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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期】417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众志成城抗疫情】

2022 年 3 月，泉州市突发新冠疫情，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

控形势，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全体会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严格贯

彻落实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他们或投

身一线靠前指挥，或坚守岗位忘我工作，或志愿服务无私奉献，或

慷慨解囊爱心捐赠……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歼灭战做出

了贡献，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粮食行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疫情无情人有情，秉承“共克时艰、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和

粮食民生基础保障的使命担当，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全体会员积极

开展各类捐款捐物公益活动，向持续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公安民警、基层工作人员、志愿者表达亲切的慰问，与全市人民一

道共同抗疫，战胜疫情。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向全体会员单位发出《泉州市粮食行业协

会关于做好当前疫情防控的倡议书》，号召全市粮食企业坚决贯彻

落实上级部门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齐心协力共

战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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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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齐心协力，共抗疫情】

1、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安

溪直属库主任叶宗清，严格落实上级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全力以赴

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一是积极响应政府部门号召，组织志愿者在安

溪县城区开展疫情防控劝导志愿服务活动，在安溪汽车总站进站口、

路过的行人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提醒行人出门要正确佩戴口罩，

注意健康防护，增强群众疫情防控意识。二是深入沿街的商家、店

铺，劝导其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自觉戴口罩，落实扫码、测温等防控

措施，拒绝未戴口罩人员进入，向现场未戴口罩人员分发口罩以及

入户发放疫情防控宣传单，协助核算检测点维持现场秩序。

2、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晋

江直属库主任王清记，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疫情防控决策部署和要求，

迅速投入到疫情防控战役中。召开会议传达精神，落实疫情防控各

项措施，派出志愿者协助晋江市龙湖镇湖北村做好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协助基层一线防控工作，核查信息、测温登记、引流群众、送

水送饭、做好后勤保障等工作，全力支援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同时，省储晋江直属库党支部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一项重中之重的

政治任务来抓，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同防疫工作紧密结

合起来，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光添彩。

3、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理事、福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泉州

储备库主任卓芳华，第一时间召开会议传达部署，主动靠前防疫工

作。一是调查报告员工有否到过疫情发生的地方和有否密接、次密

接过感染人员，及时向属地社区和单位报备。二是积极采取措施，

认真做好库区疫情防控工作。三是密切关注疫情动态，做好员工个

人防护工作。四是主动与当地社区联系，服从当地社区管理，组织

员工参加辖区全民核酸检测。五是加强租赁单位的疫情防控监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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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六是增储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七是加强库存应急大米 3000

吨的检查，确保省政府需要时调得动、用得上。

4、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粮食购销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秋新，严格落实上级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积极响

应政府部门号召，组织党员志愿者报名参加泉港高速路口交通检查

站一线防控工作，全力以赴投入疫情防控劝导服务工作，协助高速

检查站工作人员对过往车辆及人员进行检查，对高速进出口、路过

的行人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提醒行人出门要正确佩戴口罩，注

意自身健康防护，增强疫情防控意识等。

5、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益海嘉里泉州福海粮油工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雷礼华，严格落实疫情防控部署要求，全力保障企业

安全平稳生产。一是实行疫情防控安全责任制，各部门、各车间划

分责任区，把责任层层落实到人。二是建立健全公司疫情防控工作

机制，生产一线也是战“疫”前线，主动落实全员核酸筛查工作，

做好人员、车间、公司点线面、内外部车辆防疫重点场所进行消杀。

三是生产任务目标不变，做到生产经营和疫情防控“两不误”。各

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三个车间都开满机，员工三班倒进行生

产，包装油日产量 1800 吨，大米日产量 300 吨，面粉日产量 2400

吨，饲料日产量 4000 吨，而且仓库货源充足、原料充足。

6、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会员、福建省晋航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洪良彬，严格落实上级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积极响应政府部门

号召，不辞辛劳多次开展爱心捐赠慰问活动，分别向西园街道办事

处、屿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小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捐赠矿泉水、

花生牛奶、红牛饮料、可乐雪碧、面包方便面等抗疫物资，助力当

地疫情防控一线工作。晋航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

主动请缨加入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在西园街道屿头社区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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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点协助维持现场秩序。

7、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德化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主

任赖清泉，第一时间开展疫情防控社会宣传工作，严格按照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认真开展办公场所、库区等环境卫生消杀整治工作。

同时，组织单位干部职工 6 人次到挂钩片区（蒲坂村）开展志愿活

动，协助当地疫情防控部门做好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8、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理事、泉州市丰谷军粮供应有限公司经

理吴征榕，一是带领全体干部职工疏通物流渠道，联系军粮运输企

业前往供应厂家调运军粮，确保库存充足、不断供。二是严格贯彻

落实上级疫情防控各项部署，执行“正常办公、闭门供应”的应急

措施，同时针对部队禁止离开营地的防疫措施，调整军粮供应流程，

安排专人专车送至军营门口，避免接触隐患。三是根据救灾物资调

运指令，高效、及时、准确将救灾物资配送到指定接收地点。截至 3

月 28 日，会同区粮储局调运区级救灾物资 5 车次，调用 12 ㎡帐篷

32 顶、折叠床 50 张、睡袋 50 件、棉被 60 床、棉大衣 120 件、场地

照明灯 10 个、折叠桌椅 20 套，为抗击疫情一线应急物资提供了坚

强保障。

9、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泉州市中源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伟奇、总经理吴彦杰，严格贯彻落实上级疫情防控工作部

署，确保疫情期间粮油调配不断档、不断供，积极响应政府部门号

召，开展爱心捐赠活动，向丰泽区仁凤新村松林社区捐赠食用油 10

箱、波纹面 60 盒、大米 3000 斤，助力基层一线抗击疫情，并向奋

战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亲切的关怀和慰问。

10、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福建省晋江市双桥面粉有限

公司总经理洪义芳，严格落实上级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积极响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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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门号召。一是召开现场紧急会议，落实公司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任务，抓好员工个人健康管理，落实进出厂区体温检测、查验“健

康码”等。二是立即启动面粉应急加工响应机制，各部门、各车间

开足马力投入生产，各司其职，确保市场面粉货源充足、供应平稳。

三是抓库存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完好，调得出，用得上。

11、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理事、泉州市致远贸易有限公司总经

理黄志源，先后两次向丰泽区东湖街道东湖社区、东凤社区捐赠饮

料矿泉水等物资，为同心战“疫”贡献力量，用实际行动共筑堡垒，

一起守护我们的家园。

12、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监事、泉州市鸿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国财，积极响应政府部门号召，开展“引粮入泉”调运工

作，连夜调集车辆从产粮区运来粮食 200 多吨，确保该区域粮油市

场货源充足。同时，王国财总经理与福建知了谷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经理吴志民、五常米君粮油经理辛明、南安市官桥紫杉竹米行经理

王晓晟、南安市官桥富友米行经理韩春龙、官桥鑫进粮行经理何树

浦、五泉粮油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明等一行人，先后前往南安官

桥镇内厝社区消防站、中国粮食城保安室，为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的工作人员送去泡面 20 件、矿泉水 20 件、牛奶面包 20 件，向他们

表示亲切的慰问。

13、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南安市洪濑老山粮行总经理

黄金康，分别向洪濑镇西林村、溪霞村各捐款 2000 元。

14、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福建省泉州市丰泽三联粮油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设，积极配合政府调控，稳定物价，确保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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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参加抗疫捐款活动。由于百姓居家隔离提前备货的需要，小

包装大米严重短缺，公司紧急向从原粮产区调配货源，日夜兼程赶

赴泉州。

15、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理事、泉州康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汉泉，分别向常泰街道派出所和仙塘社区居委会捐赠矿泉水和金

象香米等生活物资，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16、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理事、泉州中良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彭清图，为当地疫情防控人员捐赠 2000 元，用于购买泡面、面包、

水等后勤保障物质，以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17、石狮市金源粮油经营部总经理王孙司，向石狮湖滨街道居

委会捐赠大米 5 吨。

18、福建省南安市官桥东街米厂总经理郭景炎，向官桥镇成竹

村委会捐款 5000 元，向官桥镇蓝桥社区居委会捐款 5000 元。

19、泉州市仟瑞粮油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冠凯，向晋江东石

镇政府捐赠大米 500 包价值 2.5 万元。

20、安溪县城厢大同路田园粮油店经理谢伟良，向泉州晚报社

捐赠大米 1 吨，向常青藤闽商学院捐款 600 元。

21、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会员、晋江市新塘麦浪面粉经营部总

经理孙振贤，向梅岭街道孙厝头居委会捐款 2000 元，向所在小区捐

款 1000 元。

22、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会员、石狮市金星粮油有限公司经理

许作转，向石狮凤里街道居委会捐赠大米 2 吨。

23、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理事、泉州金恒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经华，向石狮市灵秀镇加曾寨村委会捐赠 1 吨大米、现金 2000 元。

24、福建凤华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华仁油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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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陈安安，向闽南科技学院爱心捐赠价值 6500 元食用油，向官

桥镇金庄社区捐款 2000 元、东头村捐款 3000 元。

25、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理事、安溪县凤城淑珠粮食店（景盛

粮油）许淑珠，作为安溪县应急粮油代储点，承担县级应急大米储

备任务 400 吨。公司负责人陈新法，严格贯彻落实上级疫情防控工

作部署，加强物流运输环节，增加大米库存量，确保粮油市场货源

数量充足。

26、德化县隆丰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肖辉拨，向德化县三班镇

抗疫一线捐赠大米 2 吨、花生油 20 箱。

27、德化县涌兴粮食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荣周，向德化县雷

峰镇抗疫一线基层单位捐赠大米 2 吨。

28、泉州市丰泽区鑫轩粮油加工厂总经理吴靖，分别向清源后

茂社区捐款 2000 元，向海滨远建花园捐款 1000 元，向清源派出所

捐赠价值 1500 元的米和油。

29、晋江市三禾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泉州伍家有稻粮油贸易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垂伍，向安海镇三社村、浦边村、桥头五社村捐

赠 30 箱矿泉水、30 箱花生牛奶、30 箱香辣牛肉面等生活物资，并

向桥头村委会捐款 2000 元。

30、泉州市正泰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海生，向陈埭镇洋埭村

捐赠大米 1000 包。

31、晋江市红谷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建宁，向陈埭镇宫

口村捐赠自发面粉 75 件（1125 小包）及人民币 5000 元。

32、泉州市闽旺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菜水，向泉港区后

龙镇柳亭村委会捐款人民币 2000 元。

33、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会员、石狮市抚狮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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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卢阿大，主动报名参加社区志愿者活动，协助当地核酸检测

点维护现场工作秩序，配合抗疫一线人员做好现场各项准备工作。

34、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会员、永春县桃城镇辉亮粮油店经理

颜柳眉，积极响应政府部门关于“防疫不止于一线，个体更应主动

配合筑牢防疫堡垒”的号召，全力做好门店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对

进店顾客发放口罩、进行体温测量，耐心劝导部分老人前往核酸检

测点进行检测，并定时对营业场所进行消毒，为助力打赢这场全民

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5、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特约嘉宾、泉州市丰泽区启明书法学

堂蔡启明老师，积极协助一线防控工作，宣传发动小区广大居民群

众要服从安排，主动配合完成全员核酸采集检测任务，做到不扰乱

秩序、不瞒报、不谎报、不伪造信息，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居家

隔离。并以精湛娴熟的书法功底，书写“众志成城抗疫情 万民一心

战必胜”优秀作品，在公众号中鼓励人们抗疫必胜的信心。

……

还有许许多多会员企业和个人，积极响应政府部门号召，全力

做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力所能及开展捐款捐物爱心活动，积极参

加志愿者服务，为助力打赢这场全民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涓涓细流汇江海，点滴情意暖胸怀，力之所聚，众志成城，愿

尽绵薄之力，为疫情防控工作献一点爱心，尽一份责任。泉州市粮

食行业协会全体会员在疫情危急时刻敢于责任担当，各司其职，守

望相助，与全市人民一道共同筑起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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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粮油批发价格】

据中华粮网 5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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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0 元/吨（批发价）

2、福建福州 标一中晚籼米 4100 元/吨（批发价）

3、福建福州 中等早籼稻 2860 元/吨（批发价）

4、福建福州 中等中晚籼稻 2880 元/吨（批发价）

5、福建福州 特一面粉 3900 元/吨（出厂价）

【储备粮轮换信息】(来源：中储粮网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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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周报】（5 月 11 日~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