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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tlé Malaysia 与 Sime Darby Plantation 合作加速重新造
林应对气候变化
合作计划将在 RELeaf 项目中种植超过 100 万棵树
Nestlé Malaysia 配合其 RELeaf 项目达致 2023 年在马来西亚种植 300 万棵树木的造林举
措，与世界最大受认证可持续棕油生产商 Sime Darby Plantation (SDP)签署协议备忘录
(MOA)。在 MOA 中，双方将在 SDP 油棕营运区内的 1200 公顷河岸区和陡坡区种植超过
100 万棵树木。
Nestlé Malaysia 于 2020 年 启 动 的 RELeaf 项 目 放 眼 恢 复 沙 巴 京 那 巴 当 岸 湿 地
(Kinabatangan Wetlands)和 Merisuli 森林恢复区(Merisuli Forest Restoration Areas)的河
岸与森林生态系统，以及马来西亚半岛中央森林脊柱(Central Forest Spine)沿线的森林保护
区。这也是 Nestlé 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公司碳排放足迹的全球举措之一。
通过与 SDP 的 MOA，Nestlé 将生产和供应超过 100 万株幼苗在这些地点开展种植活动。
种植地点将位于马来西亚半岛以及东马沙巴和砂拉越地区的指定 SDP 庄园。
Nestlé (Malaysia) Berhad 首席执行员 Juan Aranols 先生表示：“环保是 Nestlé 的首要任务。
这是为何我们采取多项举措来帮助保育和保护国家多元自然生物，其中就包括我们的重新造
林计划 RELeaf 项目，目标是要在 2023 年前种植 300 万棵树。我们很高兴与 SDP 合作，
SDP 也是 Nestlé Malaysia 经认证的可持续棕油主要供应商。通过这项合作，我们可以帮助
减少价值链中的总排放量以及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这项合作还有助我们实现到 2050 年达致零温室气体净排放的全球承诺。”他补充说。
Sime Darby Plantation 集团董事经理 Mohamad Helmy Othman Basha 先生表示，该公司
很高兴再次与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合作，以体现保护和保育多元生物以及为应对气候变化做
出贡献。
“作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部分，大规模恢复森林和植树是增加碳汇的重大自然解决方案。
我们在过去的 12 年通过各种植树项目种植超过 150 万棵树木，包括之前与雀巢参与的项目。
Sime Darby Plantation 非常高兴今日能再次与雀巢携手合作。”Mohamad Helmy 说。
“我们计划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加倍植树项目的植树数量。虽然我们有望达致到 2030 年将碳强
度降低 40% 的目标，植树项目的成功对我们制定和实现净零承诺至关重要。”Mohamad
Helmy 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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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stlé Malaysia 的 RELeaf 项目下进行的所有 保育和多元 生物活动均符合 RSPO
Manag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Riparian Reserve Guideline 2018。
RELeaf 项目延申于开创性的沙巴京那巴当岸 Rileaf 项目，该项目于 2020 年结束时在沙巴种
植了 100 万棵树。在 RELeaf 项目中，Nestlé 将在截至 2023 年种植 300 万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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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Nestlé Malaysia
雀巢（NESTLÉ）是世界最大的食品和饮料制造商。总部设于瑞士的雀巢事业网络遍布全球 180 多 个
国家，旗下 270,000 名职员皆秉持雀巢充分发掘食品的力量以提升当下和未来每个个体的生活品质的
承诺。我们的优越表现奠基于营 养、健康和保健策略。雀巢自 1912 年成立至今，始终以优质品牌和
产品滋养马来西亚人民并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我们致力于改善我们事业运营所在社区的生活，同时
维持我们的清真品质和诚信。这与我们为每个人提供 “美好食物、美妙人生” (GOOD FOOD, GOOD
LIFE) 的承诺相辅相成。
欲了解更多有关我们如何为马来西亚民众提供营养超过一个世纪，敬请浏览网站
www.nestle.com.my 或我们的面子书专页 http://www.facebook.com/Nestle.Malaysia.

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络:

Shaheen Zaffar

Alya Nurina or Yasmin Kadir

马来西亚雀巢有限公司
电话: +603 7965 6456
手机: +6012 235 6865
电邮: shaheen.mohamedzaffar@my.nestle.com

acorn communications
电话: (+603) 7958 8348
手机: +6010 -221 8216 (Alya) or
+6017 237 9048 (Yasmin)
电邮: acorncommunications@acornco,com.my

ABOUT SIME DARBY PLANTATION
Sime Darby Plantation is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Certified Sustainable Palm Oil (CSPO),
with a production of 2.097 million MT (as of 31 December 2020).
As a fully integrated global plantation company, SDP is involved in various activities along the full
spectrum of the palm oil value chain, including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perations, Research
& Development, renewables as well as agri-business. Its upstream operations are spread across
Malaysia, Indonesia, Papua New Guinea and the Solomon Islands. Its downstream business, also
known as Sime Darby Oils, spans across 14 countries worldwide and involves the trading,
manufacturing, as well as the sales and marketing of refined oils and fats products,
oleochemicals, palm oil-based biodiesel, nutraceuticals and other palm oil derivatives.
With a workforce of about 85,000 employees and a strong focus on operational excellence,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Sime Darby Plantation is one of the largest companies on
Bursa Malaysia, with a market capitalisation of RM25.66bil (USD6.06 bil) as of 14 December
2021.
Sime Darby Plantation
Azneal Azam
Tel: 03-7848 5369 / 016-337 6160 (HP)
E-mail: azneal.azam@simedarbyplant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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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yam Samad
Tel: 03-78484410 (Off), 012-6929358 (HP)
E-mail: hisyam.samad@simedarbyplant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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