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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前言】

储为国计，备为民生，粮安天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粮食市场形

势，我国全面加强粮食储备体系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储备安全。目

前，我国主要是以战略储备和托市收储为主要构成的政策性粮食储

备体系，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农民种粮收入和稳定粮食

市场的功能。

【粮食政策】

解读《泉州市“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

2021 年 10 月 27 日泉州市人民政府印发《泉州市“十四五”粮食和

物资储备发展规划的通知》（泉政办﹝2021﹞46 号）文件，对泉州市粮

食和物资储备“十四五”发展的具体目标、重点任务、重点项目等作进

一步明确和细化。

该《规划》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以推进粮食和物资储

备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

动力，进一步完善安全的收储供应体系、逐步构建绿色智能的仓储物流

体系、加快现代特色的粮食产业体系发展、初步建成高效协同的物资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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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体系、基本形成互通共享的信息网络体系，坚决扛稳粮食和物资储备

安全责任。

该《规划》聚焦保障粮食安全和高质量发展主题，清晰明确地提出

“十四五”我市粮食安全和物资储备的 7项重点任务。一是建设稳定安

全的收储供应体系。二是建设绿色智能的仓储物流体系。三是建设现代

特色的粮食产业体系。四是建设高效协同的物资储备体系。五是建设互

通共享的信息网络体系。六是提高粮食和物资依法监管能力。七是强化

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支撑。

该《规划》围绕重点任务的落实，对全市“十四五”期间 25个具体

建设项目进行了梳理。一是应急保障工程 7 个重点项目。二是生态粮库

工程 6 个重点项目。三是高效物流工程 2个重点项目。四是物资保障工

程 3个重点项目。五是优质粮食工程 7个重点项目。六是科技兴粮工程。

七是信息化工程。

同时，市发改委还主动对接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相关规划，目前

已有 2 个项目纳入省级规划，一是泉州市救灾物资储备库项目，该项目

经市政府同意，在市区中心粮库二期用地，建设 3个救灾物资储备库房

及智能化管理配套设施，建筑面积约 3000 平方米，用地 40 亩，预计投

资约 3800 万元。二是泉州市应急保障中心项目建设，该项目拟由城建集

团供应链公司承建，建设 2 万吨低温成品粮库、日加工能力 200 吨的应

急大米加工生产线以及市级应急保障中心的配套设施，预计投资约 2亿

元。

【协会动态】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召开

2021 年第四次轮值会长办公（扩大）会议

11 月 24 日下午，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 2021 年第四次轮值会长办公

（扩大）会议在晋江市粮食储备库二楼会议室召开。

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郑华江，晋江市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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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局副主任许星炜，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与物资储备管理科

科长李永红、营商环境与信用建设科科长余菁，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会

长林书育、执行会长林建全、副会长蔡振南，第三季度轮值会长陈国龙、

叶超鹏，协会监事长卓成加、秘书长孙伍铭以及部分协会副会长、理事、

监事、新入会会员、特邀嘉宾等共 50多人参加会议。

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郑华江在会上发表讲话：

一是充分肯定第三季度轮值期间在疫情防控、参政议政等方面付出的努

力，取得的优异成绩；二是充分肯定本次轮值会长会议举办得非常成功，

会议安排的内容丰富且意义深刻，特别是安排《企业信用修复》和《泉

州市“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的解读，对粮食行业的未来

发展具有很大的帮助；三是充分肯定粮食行业有这一支特别能吃苦、能

战斗、有担当的企业队伍，2021 年剩下一个多月，希望全体会员企业再

接再厉做最后的冲刺，为确保我市粮食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副主任许星炜在会上发表讲话，许星炜副主任

首先代表晋江市发改局对与会领导、嘉宾和全体成员表示欢迎和感谢，

对本次轮值期间协会组织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表达赞扬，高度评价了协会

在保供稳价、行业管理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其次，他表示晋江市发

改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行业协会的各项工作，引导会员企业依法经营；

最后，他向协会以及全体成员献上友好的祝愿，希望协会继续努力，取

得更大的成绩。

协会会长、福建南安市官桥粮食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书育

在会上发言：一是代表协会向郑华江副主任、许星炜副主任对协会工作

的支持表示感谢；二是向与会成员分享近期市场行情波动的一些资讯；

三是对卓成加监事长代表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当选第十四届南安市政协

委员表示祝贺，并希望协会成员中可以有更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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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粮食人在参政议政方面更好的献言献策；四是希望可以由政府率

团，组织协会成员多到外地产销区进行学习，积极开展新一轮的合作机

制。

协会执行会长、福建泉州金穗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建全在会上发

言，他指出：今年是百年未遇的大变局，粮油市场行情变化更加复杂，

作为粮食经营者要引起重视；二是今年 9月份我省莆田市、厦门市、泉

州市、漳州市部分区域发现新冠疫情，协会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内外联

动、上下配合政府部门稳定粮食市场，保证粮食库存充裕；三是近期国

家政策变化快、极端天气出现频繁，作为粮食工作者，要有居安思危的

理念，要加强学习，与时俱进，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在会上，协会第三季度轮值会长、晋江市瑞谷粮食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国龙做了《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 2021 年第三季度轮值会长工作总

结》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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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第四季度轮值会长做了表态发言。

这次会议的氛围十分浓厚，各位领导、与会企业负责人积极探讨，

踊跃发言。协会第三季度轮值会长叶超鹏，副会长蔡振南、叶宗清、监

事长卓成加等领导分别就当前小麦市场分析、企业技术改造、粮食企业

同心抗疫事迹、粮食人参政议政工作体会等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与交流，

提出了多角度的看法和建议.

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与物资储备管理科李永红科长对《泉

州市“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做了详细的政策解读，营商

环境与信用建设科余菁科长对企业信用修复做了详尽的介绍，大家受益

匪浅。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吸收 3位新会员，不断壮大协会队伍，



第 5 页 共 9 页

扩大协会的影响力。

会上举行 2021 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轮值会长锦旗交接仪式。第四

季度轮值会长是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林嘉睦和福

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南安直属库主任卓成加。

会议由孙伍铭秘书长主持。

【会员品牌建设】

泉州粮食行业协会会员企业品牌建设硕果累累

10 月 29 日，按照《全国性放心粮油示范企业认定监管办法》和《全

国性放心粮油示范仓储（物流）企业认定监管办法（试行）》相关规定，

经企业自愿申报和各省级粮食行业协会、有关企业集团审核推荐，并经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组织专家认证，福建省共 14家企业入围“全国第十批

放心粮油示范企业认证名单”，其中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有 4 家会员企

业入围名单，分别是福建省泉州市锦丰米业有限公司、福建顺成面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惠香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晋江市金井镇金谷粮

油经营部。

10 月 29 日，根据《关于进行 2020 年度重点粮油企业和各省粮油加

工业专项调查的通知》（中粮协〔2021〕2 号）和专项调查结果，经中国

粮食行业协会组织专家审核认定，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公布《2020 年度粮

油加工企业“50强”、“10 强”名单》，其中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有 2

家会员企业成功入围名单，分别是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入围大

米加工企业“50强”、泉州市华圣食品有限公司入围小麦粉加工企业“50

强”。

11 月 25 日，根据《福建省粮食行业协会关于开展 2021 年“福建好

粮油”产品遴选工作的通知》（闽粮协〔2021〕13 号）和《“福建好粮

油”产品遴选及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经企业申报、各设区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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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行业协会审核、遴选专家组评审认定，福建省粮食行业协会公布《2021

年“福建好粮油”产品名单》，其中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有 5 家会员企

业共 6个产品成功入围名单，分别是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的“泰

象玉米香 5kg”、晋江金谷粮油有限公司的“康福和生态稻花香五常大米

5kg”及“康福和花生油 2.5L”、福建顺成面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888#

拉面用小麦粉 25kg”、益海嘉里（泉州）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的“香

满园超级特精小麦粉 25kg”、泉州福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的“胡姬花古

法小榨花生油 5L”。

11 月 25 日，根据《福建省省级大米应急加工重点企业管理办法》（闽

粮仓〔2021〕121 号）和《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推荐申报省级大

米应急加工重点企业的通知》（闽粮仓〔2021〕131 号）相关规定，经企

业自愿申报、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初审推荐，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业务处室审核、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第

一批福建省省级大米应急加工重点企业名单》，其中泉州市粮食行业协

会有 5家会员企业入围名单，分别是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泉

州福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福建省晋江市振盛米业实业有限公司、褔建

省泉州市锦丰米业有限公司、福建省南安市官桥东街米厂。

【十三家联络点信息报道】

泉州市华圣食品有限公司：公司面粉码垛机器人技改项目总投

资 208 万元，于 11 月 15 日正式投产。该项目可 24 小时连续运转，

日处理各类型专用面粉 500 吨，降低成品入仓前破损率，整套系统

高度智能化、自动化，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用工成本约 50 万元/

年，为将来更多产品开发及生产模式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泉州福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11 月 2 日，泉州市总工会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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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副主席陈坤生到泉州福海粮油公司调研，指导共享职工之家建设

情况，为泉州福海粮油公司工会副主席林伟娥颁发“全国优秀工会工

作者”荣誉证书，泉港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林瑞群、副主

席陈惠锋等陪同。

【市场行情】

降雪不及“预期” 玉米上市规模进一步扩大

上周末，东北三省一区连发降雪预警，黑龙江省更是连发大雪、暴雪

预警，哈尔滨市连夜发布一系列应对措施。正是出于对此轮降雪的担忧，

在此轮降雪之前，处于上量阶段的新季玉米价格下降势头戛然而止。产区

部分终端开始上调收购价格，以规避暴雪过后上量难度加大所带来的风险。

然而，这场年内第二轮大雪用“雷声大雨点小”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其

对玉米市场，包括粮食的保存以及物流运输等方面的影响，与之前一轮暴

雪天气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一、物流运输畅通，上市预期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作为产区粮源主要出口港之一的辽宁锦州港，近期到

货量持续维持高位，从 11 月 19 日至今，锦州港到车数量持续在 500 台以

上，全天到货量普遍超过 3万吨，甚至达到 4万吨的高位水平。虽然目前

价格仍在高位区间运行，但伴随着上市规模持续扩大，部分企业已经开始

下调收购价，回调幅度在 10～20 元/吨不等。目前预期东北地区平均气温

较往年同期相对偏高，加之基层粮源存储难度相对较大，在物流进一步畅

通的支持下，上市规模存在进一步增长的预期。

二、平均气温偏高，脱粒难度加大

从今年秋收玉米的实际收获及上量情况来看，此轮降雪过后，玉米上

市规模大概率进一步扩大。从目前开始计算，至明年春节前留给基层售粮

的时间仅剩下 2个多月，按照基层传统的售粮习惯，春节前售粮进度要达

到四至五成。

从东北产区来看，春节前售粮总量就将达到 5000 万吨～6000 万吨，

结合目前东北产区整体售粮进度仅为一成左右的现状，在未来 2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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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基层售粮总量或将高达 4000 万吨～4500 万吨。

目前产区平均气温相对较高，售粮的迫切性显而易见。且从粮农收益

的角度来看，以目前现货市场价格倒推到基层粮农售粮价格，多数粮农的

种植收益均能保证在 6000 元/垧以上，部分地区能够达到 10000 元/垧。

回顾历史，这样的种植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当前市场所呈现出来的

惜售，更多是天气原因导致收获推迟、气温偏高导致脱粒难度加大所致，

未来随着行情企稳且逐步下降，籽粒玉米的上市进度必将大幅增长。

综合分析，虽然受天气、物流以及疫情等多方因素影响，2021 年新季

玉米上市进度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新季玉米“卖压”后移已成定局。在此

大丰收的年景之下，春节前留给两大产区，尤其是东北产区基层售粮的时

间越来越短，现货市场压力也将逐步凸显。（原文刊登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粮油市场报三版）

【储备粮轮换信息】(来源：中储粮网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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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价格】

据中华粮网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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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 元/吨（批发价）

4、福建福州 中等中晚籼稻 2820 元/吨（批发价）

5、福建福州 特一面粉 3500 元/吨（出厂价）

【福建省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周报】（11 月 17 日~1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