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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秋粮收购：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将会同多部门把秋粮收购

和保供稳价统筹抓好抓实。从十二月开始，组织十多个工作组深入主产

区展开服务。在全力抓好市场化秋粮收购和政策性收购的同时，督促指

导各地重点加强庭院储粮技术指导，避免出现霉粮、坏粮，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并根据市场的变化，合理把握政府储备吞吐节奏。目前，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已经批复暂缓部分玉米中央轮入，还将根据需要研究

再暂缓部分大豆轮入。

【国家粮食政策】

农业农村部：10月 27 日，国新办举行“十三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

成就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为

有效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需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供给水平明显提升。

“人才兴储”战略：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教育部、人社部联合印发《关于“人才兴储”的实施意见》，强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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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适应粮食和物资储备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实

施“人才兴储”，持续深化国家储备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

粮食和物资储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

《粮食储备安全管理条例》：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粮食储备安全

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稿要求，未经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批准不

得擅自动用政府储备粮食。国家要建立政府储备规模动态调整机制，统

筹粮食供需形势、调控和应急需要、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政

府储备规模。储备粮食未经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批准不得擅自动用。

【会员动态】

益海嘉里、金华油脂入选中国食用油加工企业 50 强

12 月 8 日，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公示了 2019 年度粮油加工企业“50

强”、“10 强”名单（排名不分先后）；系根据重点粮油企业申报的 2019

年度产品销售收入、产量、产能、利税等指标，由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组

织有关专家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调查结果并按自然排序的原则发布。

入选企业 2019 年产品销售收入达到以下规模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发生

过质量安全问题：

食用植物油（含大豆油、菜籽油、棕榈油等大宗油脂及食用调和油）

加工企业销售收入达到 1亿元以上；

花生油、玉米油加工企业销售收入达到 8000 万元以上；

稻米油、芝麻油、油茶籽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加工企业，销售

收入达到 30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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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粮收购】

2020年秋粮收购顺利开局

随着南方中晚籼稻、华北玉米陆续上市，2020 年秋粮收购由南向北

顺利开局。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 10 月 27 日在此间召

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说，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四分之三，是粮食收购

重中之重。受播种时间、天气等因素影响，今年秋粮大量上市略晚于去

年。当前南方中晚籼稻进入收购旺季，入统企业累计收购 759 万吨。目

前主产区入统企业已收购新产玉米 438 万吨、大豆 6万吨。11 月上旬东

北玉米、大豆、粳稻集中大量上市，收购进度将进一步加快。

秦玉云说，秋粮再获丰收，为收购奠定良好基础。随着新粮陆续上

市，市场粮源逐步增加，秋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系统将统筹抓好秋粮收购和保供稳市工作，确保粮食市场总体稳定。一

是督促各地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抓好市场化收购，强化收购资金、

运力、信息等保障；二是压实中储粮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责任，

发挥政策托底作用，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

据悉，目前秋粮主产区及粮农企业全力投入秋粮收购工作。黑龙江

省克服疫情、台风等不利条件影响，实现粮食丰收；目前省农发行备足

资金 700 亿元，省内商业银行等预计投放市场化收购贷款约 350 亿元，

可以满足收储需要。作为全国疫情管控时间最长的省份，湖北省中晚籼

稻市场价格“高开高走”，恢复性上涨，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

种粮积极性。

今年先期干旱、后期台风，严重影响了吉林玉米生产，增加了农民

成本。针对这一特殊情况，中粮集团积极承担央企责任，中粮贸易吉林

有限公司下属 28家库点主动向吉林东部空白区域延边、蛟河、通化等延

伸服务，目前初步布局 135 家库点，基本覆盖全省，可以保障 7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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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收储规模。（原文来自新华社）

泉州市发改委开展秋粮收购监督检查工作

为抓好秋粮收购工作，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维护粮油市场流通秩序，

11月 24 日，泉州市发改委副主任郑华江带领相关业务科室通过采取“双

随机一公开”“四不两直”的方式开展秋粮收购监督检查工作。

检查组采取现场检查、查阅资料等方式，抽查了德化县粮食收购企

业的收购资格及支付售粮款等情况。通过督查发现，收购企业能够遵守

“五要五不准”收购守则，认真开展秋粮收购；县中心粮库严格执行查

仓保粮制度，实现储粮安全管理，落实库区安全责任。同时，检查组一

行深入基层积极向种粮大户宣传省、市关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和

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等相关政策，确保惠农政策落到实处，提高种粮农民

积极性。

【八闽好粮油】

构建“五优联动”格局

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按照“统一规划、择优遴选、注重绩效、

分步实施”的原则，确定了浦城县、宁化县两县为“中国好粮油”示范

县，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福建旭禾米业有限公司、厦门海嘉面粉

有限公司 3家企业为示范企业。以示范县和示范企业为引领，从“田间

到餐桌”各环节入手，促进产购储加销“五优联动”，加快推动粮食产业

高质量发展。

提倡“优粮优产”，扩大优粮规模。浦城县和宁化县积极开展种植基

地建设和优质粮食订单农业，培育和优选优质品种，推广连片种植，加

强田间统一管理，制定粮食生产过程控制技术规程、建立全程可追溯体

系；示范企业旭禾米业公司建立优质粮油产前产后科技服务平台，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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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种粮、科学管理、科学储粮等，截至目前示范县和示范企业已实现

44万亩优质稻连片种植和规模化经营，在种植环节有力保障了粮油质量。

促进“优粮优购”，提升质量品质。稳步推进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健

全优质粮食价格市场形成机制，进一步形成“优粮优价”导向，示范县

及示范企业根据粮食质量及品质情况，按照“优粮优价”原则进行收购，

切实增加农民收益，调动了农民种植优质粮食积极性，其中浦城县优质

稻收购价超出最低收购价 0.25 元，实现了企业增效益、农户有收益的“双

赢”。

推行“优粮优储”，保证质量安全。积极推行优质粮食分级分品种储

存，广泛推广绿色储粮和智能化储粮新技术，不断提高仓储技术和管理

水平，保证优质粮食的储存品质。

实施“优粮优加”，引导适度加工。示范县及示范企业走“标准引领”

“以质取胜”之路，推广粮油适度加工，发展粮食循环经济，促进粮食

资源高效综合利用，大力开发优质营养健康粮油产品，增加优质粮油产

品的供给。

实现“优粮优销”，拓宽销售渠道。大力推进“互联网+粮食”行动，

积极发展粮食电子商务和新型零售业态，构建经济高效的优质粮食销售

渠道，通过“中国好粮油”专题宣传，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提高好粮油

产品的认知度。

【粮情价格】

中晚稻收购进度缓慢 行情稳中趋弱

近期，东北产区因遭遇强降雪天气，粳米外运受阻，米厂库存较多，

局部价格小幅下跌。目前正值稻谷新粮上市旺季，加之政策性稻谷持续

投放，国内市场供需宽松，预计稻米行情稳中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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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初，国内稻米市场价格以稳为主，局部略有波动。随着新季中

晚稻集中上量，市场供应宽松，限制稻谷价格上行空间。前期籼稻市场

价格上涨过快，部分地区已经暂缓新季中晚籼稻轮入，加上政策性陈稻

每周 160 万吨的投放量，需求和供应均受政策调控，预计后期籼稻价格

将持续稳中偏弱运行。黑龙江启动托市收购，对东北地区粳稻行情起到

一定提振作用，苏皖粳稻市场因农户和贸易商囤粮心理较强，价格高位

坚挺。短期大米需求没有好转迹象，高位行情难以有效长期支撑。

据统计，截至 11月 10 日，湖北、安徽等 14个主产区累计收购中晚

籼稻 1394 万吨，同比减少 152 万吨，减幅 9.8%；黑龙江等 7个主产区累

计收购粳稻 602 万吨，同比减少 26万吨，减幅 4.1%。中晚籼稻和粳稻收

购进度均慢于去年同期水平。

据农业气象预报，本周大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北方地区多雨雪天气，

南方地区持续阴雨，不利于稻谷晾晒及运输，稻谷收购进度或将进一步

放缓。整体看，稻谷市场缺乏有效支撑，价格上涨乏力。

福建：随着政策性中晚籼稻大量投放，米企原粮采购成本下降，新

陈掺兑大米大量上市，大米供需进一步宽松，预计短期米价将保持弱势

平稳。截至 12月 2日，福州地区早籼米批发价 3540 元/吨，晚籼米批发

价 4040 元/吨，均与上周持平；福州地区东北圆粒粳米批发价 4860 元/

吨，上涨 20 元/吨。

目前，全球大米供需形势仍保持宽松局面。国际谷物理事会 12月 1

日发布的报告预测，2020/2021 年度全球大米产量 5.034 亿吨，低于上月

预测的 5.04 亿吨，高于上年度的 4.969 亿吨；期初库存从 1.754 亿吨上

调到 1.758 亿吨；贸易量为 4500 万吨，略低于上月预测的 4520 万吨，

上年度为 4240 万吨；期末库存为 1.784 亿吨，略高于上月预测的 1.781

亿吨，上年度为 1.758 亿吨。

全球大米产大于需，期末库存处于累积增加阶段。在供需宽松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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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下，国际大米出口价格继续保持涨跌互现走势。

由于集装箱运费飙升，泰国大米出口价格上涨，创下两个月来最高

水平。截至 12 月 2 日，泰国破碎率 5%白米 FOB 报价 512 美元/吨，较上

周上涨 16 美元/吨。近期中国和菲律宾大米出口加快，抢占越南大米市

场份额，同时，马来西亚和非洲等市场需求疲软，导致越南大米出口价

格下跌。截至 12 月 2 日，越南破碎率 5%白米 FOB 报价 490 美元/吨，较

上周下跌 15美元/吨。（摘自粮油市场报）

【关注粮油价格】

据中华粮网 12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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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0 元/吨（批发价）

2、福建福州 标一中晚籼米 4040 元/吨（批发价）

3、福建福州 中等早籼稻 2930 元/吨（批发价）

4、福建福州 中等中晚籼稻 3060 元/吨（批发价）

5、福建福州 特一面粉 3280 元/吨（出厂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