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粮发〔2021〕121 号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关于印发《第四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工作方案》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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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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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单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讲话和

指示批示精神，畅通产销大循环，共享粮食大市场，助力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经研究，定于 2021 年 9 月上旬在吉林省长春市

举办第四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现将《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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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第四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工作方案

为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

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定于 2021 年 9

月上旬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第四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以下简称

“粮交大会”）。为确保系列活动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办出实效，

特制定本方案。

一、大会主题

畅通产销大循环 共享粮食大市场

二、时间地点

时间: 9 月 3 日至 5 日全天 组展布展、报到

9 月 6 日至 8 日上午 展览及相关活动

8 日下午 撤展

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三、大会内容

粮交大会由开幕式、优质粮油产品暨相关技术设备展览会、

产品和项目推介及签约、粮食专场交易、同期活动等五部分组成。

（一）大会开幕式

时间：9 月 6 日上午 9:00

地点：长春国际会议中心或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主持：贾骞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议程: 吉林省政府领导致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讲

话；有关省份分管粮食相关工作的副省级领导共同发出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倡议；吉林省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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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政府、长春市政

府及有关省（区、市）领导；各省（区、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粮食局）主要负责同志；粮交大会组委会成员、联络员、信息

员；特邀嘉宾；参展、参会代表等。

规模：1000 人

负责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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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负责。

（二）优质粮油产品暨相关技术设备展览会

时间：9 月 6-8 日

地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区域划分：10 个展区

1.序厅

面积：3000 平米

形式：图片、文字、音像、实物、模型等

内容：展示粮食工作成就，讲好粮食故事。

负责单位：交易协调中心牵头负责。

2.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区（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

展销会）



面积：7000 平米

形式：图片、文字、模型、实物等

内容：以省份为单位展示脱贫攻坚成果，现场销售脱贫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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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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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交易协调中心配合。

3.军粮特色产品展区

面积：300-500 平米

形式：实物、图片、文字、音像及场景模拟等

内容：展示国内具有特色的军粮产品（含单兵作战食品、自

热食品、方便食品等粮油成品半成品）。

负责单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军粮供应服务中心牵头组

织，交易协调中心配合。

4.优质粮油产品展区

面积：30000 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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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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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粮油机械设备展区

面积：15000 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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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粮食科技成果展区

面积：2000 平米

形式：图片、文字、音像、实物等

内容：结合科技活动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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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全产业链数字化展区

面积：3000 平米

形式：图片、文字、音像、小型实物设备等

内容：以“数字化赋能保障粮食安全 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十三五”期间粮食行业信息化建设成

果，探索“十四五”时期信息化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五优联动”

“三链协同”、加快粮食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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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1000 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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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银行等金融企业参与。

9.推介区和洽谈区

分别用于为各省份粮油产品专场推介和企业间自由洽谈提

供场地。

（三）产品和项目推介

1.优质粮油产品专场推介

时间：9 月 6-8 日

地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内容：对各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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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8 日

地点：长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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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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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项目投资推介签约会

（1）吉林省粮食产业招商引资项目专场推介签约会

时间：9 月 6 日下午

地点：长春国际会议中心

内容：吉林省政府主要领导、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主要负责

同志讲话，吉林省推介，粮食产销对接，吉林省重大粮食合作项

目签约。

参会人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及有关司局负责同志；

吉林省人民政府、长春市人民政府领导，省直有关厅局负责同志；

各省份参会企业代表，吉林省参会企业代表，签约企业负责人等。

负责单位：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吉林省商务厅、吉林

省农业农村厅、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厅。

（2）全国项目投资和招商引资专场推介签约会

时间：9 月 8 日上午

地点：长春国际会议中心或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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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粮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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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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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粮食专场交易

时间：9 月 6-8 日（现场集中交易）

内容：利用线上线下渠道，由各省级粮食交易中心通过国家

粮食交易平台在 6 至 9 月间组织区域内、省内的会员企业参与粮

食专场交易，在大会期间集中成交、集中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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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1.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高层专家报告会

时间：9 月 5 日下午

地点：南湖宾馆

内容：吉林省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等单位权威专家和领导作主旨发言。

规模：200 人

负责单位：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和粮食专家咨询委员会具体负

责。



2.粮食政策和市场形势分析会

时间：9 月 6 日下午

地点：长春国际会议中心

规模：600 人

内容：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粮食安全危机，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立足中国国情、粮情，分析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并围绕国内主要粮食品种（稻

谷、小麦、玉米、大豆）的供求形势进行深入分析研讨。

负责单位：交易协调中心牵头负责。

3.重点联系企业闭门会议

时间：暂定 9 月 7 日上午

地点：长春国际会议中心

规模：200 人

内容：邀请政府部门领导、重点企业高管、专家等。

负责单位：交易协调中心牵头负责。

4.农发行客户产销对接会议

时间：暂定 9 月 7 日下午

地点：长春国际会议中心

规模：200 人

内容：邀请重点企业高管，产销企业对接等。

负责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粮棉油部牵头组织，吉林

省分行、交易协调中心配合。



四、工作安排

6 月份，召开粮交大会组委会会议；各省份完成展览面积的

申报；

7 月份，根据各省份申报的参展参会情况，确定并反馈展位

面积和位置等信息；各省份完成项目投资推介申请填报；

8 月份，各省份报送展区特装效果图，组织完成参展企业和

参会人员相关信息的填报，报送本省份展区和展示产品方面的图

文介绍，报送现场推介和直播参与单位信息，报送本省份领导、

嘉宾名单及行程，并按要求报送以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

局）为代表的入住“大本营”人员名单及信息，包括参加同期活

动人员名单，完成签约申请填报；各省份搭建商与主场运营商衔

接完成报馆工作；

9 月 6、7 日大会期间，各省份联络员督促本省份参展企业

及采购商，通过手机端填报现场成交情况。

五、有关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粮交大会是推动全国性粮食产销衔接

的重要平台。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自觉站在战略和全局

的高度，认真落实国家局党组的工作安排，进一步增强组织办好

粮交大会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履行好职责，服务好参展企业、

参会企业，做好沟通衔接，细化任务落实。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成立筹

备机构，加强统筹协调，创新方式方法，突出区域特色、质量导



向和品牌塑造，落实具体工作人员和经费，为粮交大会成功举办

提供保障。

（三）明确任务分工。请吉林省有关单位积极配合做好粮交

大会的相关服务工作。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和有关单位要

加强谋划，全力做好会务组织、新闻宣传、人员管理、安全保障

等工作，确保粮交大会取得实效。

（四）强化责任落实。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积极动

员本省份粮食生产、加工、流通、科技、质检等知名企业参展参

会，并对参展企业、参展人员、参展产品、展示内容等严格把关。

参展主体及其产品须实行质量追溯管理，严禁展示销售国家明令

禁止、仿冒他人商标、危害人体健康等不安全产品和“三无”产

品，严禁虚假宣传产品功能功效。

（五）严格疫情防控。请吉林省有关方面做好疫情风险评估，

制定大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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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级

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及有关单位要压紧压实疫情防控责任，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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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有序实施推进。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成立筹

备工作组，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全方位落实安全责任，对本展区

范围内的消防安全、施工安全、展会秩序、食品安全以及人员安



全承担直接责任。明确一位负责同志作为组委会成员，负责牵头

本省份筹备工作；指定一位处室负责人作为联络员，负责具体筹

备工作；指定一名信息员，负责报送本省份参展参会等相关信息，

以及帮助参展企业、参会人员正确录入信息。请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前将组委会成员、联络员、信息员名单（报名表见附件）

报送组委会办公室。

附件:第四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组委会成员和联络员、信息

员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