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乐天简介

为人类的生活增添丰饶的价值，

lifetime value creator，乐天。
乐天正在食品、流通、旅游、化工等
多种领域，不停地挑战和创新，
始终不渝地向客户呈献
全新的生活方式。
更加便利、更加愉快的日常生活，
携手共同成长的幸福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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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致辞

凭借造福于所有人的创新，
成长为世界上最受欢迎、
最受尊敬的跨国集团。
50多年来，乐天走过的路是让人类的生活更加丰饶的历程。乐天在食品、流通、旅游、化
工、建设等领域不停地挑战和创新，为全世界顾客提供新价值的同时，也得到了持续、稳
步发展。作为韩国第五大集团，不仅引领行业发展，还积极开拓世界市场，树立了名副其
实的跨国集团的威望。

现在，乐天正在谱写另一个成长历史，朝着百年企业的目标阔步前进。2021年，乐天发布
了全新的品牌口号“崭新的今天，美好的明天(new today，better tomorrow)”。品牌口
号蕴含着 “凭借造福于所有人的创新，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意志。乐天将凭借迄今为
止积累的力量，顺应瞬息万变的环境，成为引领变化和革新的未来型企业。

尤其是，乐天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和建立可持续生态系统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将积极落实esg经营。乐天将以社会贡献、共同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安全等社会价值为
本，成长为深受顾客、合作伙伴以及社会关爱和信任的乐天。

敬请大家为乐天开创全新未来的强劲步伐加油助威。

会长 辛 东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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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今天，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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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领会顾客的心思，始终不渝地呈献快乐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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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追求变化和革新，创造全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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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将珍惜顾客与社会给予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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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enrich people’s lives
by providing superior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our customers love and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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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结构 / 财务摘要

乐天简介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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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供深受欢迎和信赖的产品和服务，
为人类的富饶生活做出贡献。

治理结构
财务摘要

事业组合

愿景

事业组合
全球事业
乐天发展历程

全球事业

经营理念

透明经营

加强核心力量

价值经营

现场经营

-

-

-

-

Transparent
management

Strengthening
core competencies

Value-based
management

On-site
management
乐天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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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乐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力争实现

乐天为韩国第五大集团(以资产为准)，

更加透明的经营及集团的内涵式发展。

正基于稳定的财务结构，每年都保持持续增长。

2017年10月，乐天成立了乐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确保集团经营的透明度，实现可持续的内涵式发展。通过
向控股公司体制的转型，乐天简化了公司治理结构，隔离了业务部门与投资部门间的风险，使得经营效率得以

治理结构 / 财务摘要

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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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财务状况

稳步提高。
乐天控股致力于提升乐天集团的企业价值和品牌价值。乐天在扩大子公司队伍的同时，通过加强子公司的核心
能力，不断提高他们的增长性和盈利能力。对每个业务是否具有战略意义和是否能创造协同效应进行彻底验
证，以此打造可持续的业务组合并实现高度化。今后，将通过建立中长期业务发展计划、加强集团层面的 esg
治理体制、加大对乐天品牌及研发的投资力度等，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

韩国产业界排名
第

5位

*资料来源：公平交易委员会 ( 2021年 5月发布 )

资产 ⑴

负债比率 ⑵

销售额 ⑶

125.7万亿韩元

123.1%

56.4 万亿韩元

*注解：不含公共企业，以资产为准。(1) 公平资产，(2) 不含金融公司，(3) 公平销售额(以韩国内销售额为准，不含内部交易)
事业组合

2020年各事业部门销售额占比

乐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构成
已纳入

计划纳入

39%
流通
旅游·服务部门

流通部门

全球事业

2020
总销售额

64.9

14%
旅游·服务

13%
食品

单位：万亿韩元，财务会计标准

化工·建设部门

食品部门

以盈利能力为中心，

实现房地产等

在新兴发展中国家，

调整事业组合并提供支援

资产的效率化

开展和扩大事业并提供支援

化工·建设

* 2017年起以财务会计标准替代现有管理会计标准来表示总销售额

乐天发展历程

34%

通过提高子公司盈利能力及实现可持续增长，提高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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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组合
乐天以食品事业起步，将事业范围扩大到流通、旅游·服务、
化工·建设等领域，构筑成功的事业组合。

事业组合
全球事业

1

2

3

4

5

食品

流通

旅游·服务

化工·建设

研究·支援·其他

乐天制果

乐天百货店

乐天酒店

lotte chemical

乐天控股

乐天七星饮料

乐天玛特

乐天免税店

乐天精密化学

乐天奖学财团

乐天食品

乐天超市

乐天世界

乐天福祉财团

lotte gRs

乐天e-commerce

乐天度假村

lotte mcc
乐天ineos化学

乐天朝日酒类

乐天hi-mart

乐天建设

乐天文化财团

lotte - nestlé(korea)

korea seven

lotte cultureworks
乐天 Jtb

乐天建设 cm事业本部

乐天中央研究所

乐天流通事业本部

乐天电视购物

乐天物产

乐天铝

乐天人才开发院

FRl korea

乐天rental

乐天未来战略研究所

乐天会员

乐天商事

乐天金融

乐天gFR

乐天国际物流

乐天创投

韩国stl

乐天情报通信

乐天医疗基金

乐天巨人队
佳能韩国商业解决方案公司
韩国富士胶卷

乐天发展历程

大弘企划

乐天三同福祉财团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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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事业
乐天在亚洲、欧洲等世界 30多个国家积极开展事业，
尤其以美洲、新兴发展国家为中心，持续拓展事业领域。
乐天计划加强海外事业内涵，通过本地化战略，追求海外事业的稳定与快速增长。

哈萨克斯坦
糕点 / 餐饮特许经营 / 物流

蒙古
餐饮特许经营

中国
糕点 / 饮料 /化工 / 建设 /
制造 / 物流 / 酒店 / 影院 /
金融 /cm/ 其他

日本
糕点 / 饮料 / 免税店 /化工 / 建设 / 酒店 / 其他

俄罗斯
酒店 / 糕点 /

越南

美国

化工 / 建设 / 贸易

百货店 / 量贩超市/ 酒店 / 餐饮特许经营 / 影院 /化工 / 建设 / 综合开发 /

酒店 /化工 / 饮料 / 贸易/

物流 /it/广告代理 / 租赁 / 免税店 / 整合会员服务/cm/ 其他

免税店 / 物流 / 其他

香港
化工 / 物流

土耳其
化工

印度

泰国

糕点 / 物流 /化工

化工 / 租赁

化工 /cm

巴基斯坦

化工

尼日利亚
化工

糕点 / 饮料 /化工 / 建设

饮料 / 物流

乌兹别克斯坦

柬埔寨

化工 / 酒店

餐饮特许经营 / 建设

阿联酋

马来西亚

糕点 /化工

化工 / 物流 / 建设

澳大利亚

糕点

贸易/ 免税店

英国

新西兰

物流

菲律宾

免税店

秘鲁
化工

新加坡
糕点 / 物流 / 建设 / 免税店

印尼
百货店 / 量贩超市/化工 / 建设 / 制造 /
物流 /it/ 金融 /广告代理 / 影院 / 其他

乐天发展历程

比利时

全球事业

餐饮特许经营

化工

意大利

化工

老挝

斯洛伐克

化工 / 物流

电视购物

餐饮特许经营 / 饮料 / 酒店 / 糕点

化工

德国

墨西哥

缅甸

波兰

匈牙利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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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成立乐天免税店
1980 收购美化写真胶卷与美化写真贩卖( 现韩国富士胶卷)

乐天发展历程
1967年，乐天的光辉历史拉开序幕。

1982 成立大弘企划
1973 成立乐天酒店

乐天凭借始终不渝的激情，延续着挑战与革新之旅，
成长为受全世界欢迎的跨国企业。

1982 成立乐天巨人队
1973 成立乐天电子工业( 现乐天铝 )
1974
1974

1960

1982 成立乐天物产

成立乐天产业

( 现乐天商事、乐天度假村 skyhill cc)
收购七星韩美饮料 ( 现乐天七星饮料)

1970

1980

1990

辛格浩会长于1967年创立的

迎来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乐天为跻身

乐天制果成为了乐天集团的母体。

乐天积极推进事业多元化。

乐天基于资本和技术的累积，

顶级跨国企业，着手全面、系统的准备。

乐天制果通过提供新颖、

乐天通过扩大食品事业，

在食品、流通、旅游等各个事业领域

凭借内涵式经营和大胆的投资，

美味的产品，为韩国实现

成长为韩国首屈一指的食品企业，

确保了首屈一指的竞争力，

奠定了跻身跨国企业的基础，

食品产业现代化及

通过成立乐天酒店、乐天购物、

名副其实地跨入韩国十大企业之列。

基于行业首屈一指的竞争力和

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乐天建设、湖南石油化学等，

同时，乐天树立了面向未来的长期战略，

稳固的财务结构，

创造了契机。

打入韩国旅游、流通和国家基础产业。

不断为进军世界市场奠基筑石。

机智灵活地克服了外汇危机。

1966 成立东方铝工业( 现乐天铝 )

1977 成立乐天酒造( 现乐天七星饮料酒类部门)

1983 成立乐天中央研究所

1994 乐天研修院开院 ( 现乐天人才开发院 )

1967 成立乐天制果

1977 收购三冈产业( 现乐天食品 )

1983 成立乐天流通事业本部

1994 收购 korea seven

1978 成立韩一香料工业、乐天乳业( 现乐天食品 )

1983 成立三南奖学会 ( 现乐天奖学财团 )

1994 成立乐天福祉财团

1978 收购平和建业社( 现乐天建设 )

1985

1979 收购湖南石油化学( 现lotte chemical)

1985 成立乐天佳能( 现佳能韩国商业解决方案公司)

1996 成立乐天物流( 现乐天国际物流 )

1979 成立乐天利( 现lotte gRs)

1989 乐天世界探险世界开业

1996 成立乐天情报通信

1979 成立乐天购物

成立蚕室乐天世界建设事业本部

( 现乐天建设cm事业本部 )

1995 成立釜山割赋金融( 现乐天金融 )

1998 成立乐天玛特

乐天发展历程

1999 成立乐天影院 ( 现lotte cultureworks)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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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成立lotte - nestlé(korea)
2014 收购现代物流( 现乐天国际物流 )
2007 收购 Woori电视购物( 现乐天电视购物)
2015 成立乐天会员
2007 成立乐天Jtb
2015 收购 kt rental( 现乐天rental)
2007 成立乐天资产开发
2015 成立乐天文化财团
2007 收购大韩火灾海上保险 ( 现乐天损害保险 )
2016

收购三星sdi化学本部、三星精密化学、三星bP化学

( 现lotte chemical、乐天精密化学、乐天ineos化学)

2008 收购比利时吉利莲(guylian)
2017 迎接乐天集团创立50周年，乐天宣布新愿景
2008 收购 ki bank( 现korea seven)
2017 成立乐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8 成立乐天济州度假村
2017 收购印度havmor

2000

2010

and...
2021年，以实现更美好的未来为目标，
乐天将继续进行变化与创新。

进入 21世纪第一个十年，

进入 21世纪第二个十年，

乐天成长为食品、流通、

乐天凭借彻底的内涵式经营和

旅游·服务、化工·建设·制造、

高效率投资，实现了持续、稳步发展。

金融等事业领域的领军企业。

乐天通过更积极地拓展事业领域，

不仅如此，乐天还涉足亚洲、

不断加快进军世界市场的步伐，

欧洲、中东、美洲等世界各地，
跨国企业面貌日趋完善。
2000 成立乐天网购( 现乐天e-commerce)
2000 成立hi star( 现乐天朝日酒类 )
2001 成立乐天超市
2002 成立乐天经济研究所 ( 现乐天未来战略研究所 )

2008 收购19 家印尼麦德龙(makro)店铺
2008 成立乐天扶余度假村

具备了代表亚洲的跨国集团的竞争力。

2018 成立lotte cultureworks
2018 成立乐天e-commerce

更丰饶的生活、更幸福的世界。

2019 出售乐天信用卡、乐天损害保险
2020 成立lotte chemical合并法人公司

收购斗山酒类bg
2009
( 现乐天七星饮料酒类部门)

2010 收购 eb card

2021 宣布开展esg经营

收购巴基斯坦Pta
2009
( 现lotte chemical Pakistan)

2010 收购菲律宾百事 (PcPPi)

2009 成立乐天三同福祉财团

提供最佳价值，为顾客营造

2019 成立乐天国际物流合并法人公司

2010 收购 buy the way

2009 收购 mybi

乐天将为顾客的整个生命周期

2010 收购巴基斯坦kolson
2010

收购马来西亚 titan chemical
( 现lotte chemical titan)

2011

收购现代情报技术

2011

收购帕斯特乳业( 现乐天食品 )

2002 收购东洋信用卡( 现乐天信用卡)
2004 收购 kP化学、kP chemtech( 现lotte chemical)
2004 成立FRl korea
2012 收购 hi - mart( 现乐天hi-mart)
2012 成立lohb’s(朗施 )
2013 收购哈萨克斯坦Rakhat

乐天发展历程

2006 成立大山mma( 现lotte mcc)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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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Retail
Tourism·Service
Chemical· Construction

全球乐天

Advance

Expand

提供优秀的产品和全新的服务，

从亚洲到欧洲、中东与非洲、美洲，

使全世界顾客的生活更加富饶、美丽。

面向更广阔的世界不断进行挑战。

2021年
乐天简介

全球乐天

Our
Global Food
Customer
与全世界顾客一起分享美味、安全的食品，
打造更加快乐、健康的生活。

主要事业进军海外市场现状

乐天制果、
乐天七星饮料

乐天利

安琦丽诺

中国

缅甸

越南

缅甸

老挝

哈萨克斯坦

菲律宾

柬埔寨

新加坡

越南

印度

蒙古

巴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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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Retail
Tourism·Service
Chemical·Construction

印度
乐天制果

乐天制果的巧克力派
在印度市场以90%的
市场占有率
保持绝对优势。

90%
市场占有率

2021年
乐天简介

29

Food
Retail
Tourism·Service
Chemical·Construction

全球乐天

CHINA

越南
安琦丽诺
安琦丽诺
于2008 年
进军越南市场，
引领着
与众不同的
咖啡文化。

中国
乐天制果

乐天制果在中国
持续扩充流通卖场，
向更多的顾客
呈献美食。

比利时
吉利莲

VIETNAM

乐天制果通过高档品牌
“吉利莲 ”引领世界
巧克力市场的发展。

INDIA

越南
乐天利

位列越南快餐店业

No.1

龙头地位。

市场占有率排名

乐天利在越南
经营262 家店铺，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乐天七星饮料
乐天七星饮料
向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等多个
国家出口获清真
认证的饮料，
向更多的人传递
清爽和快乐。

2021年
乐天简介

全球乐天

Our
Global Retail
Customer
凭借愉快、方便的购物和新颖、丰富的文化，
向全世界顾客呈献日常生活的幸福。

主要事业进军海外市场现状

乐天百货店

乐天玛特

越南

越南

印尼

印尼

31

Food
Retail
Tourism·Service
Chemical·Construction

印尼
乐天玛特

乐天玛特在印尼
经营49家店铺，
引领印尼批发零售
流通的革新。

49
店铺数

2021年
乐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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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Retail
Tourism·Service
Chemical· Construction

全球乐天

印尼
乐天玛特
印尼

乐天玛特
以当地化战略和

乐天百货店

差异化产品，
进一步贴近

通过高品位

顾客的生活。

综合购物中心
乐天购物

avenue店，
提供丰富多彩的
购物乐趣。

VIETNAM

越南
乐天百货店

位于大型综合园区河内乐天中心的
乐天百货店，已成为倍受越南顾客欢迎的
购物与休闲胜地。

INDONESIA

越南
乐天玛特
乐天玛特
于2008 年
进军越南市场，
经营遍布
越南全国的

15家店铺。

2021年
乐天简介

全球乐天

Our
Global Tourism
& Service
Customer
凭借高品位的设施和差异化的服务，
为全世界顾客呈献难以忘怀的感动。

主要事业进军海外市场现状

乐天酒店

乐天免税店

LOTTE
Cultureworks

美国

美国(关岛)

中国

美国(关岛)

日本

越南

俄罗斯

越南

印尼

乌兹别克斯坦

澳大利亚

越南

新西兰

缅甸

新加坡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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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乐天酒店

乐天纽约宫庭酒店
提供乐天酒店特有的
高品位服务。

909
客房数

2021年
乐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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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乐天

RUSSIA

美国
乐天酒店
乐天酒店
在美国纽约、
西雅图和
美属关岛
经营酒店，
U.s.a

正在构建
全球连锁网络。

俄罗斯
乐天酒店

乐天酒店在俄罗斯以莫斯科起步，
陆续在圣彼得堡、萨马拉和符拉迪沃斯托克
开张了酒店，在俄罗斯树立了最高水平的
酒店品牌。

越南
乐天酒店

乐天酒店在越南胡志明
和河内经营酒店，
呈献高层次的服务。

INDONESIA

越南
乐天免税店

越南

乐天免税店

LOTTE
Cultureworks

在越南岘港机场，
为顾客呈献
与众不同的
购物体验。

No.2
世界免税店排名

lotte
cultureworks
在胡志明、
河内等越南
主要城市经营

46 家电影院。

2021年
乐天简介

全球乐天

Our
Global Chemical
& Construction
Partner
与世界优秀的合作伙伴携手，
不断提升跨国企业的力量和威望。

主要事业进军海外市场现状

LOTTE Chemical、
乐天精密化学

乐天建设

中国

波兰

中国

俄罗斯

泰国

德国

越南

柬埔寨

越南

斯洛伐克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匈牙利

印尼

印尼

美国

日本

日本

墨西哥

巴基斯坦

香港

秘鲁

俄罗斯

印度

乌兹别克斯坦

意大利

巴基斯坦

阿联酋

土耳其

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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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LOTTE
Chemical

lotte chemical计划通过乙烷裂解和
乙二醇事业，在美国建立大型生产基地，
实现原料、生产基地和销售地区的
多样化。

2021年
乐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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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乐天

Uzbekistan

马来西亚
印尼

马来西亚

LOTTE
Chemical

LOTTE
Chemical

lotte
chemical titan

lotte
chemical titan

力争成长为

是马来西亚

东南亚

规模最大的

首屈一指的

烯烃和聚烯烃

化工企业。

生产厂商。

No.1

VIETNAM

越南
乐天建设

印尼
Malaysia

乐天建设

乐天建设基于
高度先进的
超高层建筑技术

INDONESIA

乐天建设
在印尼雅加达

成功地建成了

中心商业区建设了

河内乐天中心。

商住两用综合园区

65 F

kota kasablanka 3。

365,251m
建筑面积

2

2021年
乐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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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Diversity

超越韩国领军企业的地位，

基于食品、流通、旅游·服务、化工领域的多种事业，

成长为在世界上倍受信赖的跨国集团。

创造生活价值，引领产业发展。

1.

2.

3.

4.

5.

食品

流通

旅游·服务

化工·建设

研究·支援·其他

乐天制果

乐天百货店

乐天酒店

lotte chemical

乐天控股

乐天七星饮料

乐天玛特

乐天免税店

乐天精密化学

乐天奖学财团

乐天食品

乐天超市

乐天世界

乐天福祉财团

lotte gRs

乐天e-commerce

乐天度假村

lotte mcc
乐天ineos化学

乐天朝日酒类

乐天hi-mart

乐天建设

乐天文化财团

lotte - nestlé(korea)

korea seven

lotte cultureworks
乐天 Jtb

乐天建设 cm事业本部

乐天中央研究所

乐天流通事业本部

乐天电视购物

乐天物产

乐天铝

乐天人才开发院

FRl korea

乐天rental

乐天未来战略研究所

乐天会员

乐天商事

乐天金融

乐天 gFR

乐天国际物流

乐天创投

韩国 stl

乐天情报通信

乐天医疗基金

大弘企划
乐天巨人队
佳能韩国商业解决方案公司
韩国富士胶卷

乐天三同福祉财团

2021年
乐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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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食品

不断提高
品牌价值和
质量竞争力

乐天的食品部门始于1967年，以乐天制果的成立而起步，如今，已成长为涵盖糕点、饮料、酒
类、食品材料、加工食品和餐饮的韩国首屈一指的食品企业集群。乐天制果、乐天七星饮料、
乐天食品、lotte gRs、乐天朝日酒类、lotte - nestlé(korea)等乐天的食品子公司们都
基于出色的技术、质量和营销能力，引领韩国食品产业的发展。尤其，长期以来，乐天的食品
部门基于差异化品牌战略，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备受青睐的超级品牌，开发出多种多样的餐饮
连锁店，为开创全新的饮食文化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乐天的食品部门还凭借世界最高水
平的安全和卫生管理，为提供更健康的食品和饮食做出了不懈努力。

成长为
在世界上
最受欢迎的
食品生产厂商

乐天的食品部门通过出口产品和直接进军市场走向世界。糕点、饮料、酒类、奶粉、咖啡等
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乐天产品，使世界顾客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滋有味和快乐。乐天制果
在亚洲、欧洲、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地区建立了本土生产设施，供应各种各样的产品。乐天七
星饮料向全世界出口饮料和酒类。进军亚洲市场的乐天利和安琦丽诺，基于超高人气，不断
扩大卖场。今后，乐天的食品部门将基于可靠的全球竞争力，通过强化核心品牌，不断扩大
海外营业收入，力争在海外原味市场确保新增长引擎，打造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食品品牌

乐天制果，永登浦

2021年
乐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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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乐天制果
印度
巧克力派
生产线

2
乐天七星饮料
忠州

乐天制果

乐天七星饮料

www.lotteconf.co.kr

company.lottechilsung.co.kr

主要事业

干果、冷饮等糕点

主要事业

韩国内
工厂数

7

海外
工厂数

22

以 2021年 5月为准

韩国内
工厂数

饮料、酒类制造与销售

14

海外本土
法人数

7

以 2021年 5月为准

kloud 啤酒
生产线

3
乐天七星饮料
安城
七星汽水
生产线

2

乐天制果创立于1967年，既是乐天的母公司，

乐天七星饮料自1950年成立以来，历时71年，通

也是韩国食品产业发展的先驱者，在韩国糕点

过提供多种多样的产品，一直备受消费者欢迎，

行业居领先地位。包括永登浦工厂在内，乐天

如今，已成长为顶级综合饮料公司。饮料部门在

制果在韩国拥有 7 家高端生产设施，生产和供

韩国拥有7家生产工厂和1000多个流通网点，以

应口香糖、巧克力、糕 点在内的多种干果和冷

“ 七星汽 水 ” 为龙头，先后诞生了 “ let ’ s be ” 、

饮、健康食品等产品。大部分产品群在行业保持

“ cantata ” 、“ milkis ” 、“ icis 8.0 ” 、“ tRevi ” 、

领 先 地 位，其中 “ 木 糖 醇口香糖 ” 、“ 派 派 乐 ” 、

“hot 6 ”等多种品牌，取得了持续稳步发展。尤

“kkokkalcorn”、“World cone”等产品分别在相

其，作为长寿品牌的 “七星汽水”，凭借时尚的营

应产品类别中占据榜首。尤其，口香糖和巧克力

销活动和产品战略，在汽水市场创造了约 4100

以优质原料和先进的技术制造而成，产品质量

亿韩元的年销售额，一直在市场位居不可动摇

享誉国内外，是引领市场的主打产品。与其行业

的领先地位。同时，还积极进军海外市场，在中

第一的地位相匹配，乐天制果营造了以糕点为

国、菲律宾、缅甸、巴基斯坦等国运营 4 家本土

主题提供多种体 验活动的教育娱乐空间 “ 糖果

法人，各种饮料产品远销亚洲、俄罗斯、美国、

工厂”，应用这一平台积极与顾客进行沟通。

南美洲等世界各地。

同时，乐天制果积极 进军海 外市场，在哈萨克
斯坦、巴基斯坦、比利时、印度、中国、俄罗斯、
新加坡、缅甸等世界八个国家经营 22 家生产工
厂，向本土顾客提供美味可口的糕点。今后，乐
天制果将通过强化现有产品的竞争力，积极开
3

发新产品的同时，不断扩大海外市场销售额，成
长为代表亚洲的糕点公司。

酒类部门生产和销售烧酒 “ 初饮初乐 ” 、高档啤
酒 “kloud ”、水果利口酒 “sun - ha - li 初饮初乐”、
韩国最长寿葡萄酒品牌 “ majuang ” 、传统威士
忌“scotch blue”等多种酒类产品。核心产品“初
饮初乐 ” 的销售额每年都保持很高的增长率，
“ kloud ” 自上市以来一直在引领啤酒市场的变
化。2017年，随着忠州第二工厂竣工，生产工厂
总数达到了7家，不断强化着竞争力。在海外，经
营位于日本、中国、美国等国的 3 家本土法人，
“初饮初乐”、“kloud”、“镜月”、“高丽人参酒 ”等产
品远销世界 40 多个国家。今后，乐天七星饮料
将基于在国内外累积的技术、质量、营销竞争
力和强有力的品牌力量，不断扩大海外事业领
域，成长为超一流综合饮料与酒类跨国企业。

2021年
乐天简介

乐天食品

1
1

www.lottefoods.co.kr
主要事业
韩国内
工厂数

乐天食品
横城
帕斯特

食品制造与销售等

10

海外出口
国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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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智妈咪

LOTTE GRS

LOTTE-Nestlé(Korea)

www.lottegrs.com

www.nescafe.co.kr

主要事业

食品与饮料连锁店

主要事业

韩国内
店铺数

2,063

生产线

20

2

以 2021年 5月为准

乐天利

海外
店铺数

322

以 2021年 5月为准

咖啡制造加工与销售

lotte - nestlé(korea) 是 2014 年乐天和世界
最 大 的 食品企 业雀 巢公司联合成 立的 合 资 公
司。在韩国忠清北道清州市设有大规模生产设

越南

lotte gRs成立于1979年，以韩国最早的快餐

施，包括在世界 享有盛 誉的咖 啡品牌 “ 雀 巢咖

店为开端，开创了全新的饮食生活文化，主导了

啡 ”在内，生产和销售“nesquik ”、“nestea”等

韩国连锁店事业的发展。包括在韩国拥有单一

多种饮料类产品和宠物食品“PuRina”。面向世

乐天 Freshdelica等进行合并，实现了事业多元

品牌最大数量的1337个卖场的 “乐天利 ”在内，

界 30多个国家的雀巢集团子公司的出口也呈逐

化，取得了不断发展。在韩国，乐天食品经营10

lotte gRs还经营咖啡专营店 “安琦丽诺 ”、欧

年增长趋势。今后，乐天和雀巢将取长补短，最

家具备高端设施的生产工厂，生产和供应包括

洲风格餐厅“villa de charlotte”、甜甜圈专营店

大程度发挥双方的优势，持续将最优质产品提

“ 卡卡圈坊 ” 等多种餐饮连锁店。同时，lotte

供给世界市场。

乐 天食品 成 立于 1958 年，是一家 综合 食品公

3

司，历时 60 多年，为韩国食品产业发展起到了

安琦丽诺

领头羊作用。通过成功地与乐天火腿、帕斯特、

食用油、食品材料 在内的肉加工、乳 加工、冷

越南

2

gRs还积极进军海外市场，在越南、缅甸、柬埔

饮、家庭简易烹饪食品、方便食品、原豆咖啡等
多种产品。“义城蒜味火腿”、“ennature”、“Rose

寨、哈萨克斯坦、老挝、蒙古等国家经营 322 家

Farm”、“kisstick ”、“帕斯特低温杀菌牛奶”、“慧

“乐天利 ”和 “安琦丽诺 ”卖场，征服了世界人的口

智妈咪”、“快便 ”、“猪吧 ”、“googoo cone”、“巴

味。今后，lotte gRs 将基于通过开展多种品

比克”、“labest ”、“chefood”等都是经久不衰地

牌连锁店事业积累的全球竞争力，成长为代表

深受顾客欢迎的乐天食品的代表品牌。与此同

亚洲的多品牌餐饮连锁公司。

乐天流通事业本部
www.lottelmsc.com
主要事业

促销服务

时，乐天食品成立了食品解决方案中心，积极开

1983 年，乐天流通事业本部以韩国最早的促销

展团体供餐、置办食物等高级食品服务事业。同

服务专门组织起步，专门承担食品促销业务，为

乐天朝日酒类

时，奶粉、食品、油脂、冷饮等产品远销中国、美
国、俄罗斯、越南等 20 多个国家，尤其，高级奶

www.asahibeerk.com

粉的出口逐年大幅度增长，预计今后海外市场

主要事业

将进一步扩大。今后，乐天食品将为走出韩国
成长为引领亚洲的综合食品公司而不懈努力。

3

进口酒类批发

乐天的食品部门的成长提供了鼎力支持。经过
系统的教育和培训培养的专业人员，置身于韩
国各地的卖场进行产品陈列、促销服务、现场信
息收集等业务。今后，乐天流通事业本部将继续

2000 年乐天朝日酒类以(株)hi star 起步，2004

在直接与顾客接触的营业现场，为加强乐天的

年变更公司名称后重新起步，成长为进口和销售

食品部门的竞争力而不懈努力。

啤酒、日本酒和其他酒类的进口酒专业流通企
业，且名声越来越响亮。“ 朝日啤酒 ” 以清醇、爽
口的口感，在韩国进口啤酒市场深得很多消费
者喜爱，“白鹤”、“kizakura”和 “神户酒心馆 ”等日
本著名酿酒师配制的日本酒，也通过满足顾客
的各种饮酒喜好，人气越来越高。此外，还销售
可以轻松享受的Rtd类 Wine cruise。今后，乐
天朝日酒类将通过引进优质产品，积极开展市
场营销，持续扩大市场，成长为引领韩国酒类行
业发展的综合酒类公司。

2021年
乐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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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ail
流通

通过
变化和革新
引领
流通产业
发展

从上世纪70 年代开始，乐天的流通部门开始引领流通产业的变化和流通文化的革新，发挥了
业界首屈一指的领导力。乐天百货店、乐天玛特、乐天超市、乐天hi-mart、korea seven引进
了全新的流通渠道和店铺模式，大幅度扩大网上和移动购物的同时，并开发出网上与网下相结
合的多种全渠道服务，倡导着不断进化的流通方式。此外，乐天电视购物和乐天e-commerce
不断加强购物频道和服务竞争力，持续进行革新。与此同时，FRl korea 实践 lifeware 价
值，以向广大顾客呈献更好的日常生活，乐天会员通过为包括乐天在内的多种合作伙伴企业
提供量身打造的服务，以跻身于使顾客的生活更加快乐、更加便利的营销平台公司为目标而
阔步迈进。

跃居为
代表亚洲的
跨国
流通企业

面向世界的乐天的流通部门的挑战正以亚洲地区为中心蓬勃展开。乐天百货店打入越南、印
尼市场，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流通文化，乐天玛特和乐天电视购物正在亚洲市场推介多种多样
的商品和服务。乐天的流通部门将大力扩大成长渠道——移动事业，积极推进流通渠道创
新和店铺模式的多元化，力争在世界市场构筑稳固的成长基础，跃居为代表亚洲的超优良
跨国流通企业。

乐天百货店avenuel，蚕室

2021年
乐天简介

乐天百货店

1
1

store.lotteshopping.com
主要事业

百货店

韩国内
店铺数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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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百货店
东滩

2
乐天玛特
越南

以 2021年 5月为准

乐天玛特

乐天超市

www.lottemart.com

www.lottesuper.co.kr

主要事业

折扣店

主要事业

韩国内
店铺数

112

海外
店铺数

64

以 2021年 5月为准

超市

店铺数与销售额
行业排名

no.1

市场
占有率

45%

以 2020 年 4 家 ssm 公司为准

乐天百货店自1979 年成立以来，就跃居于韩国

自1998 年1号店江边店开张后，乐天玛特取得

乐天超市以 2001年1号店典农店开业为起点，为

流通产业和购物文化发展的最前沿，成长为难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国内外拥有176家店铺，

韩国流通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领头羊作用，如今，

以撼动的韩国百货店行业的领军企业。继百货

成长 为 跨 国 流 通 公 司 。在 韩 国 ，从 折 扣 店 到

已成长为韩国首屈一指的超市公司。为顺应韩

店、young Plaza 、avenuel 之后，陆续

toys - R - us、Pet gaRden、babies-R-us等

国消费环境的变化，乐天超市开发出全新概念

推出了综合购物中心、精品型 / 城市型 / 工厂直销

专营店，经 营多种多样 的 流 通 渠 道 。凭 借 “ 慷

的超市模式，持续推出具有多种价值的新商品

型奥特莱斯、青春街头时装专营店elcube等应

慨”、“大方”、“choice l”等品牌，开发出1万多个

等，为打造令消费者满意的超市做出了不懈努

对社会结构变化和购买模式变化的多种流通渠

自主品牌商品，不仅提高了商品竞争力，还致力

力。迎接全渠道时代的来临，乐天超市引进了随

道，引领流通业的革新。另外，乐天百货店扩大

于新鲜食品在内的商品质量革新。同时，乐天玛

时随地可以订购商品的应用程序，将网上专用配

以手机为中心的网上购物的同时，引进了smart

特还积极开展折扣店店铺革新，从2015年开始，

送中心“lotte FResh中心”扩大至韩国各地，

Pick、smart coupon book、smart beacon

推出开 设 专业化 卖场的 全 新概 念的 新 一 代 店

构建了订购后3小时以内送货上门的配送体系。

等网上与网下相融合的全渠道服务，营造了更

铺。乐天玛特还运营保健美容商店lohb’
s(朗

针对不断增加的1~2人的家庭，开发出新鲜小包

加智能化的购物环境。在韩国，经营51家店铺，

施 )，以及保健、美容、生活、食品等店铺，每家

装产品“ 一顿饭系列 ” ，经营小包装商场 lotte

店铺平均销售的商品多达1万余种。此外，还大

market 999 等，不断强化反映消费趋势的店铺

力加强网上商城和移动商城，提供多种多样的

经营范式。随着lotte Premium Food market

幸福体验和富饶生活的 “ lovely life” ，走出韩

全渠道服务，为提高购物便利做出了不懈努力。

开业，开始进军高档食品市场。从我们小区的亲

国，成长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百货店。

在海外，乐天玛特在越南、印尼共经营 64 家店

切的超市，到高品位高档食品卖场，今后，乐天超

铺，不断提高跨国公司的地位。今后，乐天玛特

市继续为行业发展起到领头羊作用。

并积极进军海外市场，在越南、印尼等地经营着
店铺。今后，乐天百货店将积极践行为顾客呈献

2

将通过持续革新，超 越折扣店的范畴，转型为
“ 基于移动的专业商品提案公司 ” ，发挥全新的
生活管理人的作用。

2021年
乐天简介

事业概览

乐天Hi-Mart

Korea Seven

乐天会员

company.himart.co.kr

www.7-eleven.co.kr

www.lpoint.com

主要事业

主要事业

www.lpay.com

家电专营店
市场占有率

家电产品批发零售

no.1

韩国内
店铺数

442

市场占有率以 2021年为准，店铺数以 2021年 5月为准

韩国内
店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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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

10,795

以 2021年 5月为准

主要事业
l.Point
会员数

整合会员与便利支付

40,630,000

以 2021年 3月为准

1
乐天hi-mart

2

乐天E-commerce
主要事业

网上商城

7-eleven

3
乐天电视购物

乐天 e-commerce 于1996 年以韩国首家网上
综合购物中心“乐天网购 ” 起步，并于 2018 年以
乐天购物的事业部重新起航。2020 年 4月推出
乐天集团综合网上购物平台“乐天 on ”，开始提

乐天 hi-mart 成立于1999 年，在韩国拥有442

自韩国最早的便利店 7-eleven于1989 年开业以

家直营店、13 个物流中心，1个网上专用物流中

来，korea seven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

乐天会员与190多家合作伙伴企业携手，联合向

供仅登录一次就可以利用乐天旗下所有流通公

心和13 个服务中心，是位列韩国第一的电子流

2021年 5月遍布韩国各地的店铺数多达10795

4063万会员提供 l.Point 整合会员优惠服务

司网上购物中心的服务。乐天 e-commerce 运

通专业公司。从电子产品到生活用品、未来商品，

家。为快速响应顾客的生活方式和购物模式的

和l.Pay便利支付服务。乐天会员以合作伙伴企

用拥有4000 万名以上会员的 l.Point 的大数

不断追求商品组合多样化，大幅度扩大欧洲、

变化，korea seven引进了高档便利店模式“Food

业和加盟店为对象，提供基于流通大数据的分

据、13000 多个实体卖场等乐天流通部门所拥

美国等全球家电、日杂品牌的采购，超 越家电

dream”、超尖端智能型便利店 “ signatuRe ”

析咨询和营销服务，以及平台支援，开展各种各

有的基础设施，推进 o4o(online to offline)战

产品专营店的范畴，全面转型为 “引领顾客智能

等，引领韩国便利店业走向全新未来。此外，还

样的联合促销和与顾客的沟通活动。2016 年，

略。今后，将以食品杂货、奢侈品、时装、美容、

文化生活的数字生活方式合作伙伴 ”。同时，计

持续推出了行业最早的原豆咖啡品牌 “ seven

乐天会员收购 l.Pay 事业并打造成乐天的代表

家电等商品群为核心，实现差异化，推动综合购

划通过反映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和生活方式，推

caFe ”、“一餐研究所盒饭 ”、新鲜食品“ seven

性移动支付服务。除了购物外，还与金融、航空

物平台的进化与发展。

进线下卖场变革，通过多元化的内容和服务强

Farm”、高档面包 “ brea;daum” 等差异化 Pb 商

与交通、旅游与休闲、教育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

化线上渠道，引领未来家电流通市场向前发展。

品，同时不断扩大打烊折扣 “last oRdeR ”、

合作伙伴企业开展分工协作，将 l.Pay 事业发

葡萄酒订购服务等，旨在提高消费者便利的多

展 成 为引领 韩 国 流 通 支付 行业的 标 杆服 务。

种多样的服务。自2021年宣布esg 经营以来，

2021年 4月推出l.Point与l.Pay 整合移动应

korea seven 通过销售环保商品、开展环保活

用程序，并将服务平台高度化，让顾客更轻松、

动及与社区共鸣、共赢的分享活动等，为开展

更方便地在乐天享受购物优惠。

乐天电视购物
www.lotteimall.com
主要事业

综合电视购物

乐天电视购物自2007年成立以来，通过电视、
互联网、移动、t-commerce 等多种渠道向国
内外顾客提供优质商品。通过开发独立品牌确
保商品竞争力、加强移动及t-commerce 渠道

2

esg经营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FRL Korea
www.uniqlo.kr
主要事业

服装流通销售

竞争力、应用数字技术提供购物服务等，积极顺

FRl korea是在2004 年乐天购物与世界一流时

应急剧变化的流通环境。乐天电视购物积极顺

装零售公司Fast Retailing联合成立的合资

应高档化、专业化的电视购物市场潮流，开发购

公司，在韩国流通和销售全球时装品牌优衣库

物和娱乐相结合的特色内容，强化信息共享节目

(uniQlo) 的服装。FRl korea 经营的优衣库

等广播内容。今后，乐天电视购物计划通过虚拟

卖场，以实惠的价格提供高品质、简约设计、实

现实(vR)、增强现实(aR)服务的高度化、与国际

用性和功能性兼备的日常服装，积极实践为所

内容平台协作等走向全世界，跻身于国际媒体

有的人提供更美好生活的lifeware价值。

商务公司。

1

www.lotteon.com

3

2021年
乐天简介

事业概览

57

Food
Retail
Tourism·Service
Chemical·Construction
R&D· SUPPORT· Others

Tourism
Service
旅游·服务

创造
新颖
丰富多彩的
旅游文化

40 多年来，乐天为韩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发挥了排头兵作用，凭借行业最高水平的设施和服
务，给世界游客带来了快乐体验和与众不同的幸福。全球一流连锁酒店—— 乐天酒店和拥有
世界最大规模免税店的乐天免税店，除了在韩国，还在亚洲、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保持着持
续稳步发展。年接待游客数达1000万人次的乐天世界，可尽享济州、扶余及束草地区美丽
风光的度假村及运营高品位高尔夫俱乐部的乐天度假村，旅游服务专业公司 —— 乐天 Jtb
等，乐天的旅游部门子公司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得到了广泛认可。另外，乐天物产运营的123
层高度的乐天世界大厦与乐天世界购物中心，已成为代表韩国的标志性建筑。今后，乐天计
划继续在韩国保持市场占有率领先地位的同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创造全新的旅游文化，
成长为跨国旅游公司。

加强
服务产业的
全球竞争力

乐天在服务产业各领域具备了引领业界的稳固地位和实力，向企业和个人顾客呈献最高水平
的满意和感动。lotte cultureworks依靠最新设备和差异化服务，提高了顾客满意度，并
走出韩国，将市场扩大到亚洲地区，为顾客传递着快乐和满足。另外，乐天 rental、乐天商
事、乐天国际物流、乐天情报通信、大弘企划、乐天巨人队、佳能韩国商业解决方案公司、韩
国富士胶卷等乐天的服务部门子公司，正基于雄厚的基础设施、广范围的网络、专业技术和
优秀人才，紧密协作，共同实现跨国企业的发展蓝图。

乐天酒店，纽约

2021年
乐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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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乐天酒店

1
乐天酒店

www.lottehotel.com
主要事业

旅游酒店

韩国内
连锁店数

20

济州

2
海外
连锁店数

12

以 2021年 5月为准

乐天酒店自1979 年开业以来，在韩国本土酒店

2

3

乐天免税店
澳大利亚

3
乐天世界

乐天免税店

乐天世界

kr.lottedfs.com

adventure.lotteworld.com

主要事业

免税店

主要事业

旅游服务

韩国内
免税店数

8

年入场
游客数

10,000,000

海外
免税店数

12

以 2021年 5月为准

以 2020 年 3月为准(探险世界、水上乐园、海洋世界、seoul sky 观景台)

乐天免税店是韩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免税店，

乐天世界继1989年开馆的市区主题公园乐天世

品牌中为开拓海外市场发挥了最积极的作用，

以1980 年开设的首尔明洞总店为开端，先后开

界探险世界之后，以积累近 30 年的运营专业知

先后开拓了七个国家的酒店市场，经营着 32 家

设了世界大厦店、釜山店、仁川机场店等，在韩

识和经验为基础，在 2014 年分别开设了乐天水

连锁酒店，总客房数达11000多间，已成长为亚

国经营共八家店铺。乐天免税店的每个卖场都

上乐园和乐天海洋世界，在 2017年成功地开设

洲最顶级酒店品牌。乐天酒店以40 多年来积累

引进了像百货店那样陈列商品的精品店风格，开

了乐天世界大厦瞭望台“seoul sky 观景台”，

的酒店经营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基础，具备了有

创了免税店行业的先河，同时成功地将路易·威

成长为代表韩国的综合娱乐企业。乐天世界探

针对性的、符合流行趋势的多品牌酒店组合。

登、爱马仕、香奈儿等世界三大名牌进驻卖场。

险世界地处市区，乘坐公交车便可方便抵达，

凭借最顶级的地标性酒店 “ signiel”、经典的

另外，乐天免税店最先在业界开设了互联网免

且不论天气如何都不影响游玩，倍受国内外游

超高档酒店 “乐天酒店 ”、生活方式酒店 “ l7 ”、优

税店和移动免税店，目前，正在经营韩、中、日、

客 的 欢 迎 ，每 年光 顾 此 处 的 国 内 外游 客 超 过

化于商务旅客的酒店 “乐天城市酒店 ”、为家庭旅

英、越五国语言网站。自2004 年起，乐天免税

600 万人次。拥有韩国最大规模设施的乐天水

客打造的 “乐天度假村 ”等丰富的酒店品牌组合，

店开展韩流明星代言人促销活动等，通过积极

上乐园和栖息着 650 种 55000 多只海洋生物的

满足各种旅客的需求。乐天酒店于2010 年以俄

的努力取得了吸引外国游客和创造外汇收入的

乐天海洋世界、韩国最高及世界第四高的乐天

罗斯的莫斯科起步，先后在美国的纽约、越南

成果，为韩国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乐

世界大厦瞭望台“seoul sky 观景台”，深得游

的河内和日本的新井成立了乐天酒店，作为韩

天免税店还积极进军海外市场，继 2013 年成立

客的喜爱。尤其，位于首尔市松坡区蚕室附近的

国本土酒店品牌，唯一在国外经营着多达 12 家

印尼雅加达市区免税店和2014 年成立美属关岛

乐 天世界 探险 世界、乐 天 海洋 世界、seoul

的酒店。2020 年，美国第三家连锁酒店西雅图

机场免税店之后，陆续在日本、越南等国不断扩

sky 观景台通过发挥协同效应，吸引络绎不绝

乐天酒店成功开业，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横跨

大事业领域。另外，乐天免税店还在韩国免税店

的游客，已成为代表韩国的地标。今后，乐天世

美国东西部的新跨国酒店企业的地位。莫斯科

中唯一进军大洋洲地区，分别在澳大利亚和新

界将于2021年下半年开张釜山乐天世界探险世

乐天酒店开业仅两年，就超越跨国酒店品牌，

西兰经营四个和一个免税店，并获得了亚洲之心

界、2023 年开张越南河内乐天海洋世界等，更

连 续 两年 荣 获了被 誉 为旅 游业诺 贝尔奖 的

脏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免税店特许经营权，于

积极地在国内外拓展事业领域，努力实现 “成长

“conde nast traveler ”。圣彼得堡乐天酒店作

2020年 6月开张营业。至此，包括韩国的免税店

为倍受全世界游客关爱的全球主题公园 ” 这一

为在海外的韩国本土酒店品牌，首次连续两年

在内，共在七个国家经营 20 家免税店分店。今

愿景。

入选“福布斯旅游指南”五星级酒店。除此之外，

后，乐天免税店计划依靠位列世界第二的经营

乐 天 酒 店 还 先 后获 得了具有公 信力的 海 外大

免税店的卓越实力，不断扩大事业领域，加强内

奖，与世界著名的酒店并驾齐驱。至此，乐天酒

涵式发展，跻身于世界领先的免税店经营商。

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最顶级酒店。今后，乐
天酒店将继续以差异化的设施和令人倍受感动
的服务，超 越韩国，跻身于深受世界顾客喜爱
的跨国连锁酒店。

探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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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度假村

LOTTE Cultureworks

乐天JTB

度假村

www.lotteresort.com

www.lottecinema.co.kr

www.lottejtb.com

高尔夫

www.lotteskyhill.com

主要事业 电影院、电影的投资与发行、演出、电视剧

主要事业

主要事业 综合度假村

乐天度假村是在韩国济州、金海、扶余、束草等

韩国内
电影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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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海外
电影院数

58

以 2021年 5月为准

1
乐天度假村
束草

国内外旅游

2

乐天 Jtb成立于2007年，是应用乐天的丰富的

主要事业
韩国、亚洲
行业排名

3

保有的
车辆数

乐天rental

车辆与一般租赁

No.1
230,000

司。位于济州的乐天度假村济州 aRt villas

lotte cultureworks自1999 年开始运营多厅

游服务的乐天唯一的旅游公司。遍布韩国各地

是五位世界一流建筑家的独创性设计哲学与济

电影院乐天影院以来，为韩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的营业点达 50 多家，入境旅游销售额居行业首

州的自然风光完美融合的高品位豪华度假村。

作出了重要贡献，成长为韩国代表性的综合娱

位，接待游客数 居第二位。乐天 Jtb 将通过提

位于附近的乐天 skyhill cc 济州 (36个球洞 ) 是

乐企业，在电影投资、发行、演出、电视剧等各

供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国内旅游及乐天巨人

济州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完全融入其中的韩国

个事业领域引领文化生活的发展。位于韩国的

队春季集训参观商品、lPga参观商品、商务套

十大名牌高尔夫球场，与乐天度假村济州 aRt

134 家电影院，以提供更先进的便利设施的综

餐商品、包租邮轮、叙事旅行商品、横跨日本国

villas 相映成趣。位于金海的乐天skyhill cc

合文化空间为目标，积极引进采用世界最大尺寸

土铁路旅游等乐天 Jtb所独有的差异化旅游服

金海 (18 个球洞 ) 的整个球场披上了欧式草皮，

led 银幕的 “coloRium ”，以及以世界最大的

务，为顾客呈献 超 越他们期待的价 值，成长 为

mee，提供涵盖各领域的综合租赁服务。乐天

四季常青，一年四季皆可在此挥杆击球。位于扶

银幕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 suPeRPleX g ”

韩国首屈一指的旅行社。

rental 的代表品牌 “ 乐天汽车租赁 ” 拥有的车辆

余的乐天度假村扶余共拥有 322个客房和室内

等高端科技，凭借超一流的设 施，为顾客呈献

水上乐园，是与附近的乐天skyhill cc 扶余 (18

无限感动。自2008 年起，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个球洞 ) 、乐天奥特莱斯、百济文化园区等遥相

陆续在越南、中国、印尼等国开设了电影院，从

呼应、相映生辉的综合度假村。位于束草的乐天

而在亚洲市场也保持着稳步增长势头。与此同

度假村束草拥有 392 个客房，珍藏着雪岳山和

时，每年通过乐天娱乐发行10 余部韩国电影，进

东海相交汇的美不胜收的秘境风光，是能够为

口和发行好莱坞大型发行公司 “ 派拉蒙影业公

顾客呈献特别经验的综合度假村。今后，乐天度

司 ”发行的电影，还运营韩国首家音乐剧专用剧

假村将以自然、文化、休息相得益彰的差异化设

场“chaRlotte theateR”，上演 “Jekyll and

施和服务为基础，成长为韩国首屈一指的休闲

hyde” 等韩国代表性音乐剧作品。乐天娱乐以

公司。

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内容为观众带来欢乐，作为

乐天物产是位于首尔蚕室的 555 米高、123层的

一家综合性内容企业，除了专注于电影产业发

超高层建筑——乐天世界大厦和大型综合购物

展和打造以满足观众趣味为目的的完成度较高

中心——乐天世界购物中心的项目法人。2014年

的电影组合外，还致力于在持续发展的内容产

开业的乐天世界购物中心由包括avenuel在内

业中满足观众的需求，积极开发电视剧、short-

的乐天的多种流通设施、电影院、水族馆、音乐

form内容和演出等不同类型的新内容，力争在

厅等构成，深受广大顾客的欢迎。于 2017年完

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都实现成长。

工的乐天世界大厦拥有 500 米高的瞭望台、六

济州汽车之家

1

www.lotterentacar.net

济州

旅游基础设施和世界一流旅游专业企业——日
本 Jtb 的全球旅游网络，向顾客提供高品位旅

地经营度假村和高尔夫球场的综合休闲专业公

乐天skyhill cc

乐天rental

以 2021年 5月为准

乐天 rental是拥有 30 多年历史的韩国唯一的综
合租赁公司，2015 年作为乐天的成员公司重新
起航。通过短期汽车租赁、长期汽车租赁、合伙
用车等汽车租赁事业和办公设备、产业设备等
一般租赁事业，以及生活方式租赁平台 myo-

2

数达到23万辆以上，居韩国领先地位。同时，乐
天rental还在越南、泰国等国运营海外分公司。
今后，乐天rental将超越韩国，成长为活跃在世

乐天物产

界大舞台的综合跨国租赁服务企业。
www.lottepnd.com
主要事业

蚕室超高层与综合购物中心的开发和运营

乐天世界
大厦高度

555m

乐天世界
大厦层数

123

星级酒店和超高级 Residence、高品位智能
办公设施等。乐天世界大厦与购物中心、乐天世
界探险世界携手成为年游客量过亿人次的世界
性旅游地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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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商事

乐天情报通信

www.lotteintl.co.kr

www.ldcc.co.kr

主要事业

主要事业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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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it 平台和解决方案

乐天巨人队
www.giantsclub.com
主要事业

文化与体育

1
乐天国际物流
金浦玛特
网上物流中心

佳能韩国商业解决方案公司

1

www.canon-bs.co.kr
主要事业

整合解决方案、办公设备、医疗器械、产业设备

2

乐天商事成立于1974 年，通过分布在美国、越

乐天 情报 通信是一家在流 通、制造、化工、建

乐天巨人队是成立于1982年的韩国职业棒球联

南、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地的本土法人，以优秀

设、金融、医疗等整个产业领域提供系统设计、

赛的始创球队之一，主场设在釜山地区。1984

的全球网络和海外生产基地为基础，生产和出

开发、构建、咨询等综合 it 平台和解决 方案的

年和 1992 年曾两度夺得韩国职业棒球联赛冠

口多种多样的产品供应给国内外顾客，向国内

ict专业公司。为主导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迅速

军，保持着联赛首个100万观众入场纪录、单赛

外顾客提供差异化服务。此外，乐天商事在澳

变化的潮流，乐天情报通信正以人工智能、大数

季历史最多观众入场纪录等，既是人气最高的球

乐天情报通信
数据中心

3
佳能韩国商业
解决方案公司
安山

佳能韩国商业解决方案公司是一家整合解决方
案专业企业，自1985 年成立以来，建立了确保
全国性销售和服务网络以及位于韩国的大型生
产工厂和研究所，具备了集开发、生产、出口、销
售为一体的综合能力。从数字多功能一体机、

大利亚运营自主牧场，亲自饲养牛，将可放心食

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核心新技术为基

队，也是传统名门球队。为了强化球队的竞技能

用的牛肉供应给包括集团流通公司在内的广大

础推动新事业发展，并超越整个产业的数字化

力，除了引进优秀选手和教练团队外，还努力引

疗器械、产业设备，开展多种多样的事业，凭借

顾客，还亲自在俄罗斯沿海州的农场种植大豆、

转型，主导公司的事业转型，朝着更高的目标阔

进先进的系统及设施。同时，还为扩大球迷服

以提高安全、便利、业务效率等为目的的创新

玉米和燕麦等，为韩国确保未来粮食资源发挥

步前进。尤其，乐天情报 通信正通过 从产品生

务、改善主场设施、提高观众便利持续进行投资

解决方案引领商务环境发 展。近年来，以现有

着先锋作用。今后，乐天商事将通过持续确保海

产到物流、流通的商业价值链的智能化，以及涵

等，致力于成为引领韩国职业棒球运动发展的

事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基础，推进网络摄像

外生产基地等，实现粮食事业的纵向扩展，成长

盖金融、医疗、soc 等整个城市基础领域的 it

最具影响力的棒球队。

机、无人值守打印机、医疗保健、电子商务等符

为提高顾客价值的全球合作伙伴。

解决方案，向迅速成长的国内外智能城市领域

合第四次产业发展趋势的知识密集型事业的同

提供差异化价值。乐天情报通信不仅以越南、印

时，通过符合云解决方案、居家办公、线上授课

尼等地为中心，开展全球事业，还在越南成立研

乐天国际物流
www.lotteglogis.com
主要事业

快递、国内外物流

发中心，不断加强全球 it 研发力量。今后，乐天
情报通信将以先进的技术和专业知识为基础，
以能够赢得顾客和社会信赖的超优良it 服务企

起，乐天国际物流在陆上、海上、航空等整个物
流领域积累了经营物流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成
长为代表韩国的综合性物流公司。乐天国际物

www.fujifilm.co.kr
主要事业

全方位图片解决方案、RF解决方案、美容设备

协作和随时随地都可以办理业务的智能工作场
所 (smart Work Place)环境建设步伐。此外，
佳能韩国商业解决方案公司计划于2021年11月
与canon koRea consumeR imaging

国照片文化的发展，开创了符合数字时代的新

inc.合并，并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综合影像解决

颖、丰富的成像解决方案，实现了持续、稳步发

方案企业。canon koRea consumeR

展。韩国富士胶卷将以在成像领域积累的专业知

imaging inc.自2005 年成立以来，一直是韩

www.daehong.com

识和经验为基础，通过一次成像相机“instax ”、

国相机市场的领先企业，进口和销售相机、镜

主要事业

“Photo book ”、“ year album”等高品质成像服

头、广播设备等光学仪器产品，推出了无论是专

务，以及为世界大厦 “seoul sky 观景台”等地

业人士还是普通人都可以轻松使用的各种数字

大弘企划
广告代理

流以韩国的1000 多个、海外的 200 多个物流网

2

等不见面发展趋势的新事业，加快不见面分工

韩国富士胶卷自1980 年成立以来，就引领着韩

业为目标阔步前进。

2019 年 3月以合并法人公司重新起步的乐天国
际物流是乐天集团唯一的物流公司。自1996 年

韩国富士胶卷

商用高速印刷机、喷墨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到医

点为基础，运用优质的 it 服务，为快递、陆运、

大弘企划自1982 年成立以来，创造了许多成功

标 建 筑 和 主 题 公 园 ，提 供自主 开发 的 P hoto

单反相机、无反相机和高品质 eF 镜头。合并后

3Pl( 第三方物流 )、港口装卸、国际物流等顾客

业绩，引领市场营销传媒领域的发展。大弘企划

kiosk 和chroma key 解决方案，为游客呈献着

的佳能计划基于品牌知名度，提高其在 b2b 、

提供量身打造的综合 物流服务。今后，乐天国

以“数据主导营销解决方案 ”企业为目标，积极推

别具一格的乐趣。此外，还独家提供艺人原版

b2c 业务各领域的竞争力，整合销售渠道和组

际物流将在 2023 年实现销售额 5 万亿韩元，跻

进数字化转型，提供涵盖传统媒体和数字营销

照片冲印服务的 “liPss”，及以 aPP为基础的摄

织，发挥扩大市场占有率、创造更多利润等多种

身于全球顶级物流企业为目标，不断增强物流

的整合服务。大弘企划拥有大数据分析解决方

影和冲印服务“ grabPic ”、“ Popic ” 等新概念服

协同效应。

事业力量。

案和数字广告整合运营平台，从提供以电视、视

务，让顾客更加方便地享受照片生活。今后，韩

频为中心的品牌推广活动到数字表演活动，提

国富士胶卷将继续向顾客提供为不断变化的生

供全方位整合营销服务的同时，将事业范围扩

活方式量身打造的多种多样的成像服务，引领行

大到移动优惠券、广告平台等领域。

业发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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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nstruction
化工·建设

具备了
综合化工
跨国企业的
力量

从上个世纪70 年代开始，乐天的化工部门通过技术开发、质量革新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对韩
国化工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取得了持续、稳步发展。以 lotte chemical为龙头，携
手乐天精密化学、lc titan等子公司，以及美国 lc usa 、乌兹别克斯坦uz-koR 等合资公
司，从基础原料到高附加值专用产品，生产和供应旨在提升生活价值的产品。在美国、中
国、马来西亚、匈牙利、土耳其等世界主要国家确保了26 个生产和销售基地，产品出口120
多个国家，正超越韩国石化产业的领导地位，以全球七大化工公司为目标阔步前进。乐天的
化工部门以创新与挑战的历史为基础，引领韩国化工产业发展的同时，致力于打造跻身于
世界顶级化工公司的创造性历史。

提供
产业的效率和
生活的便利

包括乐天建设在内的乐天的建设部门在数十年来积累了众多的行业领先技术、丰富的经验和
与众不同的专业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在土木、成套设备、建筑、住宅、超高层建筑等整个建
设领域取得了丰富的业绩。除了韩国外，乐天建设还在海外成功地承建了建设项目，综合建
设跨国企业的实力得到了广泛认可。乐天铝生产和供应高质量包装材料等多种产品，为韩国
市场的发展发挥领军企业的作用。

lotte chemical，马来西亚

2021年
乐天简介

LOTTE Chemical

1
1

www.lottechem.com
主要事业
全球生产和
销售基地数

海外出口
国家数

2

120

乐天精密化学
蔚山

以 2021年 5月为准

lotte chemical是一家韩国顶级化工公司，
在位于丽水、大山、蔚山的韩国三大石化园区内
运营国际规模的生 产设 施。自1976 年成立以
来，通过持续扩建工厂和拓展事业领域，建立
了从原料到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继续保持着稳
定的盈利能力。在海外生产设施领域，通过在

2010 年收购的 lc titan，将市场范围扩大到马
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地区，随着 2015 年10月
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气田化工园区竣工投产，

大型石化园区，开创了韩国化工企业的先河，令
韩国化工企业的企业形象享誉全世界。lotte

chemical从原料到最终产品，得以更加积极地
应对顾客需求，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力，凭借研
发和采购等支援部门的合并整合，得以进一步
提升业务效率性。lotte chemical正以雄厚
的国际竞争力为基础，积极推进原料与地区的
多样化和事业多元化，致力于跻身全球七大化

www.lottefinechem.com

www.lottemcc.com

主要事业

主要事业

精密化工

微胶料、ech、
tmac 等韩国内
市场占有率排名

No.1

功能性特种
纤维素产品
出口国家数

73

韩国内市场
占有率排名

No.2

mma 产量
世界排名

( 含三菱 )

No.1

以 2021年 5月为准

乐天精密化学于1964 年以 “ 韩国肥料 ” 起步，为

lotte mcc成立于2006年，是lotte chemical

韩国化工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上世纪 90

与世界最大的 mma 生产厂商三菱化学合资成

年代开始进军精密化工产业，向国内外市场供

立的法人企业。lotte mcc 在韩国代表性石

应纤维素、氯、氨系列精密化工产品。进入 21

油化学园区丽水和大山拥有 5 个生产设 施，生

世纪后，将事业领域扩大到技术型环保产品领

产和供应mma 、Pmma 、maa 、hema等高

域，成长为高附加值专用化工产品专业生产厂

附加值石化产品。此外，lot te mcc 还在韩

商。尤其，乐天精密化学在韩国独家生产其主

国独家生产 hema /hiss 等专用化工产品，具

力产品——高附加值纤维素系列产品，环氧树

备了差异化竞争力。

作为乐天的成员公司重新起步，再次迎来了飞
2

mma

石化

以 2021年 5月为准

洲、欧洲等世界各地。2016 年，乐天精密化学

厂建设运营能力和与国内外合作伙伴企业间的

成了相当于152个足球场大小 ( 约102 万平米 ) 的

LOTTE MCC

占有率也在韩国名列第一，产品远 销亚洲、美

美国的乙烷裂解 (ecc) 设施竣工投产。凭借工
共赢合作，在没有超工期、超预算的情况下，建

乐天精密化学

脂原料ech和半导体显影剂原料tmac的市场

构建了进军中亚地区的踏板。2019 年 5月位于

工公司。

lotte chemical
丽水

石化、合成树脂、建筑装饰材料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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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 发 展的机会。今后，乐天精密化学将与乐天
的化工部门子公司携手创造协同效应，不断加
强主力产品的收益性和全球技术竞争力，开拓
海外市场，发掘新增长引擎，成长 为全球专用
化工产品专业生产厂商。

2021年
乐天简介

乐天INEOS化学

1
1

www.lotteineos.com
主要事业

90%

乐天ineos化学
蔚山

石化

醋酸、醋酸乙烯
韩国内
市场占有率

2
乙酰基
亚洲生产
规模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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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乐天建设
原州

lotte castle
the First

以 2021年 5月为准

3

乐天ineos化学是乐天于1989 年与英国 bP 公

乐天铝

司合作成立的石化企业，2021年与英国ineos

安山

乐天建设

乐天铝

www.lottecon.co.kr

www.lotteal.co.kr

主要事业

www.lottelem.co.kr

综合建设

2020 年
韩国施工能力
评价排名

8th

2020 年
全球 enR
排名

86th

韩国内
工厂数

乐天建设是1959 年成立的综合建设公司，基于

60 多年来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在土木、成套设

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重新踏上了飞跃发展

备、建筑、住宅等整个建设领域发挥着雄厚的

的征程。作为韩国唯一的生产高附加值精密化

实力。此外，乐天建设将超高层大 厦和租赁事

工产品醋 酸 及 其 衍生物醋 酸乙烯 ( vam) 的 企

业作为新增长引擎积极推进。在超高层大厦事

业，正集中全部力量专注于生产世界上最具竞

业领域，乐天建设成功地完成了包括乐天世界

争力和最优质的产品。目前，乐天ineos化学在

2

大厦在内的多种超高层流通与综合设施，除了

韩国的市场份额达到 90%，凭借持续扩建生产

差异化技术外，乐天建设还 确保了从事业项目

设备的年产能达到了105 万吨，位列亚洲第三

企 划到建设、运营等所有阶段的实施经验。在

位。今后，乐天 ineos 化学将继续与乐天化工

很早以前，乐天 建设就已进军海 外市场，在中

部门子公司密切合作，成长为全球顶级乙酰公

东、俄罗斯、中国、亚洲等世界各地承建了多种

司(global top-tier acetyls company)。

建设项目。今后，乐天建设将以印尼、越南等东
南亚国家为中心扩大事业领域，不断提高综合
建设跨国公司的竞争力。

乐天建设CM事业本部
www.lottecm.com
3

主要事业

主要事业

建筑工程管理

乐天建设cm事业本部是一家建筑工程管理专业
公司，于1985年在韩国建设公司中首次引进了建
筑工程管理(cm，construction management)
业务。乐天建设cm事业本部运用卓越的技术和
丰富的经验，从设计前到施工后，提供广范围的
服务，帮助顾客实现节省建设成本和缩短工期
等成果。乐天建设 cm事业本部以长期在cm 领
域积累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基础，为跻身于引
领国内外建筑项目管理行业的 cm 领军企业而
不懈努力。

二次电池材料、包装材料、自动售货机、
陈列柜等制造

6

海外
工厂数

2

以 2021年 5月为准

乐天铝自1966 年成立以来，为韩国包装材料产
业的发展发挥了领军作用，如今，已成长为综合
包装材料专业生产厂商。乐天铝通过在韩国的

6 个生产设施，生产铝箔、软包装材料、瓦棱纸
箱、罐、自动售货机、陈列柜、生活用品等多种
产品的同时，开拓海外市场，在匈牙利、印尼建
立了当地生产体系。今后，乐天铝将以环保和高
附加值产品为基础满足顾客需求，成长为全球
领先的综合材料生产厂商。

2021年
乐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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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奖学财团

乐天福祉财团

乐天中央研究所

www.lottefoundation.or.kr

www.lottefoundation.or.kr

www.lotternd.com

主要事业

主要事业

主要事业

捐赠奖学金及学术和福利

1983 年至 2020 年

研究·支援·其他

累计事业费
(单位：亿韩元 )

1983 年至 2020 年

乐天的研究·支援部门正通过研发与人才培养，制定战略，

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数
(单位：人 )

为乐天加强力量和谋求未来发展提供鼎力支持。

1,560
50,586

社会福利

1994 年 ~2020 年
累计事业费 ( 单位：亿韩元 )

165

1994 年，乐天福祉财团以向外籍工人提供援助
为目的而成立。自成立以来，通 过不断扩大事

同时，乐天积极开展奖学金和福利事业，为韩国乃至
乐天已涉足市场的海外国家的地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乐天奖学财团自1983 年自成立以来，积极在国

业，为增进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作出了贡献。

内外开展奖学金、学术和福利事业，为培养引领

为提高外籍工人医疗水平援助药品，为改善残

未来事业的优秀人才作出了贡献。为了让拥有

疾人生活便利援助辅助器具，为改善独居老人

激 情 和实力的大学生 无需 担心 学费 专 注于学

和单亲家庭的生活援助生活必需品，向多文化

业，除了韩 国外，乐 天 奖学财团 还 为越 南、印

家庭的中小学生提供教育支援等，力求提供更

尼、马来西亚、缅甸、巴基斯坦等国的名牌大学

切实有效的支援。

捐赠奖学金。乐天奖学财团还设立了以6·25 韩
国战争参战国军人后代为对象的奖学金，向泰
1

国、埃塞俄比亚、菲律宾等国家参加韩国战争的

乐天三同福祉财团

军人后代提供奖学金，传递着感恩之情。作为学

www.lottesdfoundation.or.kr

术支援事业，乐天奖学财团开展了旨在推动学

主要事业

术发展的 “出版文化大奖 ” 和旨在扩大南北交流
的学术研讨会。另外，乐天奖学财团还积极开展
面向弱势群体的福利事业，例如，向小型个体工
商户及失业者等新冠肺炎疫情受害者的高中小
学生子女提供奖学金；向待业青年提供奖学金
和举办就业特别讲座；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而难以利用图书馆的高中小学生紧急开放了电
子图书馆；面对因长期雨季而遭受水灾的祖孙
家庭，为改善他们的教育环境而提供支援等。

综合食品研究与开发、食品卫生管理

究所，拥有最新研究设备和最优秀的食品研究

做出正确决策保驾护航的经营战略研究所。乐

专家团队。从1983 年起，从事于多种食品研究

天未来战略研究所为乐天的主力事业和海外事

和新产品开发，为乐天的食品部门的发展做出了

业提出战略方向，并针对核心问题提出创意性

重要贡献。最近，除了产品开发外，还积极开展

解决方案。而且，对国内外经济和市场进行深

基础研究，致力于发掘新增长引擎的同时，还发

入研究，提供有关迅猛变化的经营环境的有效

挥和扩大安全中心的作用，努力向消费者提供

知识和洞察力的同时，还担负着对基于开放、革

更安全的产品。乐天中央研究所还进军海外市

新的新事业试点的支援业务。

场，在印尼、越南运营研究所。2017年 6月在首
尔市麻谷研发产业园区成立了较原研究所的规
模大约 5 倍的新研究所。今后，乐天中央研究所

www.lottecap.com

协作，成长为引领世界食品产业发展的创新研

主要事业

究所。

公司，向私人和企业顾客提供各种贷款、项目

www.lotteacademy.co.kr

提高农渔村地区文化水平、缩短教育差距培育

主要事业

生活的温暖的世界。

人才培养

乐天文化财团
www.lotteconcerthall.com
www.lottemuseum.com
主要事业

文化与艺术

乐天文化财团成立于2015 年，2016 年开设了韩
国首个葡萄园风格的 “ 乐天音乐厅 ” ，从传统古
典到现代音乐，举办各种形式的音乐会，满足了
1

广大音乐爱好者和一般大众的音乐喜好。2018

乐天中央研究所

年，现代风格美术馆 “乐天美术馆 ”对外开放，通

2

过介绍充满激情的世界现代美术作品，为顾客

乐天音乐厅

呈献了与艺术相伴的多彩生活。

融资、票据贴现、保理等多种多样的金融服务。
另外，乐天金融 还开展汽车租赁、分期付款 及
产业机械和医疗器 械等的租赁业务。同时，乐
天金融积极进军海外市场，在中国、印尼等国设

乐天人才开发院在致力于为乐天集团培养人才。

立了本土法人，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今后，乐

为使乐天集团的员工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经营环

天金融将继续加强核心力量，成长为综合信贷

境和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断提高竞

金融跨国公司。

争力，持续向前发展，乐天人才开发院提供与乐
天集团的战略相匹配的多种多样的教育课程。
另外，乐天人才开发院还提供与创新和 hR 相关

2

信贷金融

乐天金融成立于1995 年，是一家综合信贷金融

地区为中心，坚持不懈地开展支援弱势群体、

物质支援，同时，通过上门服务活动，营造共同

乐天金融

将继续加强研究力量，与乐天的食品部门紧密

乐天人才开发院

会弱势群体为对象，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提供

经营战略研究

乐天未来战略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是为乐天

乐天三同福祉财团自2009 年成立以来，以蔚山

团体联合，以低收入层、残疾人、独居老人等社

主要事业

乐天中央研究所是韩国首屈一指的综合食品研

社会福利

人才等社会福利事业。尤其，与社区志愿服务

乐天未来战略研究所

乐天创投

的咨询服 务，并致 力于开发多种诊断工具。今

www.lotteventures.com

后，乐天人才开发院将基于先进的人才培养体

主要事业

系，努力培养核心人才和全球领袖人才，不断夯
实世界超一流企业的根基。

新技术事业金融业

乐天创投是乐天旗下企业主导型风险投资公司

(cvc)，正致力于发掘、培育创新型初创企业，
支持乐天旗下子公司开展开放型创新活动。从
成立投资于初期创业的乐天创业基金1号开始，
建立了流通与物流、农业食品、化工、移动性、内
容等与乐天有关的各个领域的基金，通过培养
初创企业，创造就业机会，通过解决市场问题，
实现社会价值。

2021年
乐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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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ocial Contributions
Win-win Growth

企业社会责任

Supp orting

Sharing

诚实地履行全球企业市民应尽的社会责任，

为解决健康的环境保护和社会问题作出贡献，

为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与合作伙伴企业共同成长，共享全新、温暖的希望。

1.

2.

3.

环境经营

社会贡献

共同发展

2021年
乐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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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ocial Contributions
Win-win Growth

以前
雨下得很多，
但缺水喝。
现在，
天天能喝到
干净的水，

1.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真是太好了。
印尼
雨水饮用水化支援项目

环境经营

在新建成的图书馆，
与老师和朋友们
一起学习，

乐天宣布开展esg经营后，

坚定不移地践行环境经营

以实现碳中立为目标，

2020年乐天宣布全面推进集团层面的资源良性循环项目，将建立塑料良性循环体系、

通过环保事业和创新技术开发，

扩大环保包装、减排食品废弃物定为三大重点实践课题。推进该项目的目标是将乐天

与社会、环境保持和谐发展，

所有事业领域的环境影响降到最低，实现共赢价值。着眼于长远发展，乐天计划将乐天

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特有的资源良性循环结构 “ 5Re(Reduce、Replace、Redesign、Reuse、Recycle，

一起玩游戏，

减少排放、替代使用、重新设计、重复利用、回收利用 )” 模式，应用于集团的所有事业

天天

领域，为普及和传播地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实践意志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都过得很开心。
-

打造塑料良性循环体体系

越南
乐天学校

乐天正在集团内部构建塑料材料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 缩写Pet)良性循环体系。乐
天对lotte chemical以废旧塑料为原料制造“rPet ”提供支援，而食品部门子公司等
将此作为产品包装和制造产品的原料使用。流通部门子公司则在与顾客触点上促进

rPet产品的消费，并实施资源回收计划，而回收的资源重新作为lotte chemical制
造rPet 的原料使用。对此，lotte chemical从 2020 年 3月开始实施 “looP 项目”，
以改善废塑料回收文化及构建塑料循环经济。通过该项目与社会企业及初创企业分工
通过 “looP项目”制造的环保产品

协作，在乐天世界购物中心等营业点安装了回收设备，将收集的所有废塑料瓶原料化，
制造环保材质的箱包、运动鞋等产品。

扩大环保包装
乐天致力于减少不必要的一次性用品使用量的同时，致力于扩大环保包装。乐天的食
品公司推出了可减少塑料使用量并简化可回收垃圾分类排放的包装。乐天七星饮料继
于2020年在韩国首次出售无标签矿泉水之后，又于2021年2月去除了捆绑包装的 “isis

eco”塑料瓶塞上的标签。
除此之外，7-eleven引进了无品牌标识的冰杯，lotte gRs引进了不需要吸管的配有
乐天七星饮料环保包装

我们在流通与服务
工作现场学到了
不可或缺的多种
专业知识和经验,
为我们争取就业
给予了很大帮助
越南
乐天·KOICA 服务教育中心

icis 8.0 eco

饮用孔的饮料杯。同时，还积极改进了大量使用一次性包装材料的百货店和量贩超市
的礼品套装，使用可100%回收利用的纸质包装材料的礼品套装、以不含泡沫塑料的
可生物降解的材料作为缓冲材料等，努力减少塑料使用量和提高回收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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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ocial
Contributi 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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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ocial Contributions
Win-win Growth

企业社会责任

3.
Win-win
Growth

社会贡献

共同发展

充分运用乐天所拥有的力量和资源，

让女性和妈妈更加舒适、便利的世界

乐天通过设立共同发展推进组织，

面对共同发展的坚定信念

积极践行支援地区居民和

乐天引进了与女性和育儿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 (csR)综合品牌 “mom舒适便利 ”，为营

制定和实施了以改善交易基础设施和

乐天坚信与合作伙伴企业共同发展，才是履行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的方法，也是乐天

改变社会的社会贡献活动，

造一个让女性和妈妈安心的世界而不懈努力。正在开展的事业有守护儿童游乐权的

创造共享价值为宗旨的行之有效的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乐天为实现共同发展，从 2010年起将共同发展实践方案纳

开创共同幸福的世界。

“mom舒适便利，游乐场”、改善儿童放学后看护环境的 “mom舒适便利，梦阁楼 ”等多

合作伙伴企业支援制度，

入乐天集团的主要政策中，并设立了专门的共同发展推进组织。另外，乐天首次在业界

种事业。此外，还开展以发育诊断儿童为对象提供诊断和治疗费用的事业、帮助单亲

从而在国内外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发行了《共同发展报告》，对子公司适用了比《商法》更严格的标准，并引进了独立董事制

家庭女性自立的 7-eleven“天使商店 ”支援事业、面向单亲家庭女性的就业能力培训计

度，扩大了透明经营委员会的设立范围等，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经营透明度，还为进一步

划。乐天正通过孩子们的幸福为妈妈寻找幸福的各种事业，为社区的各个角落打造欣

强化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欣向荣的变化。

为改善交易基础设施而努力

mom舒适便利，游乐场

报答部队官兵劳苦的爱国活动

乐天将改善合作伙伴企业交易基础设施作为共同发展的重点战略来实施。为此，乐天

乐天正在加大对为国家献身的部队官兵的支援力度。“青春书屋 ”是为文化环境匮乏的

通过设立共同发展基金、向大中小企业合作基金捐赠共赢资金、直接提供资金支援等，

前方部队建立集装箱式小图书馆的事业，于2016 年与陆军总部签订协议后正式启动，

实施多种资金支援计划。尤其，乐天将以减免合作伙伴企业贷款利息为目的而出资设

同时，还将该事业扩大至环境恶劣的空军部队，截至 2020 年共建成了 57 所 “青春书

立的共同发展基金的资金规模扩大到 9860 亿韩元，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提供

屋”。此外，还针对入选陆军最精锐战斗员的士兵举办 300勇士文化体验活动。从 2021

了支援。与此同时，乐天面向中小合作伙伴企业运营共赢结算系统，在韩国大型企业

年起，赞助了陆军的 “值得骄傲的陆军家庭奖 ”颁奖典礼，还向度假士兵提供了乐天探

中最先将短期现金结算落实到全部集团成员公司( 不含特殊行业公司)并加以义务化，

险世界免费入场优惠。今后，乐天将继续向部队官兵表达感激之情，不断挖掘并支援

还提前支付节假日货款等，制定和实施以共赢发展为目的的具体实践方案，致力于改

有助于改善部队官兵待遇的领域。

通过顾客参与完成的活动

青春书屋

乐天电视购物为克服新冠肺炎加油助威
为合作伙伴企业提供咖啡车

善货款支付，保证合作伙伴企业保持畅通无阻的资金流动。

紧密协作创造共享价值

乐天通过开展顾客可以直接参与的社会贡献活动，为营造一个社会弱势群体不受歧

乐天将与合作伙伴企业共同创造共享价值，作为促进共同发展的重点战略来实施。乐

视、分享文化得以传播的温暖的社会而努力。例如，为营造与残疾人携手同行的社会，

天以流通部门子公司为中心开展海外事业时，与合作伙伴企业共同拓展海外市场。例

每年举办残疾人与非残疾人一起奔跑的 “超蓝马拉松”大会，传播着携手同行的意义。

如，乐天在海外多个国家举办 《韩流商品博览会》，为中小企业开拓海外流通市场、开拓

与救世军慈善锅一起开展的 “心脏温度 37度活动 ”是与捐赠志愿者一起向冬季弱势群

海外市场销路提供支持。另外，乐天运作 “全球市场开拓团 ”，帮助青年创业家及中小合

体家庭儿童捐赠红色围脖的弘扬分享意义的公益活动，捐赠的善款作为取暖费支援

作伙伴企业开拓出口销路；还在乐天百货店内运营中小企业专用编辑卖场“梦幻广场 ”

给弱势群体家庭，为传播温暖分享发挥了积极作用。

等，为中小企业扩大销路提供支援。

灾难灾害紧急救援
2020 年，为了帮助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而经历困难的地区社会恢复正常的生活，乐
天捐赠了10 亿韩元善款，并面对无人照顾和挨饿的儿童和老人展开了支援活动。此
外，还通过举办“心灵防疫挑战赛 ”，介绍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corona blue( 新冠
忧郁症和新冠无力症 ) ” 守护心灵健康的方法，并为弱势阶层儿童捐赠了 “心灵防疫游
戏包”。2020 年 8月，乐天向全国性持续暴雨造成的重灾区和灾民捐赠了10 亿韩元，各
子公司也纷纷参与捐赠了救灾善款和物品。

乐天流通事业本部拥有各种流通卖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针对在卖场运营上遇到困难
lotte ventures食品科技专业
加速器计划 “未来食谱 ”

的全国小工商业者，开展了“小工商业者共赢活动 ”，向小工商业者提供商品陈列咨询，
为改善卖场环境提供支援。此外，乐天还成立了“乐天创投 ”，面向拥有创新事业模式的
初创企业，扩大各种支援政策和投资等，为支援初创企业、创造青年就业机会作出了
贡献。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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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以永不停止的挑战和创新，
成就了历时50多年的辉煌成长，
现在，正在打造跻身百年企业的伟大梦想。
贡献于社会价值创造，
实现可持续发展未来，
成长为深受全世界顾客信任和关爱的公司。
创造人类幸福生活的跨国企业，
朝着这个远大的梦想，
乐天正在快马加鞭地向前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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