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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tlé Malaysia 和 Sime Darby Plantation 合作
RELeaf 重新造林项目
Yayasan Sime Darby 在苏密东园丘  第一个植树点贡献了 3,000 棵树苗

Nestlé Malaysia 和 Sime Darby Plantation (SDP)最近开展在 RELeaf 项目下的首次重
 新造林合作，在 SDP 的苏密东(Sua Betong)园丘开展植树计划。Yayasan Sime Darby

(YSD)  承诺 200 万令吉支持 Nestlé 在该项目中的重新种植工作。YSD  的贡献包括购买 23
 种不同树种的树苗以作为 300  万棵树的一部分种植。这些幼苗将在 SDP 位于马来西亚半岛

 和东马的 7 个选定地点种植。为了启动这项合作，来自 Nestlé Malaysia  和 SDP  的 150
 名志愿者在苏密东园丘种植了 3000 株幼苗。

由 Nestlé Malaysia 推展的 RELeaf 项目计划在 2023 年之前在马来西亚种植 300 万棵树，
以恢复和改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野生动物以及重要水源。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 Nestlé
Malaysia 和 SDP 于 2021 年 12 月签署了一份协议备忘录，将在 SDP 的油棕营运区域内
的 1200 公顷土地上种植超过 100 万棵树，以恢复沿河岸带、丘陵和平坦地形的退化森林。
这将有助建立森林联系以重新连接关键的森林碎片，让野生动物在森林之间自由活动，同时
增加各种野生动物物种的食物来源，例如野果。
 
Nestlé (Malaysia) Berhad 首席执行员 Juan Aranols 先生说：“在 Nestlé，我们深知保护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以建立野生动物走廊和帮助缓解人兽冲突。除了支持当地社区的生
计外，这也是保护宝贵水资源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森林也是地球的绿肺，为应对气候
变化至关重要的碳汇提供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此，配合联合国国际森林日，作为
RELeaf 项目的一部分，我们正与合作伙伴一起加快重新造林工作。Nestlé 与马来西亚共同
成长 110 年，这是进一步产生积极影响的另一种方式，为子孙后代塑造一个更绿色的马来
西亚。这也符合 Nestlé 到 2050 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全球雄心。” 

SDP 集团董事经理 Mohamad Helmy Othman Basha表示，在 2022 年庆祝公司成立
200 周年之际，苏密东园丘植树计划让 SDP 志愿者有机会参与具影响力植树造林举措。“我
们很高兴启动与 Nestlé RELeaf 项目的合作，并让我们的志愿者参与这一重要举措。重新造
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志愿服务是我们 200 年辉煌历史的一些标志。我们很高兴通过身体
力行 应 对 气 候 变 化并为制定 和 实 现 净零排放承 诺奠定 基础，继续规划 我 们 的未
来，”Mohamad Helmy 说。

YSD 首席执行员 Hajjah Yatela Zainal Abidin 博士补充说：“我们很高兴再次与 Nestlé
Malaysia 合作，努力保护我们宝贵的环境。YSD 从 2013 年支持 Nestlé 在 2020 年结束
的 Rileaf 项目下，与当地社区合作在沙巴的京那巴当岸河 (Kinabatangan River) 沿岸进
行重新种植项目，在 350 多公顷的土地上种植超过 80 万棵树。随着这项成功的合作，我们
乐观认为 RELeaf 项目下的全国再植工作将取得更大的成功。这种伙伴关系将补充了 YSD
环境支柱下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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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f 项目还旨在通过产生替代收入来源来提高周边社区的生计，例如通过直接就业、工
作合同和购买幼苗。为了通过学习和休闲计划来提高环保意识，Nestlé还将与当地社区进行
全方位的重新造林体验。

-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estlé Malaysia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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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全球 180 多 个国家，
旗下 27 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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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我们标榜的美好食物，美妙人生（GOOD FOOD, GOOD LIFE）承诺相辅相成。欲知更多有关我
们如何在过去超过一个世纪滋养马来西亚人民，敬请浏览 www.nestle.com.my 或我们的脸书页面
http://www.facebook.com/Nestle.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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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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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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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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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35.55  bil
(USD8.42 bil) as of 25 March 2022. 

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络:
Shaheen Zaffar
Nestlé (Malaysia) Berhad 

Alya Nurina   或      Yasmin Kadir  

acorn communications

电话：
手机：
电邮：

(+603) 7965 6456
+6012-235 6865
shaheen.mohamedzaffar@my.nestle.com

电话：

电邮：   

(+603) 7958 8348
+6010 -221 8216 (Alya)或
+6017 237 9048 (Yasmin)
acorncommunications@acornco.com.m
y

Azneal Azam
Sime Darby Plantation Berhad 
Tel: (+603) 7848 5369

 +016-337 6160 
E-mail: azneal.azam@simedarbyplant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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