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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 年度，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董事会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法律、法规、业

务规则及《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

的态度，积极有效地行使职权，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的各项决

议，勤勉尽责地开展董事会各项工作，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和公司各项业务发展，积极有效地发挥了董事会的作用。 

本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的工作情况如下：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一）总体经营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肉猪 954.55 万头，肉鸡 10.51 亿只；营

业收入 749.24 亿元，同比增长 2.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4.26 亿元，同比下降 46.83%；公司总资产 805.00 亿元，

同比增长 22.51%。 

（二）2020 年度公司主要经营管理活动 

1、公司各项业务运营保持平稳 

养猪业积极防控非洲猪瘟，加快猪业扩产行动。集中资源和

力量，严抓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建设、低效产能淘汰、种猪资源统

筹、引种回场等系列工作，构建了科学严密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

养猪业复产信心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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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禽业聚焦降本增效，坚定推进转型升级。加强生产基础管

理，加强核心技术攻关，较好地控制了肉鸡成本。加快屠宰加工

产能建设，不断完善全产业链配套。 

生态圈业务进一步完善，配套业务发展良好。投资业务规模

取得新突破；动保业务加快科技创新和业务拓展，水禽业务全力

推动各项工作有序落地，农牧设备及乳业业务经营业绩取得新突

破。 

2、团队建设与组织变革持续推进 

调整高管团队，选举严居然为副董事长，聘任梁志雄为总裁，

顺利完成总裁交接。革新用人理念，推进实施竞聘制度，激发干

部活力。改革技术职务评聘管理，重新明确细化技术职务层级定

位，拓宽了员工发展通道。完善干部退出机制，优化干部队伍结

构。成立水禽事业部、种猪事业部，推进专业化、扁平化管理；

优化调整猪业组织架构，将养猪事业部拆分为猪业一部和猪业二

部。合理调整三级、四级公司管理跨度，提升管理效率。 

3、转型升级工作取得新进展 

现代养殖小区建设加快推进，禽业加快屠宰产能配套，新增

竣工产能 8600 万只。生猪屠宰业务组建专业团队，推进生猪屠

宰加工业务专业化运营。鲜品业务持续拓展订单销售，积极探索

前置仓模式；食品业务实行组织制度创新，发挥产业链优势，实

现了规模与效益双增长。 

4、降本增效工作初见成效 

公司启动降本增效工作，明确了降本增效的方向和目标。养

禽业加强生产基础管理，提升经营水平，在原料成本大幅上涨的

情况下，仍较好地控制了肉鸡成本；水禽现代养殖小区六层笼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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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试验获得初步成功；采购中心运用基差和期权等管理工具规

避价格波动风险。 

5、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推动“多创多享”新理念在业务单位落地试点，激发各级组织

的发展活力。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董事会倡导企业主动履行

社会责任和回馈社会，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支持扶贫

济困、奖教助学等慈善公益活动，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报告期内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2020 年度，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严格

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持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了公司各

项业务的发展，为公司科学决策和董事会规范运作做了大量的工

作。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共召开 17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84 个议案。董事会

的召集、提案、出席、议事、表决、决议及会议记录均按照《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召

开的会议合法、有效。具体情况如下： 

会议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内容 

2020 年 1 月 17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技术总监的议案 

2020 年 1 月 29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临时）会议 

关于对外捐赠用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的议案 

2020 年 2 月 4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2020 年 3 月 4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 

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对外捐赠用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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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广东省新兴县北英慈善基金会捐赠的议案 

关于向新兴县六祖慈善会捐赠的议案 

关于确认过往委托理财的议案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超募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提议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0 年 3 月 16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临时）会议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关于聘任温朝波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2020 年 4 月 23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 

关于公司《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专项说明》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0 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控股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部分审批权限授权的议案 

关于确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或津贴）

的议案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

议案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关于提议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2020 年 5 月 12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 

关于调整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对标企

业的议案 

2020 年 5 月 22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 

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

议案 

2020 年 6 月 24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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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次会议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

的议案 

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提示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 年-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制

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终止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关于向云浮市云安区鲲鹏小学捐赠的议案 

关于提议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0 年 7 月 20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临时）会议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关于聘任吴珍芳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2020 年 8 月 19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 

关于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控股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拟发行境外美元债券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0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明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为“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的议案 

关于提议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0 年 8 月 27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临时）会议 

关于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关于取消原《关于公司拟发行境外美元债券的议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拟发行境外美元债券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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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2020 年 9 月 18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 

关于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的议案 

2020 年 10 月 19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 

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

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

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

期回报的风险提示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2020 年 10 月 29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 

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关于使用境外美元债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的议案 

关于控股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关于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关于向控股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关于提议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0 年 11 月 20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层启动分拆子公司境内

上市前期筹备工作的议案 

2020 年 12 月 29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 

关于控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抵押担保的

议案 

关于调增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二）董事会下设的各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依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董事会所制定工作细

则的职权范围运作，就专业性事项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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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董事会决策参考。根据《公司章程》，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

董事组成。报告期内，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均能按照相关规定规范

运作，各委员充分行使各自权利，认真履行职责，为构建完善的

公司治理结构奠定坚实基础。 

（三）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共召集 1 次年度股东大会和 4 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要求，严格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证股东能够依法行使职权，推动了公司稳健和可持续发展。 

（四）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共召开 17 次董事会，独立董事全部出席；对

董事会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投了赞成票。 

 2、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独立董

事工作细则》等制度的规定关注公司运作的规范性，独立履行职

责，对公司的制度完善和日常经营决策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

专业性意见，为完善公司监督机制，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董事会 2021 年重点工作安排 

（一）持续提升战略决策能力，高效保障公司战略目标实现 

董事会将构建面向未来的管理团队，董事会成员将通过加强

学习研究、增进沟通交流、开展深度调研，充分掌握公司内外信

息，提高对企业运行情况的诊断水平，不断提升决策能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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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效高质发展。 

（二）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董事会成员将以更大的勇气与力度，审时度势，转变观念，

打破常规，视而求变，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进一步推动“四大”驱

动力落地实施。通过改革创新，提升组织活力。 

（三）强化风险管控，确保企业稳健发展 

为确保企业稳健发展，公司要强化风险管控水平，降低各类

风险。推动从严治企，加强资金管控，完善数据监控体系，建立

重大风险预警机制。 

（四）大力弘扬新时期企业文化，提升文化引领作用 

结合新时期的新特点与新要求，董事会将持续推动企业文化

迭代升级，指导制定系列配套措施促进新时期文化有效落地。通

过加大宣传与教育、创新齐创共享表现形式等措施，促进文化持

续引领企业向前发展。 

2021 年度，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

一步健全公司规章制度，不断完善风险防范机制，提升公司规范

运作水平。全体董事将加强学习培训，提升履职能力，更加科学

高效地决策公司重大事项，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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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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