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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SNAPS秀场

Splendid
Lace
完美蕾丝

05

在高级定制时装周上铺天盖地的蕾丝也蔓延到了 2015 夏季的成
衣秀场上，除了少女风的白色蕾丝和性感爆棚的黑色蕾丝，红色、
粉色乃至灰色蕾丝的大量运用让这个春夏充满浪漫的诱惑。

MEGAsized
Flower
花朵绽放
花朵面料从来都不稀有，却从未像今季一样个性张扬。清新小碎花已经属于
历史，想要在这个春夏脱颖而出，你需要的是一朵超大花朵，嚣张盛开在你
的整个裙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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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ARED Skirt
甜美伞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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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塑造 barbie girl 一样甜美的夏季新形象，千万不可错过
今季浪漫迷人的伞裙。无论是印花、金属感闪光面料，无
论超短还是过膝长度，这种突出纤腰长腿的设计只要随意
搭配紧身 T 恤或宽松宫廷感衬衫就可轻松赴约。

WIDE-LEG PANTS

阔腿裤

阔腿裤是今夏凹造型必备的利器。黑、白和各种彩色系、印花的阔腿裤可以搭配同
色系上衣 ；连体、九分、腰部特殊设计的阔腿裤会让你看起来造型感飙升。小个子
女生一定要搭配与裤装同色系的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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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bow strip
彩虹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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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白海军条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尚达人们的需求，鹅黄、
浅橘、冰蓝、薄荷绿再过度到饱和粉红色的色调组合，或至
少是三种明艳条纹的色彩聚会，才是最 in 的条纹搭配法则。

CUT-out DRESSES

剪纸镂空

镂空在这个季节可谓无孔不入，不再满足于过去局部的小小点缀，而是大规模
占领了从头到脚的通身装扮，鱼网状、方形格纹、花朵图案、抽象造型，各种剪
纸图形的组合运用软硬面料都能千变万化，可谓本季不可或缺的最 in 流行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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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lish Girl
利落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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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白墨黑及中性灰的简约派装扮的女孩格外迷人。把率性的休闲大西装、
宽松衬衫和 T 恤短裤的男孩装扮穿上身，层叠搭配及变动小细节就能让你
成为最酷女生。

Denim Manner

个性牛仔

往往只出现于秋冬季的牛仔，却在 2015 的夏季格外精彩。刺绣镶珠，水洗
磨白，与蕾丝及镂空的搭配及展现出前所未有飘逸感的牛仔长裙，本季的
牛仔设计展现出过人的态度和腔调，不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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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
rful

SUMMER
彩色一夏
无论从前你是黑白系还是森女系，色彩绝对是你的不二选择。
告别那种淡淡的果冻色，真正时尚爆表的，
是将浓烈得化不开的明亮颜色混搭使用，不怕抢眼，就怕不被发现！
与此同时，绚丽荧光色也再次闪亮登场，与其他鲜亮色彩撞击，引爆你的型格。
编辑 & 造型 / 李代 摄影 / 高进 模特 / 关琪 化妆造型 /K Kay 服装提供 / 北京新世界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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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派休闲
白色 T 恤和彩色印花短裙的
搭配轻松而休闲感十足，镶钻
宽腰带及撞色亮片短夹克的加
入，顿时让装扮的随意性降低，
摩登指数大大提升，周末 party
上的万人迷，非你莫属。
蓝色亮片短外套 Forever New ¥1099
白色印花 T 恤 Lily ¥349
黄色短裙 Roem ¥798
蓝色宽腰带 Goelia ¥99
蓝色项链 ¥Az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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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绚丽通勤装

恰好在没有雾霾的好天气外出
通勤，用彩色瘦腿长裤搭配印
花衬衫绝 对带 给你全天好心
情，菱格纹的撞色外套则凸显
你的强势，任何谈判所向披靡。
欧根纱印花上衣 Lily ¥699
橘色瘦腿裤 Vero Moda ¥399
蓝色织锦上衣 Vero Moda ¥499
粉色手袋 Roem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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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俏丽出街

周末和姐妹们相约 shopping 最
开心不过，选择鲜艳色彩的印
花丝质短上装和撞色系紧身短
裤的搭配，靓丽而不失舒适度，
抢眼球大战中绝 对拔得头筹，
是颇有小心机的完美装扮。

红色印花上衣 Goelia ¥649
宝蓝色短裤 Azona ¥548
蓝色花朵手袋 Roem ¥698
太阳镜、项链及手镯 stylist own

《 》Fashion Blockbuster时装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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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新少女风

气质清新的少女若也想驾驭明亮色
彩，荧光黄印花和色彩明亮度适中
的薄荷绿搭配最完美不过。彩色发
饰及细腰带的搭配也更突出活泼轻
灵感，少女气息十足。
白底荧光黄印花连衣裙 Velwin ¥599
薄荷绿外套 Five Plus ¥799
白色高跟鞋 Nine West
花朵项链 Erfini 新品未定价
黄色手袋 Roem ¥598
薄荷绿腰带 Goelia 新品未定价

5

华丽荧光色

参加需要华丽着装的小 party，
荧光粉色连衣裙完美无缺，而
欧根纱轻透视感的绿色格子风
衣的搭配 ，兼具功能性和抢
眼度，让你一亮相时便成为众
人焦点。
荧光粉连衣裙 Jolie & Deen ¥698
欧根纱绿色格子风衣 Lily ¥999
粉色晚装包 Forever New ¥399
项链 Roem ¥169
粉色高跟鞋 Staccato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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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e a m y

M a k e - u p

DIY

轻松打造奶油妆

本季最流行的奶油妆看似高深，其实只要选对彩妆品，再跟着专业化妆师为你详细讲解
的化妆步骤，相信你也可以轻松化出属于自己的完美奶油妆！

桃红美唇打造步骤

奶油眼线打造步骤

1

1

使用滋润型
粉 底 液， 让
肤色晶莹透亮。

打 造 这一妆
容 的关 键 点
在于，将奶油色
眼 线画在黑色
眼线的上方。
Maybelline
美宝莲白色眼线笔

Estee Lauder
雅诗兰黛
Double Wear 粉底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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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al 欧莱雅
美眸深邃睫毛膏
梦妆花黛
双色眉粉组合

2

以咖啡色眉粉打造
自然的雾状眉型。

2

MAC
魅可桃红色雾面口红

将睫毛夹翘后让眼尾部稍微往下垂
一点，打造青春感无辜装。将下睫
毛化得根根分明，增加眼神明亮感觉。

3
3

用无光泽的桃粉色雾状口红，用圆状 刷头
把边缘晕开，使唇线不太明显。

将海 绵蘸 少 许粉
底 盖 住 嘴唇， 在
将 樱 桃色口红 由内
向 外 过 渡， 打 造 咬
唇妆。

Guerlain 娇兰臻彩宝石唇膏

《 》BRAND Story品牌故事

验，在该种植橄榄树和花之间犹豫了很

“你们也采用有机种植吗？”

百叶玫瑰只在每天上午采摘

久，最后一次格拉斯珍稀花卉协会相识

“对的，老一辈曾经一度把土地毁得

Carole Biancalana，开始和她学习种植

很厉害，1 公斤肥料搭配 1 公斤化学杀

玫瑰。”

虫剂！你能想象吗？因为在几十年前，有

“那如何被选中作为 Dior 迪奥的专

很多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化学制剂无处

属种植园呢？这可是一份极大的殊荣！”

可用，就变相成为杀虫剂，这样搭配对于

“是呀，我真是太幸运了，这段故事

土地简直就是摧毁。所以我有个朋友曾
经买了一块地，
足足等了七年才去开垦。
”

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特别奇妙。D ior
迪奥本来在格拉斯就有一块专属种植

“你只种玫瑰花吗？”

园叫马侬花田，在那儿的收获季上，我

“是的，这里的气候夏天很热，冬天
很冷，对于花卉来说更具有应激

认识了品牌的首席调香师 François
杨子姗和 Armelle 一起沉浸在清晨刚刚采下的玫瑰的芬芳中

是她

性，也就是说培育出的玫瑰拥

业的教父级人物。他约

有更加层次丰富的芬芳。
”
“你喜欢尝试 很多新的种

我谈一谈，当天下着

给我们闻到一瓶花香的幸运
结束 2 小时的专访，我问 Armelle，还有
什么特别想对 N+ 读者说的话吗？因为我们
是一本发行 量在百 万级的杂志，
会有无数的女人看到她，看
到她的花和她的农场。她
21

Demachy，他可是这个行

约会他 迟 到了 3

“没错，比 如我会 种苜 蓿

个小时，我真的以

隔开玫瑰，这样苜蓿可以成为

为 他 不 会 出 现了，
但是最 终奇迹发

滋养 花田的绿色肥 料。另外我
Dior 迪奥
真我倾世之金香水

特 别 想 复 兴 专属于格 拉 斯 地
区的一些珍稀花卉，例如晚香

生了，他很喜欢我对

玉和圣 母百合。这也是调香师

于土 壤 和 种 植 的想法，

特别激动地告诉我，真

于是我的卡列昂花园幸 运

的没有想到可以有机

地成为第二个 Dior 专属种

会 让 她讲述 对于土

植方法吗？”

瓢泼大雨，我们的

卡列昂花园

《时尚芭莎》美
容总监武宗杨
采访 Armelle

François 特别支持的，我们
应该有一些历史使命感，做
出一些对前辈尊重，对后代

植园。”

壤的热爱，因为种植
和时尚似乎离得 有
点远，她以为 N+ 的
读 者应该更 加关心流
行什么、化什么妆，以及

卡列昂花园女主人 Armelle

怎么才能美貌不老。我说，

H e r

F l o r a l

D r e a m

一 个文 艺女的

玫瑰种植梦

从教授文学，到回乡下开垦 3 公顷土地，再到结
缘 Dior 迪奥首席调香师，成为品牌专属的种植花
园，Armelle 一直说自己很幸运。在她眼里，土地
是非常有生命的事物，对土壤的极大尊重，对珍
稀花卉的用心良苦，也让她成为我所见过最有情
感的种植园主。

因 为有你 这 样用心 种花 的 女
人，才有我们每一天闻到瓶子里花香
的幸运。

有益的事情。
”

是她

是她

像对待情人一般呵
护土壤

和所有女人一样爱
Dior迪奥

Armelle 是 个很耐 看
的美女，有着法国女人专属
的慵懒随意调调。
她说话不

格拉斯地区专有的晚香玉和圣母
百合已经 濒临灭 绝，Armelle
努力找到复苏它的方法

“你最喜欢 Dior 迪奥的
哪款产品？”
“我 爱 D ior 迪奥 花 蜜

紧不慢，时常羞涩地笑一下，
但是说起土地种植，
她立刻

活颜丝悦 系列，它的味道和触感 都非

这是我第四次来格拉斯，
每一次采访都可以喝

开始专业名词一个接一个，我

常美妙。”

着早晨刚刚烤好的牛角面包，配主人自酿的果

这个法语专业毕业的人开始 频频向翻

“香水呢？”

酱，闻着咖啡香和带着晨露的花香，在没有任

译求教。

“Dior 迪奥真我系列香水就代表了

我们就在 Armelle 的花园里开始了对谈。

“老一辈种植土地和我们是不一样

我，它是我的最爱。Dior 迪奥限量典藏

的，
他们会过度地翻犁土地，
认为这样可

版系列的几款木香我也很喜欢，它的味

话题很自然地从她如何经营这片农庄开

以让土壤更松更适宜种植。但事实上我

道非常温暖，
也很独特。
”

始。
“我本来在学校教文学，但是我非常想和家

觉得这是不对的，土壤的每一层都有它

“你什么时候用香水？”

里人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大家各忙各的，互相

专有的微生物群，浅层有浅层的微生物，

“每天晚上。
因为白天工作很多，晚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说服老公一起回到格拉

深层有深层的，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它的

斯买下了这片土地。
最初我没有任何种植的经

生态系统，
不去过分地翻动。
”

何现代工业的农场里畅谈。
不用我说，你也知
道这是多么幸福奢侈的事。

餐前我会洗个澡，喷上自己最喜欢的香
杨子姗首次游览格拉斯，在卡
列昂花园参观百叶玫瑰种植

水，换上漂亮的衣服和家人一起共进晚
餐，
这是一天最幸福的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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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Plus 连衣裙 ¥939
HIERSUN 圣岛阳光 925 银戒指 ¥1580
腰带、项链 编辑私物

In side a Girl

莫小棋
女神外表，女孩内心

印象中的莫小棋，美艳，性感，带着星座女神的光环，眉宇间透着
女巫般的神秘。但拍摄封面时，我们面前的莫小棋，却瞬间百分百
融入了我们为她策划的角色。一套套带有俏丽明媚感觉的复古造型，
她驾驭起来完全游刃有余！在采访中，我们才发现，有一个俏皮率真
的小女孩，原来一直住在莫小棋的心里，不管再艰难的境遇，也从
来不曾离开！现在，就一起来 360 度的了解一下这个“外在是女神，
内心是女孩”的莫小棋吧！
编辑 / 李代 造型 / 薛瑶、曹育瑄 摄影 / 高进 撰文 / 李代 化妆 / 王亚飞 服装提供 / 北京新世界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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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关于
Q1 最近有什么新作品面世吗？

A ：今年的重点会放在我自己公司的节目上。不过今年 6 月也会出席一档江苏卫视的
真人秀节目《前往世界的尽头》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Q2 你一直是以性感而富女人味的形象面对观众，这是否你的本色出演？近期是否想要有
所突破，尝试更新鲜的角色？

25

A ：其实我内心还蛮小女孩的，但性感或有女人味的角色我也可以驾驭，演员就是需
要有很强的可塑性。好的角色可遇不可求，我也一直希望挑战不同的角色。
Q3 你最喜欢，也最想多尝试的表演形式是什么？话剧？电影？或电视剧？
A ：每种艺术形式我都不排斥，希望自己成为全方位发展的一个演员 。
Q4 你认为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女演员，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A：
我认为最重要的品质是努力。天道酬勤，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就一定不会成功。
Q5 你最喜欢自己曾经塑造过的哪一个角色？
A：
《北京爱情故事》的伍媚是我很喜欢的角色之一，她的洒脱和职业化都是我想要
学习的方向。
Q6 可以谈谈你对家庭、婚姻和爱情的观点是怎样的吗？
A ：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于家庭，希望家人能平安健康。对于爱情，比较
顺其自然吧。
Q7 作为星座女神，你未来的事业发展规划中是否也有与星座相关的项目？
A ：是的，我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名字就叫“星座女神”
，所做的也是和星座有关的真
人秀、综艺节目、电视剧和电影等，算是把自己的爱好和特长结合起来了，未来也会
有很多其他可能。

Vero Moda 条纹连体裤 ¥599
HIERSUN EFVA 项链 ¥2180
VeroModa 白色链条包 ¥449
CamelioToscalini 黑色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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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Plus 衬衫 ¥699
Five Plus 项链 ¥369
Vero ModA Sporty Jersey Skirt ¥249
CamelioToscalini shoes 高跟鞋

时尚

关于

Q1 你一直是在时尚圈倍受青睐的女明星，请谈谈你最欣赏的个人风格是怎样的？
A ：我觉得舒适就是最好的时尚，只有当你穿得舒服了，才会有自信。
Q2 你对于女人的性感是如何定义的？
A ：性感是一种态度，并不是说非得暴露才是性感，了解自己的特长，将老天赋予你
的女性魅力发挥出来就是一种性感。
27

Q3 你有自己的时尚 Icon 吗？
A ：Rihanna ！她够自信，够有范儿。
Q4 对我们本次拍摄的俏丽复古风格感觉如何？平时也会用这种风格打扮吗？
A ：好喜欢！拍照现场我就一直在自拍，以前这种风格尝试得比较少，以后可以多尝
试一下，很适合我。
Q5 拥有如此傲人的身材，请问有什么保养秘笈以及健身秘诀吗？
A ：基本上每周我都会有 5 天左右的时间在健身房锻炼，包括有氧和器械，锻炼后觉
得神清气爽。另外我 9 年来一直吃素，身体感觉很轻松，没有负担。
Q6 请推荐几个你认为在 2015 年必备的时尚单品吧！
A ：春夏就应该 colorful 起来！Moschino 的水桶包和手环都很有春夏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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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ona 浅蓝色上衣 ¥598
Azona 牛仔长裤 ¥568
Camelio Toscalini 尖头高跟鞋 ¥1299
Ross & brown 太阳镜
项链 编辑私物

29

30

Only 涂鸦拼接上衣 ¥549
Masfer.Su 果绿色西装外套 ¥1498
Only 牛仔短裤 ¥349
CamelioToscalini 金色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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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区全线联动
「盛夏疯情」
扫走炎热
正值炎炎夏日，新世界百货为顾客带来消
暑良方。
上海全线巴黎春天店在 7 月至 8 月期间
举行「盛夏疯情节」活动，纷纷化身为热带雨林
及阳光海滩，配合连串购物优惠及表演节目，让
顾客在炎炎夏日可以畅快购物，消暑降温。
香港
新世界百货—上海巴黎春天 118 店的精彩活动
包括「周周热疯情」和「全民夺宝大比拼」微信
活动，实行线上线下双线宣传 ；香港新世界百
货—上海巴黎春天虹口店则举办了「热情夏威
夷秀」
，邀请「夏威夷女郎」
到店载歌载舞，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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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百货再度冠名赞助
「苗圃挑战12小时慈善越野马拉松」
LOL原创生活概念店举行义卖 以募集更多善款
今年新世界百货将再度冠名赞助 11 月 1 日于香港举行

接受最少一项挑战﹕「畀面」- 在自己脸上写上活动名称缩

的「新世界百货苗圃挑战 12 小时慈善越野马拉松 2015」
，

写「挑战 12 小时」或「CH 12Hrs」
、
「畀钱」- 上网捐款或

并于 6 月 28 日于香港九龙贝尔特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为

「比赛」- 上网参加比赛，并把照片或影片分享到社交网络，

马拉松活动揭开序幕。

及邀请三位朋友参加。
在记者招待会上，不少艺人如周家怡、

「苗圃挑战 12 小时慈善 越 野马拉 松」由苗圃行 动于

杨淇、陆骏光、林子博、周祉君、杨诗敏 ( 虾头 ) 更即席接受

2000 年起举办，
旨在为帮助国内贫困高中生募集学费。
过去

「界面 ‧ 挑战」
，互相画上「CH 12Hrs」
字样，并在自己的社交

16 届共有超过 27,680 人次参加，
筹款总额超过 3,665 万港

网络发布，以鼓励更多人参加。
新世界百货管理层及不少员

元。
第 17 届的马拉松将于 2015 年 11 月 1 日于香港举行，参

工亦已纷纷接受挑战，希望大家也能一起参加这传爱行动，

加者需于 12 小时内完成卫奕信径及麦理浩径的指定路程，

让更多中国贫困高中生受惠。

赛事共分为挑战线（42 公里）
、苗圃线（26 公里）及助学线

作为赛事第二年的冠名赞助机构，新世界百货今年特

（12 公里）等组别，让参赛者亲身感受国内山区学生坚毅的

别将把宣传推广伸延至国内，让更多顾客认识此有意义的

求学精神。
比赛组别分为个人组、队际组、工商组及家庭组，

活动。
在八月，公司挑选了纸镇、玩偶及茶壶等十多款精美

并设有工商组参与奖及筹款比赛奖。今年更新增超级慈善

礼品于 LOL 原创生活概念店进行慈善义卖，所筹得的善款

组组别，鼓励更多企业及机构派出马拉松精英组队参与，凝

将全数拨捐苗圃行动，
帮助国内贫困学生 , 并计划于 11 月 1

聚商界的公益力量。

日马拉松比赛当日，
全部分店举行可持续发张活动，
在北京、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马拉松赛事，
「苗圃行动」今年别开
生面地增加了「界面 ‧ 挑战」在线宣传活动，广邀社会大众

上海等地举行慈善步行筹款，广邀员工及顾客参与，一同感
受马拉松的炽热气氛。

更多顾客购物的同时不忘驻足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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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百货22周年呈献 「快乐大爆发III」
为庆祝新世百货开业 22 周年，全线分店于 5 月 21 日至

出团购券、武汉五家分店则于 5 月 23 日合力举行了一场荧

6 月 1 日期间举行「快乐大爆发 III」全国联动市场推广活动，

光夜跑活动，上百名员工及顾客从汉口江滩出发，夜跑致新

推出「满 99 减 60」及「满额送 Apple Watch」等购物优惠。

世界百货时尚广场，
沿途更吸引了很多市民自发加入，
度过了

各区门店更自行把活动升级加码，如北京五家分店便连手推

欢乐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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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
「与新百齐GO GREEN」
大受顾客欢迎
成功宣扬低碳饮食
新 世界百货 于 6 月 5 日至 14 日期间 举 办的 第四
届「与新百齐 GO GREEN」全线环保活动已圆满结束。
活动以 6 月 5 日的「全城绿色便服日」为序幕，新世界
百货全线员工穿着含绿色元素的衣饰上班，另外，超过
12,000 名顾客响应「绿色连环 GO GO GO」活动穿绿
到店购物，活动期间共送出逾 9,600 盆小盆栽、环保袋

「新世界百货@Dream爱梦想年度运动会」正式启动

及鞋盒等环保小礼品，成绩斐然。
为配合今年活动新增
「低碳饮食」
的主题，北京新世界百货、成都新世界百货
及郑州新世界百货等均举办了「大厨到新百 ‧ 低碳饮食
好煮意」烹饪示范 ；武汉新世界百货则与国际知名厨具

33

7 月 27 日，新世界百货于上海长宁路天山第二小学举行「新

制造商「菲仕乐」合办「天才小厨师」活动，教授小选手

世界百货 @Dream 爱梦想年度运动会」
启动仪式，为七月至九月举

们烹调绿色健康菜肴。
线上推广方面，
「新百公益」微博

行的一系列运动会活动揭开序幕。

举行的「新百公益 ‧ 齐来 Go Green」有奖转发活动亦吸

运动会是「@Dream 爱梦想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年度大型活
动，由新世界百货与上海市长宁区体育总会、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
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局及上海教育新闻网合办，共分为五个部分，包
括：
「爱梦想杯·足球邀请赛」
、
「爱梦想杯·网球邀请赛」
、
「爱梦
想阳光少年投票活动」
、
「爱梦想年度运动会总决赛展示及颁奖」
及「爱梦想阳光少年公益行」
。
在启动仪式上，
多位合作伙伴的领导
及球星郑科伟应邀出席，为参赛的学生打气鼓劲，并以中场开球为
启动动作，正式启动历时三个月的「新世界百货 @Dream 爱梦想
年度运动会」
，随即举行「爱梦想杯·足球邀请赛」
首场赛事，并展
开「爱梦想阳光少年」
投票活动。
「爱梦想杯·足球邀请赛」旨在通过比赛提升「@ 运动—酷乐
足球」训练计划受惠学员的技术水平及身体素质。
赛事以单循环的
方式举行，成功吸引了上海市闸北区代表队、静安区代表队、闵行区
代表队、嘉定区代表队、宝山区代表队及长宁区代表队等六支队伍
参与。
为了进一步宣传儿童全人发展的重要性，公司于 7 月 27 日至
9 月 15 日期间举行「爱梦想阳光少年」
投票活动，邀请公众线上投
票予 13 位来自上海多名学校体学兼优的学生，得票最高的四位候
选人将角逐「爱梦想阳光少年」荣誉。
公众只需于投票网站 http://
amxygsn.shedunews.com/ 输入电话号码投下神圣的选票，便
有机会赢 取众 上海绿 地申花足球俱乐部球员签名足球、Apple
Watch 及新世界百货 N 卡等精美大奖。

引逾 3,000 粉丝参与，让未能到店参与活动的公众亦
能接收到公司的环保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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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百货企业传讯及可持续发展
表现超卓 连获多项殊荣
新世界百货在企业传讯及可持续发展领域获得多项殊荣。
在企业传讯领
域，公司 2014 财年年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于 2014 LACP Vision Awards 年报
比赛及 2015 ARC Awards 中分别勇夺 13 个及三个奖项，创下破纪录的佳绩。
公司的 2014 财年年报在 2014 LACP Vision Awards 年报比赛中横扫七奖，
包括「消费者服务」组别白金奖、
「零售 - 各类零售」组别铜奖、
「全球最佳致
股东信函」银奖及「亚太区最佳致股东信函」白金奖等 ；而去年底首次出版的
2014 财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亦囊括六奖，包括「可持续发展」组别白金奖、
「全
球最佳进步奖」银奖及「亚太区最佳进步奖」金奖等。
两份报告均登上亚太区
及全球排行榜。
在 2015 ARC Awards 中，年报则获得「内页设计—零售 ：便利
/ 百货店」组别荣誉奖，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则获得「非传统年报」组别金
奖及「封面图像 / 设计」
组别铜奖，
足证公司于与持份者有着充分的沟通。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新世界百货义工队于 2015 财年已举办逾 [ 260 ] 次
义工活动，成员人数接近 2,500 人，服务时数接近 [ 6700 ] 小时。
香港办事处
义工队的 20 多位成员去年继续精益求精，筹组及参与多项义工活动，因此，以
310 小时的义工服务时数连续二年荣获社会福利署「义工运动」颁发「义务工
作嘉许状铜状」
，以嘉许其对社会的贡献。
「义工运动」由社会福利署于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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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办，每年均会按义工年度累积的服务时数颁发嘉许奖予出色的个人、家庭
或企业义工队，
藉此推动义工文化。

新百义工带领缺乏资源儿童

在「义工月」畅玩足球运动传爱心
自去年开始订立每年六月为「义工月」
，新世界百货于 6

识 ；鞍山新世界百货义工队与铁东区鑫苗听力康复学校的听

月举办全国统一主题的义工活动，今年则以「新世界百货 ‧ 带

力障碍的小朋友大玩足球比赛 ；香港办事处则带领香港青

你玩转酷乐足球」
为主题，在鼓励员工参与义务工作，带领外

年协会一班缺乏资源儿童畅玩现时最流行的「泡泡足球」
，
在

来务工人员子女享受足球的乐趣。新世界百货各地分店及办

炎炎夏日舒展身心。

「飞鹏展翅—新百中层管理者『黄金阶梯』」
培育项目正式启动

事均处与当地的学校、小区及非牟利机构合作，为外来务工人

线上推广方面，
「新百公益」微博在 6 月 15 日至 30 日期

新世界百货的「飞鹏展翅—新百中层管理者『黄金阶

识，为全国挑选的精英提供实用的营运培训，提升中层管

员子女举办轻松有趣的足球课及足球比赛，同时发掘他们的

间举行了「缤纷义工月酷乐足球一起来」
有奖转发活动，活动

梯』
」培育项目于 5 月 8 日在上海管理中心正式启动。
该项

理员工的总体竞争力。项目得到全体同事的踊跃参与，管

运动天分，受惠儿童达 900 人。
例如大连新世界百货与艺荷

吸引了超过 66,000 网友参与，
成功提升网民对外来务工人员

目为年度 最大 型的一次人 才 梯队建设 培育活 动。计划设

理层勉励入围的员工继续努力，
好好装备自己，
迎接工作上

子女的关注。

有四个阶段，透过实习及境外考察活动增加学员的行业知

的挑战。

美术培训学校合办「足球知识小课堂」
，为小朋友讲解足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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