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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粮展〔2012〕3号

国家粮食局关于印发《粮食流通

基础设施“十二五”建设规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

江省农垦总局粮食局，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中国中纺集团公司：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粮食局联合印发的《粮食行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国粮展〔2011〕224 号）要求，为积

极推进“十二五”期间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我局研究编制了

《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十二五”建设规划》，现印发你们，并就

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中央企业要根据本规划要

求和各自实际，加强地方（央企）与全国规划之间、各地规划之

间的有效衔接和项目对接，统筹谋划，保证行业完整性。注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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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计划与本规划的衔接，建立健全规划实施协调和评价评估机

制，我局将组织对实施情况进行年度检查。

二、为做好建设投资和保障措施的落实工作，各地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要加强与相关部门间的沟通，制订和完善项目建设管理

办法，积极推进“十二五”期间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三、要通过规划编制做好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储备，

积极抓好项目可研、设计、审批、土地和建设资金落实等前期工

作，使项目安排落到实处。

国 家 粮 食 局

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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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 年）》、

《全国新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 年）》、《粮食

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发改经贸〔2007〕2136 号）、《粮油仓储设施

建设方案》（发改经贸〔2009〕2875 号）和《粮食行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纲要》（国粮展〔2011〕224 号）等要求，并结合我国粮食

流通设施现状编制。本规划包括粮油仓储烘干设施建设、仓房维修

改造、粮食现代物流、农户科学储粮专项等四个方面。

一、主要成就和存在问题

“十一五”时期，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资金约 800

亿元，其中中央补助投资约 100 亿元，粮油仓储、物流设施建设、

仓房维修改造和农户储粮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国家粮食

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十一五”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筹措资金，加大了对粮

油仓储设施建设和改造力度。全国共投入建设资金约 360 亿元，其

中中央补助投资约 80 亿元，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约 280 亿元。共建

设仓容 6400 万吨，油罐 1000 万吨，烘干能力 3000 万吨，维修改造

仓房约 1.1 亿吨。截至 2010 年底，全国粮食仓储企业有效仓容达到

3.49 亿吨、油罐罐容 1410 万吨、粮食烘干能力 1.1 亿吨。与 2005

年相比，分别增长 34％、194％和 58％，基本能够满足粮油收购储

备需要。

“十一五”时期，特别是 2007 年全国《粮食现代物流发展规划》

发布实施后，各地工作取得长足进展。五年间国家共安排中央补助

投资约 15 亿元，带动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约 390 亿元，在主要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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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物流通道上陆续建设了一批以大连北良港、上海外高桥粮食物

流中心、舟山国际粮油集散中心等为代表的重大项目，东北各港粮

食发运能力和东南沿海接卸能力显著增加，长江通道初步形成，黄

淮海流出通道重要节点建设开始启动，陕西、甘肃、新疆等西部地

区也初步形成了一批重要物流节点，上述项目建成后使全国新增中

转能力 1.2 亿吨以上，新增散粮中转设施接收能力 28 万吨/小时，

粮食物流效率明显提高。

“十一五”时期，在试点的基础上，2010 年正式启动了农户科

学储粮专项。总投资约 24 亿元，其中中央补助投资 7.06 亿元，地

方配套和农户自筹约 16.6 亿元。为全国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0 万农户配置新型小粮仓，可为农民存储粮食约 79 亿斤，每年减

少储粮损失约 5.1 亿斤，预计可为农民直接增收 5 亿元。这是建国

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农户储粮设施建设给予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专

项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减损增收效果显著，深受广

大农民欢迎。

“十一五”时期，国家粮食局组织开展了《植物油库建设标准》、

《粮食物流园区总平面设计规范》、《粮食仓房维修改造技术规程》

等 25 项粮食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工作，其中 9 项为国家标准、16

项为行业标准。散粮汽车、吸粮机等散粮运输装卸设备得到了进一

步推广和应用。集粮食仓储、物流、加工、信息和交易等功能为一

体的粮食物流园区发展迅速。

当前，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粮油仓储物

流设施建设地区间进展不平衡，应急保障能力等薄弱环节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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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粮库仓储设施陈旧老化严重，急需维修改造提升功能；粮食物

流“瓶颈”尚未突破，跨省散粮运输比例不高；新仓型、新技术、

新工艺等研发推广力度不够，制约设施建设水平。

二、发展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发展目标（一）发展目标（一）发展目标（一）发展目标

到 2015 年，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基本满足粮食增产、保障供给的

要求。完善粮食仓储体系，达到现代化水平；基层粮库设施条件得

到明显改善，基本消除长期露天储粮，并建立维修改造长效机制；

主要跨省粮食流出通道设施能力显著增强，初步实现散粮火车“入

关”运行，散粮流通比例明显提高；改善农户储粮条件，减少粮食

产后损失。

（二）基本原则（二）基本原则（二）基本原则（二）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全国和各地区各类设施建设规模和

布局，统筹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设施布局，合理引导企业投资方向，

加强资源整合，避免盲目扩张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调整结构，提升功能。调整结构，提升功能。调整结构，提升功能。调整结构，提升功能。根据地区发展、产业布局、技术进步等

方面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现有仓储设施和仓型结构，按照建设现代

化粮库和发展粮食现代物流的要求，完善设施，提升功能。

科技支撑，节能减排。科技支撑，节能减排。科技支撑，节能减排。科技支撑，节能减排。按照节能减排和绿色储粮的要求，着力

推进新仓型、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在粮食流通基础设

施建设中的应用，提高建设质量和技术水平。

协同运作，提高效益。协同运作，提高效益。协同运作，提高效益。协同运作，提高效益。加强与有关部门和地方的衔接和配合，

做好项目建设和设施管理，进一步完善投资管理机制，优化项目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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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提高投资效益和建设效果。

三、主要任务和项目布局

（一）加强粮油仓储烘干设施建设（一）加强粮油仓储烘干设施建设（一）加强粮油仓储烘干设施建设（一）加强粮油仓储烘干设施建设

完善中央和地方储备设施，优化全国粮油仓储设施布局，推广

应用粮库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仓房设施标准化、技术装备现代化。

在粮食主产区、西部地区和后备基地新建仓容2000万吨。针对收纳、

中转、储备等不同粮食仓储需求合理选用仓型，推广先进实用的新

技术、新材料、新装备。

新建烘干能力800万吨，维修烘干能力2500万吨，淘汰一批技术

落后的烘干设施，使全国烘干能力保持在1.1亿吨以上，其中东北地

区9100万吨以上，南方地区2000万吨以上。在东北地区改进烘干工

艺和控制技术，节能减排，降低烘干成本，减少环境污染，保证烘

后品质。在南方地区推广经济适用的烘干设备。在农垦系统水稻产

区推广低温烘干技术。

在36个大中城市建设成品粮应急低温储备仓100万吨，长三角、

珠三角、京津唐、成渝等地区要优先满足成品粮储备应急保障需要。

制定成品粮应急低温储备仓设计要点和实施方案，2012年选择个别

条件较成熟的城市先行试点，2013～2015年全面推进36个大中城市

的成品粮应急低温储备仓建设。
专栏 1 粮油仓储烘干设施建设项目

新建仓储设施
粮食主产区、西部地区
和后备基地

建设仓容 2000 万吨。

粮食烘干设施
东北主产区、南方稻谷
和油菜籽产区

新建烘干能力 800 万吨，其中东北地区 500
万吨，南方地区 300 万吨；维修 2500 万吨。

粮食应急储备仓容 36 个大中城市 建设成品粮应急低温储备仓 100 万吨。

（二）推进粮食仓房维修改造（二）推进粮食仓房维修改造（二）推进粮食仓房维修改造（二）推进粮食仓房维修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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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改造仓容1亿吨以上，粮食主产区基本消除长期露天储粮，

同时积极争取支持西部地区和主销区仓房维修。重点对仓房防潮防

雨、保温隔热进行维修改造，配置必要的粮情检测、机械通风、环

流熏蒸等储粮设施和装卸输送设备，配置检化验仪器，推广低温储

粮、气调储粮等绿色储粮新技术。
专栏 2 仓房维修改造项目布局

地 区 仓容（万吨） 地区比例（%）

总 计 10000 100.0

一、主产区 7500 75.0

1.东北地区 1500 15.0

2.黄淮海地区 3000 30.0

3.长江中下游地区 3000 30.0

二、其他地区 2500 25.0

（三）推进粮食现代物流发展（三）推进粮食现代物流发展（三）推进粮食现代物流发展（三）推进粮食现代物流发展

1.1.1.1.打通打通打通打通““““北粮南运北粮南运北粮南运北粮南运””””主通道。主通道。主通道。主通道。在东北地区建设80个大型粮食装

车点，以及与其相衔接的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地区建设60个

大型粮食卸车点，并加强与公路集并的衔接，建设中转仓容150万吨。

完善东北地区粮食铁水联运物流系统，配套建设东南沿海港口和长

江、珠江流域主要物流节点的粮食中转和接卸设施。开展东北地区

糙米“入关”集装化（集装箱或集装袋）运输试点和大宗成品粮储

运技术示范。

2.2.2.2.完善黄淮海等主要通道。完善黄淮海等主要通道。完善黄淮海等主要通道。完善黄淮海等主要通道。建设原粮物流节点项目50个和中转

仓容150万吨，完善黄淮海通道、长江流域通道和京津通道、华东通

道、华南通道的中转和接卸发放设施，发展黄淮海地区的散粮汽车

运输以及长江、珠江、大运河、淮河等流域的散粮船舶运输。

3.3.3.3.加强西部通道建设。加强西部通道建设。加强西部通道建设。加强西部通道建设。根据粮食增产能力和流量，主要依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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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现有粮库、批发市场和加工企业，沿西部地区主要铁路干线

建设物流节点项目50个、中转仓容100万吨及相关设施，提升西部地

区粮食中转、发放设施能力。

4.4.4.4.建立全国粮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立全国粮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立全国粮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立全国粮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组建大型粮食物流企业，

发展第三方物流，利用现有政策性粮食交易平台系统和全国粮食动

态信息系统以及大型企业现有物流网络系统，建立全国粮食物流配

送、交易和管理信息平台，实现粮食物流信息资源共享，统一协调

粮食运输工作。
专栏3 粮食现代物流项目

东北地区散粮
“入关”主要通
道项目

东北地区 80 个大型粮食装车点；稻谷和玉米流入地区 60 个大型粮食卸车点。
建设中转仓容 150 万吨，建设散粮火车接收发放设施。

黄淮海等主要
通道项目

在黄淮海、长江流域流出通道和京津、华东、华南流入通道建设原粮物流节点
项目 50 个。建设中转仓容 150 万吨，配置散粮汽车、内河船舶。

西部通道重要
物流项目

西安、宝鸡、兰州、武威、银川、吴忠、西宁、乌鲁木齐、伊犁、贵阳、昆明、
太原等地区建设粮食物流节点项目 50 个。
建设中转仓容 100 万吨，建设接收发放设施。

全国粮食物流
公共信息平台

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各省级粮食局、中央直属粮食企业以及大型港口、大型粮
食贸易和加工企业等建立全国粮食物流配送、交易和管理信息平台。

图 1 全国主要粮食物流通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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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继续实施农户科学储粮专项（四）继续实施农户科学储粮专项（四）继续实施农户科学储粮专项（四）继续实施农户科学储粮专项

为全国800万农户配置标准化储粮装具，使项目地区农户储粮损

失率降低到2%以下。在粮食主产区开展种粮大户新型储粮设施建设

试点，重点在湖北、吉林等地农场和种粮大户建设1000套示范性小

型钢板仓。逐步建立以国家级专业科研机构为依托，以省级科研机

构为支撑，以基层粮库（站）为基础的农户科学储粮技术服务体系，

加强对农户储粮装具使用技术指导。
专栏 4 农户科学储粮专项

农户科学储粮装具
配置标准化储粮装具 800 万套，其中主产区 465 万套，其他地区 335
万套。

种粮大户储粮设施
在主产区建设一批示范性小型钢板仓（单仓储粮 100 吨以上）及相
应配套设施。

专栏 5 农户科学储粮专项布局

地 区 规划农户数量（万户） 建设内容

总 计 800

粮食主产区 465

其中：东北地区 200
钢骨架矩形仓 160 万套、钢网式干燥仓
40 万套

其他地区 265
彩钢板组合仓 245 万套、热浸镀锌板仓
20 万套

产销平衡区 260
彩钢板组合仓 250 万套、木骨架金属网仓
10 万套

粮食主销区 75 彩钢板组合仓 75 万套

（五）加强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五）加强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五）加强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五）加强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

针对收纳、集并、中转、储备等不同功能需求进一步优化平房

仓、浅圆仓和立筒仓设计；在适宜的地方选用钢板仓，推广应用新

型装卸输送设备，提高机械化程度；改进烘干设施工艺技术，降低

烘干成本和环境污染，保证烘后品质；在储备粮库推进低温储粮、

气调储粮等安全绿色储粮新技术；进行糙米流通新技术、集装单元

化、大宗成品粮储运技术的示范；进行RFID、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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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推进粮食物流信息化管理；加快研究开发适宜种粮大户需求的

小型钢板仓以及相应的清杂、干燥、检测、运输等技术和设备；继

续完善粮食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争取制修订《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

范》、《粮食钢板筒仓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等20项建设标准和设

计规范，提高设施建设水平。

四、项目总投资测算

为完成上述建设项目，初步测算总投资479亿元（不含土地费

用），其中粮油仓储烘干设施建设173亿元，仓房维修改造90亿元，

粮食现代物流建设118亿元，农户科学储粮专项98亿元。

（一）粮油仓储烘干设施建设（一）粮油仓储烘干设施建设（一）粮油仓储烘干设施建设（一）粮油仓储烘干设施建设

重点在《全国新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确定的 800

个增产大县增加粮食收储仓容、烘干能力，投资 173 亿元。

1.新建储备仓容 1000 万吨，按照平房仓 60%、浅圆仓 20%、钢

结构保温仓等其它仓型 20%的比例测算，投资 74 亿元。
专栏 6 主要仓型投资测算表

项目名称 平房仓 浅圆仓 保温钢板仓

新建项目（万元/万吨） 800 1000 400

扩建项目（万元/万吨） 500-600 700-800 200-300

2.报废重建储备仓容 1000 万吨，投资 58 亿元。

3.新增年烘干能力 800 万吨，维修烘干能力 2500 万吨，投资

10.8 亿元。
专栏 7 烘干设施建设投资测算表

建设内容
烘干能力

（万吨/年）
单位造价

（万元/套）
投资

（亿元）

总 计 3300 10.8

新建烘干设施 800 360 5.8

维修改造烘干设施 2500 50 5.0

注：新建烘干设施平均按 500 吨/日（烘干能力 5 万吨/年）计算，约 160 套。维修改造
烘干设施平均按 200～300 吨/日（烘干能力 2.5 万吨/年）计算，约 100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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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国家粮食安全应急预案要求，建设成品粮应急低温储备

仓100万吨，按3000万元/万吨计算，投资30亿元。

（二）仓房维修改造（二）仓房维修改造（二）仓房维修改造（二）仓房维修改造

维修改造仓容1亿吨，按90万元/万吨计算，投资90亿元。

（三）粮食现代物流项目（三）粮食现代物流项目（三）粮食现代物流项目（三）粮食现代物流项目

粮食现代物流项目投资118亿元。

1.“北粮南运”通道建设投资68亿元。其中：关外80个大型粮

食装车点，按5500万元/个计算，投资44亿元；关内60个大型粮食卸

车点，按4000万元/个计算，投资24亿元。

2.其他100个物流节点项目投资40亿元。其中：黄淮海等粮食物

流主要通道节点项目50个，按4000万元/个计算，投资20亿元；西部

地区物流节点项目50个，按4000万元/个计算，投资20亿元。

3.全国粮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投资10亿元。

（四）农户科学储粮专项（四）农户科学储粮专项（四）农户科学储粮专项（四）农户科学储粮专项

为粮食主产区和主要产粮县800万农户建设标准化粮仓（装具），

并适当示范推广种粮大户储粮小型钢板仓1000个，投资98亿元。

专栏 8 项目建设投资汇总表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投资（亿元）
总 计 479

一、粮油仓储烘干设施建设 173
1.新建储备仓容 1000 万吨 74
2.报废重建储备仓容 1000 万吨 58
3.烘干设施 新建 800 万吨，维修 2500 万吨 11
4.成品粮应急低温储备仓 100 万吨 30

二、仓房维修改造 1亿吨 90

三、粮食现代物流设施建设
80 个大型粮食装车点和 60 个大型粮食卸车
点， 100 个物流节点等

118

四、农户科学储粮专项 800 万农户、部分种粮大户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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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一）加大投资力度（一）加大投资力度（一）加大投资力度（一）加大投资力度

各地要按照粮食工作省长负责制的要求，加大对符合条件的

重要粮食仓储、物流、应急保障等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

建立稳定的长效机制。积极引导多渠道社会资金投向粮食流通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国家将继续给予支持。适当对粮食净流出省（自

治区）和新疆、西藏以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藏区等中

央明确给予政策支持地区的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倾斜。建

立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支持仓房维修改造的长效机制，中央对于

仓房维修改造予以支持，争取将资金补助扩大到全国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各地要制订年度计划，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

（二）完善支持政策（二）完善支持政策（二）完善支持政策（二）完善支持政策

加强粮食与发展改革、财政、铁路、交通等部门的协作，创

新粮食物流机制，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

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办发〔2011〕38号）精神，整合现有粮食

物流资源，推进仓储、码头设施社会化和运输服务市场化。完善

粮食运输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铁、水合理分流，不断提高

散粮运输的比例。支持粮食物流园区有序发展，研究推进国家级

示范园区建设。按照《“十二五”农户科学储粮专项建设规划》

和《农户科学储粮专项管理办法》要求，积极推进农户科学储粮

专项建设。逐步建立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支持农户科学储粮的长

效机制，采取政府补贴、市场化购置的方式，为农户配置科学储

粮装具。积极争取有关部门将标准化农户科学储粮装具及简易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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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备等纳入农机具补贴范围。

（三）引导多渠道投资（三）引导多渠道投资（三）引导多渠道投资（三）引导多渠道投资

除政府投资外，充分调动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对法律法规

未禁入的领域，积极引导民营等社会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

联营、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建设。同时，加强对各类投资主体建

设项目的统筹协调，合理布局并实现资源共享。

（四）严格项目管理（四）严格项目管理（四）严格项目管理（四）严格项目管理

严格执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招投标、监理、合同管理、资

金管理和竣工验收的各项规定，进一步理顺管理机制，加强项目

建设管理，严格遵守粮食工程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确保工程质

量，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和投资效益。

（五）组织好规划的实施（五）组织好规划的实施（五）组织好规划的实施（五）组织好规划的实施

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发挥规划对粮食流通

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作用。注重年度计划与本规划的衔接，建立

健全规划实施协调和评价评估机制。各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

根据本规划要求和本地实际，编制本地区的设施建设规划，明确

发展目标，细化具体任务，制定保障措施，抓好本规划贯彻落实，

确保本规划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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