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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粮食物流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投资趋势调研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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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粮食物流需求端：粮食产量增长叠加产销区分离带来需求的不断增长

（一）中国粮食总产量逐年增长
近年来，得益于各地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积极落实各项补
贴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我国国粮食总产量由2017年的6.18亿吨增长至2021年的6.8
3亿吨，累计增长10.5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二）我国粮食主产区与消费区相分离
受气候、土地、人口、经济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产量各省分布不均衡，黑龙江、河南两省
分别占我国粮食产量的11.52%与9.58%，同时全国粮食产量前十名的省份合计占比达到67.
52%，体现出我国粮食产量的地区不均衡性。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而对于粮食的主要消费区来讲，我国华东地区的长三角、华北地区的京津唐、华南地区的珠
三角等人口聚居地区是主要的粮食输入地。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因此，从粮食产销区域看，我国粮食产销区存在市场割裂问题，加之粮食具有季节生产性，
国内粮食生产以秋粮为主，存在粮食周期性需求的矛盾，全国粮食省际间流通量约占全国粮
食总产量的1/3，粮食内贸成为调节粮食产销区域分布和季节周期性需求矛盾的重要手段。
目前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北粮南运的粮食流通格局,粮食物流是保证全国粮食市场供求平衡、
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粮食物流方式的演变使运输成本降低、运输效率提升、粮食市场
的灵活性和流通性增强。可以说，中国粮食产销区的分离是推动我国粮食物流行业发展的重
要因素。
（三）粮食产量增长叠加产销区分离推动我国粮食物流总量不断增长
受我国粮食产量增长以及产销区分离因素的共同作用，近年来我国粮食物流总量不断增长。
根据《中国粮食安全报告白皮书》、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公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粮食物
流总量由2017年的4.80亿吨增长至2021年的5.35亿吨，累计增幅达到11.46%，超过同期我
国粮食产量增幅。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按照省区划分，可以将我国粮食物流分为省内粮食物流与跨省粮食物流两部分。其中，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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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物流总量略高于省外粮食物流总量。
根据《中国粮食安全报告白皮书》、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数据进行推算，2017-2021年我
国省内粮食物流总量呈现上升趋势，由2017年的2.50亿吨增长至2021年的2.98亿吨。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而跨省粮食物流总量方面，近两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跨省粮食物流总量并未取得明显增长。
但随着新冠疫情影响的边际减弱，我国跨省粮食物流总量预计将重回增长态势，并且在我国
粮食物流总量中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二、我国粮食物流供给端：水路、铁路运输为主，市场竞争加剧
（一）我国粮食物流主要方式
我国粮食运输方式包括铁路、水运、公路等，其中，在省内粮食运输方面，公路为主要运输
方式；而在跨省粮食运输方面，铁路与水运为主要运输方式，2017年至2021年，我国铁路
粮食货运量与主要港口粮食吞吐量整体呈上升趋势。
1、铁路粮食运输
近年来我国铁路粮食运输保持平稳态势，预计2021年全国铁路粮食货运量达到8097万吨。
但由于粮食运输具有淡季和旺季特征，在粮食季节性集中运输时期，铁路同时承担着煤炭、
钢铁等大宗货物的运输，在有限的运输能力下造成运力相对紧张，较难满足粮食运输需求。
另外相比于汽车与水运而言，铁路运输价格不能灵活调整，因此造成季节性波动比较大。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水路粮食运输
我国水路粮食运输量自2015年以来逐步超过铁路成为主要的粮食运输方式，2021年我国主
要港口粮食吞吐量达到2.30亿吨。相比于铁路运输而言，水路运输是我国南方长三角及珠三
角等粮食缺口地区粮食运输的主要途径。其中长三角水路粮食运输包括国内粮食调入和国外
粮食进口，调入粮食品种主要是稻谷、玉米和小麦等，粮食缺口主要依靠国内粮食调入和国
外粮食进口加以弥补，粮食供给对外依存度较大。其中国内粮食调入主要包括东北三省和黄
淮海地区，进口粮食调入多采用海港转运与内河运输相结合的方式沿江而上运至沿江各地区
。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二）粮食物流行业市场参与者
目前国内粮食物流行业为全流通领域，市场化程度高，参与企业众多，竞争激烈。央企以及
大型地方粮食企业拥有比较完善的仓储、物流设施，享受国家多项政策支持；近年来一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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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全国性、区域性民营粮食企业脱颖而出；随着中国粮食市场化的发展，外资粮企在我
国粮食市场上崭露头角，依靠丰富的资源、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成熟的管理经验，进一步加剧
了粮油行业的竞争。
1、中粮贸易
中粮贸易是公司所属国内最大的市场化粮食流通企业，重要的饲料生产企业，服务国家粮食
宏观调控和小麦、玉米等重要农产品进出口的执行主体。截至2020年底，中粮贸易资产总
额787.89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含少数股东权益21.71亿元）111.66亿元。2020年，中粮
贸易实现营业收入873.05亿元，同比增长17.30%，主要系业务规模增长所致；净利润9.97
亿元，同比增长83.40%。
“四粮合一 ������乢���遣豣��業䅾��ꅴ��ꉢ㝻ꅴ��ꄰ�䙠�����楣�
制五大核心竞争力，中粮贸易成为中国最大、国际领先的粮食贸易流通企业，且正在搭建“
两横三纵”的粮食物流体系，包括长江通道、西江通道，东北港口至华南海运物流通道、东
北港口至华东海运物流通道、东北产区至内陆销区物流通道。中粮贸易旗下直属粮库95家，
总收储能力2091万吨，具备1800万吨港口年中转能力和6.45万吨日烘干能力，经营布局遍
及国内粮食主要产销区，掌控世界上最大、功能最全的粮食物流港口北良港。北良港的粮食
筒仓仓容200万吨，港口年综合吞吐能力1500万吨，拥有3400辆散粮车，占东北地区散粮车
的31%，每年运送的粮食物流总量稳定在800万吨以上，正在建设的东部二期项目完成后，
港口将新增年散杂货吞吐能力95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80万吨。除北良港外，中粮贸易还
拥有江阴、城陵矶等自有码头，港口年中转能力2300万吨。中粮贸易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的
大客户，拥有战略装车点12个，铁路专用线76条；同时与丹东港、营口港、锦州港、漳州
港、湛江港及珠三角（深圳五港）等港口有着长期、友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2、厦门象屿
厦门象屿是隶属于象屿集团的大宗商品物流供应链企业。2011年象屿集团整合旗下贸易物
流资源后借壳在上交所上市，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国资委。成立初期，厦门象屿主营大宗商品
采购供应及综合物流服务以及物流园区开发运营，其中大宗商品采购是公司主要盈利来源。
随后，公司积极寻求转型，盈利模式由商品贸易价差获利转向更注重于管理计划性、信息技
术服务、资金、物流等综合配套供应链业务。公司在农产品及物流领域持续发力，2013年
合资成立象屿农产作为公司农业全产业链的经营主体，2017年合资成立象道物流主营铁路
物流服务。
2021年，粮食物流方面，厦门象屿利用自有物流资源，为外部客户提供运输服务，运输量
达201万吨；完成粮食国储收购、烘干、仓储、出库各环节业务量合计731万吨，其中国储
平均仓储量453万吨、出库量200万吨，同比下降均超40%，导致农产品物流营业收入、毛
利下降超30%。
三、我国粮食物流行业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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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粮食物流行业存在的问题
1、粮食物流链网存在盲点
我国粮食物流系统化运作不强，粮食物流网链布局意识有待提升。一是关键物流节点布局不
合理，粮食物流集散中心规模小且分布不均，港口接卸中转能力与实际需求不匹配，各节点
衔接性不够。二是国内粮食物流核心通道发展不平衡，如东北流出通道水路外运能力局部过
剩，华东、华南沿海流入通道粮食分拨能力有待提升。三是粮食进口通道发展不平衡，部分
通道建设相对滞后，如东北地区面向俄罗斯等东北亚通道等，跨境粮食物流通道布局不完善
。四是粮食物流主力企业战略性思维不够，物流链部分主体依然将粮食物流单纯地看作是存
储、装卸与搬运过程，企业之间各自为营，缺少物流链整体意识。
2、粮食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备
我国粮食物流基础设施陈旧、仓储条件落后、运载设施滞后等问题突出。一是不同环节物流
设施功能滞后，如部分地区粮食仓储设施功能不完善，用途部分错配；粮食加工企业物流快
速接卸设施配套能力不足；部分港口与铁路之间尚未充分配置专用线，需要通过汽车进行倒
运装卸等。二是“四散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同步，部分地区粮食仓储、运输、装卸、包装发展
不一致，如部分关键物流节点散粮专业接发设施落后，接发能力不足。三是部分物流设施技
术配备滞后，如粮食长距离运输过程中可能面临温度、湿度等差异性带来的霉变风险，影响
粮食质量安全。四是国际粮食运输通道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连接我国与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公
路、铁路、海运等基础设施缺乏、陈旧、老化，高峰期粮食流通拥堵导致粮食运输连续性不
足。
3、粮食物流信息化程度不高
我国粮食物流信息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粮食物流信息共享能力与互联互通能力不足。一
是粮食物流信息终端信息处理能力相对落后，无法实现对运输技术、储存技术、流通加工技
术等核心技术的全面监控，粮食流通信息滞后、管理不善等问题突显。二是粮食信息共享平
台不完善，共享信息平台使用效率不高。一方面，部分粮食企业等市场主体出于商业机密等
考虑，无法实现企业基础信息、收储信息、流通信息、需求信息等信息共享；另一方面，部
分信息共享平台出现信息分类不明确、及时性不高、衔接不畅通等问题，平台共享信息质量
不高，并没有实现粮食物流资源在信息化基础上的高效配置。
（二）我国粮食物流行业的应对措施
1、积极构建粮食物流链网，强化物流布局全局意识
提高粮食物流效率，要强化粮食物流链网构建的全局意识。一是主动嵌入社会整体物流系统
，充分利用社会物流网络，加强粮食物流系统专业化设施与社会物流网络通用性设施的协同
运作。二是重点完善国内关键粮食物流通道与枢纽节点功能，加快构建高效粮食物流多式联
运系统。三是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积极建立粮食物流港
口，打造连接国外粮食主产区与国内主销区无缝对接的国内国际物流大通道。四是重视培养
具备国际化完整供应链和跨区域一体化运营能力的国际大粮商，有效对接国内八大粮食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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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构建更加开放的粮食物流布局。
2、重视物流标准体系建设，发挥物流标准规范作用
提高粮食物流效率，要重视粮食物流标准体系的规范作用。一是在全面梳理国内现行标准的
基础上，研究制定粮食流通系统内部不同环节设施、设备、工具等技术参数与标准，实现技
术标准与工作标准配合相一致。二是重视粮食物流企业对物流标准制定的经验作用，结合物
流企业在具体运输、储藏、加工等环节总结的经验，建立适合国内粮食物流行情与特点的物
流标准。三是重视粮食物流系统与国内其他系统以及国际系统的衔接性，实现相关技术标准
的统一性，相关机械设备的衔接性，从而降低粮食物流费用，提升物流系统经济效益。
3、完善粮食物流基础设施，强化基础设施支撑作用
提高粮食物流效率，要重视物流基础设施支撑作用。一是加强粮食仓储物流配套设施建设，
优化不符合“四散化”要求的仓型结构，分品种改造仓型，支持各省中心粮库和骨干收纳库点
功能升级与改造，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的仓型比例，提高粮食中转能力与快速发放能
力。二是加大关键粮食物流通道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一方面，继续完善东北、淮海等八大粮
食物流通道建设，着力推进沿海、沿长江、沿运河等“两横、六纵”重点线路，实现“点对点散
粮物流运动”；另一方面，紧密结合“一带一路”等战略，继续完善铁路网络布局，布局重点粮
食港口码头，打造跨地区、长距离、高运量的粮食物流通道，提升粮食物流通道衔接性。三
是支持粮食仓储物流业推广与应用先进技术装备和新型材料工艺，重视粮食期货信息等管理
，从而降低粮食跨区域、长时间、远距离运输带来的粮食质量安全风险及经营风险等。
4、推进粮食物流信息建设，实现物流与信息化融合发展
提高粮食物流效率，要加快推进粮食物流信息化建设。一是统筹推进数字粮库建设，实现核
心业务环节和重要安全节点监控全覆盖，仓房粮情监测系统全覆盖，生产作业控制系统远程
与本地相结合，粮食购销全流程数字化。二是注重交易信息互通共享，全力打通全国与地方
之间、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管理者与基层之间以及公路、铁路、水路等不同运输方式之间
的业务数据传输通道，全面对接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粮食交易信息互享、互联、互通。三是
积极构建粮食市场信息监测系统，应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粮
食运输环节数据时效性与准确性，确保粮情数据快速掌握，异常信息及时预警与快速反应，
实现粮食物流与信息化融合发展。（wqf）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粮食物流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投资趋势调研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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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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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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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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