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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國經濟表現總體平穩，國民收入持續改善，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人們的消費觀念和品牌意識得到了雙重提

升，在消費升級的帶動下，行業的馬太效應越來越強，產業集中度越來越高。同時，休閑食品行業亦面臨著電商紅利的消

失，新興零食品類的大量湧現，交通樞紐資源競爭加劇等諸多挑戰。面對激烈的行業競爭及日新月異的市場趨勢，企業在

運營過程中需要保持創新，不斷檢視自身與市場需求的匹配度，根據市場調整戰略，加速渠道拓展與融合，保持自身核心

優勢，才能在行業加速整合的局勢中提高競爭力。

2019年對周黑鴨來說，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我們對公司核心管理團隊進行了優化和補充，為公司注入了

新的發展源動力。通過總結反思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審視當前公司及行業面臨的挑戰，結合市場發展趨勢，積極轉變發展

思路，重整經營佈局，大膽變革，制定了新的六大發展戰略以支持公司的長遠發展，至此我們開啟了周黑鴨第三次創業之

路。第三次創業階段，我們的使命就是開創一條屬於周黑鴨的改革開放之路，通過不斷的變革與創新，打好周黑鴨的六大

硬仗，把握休閑鹵製品行業先機，努力打造中國最受歡迎的休閑鹵製品品牌，使周黑鴨真正成為百年品牌，走向世界的美

味。

2019年，我們根據公司長期發展戰略，逐步進行全國五大區工廠的佈局和建設，並基於市場需求和門店佈局的節奏持續釋

放新產能，於2019年上半年順利投產華南生產中心；基於產能的釋放以及公司一直以來的強大品牌辨識度、堅持嚴苛的供

應鏈全流程食品安全管理等，都為我們戰略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沉澱和底氣，我們在今年啟動了特

許經營業務，力圖以更迅捷的方式打開新區域市場。而在探索多元化渠道上，我們致力於實現全渠道覆蓋消費者，更加便

捷的觸達更多消費者並通過不斷的創新以滿足不同消費場景的需求，增強品牌的可見性和便利性。通過品牌的整合營銷，

回歸周黑鴨的零食屬性，品牌宣傳更加的貼近產品和銷售前端。同時，我們針對90後、00後核心消費群體，簽約年輕偶像

明星代言人，加強在高勢能區域的廣告投放，增加品牌在年輕社群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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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創新
我們堅信產品創新是集團業務快速成長的關鍵所在，在新的戰略體系下，公司檢視並重構了新品研發體系，搭建了一個貫

穿市場洞察、立項、研發、測試、營銷的全周期管理流程，從體系和制度上保證產品創新符合市場趨勢和客戶需求，並進

行全生命周期的管控和考核。在新流程的驅動下，為了吸引有不同口味偏好的消費群體，公司於2019年下半年推出了不辣

口味系列，上市以來表現良好。未來，公司將持續改善和加快開發新口味和新品類以滿足更多消費客群的需求。

品質服務
食品的安全和質量是我們的立業之根，也是公司得以長久發展之本。我們始終堅持質量第一的經營理念，嚴控食品安全標

準，在產品配送和售賣終端通過SAP系統，實現了從原料採購到銷售端全流程可追溯，同時我們也在不斷的加大生產設備

的投入力度，增加工廠的科技化智能化水準，一切只為給消費者帶來更加安全的食品和更加優質的購物體驗。

同時，我們積極探索新的服務模式，開展與消費者各種形式的互動與溝通，通過提升服務質量，保證周黑鴨的高品質服

務。為了順應年輕一代消費者的崛起，我們開始對原有標準化店鋪進行升級，並開展多樣跨界合作活動，將「品質第一，信

譽至上，保持特色，持續發展」的經營理念貫穿到企業的運營中，滿足消費者日益提升的對品質、服務和體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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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
周黑鴨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樹根」文化，以強大的抗風險能力為根，不斷提升綠色生產運營水準。我們嚴格遵守運營所在地

的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以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的要求為基礎，注重生產製造過程中的環境保護，並推行綠色低碳的

辦公方式，降低生產經營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報告期內，我們持續完善環境管理體系，將能源和資源使用目標納入關

鍵績效考核，提升能源和資源的耗用效率；持續加強產品生產過程管理，提高包裝材料的利用效率；同時，亦開展固體廢

棄物分類處置與回收的細化管理，推行循環經濟，減少廢棄物的產生，致力於提高公司的環境績效和經濟效益。

員工關懷
周黑鴨堅守「以人為本」的不變信念，努力為員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有競爭力的薪酬福利、公平晉升機會以及完善

的培訓體系。報告期內，基於新的戰略框架，公司持續對組織架構進行了調整、優化和精簡，強化各部門的戰略職能，提

升執行和協作能力，加強人才的培養任命及賦能並重新構建新的績效管理體系，增強了全員的考核及績效兌現。更加注重

效益和公平，充分落實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人才管理模式。同時，我們持續完善僱員培訓和發展體系，不斷吸引、

挽留及激勵員工。我們在持續優化安全生產管理程序，加強公司自主安全生產管理的同時，不定期舉辦豐富多彩的員工活

動，暢通員工的溝通渠道，致力增強員工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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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公益
周黑鴨秉持著「做快樂的傳播者和締造者」的企業理念，積極參與社區建設，為社會傳遞幸福與溫暖。2019年，我們繼續關

注留守兒童並開展世界讀書日捐書公益活動，同時，亦積極為生產運營當地人民提供就業機會。2020年，新冠病毒來勢汹

汹，為了支持武漢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幫助一綫醫療機構採購急需的醫療防護物資及檢測設備，我們向武漢市慈善總

會捐款1,000萬元，用行動詮釋周黑鴨的責任和擔當。

日日行，不怕千萬裏；常常做，不怕千萬事。面對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面對百年品牌走向世界的美好期待，我們周黑鴨

人沒有絲毫的自滿，也沒有絲毫的懈怠。只爭朝夕，不負韶華。未來的日子，我們將不忘初心，牢記身上的責任與擔當，

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共赴明日榮光。最後，我謹代表董事會衷心的感謝周黑鴨顧客的信賴，感激全體員工的付出以及業

務合作夥伴和股東長久以來的支持與幫助。希望在我們一道努力之下，將周黑鴨的品牌和文化繼續傳遞下去，周黑鴨將於

未來承擔更多的企業社會責任，繼續保障食品安全，推動環保事業，加強員工關懷，踐行公益慈善，將點滴溫暖回饋大

眾，與社會共同前進，讓周黑鴨遍佈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願健康、安全、美味的產品能夠傳遞到每一個人手中。

主席

周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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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報告是周黑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發佈的第四份環境、社會及管治（以下簡稱「ESG」）報告，重點披露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在經濟、社會和環境等方面表現的相關信息，時間跨度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即「報告期

內」），部分信息涉及2019年以前或2020年。

報告範圍及邊界
本報告中的政策、聲明、資料和數據等覆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簡稱「本集團」、「我們」、「周黑鴨」）。若無特別說

明，本報告中所有涉及資金貨幣種類均指人民幣。

編製依據
本報告參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交所」）《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之《環境、社會及管治

報告指引》編製。

本報告內容是按照一套有系統的程序而釐定的。有關程序包括：識別和排列重要的權益人、識別和排列ESG相關重要議

題、決定ESG報告的界限、收集相關材料和數據、根據資料編製報告和對報告中的資料進行檢視等。

重要性原則：為進一步明確企業環境、社會及管治實踐及信息披露的重點領域，提升報告的針對性與響應性，本年度我們

再次開展了重大性議題識別程序，並按照實質性原則對其重要性水平進行判定，最終確定議題披露程度和邊界，保證更準

確、完整地披露本集團運營管理相關信息。

量化原則：本集團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之《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中「關鍵披露指標」要

求，對「環境」範疇量化指標進行披露，對不具有重要性的指標進行解釋；「社會」範疇量化指標最大程度進行披露，並將在

未來逐步實現全部披露。

平衡原則：本報告努力實現客觀、公正，真實地反映本集團2019年ESG工作成效及實踐，報告內容均來自集團內部管理文

件、統計及公開披露信息，以及公眾媒體報道，無不正當修改。

一致性原則：報告遵循一致的信息統計範圍，所覆蓋主體範圍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相對往年無重大調整，披露時間範

圍為2019年全年（即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部分信息涉及2019年以前或2020年，並對部分指標披露自2017年

起連續三年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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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及可靠性保證
本報告的資料和案例主要來源於本集團統計報告和相關文檔。我們承諾本報告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並對其

內容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負責。

確認及批准
本報告經管理層確認後，於2020年3月31日獲董事會審批通過。

獲取及回應本報告
本報告提供繁體中文版及英文版供讀者參閱，報告電子版可在聯交所網站周黑鴨「財務報表╱環境、社會及管治資料」類別

內或本公司網站獲取。

我們十分重視權益人的意見，並歡迎讀者通過以下聯絡方式與我們聯繫。您的意見將協助我們進一步完善本報告以及提升

周黑鴨整體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表現。

聯繫電話：+86 400-1717-917

郵件地址：IR@zhouheiya.cn

郵寄地址：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東西湖區走馬嶺匯通大道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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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基穩  責任治理

周黑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百年樹木，始於根須。周黑鴨將企業責任治理視為實現「創百年企業」這一願景的發展之基，銘記「經營企業，逐利則敗」的

祖訓，恪守商業道德，與各方權益人一同努力，探索企業在社會、環境及管治領域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打造負責任的良心

企業。

1 . 1  關於我們
自創始人周富裕先生創立周黑鴨以來，周黑鴨全體員工秉承「食」字理論和「樹根」文化，努力讓這家專門從事生產、營銷及

零售休閑熟鹵製品企業為大眾提供持續不斷的美味食物和快樂體驗，並為實現百年老店的夢想而不斷奮鬥和成長。

企業鋼領
以產品引領行業

在國際舞台上受人尊重 

企業價值觀
顧客第一

團隊第二

股東第三

品牌理念
會娛樂　更快樂

企業使命
用產品讓顧客生活的更健康

用服務讓顧客生活的更快樂

安全理念
安全就是

生產力

經營理念
質量第一

信譽至上

保持特色

持續發展

服務理念
服務創造價值

質量理念
質量鑄就品牌

成本理念
一分一厘

來之不易

人才理念
能者上

平者讓

庸者下

學習理念
持之以恒

學以致用

提升自我 

周黑鴨的企業文化

為了更好的應對複雜多變的市場環境，我們於報告期內佈局了六大戰略，以幫助我們迎接不斷加劇的行業競爭，爭取最佳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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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商業模式升級 產品多樣性 整合品牌營銷全渠道
覆蓋消費者

提升組織能力 優化
供應鏈能力

六大戰略模式

商業模式升級－開放特許經營，滿足全國擴張需求
為了進一步將周黑鴨的產品力、品牌力與各地資源進行優勢互補，我們秉持「穩健開拓」、「確保質量」、「共創價值」的發展

原則開放特許經營，滿足全國擴張需求。我們將利用五大生產基地的高效產能、國際領先的包裝技術、先進設備以及強大

的數據系統，大幅增強周黑鴨向更深更廣市場的輻射能力，為消費者帶去更高品質和更美味的產品。截至2019年12月31

日，我們登陸4個城市，簽約3家特許經營方，開出5家特許經營門店。

全方位的培訓，搭建完善的管理和評估機制

統一供應產品、輸出門店標準管理經驗

門店運營嚴格按照「周黑鴨標準」執行

登陸4個
城市

簽約3家
特許經營商

已投入運營
5家門店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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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黑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全渠道覆蓋消費者－提升品牌可見性
我們秉持「會娛樂更快樂」為品牌理念，致力於打造一個年輕、有活力兼具文化底蘊、生活品味的品牌，為消費者帶來更大

的樂趣和更好的體驗。報告期內，我們持續貫徹綫上綫下全覆蓋模式，深化電商營銷戰略，電商全年增長17.8%；繼續加

大外賣推廣力度，外賣與電商業務合計佔公司總業務比例為23.8%；同時，我們積極開拓便利店、商超合作機會提升品牌

可見性。

同時，為了進一步打造周黑鴨品牌年輕化形象，我們開展了一系列提升消費者體驗的舉措，增強品牌影響力。

形象升級，
加強品牌認知

陳列升級，
打造個性化環境

環境升級，
豐富門店功能

布局升級，
優化購物流程

消費體驗升級，
綫上綫下融合

年輕化門店氛圍營造措施

周黑鴨 •南寧特許經營簽約現場 南寧特許經營門店開業現場

周黑鴨特許經營培訓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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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基穩  責任治理

2019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報告期內，周黑鴨成功進入中國商報社評選的「中國商業消費服務企業綜合影響力100強」，並在「2019百度品牌之夜－熱AI

湖北，星光時刻」盛典中，綜合網絡票選、百度指數、搜索關鍵詞等大數據分析結果，榮獲了「百度湖北年度網民喜愛品牌」

獎項，充分體現了廣大消費者對我們品牌的認可。

百度湖北年度網民喜愛品牌 中國商業消費服務企業綜合影響力100強

產品多樣性－順應市場趨勢，滿足消費者需求
周黑鴨始終致力於為消費者提供多樣化、且營養均衡與美味兼顧的休閑食品。報告期內，我們重建了新品研發體系，梳理

產品全周期管理流程，不遺餘力地為消費者提供多樣化的產品口味選擇，滿足了不同消費場景下消費者的需求偏好。2019

年10月，我們上綫了不辣產品系列，自上綫以來，僅四個單品的全綫銷售超5,000萬元，單月銷售佔比約9%，獲得了消費

者良好的市場反饋。

根據市場洞察及調研推出不辣系列產品

市場洞察 產品立項 產品研發 產品測試 市場營銷 管控考核



13

根深基穩  責任治理

周黑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整合品牌營銷－統一組織及營銷主題，精準定位加強互動
周黑鴨於報告期內梳理優化營銷中心職能與組織架構，構建了全國統一的品牌營銷主題及策略，借助大數據精準定位年輕

消費群體並加強綫上互動溝通，提升會員活躍度。我們整合了品牌營銷的前中後端，統一投放資源統一發聲；通過偶像代

言人合作，全渠道統一投放廣告，統一宣傳主題；通過與年輕消費群體活躍的社群深度合作，精準定位目標消費者；通過

加強消費者綫上互動溝通，進一步提升會員的活躍度及轉化率。

統一組織管理 統一宣傳主題

精準定位目標消費者 加強與消費者的線上互動溝通

媒體 外賣

客戶
體驗

產品
管理

品牌 客服

整合營銷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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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基穩  責任治理

2019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提升組織動力－優化組織架構，強化績效導向
報告期內，我們優化調整了組織架構，完成職能梳理，重構了績效導向的考評體系，建立系統化培訓體系，進一步調動及

提升了組織的效能。

組織架構調整 職能梳理 績效管理體系搭建 培訓

• 強化部門的戰略職

能和執行

• 優化精簡組織架構

• 平衡計分卡和關鍵

績效指標考核

• 加強全員考核及績

效兌現

• 建立系統化培訓體系

• 關鍵崗位人才地圖

• 多維度人才盤點

• 實施人才競爭機制

優化供應鏈能力－有效支持前端業務拓展
為進一步優化供應鏈能力，我們優化採購流程，建立戰略採購體系，並通過搭建供應商採購平台，借助大數據優化配送網

絡，提高效率，管控成本。

• 完善供應商生命周期的全流程

管理

• 監督原材料市場供應量及採購

價

• 與合作夥伴簽訂長期供應協議

• 優化採購計劃參數

• 有效減少損失，把控成本，提

高效率

• 倉儲分揀效率提升

• 優化配送網絡增加工廠覆蓋範

圍

採購流程優化 打通按需採購系統 發展倉儲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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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基穩  責任治理

周黑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1 . 2  經營績效
報告期內，我們繼續堅持以消費者為核心，聚焦產品創新，整合在綫綫下資源及供應鏈，佈局全渠道的零售場景，探索多

元化渠道策略，致力為客戶打造更好的消費體驗。報告期內，我們的總收入達3,186.04百萬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周黑鴨擁有1,301間自營門店，覆蓋17個省和直轄市、100個城市。報告期內，我們的新開門店達

229家，較2018年增長1.0%。

華南

華中

華東

華北

華西

2018年 2019年

196 188

225 211

562 558

230 240

75 104

1, 288總計： 1, 301

自營門店數量對比（單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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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基穩  責任治理

2019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隨著本集團在新區域市場的深化佈局，為提升配送效率，優化顧客體驗，我們基於市場需求和門店佈局的節奏持續拓展新

產能，並於2019年上半年投產華南工業園。我們根據公司長期的發展戰略，佈局全國五大區工廠建設。此外，本集團正在

江蘇及四川建設兩個新加工工廠。

• 武漢一期：進行了設備自動化

 升級改造，於2018年10月投產

• 武漢二期：於2016年10月投產

• 位於河北省

• 已於2018年4月投產

• 於江蘇省建設新廠

• 預計於2020年下半年投產

華北

華東

華中

華南

華西

• 位於廣東省

• 已於2019年6月正式投產

• 於四川省建設新廠

• 預計於2021年投產

1 . 3  企業管治
多年來，周黑鴨堅持恪守持正、問責、透明、獨立、盡責及公平的原則，致力達到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我們已制定及實行

良好的管治政策及措施，而董事會負責履行有關企業管治職責，持續檢討及監督本公司的企業管治狀況，以維持本公司高

水平的企業管治。

投資者關係
我們重視維護良好的投資者關係，持續構建和完善與投資者之間的溝通渠道。我們按照聯交所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規

定，基於真實、準確、完整的原則，向股東及投資者及時、準確的披露公司相關信息。報告期內，為了進一步加強公司信

息披露的透明度，保護各投資人權益，我們共開展投資者交流活動36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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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基穩  責任治理

周黑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更詳盡的企業管治信息，請參閱周黑鴨2019年報內的「企業管治報告」章節

反貪腐管理
周黑鴨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

正當競爭法》等法律法規，持續優化包括《反腐敗工作制度》和《周黑鴨紀檢委章程》在內的反貪腐制度文件，明確公司反賄賂

政策，防止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等違法行為。此外，我們要求長期採購供應商簽署《湖北周黑鴨企業發展有限公司與

主合同不可分割之反腐承諾附件》以及《致供貨商反腐函》，要求供貨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對周黑鴨任何員工進行商業賄賂，若

發現違規情況，周黑鴨將停止與相關供應商的所有商業合作關係並向相關司法機構舉報，確保採購流程的公正透明。報告

期內，周黑鴨未發生貪污腐敗訴訟案件。

報告期內，我們持續健全公司紀律檢查委員會，優化內部員工檢舉渠道，保證渠道反映問題能得到及時跟進及調查，並聘

請外部專職法紀教育培訓師配合《周黑鴨十大高壓綫》開展反貪腐培訓與貫宣，提高員工的反貪腐意識，報告期內，參與反

貪腐相關培訓的員工人數達4,698人，覆蓋率達94.6%。

周黑鴨獲評「湖北最佳新銳上市公司」及「湖北
最佳消費行業上市公司」

在2019年首屆湖北最佳上市公司的評選活動中，周黑鴨
憑藉良好的企業市場表現及管治水平獲評「湖北最佳新
銳上市公司」及「湖北最佳消費行業上市公司」兩項榮譽
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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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基穩  責任治理

2019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1 . 4  E S G治理
為了優化公司ESG風險管控，本集團已於2016年建立了由董事會、ESG執行委員會及ESG工作委員會為核心的三層ESG治理

架構。我們的ESG執行委員會和工作委員會定期向董事會進行彙報，以協助其評估及釐定本集團就環境、社會及管治的風

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是否合適及有效。

為了更好地落實公司ESG風險管控工作，報告期內，我們的ESG委員會積極參與針對聯交所ESG報告指引和其他國內外先進

的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經驗分享的外部培訓，並將培訓成果和理念歸納總結，對內部員工展開了ESG相關工作的指導宣

講和ESG理念的廣泛宣導。

2019年度《周黑鴨十大高壓綫》反貪腐培訓

為了給員工提供一個公平、誠信、健康、有序的工作環境及發展平台，2019年7月，我們在集
團及各附屬公司組織開展了關於《周黑鴨十大高壓綫》的培訓工作，貫徹落實最新的員工行為
規範準則。報告期內，我們聘請專職培訓師先後赴華東、華南、華北大區以及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等分公司對店長以上管理人員及部分員工進行培訓，共開展專題培訓教育課程10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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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基穩  責任治理

周黑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由董事會成員組成，負責：
‧ 評估及釐定有關ESG的風險
‧ 確保公司設立合適及有效的ESG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 審批環境、社會及管治制度
‧ 審批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由管理層組成，負責：
‧ 執行ESG項目工作小組相關工作
‧ 執行環境及管治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 指導ESG相關政策
‧ 確認ESG報告中各績效指標數據的準確性

由各職能部門ESG負責人組成，負責：
‧ 安排專人負責收集ESG相關數據和報告編製等工作
‧ 定期向公司管理層匯報，以助其評估及釐定本公司就ESG風險及
 內部監控系統是否合適有效

董事會

ESG工作委員會

ESG執行委員會

權益人溝通
周黑鴨致力於與各方權益人建立長期有效的溝通機制，獲

知各權益人的核心需求，並及時對我們在環境、社會及公

司管治方面的工作進行調整和精進，以滿足各方權益人對

周黑鴨的期待。

報告期內，為了解各方權益人對周黑鴨的期待與訴求，本

集團開展了權益人溝通和實質性議題審視工作，分析對本

集團具有決策力和影響力的主要內外部權益人所重點關注

的ESG議題，並分別針對各方權益人關注的議題開展定期

溝通：

權益人組別

股東╱
投資者

政府部門

供應商

員工

媒體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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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基穩  責任治理

2019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主要關注議題

‧ 經營業績

‧ 企業管治

‧ 員工福利

溝通渠道╱反饋方式

‧ 股東大會

‧ 年報、中報及ESG報告

‧ 投資者見面會

‧ 業績發佈會

‧ 新聞稿╱公告

‧ 現場調研

頻率╱次數

‧ 股東大會每年舉辦

‧ 每年於規定時間內發佈年報、
 中報及ESG報告

‧ 每年度定時召開年度及
 中期業績發佈會

‧ 其餘活動不定期舉辦

頻率╱次數

‧ 不定期舉辦

頻率╱次數

‧ 每年一次供應商大會

‧ 每季度針對原料、輔料、

 包材供應商召開質量溝通會

‧ 其他活動不定期舉辦

主要關注議題

‧ 食品安全

‧ 消費者溝通

‧ 合規運營

溝通渠道╱反饋方式

‧ 現場調研

‧ 重大會議

‧ 情況彙報

‧ 實地抽查

‧ 業務辦理

主要關注議題

‧ 供應鏈管理

‧ 食品安全

‧ 反貪腐

溝通渠道╱反饋方式

‧ 現場調研

‧ 供應商考核

‧ 質量溝通會議

‧ 供應商大會

‧ 供應商反腐教育

‧ 電話╱書面來往

要關注議題 要關注議題

股東╱投資者股東╱股東╱投資投資投資者投資者
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供應供應商

主要關注議題

‧ 薪酬福利

‧ 員工穩定性

‧ 培訓與發展

溝通渠道╱反饋方式

‧ 培訓報告書

‧ 滿意度調查表

‧ 課堂面談

‧ 電話面談

‧ 交流培訓活動

‧ 視頻會議

頻率╱次數

‧ 每月一次培訓報告書

（培訓項目開發期間）

‧ 其他項目不定期舉辦

頻率╱次數

‧ 不定期舉辦

頻率╱次數

‧ 不定期舉辦

主要關注議題

‧ 食品安全

‧ 社區投資

‧ 綠色生產

溝通渠道╱反饋方式

‧ 新聞稿╱公告

‧ 採訪

‧ 會議

主要關注議題

‧ 食品安全

‧ 綠色生產

‧ 溝通服務

溝通渠道╱反饋方式

‧ 綫上推廣發佈

‧ 綫下展銷會

‧ 綫下推廣活動

‧ 客戶服務電話

‧ 微信╱微博

要關注議題 要關注議題 要關注議題

消費者消費消費費費消費者者消消媒體體體體媒媒媒媒體體體員工員員工工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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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基穩  責任治理

周黑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E S G重大議題
報告期內，我們基於上一年權益人問卷調查及訪談獲取的

重大性評估結果，通過與權益人深度溝通獲知其對周黑鴨

在披露環境、社會及管治信息的意見及期望。結果顯示，

相比2018年，管理層及各方權益人對本集團的關注方向無

較大變化，在與公司管理層進行充分討論後，我們分析得

出2019年度周黑鴨ESG重大性議題矩陣：

高度重要性議題

對周黑鴨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對
相
關
方
的
重
要
性

中度重要性議題

1

2

3
4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21

2223

24

25

26

經濟議題

環境議題

僱傭議題

運營議題

社區責任

低度重要性議題

序號 ESG議題名稱

1. 業務表現和經濟績效

2. 制定有關環境、社會的治理理念和管理方式

3. 水資源和電、氣、油等能源的消耗情況

4. 廢水的處理排放情況

5. 溫室氣體的排放情況

6. 廢氣的排放處理情況

7. 固體廢棄物（生產和生活垃圾）的處置情況

8. 包裝材料的消耗情況

9. 原物料的使用效率情況

10. 為員工提供合理的薪酬福利

11.
員工背景（如性別、年齡、地域、民族等）多元化

及能夠獲得平等機會

12. 員工穩定性

序號 ESG議題名稱

13. 為員工提供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

14. 員工的職業發展與培訓

15. 防止使用童工及強迫勞動的舉措

16. 考慮到供應商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

17. 考慮到供應商對食品安全的管理

18. 周黑鴨產品的食品營養價值

19. 食品安全管理流程和舉措

20. 食品追溯管理

21. 消費者溝通

22. 消費者信息及隱私

23. 自身、合作夥伴及其他相關方的知識產權

24. 反貪污、反賄賂

25. 參與公益慈善活動及相關的投入（如金錢、時間等）

26. 參與社區貢獻（帶動地方就業、採用當地供貨商等）

圖中的高度重要議題構成本報告內容的重點部分，我們將在報告內詳細介紹針對這些議題的管理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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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關係將近14億國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人們對於美好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是企

業、社會乃至國家的共同追求。周黑鴨作為食品行業民族品牌，積極響應國家政策，以食品安全為立身之本，以成為行業

標杆為目標，在保障食品質量和安全的基礎上，堅持創新、開發更加健康和營養的產品，並致力於攜手合作夥伴，共同為

消費者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和優良的服務體驗，將「品質第一，信譽至上，保持特色，持續發展」的經營理念貫穿到企業的運

營中，矢志實現「做良心食品，創百年企業」的願景。

2 . 1  品質先行
周黑鴨始終相信，質量鑄就品牌。值得信賴的品牌形象和品牌影響力來源於公司對產品質量的不懈追求。通過質量標準與

體系的建立，全過程的食品質量與安全管控，再到質量與安全宣貫與培訓，全面管理產品質量，回饋消費者的信任。

質量體系
周黑鴨將食品安全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們不斷完善食品質量與安全的管理體系，開展各工業園食品質量和安全管理自

查活動，並積極完善質量管理體系。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擁有的體系認證情況如下：

周黑鴨質量體系認證情況黑鴨質 體體系認證情況周黑鴨質量體量體系認證情況

ISO 9001

質量管理體系

HACCP

危害分析與
關鍵控制點
體系

FSSC 22000

食品安全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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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工業園體系認證證書

河北工業園體系認證證書

食安保障
周黑鴨不斷督促自身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的提升，我們實時追踪國家及地方監管

機構發佈的法律法規，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

安全法實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等適用於本集團的質量和食品

安全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分析和解讀，將相關條款落實在體系文件中，並及時下

發至相關的部門執行。報告期內，周黑鴨根據法律法規標準及工作需要下發新

標準文件27份，保證了生產和運營過程中食品安全操作和管控手段的適宜性、

充分性。 周黑鴨食品安全總投入達

1,55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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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斷完善自上而下的食品安全監控體系，針對每個關鍵控制點建立監視系統，以確保關鍵控制點處於受控狀態，從而

持續、穩定地提供符合食品質量與安全要求的產品。

全過程食品質量
與安全管控與安與安 管管控控與安與安全管全管控控
食食過過程程 品質品質量量量全過全過程食程食品質品質量量量

原材料採購

產品生產

產品檢測

存貨管理冷鏈物流

門店銷售

追溯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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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黑鴨全過程食品質量與安全管控措施

原材料採購

• 制定並落實供應商的管理制度，系統地管理供應商的選擇、淘汰、監督檢查；

• 制定並落實自己的物料技術標準，嚴把進貨檢驗。

產品生產

• 系統的良好生產規範（即GMP,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管理體系，10萬級潔淨度包裝車間；

• 已經實現化冰、鹵製、攤涼、包裝各環節的標準化生產；

• 運用製造企業生產過程執行系統（即MES,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實現過程追溯信息化。

產品檢測

• 制定並落實成品檢驗放行管理體系；

• 形成系統的過程接觸面及半成品監控風險評估管控體系；

• 產品實施抽檢、送檢等外部監督檢測評估管控體系。

存貨管理

• 採取企業管理解決方案（即SAP, System Applications and Products）和拉式、數字、敏捷（即PDA, Pull, Digital, 

Agile）的供應鏈數據化管理；

• 完善倉儲管理操作規範。

冷鏈物流

• 全車輛的全球定位系統（即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和在綫溫度監控系統；

• 完善的車輛清潔消毒管理規範。

門店銷售

• 銷售點終端（即POS, Point of Sales）系統實現短保產品的系統化在綫臨期管控；

• 實施營運管理抽查及總部飛行檢查雙重監督；

• 每年實施審計全面評估。

追溯召回

• 實現從採購到銷售信息化追溯；

• 氣調產品實現一盒一碼精準追溯；

• 建立了並演練食品召回管理體系。

周黑鴨產品召回事件為

零

同時，我們於報告期內重新對《產品標簽標識管理制度》進行了修訂，增加出口

產品標簽的制定流程，優化公司氣調和真空醬類產品的標簽制定、審批、下發

流程，使標簽管理工作開展有據可依。在產品召回方面，我們貫徹落實《不安全

產品撤回程序》的規定，根據食品安全風險的嚴重和緊急程度，將食品召回分為

三級，充分保護消費者健康安全。同時，我們結合召回演習，不斷審視召回程

序是否足夠完善，應急情況的處理能力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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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品質信息化監控

報告期內，周黑鴨通過對MES和SAP系統的運用，實現了物料的追溯和鎖定管控，當出現質量可疑或問題時，根據

質量鎖定指令，可快速鎖定從原料到成品入庫中間環節物料，不允許進行後續相關環節的流轉，對於已出庫氣調成

品可設置黑名單，禁止售賣，做到快速截停，防止不安全產品的非預期使用。

此外，我們建立了質量培訓制度，加大對員工質量意識的宣傳和培訓工作。報告期內，周黑鴨按照年初制定的培訓計劃，

從食品安全、食品防護、崗位技能培訓、微生物相關知識、法律法規五個方面對生產、品控、倉儲物流環節人員進行培訓

和宣貫。

食品質量與

安全培訓

• 食品安全反恐要求培訓

• 蟲鼠害防控基礎知識培訓

• 《食品生產企業食品安全管理人員必備知識考試》培訓

• 質量意識培訓

• 致敏原管理培訓

• 《電商、倉儲、物流作業指導書》培訓

• 樣品的管理與放行培訓

• 原輔包質量標準及供應商證件管理培訓

• 零缺陷培訓

• 「通過QC（質量控制）七大手法解決品質難題」培訓

• 軟包材生產工藝流程培訓

• 車間新員工質量培訓

• 致病菌知識培訓

• 應急及法規培訓

報告期內，憑藉體系化、全過程的食品質量和安全管控，周黑鴨被中國質量檢驗協會授予「全國產品和服務質量誠信示範企

業」、「全國食品行業質量領先企業」和「全國質量檢驗穩定合格產品」稱號，讓我們更加堅定了深耕產品質量，實現食安願景

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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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健康創新
創新研發
我們致力於持續為消費者提供多元化的產品口味選擇，滿足了不同消費場景下消費者的需求偏好。報告期內，本集團梳理

產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重建了新品研發體系。我們基於消費者需求，對未來市場進行研究，圍繞公司戰略目標，整

合、組建相應的團隊，對產品立項、研發、測試、市場營銷和管控考核等綜合體系進行優化，並以市場為導向策略性地推

出新品，有效提升了新品收入貢獻率。同時，我們已初步形成以品牌中心為統籌，整合研發、生產、供應鏈等部門，貫穿

前、中、後台的產品研發流程，並在實踐中不斷優化更新，提高新品開發效率和上市成功率。

2019年10月，我們上綫了不辣產品系列，自上綫以來，僅四個單品的全綫銷售超5,000萬元，單月銷售佔比約9%，獲得了

消費者良好的市場反饋。

全國產品和服務質量誠信示範企業 全國食品行業質量領先企業

全國質量檢驗穩定合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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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積極推進產學研合作，聚集各方智慧，推動行業發展。

攜手高校與科研院所，推動行業創新與發展

• 高校合作：與華中農業大學合作研究醬鹵氣調鎖鮮產品保鮮項目；與湖北輕工大學開展冷凍過程中的產品品質

變化及機制研究；

• 周黑鴨參與國家水禽產業技術體系加工研究室，該研究室還組織寧波大學、浙江省農科院、湖北省農科院等專

家，集結多方智慧，共同試驗研究禽類產品開發以及深加工過程中原料、產品品質改良等事項。

知識產權
周黑鴨高度重視創新成果轉化和應用以及知識產權的保護，截至2019年12月31日，周黑鴨已累計申請專利94件，被授權專

利71件；申請著作權67件，被授權著作權67件；擁有有效註冊商標數量344個。

為維護周黑鴨品牌形象，避免消費者因誤食假冒產品而引起健康問題，本集團從未停止打假活動並建立了有效的防護門

檻。我們通過三種方式多角度打擊假冒周黑鴨：

對侵權者侵權
行為進行起訴

積極與當地
行政部門溝通 維權行動

請當地公安
部門配合進行
行政處罰

報告期內，本集團在雲貴地區、兩廣地區以及東三省等地與律師事務所及專業知識產權維權機構簽訂了知識產權維權協

議，對涉及區域開展知識產權民事維權工作。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國民事維權立案254件，結案92件，獲賠2,170,571

元，投訴涉嫌侵權的商戶共368家，已經處理侵權商戶23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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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責任供應
穩定且優質的供應商資源能夠助力我們從源頭保障產品的安全及質量，周黑鴨不斷完善供應鏈管理，針對不同類型的供應

商分別採取不同的管理策略，從而優化供應商資源和結構。報告期內，周黑鴨與150家原、輔料及包材供應商建立了合作

關係，包括本地（湖北省、河北省和廣東省內）供應商58家，非本地供應商92家，本地供應商佔比39%。

供應商分佈

本地供應商

61%

39%

非本地供應商

借助於已上綫的供應鏈關係管理協同平台，周黑鴨打造了集靈活、透明、動態於一體的供應鏈體系，報告期內，我們進一

步優化了採購流程，建立戰略採購體系，打通按需採購系統，將採購管理活動劃分為三個模塊，旨在降低採購成本的同

時，實現權責分離及供應商的高效協同管理。

‧ 供應商開發
‧ 採購成本控制
‧ 供應商培養與輔導

戰略模塊

‧ 集中採購物料供應保障
工作

‧ 質量異常處理

運營保障

‧ 二方審核
‧ 供應商飛行檢查
‧ 供應商評價
‧ 流程體系搭建及監核

供應商管理

採購管理模塊

供應商風險管控
為了最大程度地管控供應商風險，周黑鴨按照《供應商管理制度》、《供應商准入制度》、《供應商風險防控細則》等管理制度

和操作流程的要求，跨部門成立供應商評審小組，對供應商開發、准入和分級管理工作進行全面的風控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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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針對質量、到貨和服務等例行季度評價的基礎上，我們於2019年4月和7月，啟動了供應商飛行檢查，通過突擊檢查方式

來審核評估供應商。報告期內，我們共計飛行檢查原料供應商21家、包材供應商4家；此外，我們組織相關職能部門對12

家原料供應商進行年度二方審核，針對供應商的養殖源頭、加工過程等環節的食品安全、環境衛生及質量管理進行全面評

審，並根據評審結果對供應商進行級別調整或淘汰。

此外，周黑鴨關注供應商在ESG方面的風險管控。為進一步完善本集團在環境及社會方面的良好管治，我們一直將供貨商

的社會責任表現納入供貨商的考核指標。在供應商開發階段，我們於供應商初審表中增加兩項環境指標，並確認其環境體

系認證的通過情況，如若供應商受到環保部門相關行政處罰，則考慮不與其進行合作；供應商社會責任方面落實完稅記

錄、員工社保、未使用童工等信息。在准入階段，我們與合作供應商簽署《環境保護協議》，要求供應商必須遵守環境保護

有關的法律法規，對環境污染採取積極預防並不斷改進的措施，確保排放達標，減少對環境帶來的消極影響。

供應商溝通與培養
與供應商保持良好、有效的日常溝通對周黑鴨來說至關重要，我們通過邀請供應商參觀周黑鴨工業園區，讓其直觀了解周

黑鴨的企業文化、生產流程與要求。同時，對於需要幫扶的供應商給予專項培養，努力打造共贏的協作生態。

‧ 報告期內，周黑鴨組織原料供應商質量會議11次，包材供應商質量會議11

次，輔料供應商質量會議1次；

‧ 4月份組織輔料農產品供應商前往國內先進加工企業進行學習，提高供應商

的質量意識和環境保護意識，相互分享經驗，取長補短。

‧ 報告期內，為提升產品質量，降低農副產品異物帶入風險，我們協助

茂縣六月紅花椒專業合作社優化花椒篩選工藝流程。整個優化過程增

加色選機一台，自動生產線二條；另培訓花椒精選包裝人員40餘人，

以減少交付產品中異物的帶入；協助天水聯程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建立

500方冷藏庫一座，要求所有產品入庫冷藏，保證產品風味不流失及產

品變質現象發生；

‧ 報告期內，我們派專人前往真空袋供應商工廠現場，對其日常管理提

供建議，跟蹤質量改善情況；並且與供應商共享庫存信息，實現動態

產能調配。

供應商培養

供應商溝通

供應商溝通與培養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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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黑鴨供應商培養

2 . 4  用心服務
周黑鴨視消費者為最寶貴的核心價值，崇尚「客戶至上」的企業文化。在不斷優化消費者溝通和服務的基礎上，我們積極探

索新的服務模式，開展各種形式的互動模式，拉進與消費者的距離，努力做到「用產品讓顧客生活的更健康，用服務讓顧客

生活的更快樂」。

意見傾聽與處理
溝通渠道的搭建是保證周黑鴨可以及時獲取消費者反饋的關鍵。我們開放多種溝通方式，包括官方門店、網購平台、官方

郵箱、官方微信、官方微博、電話客服等，及時了解消費者的建議及訴求，不斷提升產品品質，完善服務流程。

周黑鴨嚴格按照所制定的《投訴處理規範》、《顧客建議處理流程》相關規定，將消費者的投訴、建議反饋進行分類，並針對

不同類別制定清晰的處理流程和方案，確保消費者反饋和投訴得到妥善處理。報告期內，周黑鴨質量及服務類投訴基於產

量佔比為2.4ppm（百萬分之一）。

此外，為了確保我們的服務質量，我們的客戶體驗部在投訴接入之後30分鐘內會對投訴類型進行判定，並將投訴具體信息

轉交至相關責任部門處理；相關責任部門則須將服務類、建議類投訴在12小時內處理完畢，質量類、活動類、危機公關類

應在24小時內處理完畢。若重要投訴或因客觀原因無法在規定時間內處理完畢的，須持續跟進，直至完全解決。進入自

媒體時代，輿情信息的來源四面八方，本集團成立了輿情監測小組，通過優化《輿情工作相關流程》和《輿情監測及處理流

程》，規範輿情監控範圍和機制，明確了針對「投訴類」、「微信虛假消息類」、「假店類」、「建議類」、「特殊輿情類」的反饋及

處理措施，確保輿情監測工作的完整性和及時性。輿情反饋機制的有效性，使相關輿情信息能得到及時有效正確的處理，

將相關損失降到最低，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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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量保證
為保證對消費者提供的服務質量，報告期內，本集團針對客服人員開展了包括食品安全專業知識、溝通服務技巧等方面培

訓和輔導工作。同時，我們為客服人員制定了完善的服務流程和技術考核機制，嚴格把控服務規範化。

食品安全
相關培訓

新媒體運營技巧
常用的新媒體自學網站
官方微信回復技巧
錄音提升分析培訓
ppt製作技巧
信心促增長

網絡輿情監控
投訴處理流程

客服人員培訓課程

本集團嚴格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相關

法律，制定了對外宣傳資料審批流程和自媒體上綫審批流程，對相關資料進行多部門專業會審，保證對外傳遞信息的真實

性、準確性。

此外，報告期內，周黑鴨修訂了《系統權限管理及數據安全管理辦法》，確保企業軟件系統權限得到有效管理，並從流程和

技術層面嚴格把控公司數據安全。在客戶隱私保護方面，我們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會員體系管理辦法，保障周黑鴨會員私人

信息及會員卡使用信息的安全，嚴禁外泄甚至作其他商業用途。同時，本集團認真做好消費者投訴資料保密工作，若需要

查閱投訴資料，需出具聯絡函並由部門長簽字確認；為避免消費者資料外泄，我們在內部傳遞投訴資料時，將消費者聯繫

方式以*號代替。此外，我們對任何泄露消費者信息和本集團商業機密的員工，將予以解除勞動合同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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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互動
周黑鴨注重與消費者的互動與溝通，報告期內，我們在延續以往會員活動的基礎上，積極獲取消費者對周黑鴨產品口味及

服務的意見建議，以及「周黑鴨」品牌在目標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與形象，幫助我們在產品研發、服務提供以及品牌宣傳方

面進一步提升。

消費者溝通與調研

• 2019年11月5日至25日，周黑鴨分別在北京、上

海、廣州、武漢四個城市組織消費者調研。本次調

研以「焦點小組討論」的形式展開，並針對部分消費

者進行「深度訪談」，深入挖掘其對品牌的看法與觀

點。了解影響消費者購買的原因以及品牌的獨特性。

• 每月分公司專人組織VIP會員在當地進行消費者調研

和產品品鑒活動，調研內容包括但不僅限於消費者

對口味評價、觸媒習慣、差異化的生活形態、對活

動的建議等。

同時，為了應對年輕一代消費者漸漸崛起，原有的門店裝修應用標準系統面臨新消費者升級浪潮的挑戰，報告期內，周黑

鴨嘗試對原有標準化店鋪裝修方案進行升級，使之能更加符合年輕消費者的取向。報告期內，周黑鴨受邀請進駐來福士，

開設西南地區首家品牌形象店。

重慶來福士形象店 江漢路萬達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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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黑鴨體驗店－豐盈客戶體驗

圍繞2019年品牌年輕化的目標，我們打破傳統的終

端銷售模式，將周黑鴨工廠店進行全新的概念包裝升

級，我們以開放式的購物體驗與全新的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識產權）形象進行融合，從年輕目標消費

群體的眼光去構造全新的空間佈局，產品包裝以及衍生

品等多項目功能輸出。讓大家從更多維度看到新鮮有趣

的周黑鴨，讓周黑鴨的品牌IP形象成為大眾生活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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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耀出彩」－綫上綫下跨界營銷

為了增強與女性消費者的聯繫與好感，周黑鴨與韓國美

妝品牌謎尚攜手，在3月女神季的時間節點共同開展了

「女孩，耀出彩」活動。

• 於武漢市洪山區街道口銀泰創意城廣場舉辦了以「情

緒媄術館」為主題的快閃店，該快閃店日均接待人數

達600人。

• 推出聯名彩妝禮盒，引發綫上話題，倡導現代女性

獨立自信的生活態度，提升消費者對品牌的好感

度。報告期內，線上話題「女孩耀出彩」閱讀量達

88.6萬。

此外，周黑鴨以主流互聯網社交媒體平台為據點，建立包括微博、微信等官方平台，精準把握市場熱點動向，定期推送行

銷推廣活動，提升消費者的關注度和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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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心比心
周黑鴨的發展壯大，得益於消費者多年來的喜愛和支持。在新型肺炎疫情的特殊時期，我們啟動了系列「安心」計劃，與消

費者一起共渡難關。「安心」計劃包括門店「安心」防護，出台《2020肺炎疫情防護指引》，要求門店員工按要求執行防護措

施；推出「安心」點外賣，在不便出門的特殊時期，提供覆蓋全國的無接觸配送，守護外賣騎手和消費者的健康安全；對於

沒有外賣服務的地區，啟動「安心」綫上購物，讓消費者吃上安心、健康又美味的鹵味。

「安心」計劃，周黑鴨社區團購

疫情期間，為了解決湖北地區周黑鴨門店暫停營業，消費者採購難的情況，2020年2月14號，周黑鴨開啟了「安心」

計劃之社區團購，作為對綫上無接觸外賣的一種補充。以小區為單位，從工廠直接配貨並送往指定領取點，幫助減

少人員接觸，降低潛在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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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黑鴨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樹根」文化，以強大的抗風險能力為根，不斷提升綠色生產運營水準。作為休閑鹵製品業的領導

品牌，周黑鴨最大限度保護環境與資源，探索節能降耗機遇，投入專項資金用於綠色生產設備的升級改造，助力國家生態

文明建設。

3 . 1  環境管理
周黑鴨在運營生產過程中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固

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此外，本集團湖北工業園及河北

工業園還按照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的要求，完善內部環境管理水平，減少經

營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報告期內，我們在不斷完善環境管理體系的同時，

也投入大量專項資金用於環保設備的升級改造，提高設備生產效率，為企業未

來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基礎。
周黑鴨環境保護方面總投入約 

1,268萬元

周黑鴨

突發環境事件以及

環保處罰為零起
河北工業園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
認證證書

湖北工業園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

認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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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產
周黑鴨在生產活動中採用目標管理機制，每年末根據上期工作情況制定下一年的能源資源耗用目標，以便做到持續控制。

報告期內，周黑鴨湖北工業園和河北工業園均設置了水、電、氣的耗用密度指標，並將其納入關鍵績效考核，每月進行考

評，每季度對完成情況進行回顧和分析。此外，新建華南工業園也在不斷實踐過程中設置科學合理的目標。2019年，湖北

工業園和河北工業園各項指標均較目標超額完成。

湖北工業園 河北工業園

水耗超額完成31.4% 水耗超額完成17.4%

電耗超額完成21.9% 電耗超額完成13.7%

氣耗超額完成14.6% 氣耗超額完成21.4%

綠色辦公
周黑鴨不僅注重生產製造過程中的環境保護、致力於綠色工廠的搭建，也倡導綠色低碳的辦公方式，引導並帶動全體員工

形成節能降耗的良好習慣。

‧ 在用水處張貼「節約用水」標示牌，
強化員工節約用水的環境意識

‧ 推廣無紙化辦公，鼓勵電腦共享、郵
件發送、U盤傳遞信息資料，必要時
進行雙面打印

‧ 定期維護保養用水管道及辦公設備設
施，鼓勵報告設備損壞和不正常現象

‧ 遵守「人走關機、人走關燈」制度，
並對辦公和宿舍空調使用溫度進行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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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資源使用
水資源的使用
周黑鴨在食品加工和銷售過程中使用的水資源主要為自來水。為了提升水資源的使用效益，避免水資源的浪費，我們在對

各個車間的用水量進行監控，每周對生產車間用水情況進行分析，進而控制車間的用水量。在行政管理和技術改造兩方面

進一步發力，推進一系列管理措施與改造方案。報告期內，我們共計消耗自來水797,328噸，每萬元收益自來水消耗量為

2.50噸。

車間清洗流程優化，節約水資源

• 生產過程中禁止使用水管對地面和設備進行沖洗，地面上的鹵水及殘渣使用刮子進行清潔。

• 工業園生熟食車間改進清洗設備，新購置高壓水槍設備，提高清洗消毒效率及用水量。

• 有效利用工業園純水設備運行過程中產生的膿水對車間地面進行沖洗。

包裝材料的使用
本集團持續加強產品過程管理，提高各工序的合格率，降低材料損耗，尤其重視包裝材料的有效利用。我們與包材供應商

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通過定期反饋與溝通，力求採用既保證產品質量又減少環境影響的包裝材料。報告期內，我們優化

包裝材料的使用，在保障產品質量不受影響的前提下，將部分產品塑料包裝材料的厚度成功降低5%，減少了塑料的消耗

量；在包裝設備方面，我們成立了專項攻關小組，對包裝設備存在的包裝機跑膜、封口不良等問題與設備廠家積極溝通，

協作解決設備問題，規避不必要的包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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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我們的包裝材料使用具體情況如下：

資源使用類別 單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主要產品包裝材料1

包裝膜使用量 噸 4,362 2,958 2,685

真空包裝袋使用量 噸 553 560 914

每噸銷售產品的包裝材料使用量 噸 0.13 0.09 0.10

3 . 3  能源管理
本集團高度重視節能管理工作，在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源節約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的同時，嚴格按照所制定的《能源

資源管理程序》，梳理管控主體的職責，推動落實節能減排舉措，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費，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公司的

環境績效和經濟效益。

能耗管控要求耗耗管控管控要要能耗能耗管控管控 求求管控管控 求求

優化工藝流程，
採用先進技術和設備，
逐步淘汰能耗高、
效率低的設備

加強生產管理，
從生產計劃安排方面採取措施，
以充分發揮設備的效能

保持對生產車間供氣設備設施的
定期維護和保養；定期巡檢，
避免出現跑、冒、滴、漏現象

統計分析自有車輛油耗情況，
定期按照保養規定對車輛進行
保養維護，並做好車輛的保養記錄

1 產品包裝材料主要指生產環節直接接觸食材的包裝材料，不包括消費後的手提包裝袋和包裝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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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在工藝流程方面，我們改進了顆粒產品的鹵製工藝環節，縮短了25%的鹵製時間，降低能耗。在生產管理方

面，我們在車間專門建立了設備停機溝通群，使生產人員能夠實時與設備人員對接生產情況，設備人員依據車間生產情況

第一時間對外圍大型設備（製冷機組、空壓機、制氮機等）進行停機，最大限度減少能源消耗。此外，我們積極探索能源使

用結構的優化機遇，報告期內，湖北工業園廠區門口已經鋪設完成了蒸汽主管道，預計2020年可以利用周邊發電廠鍋爐的

蒸汽餘熱，實現能源的梯級利用。

新建華南工業園節能降耗舉措

2019下半年，華南工業園成立了節能降耗小組，每周組織內部檢查，將能耗指標完成情況列入關鍵績效考核範疇，

落實各部門車間負責人為節能降耗第一責任人。

• 控制夜間照明時間，禁止長明燈和視綫好的時候亮燈，要做到人走燈關，並在夜間安排專人巡檢。

• 製冷機組開機運行確保達到最佳的效率狀態，合理開機停機。進一步降低車間濕度，合理加長非生產製冷機組

的停機時間。

• 提升生產效率，不僅減少設備運行時間，設備總故障率減少了42%，實現能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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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報告期內能源使用情況如下表：

能源消耗 單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外購電力 千瓦時 44,867,610 44,614,735 55,392,504

天然氣 立方米 5,606,274 6,453,107 7,239,270

汽油 升 670,371 387,366 292,412

柴油 升 132,371 210,976 488,505

直接能源消耗 噸標準煤 7,662 8,512 9,705

間接能源消耗 噸標準煤 5,514 5,483 6,808

能源消耗總量 噸標準煤 13,176 13,995 16,513

萬元收益能源消耗量 噸標準煤╱萬元 0.04 0.04 0.05

報告期內，溫室氣體排放情況如下：

溫室氣體排放 單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範疇一2溫室氣體排放量 噸二氧化碳 13,903 15,323 17,543

範疇二3溫室氣體排放量 噸二氧化碳 24,541 26,156 33,468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噸二氧化碳 38,444 41,479 51,011

萬元收益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二） 噸二氧化碳╱萬元 0.12 0.13 0.16

2 範疇一：涵蓋本集團天然氣、無鉛汽油和柴油燃燒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3 範疇二：涵蓋本集團因使用外購電力而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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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排放控制
廢水管理
本集團的廢水排放主要包括生產廢水和生活污水。在湖北工業園，我們擁有一期和二期兩座污水處理站，用於廠內廢水處

理，經處理的污水在檢測達標後匯至市政管網，出水水質能達到肉製品加工行業三級排放標準。我們同時貫徹落實《廢水、

廢氣及噪聲控制程序》和《工業園污水處理站運行及監控操作規範》的要求，嚴格執行污水排放的監測和記錄。報告期內，本

集團污水排放指標均未出現超標情況。

報告期內，廢水排放情況如下：

廢水及污染物排放總量 單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廢水 噸 352,196 465,046 506,883

COD 噸 40.65 36.02 43.53

氨氮 噸 1.99 2.03 0.56

污水處理站改造升級，提升污水處理能力

報告期內，湖北工業園經處理的污水全部納入污水市政管網進入市政污水處

理廠進行再次處理，由於污水排放標準的變更，生活污水與生產污水被分開

進行處理，從而做到減少污水處理的負荷與成本，達到減少排放的目的。改

造升級以後污水處理站預計一年降低300餘萬元成本，污水處理能力增加至

2,000立方米╱天。

升級污水站預計成本節約超過

300萬元

污水處理能力增加至

2,000 立方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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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管理
為積極響應國家及地方法律法規和監管部門對廢棄物管理的要求，周黑鴨制定了《固體廢棄物管理方法》和《廢棄物管理程

序》，不斷優化不同種類廢棄物的處理程序。報告期內，本集團廢棄物均根據廢棄物的性質合規地實施分類投放、儲存、搬

運以及處置。

可回收廢棄物 不可回收廢棄物 危險廢棄物

• 如原料及產品的包裝紙皮、塑料

等，定期交由垃圾回收機構進行回

收利用

• 如報廢產品、勞保易損品、辦公垃

圾等投放至不可回收垃圾箱，由環

衛清運處理

• 如廢礦物油、實驗室廢液等，統一

回收至危廢間，定期轉運至具有資

質的危險廢物處理單位處置，並按

照環保局的要求網上申報和填寫轉

移聯單

周黑鴨廢棄物處置方式

我們對固體廢棄物的分類和處置回收方法進行了細化管理，將無害廢棄物分為不可回收工業固體廢棄物、可回收工業固體

廢棄物以及生活垃圾，其中不可回收工業固體廢棄物主要包括辣椒渣、帶油脂的包裝材料等，可回收的工業固體廢棄物主

要包括紙皮、膠袋等。具體排放情況如下：

固體廢棄物 單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不可回收工業固體廢棄物 噸 2,349 2,419 2,111

可回收工業固體廢棄物 噸 2,886 2,955 2,568

生活垃圾 噸 344 320 2,410

無害廢棄物總量 噸 5,579 5,694 7,089

萬元收益無害廢棄物的量 噸╱萬元 0.02 0.02 0.02

產生的危險廢棄物總量 千克 622 732 1,3674

萬元收益危險廢棄物的量 克╱萬元 1.91 2.28 4.29

4 報告期內，危險廢棄物總量較2018年增幅的原因主要為部分2018年產生的危險廢棄物在報告期內處置。



47

生生不息  環境永續

周黑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此外，我們在產品開發和裝貨運輸環節大力推行循環經濟，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產品開發與配方升級，減少輔料廢棄物產生

• 報告期內共計開發4款以現有辣椒基料為原料的風味醬類產品，不僅豐富了現有醬類產品的種類，也增加了現有

辣椒基料的利用率。

• 報告期內，我們改進產品配方，合理化鹵製過程，減少了鹵料的廢棄量，降低對環境的影響。

裝貨運輸材料的循環利用

• 擴大膠框供貨門店的範圍和數

量，覆蓋到全武漢及其二級市

場，每日對膠框進行回收清洗

循環使用。

• 營運紙箱全面推行舊紙箱回收

利用，安排專人進行舊紙箱的

回收整理及每日紙箱回收率統

計。

• 在真空倉庫增加木托盤使用比

例，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木

托盤使用比例已達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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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消費後的垃圾處理情況，周黑鴨倡導幹濕垃圾分類，增強消費者垃圾分類意識，最大限度的實現垃圾資源利用，減少

垃圾處置量，改善生存環境質量。

垃圾分類培訓

倡導全民垃圾分類

• 為響應武漢市實行垃圾分類活動的號召，2019

年9月4日我們聯合城管舉辦《垃圾分類和燃氣》培

訓，主要指導員工「什麼是垃圾分類」，「為什麼

要實行垃圾分類」，並介紹垃圾分類標識。

• 報告期內，周黑鴨積極在微博中宣傳垃圾分類。

同時通過異業合作舉辦垃圾分類小遊戲的形式，

吸引公眾參與其中。相關微博累計閱讀量達到11

萬，互動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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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氣與噪聲管理
周黑鴨高度重視廢氣排放管理工作，我們嚴格遵循《GB16297-1996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GB18483-2001飲食業油煙

排放標準（試行）》、《GB13271-2014鍋爐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等廢氣排放標準，按照所制定的《廢水、廢氣及噪聲控制程

序》保證廢氣達標排放。

廢氣管控要求廢氣廢氣管控管控要要廢氣廢氣管控管控 求求氣氣氣管控管控 求求

鍋爐嚴格按保養辦法進行
日常維護，確保廢氣排放正常

食堂安裝最低處理率能達到
75%的油煙淨化裝置

污水處理站的污泥及時清理，
避免惡臭

所有在用汽車要求年審合格，
確保尾氣達標排放

為減少生產活動對地域環境及人員健康的不利影響，我們嚴格遵守《GB12348-2008工業企業廠界噪聲標準》中三類標準，對

工業園內的噪聲採取了工程管控舉措，如對排放噪聲大的設備設施進行隔聲防震，同時在車間噪聲超出勞動保護有關要求

時，對員工提供必要的聽覺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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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企業經營的載體，「以人為本」是周黑鴨在二十餘年經營歷程中的不變信念。我們努力為員工打造良好的職場環境，

提供多樣的職業發展機會，不斷積蓄力量，組建堅實的周黑鴨團隊，與所有周黑鴨人一起，搏擊風雨，一路前行。

4 . 1  員工概況
本集團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結合自身發展需要，不斷優化人力

資源管理制度，充分尊重並保證每一位員工的合法權益，為他們提供公平競爭機會並規定合理的工作時數。同時，我們嚴

格遵守國務院《禁止使用童工規定》，在招聘過程中嚴格審核求職者資料，杜絕使用童工或強制勞動，對於擬引進人員，進

行身份驗證核實並本著自願原則簽署勞動合同，若發現違規情況將立即停止相關人員工作。報告期內，我們引入了人力資

源大數據管理系統，幫助高效地進行人員信息管理，避免出現不必要的用工風險。報告期內，本集團未發生使用童工和強

制勞工的情況。

2019年，我們向員工開放全部崗位，以個人意願與部門考核相結合的方式鼓勵員工進行內部流動，並積極同各外部獵頭合

作，引進部分中高端崗位。同時，我們堅持校招加社招、網絡招聘結合現場招聘的多渠道招聘方式引進外部人才，對一綫

生產員工採用多種靈活用工方式，確保各崗位人員及時得到補充。報告期內，周黑鴨華南工業園與當地人力資源局合作，

每月在麻涌公眾號上發佈招聘信息，助力當地人員就業。截至2019年12月31日，通過麻涌公眾號渠道招聘的當地員工且在

職人數已達到18人。

報告期內，我們進一步優化人員結構，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共有員工4,966人，其中男性員工佔比33%，女性員工

佔比67%。

本集團總員工人數變化趨勢 2019年本集團員工男女人數

男 女

1,632 3,334

2017

4,651

2018

5,148

2019

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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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順應本集團當下對於富有工作經驗人才的需求，同2018年相比，本集團29-40歲員工人數增加22%。

各年齡層員工人數變化趨勢

2,650 2,617

2,180

1,698

2,190
2,401

267
67 73 89 21 22 29

246215

2017 2018 2019

28歲及以下 29-40歲 41-48歲 49-55歲 56歲以上

各職級員工人數變化趨勢5

總監及以上

29 39 39 88 108 110

4,534
5,001 4,817

中層管理崗

2017

一般員工

2018 2019

5 2017年和2018年中層管理崗類別和一般員工類別數量經調整，「主管級別員工」數量由中層管理崗類別調整至一般員工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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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健康安全
保障員工的生命安全和職業健康是本集團日常生產運營中的重點工作。我們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職業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用人單位職業健康監護監督管理辦

法》及《職業健康監護技術規範》等關於職業健康安全的法律法規及標準，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生產管理規範，設立安全管理架

構，並在工廠和分公司增配安全管理人員，以切實保障員工的健康與安全。

安全生產管理
在安全生產管理方面，我們積極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和《生產安全事故應急預案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法

規，同時，為了加強公司自主安全生產管理，我們從多個層面入手，持續優化安全生產管理程序，制定了一系列安全事故

應急預案，以保護員工人身安全，避免財產損失。在加強管理力度的同時，我們設立相應的獎懲制度，制定有《安全目標考

核獎懲實施辦法》，並要求所有分公司簽署2019年度安全生產責任書。

報告期內，周黑鴨華南工業園根據
《生 經營單位安全事故應急預案
編製導則》（GB/T29639-2013）的要
求標準編製了《廣東周黑鴨食品工
業園有限公司安全事故應急預案》，
確保園區處置突發事故的應急救援
能力，組織應急救援隊伍的建設
落實救援物資的準備。

安全事故應急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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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武漢工業園微型消防站整體完成搬遷及重建，深入強化了企業兼職消防隊體能、操法、專業技能等。同時，我

們繼續優化包括門崗管理制度、電氣安全管理制度在內的共13項安全管理制度，同時開展一系列安全事故應急演練活動，

幫助員工提高安全防範意識及事故應對能力，降低生產過程中的潛在隱患與健康安全風險。

電路火災消防演練

特種設備演練 食物中毒演練

氣體泄露應急演練

報告期內，我們共開展21次安全演習，參與人次數達到1,770人次，並達成全年安全生產零事故。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

集團未發生因工死亡事件，百萬工時工傷事故率為0.71，因工傷損失工作時數為3,736小時，較上一年下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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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培訓
我們在各工廠設立安全文化宣傳看板，開展各類安全生產主題培訓，不斷提高員工安全意識和技能操作水平，並通過提高

員工的安全素質來防止和減少各類事故及職業危害。

安全生產培訓

新員工消防安全培訓

交通安全培訓

安全用電知識培訓

地方公安系統安全講座

現場急救知識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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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病防治
本集團認真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中的相關要求，確保職業病防護設施設計專篇及職業健康預評價及職業健

康驗收評價的落地實施。我們進一步優化了PPE（個人防護設備）及安全警示張貼管理，並於報告期內進行生產車間職業健

康「三同時」檢測項目，識別年度職業病危害因素，並組織員工進行年度職業健康體檢活動，幫助診斷及預防潛在職業病徵

兆。

安全警示

健康關懷

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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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我們進一步排查職業病危害區域，優化生產環境，力圖為員工提供更加安全友好的工作環境。

真空車間改造，改善員工工作環境

報告期內，我們為一期及二期真空車間分別增設了多扇大型正壓風扇及新的排送風系統，幫助降低真空車間室內溫

度，增加室內新風送風量，並改善二期鹵製、化冰解凍、清洗等崗位作業人員工作環境，降低其職業健康危害強

度。此外，我們還將鍋爐房原本的普通門窗更換為多層防爆型玻璃，有效隔絕生產現場的高溫及噪聲。

生產設備改造

報告期內，我們對一期車間進行改造擴建，將設備老化且存在噪聲過大等安全隱患的原老式剁鴨脖機更換為無雜音

且結構簡單穩定的新式剁鴨脖機設備。新設備更加符合作業人員的人體工程學，且能進一步隔離和限制潛在的職業

病危害因素。

4 . 3  員工發展
「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是本集團一以貫之的用人策略。周黑鴨致力於通過提供多樣化的培訓，搭建科學的培訓及激勵

機制，提升員工能力。同時為員工提供多渠道發展機會，堅持把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崗位上，提高公司整體的工作效能，

實現員工與企業的共生共贏。

為了進一步完善公司的人員任用標準，我們於報告期內啟動了人才盤點項目，引入外部顧問團隊，協助梳理並建立了周黑

鴨領導力模型，包括周黑鴨員工通用能力模型，領導力模型以及供應鏈、整合營銷等專業序列能力模型，完善了公司的人

員任用標準，助力員工制定合理的、個性化的發展計劃，同時，亦強化了公司的人員培訓體系和人員發展體系。此外，我

們還開展組織績效分解和績效體系建設工作，完成了2020年一級部門戰略地圖、平衡積分卡、組織績效與個人業績制訂等

工作。

考核與晉升
我們將員工視為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堅信本集團的發展與進步離不開員工的努力和奮鬥，我們在《人力資源管理

制度》中明確績效考核管理方法，對普通員工，基層管理人員和中高層管理人員，制定合理且差異化的考核內容、形式及周

期，將考核結果作為培訓、薪資調整、年度優評優、崗位調整、考核辭退的參考依據。



58

搏擊風雨  人才積蓄

2019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報告期內，我們新增並更新了《職級職能崗位序列》和《晉升管理制度》等集團人力資源管理制度文件，為員工提供公開的晉

升管理渠道及透明的職業發展路徑，助力公司培養優秀人才。

員工培訓
周黑鴨非常注重員工的發展及培訓，秉承著受眾員工普遍化、培訓形式多樣化、培訓內容多元化、內部講師與外部講師相

結合四項原則，積極開展針對提升員工專業知識及管理技能方面的培訓。為了進一步健全完善企業人才發展體系，為集團

內不同崗位類型的員工提供系統的學習解決方案，周黑鴨商學院開辦周黑鴨大講堂，致力於搭建一個開放的知識交流平

台，為所有員工跨領域的知識拓展提供幫助。報告期內，周黑鴨大講堂舉辦了一系列如《信心促增長》、《移動互聯時代如何

與消費者互聯》、《高效敏捷的供應鏈》等主題培訓。

報告期內，周黑鴨商學院亦組織了一期高管訪談、三期高管戰略工作坊和一期小範圍研討會，幫助員工對經營者及核心管

理者的高層戰略意識、戰略決策作出正確解讀，確保公司戰略得到高效的落地執行。

周黑鴨大議堂培訓現場

高管戰略工作坊一期 高管戰略工作坊二期 高管戰略工作坊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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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本集團受訓員工總人次數達24,338人次，受訓時數達94,432小時，較上一年增長26%，人均受訓時數達19小時。

4 . 4  員工關懷
本集團貫徹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尊重員工並珍視員工為本集團帶來的價值。為了依法有效管理員工的薪酬福利，並提供

更為良好的福利條件，我們在《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中明確了薪酬與員工福利管理制度，基於員工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工

作績效等指標綜合考慮及時調整員工薪酬水平。我們在依法保障全體員工常規福利的同時，用心傾聽員工需求和意見，因

地制宜為不同人員提供更多人性化的福利，增強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確保人才的穩定性。

Regular Bene�ts Other Bene�ts

• Social insuranc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etc.

• Paid leave, sick leave, marriage leave and 
maternal leave, etc.

• Assignment allowance, traf�c allowance, food 
allowance, night duty allowance and overtime 
allowance, etc.

• High quality living facilities

• Filial piety-oriented bene�t cards, etc.

• Employees’ extra bene�ts as birthday bene�ts, 
high temperature bene�ts, holiday bene�ts, etc.

Regular Bene�ts Other Bene�ts

• Social insuranc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etc.

• Paid leave, sick leave, marriage leave and 
maternal leave, etc.

• Assignment allowance, traf�c allowance, food 
allowance, night duty allowance and overtime 
allowance, etc.

• High quality living facilities

• Filial piety-oriented bene�t cards, etc.

• Employees’ extra bene�ts as birthday bene�ts, 
high temperature bene�ts, holiday bene�ts, etc.

常規福利 其他福利

• 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等福利
• 帶薪年假、病假、婚假、產假等假期
• 外派津貼、交通津貼、伙食津貼、夜班津貼、
加班補貼等津貼

• 為員工配備優質的生活配套設施
• 孝心福利卡等
• 生日福利、高溫福利、節假日福利等員工額外
福利

本集團高度重視企業文化建設，定期發佈員工內刊，充分發揮內刊的橋梁作用，促進管理層與員工之間、員工與員工之間

的意見交流與反饋。同時，我們秉承「會娛樂，更快樂」的理念，不定期舉辦員工活動，通過多層次、多方位的集體活動，

增強員工凝聚力，加強部門間的互動與交流，提升員工對企業文化的認同與融合。

員工焦點訪談

為了更好地了解員工對於公司的意見及建議，提升公司管理效率，我們在新員工入職、轉正、離職過程中均安排有

固定的面談環節。報告期內，我們舉辦了兩期焦點訪談以詳細了解中高層管理人員對於本集團的各項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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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學習型文化氛圍

為加強企業文化主題性建設，豐富員工個人文化生活，我們於報告期內舉辦了「文化踐行者」、「周黑鴨徵文」及「綫

上讀書」等一系列文化活動。

為了幫助員工形成良好的讀書學習習慣，我們持續開展內部員工綫上讀書活動，活動運營至今，吸引了總部及分公

司500多名員工的關注和參與，報告期內，堅持每天參與讀書的學員保持在70至100餘人，幫助培養員工堅持每日一

讀的良好習慣。



61

搏擊風雨  人才積蓄

周黑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多彩節日

為豐富員工生活，增強團隊凝聚力，報告期內，周黑鴨華南工業園在端午節及中秋節舉辦了包粽子及猜燈謎等趣味

活動，組織大家一同歡度佳節。

春季戶外拓展

為了培養高度的團隊凝聚力和強大的團隊協作精神，同時，讓成員在歡愉的遊戲互動中體會團隊的力量，2019年3

月，我們組織員工乘坐公司大巴車一路向東，抵達中國地質大學拓展基地，進行了一整天的春季戶外拓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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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運動會

2019年4月13，周黑鴨第一季春季運動會拉開帷幕。本次趣味運動競技旨在豐富員工的業餘文化生活、促進員工溝

通、加強聯繫、增強團隊凝聚力，以提高工作熱情和效率，同時鼓勵員工鍛煉身體，在運動中陶冶情操。

疫情當前「安心」防護

為應對突入襲來的新冠疫情，周黑鴨及時出台《2020肺炎疫情防護指引》呼籲所有員工戴口罩、測體溫、勤洗手，每

日按要求對門店進行消毒殺菌，按要求執行防護措施，保護好自己、保護好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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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社區助力

5.2 
共同戰疫

基業長青  點滴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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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於人，用之於人」是周黑鴨作為民族企業所堅守的信條。我們將可持續發展融入企業文化，積極參與社區建設，踐行

社會公益，將點滴溫暖回饋大眾，與社會共同前進，共築長青願景。

5 . 1  社區助力
本集團秉持「做快樂的傳播者和締造者」的企業理念，致力於為社會傳遞幸福與溫暖。報告期內，我們舉辦了捐書公益活

動，並通過自媒體及當地電台幫助社會了解留守兒童課外閱讀情況，呼籲社會各方關注留守兒童。同時，華南工業園結合

麻涌政府相關政策，為當地「4050群體6」提供就業機會並幫助申領就業補貼。2019年8月，周黑鴨榮獲「2019年度湖北公益

創新榜樣」稱號。

2019周黑鴨世界讀書日捐書公益活動

為了關愛留守兒童，豐富貧困學子的課外讀物。2019年
4月23日世界讀書日，周黑鴨向武漢市江夏區湖泗小學
捐贈包括小學生新課標必讀叢書和字帖在內的共606冊
圖書，總計人民幣7,206元，同時本集團還帶去了100份
周黑鴨產品作為禮物送給孩子們。

6 「4050群體」：指50歲以上的下崗男子和40歲以上的女性弱勢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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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共同戰疫
2020年新年伊始，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蔓延，不計其數的無名「英雄」冒著被傳染的危險，晝夜不分地在一線與疫情之

間展開較量。疫情期間，我們在公司內部積極開展防疫行動的同時，靈活調配全國產能，投入社區和線上營銷，發揮「鎖鮮

安全有保障」的產品優勢，確保優質產品的持續供應。

與此同時，作為企業公民，我們深知肩負的社會責任。為了幫助一線醫療機構採購急需的醫療防護物資及檢測設備，支持

武漢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20年1月25日，周黑鴨向武漢市慈善總會捐款1,000萬元。

01

02

03

04

05

積極防疫

靈活調配全國產能

社區營銷及線上投入

公益捐助

產品優勢 —「鎖鮮安全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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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克時艱，周黑鴨人深入一線

為了讓更少的人出門，奔走一線的周黑鴨人，在各自的崗位上默默堅守，用

行動詮釋著周黑鴨人的責任和擔當。

疫情期間，原本負責春節期間員工大巴值班的吳師傅毅然決定奔向一線運送

物資。在防疫工序增加、配送困難的情況下，吳師傅每天至少要送30個小區

的貨，早上7點出發，很晚才收工，有時訂單太多需要忙到晚上12點。

截止至2020年2月21日，在勇敢逆行的周黑鴨人的努力下，周黑鴨已向7家醫

院、7支醫療隊、2所方艙醫院，以及東西湖區部分隔離點運送並捐贈超過85

萬元的物資。

「社區的訂單還有醫院的捐贈

都是我們在配送，

不覺得辛苦，覺得我們是

和公司一起在努力。」

—— 吳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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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範疇、層面、一般披露及關鍵績效指標 2019年ESG報告

A. 環境

層面A1 排放物

一般披露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

生等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3. 生生不息 環境永續

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3.4 排放控制

A1.2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 3.3 能源管理

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

每項設施計算）。

3.4 排放控制

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

每項設施計算）。

3.4 排放控制

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3.4 排放控制

A1.6 描述處理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方法、減低產生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3.4 排放控制

層面A2 資源使用

一般披露 有效使用資源（包括能源、水及其他原材料）的政策。
註：資源可用於生產、儲存、運輸、樓宇、電子設備等。

3.1 環境管理

3.2 資源使用

A2.1 按類型劃分的直接及╱或間接能源（如電、氣或油）總耗量（以千個千瓦

時計算）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3.3 能源管理

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3.2 資源使用

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3.3 能源管理

A2.4 描述求取適用水源上可有任何問題，以及提升用水效益計劃及所得成

果。

3.2 資源使用

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的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每生產單位佔量。 3.2 資源使用

層面A3 環境及天然資源

一般披露 減低發行人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成重大影響的政策。 3. 生生不息 環境永續

A3.1 描述業務活動對環境及天然資源的重大影響及已採取管理有關影響的行

動。

3. 生生不息 環境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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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主要範疇、層面、一般披露及關鍵績效指標 2019年ESG報告

B. 社會

僱傭及勞工常規

層面B1 僱傭

一般披露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平等機會、多元化、

反歧視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的：

(a) 政策；及

(b) 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4. 搏擊風雨 人才積蓄

B1.1 按性別、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總數。 4.1 員工概況

B1.2 按性別、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本公司就此議題於未來展

開精細化管理

層面B2 健康與安全

一般披露 有關提供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4.2 健康安全

B2.1 因工作關係而死亡的人數及比率。 4.2 健康安全

B2.2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4.2 健康安全

B2.3 描述所採納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措施，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4.2 健康安全

層面B3 發展及培訓

一般披露 有關提升僱員履行工作職責的知識及技能的政策。描述培訓活動。
註：培訓指職業培訓，可包括由僱主付費的內外部課程。

4.3 員工發展

B3.1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如高級管理層、中級管理層等）劃分的受訓僱員百分

比。

本公司就此議題於未來展

開精細化管理

B3.2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受訓的平均時數。 已披露本公司總平均受訓

時數，就此議題於未來展

開精細化管理

層面B4 勞工準則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童工或強制勞工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4.1 員工概況

B4.1 描述檢討招聘慣例的措施以避免童工及強制勞工。 4.1 員工概況

B4.2 描述在發現違規情況時消除有關情況所採取的步驟。 4.1 員工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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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範疇、層面、一般披露及關鍵績效指標 2019年ESG報告

營運慣例

層面B5 供應鏈管理

一般披露 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政策。 2.3 責任供應

B5.1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2.3 責任供應

B5.2 描述有關聘用供應商的慣例，向其執行有關慣例的供應商數目、以及有

關慣例的執行及監察方法。

2.3 責任供應

層面B6 產品責任

一般披露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標簽、私隱事宜以及補救

方法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2 枝繁葉茂 食安為本

B6.1 已售或已運送產品總數中因安全與健康理由而須回收的百分比。 2.1 品質先行

B6.2 接獲關於產品及服務的投訴數目以及應對方法。 2.4 用心服務

B6.3 描述與維護及保障知識產權有關的慣例。 2.2 健康創新

B6.4 描述質量檢定過程及產品回收程序。 2.1 品質先行

B6.5 描述消費者數據保障及私隱政策，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2.4 用心服務

層面B7 反貪污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1.3 企業管治

B7.1 於彙報期內對發行人或其僱員提出並已審結的貪污訴訟案件的數目及訴

訟結果。

1.3 企業管治

B7.2 描述防範措施及舉報程序，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1.3 企業管治

社區

層面B8 社區投資

一般披露 有關以社區參與來了解營運所在社區需要和確保其業務活動會考慮社區

利益的政策。

5 基業長青 點滴傳遞

B8.1 專注貢獻範疇（如教育、環境事宜、勞工需求、健康、文化、體育）。 5 基業長青 點滴傳遞

B8.2 在專注範疇所動用資源（如金錢或時間）。 5 基業長青 點滴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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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計量法（修正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修正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環境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

其他適用的相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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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條例及規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2016年修正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管理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管理條例實施辦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實施條例

食品生產許可管理辦法（2017年修正版）

食品標識管理規定

食品召回管理辦法

網絡食品安全違法行為查處辦法

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

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按日連續處罰辦法

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查封、扣押辦法

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限制生產、停產整治辦法

突發環境事件調查處理辦法

企業事業單位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備案管理辦法（試行）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地溝油整治和餐厨廢棄物管理的意見

用人單位職業健康監護監督管理辦法

職業健康監護技術規範

職業健康檢查管理辦法

禁止使用童工規定

其他適用的相關法規、條例及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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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標準

GB2726-2016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熟肉製品

GB/T23586-2009醬鹵肉製品

GB10136-2015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動物性水產製品

GB/T22106-2008非發酵豆製品

GB2714-2015醬腌菜

GB/T23970-2009鹵蛋

GB2749-2015蛋與蛋製品

GB2712-2014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豆製品

GB7096-2014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食用菌及其製品

GB10133-2014食品安全國家標準水產調味品

Q/HZHY0001S-2017鹵製素菜系列製品

Q/HZHY0002S-2017鹵製魷魚製品

Q/HZHY0003S-2018調料粉

Q/HZHY0004S-2018食品調香料

Q/HZHY0005S-2017氣調包裝熟鹵肉製品

Q/HZHY0006S-2017半固態調味料

Q/HZHY0007S-2016鹵製素菜系列食品

Q/HZHY0008S-2016鹵雞蛋乾

Q/HZHY0009S-2016熟製小龍蝦

其他適用的相關產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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