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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 2021 年，UPS 基金为公司全球社区面临的一些最棘手
的问题提供了鼎力支持。 今年的《社会影响力报告》重点介
绍了 UPS 基金的历史足迹、创新性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关系以
及员工对回馈的承诺。 我们共同肩负着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
命：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 请加入我们的互动旅程，
进一步了解我们如何参与社区活动，以及我们的努力对哪些人
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Nicole“Nikki”Clifton
总裁 

社会影响力和 UPS 基金

欢迎寄语
 来自 Nikki Clifton

6940 万美元
捐赠的补助金  

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赞助

170 个
通过全球慈善事业建立

联系的国家/地区

30+
已做出  

人道主义回应的  
全球危机数目

320 万
为推进环保目标而种植

的树木数量

110 万个
已记录的志愿者服务小

时数

3450 万
向有需要的国家/地区提
供的新冠肺炎疫苗实物  
（UPS 总计交付价值 10 亿美元的疫

苗实物）

5140 万美元
员工和退休人员  

捐赠给“联合之路”的  
金额

1

https://players.brightcove.net/1091830822001/default_default/index.html?videoId=6310030268112


08 通过创新促进全球疫苗公平性

09 加强中美洲的冷链能力

09 向印度及其民众紧急提供新冠肺炎救济

10 重建家园，恢复尊严

10 提供安全的饮用水以满足基本需求

11 飓风过后提供援助

11 向海地地震灾民伸出援手

12 支持阿富汗难民实现梦想，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12 协助四方援助救济社 (CARE) 为全球妇女和女童赋能

07 个

健

当 保

公健康与  
人道主义救济

20 改变笑容，改变生活

20 通过全新学校图书馆，改善哥伦比亚各地学习环境

21 团结力量，为退伍军人提供更大的行动自由

21  在自然灾害来袭时依然用心完成每一份递送

22 祝贺 Jim Casey 社区服务奖得主

23 表扬 2021 年 Jim Casey 社区服务奖得主19

当地社
区参与

14 为全球女性所有企业增加小额供资

15 帮助女性所有企业蓬勃发展

15 通过高等教育创造更光明的未来

16 保护弱势群体免遭人口贩卖

16 在整个亚特兰大恢复尊严并促进自给自足

17 努力实现零饥饿

17 为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奖学金提供资金

18. 为获得优质法律援助提供机会

18 与性少数者 (LGBTQ +) 社区建立盟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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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  
经济赋能

25  建造一片鲜花盛开的森林，纪念国会议员 John Lewis 留下的

宝贵财富

26 建造一座绿色纪念馆，纪念 9/11 事件中的英雄

26 在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促进可持续发展

27  在 2020 年迪拜世博会上通过无碳航运发起“未来森林”倡议

27 创建物流工具以更快实现净零排放

28 在毁灭性野火过后重焕生态系统生机

28 激励下一代环境保护领袖

24

保护  
地球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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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庆祝社区参与 70 周年。  

1951 年
11 月，成立 “1907 基金会”。  

“ 我希望基金会能实现良好的目标，
体现公司的慈善工作成果和善意。”

UPS 创始人，Jim Casey

1957 年
成立了第一个补助金委员会，以考虑来
自员工的建议，这种做法延续至今。

1959 年
向 30 多所大学捐赠 3000 万美元的初
始投资，用于发展专攻运输、物流和
人力资源的课程和教授。如今，投资
价值已超过 3.3 亿美元。

1976 年
“1907 基金会”更名为“UPS 基金”。

1963 年
推出 James E. Casey 奖学金计划，主要面
向美国 UPS 员工攻读四年制学位的子女。

1980 年
UPS 首席执行官 George Lamb 
与“联合之路”共同制定了全国
员工捐赠计划，以鼓励志愿服
务和向当地社区捐款。

1983 年
George D. Smith 奖学金计划启动，旨在
为 UPS 员工子女提供奖学金，帮助他们在
经认可的初级或社区大学及商业、职业或
技术学校获得两年制学位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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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庆祝社区参与 70 周年。  

2009 年
UPS 启动了 UPS Road Code® 青少年安全驾驶计划。

2016 年
UPS、Zipline 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 建立了医用无人机合作伙伴
关系，通过无人机运送急需的血
液、疫苗和医疗用品，增加非洲民
众获得优质医疗保健的机会。

2021 年
制定了宏伟目标： 

25% 的慈善捐款要用于得不到充分服务的妇女、
青年和边缘化社区

到 2030 年实现 3000  
万小时志愿服务时间 
（以 2011 年为基线） 

到 2030 年植树 5000 万棵 

2018 年
女性出口商计划旨在帮助女性
企业家进行跨境贸易、克服挑
战，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业务，
从而开拓崭新的未来。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014 年
扩大 James E. Casey 奖学
金计划，旨在为美国之外
的 UPS 员工子女提供大学
奖学金。

1995 年
Jim Casey 社区服务奖旨在表彰
在回馈社区方面有杰出贡献的 
UPS 员工。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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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bout.ups.com/cn/zh/social-impact/the-ups-foundation/equity-and-economic-empowerment/taking-women-owned-businesses-global-in-times-of-turmoil.html#:~:text=Expanding%20UPS%E2%80%99s%20Customer-First%20Women%20Exporters%20Program%20UPS%20is,launched%20the%20Women%20Exporters%20Program%20%28WEP%29%20in%202018


庆祝 
UPS 基金成立 70 周年

服务意识深深铭刻在我们的 DNA 之中。 我们的创始人 Jim 
Casey 在 70 多年前创立了 UPS 基金，这是一项领先于时代的壮
举。 UPS 基金以 Jim 的信念为基础，即公司的成功不仅取决于
业务成就，还取决于所履行的承诺。 在我们庆祝这一重要事件
之际，我们实现了创始人的愿景，让公司拥抱社区并与之合作，
从而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宣布了一个
新的方向，即工作和慈善捐赠的重点，要以促进最脆弱和最缺
乏服务的社区的公平和正义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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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联合国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将其作为指导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的框架，共同努力，解
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需求问题。 这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性和重要性日益增强。 全球对加
强所有人类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和经济机会的必要性的认识有所提高。

通过四个重点领域，UPS 基金的工作旨在  
成功推进对这五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支持。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项全球性的集体承诺，旨在创造积
极且持久的变革

“UPS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仅是我们做出的一些承诺，还包含明确的里程碑事件和行动计划，旨在打造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促进世界不断发展。”  – UPS 首席公司事务官，Laura Lane

和平蓝图与地球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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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创新性物流专业知识，为得不到充分服务和受影响的
社区提供健康和人道主义解决方案。

目标： 到 2040 年改善 10 亿人的福祉

第 1 章  
健康与  
人道主义救济

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UNHCR/HASSIB SEDIQI

2 3 10 11 17

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

2200
批已做出  

物资

30+
已做出人道 
主义回应的  

全球危机数目

2300 万美元
用于资金、  

实物以及  
技术支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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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通过创新推进全球疫苗公平性
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一架无人机升空，向加纳一些最偏远的村庄运送急需的新冠肺
炎疫苗。 UPS 基金用这种创新性解决方案向全球得不到充分服务的国家/地区提供
超过 3450 万剂疫苗。 通过使 UPS 的物流能力、员工的奉献精神和专业知识与四方
援助救济社®、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和 Zipline 等合作伙伴
的使命保持一致，UPS 基金在帮助提高疫苗公平性和卫生系统的能力方面发挥了关键
作用。 总体而言，UPS 员工已在 110 个国家/地区交付了超过 10 亿剂新冠肺炎疫苗，
为得不到充分服务的社区带来了希望和健康解决方案。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5
UPS 基金的专家团计划
数量帮助的国家/地区

数量

254
捐赠的冷链 

冰柜数量

200 万美元
为疫苗公平性  

投入的资金

19
个国家/地区   
得到了支持

3450 万
向有需要的国家/地区提
供的新冠肺炎疫苗实物  
（UPS 总计交付价值 10 亿美元的疫

苗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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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bout.ups.com/cn/zh/our-stories/customer-first/ups-passes-billion-vaccine-milestone.html
https://about.ups.com/cn/zh/social-impact/the-ups-foundation/health-humanitarian-relief/delivering-hope-around-the-world.html
https://players.brightcove.net/1091830822001/default_default/index.html?videoId=6258796222001


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提高中美洲的冷链能力
由于冷链的不一致性，要成功地将生物样本从农村卫生中心运送到伯利兹城的国家医疗实
验室，伯利兹卫生和福利部面临着重重困难。 通过与圣母大学普尔特研究所和卫生部合
作，UPS 基金捐赠了 40 个保温寄件容器，这些集装箱将提供稳定的冷链环境以安全运输生
物样本。 UPS 技术支持主动提供技术支持，就正确使用冷链包装对用户进行培训。 该计
划的成功表明，改善冷链网络对于在整个中美洲加强卫生系统，以及创造扩大类似计划的
机会至关重要。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向印度及其民众提供紧急新冠肺炎救济
因德尔塔变种迅速传播，新冠肺炎病例数量激增，有可能使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医疗保健系
统不堪重负。 随着每日病例激增至 40 万例以上，缺少氧气设备成为了一项重大危机。 UPS 
基金立即承诺为印度提供支持。 凭借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快速的物流，我们向西孟加拉
邦运送了便携式氧气浓缩器和其他医疗必需品品，助力抗击病毒。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1,979
个氧气浓缩器、 
呼吸机和呼吸器

100 万
个口罩 

58 万
磅提供的救济物资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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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rlisolation.com/browser?clickId=6A4A9D87-DC4E-4443-9A3F-582AD7F2AA0A&traceToken=1651097234%3Bups_hosted%3Bhttps%3A%2Fpulte.nd.edu%2Fprojects%2Fbel&url=https%3A%2F%2Fpulte.nd.edu%2Fprojects%2Fbelize-response-initiative-for-cold-chain-development%2F
https://www.ttnews.com/articles/ups-foundation-commits-spending-1-million-fight-covid-19-india
https://about.ups.com/cn/zh/social-impact/the-ups-foundation/health-humanitarian-relief/upser-helps-india-s-pandemic-fight.html


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重建家园，恢复尊严
九年前，飓风桑迪侵袭了美国东海岸并对 Richard Bennick 的房屋造成了严重破坏。 作为
一名已经退休的纽约市消防员，Richard 负担不起维修房屋所需的费用。 在寒冷的冬天，
为了保暖，他穿着大衣睡觉。由于屋顶漏水，每次下雨时他都必须忍受强烈的霉味。 通过 
UPS 基金的资助，圣伯纳德项目 (SBP) 组织帮助理查德购买了新屋顶和壁板，并为他的房
屋进行了内部维修。 通过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已帮助 2900 多个家庭在自然灾害之后
进行重建。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提供安全的饮用水以满足基本需求
据估计，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东非国家，所有妇女和儿童每天要花 2 亿小时的
时间收集安全饮用水。 而他们本可以将这些宝贵的时间用来谋生或上学。 WaterStep 与 
UPS 物流人员合作开发了一种新方法，将其水处理设备配送到东非和南非地区，因为这些
地区约有 1.57 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 UPS 基金为该组织最大批的设备提供了资金。 
估计这些安全的水系统可帮助 170 万人获得清洁用水。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60
批用于重建  

的货件

15
个参与的长期重建项目

40
个国家/地区   
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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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nine-years-after-hurricane-sandy-rebuilding-nonprofit-sbp-celebrates-final-client-a-911-first-responder-301411355.html 
https://waterstep.org/waterstep-partners-with-ups-to-make-history/


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帮助应对飓风造成的惨重后果
随着艾达飓风席卷美国墨西哥湾沿岸，UPS 基金与美国红十字会和其他合作伙伴合作，
在这场四级风暴登陆之前预先部署了补给品和志愿者。 自 1992 年以来，UPS 基金已向
红十字会紧急救济基金提供了 50 万美元，确保灾后能够提供基本救济物资。 暴风雨席
卷九个州后，UPS 基金与多个合作伙伴组织共同调运了 40 多卡车的救济物资。 通过与 
ToolBankUSA 进行合作，我们运送了数千种工具，帮助家庭和志愿者挖掘、清理并开始重
建之路。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向海地地震灾民伸出援手
一场 7.2 级地震侵袭了海地，导致数千人死亡，还有数不尽的人无家可归。 正当救济行动打
算开始，热带风暴克莱尔又席卷了全国，这无疑是给海地人民雪上加霜。 UPS 基金立即拨
款 50 万美元用于提供食品、住所和医疗援助，并与 10 个非营利合作伙伴开始合作，以提供
额外的支持。 UPS Healthcare、UPS 全球货运代理和 Coyote Logistics 还提供了三个飞往海
地的紧急救济航班。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000+
卫生工具包 

已送达

3000+
张毯子 
已送达

2000
顶蚊帐、  

帐篷和床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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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bout.ups.com/cn/zh/social-impact/diversity-equity-and-inclusion/hurricane-ida-relief.html
https://about.ups.com/cn/zh/social-impact/the-ups-foundation/health-humanitarian-relief/stepping-up-for-haiti.html


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UNHCR/HASSIB SEDIQI

© Maxime Michel/四方援助救济社 

支持阿富汗难民实现梦想  
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随着超过 60 万阿富汗人逃离塔利班的统治，UPS 基金启动了一个多阶段方法，协助应对这场
人道主义危机。 UPS 基金与美国红十字会、Good360、残疾成人和儿童之友组织、美国疾病
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基金会和救世军合作，为逃至美国的阿富汗难民提供护理。 共运送了 
150 万美元的救济物资。 在海外，UPS 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向乌兹别克斯坦运
送避难所用品，为 3.5 万名流离失所的阿富汗难民提供援助。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协助四方援助救济社 (CARE) 
为全球妇女和女童赋能
四方援助救济社在全球开展工作，重点关注妇女和女童，以拯救生命、战
胜贫困和实现社会正义。 例如，UPS 基金与四方援助救济社合作，升级了
其在西非五个国家办事处的库存管理系统。 这项工作有助于向 200 多万
弱势群体有效运送人道主义救济物资。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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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bout.ups.com/cn/zh/social-impact/the-ups-foundation/health-humanitarian-relief/dreaming-of-a-better-tomorrow.html
https://www.ups.com/cn/zh/healthcare/news/press-releases/ups-healthcare-and-the-ups-foundation-make-financial-and-in-kind.page


对旨在解决系统性教育障碍的组织进行投资，并为得不到充分服
务和代表性不足的妇女、青年和边缘化社区创造经济发展机会。

第 2 章  
公平与  
经济赋能

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1 4 5 8 10

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25% 的慈善捐款和相关计划要用于得不到充分服务的妇女、
青年和边缘化社区 

20 万美元 
授予米兰达家庭 

基金会，作为艺术公 
平性补助金 

1950 万美 
元以上 

 用于解决目标人群的系
统性障碍 

1.4 万
位女性企业家接 
受了培训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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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我们与国际机遇组织合作，通过平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改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贡献力量。 
能够扩大对国际机遇组织的支持，我们深感自豪，该组织致力于为 Rose 这样的女性扩充经济知
识，并增加其获得融资的机会。

“
”

Nikki Clifton 
总裁 

社会影响力和 UPS 基金

© Kaptcha_Photography

增加全球女性所有企业的小额供资
Rose 夫人不幸丧偶并且是八个孩子的母亲，她住在乌干达，经营着一个蒸蒸日上的农业综合企业。 作为一
名聪慧的企业家，Rose 获得了国际机遇组织的融资并接受了商业培训。国际机遇组织是一个全球性组织，
致力于设计、提供和扩展创新金融解决方案，帮助极端贫困的家庭获得可持续的生计，并为他们的孩子提
供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 Rose 的收入和资产大幅增加，并成为了社区中其他女性的榜样和导师。

UPS 基金主动提供资金，协助国际机遇组织在哥伦比亚、加纳和乌干达为像 Rose 这样的女性企业家获得
公平的对待和经济自主权。 这种强大的伙伴关系为积极进取、得不到充分服务的女性提供学习、获得资金
和进入市场的机会。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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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女性所有有企业蓬勃发展 
Nilu 在斯里兰卡经营着一家茶叶企业。 在鼎盛时期经营小型企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 Nilu 这样的企业家带来了更大的障碍和不确定性。 幸运的是，
她参与了“亚洲女性出口商导师计划”，该计划由 UPS 基金和亚洲贸易中心基金会合作发
起。 该计划为整个亚太地区由女性所有和领导的小型企业提供所需的技能和知识，进而
增强和发展公司出口能力。 尽管疫情爆发，但 Nilu 仍然通过该计划扩大了她的跨境贸易
活动，并发展了业务。 现在，Nilu 信心满满，并热衷于与社区中的其他女性所有企业分享
所学到的知识。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打造更光明的未来通过高等教育
实现梦想 这就是 OCA-UPS 金山奖学金的使命。 自 1999 年以来，UPS 基金已为 160 多
项奖学金提供了资金，以支持第一代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高中生追求高等教育。 Eh 
Ler Moo 是 2021 年的奖学金获得者之一。 她出生在泰缅边境的一个难民营，并于 2008 
年来到美国。 她计划进一步探索心理健康领域，成为一名为低收入和移民家庭工作的
心理学家。 我们与亚太裔美国人倡导组织进行合作始于 1994 年，而对奖学金计划的支
持是扩大合作的一部分。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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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弱势群体免遭人口贩卖
每年有超过 4000 万人因人口贩卖而受到剥削。 这种阴暗的人类生命交易创造了 1500 亿
美元的利润。 UPS 基金为美国国际培幼会的 PROTECT 项目提供支持，协助印度和尼泊尔打
击人口贩卖。 PROTECT 提供了预防人口贩卖的整体方法，涵盖了所有人，从女孩、小男孩及
其家人，到边境巡逻人员和当地企业家。 该项目为社区传授识别和制止贩卖者所需的知识
和技能。 而且，由于经济压力通常与人口贩卖和早婚有关，PROTECT 为人口贩卖幸存者和
处境危险的年轻人提供培训，帮助其获得紧缺的工作技能，并与潜在雇主建立联系。 

在整个亚特兰大  
恢复尊严并促进自给自足
许多经受过虐待、剥削和人口贩卖的人们来到亚特兰大避难之城 (City of Refuge,COR) ，
而在努力重返社会的过程中，他们面临着特殊的挑战。 UPS 基金财政支持直接用于 COR 
的劳动力创新中心，该中心提供职业培训课程，为这些女性培养技能和信心，帮助其获得
工作并开启有意义的职业生涯。 UPS 还与 COR 合作举办了七次招聘会，共有 114 人在 UPS 
获得了就业机会。 通往独立的道路可能十分漫长。 但通过与 COR 的合作，UPS 基金能帮
助身陷危机的人们克服系统性障碍并提高自给自足能力，支持他们重建社区，并为其带来
永恒不灭的希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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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现零饥饿
UPS 基金与亚特兰大老鹰篮球队和减少食物垃圾的技术公司 Goodr 合作，向乔治亚州克
莱顿县的 350 多个家庭提供“感恩节必需品”。 UPS 志愿者与来自斯佩尔曼学院、莫尔豪斯
学院和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的“UPS 学生计划”的学生一起整理、包装和分发免费杂货。 此
外，UPS 职位团队还在现场与参与活动的家庭讨论了 UPS 的季节性工作机会。 UPS 基金与 
Goodr 等组织的合作有助于推进对多元化中小型企业的持续支持。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为传统黑人学院和大 
学奖学金提供资金 
在帮助学生克服接受高等教育的经济障碍方面，UPS 基金有着深厚的根基。 1995 年，UPS 
基金启动了 UPS 社区服务学生计划，通过这种专门的方式，更好地支持在亚特兰大市区传
统黑人学院和大学 (HBCU) 上学的学生。 这些学生每年将获得 5000 美元的奖学金，并需
要每学期为亚特兰大西南部菲克特小学的学生提供 150 小时的辅导和指导。 迄今为止，
我们已经向这些学生提供了超过 400 万美元的奖学金。 如果学生希望学业有成，同时改
善幼儿生活，那该计划为这些学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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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优质法律援助提供机会 
消除机会障碍是佐治亚州司法项目 (GJP) 组织工作的核心。 GJP 触及刑事司法连续统一体
的各个方面，目标是减少惩教系统的格鲁吉亚人数量并降低累犯率。 UPS 基金的财政支
持致力于提供优质、无偿的刑事辩护、法律评估、志愿律师培训和相关支持。 由于社会要
重新评估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公平性和合理性执行情况，GJP 致力于支持提供改过机会和
重获人生的机会。

与性少数者 (LGBTQ+)  
社区建立盟友关系
我们的信念是“您是 UPS 的一员”，这将 UPS 用户、我们的客户以及我们生活和服务的社区
紧紧团结在一起。 UPS 深知，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世界并与 LGBTQ+ 社区结盟
至关重要。 因此， 对于能够支持全国男女同性恋的父母、家人和朋友 (PFLAG National) 组
织的“争取平等”计划，UPS 基金为深感自豪。 PFLAG National 是首个也是最大的面向男女
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酷儿 (LGBTQ+) 人群及其父母、家庭和盟友的组织。 在 UPS 的支
持下，PFLAG National 在 2021 年通过 173 个学习课程吸引了超过 1.8 万人，他们致力于建
立包容性的联盟，并促进工作场所的行动。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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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力资本，激励和动员志愿者和组织在当地社区产生系统性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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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

110 万个 
已记录的志愿者服务小

时数 

10 万
在得不到充分服务的黑
人社区已记录的志愿者

小时数

目标： 到 2030 年，UPS 将实现 3000 万个志愿者小时数，并为得不到充分服务的
黑人社区提供 100 万小时的支持

19



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改变笑容，改变生活
秘鲁微笑行动组织在秘鲁家喻户晓，它通过不懈的努力，每年为在秘鲁出生的数百名唇裂
和腭裂的儿童提供安全的手术护理，以及全面、持续的医疗保健服务。 微笑行动敏锐地意
识到，许多患者一直面临着普遍的营养不良威胁。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粮食不安全状况，
以及随之而来的贫血和饥饿风险。 为应对这种情况，UPS 基金向微笑行动及其 Nutrikit 项
目提供了资金，其中包括向接受帮助的儿童分发 200 个食物篮，让他们的脸上绽放出美丽的
笑容。 

通过全新学校图书馆，改善哥伦比
亚各地学习环境
在哥伦比亚武装冲突硝烟弥漫的时期，非营利组织全球人道主义通过为该国最易
受伤害的儿童提供教育计划，开辟了通往更光明未来的道路。 在港口城市图马
科，33 名专职教师接受了关于学前扫盲、有效沟通和解决冲突技能的专门培训。 
得益于 UPS 基金的资助，六家机构收到了崭新的教学材料、书籍和家具，用于创
建图书馆和温馨的儿童学习空间。 总体而言，1800 名学生将从这笔资金中受益，
孩子们的阅读、写作和理解能力将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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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力量，为退伍军人 
提供更大的行动自由
34 年来，UPS 员工 Greg Schneider 一直是 UPS 荣誉圈速递员。他于 2014 年创立了“
增加坡道”(Operation Ramp it Up) 组织，致力于修建轮椅坡道。 UPS 基金的财政支
持帮助该组织为残疾退伍军人及其家人带来自由、无障碍性和独立性，他们已经倾
尽所有，但仍然无法以其他方式安装坡道。 迄今为止，该组织已在 40 个州安装了 
280 个坡道，UPS 员工贡献了超过 1 万个志愿者时数。 当不再需要坡道时，志愿者
会拆除坡道并将其回收，以供其他有需要的退伍军人使用。 迄今为止，已有 150 个
坡道被回收并重新为其他退伍军人安装。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在自然灾害来袭时依然 
用心完成每一份递送 
加那利岛拉帕尔马岛持续三个月的火山喷发让熔岩流入大海，摧毁了近 2000 座建
筑物，迫使 7000 人逃离家园。 空气受到了悬浮火山灰的污染，严重降低了能见度并
导致空气质量极差。 通过与西班牙红十字会的合作，欧洲 UPS 员工与 UPS 基金共同
从伊比利亚半岛向拉帕尔马岛运送实物安全眼镜和口罩，以解决该岛的基本物品短
缺问题。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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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 Jim Casey 社区服务奖得主  
奖项入围者 
Jim Casey 社区服务奖是 UPS 表彰员工的一种方式，认可员工在回馈社区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每年，UPS 基金都会邀请 UPS 员工提名同事参加该奖项的竞争。 2021 年获胜者获得了 2.5 万美元的
补助金，决赛入围者获得了 5000 美元的补助金，以支持他们所服务的非营利组织。 这些 UPS 员工
真正用心在传递有价值的行动。

Nadir Ali Shaikh 
地区/业务部门： 印度次大陆、 
中东和非洲地区 (ISMEA) 地区
在 UPS 的职位： 行政助理
影响的区域： Vachlabai Apang Seva  
Sansthai

Tracy Bates
地区/业务部门： 桑迪克里克中心
在 UPS 的职位： 建筑与系统工程主管
影响的区域： MUST Ministries 组织， 
传统西区村庄节组织者

Jeff Baumblatt 
地区/业务部门： 供应链解决方案 -  
全球货运代理
在 UPS 的职位： 市场营销总监
影响的区域： 灯塔家庭休养所， 
唐氏综合症儿童家庭的喘息之地

Mark Ferrante 
地区/业务部门： UPS 商店
在 UPS 的职位： 销售代表
影响的区域： 辅导和法律顾问组织， 
第二次就业机会 

Kimberly Gilmore 
地区/业务部门： 全球企业服务
在 UPS 的职位： 高级客户支持代表
影响的区域： 堪萨斯城地区多个无 
家可归者和各种动物收容所

Vladimir Gonzalez
地区/业务部门： 拉丁美洲 
在 UPS 的职位： 协调员
影响的区域： 墨西哥城的医院

Jamie Lemmen
地区/业务部门： 公司
在 UPS 的职位： 区域销售经理
影响的区域： Amina Ministries 组织、Welcome  
Home Ministries-Africa 组织和西密歇根“联合之路”

Victor Manuel Bernal Nunez
地区/业务部门： 欧洲地区
在 UPS 的职位： 运营
影响的区域： Corresolidaris，一家专注于疫情救济的
非营利组织

Jitender Pal 
地区/业务部门： 加拿大
在 UPS 的职位： CHSP 主管
影响的区域： 卡尔加里国际机场志愿翻译以及加拿 
大男孩女孩俱乐部

Laurie Payne
地区/业务部门： CACH
在 UPS 的职位： 兼职主管
影响的区域： 教会、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ACP) 和其他志愿者组织

Greg Schneider 
地区/业务部门： 俄亥俄州东部地区  
山谷地区
在 UPS 的职位： 搬运工和 UPS 速递员
影响的区域： Operation Ramp It Up

Dana Sims
地区/业务部门： 信息技术
在 UPS 的职位： 高级项目协调员分析师
影响的区域：  绯红希望

Terry Thompson 
地区/业务部门： 空运部
在 UPS 的职位： 飞机维修经理
影响的区域： Active Heroes 休养所、 
肯塔基州退伍军人纪念公园、Highpoint  
慈善服务和学生预备学院

Kevin Ward
地区/业务部门： 西部地区红河区域
在 UPS 的职位： 工业工程师专家
影响的区域： 男孩女孩俱乐部、休斯顿儿 
童慈善机构、休斯顿尖端俱乐部、休斯顿扫 
盲基金会和 Kappa Alpha Psi Fraternity Inc. 

Hai Zheng 
地区/业务部门： 亚洲区域，中国区
在 UPS 的职位： 货运车驾驶员
影响的区域： 东莞常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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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扬  
2021 年 Jim Casey 社区服务奖得主

Harry Kpoh 
用爱温暖利比里亚
 
UPS 基金认可 Harry Kpoh 的非凡影响力，并将他评为 2021 
年Jim Casey 社区服务奖得主。 在 2003 年逃离利比里亚并前
往美国之后，Harry 仍然十分关注他已摆脱的恶劣条件，并以
有效的方式为其祖国人民服务。 凭借其供应链经验和为他人
服务的热情，Harry 改善了数百名利比里亚人的福祉，而他们
如今仍继续面临新的困境。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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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环境正义，打造更加绿色环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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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13 15

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到 2030 年植 5000 万棵树

2200 万 
自 2012 年在六大洲和  

60 多个国家/地区  
种植的树木数量

320 万
2021 年在全世界
种植的树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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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一片鲜花盛开的森林，纪念国会 
议员 John Lewis 留下的宝贵财富
为纪念已故的国会议员 Lewis，UPS 基金提供支持，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自由公园建造一座
活树纪念馆。 在这个为期多年的项目的第一阶段，UPS 志愿者与其他人一起种植了数百种生
机盎然的植物，包括 300 多棵树、五颜六色的开花灌木和水仙花田。 广场周围鲜花盛开的树
木将从大气中清除 100 公吨二氧化碳，同时还美化了为纪念国会议员 Lewis 留下的宝贵财富
而建造的公园。 这是植树节基金会计划 14 个项目中的第一个。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无论处于什么地理区域或社会经济阶层，每个人都应能够呼吸干净的空气、
饮用干净的水并生活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 意识到我们的个人行为会影响
邻居，是创造一个更加公正且可持续世界的第一步。

“
”

Joe Ruiz 
副总裁 

社会影响力和 UPS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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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bout.ups.com/cn/zh/social-impact/the-ups-foundation/planet-protection/ups-honors-rep--john-lewis-legacy.html
https://players.brightcove.net/1091830822001/default_default/index.html?videoId=6310030566112


建造一座绿色纪念馆以 
纪念 911 事件的英雄 
这是一场沉痛的纪念活动，而 2021 年 9 月 11 日是这场悲剧发生 20 周年的纪念日。 联合
航空 93 号国家纪念馆是美国唯一一个纪念 9/11 事件的国家公园。 自 2012 年以来，UPS 
基金、国家公园基金会 (NPF) 及其当地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在公园里种植了数千棵树木，
力求通过建造一座生机勃勃的绿色纪念馆恢复这个再生煤矿的自然活力，以纪念那些在 
9/11 事件中丧生的人们。 UPS 基金是联合航空 93 号国家纪念馆的最大支持者。 UPS 已
经种植了超过 13 万棵树，以纪念该航班的 40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在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地区促进可持续发展
十年来，UPS 基金通过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WWF) 的自然教育计划资助了非洲、亚
洲和拉丁美洲的重大重新造林项目。 WWF 与主要城市、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
农村地区的当地以及土著社区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合作，成功地重点改善
退化的土地、恢复流域、扩大森林覆盖面，以及加强社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文化福
利。 这些改进措施，例如支持当地生态旅游和养蜂项目，有助于消除贫困并促进两
性平等参与。 此外，这些恢复活动还减轻了易受灾害影响的问题，并恢复了生物多
样性地区的栖息地。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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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rlisolation.com/browser?clickId=C98A41BC-4677-4E4B-B536-6E79674651BA&traceToken=1651101163%3Bups_hosted%3Bhttps%3A%2Fwww.nationalparks.org%2Fabo&url=https%3A%2F%2Fwww.nationalparks.org%2Fabout-foundation%2Fnewsroom%2Fnational-park-foundation-celebrates-major-reforestation-project-flight-93
https://www.worldwildlife.org/stories/reforesting-the-global-south-with-wwf-s-education-for-nature-and-ups


通过无碳航运启动未来 
森林2020 迪拜世博会
作为 2020 年迪拜世博会的官方物流合作伙伴，UPS 通过举办有史以来最可持续的博览会之
一，展示了我们对创新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2021 年，在 2020 UPS 博览会上运送的每个
包裹都是以无碳运输。 作为未来森林计划的一部分，每运送一个包裹，就会为客户种下一棵
树。 总共承诺种植 1 万棵树。 客户可以选择在印度次大陆、中东、非洲或亚洲种树。 UPS 还
通过为寄送的每个包裹购买碳补偿额度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创建物流工具以更快实现净零排放
全球物流业有一个宏伟的目标，即到 2050 年要实现零排放。 智能货运中心 (SFC) 是一个
国际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减少货运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在 UPS 基金的支持下，SFC 开发
了一种物流评估工具，该工具可帮助跨国组织确定其可持续路线图的成熟度，以改善绩
效。 得益于该工具，SFC 在 2021 年从大气中清除了 800 万吨二氧化碳。 SFC 帮助 34 家机
构制定了可持续物流路线图，扩大了脱碳工作的范围，并就减少全球供应链的环境足迹对 
341 名物流经理进行了培训。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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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bout.ups.com/cn/zh/our-stories/innovation-driven/forest-of-the-future.html#:~:text=UPS's%20commitment%20to%20a%20greener%20planet&text=Committed%20to%20helping%20deliver%20one,tree%20planted%20in%20their%20honor
 https://www.smartfreightcentre.org/en/news/ups/58112/


在毁灭性野火过后重焕生态系统活力 
在一系列野火席卷了巴兰卡德塔兰戈后，两年的重新造林工作毁于一旦。 大火使墨西哥城
最后的自然区域之一的土壤不再适合植树。 UPS 基金和 UPS 志愿者与 Ectagano 一起，在
满目疮痍的景观中创建了一条“传粉昆虫之路”。 通过种植 240 种能够吸引传粉昆虫的植
物，种子和花粉将更快分散开来，从而加强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 这是重建巴兰卡德塔兰
戈，并支持其公民的社区卫生和生活质量长期战略的第一步。

激励下一代环境保护领袖 
学生保护联合会 (SCA) 致力于在美国公园和公共土地上为年轻人提供就业和志愿者机会，
从而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公正现象。 SCA 力求培养一支具有绿色环保意识、为就业做好准
备的员工队伍，以打造复原能力更强的城市。 2021 年，UPS 基金资助将社区工作人员计划
扩展到了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雇用了黑人学生从事诸如清除入侵物种、栖息地恢复、减少垃
圾、重铺花园、围栏和步道工程等项目。 此合作伙伴关系已帮助美国十个城市的大约 500 
名年轻人为当地社区提供服务，同时还获得了宝贵的工作经验、赚取了工资，并掌握了终生
受用的技能。

I 健康与人道主义救济 I 公平与经济赋能 I 当地社区参与 I 保护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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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来自 UPS 基金的  
受托人和员工
UPS 基金的董事会审查和批准  
UPS 基金的慈善预算、补助金和各项计划。

UPS 基金的工作人员负责管理与全球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 (NGO)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与世界
各地的 UPS 员工交流，推进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并与我们的员工和全球物流业务建立联系。

Carol B. Tomé
首席执行官
董事会秘书

Laura Lane
首席企业事务官
董事会主席

Charlene Thomas
首席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长官

Kevin Warren
首席市场营销长官

Nando Cesarone
美国运营部门总裁 运营

Norman Brothers
首席法律与合规官

Scott Price
UPS 国际总裁
（已于 2022 年退休）

Nikki Clifton  
总裁

 
Esther Ndichu 
副总裁 

 
Joe Ruiz 
副总裁

 
Cathy Scott  
副总裁 

 
Noy Bozarth  
总监 

 
La’Kerri Jackson  
总监 

 
LaShunda Campbell  
经理

Alice Turner  
经理 

 
Lacey Lanker  
主管 

 
Lakenya Turner  
主管 

 
Sally Wolff  
主管

 
Elizabeth Carter 
员工

 
Elena Abbott 
计划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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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来自 UPS 基金的  
受托人和员工
UPS 基金的专家团计划部署了业务娴熟的 UPS 志愿者，他们具备供应链和道路安
全专业知识，致力于提高合作伙伴机构能力，从而为更多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

贷款高管：

UPS 基金得到了当地社区关系经理的支持，他们在 UPS 员工生活和工作的世界各地加强与客户、股
东和员工的联系。

Bassey Anari 
与卫生部合作，在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其他非洲 
国家协助疫苗配送、捐赠超低温冰柜和其他人道主义物资运送 
 
Jim Coughlan 
与各种组织合作，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HHS) 和全球
新冠特别小组 

 
Dan Keim  
与四方援助救济社、救世军、私营部门圆桌会议和非洲资源中心合作 

 
Trish Spangler 
与 UPS Road Code® 和 UPS 全球道路安全合作伙伴合作，包括美国
男孩女孩俱乐部合作 
 
Hans-Peter Teufers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世界粮食计划署 (WEP)、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UNHCR)、红十字国际联合会 (IFRC) 和联合国
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UNDRR) 合作 

Justin Heckel
肯塔基州 (KY) 和美国
中南部

Maritza Ramos
美国西南部

Nicolò Sgreva
欧洲地区

Patrick Smith
乔治亚州和美国东南部

Whilna Stewart-Franklin
加拿大

Erika Vargas
墨西哥和  
拉丁美洲地区

Amber Whitcomb
美国东北部

Angela Wu
亚洲地区

Rosemary Hughes
美国中大西洋州份

Laura James
美国东部地区

Kate Kane
美国西北部

Caroline Kiunga
印度、中东、非洲地区

Toy Ann McCray
美国中西部

Leo Ramirez
美国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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