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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地方粮食储备机制
对国内粮食安全的影响机理
黄 恩，陈 倬
（ 武汉轻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 430023）
摘

要

分析了国内新常态时期粮食安全保障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探析了地方粮食储备机制对国内粮食安

全的重要影响． 提出了要坚持国家宏观政策与地方微观治理相结合，充分考虑粮食供给长期安全与短期平衡因素，
保障粮食产量，同时应重视品质，加强地方粮食储备机制的调节作用． 在此基础上，完善储备机制建设、建立地方综
合生产能力、强化外部监管与节粮减损工作，构建地方粮食储备产业链的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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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Mechanism of Local Grain Ｒeserve Mechanism
on Domestic Grain Security in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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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faced by the food security guarantee in the new

normal period，and analyzes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the local grain reserve mechanism on domestic food security．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national macro-policy and local micro-governance，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long-term safety and short-term balance of grain supply，and ensure grain yield，and pay attention to quality and strengthen
the regulation of local grain reserve mechanism． On this basis， improve the reserv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capacity，strengthen the external supervision and grain damage reduction
work，build a local grain reserve industry chain secur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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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一直以来都是事关国民经济平稳发
展、社会稳定的战略方针．“十三五 ”时期，国内农业

储粮集团公司的垂直领导，形成从中央到地方至上
而下的直线型组织结构． 4） 直线领导． 国务院直接

发展方式中加快了产业结构转型与科技兴农力度 ，
以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我国目前的粮食储备现状呈

拥有归属中央的储备权，并由国家粮食局负责相关
政策的执行管理职权，而中储粮集团则负责各地区

现出 4 个方面的特征： 1） 规模较大． 国内粮食储备
规模在 2 亿 t 左右． 2） 分级储备． 国内粮食储备方式

具体的储备管理工作． 鉴于我国储备机制的特点，地

分为中央粮食储备与地方粮食储备，并由省长直接
负责地方粮食储备机制，各省级政府拥有一定规模
的地方粮食储备． 3） 垂直运行． 地方储备机构受中

方粮食储备机制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
的直接作用． 而当前新常态时期，我国粮食消费需求
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粮食供给增长速度，已影响到了
粮食安全，且矛盾不断加深，粮食供需矛盾呈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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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 些 深 层 次 因 素 都 制 约 了 我 国 粮 食 安 全 保
［1］
障 ． 因此，新常态期间科学评价国内粮食安全状

粮食资源禀赋发达区域，往往能依靠该地区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发达的物流系统，来保障整个地区

况，把握粮食安全发展新趋势，重新评估地方储备系
统，以此为基础建立新时期地方粮食储备保障体系 ，

的粮食安全供给． 而中国属于粮食资源分布不均的
国家，需要建立起强大的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

对于实现粮食安全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完善的流通体系来保障区域粮食安全供给 ，此外还
需建立完善的地方储备机制来保障国内粮食安全 ，

1
1． 1

影响地方粮食储备安全的三种因素
地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对储备安全的影响

地方粮食综合产能是保障湖北省粮食安全的重
要基础，而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可分为生产 、消费与流
通安全等三个层次． 在保证省内流通环节能完全满
足粮食运营的前提下，确保地区粮食产能稳定，通过
逐渐提高居民收入与发放政府补贴等方式，使得广
大居民都能购买到符合个性化需求的粮食产品 ，才
能真正保障国内的粮食消费安全． 湖北省粮食安全
还受到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物流能力、国际进出
口能力与贫困群体购买力，以及国家应急能力等因
素的影响，其中地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保障粮食
安全的基础． 因此，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才是保
证省内粮食安全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 ，如图 1 所示．

因为中国是人口大国，多重完善的保证体系对保障
国内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1． 2

地区粮食需求对储备安全的影响
生产出的粮食产品部分用于仓储，部分用于国

际贸易，其余大部分用于人们的日常消费． 粮食产品
进入流通领域后，还要进行运输与仓储，最后才在市
场上进行线上与线下交易，以不同的价格进入消费
领域． 大家对日常的粮食需求，主要体现在消费环
节，所以粮食消费才是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环节 ，保
障粮食消费也是在保证粮食安全． 粮食消费安全的
量与质都要得到确保，其消费时不仅要从数量与质
量上得到根本保障，还要满足每个人个性化的粮食
消费偏好，在市场上流通的粮食品质，还要符合大家
对膳食营养的健康需求．
目前国内粮食消费的主要途径是直接与间接消
费，间接消费主要用于各类工业原料消费 ： 饲料产业
原料、轻工产业原料、育种用粮与各种损耗等，而直
接消费则用于居民口粮消费． 随着我国人口增长，直
接消费需求保持稳定． 但间接消费量却不断增加，育
种用粮比重较小，只占粮食总消费量的 2% ，且比重
随着技术进步呈现下降趋势，粮食损耗也随着节粮
［3］
减损工作的开展，不断降低 ． 因此，影响地方粮食
储备的消费因素是居民口粮消费、饲料产业，以及轻
工业生产加工中的原料消耗．

图1
Fig． 1

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系统

Integrated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system

如图 1 所示，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越高、流通
体系越发达的区域，其粮食安全保障率也越高，如美
［2］

（ 1） 国内居民口粮消费稳中有降． 国内粮食消
费中最直接的途径，即居民口粮消费，也是长期以来
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目标． 居民口粮消费是所
有粮食消耗中必须优先保证的，国内居民口粮消费

国等发达地区

． 而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强，但
流通体系不发达，且物流效率低的地区，则无法较好

的主要对象是小麦与谷物，全国口粮消费区域划分
为城镇与农村，其中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日常口粮食

地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如南亚印度等地区． 如果地区
流通系统完善，运作效率高，且购买支付力强，粮食

［4］
消费量所占比重较大 ． 近几年，随着城镇化进程
加快，国内居民人均口粮消费数量呈现明显下降趋

储备也充足，即使该地区综合生产能力较弱，也能较
好地满足本区域的粮食需求，如日本地区． 往往缺乏

势，这种趋势特征在城镇居民口粮消费中表现得尤
为明显． 1995 ～ 2012 年的报告数据 （ 表 1） 显示，同

粮食安全保障的地区，恰好是那些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不高，物流系统又落后，购买支付能力弱的地区．

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随着农村城镇
化进程加快，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也呈现出递

因此，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高低，不能直接决定
粮食安全保障效率的强弱，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减趋势，粮食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正不断
减少．

134
表1
Ta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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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12 年国内居民人均口粮消费统计表

1． 3

Statistics on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domestic residents from
1995 to 2012

kg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

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97． 0
94． 7
88． 6
86． 7
84． 9
82． 3
86． 72
84． 91
82． 31
70． 69
78． 48
79． 52
78． 18
76． 98
75． 92
77． 6
80． 7
78． 8

256． 1
256． 2
250． 7
248． 8
247． 5
250． 23
249． 28
247． 25
250． 23
237． 98
236． 5
222． 4
218． 26
208． 8
205． 62
199． 48
170． 74
164． 23

现行粮食政策对地方储备安全的影响
粮食安全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具有非常重

要的战略地位． 粮食安全具有二重属性： 公共属性与
商品属性，两者属性之间并不对称，仅仅依靠市场手
段调节，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因此，要综合采用调节
机制，即政府对市场调节，包括对储备机制、生产者
环节与消费者行为引导，即利用政策规制来实现粮
食安全目标，如图 2 所示．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关 于 城 镇与 农 村居 民 食 品 消 费支出报
1995-2012 年
告，

（ 2） 饲料产业原料用粮消费快速增长． 当前国
内饲料加工产业发展迅猛，其原粮消耗在粮食消费
总量中的占比稳步攀升． 而当前粮食间接消费增加
的主要原因，即饲料加工产业原料消费过快，年平均
增长速度已超过了 2% ． 其中，玉米是传统的饲料原
料，其每年在饲料加工产业中的消耗量逐年递增 ． 随
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准不断提升，畜禽
类产品的市场消费量稳步增长，这也显著地促进了
国内畜牧养殖业的迅速发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饲
［5］
料加工产业原粮消费需求的进一步增长 ． 对于粮
食间接消费总量的增加，饲料加工产业中原料用粮
消费量明显加快，并呈现出主要高蛋白饲料原料的
稀缺，其中 豆 粕 生 产 所 需 的 大 豆 对 外 依 存 度 高 达
70% ，且主要从美国等地大量进口．
（ 3） 各类轻工产业原料用粮消耗过快． 轻工产
业原材料用粮的主要来源： 玉米、谷物、大豆等传统
粮食作物，加工这些原料来生产植物油、酱油、豆粕、
家畜饲料，以及醋等轻工制品． 在轻工产业链中粮食
的其他用途也非常广泛，可以提炼制作生物燃料、酿
制各种酒类产品，以及生物制药等． 因此，轻工产业

图2
Fig． 2

地方粮食安全政策规制过程

Local food security policy regulation process

由于粮食产业属于地区保护性产业，而粮食安
全具有公共属性的特征，政府必须高度关注粮食政
策的制定与执行． 另外，粮食政策对地方粮食储备有
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1） 国内粮食安全隐患不是指某个特定因素，
也不只存在于某个特定环节，粮食安全隐患可能广
泛分布于生产、消费、物流、仓储等各环节中． 因此，
粮食安全问题具有系统性风险的特征，在粮食安全
系统性风险中，相对于粮食消费与贸易，由粮食生产
与储备引发的波动，更容易造成粮食安全综合指数
的频繁变动，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 2） 当前现行的粮食安全政策，往往没有充分
考虑地方粮食储备的特点，也没有处理好粮食安全
系统性风险，而政策调节往往都是单方面调节，甚至
出现片面化倾向： 1） 从政府规制走向市场自由； 2）
在某个领域过度干预． 因此导致粮食安全系统性风
险，不但没有因调节而减低，反而可能加大已存在系
统性风险的几率．
（ 3） 目前国内粮食安全政策，未能较好地反映

原材料用粮，是仅次于居民口粮消费与饲料加工产
业原材料用粮的重要消费途径，随着国内轻工产业

出粮食安全的实质，而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又存在
博弈行为，未能进行充分互动与交流． 因此，对于粮

链向上游的不断扩展，轻工产业用粮消费量占粮食
消费总量的比重还将继续增加．

食政策的制定，应从“深化市场调节机制，完善政府
职能规制”方面入手． 政府规制范围应该优化，调节
方式应以政府规制为主体，时间上体现长期性时效，
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建立市场化运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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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地方粮食储备机制建设
优化地方粮食储备建设，加强省内协调机制

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对地方粮食储备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并逐
步落实到省内粮食储备规划中，形成较为完整的省、
市（ 地） 、县三级直线储备管理系统，层层落实到位，
推行问题追责制，确保省内粮食储备安全． 过去曾长
期因为湖北省内储备规模较小，导致省内各储备单
位间的协调机制较弱，难以满足对全省范围内实行
统一管理的要求，导致很多地方储备单位监管机制
缺失． 所以，针对上述问题，应明确一集中与两主导
原则，即坚持省级储备粮以省级储备企业为主导 ，坚
持地方储备以省级储备粮为主导，而原粮储备则向
主产区集中，即以地方储备库为主体，同时结合国家
中央储备库． 在实际工作中，要根据湖北省内各地区
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粮食储备政策，并不断完善

135

制，增加市场需求量大的品种储备量，从而促进地方
储备粮交易，降低储备粮仓储周期，减少因粮食轮换
而造成的损失． 然后，通过鼓励储备企业不断深化粮
食加工产业链，加大优质粮的储备比重，并按市场价
格形成置换，积极稳定粮源； 规避因粮食轮换而产生
的系统性风险，实现共赢．
2． 3

转变粮食储备安全保障理念： 从追求数量安全
转为保证质量安全

国内粮食安全保障主体分为数量与质量 2 个层
面，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粮食安全是追求数量安全 ，即
确保粮食产量与品种结构齐全； 而粮食质量安全是
新时期的粮食安全观，提倡粮食质量要符合国际质
量标准认证，品质要符合卫生环保要求，营养还要全
面等． 随着中国将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的临近，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吃得健
康、营养、安全 ”，已成为人们对食物消费的价值理
念，“营养、健康 ”成为现代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全新
［8］
价值观 ．

建立地方粮食综合生产系统

与调整地方粮食储备中的结构与布局，积极支持省
内各地区储备企业的资源整合． 从而协调省内各地

3

区粮食储备库的统筹规划体系，兼顾居民口粮消费
与粮食加工产业链的快速发展，从而全面整合各类

地方粮食综合生产系统是国家“粮安工程 ”的
核心，是新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保障 ，也是

资源条件向粮食主产区适度集中，促进省内粮食主
产区加工产业链不断延伸，提高湖北主产区储备工

粮食加工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基础． 新常态期间应从
加强调控、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物流效率，积极稳定

作的积极性．
2． 2 建立市场化动态储备体系，推行储备主体多

粮源，倡导理性消费，减少浪费等几个方面入手，构
建地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如图 3 所示．

元化
湖北省内地方粮食储备单位中，呈现储备主体
形式单一，外部监管机制滞后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
省内粮食储备安全． 针对这些问题，要改变过去固有
的管理模式，将区域粮食产业链重新整合，坚决改变
以往国有粮食储备企业垄断一切的局面 ，激发地方
粮食储备单位的内在潜力，吸收更多优质民营粮食
企业，不断加入到省内地方粮食储备库的建设中 ，扩
大储备容量，实现地方储备主体多元化发展． 在坚持
储备粮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适当放宽经营权与所
有权分离的条件，将有助于地方储备机构与粮食加
工企业之间建立长久合作机制，共同促进地方储备
企业的加工与转化能力，改变过去僵化的发展模式，
［7］
也有助于化解市场风险，实现双赢 ． 对于地方储
备结构的优化，应加大优质粮品的储备规模，减少储

备粮的轮换周期，促进储备粮实现保值． 优化地区粮
食储备结构，以市场为主导，进一步完善储备管理机

图3

粮食安全综合保障系统

Fig． 3 Integrated security system for food security

3． 1

强化地区粮食综合生产环节，提升粮食安全保
障能力

强化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可以有效提高粮
食安全的综合保障力度，能有效规避省内粮食安全
生产流程中的各种不利因素． 另外，促进湖北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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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传机制，大力发展规模经营，培养新型粮食生
产经营主体，积极扶持种粮大户，严格保护耕地面
［9］

积，并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等各类涉农政策

． 不断

发挥农业科技对粮食生产的技术协同效应 ，积极培
训地区种粮能手． 同时政府还要加大种粮补贴力度，
提高种粮农户的积极性，并继续实施粮食最低收购
价格政策，进一步提高农业政策补贴的边际效率 ，强
化农业补贴向地区种粮大户、现代新型农业经济主
体，以及省内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 ．
3． 2

加快粮食流通机制改革，建立省内产销一体化
的价格补偿体系

在当前粮食产能既定的条件下，扩宽粮食销售
渠道，可以明显提升湖北省内不同地区间主要粮食
产品流通的供需平衡关系． 为适应省内不同区域间
粮食流通的需要，省内粮食主销区与主产区之间，应
建立现代物流集散中心，并合理进行选址． 在地区粮
食储备结构方面，需要合理规划仓储品种与规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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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方储备库中的原粮品质，也为湖北各地区储备
库的管理改进工作指明了方向．
4． 2

建立地方粮食储备库与粮食加工企业的对接
合作机制

地方粮食储备库可为粮食企业生产加工提供稳
定的原材料来源，实现出仓一批，轮换一批，加工一
批，这样可有效提高地方储备粮库的轮换效率 ，而由
轮换产生的市场风险也可由粮食加工企业承担 ，有
效规避了因粮价变动而产生的市场风险 ． 而地方储
备库只需负责所储备的粮食数量与质量 ． 这种储备
方式非常适合省内储备规模较小的县级与市级储备
单位． 湖北省内天门、黄冈等地方储备库就采取了储
备库与当地粮食企业合作加工的方式，地方粮食企
业获得了稳定粮源，通过加工储备库中的轮换粮，减
轻了地方储备库的运营成本，该县级储备库仅需要
对储备数量与质量进行监管，通过这种合作机制能

． 还要加快建立粮食主产区

有效降低市场风险． 虽然该粮食加工企业承担了粮
食轮换的差价风险，但企业可以获得稳定可靠的粮

的交易价格补偿机制，加强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
间的联系纽带，落实国家明文规定的粮食安全省长

源，并可以通过深化加工产业链在粮食加工与销售
环节，获取更大的利润，从而弥补储备粮轮换产生的

［10］

化区域内的仓储资源

责任制，以及粮食保险基金制，加大省内粮食主产区
的财政扶持力度，并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对各地区粮
食生产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等利益补贴机制 ，形成湖
北省内粮食主销区支持主产区的局面 ．

4

4． 1

加强地方粮食储备监管体系 ，强化
对外合作机制
引入第三方外部监管机制，发挥政策规制作用
在湖北省内各地区储备管理体系中，为了杜绝

基层粮食主管部门中出现的各种潜在腐败问题 ，应
结合地方实际情况，适时引入外部监管机制，严格遵
循湖北粮食局与农业局的相关文件规定 ，建立地方
［11］

储备第三方外部监管机制

． 2016 年，湖北省粮食

局依据省内各地区提交的数据报告，发现省内各地
方储备库中，仓储粮总量基本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

价格损失，对于延伸企业产业链也非常有利． 这种对
接合作机制，既能保障地方储备粮的安全，也能降低
地方粮食储备库的日常运营成本，提高地方储备库
的经济效益，帮助湖北省内地方储备库步入良性发
展轨道．
4． 3 地方粮食储备库，自建小型粮食加工厂
地方储备库为了减少因粮食轮换而产生的市场
风险，可以采取延长加工产业链的方式，自建小型粮
食加工车间，除负责日常的粮食收购、仓储职能外，
还要进行部分粮食的深加工作业． 自建粮食加工厂
通过加工储备粮进行批次轮换，即出库一批，加工一
［12］
批，轮换一批，形成良性循环 ． 因为自建粮食加工
厂拥有稳定的粮源，可以通过在粮食加工与销售环
节获利来弥补，因粮食轮换而产生的价格亏损，可以
降低地方储备粮的市场轮换风险，也能减少地方储
备库的日常运营成本，加强地方储备库的保障机制．

结语

但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 从监管审计反馈出来的问
题较多，其中除国家储备外，地方储备机构的问题较

5

多，因为储备期限一般为 1 ～ 3 年． 因此，地方储备库
中的储备粮受到储备条件与环境的制约 ，对储备粮

地方粮食储备库作为我国粮食仓储的基层单
，
位 其相关配套机制的管理工作也非常重要 ，尤其近
年来，受到人口政策的影响，国内人口持续增长，虽

品质有一定影响，且储备一段时间后的陈粮价格下
降较快，因此，长期以来地方储备库的运营成本较
高，一些地方储备库则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这也影响

然国内粮食产量连续十三年增，但随着二胎政策的
全面放开，对粮食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长，而且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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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也呈现出频繁波动的状况，交易亏损与质
量安全等诸多问题不断涌现． 这些问题从不同方面
长期制约着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因此，如何完善
地方粮食储备机制，对于有效提升国内粮食安全保
障水平和我国在“十三五 ”期间平稳发展有着至关
重要的影响． 新常态时期，国家粮食局进一步明确指
出要实现稳中求进的平稳发展目标，保障国家“粮
安工程”的顺利进行，并进行地方粮食储备机制的
改革，在国家相关粮食政策指引下，湖北省内各地方
粮管储备机构都应严格依照相关规章制度 ，行使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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