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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坚持““三链同构三链同构””
推进漯河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漯河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好粮油方面经验做法：产品质量是企业赢得竞争的
核心，舞莲面粉重视食品安全、确保产品质量，不合格小
麦坚决不入厂、不合格面粉坚决不出厂。通过全套引进
国际先进的瑞士布勒制粉设备，采用全封闭无尘面粉生
产新工艺，全部生产过程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车间以
ISO9001为基础，建立健全了质量管理体系。舞莲馒
头专用小麦粉被认定为“河南好粮油”产品，该系列产品
选用优质小麦，经过粒粒精选而来，所生产的面粉操作
性强、成品色泽鲜亮、麦香味十足。

舞莲

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隶属于福建盼盼
食品集团，1999年在漯河临颍建厂，紧紧围绕农副产品
精深加工上项目，目前整个厂区占地 160余亩，现有员
工 1000人左右，年消化小麦粉 1.5万吨左右，是一家以
农产品为原料深加工的大型涉农食品企业。以2021年
为例，营业收入6.2亿元，缴纳税金3200多万元，达到亩
产税收20万元。

2020年 10月 21日，盼盼食品成为 2022年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2017 年被漯河市评为

“全市转型升级示范企业”；2018年被评为“河南省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获得“十百千”亿级重点企业升级晋
位奖、“2021年度河南省食品行业优秀社会责任企业”
等荣誉。

多年来，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通过“民
企助才、金秋助学、爱心捐款、扶贫救助”等活动，先后为
下岗职工、失学儿童、困难家庭大学生等捐款捐物共计
590多万元。大爱无疆，大道无形，漯河晋江福源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始终肩负社会责任，将有担当、有抱负的
优秀民营企业形象贯彻始终！

盼盼食品

中原金土地 河南好粮油

河南好粮油企业

推进联合体建设
着力延伸产业链

漯河市坚持以“粮头食尾”“农
头工尾”为抓手，围绕市政府关于着
力打造完善丰满的绿色食品产业生
态 47条工作部署，大力推进小麦产
业化联合体建设。

企业“建链”。利用面粉加工企
业处于产业链“中间”的优势，向前
后延伸，积极建链，先后建设中粮、
雪健、南街村、舞莲、美宜家、石磨
坊、新汇7家小麦产业化联合体和金
囤玉米产业化联合体，成员包含 82
家种植合作社、11家粮食收储企业、
8家粮食加工企业、32家食品生产
企业和 16家农业综合服务企业，涵
盖良种培育、优质小麦种植、农业科
技服务、粮食仓储、粮食加工、食品
生产等多个领域。联合体内成员以
分工协作互利共赢为前提，以利益
联结为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效
联结了产购储加销各环节，实现了
一二三产的有效融合。

政策“强链”。为促进小麦产业
化联合体的发展，增强各联合体成
员间利益联结机制，提高粮食收购
的履约率，漯河市政府相继出台了
《漯河市小麦产业化联合体建设工
作方案》《漯河市支持小麦产业化联
合体建设推进“三链同构”的若干措
施》《关于印发漯河市支持小麦产业
化联合体优质专用小麦良种补贴实
施方案的通知》，从 2020 年开始市
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小麦产业
化联合体优质专用小麦良种补贴，
每亩补贴 20元；对市内选育的新品
种，通过国家级、省级审定的品种分
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的奖励。目
前通过国家级审定小麦品种5个、省
级审定品种2个。

金融“补链”。为促进小麦产业
化联合体发展，降低联合体内企业
融资成本，漯河市政府组织召开金
融机构与联合体对接会，引导金融
机构参与联合体建设，制定个性化
的金融产品，支持联合体发展。目
前已有生意宝、中原农险、省农担、
中原银行、农发行等金融机构积极
参与联合体建设，为联合体发展提
供金融支持。

实施四大行动
着力提升价值链

实施品牌提升行动。积极推进
“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开展好粮
油评选，宣传好粮油产品，提升优质

产品的供应，2017年以来，1家企业
获得“中国好粮油加工企业”称号，7
家企业获得“河南好粮油（主食）加
工企业”称号，12个产品获得“河南
好粮油（主食）产品”称号，临颍县获
得“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示范县”称
号，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
获得“省级示范企业”称号。积极融
入“漯河制造”品牌战略，强化“三品
一标”认证，培育出了南街村、卫龙、
喜盈盈、盼盼、舞莲等一批知名品
牌。

实施主食产业化行动。近年
来，漯河市充分利用“中国食品名
城”“全国主食产业化工程示范市”
的金字招牌，发挥食品名城优势，
以粮食精深加工和主食产业化建
设为核心，引导企业向精深加工和
主食产业发展，着力推进项目建
设，提升产品附加值。舞阳县舞莲
面粉有限责任公司实施了年产 15
万吨面粉技改项目，购置先进自动
化设备及自动化控制系统 175 台
（套），自动化设备占全部设备比重
达到 98%，实现 100%联网，数据自
动采集比率达到 99%，出粉率提升
至 77%以上，面粉质量达到行业领
先水平，今年 3 月份已投入使用。
漯河市新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了小麦淀粉和谷朊粉生产
线，每年新增优质小麦淀粉 2.1 万
吨和谷朊粉 0.5 万吨，年产值 1.172
亿元，实现新增效益 260 万元。中
粮面业（漯河）有限公司新投资 12
亿元建设 90 万吨/年小麦加工项
目，目前主体工程已近封顶。实施
育苗计划，培养“桂花香”“冬有”

“粮合谷”“卓汇”等具有竞争优势
的主食企业做大做强。实施项目
招引，积极引导宏绿食品、杨老大
等主食企业向园区集中，形成产业
集聚优势。目前，形成临颍休闲食
品产业集聚区、漯河国家经济技术
开发区两大产业园区，汇聚了一批
知名企业，超 10 亿元主食企业 3
家，超亿元主食企业 30家。

实施科技创新行动。在漯河市
政府与河南工业大学合作框架下，
漯河市粮食部门与河南工业大学设
计研究院开展合作，多次进行深度
对接洽谈，双方在合作目标、合作内
容、合作机制方面达成共识，拟定以

“科技赋能粮食产业发展”为主题，
以打造“漯河优质粮食工程示范区”
为目标，打造“农、粮、食”融合发展
新模式，在粮油精深加工和副产品
综合利用、主食产业化工程提升、粮
食仓储物流信息化、粮食产业化联
合体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粮食产业

园区建设等 8个方面进行合作。促
进企业与漯河食品学院食品研发中
心、河南食品科技研发协同创业中
心等研发机构合作，研发新产品、利
用新技术、提升新工艺，为科技赋能
粮食产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目
前，已有8家企业与河南工业大学建
立长期合作协议，开发新产品 17
个，获得科技成果1项。

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漯河市设
立“市长质量奖”和“市长标准奖”，
对主导或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
的企业和组织，由市财政给予奖
补。全市80%的规模以上企业导入
了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制定食品生
产加工标准 88项，参与制定与食品
有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达 39 项。
完善质检体系建设，已初步形成了
市、县、企三级质检体系，漯河市粮
油饲料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站，获得
了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检
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检测范
围涵盖小麦、玉米、小麦粉、油脂等
多个品种，提高了粮食质量安全监
测能力，使“产购储加销”各个环节
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得到保障。

做好市场和物流
着力打造供应链

在供应链建设方面，漯河市着
力做好市场和流通大文章。

确保优质原粮供应。漯河市以
“发展四优四化”为重点，优化种植
结 构 。 2022 年 夏 粮 总 种 植 面 积
221.08 万亩，其中优质小麦种植面
积为 122.56 万亩，为全市食品企业
提供了大量优质中强筋小麦。

积极实施产后服务建设。截至
目前，漯河市共建设 31个产后服务
项目，原址改造仓容 5万吨，购买设
备 432 台（套），服务范围覆盖三区
二县。通过产后服务项目的实施，
多渠道开发利用现有企业仓储设
施，整合仓储设施资源，促进粮食提
质减损和农民增收。

推进“互联网+粮食”行动。积
极引导企业开展网络销售模式，推
动线上线下融合，推广“网上粮店”

“网上食品”等新型零售业态，完善
城乡粮油配送供应网络。引导企业
入驻中国（漯河）电子商务产业园，

“电商网红”卫龙食品成为继双汇发
展后漯河市第二个年销售收入过50
亿元的食品工业企业。

□李若凡

“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作为中国食品名城、全国主食产业化工程示范市、全国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市、全国
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和保证体系建设试点市，漯河市粮食部门主动谋划新思路，寻求新突破，全力推动“三
链同构”，加快漯河市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初步形成企业发展、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格局。

漯河市地处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年粮食产量 190.7万吨、仓容470
万吨、加工转化600万吨、物流转运 1000万吨；规模以上粮油加工转化企
业 135家，加工转化率96%，主食产业化率60%，产业规模达490亿元，
已成为漯河食品名城的重要支撑。

“我们坚持以小麦产业化联合体建设为抓手，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着力推进品牌建设、主食产业化、科技创新和质量提升四大行动，做好市场
和流通两篇文章，积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推动漯河粮
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漯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少宏表
示。

漯河市坚持“三链同构”，着力打造完善丰满的绿色食品产业生态,推
进漯河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经验，在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中受到通
报表扬，并被多家主流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注册
资本 5300 万元，2021 年产值 24 亿元，是横跨农、工、
科、贸等领域的一体化大型企业集团。

集团经营范围涉及粮油、小麦粉、方便食品、休闲食
品、啤酒、调味料、医药、印刷、包装、旅游等行业，产品包
括13大类200多个系列上千个品种，年产能40万吨。

南街村集团先后获得：中国食品工业百强企业、全
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食品企业、河南工业百强企业、农
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河南省科技企业、河南省创
新型（试点）企业、河南省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
河南省民营科技企业50强等荣誉。

2004年，南街村集团通过 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
“南德”调味料、鲜湿面、“北京”方便面、专用小麦粉

等拳头产品荣获“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中国
工业协会食品协会推荐品牌”等称号。

南街村以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为目标，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
红色文化，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中
国幸福村”“中国十佳小康村”“国家级生态村”“国家4A
级景区”等称号。

集团董事长王宏斌是十四大至十九大连续六届的
党代表。在他的带领下，集团公司着力转方式、调结构、
促升级，积极参加“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力争建成跨
区域优质粮油生产与食品精深加工基地。

南街村集团

喜盈盈集团漯河联泰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主要经营“喜盈盈”品牌的系列休闲食品。公司拥有
发明专利 40多件，其中“大虾片产品的开发及产业化”
等多项成果评定为省级科技成果，在河南省粮油加工企
业综合实力稳居前列，2020年喜盈盈系列产品评定为

“河南好粮油”产品。公司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坚持以人
为本的原则，坚决捍卫食品安全，做“让自己家人放心吃
的食品”。

喜盈盈

规模以上粮油加工转化企业

135 家

加工转化率 96%

主食产业化率 60%

产业规模达 490亿元

中粮厂区。

联泰生产车间。

新汇高筋切面王。

南街村鲜拌面。

舞莲厂区。

盼盼食品车间。

长垣志情面业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