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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食用油“革命”，最早发端于中粮集

团有限公司。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中粮集团敏锐地意

识到，健康营养的精炼食用油将大有市场。于

是，他们联合几家国内外企业，建立了中国第一

家现代化的中外合资油脂加工企业。从原料卸

船到加工食用油，全部实现自动化，中粮将国人

食用油的消费水准一下子提高至国际水平。

与共和国同龄的中粮集团，自成立起，就投

身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满足

人民生活需要的历史洪流，同党、国家和人民命

运紧紧连在一起。作为我国最大的农粮企业，

中粮集团将事关国人餐桌的粮、油、糖、棉、肉、乳

作为核心主业，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道路。

聚焦农粮主业

在今年的多次行业展会上，福临门米面油、

长城葡萄酒、中茶茶叶、梅林罐头……这些老百

姓耳熟能详的品牌以“中粮家族”品牌的方式集

中亮相，吸引人们驻足。

“十三五”期间，中粮集团持续提升大宗农

产品经营能力，依托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

链优势，促进农产品种植、仓储物流、生产加工、

终端销售等各环节有机衔接，农粮主业 5 年累

计投资超 320亿元。该集团在全球主要粮食产

区和亚洲新兴市场间建立起稳定的粮食走廊，

将全球粮食供应链系统与国内物流、加工、分销

网络有机对接，通过内外一体化运营，实现对供

应链的高效掌控，畅通供需循环。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农粮市

场剧烈波动等复杂形势，中粮的农粮核心主业

利润首次突破 100亿元，超同期、超历史。疫情

暴发之后，中粮集团第一时间起运首批保供物

资向武汉集结，并向社会公开承诺“供应不断、

价格不涨、质量不降”。为这些承诺提供支撑的

正是强大的粮油食品核心主业。他们能够迅速

调整调集，把原料、产能、库存和市场需求对接

起来。疫情期间，中粮集团累计向全国供应包

装粮油近180万吨、白条猪超过14万头、小包装

肉食860余万盒。

今天的中粮集团已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国际

大粮商。农产品年经营量达到 1.6 亿吨，营收

50%以上来自海外业务，主要农产品全球综合

加工能力超过 7000万吨，中粮集团在国际粮油

及农产品市场中掌握了一定话语权，对玉米、小

麦、大豆等粮食资源拥有全球配置能力。

以改革释活力

中粮集团各项业务均面临完全竞争的市场

格局，既要与体制灵活的本土民营企业竞争，还

要与实力雄厚的国际粮商角逐。中粮集团瞄准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大粮商，以改革做

大农粮核心主业规模、提升效率，探索化解国有

企业在充分竞争行业生存发展、做强做大的问

题，走出了一条以改革促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作为首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企业

之一，近年来，中粮集团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

化资源配置，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三项

制度改革，创新市场化体制机制，有力促进了国

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截至“十三五”末，集团

营业收入较 2015年增长 23%，总资产增长 48%，

利润总额增长5倍。

通过混改，中粮集团引入不同领域有优势

的投资者，快速补齐企业在资本、技术、团队、管

理等方面的短板，促进业务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今年，中粮将加大力度完善核心业务布局，

聚焦主责主业、重要品种、要害环节和核心能

力，确保全年核心业务投资占比不低于 50%，中

粮集团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也将全面推进。

带动行业发展

“中粮跟我们签订了收购订单，承诺了最低

收购价，今年的收入心里有底了。”湖南省汨罗

市桃林寺镇种粮大户吴安保高兴地说。为解决

农户种粮后顾之忧，中粮岳阳米业与农户面对

面交流，签订了 6000 亩粮食的收购订单，并选

派技术能手进行实地指导，促进农户丰收增收，

推动农业提质升级。

在黑龙江延寿县，中粮以“订单农业”推进

当地水稻种植、加工、品牌打造及基础设施建

设。中粮前期投入 60 万元推进水稻覆膜田项

目，助力其提高产量和品质，从而提升溢价。中

粮粮谷下属大米加工厂与当地合作社合作，建

设 2 万亩水稻种植基地，按照市场需求种植优

质水稻并保证收购，带动当地就业1000多人。

作为农业龙头企业，不仅要实现自身高质

量发展，还要引领全行业发展和带动全产业链

增收。中粮贸易农业产业化部总经理陈涛说，

以订单农业为引领，中粮提供收储、农事、金融

等全产业链服务，近 5 年累计服务面积超 1000

万亩，累计收购粮食超1000万吨。

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表示，中粮

把企业战略融入国家战略，在新时期服务乡村

振兴，保障人民吃得更放心、吃得更健康。

在我国几大类农业经营

主体中，农民合作社是有重

要地位的一类。中央高度重

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强调

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

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

不同的专业合作社模式，把

合作社办得更加红火。

农民合作社是农民群众

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

性经济组织。以往，农民一

家一户势单力薄，进入市场

的组织化程度低，存在“办不

了”或“办不好”的问题。如

今，合作社已成为引领农民

参与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

营组织，组织小农户“抱团”

闯市场，帮助小农户克服分

散经营的不足，给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注入生机和活力。

目前，全国农民合作社

总数超过 220 万家，农民合

作社联合社

超过 1万家，

合作社成员

超过 6680 万

个。其业务

不断从产中环节向产前农资供应

和产后流通加工环节拓展，向休

闲农业和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

态延伸。不过，总体看，合作社发

展基础仍然薄弱，面临运行不够

规范、利益联结不够紧密、服务体

系不够健全等问题，存在人才匮

乏、资金短缺等困难。

发展合作社，必须坚持以服

务成员为根本，解决成员生产经

营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让农民在

参加合作社的过程中得到更大实

惠。在当前全国农民合作社总量

已很庞大的情况下，要围绕规范

发展和质量提升，不断增强合作

社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和带动能

力，充分发挥其服务农民、帮助农

民、富裕农民的作用。一句话，坚

持“姓农为农”的定位，推动合作社

发展由注重数量增长向注重质量提升

转变。

“我们的大蒜是带着泥土香气送到消费者手里的。”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农产品供应链商户马艳

介绍，消费者收到的新鲜大蒜没有经过任何加工。以前

常见的大部分都是干蒜，因为紫皮蒜前期需要通过摘

果、打包，再由批发商分发到不同的批发市场，“这个流

程需要 5天至 7天才能完成，一些不易保存的产品就需

要干燥保鲜。”马艳说，美团优选打造的“昨天下单，今天

自提”农产品电商模式，缩短了从地头到餐桌的周期，不

仅消费者能吃到新鲜大蒜，也能较好地保障农户收入。

2020年 7月，美团成立优选事业部，推出美团优选，

重点针对下沉市场，采取“预购+自提”模式，对零售全

链条进行优化。2021 年一季度，美团优选已覆盖全国

超 2600个县市，不断深入城乡消费市场，为居民提供更

高性价比的商品。

“快递周期一般要 3天至 5天，生鲜损耗率比较高。

现在通过美团优选源头直采，一车就拉到大仓里，没有

那么多上车下车的环节，能让生鲜损耗降到很低。”马艳

说，美团优选采用以销定采的模式，根据需求去采摘，大

大提升了大蒜的流通速度，农户也能快速回笼资金。马

艳表示，自今年 2 月底与美团优选合作后，仅在云南省

内，就已经有了数百吨销量，“如果未来能拓展到全国销

售，紫皮大蒜的销路就能进一步打开”。

河南省新郑市平菇基地最近也与美团进行合作。

平菇保鲜期一般只有两天，而且隔天一个价，以前农户

的销售模式是等人来收。现在通过与美团优选合作，下

午采摘的平菇，20分钟后就能运到分拣中心，工人迅速

装盒、清理、称重、贴标。这样，平菇在产地就从初级农

产品变成商品，然后全程冷链物流送到大仓，第二天就

可以出现在消费者餐桌上。由于电商的渠道和销量都

比较稳定，农民的收益更有保障。

如今，美团正在推动农业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的全链

条数字化。2020年，美团优选推出“农鲜直采”计划，通

过加大源头直采力度、简化供应链、促进产销对接、提升

农产品电商化水平等方式助力优质农产品上行。目前，

全国各地数百种特色农产品已通过该计划进一步打开

销路，从源头直达社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当好农产品稳产保供国家队
本报记者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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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中 粮 粮 谷 仙 桃 米 业 生 产中 粮 粮 谷 仙 桃 米 业 生 产 线线

场景场景。。 汪汪 磊磊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66 月月 44 日日，，全国粮食机收减损全国粮食机收减损

技能大比武山东赛区开赛技能大比武山东赛区开赛，，参赛选手正在参赛选手正在

将收割的小麦装车将收割的小麦装车。。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郭绪雷摄摄

图图③③ 无人驾驶收获机在安徽省首无人驾驶收获机在安徽省首

个无人农场示范基地麦田里进行个无人农场示范基地麦田里进行小麦收小麦收

获作业获作业。。 刘勤利刘勤利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每到芦笋采收时节，京棚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肖俊纬的电话就响个不停。合作社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州

区长塘镇西村，附近有 200 多户农户加入了合作社。“我在

北京经营蔬菜 16 年了，觉得有实力回乡带领村民们发

展。乡土情怀加上政策东风，就回来了。”肖俊纬说，有

了合作社，村民的收入又多了个来源，每人仅分红

每年就有3000元。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吉州区的蔬菜经纪

人就已小有名气，在全国形成了近 4 万人

的经纪人队伍。如今，他们当中有些人

开始返乡成立合作社，带动老百姓共

同发展。2017 年，肖俊纬凭借之

前做蔬菜经纪人的资金积累，

回乡租地 700 亩，种起了芦

笋。经过精心培育，大棚

里的芦笋长势喜人，第

一年就达到了 50 万

斤的产量且销售

一空。

肖俊纬提前找好了销路，邀请北京新发地市场一位芦

笋经销商成为基地股东。看到基地效益好，村民们积极要

求加入，合作社于 2019 年正式成立。按照“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合同，建立示范基地，农户按大

棚进行精细化管理，种出来的优质芦笋合作社按每棚 1 万

元的价格进行回收。该模式既提高了农户收益，也保障了

合作社利益。

随着合作社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合

作饭”。合作社每年都聘请外地的芦笋种植专家，对社员开

展技术培训。目前，合作社已有 4 名社员获得芦笋专业种

植人员合格证，掌握从播种、施肥到采摘等全套专业技术。

为发挥好平台作用，合作社逐步建章立制、规范管理，为成

员提供农资、信息、技术、种植、运输、销售等“六统一”服务。

为让好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合作社的目光不局限于

农产品批发市场。今年 5 月份起，肖俊纬与合作社的几个

社员带着芦笋样品前往福建、广东、湖南等地，努力争取更

多的订单。不久前，合作社在长沙敲定了一位买家，来年订

单又能增加不少。“合作社就是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报

团取暖，合作社才会发展得更好。”社员们说。

农 民 抱 团 奔“ 钱 ”程
本报记者 乔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