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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小麦加工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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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小麦加工原材料价格上涨
我国小麦种植遍布全国，小麦产量分布整体稳定，呈南减北增的趋势。主产区为：河北、山
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江苏、四川、陕西等，其中河南小麦产量占比常年位居第一
。2021年我国小麦种植面积22911千公顷，小麦产量13695万吨，增长2.0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1年小麦整年价格基本是呈现高位运行的态势，2021年小麦年度均价2512.74元/吨，同
比上涨3.63%。2021年上半年小麦价格整体呈现涨跌互现的格局，下半年小麦走势总体呈现
持续上涨态势并且第四季度小麦涨势尤为明显，主要是受不良天气的影响，市场粮源供应虽
较为充足但优质小麦数量极少。优质小麦数量较少，市场供不足需叠加玉米小麦价差明显影
响导致我国小麦价格维持高位。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21年我国小麦累计进口数量971.68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6.27%。国内优质小麦市场的
供需缺口，仍依赖国际市场，自2017年以来，国内就不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
始扩大强筋或弱筋小麦种植面积，虽然国产品质可能跟国外仍存在差距，但并非完全不可以
替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小麦加工市场整合，内部竞争加剧
未来随着消费者对面粉产品、主食产品需求的提升，再加上政策引导以及小麦加工产业链整
合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截止2021年我国小麦加工市场规模已达到3001亿元，具体如下：

资料来源：《粮油加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2021年我国小麦加工企业数量为3.54万家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小麦
加工企业3000多家，日处理能力200吨及以下的中小企业占面粉加工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
产业整合已是大势所趋。未来，绝大多数规模不经济、技术水平低、成本较高企业，随着市
场竞争的加剧，将被逐步淘汰。

资料来源：企查查
面粉是小麦最主要的初级制成品之一，也是食品行业的核心原材料之一。国内面粉加工行业
除了生产口粮面粉，产品种类呈现多样化。速冻食品、方便食品、传统主食品等专用粉以及
营养强化面粉、绿色面粉、预配合粉等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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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粉日加工能力来看，现阶段中国面粉行业的三大巨头是五得利面粉集团、益海嘉里面粉
集团、中粮集团，其中：五得利面粉集团日加工量达到5.5万吨，益海嘉里面粉集团日加工
量达1.7万吨，中粮集团日加工量达1.2万吨。目前三大巨头的加工量约占全国面粉总加工量
的30%以上。随着国内人均口粮消费量下降以及人口增速放缓，使得面粉总产量呈现平稳下
滑态势，市场竞争激烈使得产品品质及品牌尤显重要。2021年国内面粉行业整合进程仍在
持续，下游消费市场进一步细分，面粉加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进度。

资料来源：企业财报
2021年12月13日，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网站发布《关于发布2020年度重点粮油企业专项调查
结果的通知》，�并发布“2020年中国小麦粉加工企业50强”榜单。
中国小麦粉加工企业50强 排名 企业 排名 企业 1 五得利面粉集团有限公司 26
浙江恒天粮食股份有限公司 2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7
广东金禾面粉有限公司 3 中粮粮谷控股有限公司 28 维维六朝松面粉产业有限公司 4
金沙河集团有限公司 29 潍坊风筝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5 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30
河南粮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 今麦郎食品有限公司 31 广州岭南穗粮谷物股份有限公司 7
发达面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 宁夏塞北雪面粉有限公司 8 山东利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33
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9 东莞穗丰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34 固安县参花面粉有限公司
10 江苏三零面粉有限公司 35 安徽省凤宝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1
北京古船食品有限公司 36 安徽省天麒面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陕西陕富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37 河南天香面业有限公司 13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 38
青岛维良食品有限公司 14 新疆天山面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9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陕西西瑞（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0 上海福新面粉有限公司 16
甘肃红太阳面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 安徽皖王面粉集团有限公司 17
广东白燕粮油实业有限公司 42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8
广东新粮实业有限公司面粉厂 43 北大荒丰缘集团有限公司 19 陕西老牛面粉有限公司 44
湖北三杰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0 山东天邦粮油有限公司 45 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1
宝鸡祥和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46 泉州市华圣食品有限公司 22 山东半球面粉有限公司 47
丹阳市同乐面粉有限公司 23 安徽正宇面粉有限公司 48 山东梨花面业有限公司 24
江苏省银河面粉有限公司 49 河南莲花面粉有限公司 25 江苏省淮安新丰面粉有限公司 50
安徽金鸽面业集团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中国粮食行业协会
迎合消费升级趋势，深加工类市场有待发掘
我国小麦以初加工产品为主，没有有力的品牌支撑，缺少高品质的小麦产品和深加工产品，
以低附加值的大宗小麦产品为主。我国小麦总产量中74%用作食品加工和食物，主要用于加
工面粉，9%用作饲料，5%用作种子，各种损耗4%，工用的占7%左右。在工业用加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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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小麦加工还处于初级阶段，精深加工转化率不高，因此工业消费主要集中在淀粉、谷
朊粉、酿酒、工业酒精、麦芽糖、调味品等领域。

资料来源：企业财报
随着原粮品质不断变化，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小麦产品的需求也逐渐提高，要求
小麦加工工艺越来越精细化。
小麦深加工是提高小麦资源附加值的关键，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等都已经批量地将小
麦数深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而我国在此方面只是刚刚起步。小麦主流深加工产品有酒精、
胚芽油、麦芽糖、小麦白蛋白制品等。
小麦深加工产品 产品 现状 小麦胚芽油 小麦胚芽油具有很多的营养和健康功能,例如降低血
浆和肝脏中胆固醇水平,提高身体耐力,促进健康以及延缓衰老。小麦胚芽油一般作为膳食补
充剂以瓶装或胶囊形式销售。小麦胚芽油还可添加到卵磷脂和鱼肝油中。我国虽拥有极其丰
富的小麦胚芽资源,但在此方面的研究开发与利用十分缓慢。 小麦白蛋白制品 在生产小麦淀
粉过程中溶解在水中的白蛋白，以前习惯随废水排放后流失，近几年来国内外蛋白卵蛋白价
值一直在上升，人们开始开发水溶性小麦白蛋白，来作为蛋白卵蛋白的 优质替代产品。
麸皮 麸皮是制粉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有粗麸、细麸、粉麸。麸皮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小
麦麸皮不仅是食品品质的改良剂，还是宝贵的医药资源。麸皮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因此
国外研制食用麸皮制品主要添加饼干、蛋糕、面包和面类谷物食品中，作为品质改良剂和纤
维强化剂，把经过整理、软化、蒸煮灭菌或膨化的麸皮作为儿童、老年食品等。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cyy’）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小麦加工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
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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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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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PEST模型概述
二、政策因素
三、经济因素
四、社会因素
五、技术因素
六、PEST模型分析结论

第八章 2018-2022年中国小麦加工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小麦加工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小麦加工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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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因素
第五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小麦加工行业平均价格趋势分析
二、中国小麦加工行业平均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

第九章 中国小麦加工行业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18-2022年中国小麦加工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小麦加工行业区域市场分布的因素
二、中国小麦加工行业区域市场分布
第二节中国华东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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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现状
（3）华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华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西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南地区概述
二、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八节西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北地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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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十一章 小麦加工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二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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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六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

第十二章 2022-2029年中国小麦加工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小麦加工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小麦加工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小麦加工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小麦加工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小麦加工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小麦加工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小麦加工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2-2029年中国小麦加工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小麦加工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小麦加工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小麦加工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小麦加工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小麦加工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小麦加工行业风险分析
一、小麦加工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小麦加工行业技术风险
三、小麦加工行业竞争风险
四、小麦加工行业其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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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2-2029年中国小麦加工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观研天下中国小麦加工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中国小麦加工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小麦加工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小麦加工行业产品策略
二、小麦加工行业定价策略
三、小麦加工行业渠道策略
四、小麦加工行业促销策略
第四节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详细请访问：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06/6012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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