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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寄语

华润五丰作为一家具有六十多年历史的综合食品企业，我们既要成为大众餐桌

食品的优秀提供者，更要自觉成为食品安全的合格守护者。我们时刻关注产业

的平衡发展，重视产品的健康价值，坚持倡导环保节能理念。

2013 年，我们紧抓食品行业发展战略机遇，开创公司快速发展新局面，打造华

润五丰品牌良好形象，承担起对消费者、员工、合作方的责任，努力打造中国

规模最大、最具竞争力的品牌食品企业。

—— 华润五丰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王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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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概况

华润五丰有限公司是中央直属的国有控股企业集团、世界 500 强企业——华润（集团）有

限公司旗下优秀的综合食品企业集团，集食品研发、生产、加工、批发、零售、运输和国

际贸易于一体。主要业务包括果蔬、肉食、冷冻食品、大米及现代农业产业，同时负责运

营华润希望小镇产业发展项目。业务区域覆盖中国内地及香港市场。公司旗下拥有五丰、

田夫、利是、禾珠、一品国香、联合康康、喜上喜、黎红、富春、上口爱等多个知名品牌。

在香港，华润五丰是最大的中国食品经销商之一，鲜肉、冻肉及中国特色食品在香港市场

占主导地位，对维护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华润五丰开展种植、

养殖、屠宰及食品研发、加工、生产等业务，目前已进入华南、华东、华北、西北、东

北等多个区域。大米年生产能力 51万吨，生猪年屠宰能力 1140 万头，综合食品年产能

23万吨。

华润五丰秉承“与您携手改变生活”的企业理念，致力于满足大众餐桌食品需求，为消费

者提供“安全、健康、便捷”的优质食品。

华润五丰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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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单位 荣誉名称 授予单位

1 华润五丰 中国食品健康七星奖 第一财经日报

2 华润五丰肉类食品（河南）有限公司中牟分公司 中央企业先进集体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 江西五丰食品有限公司 全国主食加工业示范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4 江西五丰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名牌产品 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5 华润五丰农产品（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省菜篮子基地 广东省农业厅

6 华润五丰农产品（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名牌产品 广东省名牌产品（农业类）推进委员会

7 四川五丰黎红有限公司 四川最佳诚信企业 四川省企业家协会

8 华润五丰肉类食品（山东）有限公司 日照市商贸流通先进单位 日照市商务局

三、公司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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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品安全管理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华润五丰为确保食品安全，建立了全产业链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严格把控生产环节的品质安全，

力求为消费者提供安心的五丰产品。截至 2013 年底，公司下属利润中心已有 9 家通过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5 家通过 ISO9001 认证、2 家通过 GAP 认证。

案例 1：产品质量全程严控　食品安全牵动我心

选择最佳产区 最佳熟度采摘 科学保鲜储存 专员体验营销 细分消费需求

标准栽培种植 农药残留检测 全程冷链配送 营养知识介绍 发展中高客层

科学田间管理 分级加工包装 快速到达终端 丰富包装选择 引领消费趋势

全程产业链

终端消费

需求反馈

生产商

种植
生产

加工
制作

配送
储存

营销
推广

细分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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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四川五丰黎红产品出

厂质量合格率、市场监督抽查合

格率均达 100%，用户满意度为

91.1，满意程度达到“很满意水

平”。随着品牌知名度的提升，

产品已覆盖全国各大中城市，并

间接出口到美国等国家，收获了

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案例 2：打造食品安全领军型企业

四川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地处“中国贡椒之乡”的四川省汉源县，其生产的干花椒、花椒油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公司获得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还通过了绿色食品、有机花椒、清真食品、“C”

计量认证案等多项认证，更在美国 FDA 注册成功。

1 加强基础管理，提升内审员审核能力，系统规范产品从原料到销售的各个环节。

2 加快花椒基地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坚持“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方式，加强对椒农安全生产的监

督指导，确保花椒原料供应安全。

3 结合检验把关和现场品质管理，加强对原辅包装材料与产品形成过程的检测力度，强化现场的卫生检查、开箱检测

机制。

4 公司检测室配备气相色谱仪、原子荧光光度计等多种专业检测设备，专项开展从原料到产品的理化、卫生、微生物、

污染物指标等内部检测，确保产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5 公司在 7 个主要规格的调味油产品标签上都标识了四川省绿色食品质量追溯二维码。消费者通过扫描查询，就可以

直接获取公司产品的原料产地环境、生产记录、质量检测等信息。真正做到“生产可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踪、

责任可追究”的质量追溯目标。

四川五丰黎红产品 绿色食品花椒基地园区检测中心

检测室 绿色食品质量安全追溯

四、食品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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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食品营养与健康生活

案例 1：“油中黄金”稻米油营养健康口感佳

辽宁华润五丰营销有限公司是华润五丰旗下以大米为主业的利润中心，公司对大米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

品——米糠进行深加工，生产出油质稳定、色泽清亮的稻米油。稻米油油味清、不油腻、烟点高，具有最平

衡的脂肪酸比例，富含谷维素、维生素 E、生育三烯酚、谷甾醇等天然活性成分，具有调节大脑神经功能、

降血脂、抗衰老等功效，被誉为“心脏油”、“青春油”。

稻米油储存厂区

稻米油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营养的日益关注，华润五丰不仅加大对产品质量的管控，而且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营养、健康的产品。

华润五丰提倡不用或少用添加剂，大力研发有利于将营养最大化的产品配方、工艺流程，在加工过程中尽可能保持食品

的营养成分，引导科学健康的膳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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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从“菜园子”直奔“菜篮子”

2013 年 1 月开始，位于大鹏新区的 380 亩华润五丰

蔬果基地，直接实现“农超对接”，向深圳 40 家华

润万家大型超市供应生菜、春菜、油麦菜等当日新鲜

菜品，确保深圳市民吃到最新鲜的无公害本地蔬菜。

华润五丰无公害蔬菜不仅保障蔬菜在生产环境、操作

技术、产品检测等环节的操作规范，而且节约了流通

环节费用，让从“菜园子”到“菜篮子”的转变成为

可能。

大鹏鲜蔬

案例 2：华润五丰荣获“中国食品健康七星奖”

2013 年 9 月 24 日，第三届“中国食品健康七星奖”在上海

举行颁奖典礼。该奖项由第一财经与艺康集团共同发起，旨

在鼓励为食品安全及公众健康做出贡献的食品企业，是中国

食品行业的最高奖项之一，华润五丰连续两届参加评选，上

届首次参评即获提名，本届首获“第三届中国食品健康七星

奖 2013 年年度食品制造企业”殊荣。

五、食品营养与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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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落实安全生产管理举措

按照《华润五丰 EHS 年度绩效考

核管理办法》，规范、公平开展

年度考核工作，根据各利润中心

业务及风险特点，针对性地设置

EHS绩效合同指标、目标与权重。

华润五丰安监办 2013 年首次对

所有下属利润中心 EHS 管理体系

运行情况进行内部审核，将考评结果应用于各利润中心的业绩评估，有效地推动

EHS 管理工作及责任考核的落地，全年共 EHS 绩效合同 33 份。

六、生产安全管理

华润五丰深知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公司从组织、制度、考核等多方面推动落实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

（一）细分安全生产管理组织职能

根据集团要求，结合华润五丰实际，华润五丰总部成立安委会、安委办、安监办，

分别履行管理职能、办公室职能、EHS 监督管理职能。截至 2013 年底，华润

五丰企业安全负责人持证者 35 名，为落实各项 EHS 工作保驾护航。

华润五丰 2013 年度安全责任合同签署仪式

截 至 2013 年 底， 华 润

五丰企业安全负责人持

证者35名，为落实各

项 EHS 工作保驾护航。

（三）全面开展“行为安全观察”和“提升本质安全”活动

华润五丰将行为安全观察活动列为 2013 年度主题工作及各利润中心 2013 年度

EHS 考核指标。在发布活动方案和计划后，23 名 EHS 管理人员参加了集团举

办的培训，16 家利润中心按计划开展了行为安全观察活动，提高一线员工的安

全意识，提升设备安全防护技能，优化安全操作流程，通过安装新设备淘汰旧设

备，从本质上解决安全问题。2013 年华润五丰累计投入安全资金 1276 万元用

于项目改造，包括华强北办公楼电气改造、石岩大米厂生产线和仓库改造、上海

上食乙二醇制冷管道改造、南宁五丰 5000 吨冷库机房技改等。

电
柜
更
换
前

电
柜
更
换
后
（
开
关
都
配
有
漏
电
防
护
）

2013 年 华 润 五 丰

累计投入安全资金

1276 万 元 用

于项目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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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开展EHS文化建设，努力营造EHS组织氛围

开展 EHS 文化向全体员工的宣导已成为华润五丰安全管理工作的重点，在华润

五丰首届 EHS 年会上，安监办作了关于 EHS 的专题汇报，系统地总结工作，

宣贯 EHS 制度，探讨各单位所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为学习交流和

经验分享提供了良好平台。此外，华润五丰全年共开展应急演练 65 次、累计参

与员工达到 4190 人，安全培训参与员工达到 23668 人次。

（五）增强安全监管力度，丰富安全监督方式

2013 年，华润五丰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在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基础上，

增加了领导巡查、EHS 现场联合检查、液氮使用专项检查、体系内审、信息收

集与分析、财务监督等方式监督管理工作。全年总部共抽查利润中心 13 家，发

现安全不符合项 99 项；利润中心开展自查 455 次，发现事故隐患 878 项，已

整改 826 项，整改率达 94.1%。

华润五丰首次 EHS 年会合影

安全大检查

华润五丰全年共开展应

急 演 练65 次、 累 计

参与员工达到4190
人，安全培训参与员工

达到23668人次。

整改率达

94.1%

六、生产安全管理

利润中心开展自查

455 次， 发 现

事 故 隐 患 878
项，已整改826
项， 整 改 率 达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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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华润五丰消耗国内能源 1.8259 万吨同比下降 23%、万元产值（可比

价）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30%、万元增加值（可比价）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17%，

能耗强度持续降低。

（一）节能减排

1 旗下养殖场对猪只生活区供暖实行夜供、昼不供，生产区按照猪舍温度、

天气变化、猪只大小间歇性供暖，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2 南宁公司改造清洗车间管线，每月节水约 400m3。

3 浙江冷食公司对巧克力生产线进行改造，生产效率提高了一倍。

4 2013 年，华润五丰 3 家利润中心分别更换成生物质燃料锅炉，二氧化硫

排放量减少了 22%。

（二）管理升级

华润五丰积极提升节能减排管理水平，其中 3 家利润中心通过了 ISO14001 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2 家利润中心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认证，1 家利润中心获得了

省级节水单位称号。

七、绿色发展

四川五丰黎红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华润五丰3家利润中心

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2家利润中

心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认

证，1家利润中心获得了

省级节水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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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五丰积极参与华润集团捐建的“华润希望小镇”项目，实施产业帮扶工作，

推动农业发展，在探索和尝试中不断前行。

（一）发展模式

华润五丰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成立希望小镇产业发展部，在各希望小镇采用“公

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进行统一管理和产业化运作。通过“统购统销、

引导起步”、“优化品种、合作经营”等方式积极引导和培养当地农民的市场意

识，运用现代化生产经营技术提高农业产出效益，有步骤、有计划地推动当地农

业发展向可循环发展的生态农业方向转变，从而改变传统的农村经济模式。

（二）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1 2012 年 6 月，东山羊养殖基地开工奠基。截至目前，万宁东山羊养殖项目

已繁育保有海南省规模最大的纯种东山羊种群，为当地农民新增了就业和

养殖创收机会，并获得“海南省 2013 年菜篮子工程产品生产项目”荣誉。

2 华润五丰根据韶山希望小镇实际情况，重点发展种植业，帮助当地农民增

加就业岗位，并通过与业务伙伴合作，统一收购当地农户自产五谷杂粮帮

助其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华润五丰的产业发展工作，使

韶山希望小镇项目荣获“湖南省‘万企联村共同发展’活动”省级示范项

目和湖南省两型示范创建项目荣誉。

3 华润五丰在广西百色希望小镇及周边地区发展现代种植业，完成了万亩土

地流转，为当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逾千个。林下鸡养殖覆盖百色多个区

县，形成养殖集中区 5 个，带动农户 125 户。2013 年林下鸡出栏 189

万羽，存栏 93 万羽。通过立体化产业扶持，百色华润希望小镇居民收

入明显增加，2013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2096 元，同比增长 20%，比

2012 年增收 2000 多元，比右江区平均水平高出 4792 元。

4 2012 年 10 月，西柏坡华润希望小镇落成，2013 年，华润五丰全力开展

南甸蛋鸡养殖基地厂房建设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预计 2014 年年中将

投产，初步统计西柏坡华润希望小镇 2013 年人均收入超过 5000 元。

八、推动农业发展

海南万宁东山羊养殖基地 百色农场工人进行圣女果点钟作业

公司

合作社

基地

农户

+

+

+

希
望
小
镇
产
业
发
展
部
运
作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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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阳光采购

华润五丰秉承“简单 坦诚 阳光”的宗旨，建立物资阳光采购长效机制，采取以

招投标采购模式为主，综合比较采购模式为辅的方式，公平、公正、公开开展物

资采购。公司建立严格的审核机制，在选择供应商时关注供应商在安全、健康和

环境管理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了解供应商的市场口碑、信誉评价及是否建立了供

货保障体系；严格检查产品和售后服务质量。

（二）原材料安全控制

华润五丰对原材料安全进行严格控制，将供应商是否采用安全、环保的原材料作

为重要考核点。

九、供应商管理

简单 坦诚 

阳光

案例

2013 年，华润五丰针对大米纸箱包材进行招投标采购。

在投标过程中，明确规定供生产经营使用的所有纸箱、胶

水、油墨、金属钉等材料必须符合环保安全标准，且须出

具权威第三方的安全检测报告。特别是直接接触食品的纸

箱，要求供应商具有提供食品级原材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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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由员工组成的社会组织，其直接经济来源也须依靠员工而产生，以

人为本正是华润五丰可持续发展的能动力。

（一）员工培训

2013 年，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在培训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有针对性

地进行领导力、业务、技能等方面的培训 30015 人次，并搭建华润五丰

内训师体系，创立华润五丰案例库，逐步建立华润五丰专业学院建设计划。

十、员工成长与关爱

案例 1：

案例 2：

圆满完成第一期中层领导力发展项目，培养了一批具备战略眼光、业务技能及认同公司企业文化

的中层管理者。此外，有针对性地对开展华润五丰财务领导力发展项目，提升员工专项领导力。

在业务方面，针对职能部门员工开展了“贴近业务”系列培训及知识竞赛活动，帮助其深入了解

业务，更好地支持业务发展。

第一期中层领导发展项目

华润五丰贴近业务知识竞赛活动现场 (1)、(2)

财务领导力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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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员工权益保护

为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保障员工在生产中的人身安全，公司坚持开展安全培训，

对工作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以及防范措施都进行详细说明，并定期安排安全隐

患检查。

案例 2：

案例 2：

案例 1：

案例 1：

每年春节来临之际，为了让困

难员工家庭能过上一个欢乐

祥和的春节，华润五丰会于节

前开展对公司困难、工伤员工

的慰问活动。公司领导会挨门

挨户看望困难员工，叮嘱他们

珍爱健康，树立信心，克服困

难，好好过年，这些举措大大

加强了员工的归属感。

2007 年入职的沈鸿翔是五丰

冷食杭州市区销售分公司的

一员，因手指残疾，公司特事

特办，安排他就职于票证部，

主要负责票证的清点、发放、

回收和保管工作，并由销售分

公司经理担任他的工作指导

人，沈鸿翔很快融入了这个

集体。

2012 年，“华润五丰爱心互助基金”正式成立，秉承公司团结

互助、温情关怀的企业文化，提出“无论多少，爱心无价”的口

号，为有需要的同事献爱心。2013 年，华润五丰共筹得爱心互

助基金 207630 元，并支出 16 万元帮助了 7 位困难员工。

华润五丰下属利润中心浙江五丰冷食有限公司在管理章程中明确规

定，积极响应地方政府鼓励吸纳社会残疾人就业的举措，由人力资源

部负责与他们建立起工作生活帮扶制度，为其量身定做工作内容，对

于不能安排工作岗位的残疾人，公司也会发放生活费帮助其解决生活

困难。

案例 1：

华润五丰肉类食品（河南）有限公司在检查中，发现保育车间的消毒人员，在用电过程中没有配带防护手套启动

开关，此类操作伴随较大安全隐患。就此河南五丰立即召集操作人员，讲解安全操作流程，并出台相关规定：员

工有权对场内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议；员工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可以停止工作或在采取应急

的措施后撤离工作现场。

（三）困难员工帮扶

华润五丰始终坚信“没有员工的幸福，就没有企业的发展”，公司开展多项员工

帮扶，并逐步形成制度化管理。

（四）吸纳残疾人就业

华润五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就业。

十、员工成长与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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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五丰积极响应建设和谐社会的号召，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慈善捐助与社区服

务等公益事务。2013 年华润五丰共向社会捐献 2204252 元。

1	 华润五丰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献爱心

4.20 四川雅安芦山地震发生后，华润五丰为帮助灾区开展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

工作，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共向灾区捐赠人民币 377052 元。

2	 华润五丰向同江市捐赠 10万元赈灾善款

8 月中旬起，持续的强降雨造成东北地区江河水位猛涨，位于黑龙江省的同江市

受洪灾影响严重，抗洪救灾形势严峻。9 月，华润五丰向同江市民政局捐款 10

万元整，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

3	 2013 华润之夜慈善晚会

2013 年 3 月 28 日华润之夜慈善晚会，我司动员合作伙伴单位共计 11 家，捐款

总额为 105 万。

4	 尽屡责任，救助学生

四川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从 2009 年起，坚持救助品学兼优贫困学生，今年除

在汉源县对接帮扶 5 户特困户外，近期又向雅安市教育基金会爱心捐赠人民币 3

万元。五年来已累计捐赠教育基金人民币 15 万元，受到了社会的赞誉。

5	 积极开展社区服务

我司下属四川五丰黎红有限公司，在 2013 年开展慰问 39 人次，累计帮扶资金

1.22 万元。在雅安地震后，联系汉源片马乡 5 户地震重灾户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已投入资金 1.5 万元；支助椒农改善花椒基地基础设施 50 余万元。

十一、慈善公益

2013 年华润五丰共向

社会捐献

22042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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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单位及说明 统计指标 2011 2012 2013

员工权益保护

员工总数（万人） 1.1255 0.8114 0.9672

新增就业人数（人） 38 3291 6140

签订人数
劳动合同签订率 (%)

10476 7576 9043

员工总数 11255 8114 9672

参保人数
社会保险覆盖率 (%)

10476 7649 9218

员工总数 11255 8114 9672

万元人民币╱人
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万元人民币）
－ 4.27 6

归属 SBU 及直属各级企业管理的中层及以上女性

管理及中级专业技术人员数 女性管理者比例 (%)
129 152 167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及中级专业技术人员总数 317 344 370

残疾人雇佣人数（人） 27 30 29

人均带薪休假天数（天） 5 5 5

参训人员数
员工培训覆盖率 (%)

10380 7581 9198

员工总数 11255 8114 9672

人均培训投入

（万元人民币╱人）
0.00116 0.035452 0.0364

人均培训时间（小时） 2 14 15.9

安全生产

工伤事故发生数（次） 52 11 16

员工死亡人数（人） 0 2 0

体检人数
体检覆盖率

9285 6768 8076

员工总数 11255 8114 9672

次数 职业病发生次数（人） 0 0 0

人次 安全培训人次（人次） 23440 16497 23668

万元人民币
安全生产投入

（万元人民币）
2653 774 1276

参训人员数
安全培训覆盖率 (%)

11255 8114 9672

员工总数 11255 8114 9672

安全应急演练数（次数） 93 73 65

其他指标

环保总投入（万元人民币） 3,000 2,800 3100

客户投诉反馈 客户投诉反馈处理数占投诉数比重

(%)

424 433 543

接获客户投诉总数 424 433 543

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投入

（万元人民币）
640 500 600

表示满意人数
员工满意度 (%)

645 722 777

调查总数 784 820 854

有统计的单位填报百分比即可 员工敬业度 (%) 无统计 无统计 无统计

责任采购额（万元人民币）
责任采购比率 (%)

╱ ╱ 3967

采购总额（万元人民币） ╱ ╱ 5626

帮扶项目统计
2011 2012 2013

人（户）次 金额（万元人民币） 人（户）次 金额（万元人民币） 人（户）次 金额（万元人民币）

救助困难员工（人次） 49 15.5 78 23.41 69 19.36

走访慰问困难员工家庭（户） 39 8.06 36 11.1 36 7.32

资助困难员工子女入学（人次） 20 4.8 27 5.56 35 6.58

救助患病员工（人次） 56 10.66 59 16.36 86 14.79

十二、关键绩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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