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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发展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粮

食产业发展潜力大、韧性足的势头没有改变，在加快建设粮食产业强国、

提升我国粮食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推动我国粮食产业发展迈向全球

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的新征程中仍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泉州市粮食行

业协会在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贯彻落实

习总书记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指

示精神，为构建我市粮食安全体系添砖加瓦、积极奉献。

【国家粮食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赖应辉：减少粮食产后损失 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这一消

息，让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委员、福建省委会副主委，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原局长赖应辉激动不已。去年全国两会期间，赖应辉提交了

关于持续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建设的提案，提出进一步巩固优质粮食工程

成效、培育壮大龙头骨干企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切实有效的建议。3

泉州粮油信息
泉州粮网：www.qzlw.net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编

http://www.qzl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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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

开幕，赖应辉接受新华网访谈。他说，根据有关部门估算，目前全国 1

年的粮食产后损失约有 700 亿斤，相当于近 2 亿人口 1年的口粮，并提

出四项举措减少粮食产后损失：一是加强宣传，让大家认识到粮食产后

损失问题的严重性；二是加强粮食减损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三是加大粮

食仓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力度；四是进一步完善粮食质量标准。

赖应辉表示，提高粮食产量，减少产后损失是他今后要继续关注的

问题。他希望在新的一年，国家越来越强大，能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目标。

【粮食安全】

泉州市迎接省政府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落实情况现场核查工作

3 月中旬，福建省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现场核查第四组组长、省

水利厅二级巡视员郭武带队莅临泉州，开展 2020 年度粮食安全省长责任

制落实情况核查。泉州市政府副市长朱启平代表市政府汇报了我市落实

有关工作情况，核查组以查阅资料、现场询问等方式开展逐项核查。

省核查组充分肯定泉州市落实省政府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取得的成

绩，指出泉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工作，认真贯彻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工作成效显著。

省核查组强调，要提高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政治站位，充分认

识做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工作重要意义，要严格对照国家考核目标任

务，加强指导督导，强弱项补短板，对发现的问题尽快整改到位，再梳

理再完善，做好迎接国家核查的准备工作。

近年来，泉州市发改委发挥泉州市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考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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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作用，牵头协调考核工作组各成员单位，积极推动粮食安全责任制

各项工作落细落实，形成了“责任清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协同配

合”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主动做好与省上沟通对接，加强对县级的督

促指导，立足实际，抓好年度考核任务落实并对 2016 年“首考”以来存

在的问题开展整改“回头看”，全市粮食安全工作基础不断夯实。

省核查组一行还延伸核查了南安市、安溪县人民政府 2020 年度粮食

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落实情况，并前往肖厝港码头、泉州市区中心粮库、

益海嘉里（泉州）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福建省金穗米业发展有限公

司、安溪县中心粮食储备库、安溪村内水库灌区等单位（项目），对粮食

储备、加工、出入境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有关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详细

核查。

福建省发改委党组成员魏明镇带队来泉州调研推动保供稳价工作

为扎实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近日，福建省发改

委党组成员魏明镇带领相关处室工作人员来泉州调研推进保供稳价工

作。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泉港区、洛江区，深入泉州福海粮油工业有限

公司、益海嘉里（泉州）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洛江区河市蔬菜种植

场、鸿发生猪养殖场，向企业经营者了解粮、油、肉、蛋、菜等主要生

活必需品的供销情况、市场价格波动情况等。

今年来，泉州市发改委持续做好保供稳价相关工作，抓好全市价格

监测、及时掌握供销价格动态变化；通过定期发布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

行情，进一步强化引导市场预期；通过开设平价商店、启动价格联动机

制等措施，不断完善价格异常波动应急处置预案。从调研情况看，目前

泉州市粮油储备量足质优，农副产品货源充足、供应稳定，能够满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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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基本需求，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运行平稳、总体可控。魏明镇指

出，要紧盯生产、流通等环节，强化监测力度，认真落实国家、省、市

相关惠民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市民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

各级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监管，督促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

【协会动态】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

召开 2021 年第一次轮值会长办公（扩大）会暨

泉州市“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调研工作座谈会

3 月 24 日下午，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在晋江荣誉大酒店召开 2021 年

第一次轮值会长办公（扩大）会暨泉州市“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

展规划调研工作座谈会。

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郑华江，二级调研员卢

荣奎，相关科室领导，泉州市“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调研

工作专家组郑沫利所长一行，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石狮市、晋江

市、南安市、惠安县、台商投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分管领导、泉州城

建粮油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锦泉，协会会长林书育、执行会长

林建全、第一季度轮值会长蔡振南、叶宗清，第二季度轮值会长赖清泉、

黄金康，监事长卓成加等协会负责人，新入会会员、特邀嘉宾等共 60 多

人参加会议。

一、召开 2021 年第一次轮值会长办公（扩大）会

一是第一季度轮值会长叶宗清做了《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 2021 年第

一季度轮值会长工作总结》的报告，总结 2021 年第一季度轮值会长期间

的主要工作。二是会议表决通过吸收 6 位协会新会员，表决通过增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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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协会理事，表决通过增补蔡永生理事为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三是

第一季度轮值会长蔡振南在会上宣读《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关于建立粮

油企业信息联络点的通知》，福建南安市官桥粮食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

13 家企业为第一批建立信息联络点的会员单位。四是会上举行了轮值会

长锦旗交接仪式。第二季度轮值会长德化县粮食收储中心主任赖清泉在

会上做了积极的发言表态。

二、召开泉州市“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调研工作座谈

会

座谈会氛围十分浓厚，各位领导、专家组与粮食企业负责人积极探

讨，踊跃发言，为泉州市“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献言献策。

首先各县（市、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分管领导及泉州城建粮油运营公

司分管领导按照调研课题的要求，认真分析本辖区的实际情况和所属粮

食行业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协会监事长卓

成加、副会长叶超鹏、副会长戴泽阳、理事黄良义分别就粮食行业发展

现状、粮食应急体系建设、粮食储备体制改革、粮食专业人才培养、国

家粮食标准、粮食进出口贸易、粮食加工企业技术改造、创新企业管理

机制等方面做了深刻剖析，提出了多角度的看法和建议。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林建全发言：第一,整合粮食资源，将

粮食资源集中在晋江、南安，有助于提高竞争力。第二，落实应急体系，

明确区域人口数量和粮食企业数量，把握好应急分配机制。第三，希望

“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中，将粮食行业协会、粮食企业纳

入政府的支持对象。第四，建议要对储备粮轮换机制进行考核。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会长林书育发言：一是通过机制、品种、结构

的互通或者资本互动，寻找共赢方式；二是倡导认真开展学习党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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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多方争取政策支持；四是广泛应用现代农业科技，机械化生产基地，

网络化管理技术；五是将粮食产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大力兴建粮食基

地，把粮食品牌建设、大数据运用、技术改造等串联起来，利用新工具、

新思维，在新时期产生新效益。

专家组郑沫利所长对座谈会的成功举办和会议规格表示赞赏，对大

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一一做了回应，他指出：一是要利用本地港口优势，

强化物流活动的辐射能力，比如泉港、石狮的口岸优势。二是发展粮食

产业链模式，打造从育种到种植、收储、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模式。

三是粮食产业要与绿色农场、观光旅游、培训基地、健康休闲等元素相

结合，促进产业深度融合。四是通过扩大产业规模、增长企业效益、提

高职业收入、增加就业岗位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从而达到解决粮食

专业人才短缺、年龄断层的问题。

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郑华江首先对郑沫利所

长及调研组专家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泉州市“十四五”

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是我市粮食行业未来几年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方

向，我们对这次调研工作引起高度重视。一是泉州市要向千万人口城市

迈进，粮油保供稳价任务更重，确保我市粮食安全意义更大。二是根据

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建设的要求，每个县（区、市）都要有相配套的应急

加工能力。三是加强低温（准低温）储备仓库的建设，目前低温储备仓

库是我市的短板。四是重点完善供应链和应急网点的布局。五是注重粮

油质量检验监测能力的建设，市级检验监测能力有限，各县（区、市）

都要配备相应的检测能力。六是要重视粮食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七是

要找准产业定位，做好产业布局。

会议由孙伍铭秘书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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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台商投资区首个“政府应急大米加工生产线”建设完工

根据泉州市政府关于《粮食及救灾物资储备工作会议纪要》（〔2020〕

70 号）精神，为保障台商投资区粮食安全，完善粮食应急加工生产能力，

2020 年 12 月 20 日，由泉州台商投资区粮油收储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日

产 100 吨大米加工生产线在区级粮库内投入安装建设中。截至 3月 10 日，

“政府应急大米加工生产线”完成安装调试并试产成功，标志着台商投

资区粮食安全应急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强化了台商投资区的粮食安全保

障能力，填补了台商投资区粮食应急加工生产的空白。

【市场行情】

小麦：弱势回稳 底价可能上调

3 月中旬以来，受玉米价格不断下跌的影响，部分地区小麦价格亦跟

随出现调整回落。中华粮网数据中心监测显示，3月 26 日全国主产区小

麦市场交易均价 2506 元/吨，较上周下跌 8元/吨。预计短期小麦价格或

会继续稳中偏弱调整。

近段时间关于拍卖的传闻一直不断，小麦无疑是当下重点。一是北

京分公司辖区小麦拍卖将撤销 17及 19 年标的，只继续拍卖 16年的粮源；

二是山东分公司将停拍中储粮直属库的 19年粮源，非自有库点的继续拍

卖；三是自四月份第一拍开始，临储小麦拍卖底价上调 60 元。这些消息

虽有待考证，但市场关注度很高。

一、麦价阶段调整回落

3月下旬，河北石家庄国标二等新普麦进厂价 2560 元/吨，河北邯郸

2550 元/吨；山东济南进厂价 2550 元/吨，德州 2540 元/吨；河南郑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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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价 2520 元/吨，新乡 2520 元/吨；部分价格周比回落 10—30 元/吨。

近期优质小麦价格继续维持稳定，3月下旬 “郑麦 366”优质小麦

河南郑州收购价 2720 元/吨，新乡 2700 元/吨；“济南 17”优质小麦山

东菏泽收购价 2710 元/吨，潍坊 2720 元/吨；“藁优 2018”优质小麦河

北石家庄收购价 2790 元/吨，衡水 2750 元/吨；周比持平。

二、政策拍卖热度降温，市场交易量价齐跌

3月 23-24 日，国家投放政策性小麦 400.15 万吨，实际成交 103 万

吨，比上期减少 60.27 万吨；成交率 25.75%，较上期下降 14.86 个百分

点；成交均价 2354 元/吨，较上期下跌 2元/吨。

从各年度小麦成交情况看，2014 年-2018 年的小麦成交量均不同程

度下降，19年小麦投放量 905404 吨，成交 513470 吨，较上周增加了 37316

吨，说明市场对质优小麦的需求依然存在刚性。

三、玉米小麦差价仍高 替代优势依然明显

近段时间以来，国内玉米、小麦价格虽双双出现回落，但玉米价格

的下跌幅度远远大于小麦的回落幅度，玉米小麦之间的差价有所缩小，

但整体仍处较高位置。

3月下旬，河北石家庄地区深加工企业 14%水分二等玉米收购价 2960

—3000 元/吨，山东滨州地区收购价 3020—3060 元/吨，河南鹤壁收购

价为 2960—3000 元/吨，部分地区小幅回 10—20 元/吨，月环比下跌 20

—60 元/吨，但比上年同期仍上涨 1000—1100 元/吨。即使近来玉米价格

下跌二者比价有所缩小，目前华北地区玉米小麦差价仍在 360—440 元/

吨，依然处于高位水平。

市场预计，近来玉米价格高位回落，属于前期过高上涨的理性回调，

短期受各种利空预期影响，价格或仍将继续弱势震荡，但预计跌幅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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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由于玉米小麦之间差价较大，短期内抹平其差价并不现实，二者

或会积极寻找新的共融区间。有饲料企业表示，当小麦价格高于玉米 150

元/吨时就已经存在替代优势，按照目前的价差，小麦在饲用领域替代玉

米的优势仍十分突出，预计在能量饲料中小麦替代玉米的比例和使用范

围或仍会进一步扩大。（摘自中华粮网）

【政策性粮食交易】（来源：国家粮油信息网）

（2021 年 3 月 30 日-3 月 31 日）

时间 品种
数量
（万吨） 标的分布（万吨） 备注

3 月 30 日
（星期二）

最低收购
价小麦

230

2014 年：河南 17
2015 年：河南 35
2016 年：河南 175
2017 年：河南 2.5
2019 年：河南 0.5

以实
际清
单为
准

3 月 31 日
（星期三）

最低收购
价小麦

167.5

2014 年：安徽 1.5
2016 年：河北 8、江苏 1、安徽 1
2017 年：河北 4、江苏 6.6、

安徽 42.5
2018 年：江苏 9
2019 年：河北 18、江苏 43.4、

安徽 25、山东 10

国家临时
存储小麦

2.5
2014 年：新疆 0.9
2015 年：新疆 1
2016 年：新疆 0.6

【粮油价格】

据中华粮网 3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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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