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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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利益相关方的信
拥有155年历史的嘉吉，已经不是第一次面临危机。我们曾经经历

过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经济萧条和矛盾冲突。现在，凭借弹性的

业务组合、与全球农民和领先食品品牌的良好关系、健康的资产负
债表、以及2020财年录得的1146亿美元的稳定营收，我们开始展
望未来。

麦伟德

嘉吉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大卫·戴因斯

嘉吉首席财务官

2020财年考验了我们在各种假设场景下的应对能力：比如市场和

供应链如何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中发挥作用；向客户、消费者和
社区提供真实产品和服务的意义是什么；公司应如何在危机中运
营等。

在这样充满挑战的环境下，我们从未偏离我们的目标和价值观。嘉
吉致力于实现以安全、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滋养世界。作为连接
粮食种植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嘉吉始终坚持以三大核心价值

观，即“以人为本”、
“正确行事”、
“志存高远”作为其一切决策的基
础。今年，我们获得了充分的机会，践行这三大价值观。

最重要的是，15.5万名嘉吉员工也在不断地驱动我们前行。虽然新

冠肺炎疫情严重地打乱了员工的日常工作和个人生活，他们仍然

坚持不懈、砥砺前行。为了帮助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的员工，嘉吉
启动了1500万美元的员工受灾基金。同时，在嘉吉员工的巨大努

去年食品业务、农业业务和交易的中断进一步让我们意识到，只有
通过广泛的全球合作，才能够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将继

续大力支持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及其关于人权、劳动、环境和反腐
败的倡议和原则。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页中进一步介绍嘉吉在这
些领域采取的行动。

当然，我们要做的远不止这些。总体而言，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既能

滋养世界、又能保护地球的可持续发展的食品体系。我们需要支持
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农业社区，使务农成为下一代的职业选择。此

外，还应确保人人都能获得尊重和平等的发展机会。在嘉吉，这包

括正视系统性种族主义，大胆发声以推进能够终结种族差异、保护
我们所在的社区的每一位成员的政策变革，以及想方设法降低公
司内部的偏见，确保我们能够代表所服务的社区。

然而，尽管遭遇了这些挑战，过去的一年也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能
力远超想象。感谢员工、客户和其他合作伙伴向我们展示了这一

点。我们将和他们一起携手使嘉吉成为最重要的领域的领头羊。

力下，经济困难的农民和牧场主有了可以销售产品的市场，食品杂
货店能够快速补充他们的货架，家家户户也可以购买到各种各样
营养丰富、经济实惠的食品。

比如，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持续的非洲猪瘟事件影响，嘉吉中国动

2020年8月4日

物营养业务部门需要采取新的方式支持农民客户。该团队于今年

5月召开了一场网络研讨会。29.6万养猪农户观看了这场研讨会，

希望能够找到生物安全相关的解决方案和传统抗生素生长促进剂

的替代产品。未来，类似的创新活动将帮助嘉吉探索新的目标实现
方式。

在这个非比寻常的一年，我们专注于最基本的工作，即
以安全、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滋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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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我们持续关注、保障各种形式的安全，包括人身安全、心理安全和

社会安全。去年10月和今年2月，公司分别举办了有关人身安全和

包容性的活动。去年10月，各个业务部门和地区的团队成员暂时放
下了手中的工作，通过公司的发现、沟通、制止项目寻找职场中潜

在的不安全条件。今年2月，公司领导和他们的团队成员开展了坦

诚的对话，就包容性以及如何使每一位嘉吉员工感到受欢迎、被重

持续关注人类保护

视、被倾听的方式进行了讨论。

我们知道，我们还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这一年在美国明尼阿波利
斯和其他地区爆发的令人遗憾的种族不平等事件、新冠肺炎对员
安全是嘉吉对员工、消费者和我们所居住和工作的社区最重要的
承诺。嘉吉对安全的持续关注使我们能够逐步消除业务风险并在

过去的30年中降低了88%的伤害事件发生率。随着新冠肺炎危机

的出现，我们调整了疫情响应计划、依靠我们的综合运营方式快速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准备工作。

嘉吉中国团队帮助我们在疫情爆发初期了解疫情的情况并进行相
应的调整。公司总部和各个地区的分公司也都成立了各自的危机

行动小组、暂停差旅活动并在疫情全面爆发之前关闭了办公室。同
时，我们还采取了广泛的措施以便保护我们的工厂员工。工厂员工
在我们为各地客户生产食品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

们鼓励员工通过全球独立管理的道德热线报告他们的担忧。然而，
虽然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病毒仍然对我们
的员工和运营产生了影响。在无法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不得维持工
厂运行是我们在危机期间始终遵守的基本原则。

员工报告的潜在不安

增加了 38%
全工作条件

展示了员工乐于发表
观点的公司文化

他们的观察量上涨了

4倍

有效帮助我们预
防环境事故

食品安全事件、质量事件或
监管方面的问题

减少了26%

工和邻居的影响以及嘉吉全球运营点发生的三起意外死亡事件也
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在实现包括每天将每一位员工平安地送回
家中等目标之前，我们不会停下脚步。

我们完成了全球1400
个运营点

96%

的新冠肺炎综合行动
计划
2005

4.58

嘉吉可记录的伤害事件发生频
率：2005-2020年

每20万工作小时发生的伤害事件的数量
202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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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
持续关注人类保护

为缩小农业领域的性别差异、促进女性农民的发展，嘉吉和CARE

在9个国家达成了1000万美元的三年合作协议，以向后者的“她养

活世界”计划提供支持。项目将向女性农民和她们的家庭提供相关
的教育资源和财务支持，从而促进她们执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规
范、为她们改善食品和营养保障。

这些举措将直接惠及像Damaris Betanco（照片如下）这样的女

性。在其位于尼加拉瓜西部的家中，Damaris为她的子女和孙子女

们种植了种类丰富、富含营养的水果和蔬菜。在嘉吉和CARE的技

术支持下，Damaris实现了产量提升，并将剩余的产品出售给她的

无论是在疫情期间向人们发放救济金还是向农民提供能够使其获

此外，我们还向全球各地的一线工人和其他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食

区繁荣发展。嘉吉承诺在新冠肺炎救济和相关恢复工作方面的投

队，我们捐赠了总重量超过300万磅的食物。人们对于蛋白质的需

得长期发展的帮助，我们都在贡献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资源助力社

品。考虑到部分失去收入来源的工薪家庭在食物银行前排起了长

入将达到3500万美元。同时，公司的业务部门也已经向多个抗疫

求十分强烈，然而，出于食品安全和空间的考虑，食物银行很难接

府捐赠了16万升的消毒酒精产品。而动物营养和健康部门则向智

合美国农业部要求的无尘室的原因。这样，员工和志愿者们就能够

前线捐赠物资。例如：嘉吉欧洲食品原料业务部向荷兰和比利时政
利和厄瓜多尔分别捐赠了两台聚合酶链反应机器，帮助两国提升
新冠肺炎检测能力。

邻居。她还接受了有关如何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农业建议和食品安

全等方面的培训，并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她所在的社区的其他居民 。

收到大量的蛋白质捐赠。这也正是嘉吉在休斯顿食物银行设立符

安全地处理和打包肉类产品，满足这些家庭的蛋白质需求。这一举
措也是我们与Feeding America签订的涉及300万美元的三年期
合约的一部分。

“嘉吉不仅是厄瓜多尔的业务伙伴，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朋

友。
厄瓜多尔遭遇困难时，嘉吉是首批向我们的国家提供支

持、帮助我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司之一。
这一点，我们将

永远铭记在心。
”

厄瓜多尔驻美国大使 Ivonne A. Baki

1.15
亿美元

无论是否在疫情期间，农民在滋养世界的过程中都需要我们的帮

助。在科特迪瓦和加纳，我们向可可豆种植合作企业提供有关新冠
肺炎的消息，并通过与FarmForce联合开发的手机应用向农民提

供指导。我们还向数千名可可豆种植者派发了肥皂、擦手巾、卫生
工具包等用品。在土耳其，1500名玉米和向日葵种植者收到了用

于预防新冠肺炎的健康工具包，并参加了旨在帮助他们提升产量、
保持土壤、增加收入的培训。

今年，总共有86万农民参加了我们的可持续发
展农业规范培训

320 万

在56个国家的公益

总投入

2017

2020

1000 万
2030 年目标

30% 12%
的嘉吉全球领导人职位由女
性担任

的嘉吉美国领导人职位由美国
的少数族裔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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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

为帮助中耕作物农民执行具有良好环境效益的农业规范，
嘉吉与爱荷华大豆协会（Iowa Soybean Association）和

Quantified Ventures携手，共同创建了土壤与水结果基金。执行

这一规范的农民，如种植护田作物、减少耕作、优化营养管理等，都

会收到每英亩30-50美元的补贴。而这些技术也被证明能够有效地

改善水、土壤和空气质量。今年是基金成立的第一年，我们总共对

9400英亩的作物实施了补贴。明年，我们计划将这一规模扩大到
10万英亩，并在全球其他地区推广此类项目。

更勇敢的气候行动和更高的透明度

在其他地方，我们也在逐步增加可持续原料的使用、减少排放。过

我们将继续履行保护地球的承诺。农业是我们助力农民减轻气候
变化带来的影响、促进土壤再生、改善水资源利用的方式。我们

宣布制定了新的目标，力争到2030年减少全球供应链30%的温室
气体排放（三类）
，以每吨产品为单位计算。此外，为保护并改善水
资源，我们在最需要采取措施的重点水域制定了新的基于环境背
景的水发展目标。

嘉吉在北美地区提出的“BeefUp可持续发展™”倡议旨在通过与

去的两年内，通过运行一支更高效的船队、改装船上的节能设备等
措施，嘉吉海洋运输业务部门减少了80万公吨的二氧化碳总排放
量。在水产养殖领域，2019年我们在三文鱼饲料中使用的所有大

豆都获得了可持续证明或有机证明。

为继续改善可持续发展结果，必须确保供应链的透明化。因此，我

们对溯源解决方案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在可可豆业务中，50%的来
自公司直接供应链的可持续豆类产品可以溯源至农场。而在

棕榈油业务中，93%的产品可溯源至磨坊，48%的产品可溯源至种

牧场主、客户、非政府组织、创新者等的合作实现牛肉业务部门

植园。在巴西，我们利用地理坐标参考单点绘制了涵盖所有大豆供

食品垃圾减量是项目的重点。为启动这一倡议，嘉吉赞助了Yield

源工具，助力南美洲大豆领域转型。

的第三类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其中，放牧管理、饲料生产、创新和

Lab Institute的肥料创新挑战赛，帮助初创企业开发能够助力农

应链的地图，较计划提前6个月。公司还将继续开发更多的精准溯

民在减少环境影响的同时通过垃圾处理增加营收的巧妙方法。同
时，我们还成立了外部咨询小组，负责审核我们的BeefUp可持续
发展战略和资源。

嘉吉重点水

• 完成6000亿升水的治理

水发展目标：

• 改善安全饮用水的获取途径

域 2030年全新

• 减少500万千克的水污染物
• 在81个重点工厂开展水

管理项目

我们正在逐步实现到2025年减少10%的绝对操作
排放量的气候承诺

全球运营点排放的百万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2017
2018
2019
2020

12.38
12.43
12.49
12.09

我们对前几年的数据进行了幅度不超过1%的调整，以
反映投资组合的变化

嘉吉新成立的土地使用和森
林可持续发展咨询小组中有

10

位来自学术、环境保护、

2025 年目标

社会和农民组织的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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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嘉吉

我们的目的是以安全、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滋养世界。
分布于

15. 5

拥有

70

万名员工

向超过

155

个国家和地区

125

年的经验

个国家和地区的
客户提供产品和
服务

和

350

个嘉吉关爱委员
会一起向社区提
供支持

我们的目标是成
为食品、农业、
金融、工业客户
最信赖的合作
伙伴。

我们的业务

我们如何工作

嘉吉指导原则

助人类和动物获取赖以生存的食品。

利用 嘉吉专业知识的同时 在他们特定的领域提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七大指导原则是

每天，我们的工作是成为连接农民与市场之间、客户与食品原料之间的桥梁，并帮

我们的综合运营方式使 我们的业务部门在充分
供行业领先 的产品和服务。通过世界级的 能力

我们向合作伙伴提供业务洞察

数据分析

市场专业知识

风险管理

财务解决方案

我们的产品来自并发往世界各地

食品原料

动物蛋白

Insights

道路

轨道交通

品牌食品

河流
Transform

Transform

对客户

Insights

我们向农民供应饲料，并向他们提供
其他建议或相关的专业知识。同时，
我们向农民采购农作物和家禽。
Move

Farmers

Move

Move

Move

我们向餐饮服务、零售、消费
性包装产品及工业领域的客
户提供成品

Move

Transform

Farmers

董事会负责 公司的战略指挥、人才 培养和整体
财务业绩。

在嘉吉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麦伟德 的带领下，

Insights

Transform

生物工业产品

Insights

Insights

Transform

对农民

响自身、客户和其他合作伙伴 的问题向业务部

他们有效且有效率地完成 这一目标。嘉吉执行
动物营养与健康

Transform

提供 这些专业知识。嘉吉的全球职能部门 就影
门提供流程管理 和深度的主题专业知识，帮助

我们将原材料转化为成品

Insights

和公司的业务运营点，我们 在当地快速、可靠地

海洋

嘉吉执行董事会的成员们 代表了嘉吉的所有事

业部门，以及公司主要的职能部门。他们利用 一
系列来自公司内部和 外部的经验领导并获得相
关成果。

遵守商业道德在我们的长期战略和关系发展中
《嘉吉行为准则》的核心。我们要求所有的员工

和承包商都应遵守这些原则，并希望供应商也能
如此。

1. 我们遵守法律。
2. 我们诚信经营。

3. 我们准确、诚实地记录。

4. 我们履行我们的业务职责。
5. 我们尊重他人。

6. 我们保护嘉吉的信息、资产和利益。

7. 我们致力于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Farmers

Farmers

Customers

Farmers

Move

Customers

Customers

Customers

Customers
sthgisnI

mrofsnarT

Customers

evoM

sremraF

sremotsuC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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