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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年贺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会员：

奋斗中辞别旧岁，憧憬中迎来新年。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泉

州市粮食行业协会谨向关心支持协会各项工作的各级领导及全体会员致

以崇高的敬意，向辛勤耕耘的全体同仁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过去的一年，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在福建省粮食行业协会的指导下，

在市发改委、市民政局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全体会员的共同努

力下，面对“3.13”泉州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

的经济形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一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我市粮食安全为中心，充分发挥粮食

行业桥梁纽带作用，“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引导和鼓励全体同

仁保供稳市、确保安全，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品牌建设、产品创新，

搭建平台、产销协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同

心抗疫、守望相助，慰问活动、奉献爱心，树行业先进典范、创粮食教

育基地，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等工

作历历在目、硕果累累，为我市粮食安全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23 年是团结协作、锐意进取、提升品牌战略的关键年。由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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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俄乌战争的影响，粮食已成为全球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安全面

临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认真学习党的二十

大精神，贯彻执行《泉州市“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积

极配合市发改委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行业担当、履行职责，深化粮食

行业引导，打造产销协作平台，拓宽“引粮入泉”粮源渠道，大力挖掘

泉州地方特色优势，推进品牌兴粮新一轮驱动，建立优质品牌培育梯队，

突出“品牌集群”效益，不断推出“泉州好粮油”拳头产品，不断提升

“泉州好粮油”品牌形象，做强做大我市粮食企业，促进我市粮食产业

高质量发展。

让我们携起手来，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粮食经

济新一轮改革和发展的大潮中，为确保我市粮食安全继续努力奋斗！

值此佳节之际，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合家欢乐、事业

更上一层楼！

【国家粮食政策】

传达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一、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粮食产能提升提出新要求。锚定目

标：粮食安全为首（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和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现途径：科技和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对明年甚

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的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作了全面部署：保障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

二、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抓紧制定实施方案。

这是我国第二次提出千亿斤粮食增产行动。自 2009 年启动实施《全国新

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 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已

连续 8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粮食安全形势总体向好。2022 年全国

粮食产量达到 13730.6 亿斤，同比增长 0.5％。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483

公斤，小麦、稻谷两大口粮完全自给。但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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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粮食生产依然面临的压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正是国家未雨绸缪，进一步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体

现。

三、我国不仅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粮食进口大国。2021 年我国粮

食进口总量高达1.6亿吨；2022年 1-11月我国累计进口粮食超1.3亿吨，

粮食进口规模正在减小。

四、保障粮食安全，节粮减损就是增产保供。在我国，粮食全链条

损失率达 8%。其中，生产和收获环节约占整体粮食损失和浪费的 27％，

储存和运输环节约占33％，加工和包装环节约占9％，消费环节约占31％。

因此，粮食减损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持续采取有力措施，全方

位全链条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农业农村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

国将重点从加强生产源头管控、强化储运环节减损、提升加工利用水平、

引导节约理性消费四方面着力，有效降低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

环节损耗，开展粮食节约行动。

五、严格责任制考核，确保粮食安全，督促各地真正把保障粮食安

全的责任扛起来。2022 年是实施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的第一年，全面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主产区要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主销区

要切实稳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产销平衡区要确保粮食基本自给。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出的战略部署。

二、习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

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抓紧

制定实施方案。要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坚决守住 18亿亩耕地红线，



第 4 页 共 8 页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

效，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

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保障粮食安全，要在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发力，

持续深化食物节约各项行动。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要严格考核，督促各地真正把保障粮食安全

的责任扛起来。

【协会活动】

寒冬慰问贫困户，真情关怀暖人心

2022 年 12 月 13 日，正值寒冬阴雨天气，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执行

会长林建全，第四季度轮值会长王清河、张远迎，副会长蔡振南、戴泽

阳、王清记、蔡金将，秘书长孙伍铭，南安粮食协会秘书长黄文连，石

狮中心粮库主任蔡纯良等一行人前往石狮市鸿山镇连厝村开展爱心慰问

活动，并向连厝村 16 家贫困户、低保对象及孤儿、老人赠送 16 袋大米

和 16 桶食用油,代表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传达企业家回馈社会的浓浓关

怀之情。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林建全在慰问活动中鼓励他们要勇敢

面对，坚强生活，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相信会有更多的政府部

门、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一起伸出温暖之手，不断改善大家的生活条

件，相信大家明天的生活会更美好。

开展爱心慰问活动，赠送部分物资以解贫困户的燃眉之急，更重要

的是给他们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鼓

励他们自强不息，争取早日摆脱贫困。

鸿山镇莲厝村书记兼村长胡连雄等村干部参加这次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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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任重道远 泉州储备库搬迁重建项目正有序开展

2022 年 12 月 26 日下午，泉州储备库搬迁重建项目召开现场会议，

会议由工大咨询泉州区域负责人张广国主持。本次会议有三个议程，第

一个议程是桩基试桩选桩，第二个议程是桩基设计图纸会审，第三个议

程是召开第一次工地会议。本次现场会议参加单位为建设、监理、设计、

勘探及施工单位等相关人员。

会上，施工单位省五建汇报工程临设安装布置等准备工作的进展情

况，并报告了试桩的工作方案。随后北方设计院提出桩基设计图纸会审

方案，各单位提出修改及细节调整要求，设计单位表态将加快图纸设计

进度，计划于春节前完成图纸设计工作。监理单位要求，设计方及施工

方必须要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做好本阶段各项工作。工大咨询公司泉州

区域负责人张广国要求，各单位要抓紧落实工作安排，全面加强施工管

理，做好施工安全和文明施工监督，保质量完成现阶段的工作。

泉州储备库搬迁重建项目开始试桩，标志着项目工程开始进入施工

阶段。

最后，泉州储备库搬迁重建项目筹建处主任卓芳华同志强调，一是

施工单位要尽快的做好计划安排，合理制定施工方案，并提交监理单位

及工大咨询审核，计划表横道图要上墙，挂图作战。第二是抓好设计及

施工进度，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并做好施工安全监督控制。如果有需要

协调解决的，要尽早尽快报告，以便于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第三是各

参建单位备案人员要尽快到位到岗，有人员调整的，必须严格按照合同

相关规定及程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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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家信息联络点报道】

1、晋江市振盛米业近两个月与省外企业签订 2千多吨合同，到库 1

千多吨。

【市场行情】

节前备货时间有限 谨防节后麦市下跌风险

进入 12月以来，受麦市供给充足、需求回暖缓慢的影响，主产区麦

价持续震荡偏弱调整。部分贸易商反映，目前部分中大型面粉企业小麦

收购价已降至 3200 元/吨左右，而小微面粉企业早已跌破 3200 元/吨关

口，年关小麦市场悲观情绪浓重。监测显示，当前主产区制粉企业二等

新普麦收购价 3180～3230 元/吨，较月初普遍回落 60～70 元/吨。

距离春节已不到一个月时间，市场的有效备货时间已经非常有限，

加之部分面粉企业提前放假停产，购销活跃度趋于下降，节前小麦市场

变数已经不大。而节后面粉销售相对转淡，各级储备轮换小麦出库将会

增加，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节后小麦市场或存在一定的价格下跌风

险。

据业内人士分析，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市场各方对节前消费

市场的悲观情绪浓重，加之企业开机率不高，小麦库存消化速度缓慢，

采购小麦积极性较弱。而近期小麦价格累计下跌幅度又较明显，大多在

每斤 0.05 元上下，虽然近日部分地区小麦价格出现弱势反弹，但市场信

心明显不足，节前留给小麦市场调整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

监测显示，当前主产区制粉企业特一粉出厂价为 3590～3610 元/吨，

部分地区价格较 12月中旬下滑 10元/吨。据了解，受疫情蔓延、产能过

剩、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加之国庆节后小麦价格上涨持续时间较长、

幅度较大，拉动终端面粉销售并支撑面粉价格上涨，透支后市行情。因

此，自 11月中下旬开始，面粉销售提价困难，局部地区微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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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麸皮市场来看，由于面粉企业开机率持续偏低，麸皮产出数量

较少，在面粉价格无起色的情况下，厂家挺价麸皮意愿仍然较强。当前，

主产区麸皮出厂价为 2550～2580 元/吨，较 12 月中旬上涨 20～30 元/吨。

按照常规，春节过后，中央储备粮多数储备企业将会启动国储小麦

轮出计划，一些地方储备为推陈储新，也将抓紧时机进行轮换出库，加

之传闻托市小麦拍卖重启，市场供给将会维持充足。

春节后面粉销售将阶段性转淡。有关专家指出，这次疫情高峰大概

要持续到春节后。春节之后全国整体上会有减缓趋势，但达到基本正常

可能要到 2 月底或 3 月上旬。从近段时间的市场来看，疫情不显拐点，

消费难有作为，看来小麦市场的恢复也需要时间。

【粮油价格】

据中华粮网 12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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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0 元/吨（批发价）

2、福建福州 标一中晚籼米 4120 元/吨（批发价）

3、福建福州 中等早籼稻 2900 元/吨（批发价）

4、福建福州 中等中晚籼稻 3000 元/吨（批发价）

5、福建福州 特一面粉 3800 元/吨（出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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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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