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关于印发《第三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粮发〔2020〕18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

食局），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

神，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

力，经研究决定，第三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定于 2020 年 10 月中

旬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同期还将举办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

全宣传周活动。

现将《第三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抓

紧启动、落实相关工作。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0 年 7 月 2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第三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工作方案

为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深化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

力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加强粮食产销合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定于2020年10月中旬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第三届中国粮食交

易大会（以下简称“交易大会”）。为确保系列活动办出特色、办

出水平、取得实效，特制定本方案。

一、大会主题

聚优质、强产业、增活力、畅流通

——建设粮食产业强国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二、时间地点

时间：10 月 13 日至 15 日全天 组展布展、报到

10 月 16 日至 18 日上午 展览及相关活动

18 日下午 撤展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三、大会内容

交易大会开幕式、展览序厅（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

传周主题展及优质粮食工程成果展）、优质粮油产品暨相关技术

设备展览（八个展区）、产品和项目推介、专场交易、洽谈签约、

论坛（五场）七部分组成。

（一）大会开幕式

时间：16 日上午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持：贾骞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议程：福建省政府领导致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讲

话，福建省政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共同启动开幕式，

领导巡馆。

参加人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

务院扶贫办和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同志；福建省政府、福州市政府

及有关省（区、市）领导同志；各省（区、市）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粮食局）主要负责同志，各垂直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交易

大会组委会成员、联络员、信息员；参展、参会代表等。

规模：3000 人

（二）展览序厅

时间：16 日至 18 日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区域划分：2 个展区

1．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展

形式：图片、文字、音像等

内容：深入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粮食安全重要战略部署；

集中展示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活动内容，近年来粮食

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等；集中展示爱粮节粮之星、粮安之

星、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等先进典型；集中展示爱粮节粮优秀

征文、粮食安全主题优秀动漫等各类主题作品；集中展示粮食安



全宣传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有关情况；集中展示主流媒体宣传

报道粮食安全情况；集中展示世界粮食日活动主题、活动内容，

国内外粮食领域主题交流活动等。

负责单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

2．优质粮食工程成果展

形式：图片、文字、音像等

内容：集中展示各省（区、市）在大力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中

取得的成果，同时展示一批创新能力强、产业融合好、经济社会

效益优、辐射带动范围广的龙头示范企业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的典型经验。

负责单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规划建设司牵头组织，各

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配合。

（三）优质粮油产品暨相关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16 日至 18 日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区域划分：8 个展区

1．贫困地区消费扶贫展区（第二届全国贫困地区优质特色

粮油产品展销会暨中央国家机关定点扶贫县农副产品产销对接

活动）

形式：图片、文字、音像、实物等

内容：以省份为单位展示展销贫困地区优质、特色粮油及相

关产品。邀请粮食经销商、大中型商超、大专院校、餐饮连锁企



业等用粮单位参观、洽谈、采购，将网上销售和线下销售相结合。

负责单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规划建设司牵头组织，各

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交易协

调中心（以下简称“交易协调中心”）配合。

2．优质粮油产品展区

形式：图片、文字、音像、模型、实物等

内容：展示国内优质绿色营养健康粮油产品（含中国好粮油

产品、名牌产品、粮油精深加工产品等），及部分省试点全产业

链情况。突出福建等 11 省份产销合作主题，展区集中布置，设

立独立标识。

负责单位：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牵头组织，交易协调

中心配合。

3．粮油机械设备展区

形式：图片、文字、音像、模型、实物等

内容：展示粮食加工设备、仓储设备、检测设备、物流设备、

环保设备、过程控制和机电一体化装备等。

负责单位：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牵头组织，交易协调

中心配合，中国农机流通协会协办。

4．粮食科技成果展区

形式：图片、文字、音像、实物、现场咨询等

内容：借助科技活动周成果，遴选部分科技创新能力强、创

新转化成果显著、产学研主动服务行业的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



集中展示科技项目进展、创新成果、服务产业发展典型案例等。

负责单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牵头组

织，涉粮科研机构以及交易协调中心配合。

5．主食厨房设备及相关产品展区

形式：图片、文字、音像、实物等

内容：选取知名设备厂商利用现场展示和现场制作的形式集

中推介主食厨房设备及相关产品。

负责单位：交易协调中心牵头组织。

6．对外合作展区

形式：图片、文字、音像、模型、实物等

内容：拟邀请大型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展示对外合

作、优质粮油产品及项目投资成果。

负责单位：交易协调中心牵头组织，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

部门和有关企业配合。

7．全产业链数字化展区

形式：图片、文字、音像、小型实物设备等

内容：聚焦粮食数字技术企业，展示数字技术促进优质粮食

产业发展成果和信息技术产业融合的发展趋势。

负责单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规划建设司牵头组织，中

国信息协会粮农信息分会承办。

8．金融服务展区

形式：图片、文字、音像等



内容：展示粮食交易融资产品与服务。

负责单位：交易协调中心牵头组织，光大银行、浙商银行、

江苏银行等金融、保险企业参与。

（四）产品和项目推介

1．各省粮油产品专场推介

时间：16 日至 18 日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推介区

内容：对各省优质粮油产品及相关产品进行推介。

负责单位：交易协调中心牵头负责，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

部门组织并申请。

2．网上直播推介

时间：16 日至 18 日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直播区

内容：涵盖宣传、推介、销售等方面，通过设立若干企业直

播间和媒体直播间，由各省份参展企业独立开展“直播带货”，

由专业媒体对大会开幕式、重要展区、有关活动情况等进行直播。

3．项目投资推介会

时间：18 日上午

内容：深化产销协作搭建对接，对相关地方政府、粮食产业

园区推介的招商引资项目进行筛选，在国家粮食电子交易平台发

布。会上邀请若干项目单位介绍招商引资项目情况及优惠政策，

吸引投资、合作。对大会期间成交的各类项目成果组织集中签约。



参会人员：有关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负责同志，地方政

府、粮食产业园区、大型粮油加工及投资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员。

负责单位：交易协调中心牵头组织，有关省级粮食和物资储

备部门配合。

（五）专场交易会

时间：16 日下午

交易组织：启动好粮油交易平台，组织好粮油专场交易，企

业参与平台采购和销售。

负责单位：交易协调中心牵头组织，各省级交易中心配合。

（六）洽谈签约

1．项目签约仪式

时间：18 日上午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会议室

内容：对交易大会期间集中成交的具有代表性的交易成果和

项目推介成果集中签约。

2．企业洽谈签约

时间：16 日至 18 日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洽谈区

内容：为产销区企业提供洽谈服务，便于参展参会企业开展

业务合作。

负责单位：交易协调中心牵头负责。

（七）论坛



1．粮食政策和市场形势分析会

时间：16 日下午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会议室

规模：400 人

内容：对当前粮食政策、市场形势进行分析。

负责单位：交易协调中心组织，中国粮食经济杂志社承办，

各省级交易中心配合。

2．粮食产销合作论坛

时间：17 日上午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会议室

规模：200 人

内容：围绕品牌合作、产销协作、渠道共建等内容开展交流

和研讨，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产销合作、互利共赢。

负责单位：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牵头组织，有关省级粮

食和物资储备部门配合。

3．优质粮油品牌建设论坛

时间：16 日下午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会议室

规模：200 人

内容：探讨粮油加工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国内外粮油加工前

沿技术及发展趋势，开展品牌营销等，启动好粮油专场交易。

负责单位：交易协调中心组织，粮油市场报承办，各省级交



易中心配合。

4．粮食产业数字化论坛

时间：17 日上午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会议室

规模：200 人

内容：以提高粮食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

题，研讨智慧粮食数字化工程发展趋势，交流案例、经验和成果。

负责单位：中国信息协会粮农信息分会组织，交易协调中心

配合。

5．粮食机械装备发展论坛

时间：17 日下午

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会议室

规模：200 人

内容：围绕优质粮油生产全程机械化装备技术，邀请企业和

有关专家介绍装备技术的应用及趋势。

负责单位：交易协调中心组织，中国粮油学会承办。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2020 年是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在国内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的形势下，

本届交易大会将与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等系列活

动同时举办，对强化粮食安全意识，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加

快复苏具有重要意义。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坚决贯彻国



家局党组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组织办好第三届交易大会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及早启动相关筹备工作，

把筹备交易大会作为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抓紧确定主管领导，

组成各有关处室参与的筹备机构，落实具体工作人员和经费，为

交易大会成功举办提供保障。

（二）明确任务，有序实施推进。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

门要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动员本地区粮食生产、加工、贸易、质

检、科技研发、装备制造等企业积极参展参会；要积极引导龙头

企业和优质品牌进入交易平台展示交易；要注重邀请本地区大型

商超、大专院校等采购商参会交易；要对参展主体及其产品严格

审核把关，实行质量追溯管理，严禁虚假宣传和展示销售“三无”

产品。

（三）精心组织，抓好责任落实。组委会要做好本届交易大

会筹备的统筹协调工作，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办会质量和

效率。重大活动各牵头单位要细化方案、倒排进度、狠抓落实，

做好会务组织、新闻宣传、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各省级粮食和

物资储备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创新方式方法，突出主题和重点亮

点，结合粮食销区举办的特点，放大产销合作效果；要全方位落

实安全责任，对疫情防控、展区施工、消防安全、展会秩序、人

员安全等制定预案，强化措施，确保大会平安有序。

（四）强化服务，做好大会保障。组委会与各省级粮食和物

资储备部门、各有关单位要主动加强沟通联络，及时通报筹备有



关进展情况。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加强与本地区参会企

业代表的联系对接，收集参展企业展示交易、宣传推广和产销合

作等方面的需求，组织人员按时参加大会各项活动，做好食宿交

通等各项保障工作。要服从组委会统一安排，拟在大会期间自行

组织的活动，须事先征得组委会同意和批准。在会议期间要严格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切实强化廉政风险防控，坚决杜绝铺张

浪费。

（五）多措并举，严格疫情防控。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

部门、各有关单位要根据商务部、公安部、卫生健康委《关于展

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压紧压实疫

情防控责任。要收集汇总参会人员信息，预先开展健康排查，配

合建立信息可追溯机制，组织做好防疫知识培训和宣传；参会人

员要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做好防控工作，确保全员参与、全面覆

盖，不留死角。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有关方面要做好疫情

风险评估，有效管控并防范重大风险，制订大会疫情防控方案和

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演练。要切实担负疫情防控现场管理责任，

做好展馆防疫消杀、通风保洁、出入和人流管控、现场应急医疗、

防疫物资储备、应急处置场所的安排配置等工作。

附件：第三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组委会委员和联络员、信息

员报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