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CONTENTS

主  办   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河南省粮食交易物流市场

主  编   李刚  张素霞

副主编   张志敏  卢  欢  

编  辑   刘  敏  焦善伟  王  喆  

电  话   0371-65683518

         0371-69156787

传  真   0371-69156777

网  址   www.ygrain.com

邮  箱   hnwlsc@126.com

地  址   郑州市黄河路 11 号

交易部

电  话  0371-69156789

        0371-69156791

传  真  0371-69156792

结算部

电  话  0371-69156785

传  真  0371-69156792

粮食市场信息
（月刊）

2020 年第 12 期

（总第 98 期）

2020 年 12 月 31 日出版

新闻消息

市场分析

小麦

稻米

玉米

大豆

聚焦热点

2020 年 6 粳稻主产省份新收获粳稻质量安全监测报告

2020 年东北地区部分省份新收获大豆质量调查报告

政策法规

粮食储备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附件 

12 月国家政策性粮食交易成交情况

2020 年国家政策性粮食交易成交情况

河南政策性小麦 2019-2020 年专场交易成交量变化曲线图

河南政策性小麦 2019-2020 年专场交易成交均价变化曲线图

河南政策性小麦 2019-2020 年专场成交数据统计表

国内部分地区原粮市场价格统计表

国内主要城市粮油市场价格统计表



新闻消息

1 粮食市场信息

习近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重中之重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2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

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全党务必

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习近平指出，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

产年年要抓紧。要严防死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采取长

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建设高

标准农田，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要把黑土地

保护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把黑土地用好养好。要坚持农

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和加强种粮农民补贴，提升

收储调控能力，坚持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扩大完全成

本和收入保险范围。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

全的政治责任，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负责，

书记也要负责。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要继

续抓好生猪生产恢复，促进产业稳定发展。要支持企业

走出去。要坚持不懈制止餐饮浪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 月 16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 2020 年经济工作，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 2021 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在

讲话中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

会议确定了明年要抓好的八项重点工作任务。其中关于

关于粮食安全提出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会议认为

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尊重

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

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要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要建设国家粮食

安全产业带，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要提高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

供给保障能力。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七连丰”

国家统计局 12 月 10 日对外公布了今年全国粮食

生产数据显示，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七连丰”：2020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390亿斤，比上年增加113亿斤，

产量连续 6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据悉 2020 年全

国粮食播种面积 17.52 亿亩，比上年增加 1056 万亩，

其中，全国谷物播种面积 14.69 亿亩，全国豆类播种面

积 1.74 亿亩，全国薯类播种面积 1.08 亿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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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发文助力“人才兴储”

12 月 1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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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指出，到

2025年，基本建成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务实、

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一支钻研科学

技术、善于创新创造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一支技艺精

湛、技能高超的技能人才队伍。

2021 年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 1亿亩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要求大力实施高标

准农田建设工程。通知要求 2021 年全国计划新建高标

准农田 1 亿亩、统筹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1500 万亩。通

知指出，2021 年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较往年增加

25%，建设任务艰巨，各地建设任务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各地要进一步优化高标准农田项目布局，优先在永久基

本农田和“两区”实施，集中力量加快小麦、稻谷生产

功能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口粮绝对安全保障水平。

河南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

12 月 14 日，河南省政府召开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专题研究 2020 年度粮食安全责任

制考核工作。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

讲话。武国定指出，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

托，不折不扣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各项规定；要切

实履行好部门职责，坚持对标达标，狠抓问题整改，确

保 2020 年度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再创佳绩；要切

实组织好对市县的考核，坚持较真碰硬，突出考核重点，

强化结果应用，牢牢压实市县政府扛稳扛牢粮食安全的

主体责任；要切实落实好明年粮食安全目标任务，加强

耕地保护，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确保储粮安全，做强粮

食产业，提升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健全粮食执法体系，

确保做好粮食安全责任制各项工作。

新粮食储备安全管理条例对外征求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巩固粮食储备

安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成果，全面加强粮食储备安全管

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在深入开展调

研、广泛听取意见、反复修改完善的基础上，起草了《粮

食储备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并于日前对外公

布。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健全粮食储备动用协调机制，

促进中央储备、地方储备与社会责任储备功能互补、协

同高效，共同担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有之责，并且加

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切实压实各方粮食储备安全管理

责任。征求意见稿内容包括总则、计划管理、储存保管、

储备轮换、社会责任储备、储备动用、监督管理、法律

责任、附则，共计九个章节。

张务锋：科学谋划粮食和物资储备改革发展

12 月 4 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务锋在

粮食和物资储备改革发展调研座谈会上指出。要立足发

展新阶段，精准研判“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大

势；着眼新发展格局，深入研究“十四五”国家粮食安

全和战略应急物资储备安全形势；对标新发展理念，大

力推动粮食和物资储备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落实粮食储

备安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任务，认真开展粮食安全省长

责任制考核、中央储备粮管理和中央事权粮食政策执行

情况年度考核，加快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和地方性

保障粮食安全法规立法进程，提高粮食和物资储备治理

能力和水平。要创新强化执法督查，扎实开展战略应急

物资储备大清查，稳妥推进各类物资收储轮换，加快重

点工程项目实施进度，不断巩固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

全、资源安全和应急保障的物质基础。要深入推进优质

粮食工程，因地制宜做好经验推广，突出抓好“三链协

同”，持续推进“五优联动”，充分发挥延伸优化粮食

产业链条、整体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促进乡村振兴、

助力脱贫攻坚等多重效果，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全面提高党建工作水平，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设，持续推进科技和人才兴粮兴储，为“深化改革、转

型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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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概述

虽然有“双旦”这样的节日消费利好拉动，也有玉

米市场大幅波动的利好，但小麦市场在 12 月份的整体

表现却只用“稳”就能概括。节日因素并未给面粉消费

带来多少利好，市场采购仍多以刚性需求为主，企业开

机水平整体不及预期，影响小麦市场需求持续疲软。而

供给方面，每周 400 万吨的政策小麦投放，以及持粮主

体较为积极的出货，使得市场供给形势持续宽松状态。

供需稳外还有另一个稳，那就是政策稳。进入12月份，

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机关先

后发出通知，进一步稳定元旦、春节期间的“米袋子”

供应，其中就多次着重提到将通过合理把握政策性粮销

售节奏来稳物价。稳定的市场形势和市场预期影响市场

双方对后市看法逐渐由乐观转变为谨慎，12 月下旬部

分粉企小幅下调小麦收购价格。

政策粮市场行情

随着“双旦”的到来、春节的临近，市场对粮油价

格的变化愈发敏感，也正是因此，国家对粮油市场的调

控力度愈发强力。如中断的玉米投放，在 12 月份就通

过定向销售等方式开展多次竞价交易，以平抑玉米市场

价格恐慌。小麦市场由于相对稳定，政策性投放规则并

未出现较大调整，整体规模依旧维持 400 万吨。强力的

市场供给有效抑制粮食市场价格投机行为，特别是口粮

市场，小麦、稻谷价格持续稳定使得市场对后市预期变

的保守，用粮企业采购心态亦变得谨慎。

12 月份国家临储小麦周度成交“量价”整体保

持稳中有降态势。监测显示：12 月最低收购价小麦共

投放 2015.53 万吨，成交 302.44 万吨，平均成交率

15.01%，周平均成交 60.49 万吨；相比之下，11 月最

低收购价小麦共投放1603.36万吨，成交448.84万吨，

平均成交率 27.99%，周平均成交 112.21 万吨；上年同

期国家政策性小麦累计投放 1523.59 万吨，实际成交量

31.83 万吨，均成交率 2.09%，周平均成交 7.96 万吨。

11 月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就对外表示过，会

根据市场形势调整投放数量，保障企业原料供应。进入

12 月份后国家以文件的形式对上述表达进行了确认。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联合发布的《关于

做好 2021 年“两节”“两会”期间粮油保供稳市等有

关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维稳将依然是今后一段时

间内国家粮食调控的主基调。国家有关部门将根据大米、

面粉的形势变化，合理把握政策性稻谷和小麦销售节奏，

必要时增加投放数量。文件发出在警告借炒作供给来哄

市 场 分 析
SHI CHANG FEN XI

 小  麦
河南省粮食交易物流市场分析师：王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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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粮食价格行为的同时，也预示后期粮食市场供给整体

宽裕的局面不会有变。

小麦市场信息

1、据中央气象台农业气象报道显示，12 月份我国

全国大部农区日照、气温均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气象

条件利于农业生产。但进入 12 月 28 日后，寒潮天气自

西北向东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并带来大风降温天气，雨雪

范围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江南北部，但其

对冬小麦越冬无明显不利影响。据农业专家表示本次寒

潮天气带来的低温天气能有效抑制麦苗旺长，促进旺苗

转壮苗，利于小麦安全越冬。同时降温能减少病虫基数，

降低春季病虫害暴发风险。据中央气象台农业监测显示

12 月末，西北地区、华北以及黄淮东部冬小麦处于越

冬期，黄淮西部、江淮、江汉和西南地区冬小麦大部处

于分蘖期，云南局地拔节。全国冬小麦一、二类苗占比

分别为 21%、79%，较 11 月末一类苗上涨 1 个百分点，

二类苗持平。中央气象台预计进入 1 月份后冷空气活动

依然频繁，北方冬麦区气温较往年偏低，且在 1 月上中

旬黄淮局地还将有降水过程。针对后期天气情况，中央

气象台给出农业生产建议北方冬麦区要及时查田，针对

尚未越冬的黄淮西部等地适时增施肥料、浇灌越冬水，

促进晚弱苗转化升级。

2、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2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北京举

行。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牢牢把

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要调动农民

种粮积极性，稳定和加强种粮农民补贴，提升收储调控

能力，坚持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扩大完全成本和收入

保险范围。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

责任，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负责，书记也

要负责。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讲话是习总

书记对粮食安全中保粮食生产、保粮食供给、保粮食品

质的具体要求。总书记强调“米袋子”书记也要负责，

这便将粮食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党政同责的高

度。有讲话精神做指导，预计今后政府部门在工作中对

粮食安全重视程度都将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当前春节

临近、疫情防控期间，粮食保供稳价工作也将会更加被

政府所重视，粮食调控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3、12月份，国内小麦市场整体呈供大于求的局面。

政策性小麦维持每周 400 万吨的投放规模，不但满足了

国内制粉企业的生产需求，还给饲料养殖企业吃下了定

心丸。同时，十、十一两月成交的政策性小麦到达出库

验收末期，和年底还贷压力下持粮主体出货力度加大相

叠加，使得市场双方对后市看法逐渐由乐观转变为谨慎。

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下同），截至 12

月 31日，河北石家庄普通小麦进厂均价为2460元 /吨，

较月初下跌 30 元 / 吨；山东济南为 2470 元 / 吨，较月

初下跌 10 元 / 吨；河南郑州为 2520 元 / 吨，较月初下

跌10元/吨；安阳为2480元/吨，较月初下跌20元/吨；

商丘为 2460 元 / 吨，江苏徐州为 2460 元 / 吨，安徽宿

州为 2460 元 / 吨，均与上月持平。

12 月份，“双旦”来临并未对面粉市场购销带来

如预期般的提振，面粉销售依旧偏慢，据市场反应部分

企业前路粉积压严重，为加快销售进度甚至要下调出厂

价格以刺激消费。面粉市场旺季不旺的另一个表现是粉

企开机率的低迷，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监测显示，截

至 12 月 30 日，华北地区面粉企业整体开机率仅达到

49%，较 11 月末仅回升 1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更低了

8 个百分点。不足 50% 开机率这个数字虽有地方环保限

制的因素在，但本质上来说还是面粉购销的锅。受制于

购销低迷，粉企节前对粉价调整亦十分谨慎。数据统计

显示，11 月 30 日，河北石家庄粉厂面粉出厂价为 2900

元/吨，较月初下跌20元/吨；山东济南为2960元/吨，

较月初下跌 20 元 / 吨；河南郑州价格为 3110 元 / 吨，

较月初上涨 20 元 / 吨；安阳为 2680 元 / 吨，较月初下

跌 120 元 / 吨；商丘为 2960 元 / 吨，较月初下跌 70 元

/吨；江苏徐州为3000元/吨，安徽宿州为2900元/吨，

均与月初持平。

5、麸皮市场在 12 月份继续保持强势。终端消费

恢复缓慢，面粉走货不加制约粉企开机率同比偏低，而

与其相对的则是，麸皮需求因生猪生产恢复带来饲用需

求旺盛而走货较好，加之 12 月玉米价格（下接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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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米

市场行情概述

12 月份，国内玉米市场行情总体呈现震荡走高态

势，其中东北港口及南方销区玉米价格继续“冲击”市

场高点。具体来看，前期受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市场风

险预期增强等影响，华北及东北地区分别呈现阶段性震

荡下调行情，但总体价格区间仍高于上月，特别是东北

地区表现较为明显；后期尽管市场博弈心态增强、政策

性玉米拍卖不断，但市场上有效流通粮源不足，用粮企

业及北方港口到货量下降，在企业年前备货积极性提前

的支撑下，本月后期玉米价格再启上涨行情。截至 12

月末，河南焦作深加工企业玉米收购价 2540 元 / 吨，

驻马店地区 2580 元 / 吨，环比均上涨 20 元 / 吨； 南

阳地区 2630 元 / 吨，环比上涨 30 元 / 吨；山东港寿光

地区 2570 元 / 吨，环比上涨 16 元 / 吨；河北秦皇岛地

区 2660 元 / 吨，环比上涨 110 元 / 吨；锦州港主流收

购价 2560-2620 元 / 吨，环比上涨 70-80 元 / 吨；广东

港口散船玉米主流报价 2700-2720 元 / 吨，环比上涨

110 元 / 吨。

政策性玉米交易再启 

为平抑市场价格、增加市场供应，12 月份，国家

通过定向等方式组织开展多次临储玉米竞价交易。从成

交情况看，在东北三省一区组织的四次交易会成交量高、

溢价高，累计投放量约 235.1 万吨，累计成交约 225.6

万吨，平均成交率 95.9%，单场平均成交价最低 2292

元 / 吨、最高达到 2491 元 / 吨，最高溢价超过 200 元

/ 吨。尽管考虑到临储玉米余量非常有限，并不足以弥

补产需缺口，但本轮拍卖通过定向邀标等方式进行精准

投放，特别是以深加工企业为主，加之拍卖价相比于市

场价具有一定优势，有利于对市场的采购囤粮热情起到

一定降温作用。

玉米收购进度加快

国家统计局 12 月份公布了 2020 年全国粮食生产数

据，其中玉米总播种面积约 6.2 亿亩，同比基本持平；

总产量 26067 万吨，同比减 10 万吨。自新季玉米上市

以来，产区农民售粮心态和销售进度一直是行业关注的

焦点。伴随着玉米价格区间的不断上移，南北产区农民

售粮进度呈现出与往年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东北地

区玉米销售进度较快，而稍早收获上市的华北黄淮玉

米出售进度则同比偏慢。其中，截至 2020 年 12 月 20

日，河南省市场化收购玉米累计约 207.8 万吨，同比减

15.6万吨；黑龙江省入统企业累计收购玉米 1415万吨，

同比增加 525 万吨。预计后期随着春节临近，在卖粮变

现需求下产区仍将有一波售粮高峰。

下游需求继续回升 

今年以来，在禽蛋养殖存栏保持较高水平的同时，

国内生猪养殖稳步恢复，月度统计存栏连续增长，带动

饲料加工需求不断回升。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

2020 年 11 月末，能繁母猪存栏超过 4100 万头，环比

增长 3.8%，同比增长 31.2%，已连续 6 个月正增长；生

猪存栏超过 4 亿头，环比增长 4.3%，同比增长 29.8%，

已连续 5 个月正增长；全国规模猪场比年初增加 1.6 万

家，散养户比年初增加 228 万户。国内生猪产能已恢复

到 2017 年底的 90% 以上，恢复成效超出预期，照此趋

势预计 2021 年上半年将完全恢复，后期生猪存栏仍将

保持增长态势；另外，受节日消费带动，以及进口冻品

受到严格检测等，国内禽类需求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养

殖场户补栏积极性也受到一定提振。受此影响，饲料需

求的回升将直接带动饲料加工及玉米消费继续增加。

进口量大幅增加 

12 月份，受南美减产预期、阿根廷罢工、中国需

求前景强劲以及国际原油期货坚挺上涨等影响，国际

市场玉米价格呈上涨态势。根据测算，截至 12 月末，

CBOT3 月合约期价 446.75 美分 / 蒲式耳，较上月末上

涨 11.5 美分 / 蒲式耳；折算到中国口岸完税价 2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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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概述

12 月份以来，受宏观调控力度加大、终端消费需

求不振等影响，稻谷市场购销节奏有所放缓，新稻收购

进度同比整体偏慢，价格稳中略有涨跌。特别是南方中

晚籼稻市场，在国家加大政策性稻谷投放、部分地区暂

缓轮入等引导下，前期表现强势的新稻价格呈现高位

回落企稳运行。据监测，截至 12 月末，全国中晚籼稻

市场均价 2834 元 / 吨，月环比上涨 1.11%，同比上涨

11.35%；粳稻均价 2844 元 / 吨，月环比上涨 0.92%，

同比上涨 6.92%。

新稻收购市场情况 

12 月份正处于 2020 年产中晚稻收购高峰期，因新

稻上市以来收购价格大多高于托市收购底价以上运行，

托市收购预案启动的范围较小，市场化收购所占的比重

较大；同时，因政策性陈稻拍卖持续进行、下游消费较

为疲软等影响，加工企业大多采取边收购边加工策略，

使得中晚稻收购进度相比去年同期呈偏慢态势。据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截至 12 月 10 日，湖北、安徽

等 14 个主产区累计收购中晚籼稻 2010 万吨，同比减少

377万吨；黑龙江等7个主产区累计收购粳稻1767万吨，

同比增加2万吨，其中，最低收购价累计收购28万吨。

另据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截至 12 月 20 日，

河南省市场化收购中晚稻 85.3 万吨，同比减少 33.4 万

吨。

政策性粮交易情况

为保证市场供应、稳定市场价格，在新季中晚稻集

中上市期，国家继续保持每周 160 万吨的政策性稻谷拍

卖，主要品种为早籼稻和中晚籼稻。尽管投放的政策性

稻谷为拍卖底价相对较高的 2017-2019 年产部分，但相

比新稻价格仍具有较明显的价格优势，再加上随着双节

临近，加工企业采购心态积极，12 月份以来拍卖市场

成交率逐渐回升。据统计，2020 年 12 月份累计投放政

 稻  米
河南省粮食交易物流市场分析师：焦善伟

元 / 吨（免征额外关税成本价 1945.9 元 / 吨），较上

月末下跌 66.8 元 / 吨。尽管如此，考虑到性价比优势

明显、国内产需存在缺口及执行中美贸易谈判协议等，

我国玉米及其替代品进口量大幅增加。据海关总署数据，

2020年11月份玉米进口123万吨，同比增1142.2%；1-11

月份累计进口 904 万吨，同比增 122.8%。另外，2020

年 1-11月份，我国累计进口小麦749万吨（饲用替代），

同比增加 150.6%；累计进口大麦 710 万吨，同比增

24.8%；累计进口高粱 427 万吨，同比增加 437.2%；累

计进口 DDGS15.9 万吨，同比增 30.9%。

从国际玉米供需形势看，据美国农业部 12 月供需

报告预计，2020/21 年度世界玉米总产量约 11.44 亿吨，

同比增加 2735 万吨；消费量约 11.58 亿吨，同比增加

2538万吨；期末库存约2.89亿吨，同比下降1446万吨；

库存消费比约 25%，同比下降约 1.8 个百分点。这其中，

USDA 供需报告预计本年度中国进口玉米将达到 1650 万

吨，远高于上年度的 760 万吨。

后期预测

当前国内玉米价格已创下 6年来新高。据农业农村

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推动玉米价格持续上涨的

因素，一是因为国内生猪产能持续恢复，下游玉米饲料

加工需求相好，带动玉米消费明显增加；二是因为本年

度玉米存在产需缺口，市场看涨预期增强，资本炒作和

贸易商囤粮加剧；三是东北部分地区因台风造成玉米倒

伏，虽对产量影响不大，但增加了收割成本，农民对玉

米价格期望值较高。后期来看，在市场博弈心态仍较强、

年前备货周期到来及供应预期增加等综合作用下，预计

国内玉米市场总体仍将保持震荡偏强态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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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概述

12 月国内大豆市场在前期持续大涨后一度出现回

落态势，中下旬受到俄罗斯增加大豆出口关税及我国生

猪产能恢复等消息提振，产区大豆现货市场在弱势运行

一段时间后，重新回归强势。

大豆市场信息 

针对当前国内大豆市场变化，日前央视财经频道做

出专项调研。调研报道显示自大豆九月底开始收获以来，

代表国产大豆的豆一主力合约价格从 4400 元 / 吨上涨

至5733元/吨，创出了新高。今年国家持续对大豆补贴，

种植面积有所提升，随着国家大豆振兴计划的有序推进，

大豆面积和产量逐年递增，大豆供给水平得到了有效提

升，农户种豆积极性较高。今年大豆轮作，豆农丰产增收，

农户种植收益高于往年。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及 9 月台

风影响，但是对大豆生长影响不大，因此今年大豆面积、

产量整体双丰收。由于去年同期大豆行情持续涨势，对

比今年的产量和行情，在新粮上市初期豆价高开高走，

农户多产生较浓惜售心理。随着一段时间的消耗，农户

手中粮源已不多，业内人士分析农户手中余粮应该还有

数据来源：金投网

策性稻谷约 799 万吨，累计成交 207 万吨，平均成交率

25.9%，其中月末比月初单场成交率最高增加了 7.7 个

百分点、成交均价提高 40 元 / 吨。至此，2020 年以来

全国政策性稻谷拍卖累计成交约 1727 万吨。

稻米市场信息

1.2020 年我国稻谷生产同比增加。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为确保粮食安全稳定生产，国家加大

对水稻生产的扶持力度，落实各项支农惠农、种粮补贴、

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政策，全年双季稻播种面积比上年增

加 756 万亩，增长 5.3%，成为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的主

要原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我国稻谷播种面

积为 4.51 亿亩，比上年增加 573 万亩，增长 1.3%，其

中双季稻面积增加 756 万亩、增长 5.3%；稻谷总产量

21185 万吨，比上年增加 225 万吨，增长 1.1%。其中，

早稻总产量 2729 万吨，同比增 102.8 万吨；中晚稻总

产量 18457 万吨，同比增加 112.2 万吨。

2. 稻米月度进口量大幅增加，出口下降。据海

关总署数据，11 月份我国进口稻米 39 万吨，环比增

143.75%，同比增49.7%；1-11月份累计进口达223万吨，

同比增 2.7%。从出口看，受海外疫情蔓延等影响，今

年以来我国大米出口受限，11 月共出口 10 万吨，环比

减54.55%，同比减24.6%；1-11月份累计出口220万吨，

同比减 13.4%。

后期预测

春节临近，下游市场备货增加及消费需求回暖，加

工企业开机率也将有所提升，对稻谷市场购销、价格将

起到一定带动和支撑作用。但考虑到国内稻米市场供应

充足、双节消费旺季不旺特征明显以及疫情影响下各类

学校提前放假使得集团性消费下降，预计后期新稻谷市

场价格总体将呈现以稳为主、局部略涨走势；同时，在

市场价格仍普遍高于最低收购价格水平的情况下，市场

化收购仍是新稻收购的主力军。

 大  豆
河南省粮食交易物流市场分析师：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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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成，多数粮源在贸易商手中，以及很多外来资本方

入市炒作，哄抬价格，是今年大豆收割以来行情高涨不

下的原因之一。

目前农户急于出手存粮过节，加上前期雨雪天气

导致的运输困难目前得到缓解，加速了农户出粮速度，

产区市场豆价一度出现回落；受政策调控等利空消息频

出影响，部分贸易商为了规避风险，也适时抛售手中部

分豆源，市场粮源得到一定补给。大豆下游的加工产业，

由于大豆价格居高不下，越等越涨，愈涨愈高，开工率

远远小于往年同期，仅限于完成长期购货合同在亏损生

产。由于加工成本高企，企业开机情况惨淡，在节前开

机意愿不大，受此影响，下游需求量受限也制约了大豆

的上涨空间。

受我国大豆需求量大及耕地种植现状等因素影响，

大豆一直处于紧缺状态，进口大豆的价格实际低于自己

的生产成本，因此国家在保障大豆产量逐年递增的情况

下，对大豆采取的是适度进口政策，这也是新形势下国

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12 月 24 日农业农村部举

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当前全球大豆产需平衡略偏紧，预

计仍将高位运行。国际大豆价格持续上涨，带动我国进

口大豆成本上升。

另据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生猪存栏目标任务已

提前完成。截至 11 月底，全国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

栏均已恢复到常年水平的 90% 以上，生猪产能恢复，对

饲用玉米和大豆的需求增强，对价格上涨有进一步的促

进作用。春节临近，肉类和豆制品需求增加，企业备货

启动，对大豆价格都起到了支撑作用。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12 月 28 日发布《关于申报实

施 2021 年新增耕地轮作休耕试点的通知》，其中第二

点技术路径中指出“2021 年新增实施 1 年试点地块前

茬 (2020 年 ) 必须为种植大豆，2021 年必须种植玉米

或小麦或马铃薯或汉麻”。虽未明说，但通知指引省内

农户明年多种植玉米的意味明显，这将对大豆种植面积

产生影响。尽管新增试点的规模仅 300 万亩，相对于整

个黑龙江省的大豆面积大约只占了5％左右，体量不大，

但是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寓意不容忽视。

国际方面，12 月 9 日阿根廷产业工人大罢工给国

际大豆市场带来冲击，加之拉尼娜天气持续影响南美豆

区引发市场对其未来产量产生忧虑，国际豆价进入 12

月份后便呈一路上行之势。12 月 30 日，芝加哥期货交

易所（CBOT）大豆市场价格收盘上涨，接近六年半来的

最高水平。截至收盘，3 月期价报收 1300.5 美分 / 蒲

式耳；5 月期价报收 1297.75 美分 / 蒲式耳；7 月期价

报收 1290.5 美分 /蒲式耳。

12 月末豆市传出两条消息，一条是持续 20 天的阿

根廷产业工人罢工在 29 日晚上宣布结束，阿根廷的大

豆加工厂已在 30 日恢复生产。另一则是 2021 年 1 月 1

日起阿根廷将恢复征收 33% 大豆出口税。今年 10 月份

时，阿根廷政府推出一系列降税措施，将大豆关税降低

到了30%，但是降税措施将在2020年底到期，不会重续。

阿根廷从 11 月份起已经开始小幅调高大豆出口税，从

30% 调高到 31.5%，12 月份调高到 32%。2021 年 1 月份

将恢复到降税前的 33%。2021 年 1 月份，阿根廷的豆粕

出口税将从 27% 提高到 30%，豆油出口税将从 28% 提高

到 31%。

后期预测

年末将至，大豆市场在短暂的回归理性后，农户和

贸易商挺价心态再度萌出，企业备货积极性有所提高，

预计短期内豆市仍将稳中偏强运行为主。

数据来源：饲料行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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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掌握 2020 年新收获粳稻质量安全状况，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

安徽、宁夏等 6 个粳稻主产省份开展了新收获粳稻质量

安全监测工作。从总体上看，6省份粳稻整体上质量良好。

6 省份粳稻质量调查样品共计 4413 份，涉及 58 市

210 县（区）。从调查结果来看，6 省份粳稻整体上质

量良好，出糙率和整精米率较高。分省份看，黑龙江、

江苏、宁夏属于近年来较好水平；吉林基本持平；辽宁

略有下降；安徽中等以上比例有所下降。6 省份全部样

品出糙率平均值 79.8%，中等（三等，出糙率≥ 75%）

以上的占92.9%。整精米率平均值64.3%，不低于55%（三

等以下）的比例为 95.8%。不完善粒平均值 4.2%。

一、辽宁省情况

与上年当地质量调查结果相比，受抽穗扬花期遇

高温、灌浆期低温寡照和后期台风影响，全省粳稻整

体质量有所下降。全省共采集质量调查样品 1023 份，

涉及 12 市 17 县（区）。出糙率平均值 80.2%，与上年

基本持平，变幅 68.6%-84.9%。一至五等比例分别为

37.8%、43.9%、14.5%、2.5%、0.9%，等外品为 0.4%；

中等以上的占 96.2%，与上年基本持平，但一等品比例

较上年下降近 4 个百分点。整精米率平均值 66.9%，较

上年降低 1 个百分点，变幅 43.2%-76.5%；不低于 61%

的比例为 93.8%，较上年下降约 1 个百分点。不完善粒

平均值 3.9%，主要是未熟粒和病斑粒，较上年略好，

变幅 0.3%-18.8%。

二、吉林省情况

与上年相比，全省粳稻整体质量基本持平。全省

共采集质量调查样品 599 份，涉及 9 市 52 县（区）。

出糙率平均值 79.3%，与上年基本持平，变幅 72.0%-

84.6%。一至五等分别为 25.7%、42.4%、25.6%、4.9%、

1.3%，等外品为 0.1%；中等以上的占 93.7%，较上年增

加 2.4 个百分点，但一等品比例较上年下降近 4 个百分

点。整精米率平均值 63.5%，较上年下降近 1个百分点，

变幅 40.0%-77.4%；不低于 61% 的比例为 62.2%，较上

年提高 2.5 个百分点；不低于 55% 的比例为 97%，较上

年提高近 5 个百分点。不完善粒平均值 3.3%，主要是

未熟粒，与上年基本持平，变幅 0.2%-11.6%。

三、黑龙江省情况

与上年相比，全省粳稻整体质量明显提升，属近年

较好水平。共采集样品1921份，涉及13市 63县（区）。

聚焦热点   2020 年 6 粳稻主产省份新收获粳稻质量安全监测报告

聚 焦 热 点
 JU  JIAO RE 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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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糙率平均值 78.9%，与上年基本持平，变幅 69.5%-

83.8%。一至五等分别为 5.1%、46.3%、37.5%、8.9%、

1.9%，等外品为 0.3%；中等以上的占 88.9%，较上年提

高 16.2 个百分点。整精米率平均值 61.8%，较上年提

高 2 个百分点，变幅 50.8%-74.0%；不低于 61% 的比例

为62.2%，不低于55%的比例为94%，均为近年来最好。

不完善粒含量平均值 5.4%，主要是未熟粒和病斑粒，

与上年基本持平，变幅 1.6%-17.1%。

四、江苏省情况

与上年相比，全省粳稻整体质量略有提升，为近年

来较好水平。共采集样品400份，涉及13市69县（区），

出糙率平均值 82.7%，较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变幅

75.2%-85.9%。一至四等分别为89.8%、9.0%、0.7%、0.5%，

无五等及等外品；中等以上的占 99.5%，与上年基本持

平；一等品比例较上年提高 7.5 个百分点。整精米率

平均值 71.7%，较上年提高近 2 个百分点，变幅 53.1%-

80.9%；不低于 61% 的比例为 98.8%，与上年基本持平。

不完善粒含量平均值 2.8%，较上年减少 0.6个百分点，

变幅 0.4%-8.8%。

五、安徽省情况

与上年相比，受生长期间连续降雨和偏低温影响，

全省粳稻整体质量有所下降。共采集样品 170 份，涉

及 7 市 23 县（区），出糙率平均值 79.9%，较上年降

低 0.9 个百分点，变幅 71.1%-84.6%。一至五等分别为

45.9%、25.3%、16.4%、6.5%、4.7%，等外品为 1.2%；

中等以上的占 87.6%，较上年降低 9.3 个百分点。整精

米率平均值 63.0%，较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变幅

15.8%-74.3%；不低于 61% 的比例为 72.4%，较上年提

高约 12 个百分点；不低于 55% 的比例为 84.7%，较上

年下降 12 个百分点。不完善粒含量平均值 4.7%，主要

是未熟粒和病斑粒，较上年增加 0.8 个百分点，变幅

0.4%-13.5%。

六、宁夏自治区情况

稻谷灌浆期天气状况良好，全区新收获粳稻等级

比例高、整精米率高，整体质量好于上年，为近 3 年最

好水平。共采集样品 300 份，涉及 4 市 12 县（区），

出糙率平均值 81.7%，较上年增加 0.4 个百分点，变

幅 73.1%-4.2%，一至五等比例分别为 75.7%、20.7%、

3.3%、0%、0.3%，无等外品，中等以上的占 99.7%，其

中一等品比例较上年增加 8.4 个百分点。整精米率平

均值 64.0%，较上年提高 4.0 个百分点，变幅 34.2%-

73.2%；高于 61% 的比例为 80%，较上年提高 30 个百分

点；高于55%的比例为93.7%，较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不完善粒率平均值 0.6%，与上年基本持平。

聚焦热点   2020 年东北地区部分省份新收获大豆质量调查报告

为全面掌握 2020 年东北地区部分省份新收获大豆

质量状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时组织内蒙古、吉

林、黑龙江等大豆主产省份开展了新收获大豆质量调查

工作。共采集样品 270 份，均为农户样品，涉及 17 个

主产市（州、盟）。2019 年 3 省大豆产量约占全国总

产量的 60%。检验指标为《大豆》国家标准规定的主要

质量指标和内在品质指标。从总体上看，3 省份大豆质

量指标基本处于正常水平，内在品质指标处于较好水平。

从调查结果来看，质量方面：2020 年 3 省份大豆

整体质量正常，完整粒率平均值 88.6%，国标中等（即

三等，完整粒率≥ 85%）以上的占 83.0%。损伤粒率平

均值 5.2%，符合等内品（≤ 8%）的比例为 83.7%。黑

龙江大豆整体质量较好；内蒙古大豆整体质量正常；吉

林大豆整体质量为近年来较低水平，中等以上比例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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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当地调查结果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内在品质方面：3

省份大豆粗蛋白质含量平均值 40.4%，符合高蛋白质大

豆标准（粗蛋白质含量≥ 40%）的比例为 56.3%，均为

近年来较好水平。粗脂肪含量平均值 20.2%，符合高油

大豆标准（粗脂肪含量≥ 20%）的比例为 44.4%，属于

正常年景。黑龙江大豆粗蛋白质平均值含量较上年增加

0.5 个百分点；吉林大豆粗脂肪含量平均值较上年增加

近 2 个百分点；内蒙古大豆粗蛋白质含量平均值含量较

上年增加 0.5 个百分点，但粗脂肪含量平均值含量较上

年下降 0.7 个百分点。

一、内蒙古自治区情况

整体质量基本正常，中等以上比例较高。粗蛋白

质含量增加，粗脂肪含量下降。共采集样品 40 份，涉

及 2 个市（盟）。完整粒率平均值 89.5%，变幅 83.1%-

93.4%。二至四等比例分别为 55.0%、42.5%、2.5%，无

一等、五等及等外品；中等以上的占 97.5%，为近年来

较好水平。损伤粒率平均值 4.9%，变幅 1.9%-9.1%；

其中符合等内品要求的比例为 82.5%，属于较好水平。

粗蛋白质含量平均值 40.2%，为近年来最高水平，变幅

37.8%-42.6%；符合高蛋白质大豆标准的比例为 47.5%，

为近年来较好水平。粗脂肪含量平均值 19.4%，变幅

18.5%-24.3%，符合高油大豆标准的比例为 5.0%，均为

近年来最低水平。

二、吉林省情况

受春播期间雨水偏少、伏天干旱、后期台风等因

素影响，大豆成熟度不好，完整粒率平均值、中等以

上比例均为近年来较低水平，整体质量下降，但粗脂

肪含量明显增加。共采集样品 30 份，涉及 4 个市。完

整粒率平均值 88.7%，较正常年景降低约 3 个百分点，

变幅 75.9%-98.7%；一至五等分别为 43.3%、16.7%、

20.0%、13.3%、6.7%， 无 等 外 品； 中 等 以 上 的 占

80.0%，较正常年景降低约 10 个百分点。损伤粒率平均

值 7.0%，较正常年景有所增加，变幅 0.5%-19.2%，符

合等内品要求的比例为 60.0%，为近年来较低水平。粗

蛋白质含量平均值 38.5%，较正常年景下降约 1 个百分

点，变幅 36.7%-43.6%；符合高蛋白质大豆标准的比例

为 40.0%，属于较好水平。粗脂肪含量平均值 22.1%，

为近十年来最高，较正常年景增加约 2 个百分点，变幅

19.7%-23.5%；符合高油大豆标准的比例为 83.3%，较

正常年景增加约 10 个百分点。

三、黑龙江省情况

大豆整体质量为近年来较好水平，粗蛋白质含量增

加。共采集样品 200 份，涉及 11 个市。完整粒率平均

值 88.4%，变幅 65.6%-99.2%；一至五等分别为 6.0%、

30.0%、44.5%、15.0%、3.0%，等外品为 1.5%，中等以

上的占80.5%。损伤粒率平均值5.0%，变幅0.0%-17.2%，

其中符合等内品要求的比例为 87.5%。粗蛋白质含量平

均值 40.7%，为近年最高，变幅 36.9%-44.5%，符合高

蛋白质大豆标准的比例为 60.5%；粗脂肪含量平均值

20.1%，属于正常水平，变幅 18.9%-21.9%，符合高油

大豆标准的比例为 46.5%。

（上接第 18 页）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破坏政府储备、社

会责任储备仓储设施，偷盗、哄抢、损毁粮食储备，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造成财产损失

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九条【其他中央事权粮食的管理】最低收购

价粮食、临时存储粮等其他中央事权粮食的管理，依照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本条例所称粮食储备含食用油储备。

第七十条【施行日期】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3 年 8月 15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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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立法宗旨】为加强对粮食储备的管理，确

保粮食储备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适用范围】粮食储备的计划、收购、储存、

轮换、销售、动用、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政府储备】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粮食

安全责任建立政府储备，实行分别负责，分级管理。

第四条【社会责任储备】国家建立社会责任储备制

度，社会责任储备的动用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第五条【家庭储粮】国家鼓励城乡居民家庭合理储

存粮食。

第六条【政府储备计划管理原则】政府储备实行计

划管理。未经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批准不得擅自动

用。

第七条【政府储备运营分开原则】政府储备承储企

业应当按照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的原则，完善

储备运营管理制度。

地方储备承储企业执行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

开原则的具体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八条【合理储备原则】粮食储备应当坚持规模合

理、优储适需。

第九条【储备协同运作】国家建立健全粮食储备动

用协调机制。

第十条【国务院有关部门职责】国务院发展改革部

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

部门负责拟订中央储备规模、品种、总体布局及动用方

案。

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安排中央储备的管理费用、贷

款利息等财政资金，并保证及时、足额拨付。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中央储备行

政管理，指导协调地方储备和社会责任储备相关管理工

政 策 法 规
 ZHENG CE FA GUI

粮食储备安全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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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垂直管理机构按

照授权履行中央储备监管职责。

第十一条【省级人民政府职责】省级人民政府按照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要求，落实地方储备规模，优化储

备布局和品种结构。

第十二条【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职责】 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负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安

排政府储备所需贷款，并对发放的政府储备贷款实施信

贷监管。

鼓励其他金融机构为政府储备提供信贷支持。

粮食储备信贷业务贴息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

第十三条【储备承储主体职责】粮食储备承储主体

应当确保负责储存的粮食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

全。

第十四条【中央储备运营管理企业职责】中国储备

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其他中央储备运

营主体，负责中央储备的运营管理。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除组织落实中央储备

收购、储存、轮换、销售、动用等具体任务以及国家委

托的政策性任务外，不得从事其他商业经营活动。

第二章  计划管理 

第十五条【政府储备计划提出与批准】中央储备规

模、品种、总体布局方案和地方储备总量计划，由国务

院发展改革部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

同国务院财政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

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下达的总量计划落实地方储

备规模，按照省级储备为主、市县为辅的原则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政府储备规模动态调整机制】国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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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条【口粮品种结构要求】政府储备应当以口

粮品种为主。鼓励增加优质口粮品种作为政府储备。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主要大中城市主城区及市场易

波动地区建立适度规模的成品粮油（含必要小包装）储

备。

第十八条【政府储备收购、销售、年度轮换计划】 中

央储备的收购、销售计划，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

管理部门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央储备规模、品种和布局

方案，下达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国务院指

定的其他中央储备运营主体组织实施。

中央储备年度轮换计划由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其他中央储备运营主体提出申

请，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中国储

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其他中央储备

运营主体应当按规定及时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

理部门报告收购、销售、年度轮换计划完成情况。

地方储备的收购、销售、年度轮换计划，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安排下达。

第三章  储存保管 

第十九条【政府储备承储企业条件】政府储备承储

企业应当具备与其承储粮食品种、数量相适应的仓储、

保管、质量安全检验等能力。具体办法由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中央储备承储企业不得租赁或者委托其他企业代储

中央储备。

地方储备承储企业选定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条【质量检验要求】入库的政府储备应当达

到收购、轮换计划规定的质量要求。

政府储备承储企业应当按照粮食质量和食品安全标

准及有关规定进行入库和出库检验，并定期对政府储备

进行质量和品质检验。

政府储备承储企业应当建立政府储备质量安全档

案，如实记录出入库、储存期间粮食质量安全情况。质

量安全档案保存期限自销售出库之日起，不少于 5年。

政府储备质量安全管理办法，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十一条【仓储管理要求】政府储备承储企业应

当对政府储备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落

实数量、质量、品种、地点要求，保证账实相符、账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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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储存安全。

政府储备承储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和落实仓储管理

制度，配备与储备任务相适应的仓储保管人员、设施和

技术条件，规范仓储管理行为，提高科学储粮水平。

政府储备承储企业不得以政府储备为债务作担保或

者清偿债务，不得进行期货实物交割。

政府储备仓储管理办法，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十二条【贷款和财政补贴管理要求】政府储备

贷款应当与粮食库存值增减挂钩，实行专户专款专用，

贷款利息据实补贴。没有储备库存的贷款应当及时收回，

政府储备承储企业不享受相应利息补贴。

中央储备管理费用补贴实行定额包干。

地方储备管理费用补贴和贷款利息列入地方政府财

政预算，具体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三条【安全生产要求】政府储备承储企业应

当遵守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落实主体责任。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本行政区域内的政府储备承

储企业做好政府储备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二十四条【储备损失损耗处理】政府储备损耗不

得超过规定的额度，具体损耗标准和处理办法由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五条【储备能力建设与保护】国家加强政府

储备仓储物流设施、质量检验保障能力、成品粮储备基

础设施等规划和建设，推进仓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

提高政府储备安全保障能力。

中央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投资为主建设或购置的粮食

储备仓储物流设施、贵重质量检验仪器设备等，未经国

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

同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处置、变更

用途。

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与储备责任相适应的粮食储

备设施。

第四章  储备轮换 

第二十六条【均衡轮换制度】政府储备实行均衡轮

换，以储存品质指标为依据，以储存年限为参考，每年

安排一定比例进行轮换。

中央储备轮换管理办法，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地方储备轮换管理办法，由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七条【轮换提报依据】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政府储备应当提报轮换：

（一）超过正常储存年限并且接近不宜存的；

（二）不宜存的；

（三）其他应当轮换的政府储备。

根据宏观调控需要、财政承受能力、粮食品质提升

和粮食市场供求情况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

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可以合理安排除前款规

定外的年度轮换计划。

第二十八条【轮换完成期限要求】政府储备承储

企业应当在轮换计划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政府储备轮换任

务。

中央储备承储企业应当自粮食轮出次月起 4 个月内

完成轮入；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可以适当延长轮换任务完成期限，延长期内政府储备承

储企业不享受相应财政保管费用补贴。

地方储备轮换期限由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

部门确定。

第二十九条【政府储备交易方式】政府储备购销轮

换坚持政府主导、市场配置，体现公开、公平、公正、

透明，通过公益性的粮食交易中心公开竞价交易方式进

行，也可以采取直接向粮食生产者收购、邀标竞价销售

的方式进行。

承担政府储备交易任务的公益性粮食交易中心应当

建设统一交易平台，与粮食和物资储备等部门联网对接，

做到交易全程留痕。粮食交易中心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从

事政府储备自营交易，不得与交易买方或者卖方存在利

益关联关系，禁止虚假交易和内幕交易。

第五章  社会责任储备 

第三十条【储备规模、布局】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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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粮食市场调控需要，统筹考虑本行政区域内政

府储备和粮食产销情况，确定社会责任储备规模、布局。

省级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确

定的社会责任储备规模，具体核定社会责任储备主体承

担的社会责任储备的品种、数量、质量等情况，并监督

落实。具体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一条【主体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储备的主体

对承担的社会责任储备履行仓储保管职责，确保品种、

数量、质量安全符合要求。

第三十二条【鼓励政策】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通过支

持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给予贴息贷款、优先委托承担政

策性粮食购销、适当给予企业储存轮换费用补贴等措施，

支持承担社会责任储备的主体。

第三十三条【动用补偿】社会责任储备动用后，地

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给予合理补偿。

第六章  储备动用

第三十四条【动用原则】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市场供

求变化、宏观调控需要和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等，按照有

利于稳定市场、提高效率的原则，依法动用社会责任储

备、地方储备和中央储备。

第三十五条【动用预警】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全国粮食市

场的监测，建立健全中央储备动用预警机制，适时提出

动用中央储备的建议。

省级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

强对区域粮食市场的监测，适时提出动用建议。

第三十六条【动用社会责任储备、地方储备】出现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顺序动用社会责任储备和地方

储备：

（一）本行政区域或者局部地区粮食明显供不应求

或者价格显著上涨的；

（二）本行政区域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

事件需要动用粮食储备的；

（三）地方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动用粮食储备的其他

情形。

动用社会责任储备、地方储备，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

动用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七条【动用中央储备条件】出现下列情形之

一的，可以动用中央储备：

（一）全国或者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明显

供不应求或者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的；

（二）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需要动

用中央储备的；

（三）国务院认为需要动用中央储备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八条【中央储备动用提出与批准】动用中央

储备，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提出动用方案，报国务

院批准。

第三十九条【动用权限与实施】国务院发展改革部

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务院批准

的中央储备动用方案下达中央储备动用指令，由中国储

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其他中央储备

运营主体具体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根据批准的社会责任储备和地方储备动用方案下达动

用指令，由有关企业具体实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执行或者擅自改变粮食储

备动用指令或者命令。

第四十条【紧急动用】紧急情况下，国务院可以

直接决定动用各级政府储备和社会责任储备并下达动用

命令。经国务院授权，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直接下达中央储备动用命

令。

第四十一条【动用报告】社会责任储备和地方储

备动用情况，由省级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

部门及时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中

央储备动用情况，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向国务院报

告。

第四十二条【储备恢复】社会责任储备、政府储备

动用后，有关企业及其他组织应当按照国务院或者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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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安排及时恢复库存。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监

督检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对中央储备

管理和政策执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和年度考核，年度考

核结果报告国务院。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垂直管理机构对

辖区内中央储备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承担有关年度

考核工作。

第四十四条【地方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监

督检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

理部门负责对管理的社会责任储备、地方储备以及储备

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结果报告本级人民政

府。

第四十五条【财政部门监督检查】国务院财政部门

负责监督检查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国务院

指定的其他中央储备运营主体对中央储备财政补贴资金

使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对本级政府储

备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审计部门审计监督】审计部门依法对

粮食储备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及相关资金筹集分配管理使

用等情况实施审计监督。

第四十七条【监督检查职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

食和物资储备、财政、审计等部门在依法实施粮食储备

监督检查活动中，可以行使以下职权 :

（一）进入粮食储备承储主体检查粮食储备的品种、

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

（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粮食储备收购、轮换、

销售计划，动用指令、命令，以及有关财政和财务核算

政策等执行情况；

（三）调阅、复制与粮食储备经营管理活动相关的

账簿、原始凭证、电子数据等有关资料，并对可能被转

移、隐匿或者损毁的资料、文档、影像资料的电子设备

等进行封存；

（四）组织对粮食储备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检验；

（五）查封、扣押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

粮食储备，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等；

（六）对粮食储备承储主体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或者其他工作人员进行约谈、问询；

（七）依法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八条【监督管理经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粮食储备安全监督检查和年度考核所需经费列入本

级财政预算。

第四十九条【行政监管措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

食和物资储备、财政、审计等部门在依法对粮食储备进

行监督检查活动中，可以采取以下行政监管措施：

（一）责令改正；

（二）约谈；

（三）出具警示函；

（四）责令定期报告；

（五）责令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监管措施。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与行为的

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相当。违法行为依法应当给予

行政处罚的，不得以行政监管措施替代行政处罚。

第五十条【政府储备承储企业配合监督检查义

务】 政府储备承储企业以及相关人员应当主动接受、

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开展的监督检查活动。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和干涉。

第五十一条【储备信息监控网络】国家建立健全政

府储备承储企业统一的信息网络，建立全国粮食储备布

局地理信息和储备库存动态监管应用系统，对储备实行

动态远程监管、粮情在线监控。

政府储备承储企业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应用和维

护，提高政府储备信息采集、处理、传输、共享、存储

等信息化水平，按规定及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

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相关信息数据。

第五十二条【诚信监管】国家加强对粮食储备企业

信用监管，将有关粮食储备企业的信用记录信息，纳入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中国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依照法律法规对严重违法失信粮食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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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施失信惩戒。

第五十三条【储备信息报告】政府储备承储企业和

履行社会责任储备的主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报送政府

储备收购、销售、年度轮换计划的具体执行情况；库存

品种、数量、质量、储存安全，以及仓储保管、质量检

验能力等相关信息。

第五十四条【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制度】政府储备

承储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制度，

有效防范和控制储备运营重大风险。

政府储备企业合规负责人发现本企业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及时向企业负责人报告，提出处理建议，

并按规定及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

管理部门报告：

（一）未实行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的；

（二）未严格执行政府储备计划的；

（三）未严格执行政府储备安全管理、质量管理、

资金管理、仓储管理、安全生产等制度的；

（四）政府储备交易方式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五）擅自动用政府储备的；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形。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提

出处分建议，由有关部门单位按权限给予记过、记大过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处分：

（一）政策性职能和商业性经营职能未实质分开

的；

（二）违法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

（三）未按下达或者批准的政府储备收购、销售、

年度轮换计划以及动用指令组织实施的。

违法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

中央储备承储企业租赁或者委托其他企业代储中央

储备的，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按照第一

款规定处罚。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提出

处分建议，由有关部门单位按权限给予警告、记过、记

大过处分：

（一）未按规定建立质量档案的；

（二）未建立健全仓储管理制度的；

（三）未建立政府储备重大风险报告制度的；

（四）未建立内部控制或者合规管理制度的。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提出处分建议，由有关

部门单位按权限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

（一）未按规定报告粮食储备收购、销售、年度轮

换计划执行情况的；

（二）未按规定报送政府储备信息及其他储备业务

数据的；

（三）未按规定报告涉及政府储备运营重大风险事

件的。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提出

处分建议，由有关部门单位按权限给予警告、记过、记

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处分：

（一）不配合开展政府储备年度考核，或者未按年

度考核整改问题清单整改到位的；

（二）拒绝、阻挠、干涉行政机关监督检查人员依

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发现政府储备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存在问题不及

时纠正或者采取措施，造成损失扩大的，按照第一款规

定从重处罚。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

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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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接责任人员提出处分建议，由有关部门单位按权限

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

（一）未对政府储备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

账记载的；

（二）未按规定对出入库的政府储备进行检验的；

（三）未按规定进行粮情检查和品质检验的；

（四）未按规定提报轮换计划申请的；

（五）擅自变更储存地点的；

（六）粮食储备动用后，拒不执行或者未按要求恢

复库存的。

对政府储备数量、质量、储存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给予 

10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提出处分建议，由有关部门单位

按权限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处分。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处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提出处分建议，由有关

部门单位按权限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处分；情节严重

的，禁止从事政府储备承储业务及其他政策性业务，禁

止参加政策性粮食交易，并调出其承储的政府储备：

（一）擅自混存、串换政府储备品种的；

（二）在政府储备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的；

（三）擅自动用政府储备的；

（四）以政府储备为单位和个人办理抵质押贷款、

提供担保或者清偿债务、进行期货实物交割的。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套取粮食价差，骗

取粮食储备贷款和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财政部门按各自

职责责令其限期改正，责令退回骗取的政府储备贷款和

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情节严重的，并处套

取差价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并调出其承储的政府

储备；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挤占、截留、挪用

政府储备贷款或者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政府补贴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分

行）和有关银行按职责责令改正或者给予信贷制裁；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六十三条 未经批准，擅自处置中央或者地方人

民政府投资为主建设、购置的粮食储备仓储设施、贵重

质量检验仪器设备或者变更用途的，由国家或者省级人

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同级发展改

革、财政部门责令改正。

第六十四条 承担政府储备交易任务的粮食交易中

心，直接或者间接从事政府储备自营交易、开展关联交

易或者虚假交易、内幕交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

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提出处分建议，由有关部门

单位按权限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开

除处分。

第六十五条 承担社会责任储备的主体，违反本条

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0 万元以上，20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核定的品种、数量、质量等要求建立

社会责任储备的；

（二）拒不执行、擅自改变社会责任储备动用指令

或者命令；

（三）社会责任储备动用后，拒不执行或者未按要

求恢复库存的。

第六十六条 从事政府储备相关工作的人员，违反

本条例规定，受到开除处分的，自处分决定作出之日起 

10 年内不得从事与政府储备相关的工作；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的，终身不得从事与政府储备相关的工作。

第六十七条 合规负责人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及时

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违法违规行为的，由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理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并处 3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下接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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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FU  JIAN

2020 年 12 月国家政策性粮食交易成交情况

【小麦】

12 月国家政策性粮小麦共投放 2015.53 万吨，成交

302.44 万吨，其中：河南投放 984.19 万吨，成交 79.99

万吨；山东投放 125.57 万吨，成交 28.02 万吨；江苏

投放201.46万吨，成交66.51万吨；湖北投放70.65万吨，

成交 15.01 万吨；安徽投放 481.21 万吨，成交 68.59 

万吨；河北投放 126.33 万吨，成交 25.49 万吨；广东

投放 0.40 万吨，全部成交；山西投放 6.91 万吨，全部

成交；陕西投放1.67万吨，成交1.61万吨；四川投放0.09

万吨，全部成交；甘肃投放2.34万吨，成交1.49万吨；

青海投放0.64万吨，成交0.36万吨；宁夏投放3.19万吨，

成交 0.88 万吨；新疆投放 10.88 万吨，成交 7.11 万吨。

【稻谷】

12 月共投放最低收购价稻谷 798.86 万吨，成交

207.08 万吨。其中：河南投放 20.02 万吨，成交 1.75

万吨；四川投放 69.73 万吨，成交 10.31 万吨；湖南投

放62.95万吨，成交 5.81万吨；湖北投放108.07万吨，

成交 57.37 万吨；江西投放 352.06 万吨，成交 22.24

万吨；安徽投放 186.03 万吨，成交 109.60 万吨。

【玉米】

12月共投放国家临储玉米10.58万吨，全部成交。

其中：内蒙古自治区投放 8.45 万吨，全部成交；辽宁

投放 2.00 万吨，全部成交；吉林投放 0.13 万吨，全部

成交。

【大豆】

12 月共投放一次性储备进口大豆 5.92 万吨，全

部成交。其中：江苏省投放 5.16 万吨，全部成交；浙

江省投放 0.76 万吨，全部成交。

2020 年国家政策性粮食交易成交情况

【小麦】

2020 年全年国家政策性粮小麦共投放 15325.84 万

吨，成交 2323.27 万吨，其中： 河南投放 5716.07 万

吨，成交 657.40 万吨；山东投放 1234.48 万吨，成交

307.89万吨；江苏投放2553.71万吨，成交448.92万吨；

湖北投放 1216.25 万吨，成交 108.70 万吨；安徽投放

3187.25 万吨，成交 420.81 万吨；河北投放 992.74 万

吨，成交 241.56 万吨；重庆投放 9.64 万吨，成交 9.33

万吨；云南投放7.46万吨，成交6.49万吨；广东投放1.61

万吨，全部成交；山西投放121.00万吨，成交21.22万吨；

陕西投放 82.11 万吨，成交 8.49 万吨；四川投放 10.08

万吨，全部成交；甘肃投放46.84万吨，成交9.09万吨；

浙江投放 0.64 万吨，全部成交；青海投放 11.09 万吨，

成交 0.86 万吨；宁夏投放 3.19 万吨，成交 0.88 万吨；

新疆投放 131.68 万吨，成交 69.32 万吨。

【稻谷】

2020 年全年共投放最低收购价稻谷 10882.99 万

吨，成交 1726.51 万吨。其中：河南投放（下接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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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政策性小麦 2019-2020 年专场交易成交量变化曲线图

河南政策性小麦 2019-2020 年专场交易成交均价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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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河南政策性小麦成交数据统计表

日期 投放量 (吨 ) 成交量 (吨 ) 成交量增幅 (吨 ) 成交率

2019 年 12 月合计 6784448 125704 69979 1.85%

2020 年 1 月合计 5420764 75246 -50458 1.39%

2020 年 2 月合计 5300008 237490 162244 4.48%

2020 年 3 月合计 5416366 296214 58724 5.47%

2020 年 4 月合计 7013037 1124601 828387 16.04%

2020 年 5 月合计 5875444 525280 -599321 8.94%

2020 年 6 月合计 2771836 23536 -501744 0.85%

2020/7/1 307665 6258 6258 2.03%

2020/7/8 303757 2000 -4258 0.66%

2020/7/15 272964 2508 508 0.92%

2020/7/22 309576 0 -2508 0.00%

2020/7/29 305471 67594 67594 22.13%

2020 年 7 月合计 1499433 78360 54824 5.23%

2020/8/5 262567 62261 -5333 23.71%

2020/8/12 268667 19028 -43233 7.08%

2020/8/19 502977 17300 -1728 3.44%

2020/8/26 444157 19700 2400 4.44%

2020 年 8 月合计 1478368 118289 39929 8.00%

2020/9/2 490968 12414 -7286 2.53%

2020/9/9 544229 40518 28104 7.45%

2020/9/16 758886 51768 11250 6.82%

2020/9/23 703377 56000 4232 7.96%

2020/9/28 708207 103851 47851 14.66%

2020 年 9 月合计 3205667 264551 146262 8.25%

2020/10/14 956668 381061 277210 39.83%

2020/10/21 946937 706578 325517 74.62%

2020/10/28 1092529 766054 59476 70.12%

2020 年 10 月合计 2996134 1853693 1589142 61.87%

2020/11/4 1245097 546469 -219585 43.89%

2020/11/11 1504378 244031 -302438 16.22%

2020/11/18 1798827 245097 1066 13.63%

2020/11/25 1793449 141242 -103855 7.88%

2020 年 11 月合计 6341751 1176839 -676854 18.56%

2020/12/2 1854949 180229 38987 9.72%

2020/12/9 1959007 169201 -11028 8.64%

2020/12/16 1946604 179458 10257 9.22%

2020/12/23 2033289 146448 -33010 7.20%

2020/12/30 2048036 124529 -21919 6.08%

2020 年 12 月合计 9841885 799865 -376974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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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地区 12 月 4 日价格 12 月 11 日价格 12 月 18 日价格 12 月 25 日价格

小麦

（面粉厂收购价）

郑州 2520 2510 2510 2520

商丘 2480 2480 2470 2410

周口 2450 2440 2430 2430

安阳 2520 2500 2500 2500

新乡 2520 2500 2500 2500

北京 2550 2550 2550 2540

石家庄 2490 2480 2480 2460

济南 2480 2480 2480 2470

徐州 2460 2460 2460 2460

宿州 2460 2460 2460 2460

广州 2520 2520 2520 2520

稻谷

哈尔滨（粳） 2980 2980 2980 2980

佳木斯（粳） 2660 2660 2660 2660

长春（粳） 2870 2870 2870 2890

南京（粳） 2790 2790 2790 2790

武汉（中晚） 2770 2790 2790 2810

长沙（中晚） 2790 2790 2790 2790

广州（中晚） 2920 2920 2920 2920

玉米

（饲料厂收购价）

郑州 2520 2510 2530 2530

安阳 2510 2500 2520 2520

商丘 2520 2520 2520 2520

驻马店 2540 2490 2540 2560

黑龙江绥化 2440 2450 2430 2460

长春 2480 2480 2450 2470

石家庄 2540 2550 2550 2550

济南 2560 2560 2560 2560

徐州 2670 2700 2700 2700

成都（到货） 2830 2830 2830 2900

国内部分地区原粮市场价格统计表
单位：元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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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要城市粮油市场价格统计表

单位：元 /吨

面粉 大米

地区
12 月 4 日  

价格
12 月 11 日  

价格
12 月 18 日  

价格
12 月 25 日  

价格
12 月 4 日  

价格
12 月 11 日  

价格
12 月 18 日  

价格
12 月 25 日  

价格

沈阳 — — — — 4180 4160 4160 4160

哈尔滨 — — — — 4680 4680 4680 4680

北京 3070 3070 3070 3070 4760 4760 4760 4780

石家庄 2920 2900 2900 2900 — — — —

郑州 3090 3080 3090 3090 2730 2730 2730 2740

济南 2980 2960 2960 2960 — — — —

武汉 3080 3080 3080 3080 4280 4170 4170 4170

徐州 3000 3000 3000 3000 3860 3860 3860 3860

上海 3060 3060 3060 3060 4640 4640 4640 4640

杭州 3080 3060 3060 3060 4340 4340 4340 4340

广州 — — — — 4200 4190 4190 4190

注：面粉为特一粉批发价 ;大米一般区域为粳米批发价，广州、武汉为晚籼米批发价。



（上接第 4 页）再度走强，因此麸皮价格上升势头依然

明显。市场监测显示，截至 11 月 30 日，河北石家庄麸

皮出厂价为 1930 元 / 吨，较月初上涨 90 元 / 吨；山东

济南为 1960 元 / 吨，较月初上涨 100 元 / 吨；河南郑

州为 1980 元 / 吨，较月初上涨 60 元 / 吨；安阳为 1950

元 /吨，较月初上涨 110 元 /吨；商丘为 2070 元 /吨，

较月初上涨 70 元 / 吨；江苏徐州为 1920 元 / 吨，较月

初上涨 80 元 / 吨；安徽宿州为 1920 元 / 吨，较月初上

涨 90 元 / 吨。

后期预测

后期随着春节备货需求来临或会对市场购销有所提

振，但在当前国内粮食市场大环境下，麦价大涨还是不

大可能。充足的市场供给和坚定的政策调控决定了节前

的小麦价格仍将整体平稳。

（上接第 19 页）396.15 万吨，成交 159.75 万吨；四川

投放 213.46 万吨，成交 34.62 万吨；湖南投放 784.45

万吨，成交 62.97 万吨；湖北投放 2282.71 万吨，成交

163.36万吨；江西投放3052.90万吨，成交238.95万吨；

江苏投放 229.23 万吨，成交 83.37 万吨；安徽投放

1894.25 万吨，成交 377.58 万吨；黑龙江投放 1754.65

万吨，成交 547.66 万吨；吉林投放 275.18 万吨，成交

58.25 万吨。

【玉米】

2020 年全年共投放国家临储玉米 6007.43 万吨，成

交 5695.94 万吨。其中：内蒙古自治区投放 1077.02 万

吨，成交 1061.90 万吨；辽宁投放 441.84 万吨，成交

329.75 万吨；吉林投放 1460.22 万吨，成交 1285.58

万吨；黑龙江投放 3028.35 万吨，成交 3018.71 万吨。

2020 年挂牌交易玉米：北京投放 11.11 万吨，成

交 4.00 万吨；天津投放 22.93 万吨，成交 3.94 万吨；

河北投放 97.34 万吨，成交 16.32 万吨；上海投放 1.00

万吨，全部成交；江苏投放 1.85 万吨，成交 1.79 万

吨；浙江投放 122.90 万吨，成交 10.74 万吨；福建投

放 148.70 万吨，成交 22.69 万吨；山东 161.16 万吨，

成交 18.40 万吨；湖北投放 57.48 万吨，成交 7.35 万

吨；湖南投放 123.40 万吨，成交 9.59 万吨；广东投放

121.53 万吨，成交 15.06 万吨；广西投放 32.88 万吨，

成交10.33万吨；海南投放34.92万吨，成交2.53万吨；

重庆投放 10.74 万吨，成交 0.04 万吨；四川投放 66.02

万吨，成交 8.20 万吨。

【大豆】

2020 年全年共投放一次性储备进口大豆 136.07

万吨，成交120.95万吨。其中：江苏省投放5.16万吨，

全部成交；浙江省投放 0.76 万吨，全部成交；河北投

放15.40万吨，成交14.36万吨；天津投放21.61万吨，

19.95 万吨；辽宁投放 39.16 万吨，成交 32.48 万吨；

上海投放13.58万吨，成交 13.18万吨；山东投放6.24

万吨，全部成交；四川投放 6.36 万吨，全部成交；广

西投放 24.81 万吨，成交 19.46 万吨；湖南投放 3.00

万吨，全部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