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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总体向好。一方面，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较强。

自 2004 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七连丰”，2020 年粮食产量创历

史新高，粮食产量连续 6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实现了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另一方面，储备流通体系安全可靠。我国粮食库存

数量充足、质量良好、储备安全，特别是稻谷和小麦两个口粮品种库存

能够满足一年以上消费需求，36 个大中城市主城区及市场易波动地区的

地方成品粮油储备达到 15天及以上市场供应量。

【国家粮食政策】

新《粮食流通管理条例》4月 15 日起实施

新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正式实施，重

点从 6个方面对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粮食流通管理作出规定。

一是严格规范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条例》规定，粮食经营者从事

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二是优化监管措施。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转变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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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监管方式。

三是强化粮合质量安全监管建立健全粮合流通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体

系。

四是防止和减少粮食损失浪费。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发、推广应用先

进的粮食储存、运输加工和信息化技术，开展珍惜和节约粮食宣传教育:

鼓励粮合经营者提高成品粮出品率和副产物综合利用率

五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条例》进一步提高粮食经营者的

违法成本加强行政处罚与追究刑事责任的衔接。

六是明确监督管理职责。《条例》明确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落实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来源:新华社)

【会员风采】

海丝商报南安市石井镇菊江小学小记者团

参观金穗米业粮食安全教育基地

2021 年 4月 17 日，金穗米业粮食安全教育基地迎来海丝商报南安市

石井镇菊江小学小记者团，由周振荣副总经理带小记者们参观并学习更

多稻谷和大米生产的相关知识。小记者团参观金穗米业大米生产车间和

成品仓，了解大米的生产工艺，品种分类与贮存；在粮食安全宣传教育

基地学习稻谷种植、生产加工、大米历史、米食文化等相关知识，着重

了解稻谷生产加工环节的原粮检验、清杂、去石、磁选、色选等质量安

全管控方法及工艺设备；参观各种谷物和大米，进一步接触和了解大米

的品种和分类，以及各种大米副产品的综合利用；品尝金穗米业生态稻

谷种植基地新推出的糯软香米；观看爱粮节粮宣传片，并与周振荣副总

经理就粮食与食品相关知识进行互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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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穗米业省级粮食安全教育基地旨在通过对粮食与食品起源、生产、

加工等的展示和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小学生了解粮食，热爱粮食，

珍惜粮食，节约粮食，发展粮食。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智帧一行

莅临金穗米业开展乡村人才振兴专题调研

4 月 21 日下午，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智帧，人事

处副处长刘小波，人事处四级主任科员陈巍等一行，在泉州市农业农村

局党组成员傅旺隆，南安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黄育奇，泉州市农业

农村局人事教育科科长费昕，泉州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站副站长戴国能，

南安市农业农村局领导王德富、陈世典，官桥镇党委书记苏景贤等领导

的陪同下莅临金穗米业开展乡村人才振兴专题调研。金穗米业常务副总

经理林嘉睦等参与接待。

林嘉睦常务副总经理向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智帧

一行介绍公司精品大米生产车间的农耕文化宣传墙，并带他们参观公司

的精品大米自动化生产车间，详细了解近期公司原粮收购、生产、销售

和精品大米自动化生产车间的建设情况。

林嘉睦常务副总经理向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智帧

一行汇报公司的全国稻谷原粮种植基地的合作建设、人才引进、科技合

作及公司近期的整体运营情况。王智帧副厅长表示，企业要发展进步离

不开人才，特别是粮食这种农产品加工企业，更要以人为本，不断优化

人才环境，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企业

氛围，才能吸纳优秀人才，为企业的稳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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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南安直属库、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庆“五一”迎“五四”两节文体活动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4月 22 日下午，南安直属库与金穗米业联合

举办庆“五一”迎“五四”两节文体活动。下午 14时，文体活动正式开

始，全体参赛人员在南安直属库办公楼前整齐列队，卓成加主任作文体

活动动员讲话，金穗米业林嘉睦常务副总经理致开幕词。

本次文体活动共设感官检验、一称准、空气呼吸器穿戴、抛掷消防

水带、乒乓球单打、抢椅子 6项个人赛及拔河、乒乓球 2 项团体赛。活

动由我库主任卓成加担任裁判长，金穗米业常务副总经理林嘉睦任副裁

判长，李世文、戴木香等人任项目裁判。随着活动正式开幕，参赛选手

各就各位，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文体活动共决出个人赛一、二、三等奖

各 5名，团体赛冠军、亚军各 2 名。活动结束后为获奖选手颁奖，并由

南安直属库卓主任致闭幕词。

本次文体活动不仅丰富了广大员工业余生活，还增强了员工们团队

意识和凝聚力，展示了粮食人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南安直属库与

金穗米业同仁们相互切磋竞技，加深了情感，增进了友谊，陶冶了情操，

取得了竞技成绩和团队协作精神双丰收！

【市场行情】

粳稻拍卖或择机启动 稻米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4 月中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发布公告，调整陈稻谷拍卖底价，市场

进入加速去库存阶段。现货市场稻谷价格继续稳中趋弱，终端大米市场

需求低迷是主因。后期随着大米库存消化及利空因素释放到位，预计市

场购销信心将有所提升，下游需求逐步回升，稻米行情或将触底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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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2017 年至 2019 年产稻谷已经成为拍卖市场的主力，对于籼稻

市场而言，2017 年产籼稻质量偏差，2019 年产籼稻市场已经消化了很大

一部分，短期 2018 年产籼稻将成为拍卖市场的主力；对于粳稻市场而言，

政策性粳稻库存依然庞大，存在较大的去库存压力，降低拍卖底价或将

为后期陈粳稻投放拍卖市场奠定价格基础。

进入 2021 年以来，我国政策性早籼稻拍卖累计成交 58 万吨，中晚

籼稻成交 315 万吨，粳稻自去年 10月暂停拍卖后暂未启动。下周的政策

性稻谷拍卖公告已发，短期粳稻尚未有投放计划，预计投放时间在 4月

末 5月初。

进入 4月份，2020 年产粳稻旺季收购工作圆满结束，托市收购量同

比大幅下滑，托市收购为辅、市场化收购为主的稻谷收购市场格局已经

形成。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3月 31 日，黑龙江等 7个主产区累计收

购粳稻 3863 万吨，同比减少 731 万吨，减幅 15.9%；其中最低收购价粳

稻收购量为 570 万吨，同比大幅减少 957 万吨，减幅 62.7%。至此，2020

年产稻谷托市收购季全部结束，最低收购价稻谷收购量降至 2013 年以来

的最低水平。预计 5月份以后，稻米市场的利空因素基本释放完毕，市

场采购信心将被重拾，下游需求或有逐步回升趋势。

福建：目前大米经销商尚有库存，米企收到的订单量较小，随着天

气转暖，大米购销进入传统淡季，预计后期米价将维持稳定。截至 4月

15 日，福州早籼米批发价 3620 元/吨，晚籼米批发价 4150 元/吨，东北

圆粒粳米批发价 4860 元/吨，均与上周持平。

江西：本周大米供应十分充足，交易维持清淡，加工企业开机率仍

偏低，有价无市行情凸显。截至 4月 15 日，陈早籼稻出库价 2570 元/吨，

与上周持平；宜春普通晚籼稻收购价 2800 元/吨、陈晚籼稻出库价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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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南昌晚籼米批发价 3790 元/吨，均持平。

湖南：本周籼稻价格继续稳中下行，大米经销商手中仍掌握大量库

存待消化，预计短期稻米市场保持疲软态势。截至 4月 15 日，益阳陈早

稻出库价 2760 元/吨，较上周下跌 20元/吨；长沙普通晚籼稻收购价 2880

元/吨，下跌 10 元/吨，陈晚籼稻出库价 2820 元/吨，持平；长沙晚籼米

批发价 390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益阳“黄华占”稻谷收购价 2960

元/吨，“黄华占”大米批发价 4760 元/吨，油糠批发价 2660 元/吨，均

下跌 40元/吨。

湖北：受下游大米需求疲软影响，稻谷市场行情仍保持偏弱走势，

大米加工企业采购原粮意愿较低。截至 4月 15 日，荆州普通中晚籼稻收

购价 3000 元/吨，陈晚籼稻出库价 2750 元/吨，均与上周持平；汉川优

质“两优”大米批发价 4300 元/吨，下跌 60～100 元/吨。受企业掺兑需

求增加影响，碎米等副产品价格上行，碎米批发价 3500 元/吨。

安徽：籼稻价格相对平稳，粳稻价格小幅下行。截至 4月 15 日，六

安普通中晚籼稻收购价 2760 元/吨，陈晚籼稻出库价 2620 元/吨，均与

上周持平。巢湖普通粳稻收购价 2980 元/吨，陈粳稻出库价 2640 元/吨，

均下跌 20元/吨。合肥粳米批发价 4260 元/吨，下跌 40 元/吨；芜湖 4260

元/吨，持平。芜湖晚籼米批发价 4160 元/吨，持平。目前省内粳稻轮换

收购任务已经结束，普通粳稻市场基本无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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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粮食交易】（来源：国家粮油信息网）

时间 品种
数量

（万吨）
标的分布（万吨） 备注

4月 23 日（星

期五）

最低收购价

早籼稻
60

2017 年：江西 2、湖南 0.1

2018 年：江西 30、湖南 0.8

2019 年：江西 26、湖南 1.2 以实际

清单为

准最低收购价

中晚籼稻
100

2018 年：安徽 39.5、江西 5、河南 26、

湖北 2、湖南 11、四川 2.7

2019 年：安徽 1、江西 5、河南 6、

湖北 0.8、湖南 1、四川 0.1

【粮油价格】

据中华粮网 4月 23 日最新消息，我省粮食批发价情况如下：

1、福建福州 标一早籼米 3620 元/吨（批发价）

2、福建福州 标一中晚籼米 4150 元/吨（批发价）

3、福建福州 中等早籼稻 3000 元/吨（批发价）

4、福建福州 中等中晚籼稻 3080 元/吨（批发价）

5、福建福州 特一面粉 3300 元/吨（出厂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