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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期】410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前言】

金秋稻谷黄，遍地庆丰收。在这美好的时刻，我们迎来了第 41

个“世界粮食日”，这是全世界粮食人共同的节日。今年世界粮食

日的主题是“行动造就未来。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

好生活。”同时，今年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的活动主题是“发展粮

食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国家粮食政策】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

进一步做好秋粮收购为农服务工作的紧急通知

10 月 23 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秋粮

收购为农服务工作的紧急通知》（国粮电〔2021〕11 号），通知指

出，目前，秋粮丰收已成定局，收购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通

知要求，一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坚决贯彻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要求，强化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统筹做好市场化收购和政

策性收购，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确保秋粮收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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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平稳有序。二是积极做好粮食烘干收储。要着力强化产后服务，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一线，为农户提供科学储粮技术指导和

服务，降低“地趴粮”霉变损失风险。三是持续优化为农服务。督

促收购库点在醒目位置公示收购品种、质量要求和价格标准，必要

时早开门晚收秤，做到随到随收。要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开展

预约收购，四是强化市场监测预警和预期引导。随时调度和了解掌

握收购情况，要定期发布收购进度、市场价格等信息，引导农民适

时适价售粮、企业均衡有序收粮。要通过新闻通气会、发布会等多

种形式，宣传解读粮食收购政策，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传

言，稳定市场预期，为秋粮收购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五是维护

良好市场秩序。要严格执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关于做

好 2021 年秋粮收购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国粮办执法〔2021〕266

号）等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粮食购销领域专项整治和全国粮食流

通“亮剑 2021”专项执法行动，积极适应收购市场的形势变化，突

出抓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的监督检查。要全面推行“双随机、

一公开”检查，加大“四不两直”执法和“飞行检查”力度，充分

发挥“12325”粮食监管热线作用。

【协会动态】

会员风采｜同心抗疫----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在行动（三）

当前，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民以食为

天，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做好粮油市场供

应，全力保障粮食市场稳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涌现出一大批优

秀的会员企业，体现了泉州粮食人的责任与担当。

市粮食行业协会轮值会长、福建顺成面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叶超鹏主动提供公司场所做为晋江经济开发区核酸采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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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先后为一线工作人员捐赠医用口罩 19000 个，医用防疫服 120 套，

矿泉水 60 箱，手工馒头 36 袋，为一线防疫工作添砖加瓦。

市粮食行业协会监事长、福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南安直属

库主任卓成加，认真贯彻落实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主动配合相关部

门在本公司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并发布《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落实车辆及人员进入库区“测温、验码、戴口罩、一

米线”等防控措施；组织党员干部、青年志愿者协助当地开展疫情

宣传和防控工作；加强本库储备粮库存及代储单位应急大米的粮食

安全检查及出入库现场安全巡查；全员加班加点保障粮食出入库作

业，9月 11 日以来调入粮食约 2000 吨，调出约 3000 吨，为疫情防

控和粮食保供稳价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南安市粮食购销公司董事长戴泽阳，

积极落实疫情响应机制，立即成立应急粮油巡查小组，每天对应急

粮油储备网点数量及粮食市场情况进行现场核实；通过拉横幅、贴

通告等形式传递粮油库存供应充足的正面宣传，维护本地区粮食市

场稳定；同时，加强与南安市物流协会等单位的沟通协作，帮助相

关会员向商务、工信等部门办理物流运输“绿色通行码”，保证粮

油、副食品等民生物资的运输渠道畅通。

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晋江直属

库主任王清记，立即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建立健全本单位疫情

防控机制，主动落实全员核酸筛查工作，在员工多人被居家隔离的

情况下，合理安排人员顶岗，确保库区工作稳定有序。公司上下克

服人员少、任务重的实际困难，顺利完成年度轮换小麦 1116 吨、稻

谷 1605 吨的轮出任务，并积极配合做好省级储备粮的检查工作。

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福建省石狮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法人代表王清河，积极主动配合石狮市发改局，不定期到各粮

食应急供应网点、粮食应急加工企业等地，了解粮食物资运输、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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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销售、加工及库存情况，全力保障粮食市场供需稳定。

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益海嘉里（泉州）粮油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雷礼华，于 9月 26 日再次通过金龙鱼慈善公益基金会，

追加捐赠价值 170 万元粮油物资，支援给厦门市同安区疫情封控区

的受困群众，帮助大家安心过节。

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泉州市丰泽三联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建设，市粮食行业协会理事、泉州康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汉

泉，市粮食行业协会理事、泉州市丰泽区鑫轩粮油加工厂总经理吴

靖立即召开公司内部专题会议，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制定疫情防控

以及粮油保供稳价方案，放弃节假日时间，保持 24 小时生产配送，

并与省外长期合作的粮食生产加工企业积极洽谈，加大粮油调入充

实库存量，不惜售，不限购，不短斤少两，确保粮油价格稳定。市

粮食行业协会监事、五常市大洋粮油有限公司福建办事处经理王国

财，为确保粮食市场供应稳定、坚持不涨价，同时从 9月 17 日至 23

日从黑龙江五常市调运 23 汽车计 828 吨粮食充实库存保质保量，确

保粮食库存安全。

市粮食行业协会理事、泉州市鲤城粮油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贺

朝阳进一步加强应急粮油监管，与代储企业保持全天候信息沟通，

密切关注粮油市场动态，公司领导组织相关人员对金穗米业、福海

粮油、康泉食品所承储的政策性应急粮油进行了第一轮的全面实地

检查，并积极配合鲤城区发改局领导与鲤城区文投集团工作人员前

往泉州康泉食品有限公司等代储单位进行突击检查，确保鲤城区的

应急储备粮食数量足额到位，地方应急大米储备库存充足、质量达

标、管理规范，保证政府在需要时调得动、用得上。

市粮食行业协会会员、泉州顺辉粮油有限公司经理杨启顺，在

得知安溪十八小学的学生自发购买爱心大米支援安溪县龙涓乡的善

举后深受感动，便以最低价格供应并提供免费的横幅制作、协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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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车辆，将物资以最快的速度送达龙涓乡目的地。市粮食行业协会

会员、泉州市闽旺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经理陈菜水于 9月 15 日向泉港

区后龙镇捐赠手撕面包 40 箱和口罩 1500 个，捐助疫情一线，为疫

情防控奉献爱心。市粮食行业协会理事、晋江市三禾粮油工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垂伍于 9 月 17 日向晋江安海镇桥头村委会捐款 2000

元，助力当地疫情防控。市粮食行业协会会员、福建省晋航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洪良彬于9月 21日为西园街道一线防控人员送去

150 箱泡面和 100 箱矿泉水，用实际行动向基层一线防控人员表示慰

问和诚挚的敬意。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全体会员同心同德、无私奉献在不同岗

位上，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新的贡献。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世界粮食日】

泉州市举办 2021 年“世界粮食日”暨全国粮食安全

宣传周主会场活动

10 月 16 日，由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泉州市农业农村局、

泉州市教育局、泉州市科学技术局和泉州市妇女联合会主办，泉州

市粮食行业协会、泉州东海泰禾广场协办的泉州市 2021 年世界粮食

日暨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泉州市丰泽区东海泰禾广场

举办，今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行动造就未来。更好生产、更好

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发

展粮食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参加本次活动的领导和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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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政府副市长吕刚，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

主任、泉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廖良结，党组成员、副主任郑

华江，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振荣，泉州市教育局

四级调研员蔡雨霖，泉州市科技局二级主任科员颜唯唯，泉州市妇

联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杨文忠，泉州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总会计师黄冬青，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发改局分管领导及业务

科长，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林建全，副会长兼法人代表蔡

振南，轮值会长叶超鹏，部分副会长、理事、会员及 2021 年被评为

“市级放心粮油经销店”企业负责人，泉州市粮油质量监测站黄彬

彬站长及相关人员，市发改委机关党员志愿者等 80 多人参加。

泉州市政府副市长吕刚在活动上致辞，强调开展世界粮食日和

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的目的意义，进一步唤起人们对粮食安全的重

视，在全社会倡导爱粮节粮的良好风尚，要求全市各级要贯彻和落

实新粮食安全观，确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以实际行动保障全市粮食安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郑华江宣读获得

2021 年“市级放心粮油经销店”称号的 7家企业名单，泉州市粮食

行业协会理事、泉州康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汉泉代表“市级放

心粮油经销店”企业在活动上宣读《粮油质量承诺书》，向社会公

开作出郑重承诺。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林嘉睦代表全市粮食加工企业在活动上宣读“爱粮节粮，

从我做起”倡议书：一是共同做好粮食市场的保供稳市；二是做好

粮食产品的品质管控；三是加大生产技术改造，减少粮食浪费；四

是带头做好爱粮节粮的表率。

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福建省晋江市振盛米业实业有

限公司、泉州市金华油脂食品有限公司、福建顺成面业发展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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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福建省晋江市双桥面粉有限公司、泉州市致远贸易有限公

司、泉州市中源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福建省泉州市锦丰米业有限公

司 8 家粮油企业在活动中设立展位，展示展销我市放心粮油优质产

品，吸引周边居民参加这次活动。泉州市粮油质量监测站在现场设

立咨询点，工作人员耐心为前来咨询的周边居民现场解答粮油质量

相关科普知识。

本次活动由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郑华江

主持。

【十三家联络点报道】

晋江市振盛米业实业有限公司：2021 年 10 月 12 日捐献大米 600 包

价值 10000 元给吕厝村老人协会，分发给全村 60 岁以上老人，为他

们带来浓浓的关怀。

福建省泉州市锦丰米业有限公司：2021年 10月 12日捐献食用油 300

桶给吕厝村老人协会，分发给全村 60 岁以上老人为他们带来浓浓的

关怀。

【市场行情】

2021 年 10 月 22 日粮油早间行情简析

玉米：今日早间玉米价格行情震荡偏强运行。山东工厂到车稍有

减少，报价延续上涨，今日上调幅度在 10-20 元/吨，目前市场购销处

于拉锯状态，一方面受灾减产，外加 20 年玉米价格影响，农户预期较

高，当前只零星销售一些霉变较大的潮粮；另一方面工厂受限电影响，

开机受限，需求减弱。东北地区玉米价格整体平稳，当前收割还未结

束，烘干塔开机很少，市场观望氛围浓厚。北方港口报价上调 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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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二等以上报价在 2500-2520 元/吨，主要受运费上涨支撑。

大豆：今日新季大豆现货价格或将以稳定为主。东北产区齐齐哈

尔克东新季大豆毛粮收购价格为 2.85 元/斤左右。目前产区贸易商库

存都不太多，但近期因中储粮不断拍卖已有很多贸易商已停止收购。

另据贸易商反馈克山附近粮库开始收购新季大豆，收购价格为 2.98

元/斤，水分 13%以内，蛋白 40%以上，净粮。中储粮油脂公司将 25

日下午 14:00进行 2018及 2019年产国产大豆拍卖，拍卖数量为51329

吨，标的分布嫩江、拜泉、哈尔滨、海伦、敦化、大杨树及尼尔基。

建议贸易商结合需求端情况谨慎收购并关注后续中储粮拍卖情况。

水稻：今日国内稻价稳中偏弱运行，新粮市场供应十分充足。东

北产区稻价继续下行的空间有限，主要原因农户惜售心理加重。米企

建库存的意愿不强，仍是维持随用随采的策略。江苏产区天气转好，

利于新作的收割与晾晒，但今年具体要根据质量定价，毕竟天气不佳，

导致部分稻子倒伏质量易发生变化。籼稻价格低位震荡，以丰两优稻

谷为例，主流价格在 1.23-1.28 元/斤不等。国内大米方面，如今天气

气温下降，利于新米出货。今年新米现货报价全线下跌，但运费成本

增加，同时低价米量多，竞争也相对激烈。

小麦：今日国内小麦价格稳中趋弱运行。目前华北粮点主流销售

主价格在 1.3-1.31 元/斤，随着国家小麦的竞拍，使得小麦价格应势

下跌，但由于拍卖的大都是 14-17 年的小麦，面粉厂参与竞拍的意向

偏低。所以部分贸易商依然认为小麦竞拍对小麦后续价格的影响只是

暂时的，对小麦价格依然看涨，近期走货积极性降低。另外由于秋收

期间持续降雨，延误冬小麦的播种，后续冬小麦的产量，要持续关注

天气对当地的影响程度。这也成为贸易商对麦价看涨的主要原因。

面粉：今日国内面粉价格趋稳运行。虽然天气转凉，但市场缺乏

实质性刚性需求，工厂表示经销商提货积极性不高。部分厂家反映，

由于近期原粮价格出现回调，经销商借此向厂家议价，因此短期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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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价格继续上涨动力不足，将以平稳为主。（摘自粮油信息网）

【储备粮轮换信息】(来源：中储粮网公众号）

【粮油价格】

据中华粮网 10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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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 元/吨（批发价）

5、福建福州 特一面粉 3300 元/吨（出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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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周报】（10 月 7 日~10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