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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粮食仓储物流设施是粮食现代化流通体系的物质基础，是粮食流通和产业运行的基础支

撑。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通过对我国粮食仓储物流发展现状和问题的分析，提出优化粮食仓储
物流结构布局的措施和建议，重点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应积极嵌入国家大物流体系，着力
构建与市场多元流通主体相适应、与现代粮食产业体系产业链相衔接、与物流产业生态链相融合
的现代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布局；二是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角度，着力构建符合我国粮食产销跨区
域大流通特点，在时间、空间、品种、规模多个维度上高效保障的现代粮食仓储物流布局和体系；
三是从支撑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角度，建设高效对接的粮食仓储物流基础设施，按照现代粮食产
业组织要求，合理布局仓储物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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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ain storage and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are the material basis of the modern grain circulation
system and the basic support of grain circulation and industrial operation. Guided by the new development
principles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grain storage logistics in China,
th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of grain storage logistics structure were put forward,
focusing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actively embedding grain storage and logistics system into the
national large logistics system,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grain warehousing and logistics
facilities layout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multi-circulation subjects of the market, connected with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the modern grain industry system and integrated with the ecological chain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putting forth effortto build a
modern grain storage logistics layout and system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regional
large-scale circul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and is highly efficient in terms of time,
space, variety and scale;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orting the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ain
industry, constructing an efficient grain storage logistics system, and rationally arrange storage and logistics
nod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grain industry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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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和服务上，由主要面向行业特别是国有企业，

的物质基 础 ，是粮食 流 通和产业 运 行的基础支

转向全社会粮食流通和各类市场主体。

撑。遵循战略思维把握重点、统筹兼顾、开放视

2

野、照应阶段、抓住机遇的原则，将粮食仓储物
流设施放 在 粮食产业 和 社会大物 流 的整体中加

2.1

我国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发展现状和成效
粮食储备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确保国

家储粮安全

以思考，放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深化粮食收储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过机械化骨干粮

制度改革的基础支撑作用的全局中加以定位，将

库项目、世界银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国家 900

建设布局问题放在整个过程中加以分析，更有利

亿斤储备粮库项目、
“粮安工程”大规模建设，我

于系统把 握 粮食仓储 物 流设施布 局 的整体发展

国粮食仓储设施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粮食收储

方向。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

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农户储粮条件得到大幅改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

善，对稳定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

代中国 特色 社会主 义经 济思想 的主 要内容 和 灵

重要作用。

魂，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指引和重要遵

2.2

储粮品质明显改善、储粮技术国际领先

循。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应用全局性思维，合

“十一五”以来，我国粮食储藏技术得到快

理优化粮食仓储物流结构布局，对构建适应收储

速发展。以粮情测控、环流熏蒸、机械通风和谷

制度改革要求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助力粮食

物冷却机低温储粮技术为核心的“四项储粮新技

产业经济转型发展，保护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积

术”在国家储备粮库建设中大规模应用。近年来，

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绿色、无公害储藏新技术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低

实意义。

温储粮技术，二氧化碳气调、氮气气调储粮新技

1

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及收储制度改革背景

术得到广泛应用。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幅降低

2017 年 9 月 1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

了储粮损失，改善了储粮品质。

推进农业 供 给侧结构 性 改革大力 发 展粮食产业

2.3

“北粮南运”跨省粮食运输通道基本形成

经济的意见》（国办发【2017】78 号）提出了以

“十二五”以来，我国粮食物流业快速发展，

增加绿 色优质粮食 产品供给、 有效解决市 场化

区域散运水平大幅提高，跨省水运取得长足进展，

形势下 农民卖粮难 问题、促进 农民持续增 收和

铁路运输瓶颈明显缓解，物流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保障粮食安全为重点，大力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粮食现代物流体系初步建成。2017 年，全国国内

推动粮食产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

粮食物流总量快速增长到 3.7 亿 t，跨省粮食物流

目标。

量增长到 1.7 亿 t，粮食进口量超过 1.3 亿 t，我国

改革完善粮食收储制度，是农业供给侧结构

粮食物流业正迈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粮食流通

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深

形成了“北粮南运”为主的基本格局，构建了衔

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让收储价格更好反映市场

接产销的八大通道。依托八大通道建成一批覆盖

供求，扩大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随着收储制度改

主要粮食生产和消费区域、具备辐射和示范作用

革的持续推进，粮食流通领域正在发生“四个深

的枢纽节点和规模化粮食物流园区，有力促进了

刻变化”：收购方式上，由政策性收购主导转向市

产销衔接,保障了区域间供需平衡。

场化收购常态；价格形成上，由以托市价格为参

2.4

粮食仓储信息化加快发展

照转向市场形成价格机制；操作主体上，由单一

2015 年以来，全国 30 个省份实施了“粮安

政策执行主体为主转向多元市场主体共同参与；

工程”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专项项目，中储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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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公司 完成 所有直 属库 和分库 的智 能化粮 库 建

集装单 元化 运输等 多元 化运输 设施 不完善 等 问

设，粮库“一卡通”、“智能通风”技术得到了推

题。同时仓储物流设施在为加工企业提供定制化

广应用。国家粮食管理平台初步建成，江苏、浙

仓储保管、为城乡居民提供综合配送服务等方面

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青海、广东等 8

的统筹利用也存在不足。

个省级平台基本建成。国家粮食电子交易平台、

3.2

粮食现货批发市场信息化升级和“互联网+粮食”

程度低

电商平台等重点工程扎实推进，信息统计分析、

集约化、网络化、多元化、高效化经营组织
尽管近年来我国对粮食物流发展越来越重

信息报送等信息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视，每年均安排中央投资补助支持粮食仓储物流

3

设施建设，粮食物流设施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但

我国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存在的问题分析

3.1

结构布局滞后于发展要求

3.1.1

储备物流功能分立

我国粮食储备周期长，且由于在传统平房仓
储备积累了丰富的储粮经验，因此在综合考虑设

集约化、网络化、多元化、一体化发展水平仍亟
待提升。一是我国缺少像 ABCD 四大国际粮商那
样具备国际化完整供应链、跨区域一体化运营能
力的大型粮食企业。二是除中粮、中储粮等少数

施投资、管理经验、储备期长的基础上，大规模

大型国有企业外，我国粮食仓储物流资源和物流

建设时偏重于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即储备性能，

运作条块分割，缺乏供应链统筹规划。三是部分

选择平房仓作为我国主要储备仓型，而流通中转

关键节点未能统筹协调物流资源。有时国家层面

匹配性好，兼顾储备要求、节约用地的浅圆仓则

规划布局，在节点选点落地时，完全依托企业在

建设得少。随着我国部分地方粮食储备逐步由静

区域资源的市场化获得能力，造成部分物流节点

态储备向动态储备发展过渡和浅圆仓储粮技术经

缺乏持续发展条件。四是粮食物流整体集约化、

验积累，以及我国劳动力人口红利消失和土地资

规模化程度偏低。大型粮食产业集群发展不足，

源制约等因素，占总仓容 80%以上的平房仓占地

难以形成系统性物流优化解决方案。多式联运、

大，进出仓作业环境差、效率低、与中转衔接能

设施网络化布局、无缝化衔接差，无法实现粮食

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制约了仓储设施的高

物流整体协同效能。五是系统化组织程度低，造

效利用，增加了粮食流通成本。

成堆存期过长，粮食港口中转设施利用率低。

3.1.2

3.3

不适应“五优联动”及社会化统筹利用的

发展要求

国内国际通道衔接不畅，发展不平衡

3.3.1

国内通道发展不平衡

进入新时代，我国城乡居民粮食消费水平已由

国内粮食八大通道中东北流出通道水路外运

“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能力局部过剩。西南、西北通道关键节点少，基

转变。针对我国粮食消费结构需求端变化，国家

础设施薄弱。华东、华南沿海流入通道粮食分拨

及时调整供给端，启动了优质粮食工程建设，推

能力不足。

进中国好粮油标准，完善粮油质量监督体系，发

3.3.2

进口通道发展不平衡

展粮食产后服务体系，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加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中国国

快实现优粮优产、优粮优购、优粮优储、优粮优

际采购粮食国内流向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临港

加、优粮优销“五优联动”。作为粮食流通支撑环

粮食加工也重点集中在沿海地区，因此我国长期

节的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却普遍存在单仓仓容大，

重视东部沿海地区粮食进出口通道建设，而东北

常温储粮，适应优质粮食低温储藏及小批量分批

地区面向俄罗斯等东北亚通道，西部面向南亚、

中转分仓储存的设施不足，适应分类分质运输、

东南亚、西亚的粮食物流通道建设则明显滞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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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粮食物流通道布局不完善，配套仓储物流设

构布局，应重点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应积

施不足，与国内的八大通道的衔接不畅，开放性

极嵌入国家大物流体系，深度融入现代化粮食产

的布局亟待提升。

业体系、服务于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发展，服务于

3.4

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按照国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标准化对接协调发展不足，物流信息数据共

享亟待加强

改革整体布局要求，着力构建与市场多元流通主

3.4.1

体相适应、与现代粮食产业体系产业链相衔接、

横向通用化、标准化协调发展不足、纵向

专业化衔接不畅

与物流产业生态链相融合的现代粮食仓储物流设

一是部分物流关键节点的散粮专业接发设施

施布局，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深度融

落后，接发能力不足，中转外运节点缺少散粮火

合；二是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角度，应着力构建

车、集装单元化等装车设施。多数内河粮食泊位

符合我国粮食产销跨区域大流通特点，在时间、

专业化接卸水平低；二是粮食加工企业的物流快

空间、品种、规模多个维度上高效保障的现代粮

速接卸设施配套能力不足。三是运输工具标准不

食仓储物流布局和体系；三是从支撑粮食产业高

匹配，公铁水运输设备未能形成统一标准，影响

质量发展角度，应建设高效对接的粮食仓储物流

多式联运无缝衔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粮食公

基础设施，按照现代粮食产业组织要求，合理布

铁、铁海联运发展。

局仓储物流节点，促进产业链形成和规模化运作，

3.4.2

有效支撑粮食生产与粮食产业的协同发展。

物流信息化建设及数据共享亟待加强

虽然近年来我国粮库智能化建设取得了快速
发展，但目前尚未实现政策粮食全覆盖。粮食仓

4.1

坚持创新发展，推进构建跨区域储备物流一

体化协调发展新格局

储信息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不足，数

一是创新机制，筑牢物流基础，积极推进储

据获取与应用分离的问题依然存在。粮食物流企

备物流跨区域协同合理布局。以安全保障、优质

业尚未应用大数据和智能决策等信息技术来优化

高效、利益协调为根本，打破行政区域局限，统

物流业务流程实现管控一体化。全国和区域性粮

筹利用行政区域内外的储粮生态区域特性、土地

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滞后，无法实现粮食物

资源禀赋、存量仓储资源，优化现有仓储设施布

流资源高效配置。

局，将“弱协作”提升为跨区域“强合作”，积极

3.5

构建跨区域储备物流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真正做

物流保障能力与利用自然禀赋跨区域合理

优化布局的发展需求不协调

到“全国一盘棋”的布局优化。二是调结构，助

目前我国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两极分化的产

力“五优联动”发展。仓储物流环节实现“优粮优

销格局趋势更加明显，同时存在产销平衡区向销

储”要按照“优化存量、提升增量”的原则，以“产

区转变的趋势。生产布局上，产量和流量集聚效

购储加销”一体化经营的发展模式，合理调整和

应越来越明显。我国粮食生产区域的不均衡，储

新建部分满足收储环节及加工环节推行优质品种

粮生态条件的自然禀赋不同，造成粮食储备布局

分类、分质分仓储存要求的仓型。大力推广仓储

相对集中，产区仓容闲置和销区仓容不足矛盾并

设施的生态绿色储粮和低温储粮等新技术，实现

存，虽然部分省份开展了南粮北储跨省合作，但

粮食保质保鲜、“常储常新”。三是强弱项、补短

由于品种差异和对紧急情况下运输保障能力的担

板。以制约我国占总仓容 80%以上的平房仓进出

心等原因，并未能形成规模。

仓效率低、作业环境差的薄弱点为突破口，着力

4 优化粮食仓储物流结构布局的举措和建议

解决平房仓的物流和作业环境短板，同时发展满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优化粮食仓储物流结

足物流中转的浅圆仓等仓型，有效提升仓储物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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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能力和效率，实现储备物流功能同步发展。

加强设施共享，加强专业化设施运行与通用性物

4.2

流设施运作的协同，推动散粮火车入关等专业运

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增强保障粮食安全和支

撑产业发展的整体性

输系统与集装箱等通用标准作业的协调发展。

围绕粮食仓储物流特点，从粮食安全民生保

（2）从粮食物流产业链衔接升级到粮食物流

障高度，更好地发挥政府公共服务作用，引导各

产业生态链共建。将以企业利益为中心进行“捆

类物流资源要素集聚，重点完善关键粮食物流通

绑”的粮食物流产业链发展模式提升为打造以用

道与枢纽节点功能，加快构建高效粮食物流多式

户利益为中心进行“捆绑”的粮食物流产业生态链

联运系统。在确保粮食流通安全保障的同时，协调

发展模式。以用户服务为共同目标，以生态经济

粮食现代产业体系发展要求、收储制度改革需求，

为约束，将粮食仓储物流与绿色物流、电子商务

进 一步 推动现 代粮 食仓储 物流 设施布 局及 体 系

物流等物流新兴形态相结合，将技术创新、管理

建设和完善。按照粮食现代产业供应链组织的内

创新和制度创新有机地融为一体，实现粮食仓储

生要求，从运行模式、结构布局、要素协同等方

物流的跨区域跨业态的结构布局优化，达到仓储

面，主动融入粮食现代产业体系。按照产业组织

物流基础设施、产业需求、物流服务功能三者的

最优化方式，优化物流节点结构布局，推动形成

平衡发展。

仓储物流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
4.3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粮食仓储物流建设

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进一步强化指标约束，促进粮食物流降本
增效。加快形成粮食物流指标评价体系，降低粮
食流通成本，提高粮食流通效率；二是坚持标准

（3）建立安全高效、开放的粮食现代物流体
系。加快培育具有国际视野，具备国际化完整供
应链和跨区域一体化运营能力的国际大粮商，积
极利用进口粮源地的收储和中转设施，与国内粮
食八大通道对接，构筑更加安全高效开放的粮食
仓储物流布局。

化建设，坚持环境优先，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加
大推广物流设施的标准化建设，加大环境和安全
绿色发展监督实施，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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