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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粮食，正成为全球博弈的战略武器。今年以来，全球粮食价格

大幅上涨，涨幅达 40%以上。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12 月份全球

谷物价格达到 2011 年 6 月以来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比上涨 27.3%。

在此背景下，全球粮食供应链脆弱性凸显，多国纷纷捂紧粮袋

子，收紧粮食出口政策，而依靠粮食进口的国家则加大粮食储备，

粮食价格波动，全球粮食供应秩序面临挑战。

【国家粮食政策】

国家七大规划布局！事关农业农村重大战略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

出了未来五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思路目标和重点任务。《规划》聚

焦七个方面重点任务，明确“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聚焦七个

方面重点任务，即“三个提升、三个建设、一个衔接”。

第一个“提升”，即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第二个

“提升”，即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第三个“提升”，即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第一个“建设”，即建设宜居宜业乡村。第二

个“建设”，即建设绿色美丽乡村。第三个“建设”，即建设文明和谐

乡村。最后是聚焦“一个衔接”，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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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这次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把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

基础，进行了专题部署，体现了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的战略地位。《规划》

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任

务，专列一章进行系统安排，要稳定面积、提高单产、提升品质，巩固

提升粮食产能。概括起来讲，就是“三个两”。

第一，抓住“两个要害”。一个是，抓紧抓实耕地这个命根子。另

一个是，抓紧抓实种子这个农业的芯片。

第二，调动“两个积极性”。一是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还有一

个是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另一个是，建立辅之以义的机制，就

是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推进“两个创新”。一个是，推进经营服务创新。另一个是，推进

农业机具创制创新。（来源：中国网，中华粮网综合整理）

【协会动态】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组团参观“晋江经验馆”

12 月 14 日上午，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第四季度轮值会长、福建省储

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南安直属库主任卓成加、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林嘉睦，副会长、福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晋江直属库主

任王清记等一行人来到晋江市展馆一楼“晋江经验馆”展厅，亲身感受晋

江的发展变化和改革成果，深刻体会“晋江经验”的丰富内涵，用党的实

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在展厅讲解员的陪同下，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一行人参观学习“历史

背景”--“经验提出”--“践行发展”--“大美晋江”--“传承创新”等

展区，沉浸在“晋江经验”的美好画卷中。大家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6

年 7 次到晋江开展调研的故事和当年下企业、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问

计于民的事迹，全面了解晋江从“高产穷县”到全国县域经济五强的不平

凡的改革发展历程。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激励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大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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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切身感悟初心使命，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要不断汲取“晋江经验”丰富

的内涵，立足本职、勇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泉州市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

献。

活动结束后，由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第四季度轮值会长卓成加、林嘉

睦，组织此次活动一行人来到福建顺成面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副总经

理叶超鹏交流原粮价格波动对市场和供给带来的影响，探讨粮食产业链发

展愿景。多家副会长单位达成共识，要进一步加深合作领域，为粮油市场

保供稳价和保障我市粮食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走访慰问送温暖，扶贫助困暖人心

12 月 15 日下午，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第四季度轮值会长、福建泉州

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林嘉睦、福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南

安直属库主任卓成加,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晋江市振盛米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蔡振南一行人前往南安市官桥镇九溪村开展走访慰问爱心主题活动，

并向九溪村 10家贫困户每家赠送 4袋大米和 1箱米粉,总价值 3000 多元。

官桥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陈雅丽，九溪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沈钦宁、

副主任沈实践，福建省储备粮南安直属库办公室主任黄栋梁、协会理事黄

良义、协会监事王国财等领导参加了这次慰问活动。

九溪村位于南安市官桥镇西隅，是一个革命老区基点村，交通地理偏

僻，工业化水平落后，村民收入普遍较低，生活十分艰难。

在官桥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陈雅丽,九溪村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沈钦

宁、副主任沈实践的陪同下，慰问人员一行人先后慰问了村里 10家贫困户，

每到一户都要驻足详谈，仔细了解其家庭现状、收入情况和今后打算，并

代表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关心慰问他们。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第四季度轮值会长、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林嘉睦、福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南安直属库主任卓成

加在慰问过程交谈中鼓励他们要面对现实，坚强地生活，要有克服困难的

勇气和信心，同时也相信会有更多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一

起来伸出温暖之手，不断改善大家的生活条件，相信大家的明天的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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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好。

开展走访慰问爱心捐助活动，不仅送去物资以解贫困户的燃眉之急，

更重要的是送去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让大家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鼓励他们自强不息，争取早日摆脱贫困。

【粮食安全】

安溪县：推行“四查” 盯紧看牢代储成品粮

为真实掌握成品粮储备情况，确保应急状态下成品粮调得出、用得上，

泉州市发改委（市粮储局）敦促各县（市、区）严格落实成品粮监管。安

溪县发改局（粮储局）根据相关供应保障要求，在疫情防控及专项整治行

动期间，推行“四查”机制，实现应急储备成品粮专项监督检查全覆盖、

零死角。

每日监控查。县粮储公司通过网络监控平台连接 4家代储点监控设备，

每日调取代储成品粮监控视频，通过手机随时掌握储备、轮换情况。

每周主体查。县粮储公司每周不定期到代储点检查，通过查实物、看

台账等形式，确保代储成品粮数量真实、账账、帐实相符，切实履行企业

主体监管职责。

每半月主管部门查。县发改局每半月到县粮储公司监督检查企业履行

主体责任情况，并随机对代储点成品粮储存安全状况进行查验，进一步压

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

每月联合执法查。县发改局创新执法监督联动检查工作机制，组织市

场监管、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每月联动开展执法检查，检查范围涵盖代

储成品粮的数量、质量、轮换，以及安全生产、餐桌污染治理等，有效提

升监管工作水平。

通过代储成品粮的“四查”监督机制，完善预警机制，提高监测频率，

强化监管力度，多部门联动形成合力，确保代储成品粮数量真实、质量良

好、管理规范。（来源：泉州市发改委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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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献爱心送温暖，金穗米业在行动

10 月 29 日下午，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福建泉州市金穗米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建全参加“爱心善举.情暖童心”慰问活动，与多位

企业家齐聚南安市特殊教育学校，捐赠一批粮油食品，为特殊儿童献出

一片温暖的爱心。

凛冽的寒风挡不住送关怀的脚步，深冬的严寒冷却不了一颗送温暖

的心。捐赠仪式上，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捐赠大米一批；福建

华仁油脂有限公司捐赠食用油一批；泉州贝夫食品有限公司捐赠蛋糕一

批。

长期以来，有多家企业一直非常重视特殊儿童的爱心捐助活动，积

极帮忙落实特殊儿童相关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特殊儿童的实际

问题，不让一名学生掉队。每一朵花都应该热情盛开，每一棵幼苗都应

该被甘霖灌溉。本次爱心捐赠活动，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精神

上的鼓舞，希望学生们热爱生活，让生命焕发精彩。

11月 10 日上午，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福建泉州市金穗米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建全等一行人来到官桥镇五峰中学，为五峰中学师

生送去助学奖励金 5000 元及一批粮油食品。捐赠仪式上，林建全执行会

长鼓励同学们珍惜当下美好时光，认真学习，自律自强，努力成长为一

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献爱心、送温暖，金穗米业不断用实际行动传递着社会正能量，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落到实处。

【十三家联络点报道】

泉州·中国粮食城深耕生态牧心谷，开启康养新生活

泉州·中国粮食城遵循“一家人的牧心谷，生命健康加油站”的理念，

在泰宁投资建设牧心谷项目，用地面积 3800 亩，总投资约 17.9 亿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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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计划投资 6亿元，建设康养城大门、农业公园、牧场饲养、大地花海、

农业中草药大棚，牧项目内部道路、管网排洪建设、环湖森林步道、入口

景观广场、旅游接待中心、交流培训中心、接诊及会诊中心、牧心谷商业

中心街、牧心谷文旅住宅配套，现已启动前期的策划以及控规设计；二期

计划投资 4.9 亿元，建设综合服务楼、水秀非遗剧场、“听见森音”森林

音乐厅、十里山舍（民宿）等；三期计划投资 7亿元，建设泉商企业总部、

非遗水街、养心书院、研学基地、休闲运动文化园、康养主题酒店等。

【市场行情】

面粉消费不旺 麦价高位震荡

随着双节临近，下游经销商面粉备货需求将有所上升，但由于前期居

民面粉阶段性集中采购透支后市需求，且近年来面粉销售“旺季不旺”特

征明显，预计春节前开工率上调幅度有限。

一、补库需求增加 推动普麦价涨

12 月 15 日，河北国标二等小麦进厂价为 2870～2880 元/吨，山东

2860～2870 元/吨，河南 2860～2870 元/吨，江苏 2830～2840 元/吨，安

徽 2850 元/吨，周环比均上涨 10～30 元/吨，月环比上涨 30～50 元/吨。

当前，普通小麦价格较上市初期上涨 250～410 元/吨，贸易商小麦出货积

极性较前期有所提升，面粉企业普遍反映，当前小麦的收购量可满足现有

加工所需。

当前，小型面粉企业小麦库存天数为 8～11 天，大中型面粉厂 15～22

天，整体平稳。距离春节还有 1个多月的时间，面粉企业对小麦有一定补

库需求，但多以随用随采为主。目前市场主体较为关注政策性小麦拍卖情

况，且临近春节，持粮主体有一定回笼资金的需求，市场博弈心态较强，

预计元旦前小麦价格上涨空间不大。

二、优质麦价走高 面粉稳中偏弱

近日，优质小麦价格追随普通小麦走势，也有所上涨。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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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庄“藁优 2018”收购价 2970 元/吨，河北衡水 2960 元/吨，河南

新乡 2980 元/吨，山东菏泽 2980 元/吨；河南郑州“郑麦 366”收购价 2980

元/吨，新乡 2960 元/吨；山东菏泽“济南 17”收购价 2930 元/吨，潍坊

2920 元/吨，周环比均上涨 10～60 元/吨，月环比均上涨 70～110 元/吨。

预计随着双节来临，面粉消费将有所好转，但在渠道库存未完全消化

的情况下，下游经销商观望心理较强，预计面粉价格在节前上涨空间有限。

三、企业开工率低 麸皮价格上行

12 月 15 日，河北石家庄麸皮出厂价 2060 元/吨，山东济南 2050 元/

吨，河南郑州 2040 元/吨，周环比上涨 20～30 元/吨；江苏徐州 2040 元/

吨，安徽宿州 2050 元/吨，均持平。近日小麦进厂价格偏强运行，但面粉

销售清淡，价格支撑不足，面粉企业利润空间压缩，挺价麸皮心态较强，

华北地区麸皮价格小幅上涨。后期随着双节来临，预计下游面粉消费将回

暖，企业开工情况有所好转，麸皮产出数量增加，价格上涨空间有限，将

呈稳中偏弱走势。（摘于粮油市场报）

【储备粮轮换信息】(来源：中储粮网公众号）



第 8 页 共 8 页

【粮油价格】

据中华粮网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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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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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12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