gesture® 
Trade Up program, giving customers 
the opportunity to turn in older 
chairs for our innovative new seating 
solution, Gesture. The concept was 
simple: Steelcase removed the used 
assets, refurbished or recycled them 
and issued a credit to the former 
owners to purchase their new chair. 
Thousands of chairs were recycled 
or refurbished with new, sustainably 
designed parts.

ECO’SERVICES DELIVERS 

RESULTS

Eco’Services completed one of the 
largest projects in its history during 
2014; a 35-floor, 2500 workstation 
project for a major governmental 
building in Paris. The three-month 
project was successful in sending 
over 618,000 cubic feet of furniture 
– enough to fill more than seven 
Olympic-size swimming pools – to 
certified recycler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ur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eam 
serves large organizations with multiple 
locations, developing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managing complex 
facility need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has applied 
this same method to help clients with 
decommissioning solutions for reuse, 
recycling and broker options

Phase 2 
Our North American program helps 
customers assess furniture inventory 
and create decommissioning plans that 
include options for resale, charitable 
reuse, or recycling, depending on age  
and condition of the assets – all with a 
“zero landfill” goal.

ReMarket™ 
ReMarket gives customers who lease 
furniture the option of returning the items 
at the end of the lease. These assets 
are then offered to our North American 
dealer network for resale. It allows select 
customers to get high-quality furniture at 
budget-friendly prices and is one more 
way we help keep furniture out of landfills.

6,800+ 225+

250+70%

workstations managed by 
Eco’Services in 2014

Product Environmental 
Profiles available

Customized Environmental 
Metrics Reports providedof all furniture handled by Eco’Services 

in 2014 was sent to certified recyclers. 
The remainder was charitably donated 
or re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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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
合作伙伴

28 11 2
28个为妇女

所有的经销权

11个为少数族裔

所有的经销权

2个为退役军人

所有的经销权

在美国和加拿大，超过35个

Steelcase经销商为少数人群

所有，包括：

 

 

Steelcase在全球范围内拥有800多个经销

商，因此我们的影响范围绝不仅限于

Steelcase的全球业务中心和制造工厂。经

销商相当于Steelcase的延伸，我们在积极

地为经销商提供支持，鼓励他们的可持续

努力，从而形成一个活跃的由众多独立企

业组成的网络，为其所在的社区带来积极

影响，同时最大限度地服务客户利益。

我们与供应商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始于双方对

以下问题的认同，即我们的核心指导原则、

我们对经销商的承诺以及经销商对于我们的

承诺。以此为基础，我们亲密合作，在有

我们身影的每一个地方，都去努力地满足

企业、雇员和社区的需求。

为帮助经销商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且按

照Steelcase的公司愿景处于领先地位，

Steelcase有一个专门的团队与经销商密切

合作，帮助他们迎接方方面面的挑战，从人

才管理到多元化和包容性等。我们继续坚持

为美国和加拿大经销商提供长期支持，支持

他们推行少数民族所有及雇佣实践，以反映

这些经销商所运营的社区需求。

为了确保经销商能够吸引并且发展高标准

人才，我们与他们分享我们的最佳实践，

并且举办发展课程。我们持续为经销商提

供教育和资源服务，以助其成功。

如今，我们的“白金合作伙伴”项目已经进

入第五个年头，这个项目遴选出了取得骄人

业绩的经销商。今年，该项目推广到了北美

以外地区，欧洲、中东和非洲的经销商也可

以参与到项目中来。在这些地区，总计有近

300个活跃的Steelcase经销商。为了取得这

一精英地位，经销商们必须满足严苛的标准

，包括销售和客户业绩、组织能力等。

合作伙伴

实现持久变革需要一个全力以赴的

团队。我们非常幸运，能够和行业

里最优秀的供应商、经销商和社区

组织合作，共同打造更可持续的未

来。

成功故事

在我们的整个经销商网络中，可持续

发展的推进与包括回收、废物减排和

员工福祉在内的创新项目相伴相生。

从为员工及客户提供的电动汽车充电

站到向本地组织捐赠时间与资源，我

们的经销商不断地用自身行动激励着

我们。有一个经销商，在屋顶安装了

1600多个太阳能板，可满足其90%

的能源消耗；另外一个经销商，最近

专门雇佣了一个可持续项目经理。我

们的经销商网络将我们的承诺延展到

了世界各地社区和客户的生活当中。

有这样的合作伙伴，我们感到无上光

荣。

Partners

Creating lasting change takes 
a committed team, and we’re 
fortunate to work with some of 
the finest suppliers, dealer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o forge 
a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Dealers

With more than 800 Steelcase dealers 
around the world, our sphere of influence 
isn’t limited to our global business 
centers and manufacturing plants. As an 
extension of our company, we actively 
support our dealers and encourage 
their sustainability efforts. The result 
is a vibrant network of independent 
businesses making positive impacts in 
their communities while serving the best 
interests of our customers.

Our partnerships with our suppliers begin 
with shared understandings about our 
key guiding principles, our promise to our 
dealers, and our dealer’s promise to us. 
From this foundation, we work closely 
together to serve the business, employee 
and community needs everywhere we 
have a presence.

To help dealers tackle pressing issues 
and take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line 
with our corporate vision, a dedicated 
Steelcase team works closely with 
dealers on challenges ranging from talent 

management to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We continue our long-term support for 
deal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o build minority ownership and hiring 
practices that reflect the communities 
where they operate.

To ensure that dealers can attract and 
develop the highest caliber of talent, 
we share best practices and conduct 
development sessions. We continue to 
support our dealers with the education 
and resources for success.

Now in its fifth year, our Platinum Partners 
program recognizes superior dealer 
performance. This program was extended 
beyond North America this year and is 
now available to dealers in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which boast nearly 
300 active Steelcase dealers. To earn this 
elite status, dealers must meet stringent 
criteria including sales and customer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PARTNERS

28 11 2
woman-owned 
dealerships

minority-owned 
dealerships

veteran-owned 
dealership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Steelcase has 
over 35 dealer locations 
with minority classification, 
including:

SUCCESS STORY 

Across our dealer network, 
sustainability is thriving with 
innovative programs including 
recycling, waste reduction and 
employee wellbeing. From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s for 
employees and customers to 
donating time and resources to 
local organizations, our dealers 
continue to inspire us. From a 
dealer who’s installing more than 
1600 solar panels on their roof to 
provide 90 percent of their energy, 
to the dealer who recently hired 
a sustainability project manager, 
our dealer network extends our 
commitment into communities and 
customers’ lives around the globe 
and we could not be more proud 
to call them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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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亮点

供应商
合作伙伴

 

 

 

 

  

 

 

“在全球范围内，与

我们合作的供应商

们都在追寻自己的

可持续目标，他们

的努力不断地累加

给我们并且激励着

我们。”

我们依赖于供应商

对最高品质标准的

坚守。

通过要求供应商认可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

并致力于达成Steelcase的社会责任与预期

，我们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得以不

断深化。行为准则目前以五种语言提供，设

定了不分业务区域的统一预期标准。我们与

供应商们通力合作，确保其能够达到这一系

列统一的价值与预期。
 

行为准则分为三部分：供应商调查问卷，可

能的Steelcase实地探讨，以及书面合同。

自准则实施以来，我们已经
 

·记录了518份完成的供应商调查问卷

·与现有及新供应商实施了165份合同，要

   求其坚持行为准则
 

虽然我们已经达成了将行为准则在全球范

围内推广的目标，但是我们仍然在继续与

供应链合作伙伴通力合作，以鼓励后者取

得更佳成果。通过Steelcase在捷克最新开

设的制造工厂，我们得以进入一个新的供

应商生态系统。在我们与这些供应商构建

伙伴关系后，他们就与成百上千的现有供

应商一道，确保通过高标准的业务实践来

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在全球范围内，与我们合作的供应商们都在

追寻自己的可持续目标，他们的努力不断地

累加给我们并且激励着我们。我们与这些有

远见的供应商们携手前行，分享行业领先的

理念和最佳实践，在积极成果与改善条件之

间形成良性循环。下面是过去一年中我们供

应商所取得的成果，仅以几例作为代表：

·100%回收了他们使用的塑料、纸张和垫木

·改公路运输为铁路运输，以减少燃油消耗

·改进了工厂内的空气质量

·参加了Steelcase举办的LEAN制造课程，

   学习了有关于可用工具及如何将这些工具

   应用于所在工作场所的内容

大数据带来的益处体现在很多方面：从发现新的合作伙伴

到以无法想象的规模提供创新潜力。但是，在这个透明度

与共享的新时代里，存在着一个固有压力，在我们每天的

可持续实践中都在与这个压力抗争。多年来，我们始终坚

持分享有关我们产品所用材料的化学组成部分。因为即便

是我们最简单的产品，可能也要涉及至少50个行事谨慎的

供应商，更有其背后无数的子供应商，完全披露需要在我

们整个供应链上上下下紧密合作。
 

这意味着我们的供应链合作伙伴必须愿意公开其手中持有

的有关产品化学成分的信息，我们需要讨论保密协议，从

而获得我们需要的相关信息。遗憾的是，这意味着我们可

以知道这些材料的化学组成成分，但是我们在法律上无权

将这些信息与其他人共享。
 

我们理解，有关这些材料的保证可能不总是以客户所期望

的最透明的方式获得。但是要知道，我们的工作就是发现

并且去除有顾虑的材料，进而通过这种共享的交换，每个

人都可以通过放弃一点点信息的隐私权来获得益处。事实

证明这种交换很有效：它能造福人类与环境健康，又能带

来材料与设计创新。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创造透明度或者保持信息隐私权并不

是唯一的矛盾。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找到透明

度与隐私权共存的平衡点，进而创造一个富裕而可持续的

未来？锁定关注我们——我们正在努力。

欲了解更多内容：请参阅360杂志第68期

在大数据
世界中
平衡透明度
与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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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我们高度重视全球关系，但深知变

革需要发生在本地层面。我们正在

积极地分享我们的资源、时间、人

才、材料和领导力，以解决诸如教

育、环境等固有问题。

雇员影响
社区

 

 

从马来西亚到墨西哥，从迪拜到大瀑布市，

我们的雇员组织了社会责任委员会，负责发

现并解决本地需求。这些来自草根阶层的努

力聚沙成塔，Steelcase雇员凭借其技术、

天份、激情以及能量，在更大的范围内带来

了变化。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雇员

参加了以下活动：

·扫盲项目

·扶助孤儿项目

·导师项目

·环境清扫日

·绿色行动日

·非营利委员会和基金会

今年，我们启动了一个新的全球志愿者项

目，旨在激励员工不仅仅是走出去从事志愿

活动，还要报告他们的服务时间。那些记录

了自己在社区服务时间的雇员，将参加每季

度举行的大抽奖，每份奖金250美元，获胜

者可以将其捐赠给自己指定的非营利机构。

得益于这一项目的开展，我们现在能够更好

地了解公司雇员参与社会服务的真正范围

和程度，从而可以更好地量化及改进我们

的社会投资，并且为个人和集体做出的贡

献予以表扬。无论我们身处何处，我们都

致力于在那些我们所服务同时也为我们服

务的社区留下Steelcase的足迹。

Steelcase全球雇

员超过1万人，我

们把每一个人都

看作是整个同心

圆的一分子，把

我们的影响带到

雇员生活、工作

和娱乐的社区，

并促成积极的改

变。大家齐心协

力，为改善当地

条件带来了积极

影响，给他人带

来希望与鼓舞。

300名Steelcase志愿者参加了关爱

日活动

大瀑布市的Steelcase雇员挽起衣袖投

身到United Way (联合劝募组织) 举办

的关爱日活动当中。这个项目鼓励社

区成员贡献自己的时间和才能，帮助

有需要的当地组织。约300名Steelcase

雇员为28家机构提供了志愿服务，帮

助美化学校游戏区，为本地食品店挑

选新鲜食物，为行政部门提供专业技

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雷诺萨梦想成真

在墨西哥，圣诞老人和Steelcase的地

址是同一个。Steelcase在雷诺萨工厂

的雇员们与当地一家孤儿院合作， 

Casa Hagar MAMI的孩子们写给圣诞

老人的信会寄到这些雇员手中。雇员

们会挑选一封信，然后会像淘气的孩

子那样给孩子们带去一些节日的小魔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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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社会投资

2014年的赠予

320万美元

1.3万美元

47.4万美元

12,124

Steelcase基金会

Steelcase公司

与雇员捐赠相对应的赠予

小时，Steelcase雇员志愿服务时间，

较2013年增加了75%

2014年志愿服务时长

2011 20142012 2013

可持续亮点

主动
学习中心

75%

Steelcase长期参

与社区和慈善组

织的活动，不断

带来富有实质意

义的成果— —从

资助开展关于学

生成绩差别的研

究到保护和维护

当地公园。

2014年，Steelcase基金会和Steelcase公司

总计捐赠了450万美元，其中有近50万美元

为与雇员捐赠相对应的捐赠。

Steelcase公司向100多家机构捐赠了130多

万美元资金，如仁爱之家、西密歇根环境

行动委员会等。Steelcase聚焦于帮助有关

机构扩大服务提供的范围及深化其影响，

为此，我们重点投资于以下领域：

·艺术与文化

·多样性与包容性

·经济发展

·公共城市教育

·环境

·医疗

·公共事业

Steelcase基金会，重点关注西密歇根地区

的教育问题，为公立学校、课后项目提供

支持，并且寻找创新方法解决系统性的经

济与社会问题。2014年，在基金会320万的

拨款中，有170万用于教育项目——为下一

代技术雇员创造学习、成长和兴盛发展的

机会。

环视全球，Steelcase雇员慷慨地将自己的

时间、专业技能和资源奉献到各个领域的活

动中，从翻修孤儿院到培训年轻领导者。去

年一年，Steelcase雇员奉献的资金总计约

47.5万美元，志愿服务时间超过1.2万小时

——这相当于3000多周全职工作日。公司

的本地社会影响委员会负责发现亟待解决的

社区需求，并提供相应支持，为社区带来活

力与生机、希望与意义，跟随我们的足迹

传播我们的影响。

从在全球1万雇员中间灌输保持好奇心的企业文化，到课

堂资助，再到投资城市教育，Steelcase将支持教育作为

我们可持续理念的核心部分。学习对于我们做人和做事都

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还意识到，Steelcase有责任帮助下

一代创造同样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与各领域的创

新项目合作伙伴保持联系，进而发现新的机会和可能性。

2014年12月，Steelcase教育部门启动了一个新的赠予项

目，为美国和加拿大学校及大学的15个主动学习中心教

室提供资金并开展研究。项目启动后，反响超出我们所有

预期——我们预计可能会有200名申请者，而事实上我们

收到了533份申请，最终我们压缩到了12个。

针对每个主动学习中心的捐赠内容都包括家具、全套技

术、设计和安装，还会对设计用于28到32名学生使用的

三个教室类型中的一个进行使用后评估。这些捐赠资金

规模在3.5万美元到5万美元之间，支持服务由Steelcase

地区经销商无偿提供。

每个接收学校都同意提供专门的空间，参与Steelcase教

育培训以及实践社区，在未来两年内实施并分享学习影响

成效。

欲了解更多内容：请参阅《课堂设计影响学生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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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

 

多样性与
包容性

雇员

我们非常珍视雇员们独特的才能、

技巧和发展前途，清楚地知道正是

广大雇员的不懈努力和贡献推动我

们的事业不断前行。我们正在打造

一个确保每位员工都能充分发挥各

自潜力的工作空间。

领先的跨国公司不仅支

持多样性，还能够利用

这种多样性来促进创新

与增长。

在Steelcase足迹所到之处，我们都在积极

促进社会公正与包容，包括在经济、性别、

种族和性取向等方面的平等，以确保我们的

公司和全体雇员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无

论他们在哪里生活和工作。

去年在美国，恐怕没有哪一个社会问题的变

化速度堪比同性恋、双性恋及变性人(LGBT)

的平等问题。从州法院裁决到最高法院，新

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迅猛传播速度超出许多

人的预期。Steelcase长期参与到为LGBT群

体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当中，2014年我们还

加入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ACLU)以及其它领

先的密歇根公司的行列，反对多个可能威胁

本州LGBT群体权利的宗教自由恢复法案。

与其它领先企业一道，Steelcase认为这些法

案可能会限制他们吸引和留住人才，并使得

这种歧视习俗化、制度化。

在我们的西密歇根本地社区中，Steelcase坚

持继有传统，通过贡献资源、专业技能和产

品等方式支持社区发展。我们已经连续第十

五年参与共同主办城市联盟的纪念马丁·路

德·金早餐活动。我们还继续作为主要主办

方，支持大瀑布市社区学院的多样性系列讲

座，介绍这个领域的顶级思想领袖与大家讨

论当今最具前瞻性的话题。

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歧视

禁止基于性别身份或符号的歧视

提供伴侣健康/医疗保险

平等提供其它针对雇员伴侣的

“软”福利

提供覆盖变性人的健康保险方案

全公司的组织能力项目

设有雇主支持的雇员资源小组

积极参与外部LGBT社区

企业平等指数100

每年，人权活动基金会都会发布企

业平等指数，衡量企业在平等对待

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雇员方面

的表现。Steelcase很荣幸地在所有

类别的评分中均获得满分100，这些

类别包括平等的就业机会、平等的

配偶及伴侣福利、能力培训、公共

参与度以及负责任的公民等。

HRC企业平等指数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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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福祉
可持续亮点雇员

福利中心

在Steelcase所在的每一个地方，对雇员福

祉的关注都在与日俱增。一直以来，我们

都在有意识地力图朝向更全面的福祉定义

前进——包括生理、心理、情绪层面的福

祉——并且为所有雇员拓展机会，去探索

和改善其全部福祉。

我们为提升员工福祉所做出的最显著努力

就是在大瀑布市密歇根全球商业中心建造

了占地1600平方英尺的福利中心。这个专

属场所可为雇员提供免费的健身和教练课

程、现场护理服务、保健信息，同时有一

位新的咨询顾问，我们称之为福利领航人

。这里的许多工具和服务对雇员都是全免

费的，包括身体结构扫描、营养和体重管

理课程、生活指导等。在私人空间，雇员

可以接受一对一的课程，或者只是享受片

刻的安静和休息。我们未来计划在公司遍

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都设立类似这样的迷你

福利中心，聘用一些现场福利专员。

在我们位于北美的三家制造工厂，得益于

健身及教练场所的扩大和翻修，这里的员

工福利提升更为显著，也能惠及更多人。

在密歇根的Kentwood和Wood Plants两家工

厂，都在原有福利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

新的健身设备、淋浴设施、私人房间和其

它课程。　

除上述项目外，我们还在美国和加拿大实

施了一个新政策，在雇员家里有孩子出生

或者领养孩子后，父母可以享受三周的带

薪假期。Steelcase深知，工作与家庭始终

相互重叠，互相影响，我们在努力采取一

些积极的措施，力争为雇员生活的方方面

面提供支持。这项新政策进一步强化了我

们对员工的支持，不仅仅是支持其满足工

作需要，也支持其作为孩子首要看护人的

需要。在这一政策启动首年，亲子假成为

最受欢迎的新福利，帮助无数家族适应新

孩子出生的生活和节奏。

全球福祉

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福利委员会

组织长达一周的活动，聚焦福祉的

不同维度，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导地

位。为了鼓励员工注重身体健康，

我们组织了从徒步到滑雪等各种备

受欢迎的周末户外活动，所有费用

由Steelcase负责。在罗马尼亚的克

鲁日，本地雇员经验委员会在专门

的区域储存新鲜水果，帮助员工全

天都能保持充足的能量与活力。
 

在北美，阿拉巴马州雅典工厂的

200多名雇员参加了首届年度员工

健康与健身日活动。该活动的目标

是教育并鼓励人们去做一些平常可

以很容易融入日常生活表的健康活

动，活动内容包括健康小食、身体

成分指标、一对一教练、免费血压

检查、按摩、拔河比赛，以及有关

现有Steelcase员工福利选项的咨询

服务。

在亚太地区，雇员们选择的锻炼项目

是瑜珈。从澳大利亚到马来西亚，再

到中国，我们的雇员乃至客户都在充

分利用在Steelcase办公场所提供的

瑜珈课，接受Steelcase健身合作伙

伴提供的服务。事实上，作为一项非

常受欢迎的健身项目，我们的瑜珈课

程正在不断扩展以继续满足不断上升

的需求。

在如今快节奏的商业环境中，公司绩效变得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重要。成长、学习、实践、利用人的自然禀赋、冒

险、勇于面对错误和不足——这些都是确保Steelcase未来

发展成为创新与健康企业的必需技能。作为一家公司，我

们在努力地支持员工提升个人健康，设立于密歇根州大瀑

布市全球总部的新福利中心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

确保我们的团队能够完全发挥自身潜能。

Steelcase在提升员工福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主要集中

在三个方面：身体、情绪和社会福祉。比如：

·我们能够找到用于联系沟通或者思考的场所

·公司有鼓励人们表达自己个性的政策

·员工们有时间充电学习或者在有需要的时候去照顾家人

·在全球范围内，公司都鼓励我们投入时间去支持我们所

   在的社区　

·健康和安全是公司运营的核心

·在美国，公司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机会来鼓励身体锻炼：

   健身室，团队比赛，用生物统计数字来提升认识，鼓励

   健康的生活习惯等

新的福利中心为员工们提供了资源、场地和工具，包括：

·身体评估与进展跟踪

·针对个人的支持，从慢性疾病管理到财务或事业咨询

·团队活动，包括瑜珈，冥想和食品管理

·创造条件帮助恢复精力，包括午休站、按摩

我们的合作伙伴们也都致力于上述项目，我们分派了专门

的资源来支持这个简单的理念：一个能够为雇员的个人需

求、梦想和激情提供支持的场所，一个能让我们的客户看

到我们始终在践行承诺的场所。

我们将从福利中心的运作中学习经验，并且在可能的情况

下，在其它地方复制这一模式。我们相信，只要雇员不断

成长和兴盛，我们的公司就会成为更加富于创新和持续性

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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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发展

7,980

雇员

工作场所
健康与安全

雇员

我们正在投资和扩大

可以提供给雇员的创

新、全球学习与发展

项目。

我们相信为雇员提供新的学习方式有助于

给我们自身带来积极而可持续的变化，进

而帮助我们给整个世界带来同样的变化。

在未来数月，伴随公司日益成为实操型、

实时学习的机构，Steelcase还将迎来新的

转变。与过去只是在教室或者研讨会上学习

的模式不同，今后公司将鼓励雇员对自身的

发展负责——每天以更加非正式的方式来寻

找学习与成长的机会。通过这种新的模式，

员工们可以更快地收到反馈，公司内部领导

可以成为非正式的学习促进者，进而营造一

种学帮带的氛围。目标？就是打造一个反应

更迅速，更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紧跟日新月

异的变化。

我们的“全球领导力发展经验”项目采取一种

快速、实时的发展方法来创立课程，该项

目以来自北美、欧洲、中东、非洲和亚太

的参会者为原型。新兴领导人们来自五湖

四海，共聚一堂探讨发展新的技能，利用

最新鲜的能量与想象，来解决企业内部普

遍面临的挑战。参与项目的成员组成一个

个小组，彼此为对方扮演指导与顾问的角

色，从而使得大家的学习体验更加丰富，

也有助于分享集体学习的结晶与智慧。项

目结业的经典仪式是在密歇根州大瀑布市

的全球商务中心举行的为期两天的活动，

首席执行官Jim Keane和其他高级领导人会

做发言，阐述企业的三大文化支柱——同

理心、谦恭和信任。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良好的健康与安全实

践和生产效率与质量同等重要——这意味

着，我们的商业决策总是要考虑雇员和客

户的健康和安全。

Steelcase致力于营造一种具有前瞻性以及

极大雇员参与度的健康与安全文化，这种

文化支持跨部门的、参与式防范伤害的工

作方法，是我们力争为雇员提供最优福祉

的根本所在。

我们位于德国罗森海姆的欧洲工厂正在从

一些重点活动中受益。当地的领导人实施

了一个新的健康与安全项目，明确风险“

热点”，实施解决方案，衡量进展。比如，

初始评估显示，某组装部门需要格外加强关

注，那么领导者和雇员们就会召开一个持续

改善(Kaizen)安全联合会议，通过头脑风暴

的方式找到需求，并确定优先次序。所谓

Kaizen，来自于日语，是“持续改善”的意

思。这是一种从评估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再

到取得成功的有机方法。得益于这一方法的

使用，目前该工厂的安全元素(如抗疲劳垫)

大大改善。此外这样一种有机方法也便于领

导人和雇员共同分享和找到新的安全解决方

案。

由于一半以上的安全事故都与员工的不安

全行为有关，因此设计倡导安全操作的工

作站是我们力争达到零事故工作环境的重

中之重。未来几年，我们会继续在以下方

面的努力，如探索职业风险评估，在流程

设计方面考虑基于行为的安全流程，事故

分析以及工作站的人体工学评估。

在北美，扩大版的入职指导流程包括了更

全面的安全指导——新员工需要花上一整周

的时间在教室上课以及实地观察，之后才能

被分派到工作站。这一流程能够帮助新员工

更好地做好准备，提高其生产效率，增加其

安全经验。

销售培训亮点

为支持美国业务增长，40多名新任

销售专员完成了为期六周的核心上

岗课程，这项课程的设计目的即是

为客户及销售专员传授高级经验。

此外，有四名新员工完成了为他们

量身定作的为期三个月的经验传授

课程，旨在将这些具有高潜力的大

学毕业生带入销售团队，为后者注

入新的能量，开拓新的视角。

美国工厂提供的按摩

目前，我们所有美国制造工厂都定

期为员工提供15分钟的免费按摩，

以帮助治疗一些轻微损伤。大多数

员工仅仅按摩三次后就感受到了显

著改善。

2014年，Steelcase为全球雇员提供

的“全球商业标准”培训，总计培训

时长达7980小时

“在Steelcase，我们

致力于为员工、客

户和商业合作伙伴

提供一个健康、安

全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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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创新产品与
解决方案

环境

我们正在努力为后代留下一些有益

于全人类的遗产。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要保护更多，使用更少，为什么

我们要采购更负责任的材料，以及

为什么我们要找到更好的工作方式

并且发出领先的声音。

在我们谋求创新、提升

与践行产品承诺的道路

上，有三大支柱指引着

我们的努力，那就是材

料化学成分、生命周期

评估以及终止使用设计

策略。

这三大支柱帮助我们在不影响产品性能的

情况下避免及消除材料隐患，积极参与国

际研究，帮助其它产品设计商和提供商改

进业务。最重要的是，这三大支柱能够帮

助我们提供更以人为本且有益于环境的产

品和服务，从而更好地回馈客户。

材料化学成分

随着新项目的推出，加之现行资质提升了

与材料相关的预期，我们仍然致力于通过

率先示范来不断提高当前的标准。我们在

不断质疑材料开发商，同时与他们通力合

作，旨在提升认知并激发材料创新——与

此同时，评估我们的现有材料、流程以及

产品，以期寻找新的改进机会。

我们主张通过公共政策来提升化学标准，

并且与学术机构和创新公司形成合作伙伴

关系，共同探求解决今天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在推动寻找解决方案，并且致力于将

实验室的成果应用到现实应用当中，因为

我们知道绿色化学在构建可持续未来方面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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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30+ 

创新产品与
解决方案(续)

环境

生命周期评估

多年来，我们坚持执行生命周期评估(LCAs)

来衡量和分析公司产品的环境足迹。这是一

套全球认可的方法论，作为较早采用该方法

的公司，Steelcase的LCA实践帮助我们去发

现可供改善的潜在机会，并且去了解如何以

最佳方式去应用、扩大及整合更好的实践与

决策。

除执行产品的LCA评估外，我们还有专属内

部团队负责从事生产后及消费后回收材料领

域的生命周期研究。他们的研究为我们带来

了许多有益洞察——包括更好地利用生产后

回收材料，比如在生产Gesture®座椅和新款

Think®座椅中使用的B-Free™管和尼龙。

我们与行业及学术界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的研

究，正在帮助我们提升那些超越我们行业边

界、但是会给制造商与消费者带来裨益的数

据库和实践。通过分享我们的发现，继续参

与当地和区域性的会议，不断支持在其它行

业中推广LCA的做法，我们始终在不断地学

习。

终止使用与回收

得益于公司先进的生产方式，我们能够为客

户提供更多的材料选择，更好的回收效果以

及不断改进的捐赠选项。我们力争生产使用

持久的产品，有的时候，我们的产品使用寿

命甚至超出客户需求。虽然Steelcase的产

品在设计上都具有高适应性，但终究会有

一天这些产品无法满足客户的最优需求。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帮助客户做出负责任的

选择。请参阅本报告的“终止使用策略”部

分，里面提供了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与客户合

作来管理其家具库存，并且通过将其多余资

产出售、翻修、捐赠或回收等方式来避免将

我们的产品做垃圾填埋处理。

Steelcase赢得GC3冠军奖项

Steelcase荣膺绿色化学与商业委员

会(GC3)冠军奖，该奖项是专门授予

那些在领导、支持及促进绿色化学

领域表现突出的个人和组织。能够

获得这一奖项，代表着对Steelcase

的认可，特别是其在推动更安全化

学材料与更健康地球领域所做的贡

献。

Think®再思考

Steelcase最近重新设计的Think®就

是一个示例，通过这个例子，可以

看出生命周期管理的方法与不断寻

求改进的观念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

的成果。产品中新加入的可回收材

料极大降低了碳排放。仅在美国，

我们减排的规模就相当于驾车行驶

250万英里的排放量，或者是每年做

100次环球旅行的排放量。

教育下一代

就外部而言，目前对绿色化学的需

求远超供应——因此我们致力于分配

资源在当地学校开办教育课程，确保

把绿色化学的理念传递给今天的学生

们，培养下一代高技术雇员。我们还

与Beyond Benign (一个致力于重新

思索如何在课堂里教授化学的非盈利

机构合作)，举办了针对学校老师的

为期半天的高级绿色化学研讨会。我

们为老师们展示了Steelcase通过哪

些方法来将绿色化学的理念融入产

品和制作过程，之后老师们又展开

头脑风暴，探讨如何将这些实践应

用到面向学生的课堂或者实验室。

“多年来，我们坚持

执行生命周期评估

(LCAs)来衡量和分析

公司产品的环境足

迹。”

产品获“摇篮到摇篮”认证

产品发布了环境产品宣言 (EP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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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159,940,445千瓦时)

可再生能源
环境

2014 可再生能源积分

能源使用与
效率

环境

总销售 (千美元)

直接排放 (吨二氧化碳当量)

间接排放 (吨二氧化碳当量)

200k $5M

$4M

$3M

$2M

$1M50k

100k

150k

2004-2014年期间Steelcase温室气体排放

‘04 ‘05 ‘06 ‘07 ‘08 ‘09 ‘14‘13‘12‘11‘10
100%

EMEA (40,007,982千瓦时)

APAC (7,379,513千瓦时)

正如我们努力增加对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投资

一样，我们也严格审视自身运营过程中的能

源使用及由此产生的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如

今，我们有理由因为Steelcase全球能源使

用与温室气体排放得以适度减少而庆贺。作

为一个生产水平较高、能源需求也较高的全

球性公司，我们知道自己在能源使用和排放

上每减少百分之一，累计到全球运营中的规

模就相当可观——从而让我们朝向在2020

年实现减排25%的目标更近一步。

作为达标征程中的重要一步，我们利用当前

最先进的资源标准来衡量和监测公司的全球

能源使用与排放数据。公司遵循新的全球资

源学会指南来报告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已经

开始扩大数据收集工作，将一些与公司有关

的非直接影响也计入其中。我们还扩大了衡

量指标的范围，确保公司能够更准确地跟踪

能源使用，并且制定出全面策略，力争进一

步减少能源使用。

为实现能源目标，公司采取的一项重要策略

就是在北美工厂安装了新的远程监测表。

我们是使用公司回收材料所得资金购买的

这一先进仪器。有了它，公司现在每隔15

分钟即可监控电力使用情况，不必像以前

需要等待30天才能收从电费缴费单上获得

信息。而且，由于月账单上往往只能标明总

使用量，而这些远程表能够帮助我们跟踪各

个区域、流程或机器的用电量，因此我们可

以获得一幅比以往更准确的能源用量图表。

采用上述新设备意味着我们现在能够找到问

题热点，进而采取及时措施予以纠正，包括

做一些预防性的维护工作。

使用这一数据，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来

测量、了解、共享及报告有关公司能源使用

和影响的细节，进而为员工提供更多信息，

帮助其更好地通过协力合作来降低能源使用

并达成目标，这些数据也有助于我们制定更

有针对性的节能与减排目标和解决方案。随

着我们不断地学习最佳实践，并且对新的数

据进行优化，公司会继续探索其它投资及策

略，在更多地区安装远程监测表。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我们过去短短几年时

间里取得了显著的进

展。一个最初仅限于

当地的投资项目如今

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涵

盖风能和水电可再生

能源积分 (RECs)的整

体清洁能源方案。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我们过去短短几年时

间里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一个最初仅限于

当地的投资项目如今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涵

盖风能和水电可再生能源积分(RECs)的整体

清洁能源方案，

去年，我们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购买

了相当于我们全球用电量百分之百的REC积

分。这绝对是一个大消息。我们对于已取

得的进展感到欢欣鼓舞，但与此同时我们

深知前面的路还很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不断提升和改进公司的可再生能源策略，

并且尽可能地提升对本地化采购的关注。

作为一个主要的制造类公司，我们能够正

视公司的能源足迹，面对的方式就是在本

地、国家及全球层面投资可再生能源。正

因如此，但凡可能，我们都会在公司有运

营的地区购买可再生能源积分。随着越来

越多的国家开始投资可再生能源，我们期

望有一天，在我们公司有运营的每一个国

家，都能拥有繁盛发达的可再生能源基础

设施。

此外，我们在关注投资及扩大可再生能源

项目的同时，也坚持努力减少能源使用。

有关我们优化能源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本报告的“能源使用与效率”部分。

Steelcase获评EPA绿色能源大奖

这已经是Steelcase第二次赢得EPA

绿色能源伙伴组织颁发的绿色能源

领导力大奖。Steelcase在2001年成

为绿色能源伙伴组织的创始成员，

2009年首次获奖。能够获此殊荣，

表明Steelcase在促进绿色能源发展

方面的表率示范得到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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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m $5M

$4M

$3M

$2M

$1M

200 m

250 m

100 m

150 m

‘13‘12‘11‘10

2004－2014年用水量 vs. 总销售额

节约用水 
环境

1870万

2%

2014年减少1870万加仑水消耗量

2010年水消耗量减少2%

运输与包装
环境

 
 

 

33%
水 (加仑)

总销售额 (千美元)

要将产品和人员安全地运抵目的地，同时又

要最大限度减少环境足迹，这需要持续、有

意识的努力。通过我们的创新包装与运输实

践，以及高效运营，Steelcase正在把信念

转化成行动。

我们的包装团队采取了一种系统性的方法来

寻找改进与创新的机会。这一流程的第一步

就是有严格的检测模型用于检验包装方法，

这个模型分四个级别，要求逐级提高。从撞

击测试(让包装箱坠落至晃动的桌子上)到温

度变化，我们的工程师们力争确保公司采用

的包装能够保护产品毫发无损地交付到客户

手中。得益于上述努力，越来越多的产品安

全抵达目的地，减少了破损事故的发生，避

免了材料浪费。

虽然我们已经研究出了许多成功的产品包装

和运输方法，我们还是不断试验，以期找到

性能更加卓越的材料。过去几年间，我们努

力的方向是可分拆包装、轻瓦楞纸包装以及

使用回收或可回收材料包装。我们主动减少

使用合成材料和聚亚安酯包装，而更倾向于

选择可回收材料。公司目前正在研究使用柔

韧性更好的薄膜来在运输中保护产品。到目

前为止，我们的研究成果十分可观：采用这

种薄膜，可以减少30%的包装材料，并且大

大降低机器使用时间。目前我们还安装了一

台专门的机器，可根据需要切割瓦楞纸——

这意味着减少浪费，节约更多。

至于我们的车队，我们不断优化行驶路线，

以尽可能地缩短距离，提高燃油使用效率。

在欧洲，我们的车队里增加了混合动力车；

在北美，我们使用生物燃料旅游大巴。得益

于上述举措，我们不断向公司制定的能效目

标前进。此外，不仅仅是我们的卡车在减少

行程——我们的雇员也是如此。通过采用高

清视频会议技术以及替代工作策略，我们正

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员工差旅频率，进而降低

我们的环境足迹。这样做除了可以降低差旅

成本和减少排放外，雇员还能够更多地与家

人在一起——这也是我们支持雇员的重要方

面。

提供更多产品——取得更大成绩

得益于我们在欧洲、中东和非洲采

取的新型media:scape®组件包装方

法，我们能够运输的产品数量大幅

增加。对于跨境运输集装箱，我们

现在能够运输的产品数量较过去增

加3倍——这意味着材料、燃油和温

室气体排放都大幅减少。

得益于我们在包装玻璃角方面的一些

创新，目前公司每辆卡车可运输的

V.I.A.®组件数量增加了33%。

与其它许多行业相比，我们的运营并不需

要太多的水消耗——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不重视节约这一宝贵资源。我们的目

标是到2020年，将我们的水消耗量减少

25%。

过去几年，我们的用水量较之平常有所增

加，这是因为产出增加和全球范围内新增

工厂所致。得益于新创新方法的采用以及

公司持续关注现行的节水策略，自2010年

以来，在公司足迹所及之处，我们的水消

耗总体减少了2%，距离实现2020年长期目

标更近一步。

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我们在捷克Stribro工厂

采用的新流程。该厂引入一种创新方法用

于粉末喷涂，从而大大减少了废水排放。

这座工厂位于农村地区，有处理水零排放

的限制。我们设计了一种方法，能够将该

工厂的废水总量从原来的每天两辆油罐卡

车减少到每周一立方米。在这一方法成功

实施的基础之上，我们希望能够将其复制

到其它工厂。

展望未来，我们正在努力研究如何最大程

度优化和整合公司的环境管理体系，从而

让每个工厂都能更容易地看到、分享成功

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并且通过头脑风暴的

方式开拓思路。得益于上述努力，我们很

高兴地看到Steelcase遍布全球的员工和合

作伙伴正在不断提升合力——运用他们的

知识和奇思妙想促成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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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废物排放

 

46%

17,286 

149.9

2010年废物减排46%

全球回收17,286吨材料

对149.9吨食物废料做堆肥处理

可持续亮点

重新思考
如何
推动世界前进

2020年底以前实现

25%减排目标

 

环境

过去几年中，我们成

功地令数万吨材料避

免做垃圾填埋处理。

事实上，得益于我们的环境管理系统以及

内部团队的不懈努力，自2010年以来我们

的废物排放减少了46%。这已经超过了我

们此前设定的在2020年前将废物排放减少

25%的目标。我们在庆祝取得上述成绩的

同时，仍然在密切关注未来可能改进的一

切机会。

优化废物排放可能意味着减少生产优质产

品所需要的材料，找到新的测量和切割织

布的方法，或者仅仅是调整生产流程(为此

我们通过采用按订单生产的方式来减少库

存)。我们不断地在各大工厂实施新的以及

改进过的废物减排策略，以确保能够充分利

用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无论是再利用、回

收、堆肥还是焚烧以用于能源恢复。此外，

我们还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案，看能不能将我

们的废物转化为别人的资产。比如，如果我

们积累了过量库存，我们会将像木顶、抽屉

拉手以及其它零部件捐赠给诸如仁爱之家这

样的机构，以期物尽其用。

过去几年，我们将视角进一步放宽，注意

力转向改进分销中心的绩效。去年，我们

在这些地区实施了更严格的回收策略和流

程，进展显著。这要感谢我们此前在自己

工厂试点这些策略与流程时收获的经验和

教训。我们与分销中心的领导共同建立了

回收团队，赋权雇员，让他们能够在工作

场所做出积极主动的变化。我们还提供有

关优质回收和堆肥技术的培训，并且让工

厂员工参与到审计流程当中。

在取得上述成功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着

眼于未来，探索如何将这些努力扩展到公

司价值链的其它部分。作为未来的目标之

一，我们要与供应商合作，降低他们的废

物排放，将我们的堆肥技术应用到更多工

厂。

在可持续领域，有一个话题的热度正在逐日上升，那就

是能够通过创新来最大限度减少废物排放、实现资源恢

复并带来经济增长的新商业模式。这一模式——即人们

所说的“循环经济”——仅凭借环保优势这一项就足以

独占鳌头，摒弃现有商业和消费模式的理念。　

当然，这其中还要考虑经济利益：领先智库预计，循环经

济可能会在未来五年内带来10万个新岗位，到2025年前

为全球经济贡献1万亿美元。

最近，Steelcase加入了“循环经济100”组织，这是一个

跨国、跨行业的公司组织，成员包括联合利华、飞利浦、

思科和雷诺，由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发起。该组织的目

标是加快向这些更简化的业务模式的转变，因为大家都知

道，我们所运营的这个世界资源是有限的。

比如，虽然有一些企业能够做到更高效地使用能源，但这

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到固定资源的有限供应，这些

还远远不够。未来15年，近30亿发展中国家人口预计将

加入全球中等收入群体行列，这一线性模式显然无法满足

日益膨胀的消费者需求。

我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创新是复杂而充满挑战的：向

前进意味着放弃那些久经考验的做事方法；但是向前进也

意味着大量的成长和创新机会。通过摒弃那些越来越过时

的经济模式，我们就有机会以过去鲜见的规模和速度来实

现积极的改变。

欲了解更多内容：请参阅360杂志第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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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我们严格自审，将经济、社会和环

境的可持续性作为决策的中心。

我们的领导团队继续致力于践行人类承诺，为股东创

造长期价值，引领可持续的企业业态。由公认的业界

领袖、公司创始家族的第三代成员以及其它董事会成

员组成的实干领导团队，负责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定调。

特别是我们的全球可持续指导委员会，在2014年进一

步强化聚焦，通过制定新的文化、沟通及流程策略，来

更充分地利用我们在可持续领域的努力，推动公司的价

值主张、品牌声誉和健康企业形象。该委员会正在探讨

在以下领域的长期投入，以期进一步加深参与度：

·更宽泛的可持续企业文化

·通过确立框架、案例学习和设定基准等方

   式，在可持续能力、企业成功以及公司活

   力之间构建更明晰的联系

该指导委员会的职责是激励并赋权给每位雇员，正是

这些雇员的努力持续支持我们企业取得集体成功。

每一位Steelcase员工，都有责任在各自的岗位上遵守

我们的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政策。这些政策清晰地传达

了我们对员工的预期，无论其职位和职责是什么，都

需要恪尽职守，为企业员工的整体安全与福祉、为他

们的社区乃至整个自然界贡献力量。

我们的可持续愿景目标宏伟。每个人都必须积极投身

其中，提升效率，达到或超越目标。

“由公认的业界领袖、公司创始家族的第三

代成员以及其它董事会成员组成的实干领

导团队，负责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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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我们的可持续之路仰赖大家的集体努力，触及公

司遍布全球各分支机构的每一个层面。我们的成

功源于每一位员工、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办公室、每一条生产线乃至每一位客户、

经销商、供应商以及合作伙伴的不懈努力。

报告行将告一段落，但是我们的事业永不停息。

我们愿意努力保持这个话题的热度和生命力。欢

迎致信sustainability@steelcase.com，与我们分

享您的可持续梦想。

请回收利用本报告。报告内使用商标为Steelcase或其各自所有者所有。

Cradle to Cradle Certified™  (从摇篮到摇篮认证)是由“从摇篮到摇篮产品创新学会”许可的认证标识。

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的LEED®绿色建筑项目是一个针对高效能绿色建筑设计、建造、维护及运营的卓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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