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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推进国有粮食企业转型发展

中原粮食集团是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直属管理的省级国
有粮食企业，主要业务涵盖粮
食收储、粮食贸易、主食加工、
订单种植、粮食融资担保、主食
产业链服务等。集团正式运营
四年来，以传统粮食仓储与贸
易为基础，大力发展粮食产业
经济，围绕“优质粮食工程”“主
食产业化”“三链同构”“四优四
化”“五优联动”，向粮食产业链
上下游适度延伸，布局订单种
植、粮食产后服务体系、粮食收
储与贸易、粮油精深加工、主食
产业化、特色粮油食品营销等
粮食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做
强集团粮食产业，打响集团自
有粮油产品品牌。经省财政
厅、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审核
评定，集团被评为 2019 年度

“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省级示
范企业，集团子公司中原粮食
集团多福多食品有限公司被认
定为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夯实主业基础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中原粮食集团“十三五”期

间在全省布设 27个粮食收储

仓库，标准仓容200万吨，目前

承储各类政策性粮油 146 万

吨。集团储粮库点网络布局合

理，辐射到周口市扶沟、商水，

开封市杞县，商丘市永城，南阳

市新野、方城，信阳市商城、息

县、潢川，新乡市延津，鹤壁市

浚县，焦作市沁阳，漯河市临颍县及郾城区，郑州

市中牟县，平顶山市舞钢、叶县等 17个市县。为

稳定粮食品质，集团大力推进现代化粮仓建设，开

展科技储粮、绿色储粮项目建设，大幅提升了仓房

储粮性能。开展新型防护剂甲基嘧啶磷和惰性粉

应用试验，使集团浅圆仓储粮初步实现了全年不

熏蒸。与河南工业大学合作开展储粮害虫防治远

程监测试验、与省工业贸易职业学院合作开展密

闭环流换热通风设备的实仓试验，探索储粮保水

通风解决方案，提升了集团科技储粮水平，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科技和设施基础。

中原粮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凯说，集团

在“十三五”期间仓储主业取得初步成效，“十四

五”期间，集团将利用粮库智能化建设和绿色储粮

技术，加快打造在行业内领先的管理示范标杆粮

库。并依托产业政策，发挥粮食仓储主业优势，严

格执行国家收购政策，严把收购质量关，切实维护

国家、企业、农民的利益。同时，围绕省内产粮大

县和交通节点优化集团仓储布局，依托周口、漯河

等地库点布局，借助内陆运河港口，开展水运大宗

粮食贸易，降低粮食物流成本，建立公铁水全覆盖

的集团粮食物流通道。

延伸前端种植
优粮产购服务“三农”

中原粮食集团在做好自身传统粮食收储业务

的同时，向前端延伸农业产业链
条，开展优质粮油种植，增加农
户种植收益，把握优质一手粮
源。2020年，集团在获嘉县、延
津县和息县等地开展 5 万余亩
优质强筋小麦、优质弱筋小麦和
彩色小麦订单种植业务。经过
不断探索，集团已初步建立了

“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科
研”“订单+现货+期货”及“五统
一”（统一供种、统一播种、统一
管理、统一收割、统一收购）的农
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为集团订单
农业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王凯说，“十四五”期间，集
团将加大产业链条延伸力度，建
设高标准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并
采用入股、参股等方式与大型专
业合作社合作，开展代农储粮业
务，利用集团的仓储设施和信誉
保障，创建“中原粮仓”业务品
牌，为农户提供系列社会化服
务。

同时，他透露，该集团将进
军农业芯片，挂牌“中原种业”，
在满足自身产业化发展用种外，
还可开展种子经营业务，打造集
团种业品牌，提升集团市场影响
力。

扩大加工能力
提升价值保障民生

“十四五”时期，集团将以绿
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为
方向，以优质粮食工程项目建设
为契机，以产业园区建设为抓

手，多元化开展主食加工业务，提升集团粮食加工
能力。

王凯介绍，集团将依托中原多福多，延伸小
麦加工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大力发展主食产业
化。在现有馒头、面条等面制主食的基础上，发
展高档优质营养面条类、馒头类、特色风味类、功
能类面制主食。同时向豆干、手撕面包等休闲食
品延伸，实现主食产品、休闲食品同步发展，保障
粮食加工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盈
利水平。

同时，集团通过收购、合作等途径，加快培育
粮食加工端的新抓手。谋划与益海嘉里、京粮集
团、五得利等大型企业对接，开展粮食加工业务合
作，借助外部企业的品牌优势、渠道优势、加工优
势，弥补集团在产业链中后端的不足。

此外，王凯说，集团将以开封园区项目建设为
抓手，利用国家粮食产业政策以及开封市各项招
商引资政策，引入具有一定实力和品牌价值的加
工企业入驻园区，争取将开封粮食产业园区项目
纳入我省粮食行业“十四五”规划建设支持项目，
以园区建设撬动集团产业发展。

此外，注册集团新品牌，以代加工或订单种植
方式，试水中高端的有机面粉、有机挂面、有机粉
条、有机杂粮等，在消费者中建立“中原优品”粮油
的产品定位，逐步丰富产品线，拓展市场，形成系
列化的粮油制品、副食、果蔬，在服务人民美好生
活中发挥一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国有粮食企业
应有的作用。 （李若凡）

2020年

●中原粮食集团企业产
值 16.2亿元，利税 141
万元（政策性粮食收储、
经营业务免税）

●承储最低收购价粮
食和省级储备等政策
性粮油 160 万 吨，年
均为市场提供优质粮
食 60 万吨，有效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粮
食市场秩序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多福多日产馒头
30 万个，
确保郑州
市场主食
产品供应

打造从农田到餐桌全产业链
做中国健康主食产业领跑者

2020年

●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1%

●在镇平县投建想念食
品产业园，涵盖 30万吨
的小麦收储智能化物流
仓 库 、日 处 理 小 麦
3000 吨 的 面 粉 生 产
线、日加工 2000 吨的
挂面生产线和速食面、
生鲜面及馒头生产线。
项目建成后，年转化粮
食可达 100万吨

● 1 月 24 日 连 夜 将
93.6 吨的主食物资运
至武汉。疫情防控期
间，想念食品供应物资
总计7万余吨，投入运输
车 辆
4000
余辆

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想念食品”）成立于2008年，
是“想念”品牌引领下农业全产业
链一体化的中外合资企业，经营范
围涵盖粮食种植及收购储存、面粉
加工、挂面生产、粮油贸易、进出口
交易、农机及农业技术服务等诸多
领域。

2020年 6月 3日，河南省人民
政府印发《关于坚持三链同构加快
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科学回答了像河南这样的粮
食大省如何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
量的现代化粮食产业体系的时代
命题，对我省粮食产业发展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想念食品紧紧围
绕加快延伸产业链，着力提升价值
链，积极打造供应链作出安排部
署，坚持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
品牌化“四化”方向，坚持优粮优
产、优粮优购、优粮优储、优粮优
加、优粮优销“五优”联动，大幅提
升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给能力，全
面提升粮食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推进产业链健全、价值链高效、
供应链完善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
建设。

坚持联合发展
加快延伸粮食产业链

想念食品一贯秉持“安全、营
养、健康”的制面理念，坚持以链条
延伸为总揽，积极打造“产、购、储、
加、销”一体化模式，构建从农田到
餐桌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孙君庚介绍，该公司还建立产品
源头追溯机制，与省农科院小麦研
究所等科研机构合作，甄选适合南
阳土质、气候等环境条件种植的优
质小麦品种。并按照“党支部+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不断探
索与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新兴农业联合体
的合作模式。通过产业带动，实现以优质产品加工
引导优质粮食品种种植，以优质粮食品种种植保障
优质粮源供应的良性互动。

同时，想念食品按照优质优价的原则，与农民合
作社及种粮大户签订订单合同，并组织专业团队对
种植户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通过“统一供种”

“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储存”“统
一加工”的六统一模式，实现小麦种植的专业化、规
模化、标准化运营，打造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相互成
就的农业生态经济联合体，实现消费需求、研发、种
植、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餐桌有机衔接。

此外，该公司以中央大厨房为引领，加快“想念
面馆”布局，带动餐饮服务、观光旅游、农游一体化
项目协同发展，打造工业观光、体验式消费等新业
态，加快推进粮食全产业链发展。

坚持创新发展
着力提升粮食价值链

近几年，想念食品围绕产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
化和品牌化，加速粮食产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推动企业产品向价值链中高
端迈进，推进小麦绿色化生产。坚
定不移走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品牌强农之路。

该公司通过设备升级和技
术改造，推进挂面生产标准化，
发展粮食绿色循环经济。精准
分析消费人群及需求，与河南科
技学院等高校合作，研发幼儿系
列、月子系列、老人系列、营养系
列、蔬菜系列等功能性定制挂面
产品，把一把面做成一顿饭，实
现消费升级和粮食价值提升。

在大数据时代，想念食品将
企业战略从“业务驱动”转向“数
据驱动”。该公司在成功布局线
上电子商务和线下终端市场的
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获取
产品在各区域、各时间段、各消
费群的库存和预售情况，进而进
行市场判断，并以此为依据进行
产品和运营的调整。

“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对想
念面条核心受众人群画像的清
晰描绘，从而形成‘胜兵先胜而
后求战’的思想，开发出受市场
好评的‘轻烹饪系列产品’，从而
由目标消费群体的人量到整个
想念面条大盘的体量，再由此大
盘的体量而衍生出的备货量，再
从备货量到原材料的供应量，就
这样我们用互联网撬动了万亩
农田，也打开了无数农户苦销无
门的粮食之路。”孙君庚说。

坚持融合发展
积极打造粮食供应链

下一步，想念食品将围绕做
好粮食市场和流通的主题，加强
产购储加销体系建设，打造各环
节有机衔接、协同联动的高质量
供应链。在继续扩大订单农业覆

盖面积的基础上，加大优质小麦基地建设力度，探索
与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组建产业化联合体，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加强优质小麦的供给能力。摒弃原有的
小麦、面粉包装运输方式，减少重复包装物的浪费，
建设散装面粉储存仓，从小麦、面粉到最终的挂面运
输，形成粮食物流的“四散化”（散储、散运、散装、散
卸）以及物流托盘的标准化装卸，减少并降低对社会
资源的浪费。

同时，该公司还将加快建立从田间到餐桌的粮食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强化粮食种植、收购、仓储、加工、
物流、销售等全产业链各环节监管，从原料种植到产
品终端，进行安全区域管控、人员在岗监控、车辆实时
轨迹监控, 精确管控以精益生产、合理调度安排高智
慧工厂管理水平，着力打造优质原粮供应体系、现代仓
储物流体系、粮油市场供应体系、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孙君庚说，今后，想念食品将继续以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树立“大粮食”“大产业”“大市场”“大
流通”的观念，加大产购储加销一体化发展力度，持续推
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主食加工企业的龙头
带动作用，构建优质专用小麦三产融合发展新路径，全
面提升粮食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更多优质小
麦面制品和高端加工产品走向百姓餐桌。 （李若凡）

中原粮食集团
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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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孙君庚

中原粮食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 王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