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WC万国表发布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并 

宣布吉赛尔·邦辰担任环境与社区项目顾问

2022年7月26日，沙夫豪森 – 瑞士制表名家IWC万国表于今日发布品牌第四版可持续发展报告。该报告由环保人士兼超级名模，

即IWC万国表新任环境与社区项目顾问吉赛尔·邦辰 (Gisele Bündchen) 题写序言。报告既概括了IWC万国表2022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执行进度，也展望了公司未来的宏伟蓝图及其全新指导原则——“工程缔造永恒”(Engineered beyond time)。

共同的目标： 

与吉赛尔 ·邦辰合作

IWC万国表诚挚欢迎环保人士兼超级名模吉赛尔·邦辰担任

品牌有史以来首位环境与社区项目顾问。自2009年以来，

吉赛尔·邦辰一直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 的亲善大使，积极参与倡导生物多

样性和野生动物的相关事业。由于长期致力于环保事业，她获

得了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荣誉表彰。

在为最新报告进行物质性分析时，IWC万国表将“生物多样

性”和“社区”列为其加快努力的两大关键领域。吉赛尔将把

她在环保方面的经验以及她对于地球保护事业的热情带入

IWC万国表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她也将协助IWC万国表确认

未来需要为之努力的项目。

谈及与IWC万国表的合作，吉赛尔表示：“我非常高兴能够

与IWC万国表合作，共同致力于保护我们的地球。我们的

可持续发展之旅都开始于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有责任做得更

多，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的声音和影响力对环境和社会产生积

极影响。我期待与IWC万国表共同努力，为下一代创造更美

好的未来。”

IWC万国表首席营销官兼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范思佳 
(Franziska Gsell) 表示：“吉赛尔和我们享有同样的目标和

决心——为环境和社会带来真正的改变。IWC万国表的可持

续发展旅程能有她结伴而行，我们感到非常荣幸。IWC万国

表一直坚守至高标准，发挥自身作用，致力于为后代保护好

我们的地球。吉赛尔拥有丰富经验、奉献精神以及全球影响

力，这将助力我们开辟新的机会，进而为世界各地的环境和

社区做出积极贡献。”

I WC万国表202 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

IWC万国表于十多年前开始踏上可持续发展旅程，凭借对

制表技艺的精准、热情与坚毅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事业添

砖助力。IWC万国表生产的腕表均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

因此十分珍贵，可以代代相传。2020年，我们设定了2022
年要实现的九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虽然受到全球疫情的影

响，但是我们目前在大多数领域均实现了预定目标，并取得

了长足进展。

•  获得责任珠宝业委员会 (RJC) 对腕表零部件的“产销

监管链”(Chain of Custody) 认证：这是一个自愿性标

准，证明品牌在供应链中所使用的金和铂金是完全可

追溯且来源可靠的；

•  转向全球范围内采购100%可再生的能源；

•  持续保持“最佳职场”(Great Place to Work®) 认证；

•  在瑞士获得了“同工同酬”(EQUAL-SALARY) 认证；

•  制定和试行可持续发展活动的蓝图；

•  专注我们的硬件，制定并实施了更加可持续发展的IT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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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C万国表有望在2022年底前实现以下目标：

•  逐步停止购买非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认证的林业 
产品 (例如纸、纸板、木材、家具等)；

•  与2020年相比，IWC万国表的年度企业志愿服务时间

增加一倍；

•  与2017年相比，女性在管理岗位的比例提升一倍。

2020年以来，IWC万国表所取得的其他重要发展：

•  2021年推出T imbe rTex™表带：该表带产于意大

利，80%的材料源于欧洲森林的可持续植物纤维， 
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

•  在品牌总部及其各大精品店全面停止一次性塑料制品

的使用；且

•  继续与世界各地的组织开展合作，例如劳伦斯体育公

益基金会 (Laureus Sport for Good) 和救助儿童会 
(Save the Children)，以推动社会变革。

谈及IWC万国表自上次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以来过去两

年取得的进展，范思佳表示：“我们始终在自己的可持续发

展征程上不懈前行，不断自问我们如何能在材料创新、能源

使用及社会影响方面做得更多，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可持续

发展水平。我们深刻认识到自身有责任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有责任为了更公平合理的社会而努力，有责任告诉人们：

奢侈品并不等于无节制。

M I R AT E X ™——突破性植物基材质， 

环保的皮革替代品

继2021年推出纸基TimberTex™表带后，IWC万国表再次推

出革命性的MiraTex™表带——极具创新的环保产品。这款

表带以MIRUM®制成，这是一种生物基、不含塑料且可循环

再用的环保材质，符合IWC万国表对于耐用性、灵活性和美

学外观的要求。

作为纺织品的创新之作，MiraTex™由IWC万国表和生物工程与

材料创新公司Natural Fiber Welding (NFW) 密切合作打造。

NFW的MIRUM®材质完全以植物和矿物质制成，不含任何

石油化工成分或塑料。该材质的主要成分是经森林管理委

员会 (FSC) 认证的天然橡胶、软木粉和矿物着色剂等填料。

相比动物或合成类皮革，MIRUM®无需鞣制，生产该材质的

资源密集程度要低得多，因此碳排放量低。MIRUM®也是

100%可重复再用的循环材质。

关于 IWC万国表Mi raTex™表带的更多信息，请查阅介

绍“MiraTex™：a Sustainable and Circular Innovation” 
(MiraTex™：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循环性创新)。

新目标： 

工程缔造永恒

IWC万国表希望将自身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的努力完全透

明化，而其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就是其中一环。

此处查阅IWC万国表《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https://
www.iwc.com/en/company/sustainability-at-iwc.html

IWC万国表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格莱恩格-海尔 (Chris 
Gra inger-Her r )  表示：“可持续发展贯彻我们的整个企

业——遍及所有部门、所有层级。这一理念驱动我们进行更

智慧的思考，激励我们创新，推动我们充分利用身为一家负

责任的企业所创造的各种良机。这份可持续发展报告展示

了我们对‘坚持透明度和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和执着付

出。绝不后悔，绝无例外。”

为了进一步提升透明度并定期让利益相关者也参与进

来，IWC万国表将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发布频率定为每年一

次，而非两年。今年的报告提供了IWC万国表在其可持续发

展进程中的最新动态及其全新目标——“工程缔造永恒” 
(Engineered beyond time)——以“透明性、循环性与责任

制”为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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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性 
工程理念超前

该理念反映出IWC万国表的一个坚定信念：与所有利益相关

者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使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站在何处、哪里

可以提升以及需要设定什么目标来继续发展征程。为此，品牌

做出了以下努力：承诺每年发布一次可持续发展报告；与可靠

的企业和协会开展合作；坚持广受认可的各项国际标准。

循环性 
精益求精的工程设计

该理念反映出IWC万国表对所生产腕表恒久运转的极致追

求，这些腕表皆为经典，可代代相传。每一款在沙夫豪森打

造的腕表，只要客户需要，品牌都可为其提供精心的保养和

维护服务。为此，品牌做出了以下努力：承诺为品牌所产腕表

提供终生养护，包括古董表；使用可循环再用的精钢和金材

质；重复利用品牌的产品和包装。

责任制 
超越可持续发展

该理念印证了IWC万国表致力于打造本质上永恒的经典产

品。以尽可能负责任的方式生产腕表——这激励品牌勇于

超越，追求更宏大的目标。为此，品牌做出了以下努力：承诺

材料来源可追溯；坚持减少碳排放；以及致力于生物多样性

项目。

最后，如今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更轻巧，却更具吸引力——从

之前的60页文档变身为易于阅读的杂志风格。报告采用叙事

方式，语言简练明晰，展现出IWC万国表邀请读者深入了解

其可持续发展事业的诚意。IWC万国表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参

考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标准编制。*

欢迎在此处通过IWC万国表《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详

细了解品牌的愿景、目标和最新动态：https://www.iwc.
com/en/company/sustainability-at-iwc.html

吉赛尔 ·邦辰： 

环保人生

在27年的职业生涯中，吉赛尔·邦辰一直是各路知名摄影师

的镜头宠儿，曾登上世界各大一线时尚品牌的秀场、拍摄无

数广告大片并成为1200多家杂志的封面人物，包括《时代》

(TIME)、《福布斯》(Forbes)、《滚石》(Rolling Stone) 等；

另外还有众多顶级时尚刊物也一次又一次向她伸出橄榄枝，

例如《Vogue》、《V》、《W》、《ELLE》以及《时尚芭莎》

(Harper’s Bazaar) 等，不胜枚举。

吉赛尔·邦辰还亲自撰写过一本《纽约时报》(New York 
T imes) 畅销书，也是她的自传：《受教：我的成长之路》

(Lessons: My Path to a Meaningful Life)；在这本书中，她

通过分享个人经历和观点阐释自己如何过上更有觉醒意识

的幸福人生。

吉赛尔对于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事业的热情是有目共睹的。

凭借自身特有的全球影响力，她努力引起人们对于地球的

关注，引发人们思考如何同心协力保护我们共同的星球。

自2009年起，吉赛尔一直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 亲善大使。此外，她因长

期致力于环保事业而荣获了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 (UCLA) 的荣誉表彰，并获得由绿色世界 (Green Awards) 
颁发的“绿色精英国际名人奖” (Best Green International 
Celebrity Award)。

吉赛尔的专业精神、奉献精神与热情使她成为环保与社会

事业的坚定倡导者——执着的毅力令人肃然起敬。

*关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致力于为可持续发展报告提供全

球最广泛应用的框架。该组织提供一种有序的结构化格式，

供大家分享关于材料问题、性能标准和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

之管理的各种信息，条理分明、全面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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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夫豪森 I WC万国表

瑞士制表名家IWC万国表的总部位于瑞士东北部的沙夫豪

森，其知名腕表系列包括IWC葡萄牙系列、飞行员系列等，从

优雅腕表到运动时计一应俱全。IWC万国表于1868年由美国

制表师兼企业家佛罗伦汀·阿里奥斯托·琼斯  (F lorent ine 
Ariosto Jones)创立，品牌以独特的制表理念而闻名——将卓

越工艺、创造力与前沿技术精妙融合。

经过150余年的发展，瑞士制表名家沙夫豪森IWC万国表已在

复杂功能性时计领域声誉卓越，尤其是计时腕表和日历腕表，

新颖独创、坚固耐用且便于日常使用。作为率先使用钛金属和

陶瓷材质制表的行业先驱，如今的IWC万国表特别擅长以各种

先进材质打造设计精良、技术精湛的表壳，例如钛铝化合物和

Ceratanium®瓷化钛金属。

作为环保制表理念的领导者，在材质的选择上，IWC万国表始

终秉持负责任的态度，以实际行动尽量降低对环境的影

响。I W C 万 国 表以“透 明 性、循 环性与责 任 制” 
(transparency、circularity、responsibility) 这三大理念为支

柱，致力于打造经久耐用的经典时计，并始终以负责任的方式

改进其产品制造、销售及维修保养、服务等环节。此外，IWC
万国表还与世界各地的组织合作，共同帮助儿童和年轻人的

健康发展。

下载

可于IWC万国表官网press.iwc.com免费下载精美

图片

更多信息

沙夫豪森IWC万国表

公共关系部

电子邮箱  press-iwc@iwc.com
网址  press.iwc.com

网站与社交媒体

网址 iwc.com
Tmall  iwcwatch.world.tmall.com/shop/

view_shop.htm
Weibo www.weibo.com/iwcchina
Wechat www.iwc.com/en/wechat.html
YouKu i.youku.com/i/UNDE2Mjk2MD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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