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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为国为民谋粮” 中粮集团拥抱发展新机遇
证券时报记者 王君晖
成立于 1949 年的中粮集团，经过
年发展，
从单一的粮油进出口公
70
司，成长为集农产品贸易、物流、加工
和粮油食品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际一
流粮食企业， 为全球近四分之一的人
口提供粮油食品，一步一个脚印，走过
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
作为与新中国同龄的国有企业，中
粮集团循势谋变， 搭乘大国崛起的快
车，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拥抱挑战，
与世界一流企业同台竞技。 发展的同
时，中粮集团不忘初心，服务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等国家战略，响应“
一带一路”
倡议，体现老牌国企的担当与风范。

转型市场化经营企业
1949 年到 1987 年， 中粮是专营
粮油食品进出口贸易的政府公司，在
为国家出口创汇作出重要贡献的同
时， 也在我国粮油食品市场和国际市
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其间，中粮从小胡同起步，不断开
拓新中国粮油食品对外贸易，经营的商
品由几十种发展到两三千种，贸易对象
由前苏联、东欧、亚洲等十几个国家和
地区扩大到五大洲 1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往来客户由几十家发展到 3000 多
家，进出口总额累计 880.49 亿美元。
1978 年 12 月， 中粮总公司与全
国粮油食品分公司正式脱钩， 开启了
由政策性贸易公司向市场化、 实业化
企业转变之路。 1988～2004 年间，为解
决生存和发展问题， 中粮陆续将原来
主要承担管理职能的业务处室改组为
子公司，开展自营进出口业务。中粮工
业食品进出口公司、 中粮酒饮料进出
口公司、中粮糖业杂品进出口公司、中
粮粮油进出口公司相继成立， 成为现
在粮油食品业务、葡萄酒业务、饮料业
务、食糖业务的前身。
1993 年， 中粮集团利用香港平
台，通过买壳方式进入资本市场，成为
最早涉足境外资本市场的央企之一。
1999 年末， 中粮集团形成境内资产、
境外资产分别占比 50%的格局，并向
重组改制、整体上市”的
国务院提出“
设想，获得批准。
经历了生死转折，中粮集团不仅成
功实现了由管理型企业到市场化经营
型企业的转型， 而且继续保持国家粮
食进出口主渠道的地位。 到 2004 年，
中粮集团实力比 1987 年大大增强。 总
资产从 25.26 亿元增长到 466 亿元，增
长 17.4 倍；净资产从 0.66 亿元增长到
203 亿元，增长 305 倍；员工人数从 438
人增长到 2.82 万人，增长 63.4 倍。
2005～2015 年， 是中粮集团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阶段， 总资产从
676 亿元增长到 4590 亿元，营业收入
从 441 亿元增长到 4054 亿元。 其间，
中粮集团完成三大转型： 由一个贸易
企业转型为集粮油、食品、金融、地产
为一体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由一个国
内资本企业转型为拥有 11 家上市公
司、两个海外公司的国际化企业；由一
个一般性的国有外贸企业转型为维护
国家粮食安全、 服务宏观调控的多元
化经营主体。

国际化基因与生俱来
从守在国内做国际贸易到走出国
门设立驻外分公司代表处， 从发展海
外实业到并购海外公司， 再到提出国
际化战略……中粮集团的国际化基因
与生俱来，并在发展中不断延续。
2014 年，中粮集团相继成功收购
尼德拉和来宝两个跨国企业， 初步建
立全球战略资产网络， 打入世界粮油
行业的中心地带， 具备与国际粮商同
台竞技的基础。
为实现对海外企业的有效管理，

中粮集团努力提升国际化经营广度和
深度， 着力打造全球化的治理结构和
国际化的管控体系， 有效整合全球人
才、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及自
然资源，以“
专业化经营、产业化发展”
为先导，建立完善市场一体化、资本一
体化、管理一体化、文化一体化的高效
运营模式。
中粮集团旗下中粮国际拥有成熟
的大宗农产品经营模式和较强的贸
易、资产管理能力，资产布局深入南北
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等产区腹地，并在
巴西桑托斯、美国圣路易斯、澳大利亚
肯布拉等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和内陆物
流节点拥有中转基地。 借助完善的物流
体系， 将世界各地农产品运到需求增
长最快的区域市场，形成稳定的供给。
2018 年，中粮集团农产品年经营
量达到 1.6 亿吨，跻身国际粮商前列，
营收 50%以上来自海外业务，已经成
为一家布局全球、 在国际粮油及农产
品市场中掌握一定话语权，对玉米、小
麦、 大豆等粮食资源拥有全球配置能
力的国际粮商。

建设一带一路大粮仓
为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中
粮集团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粮
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目前，中粮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
团已与 54 个“
展农产品贸易。 在该区域采购的农粮
产品占年度全部进口量一半以上，同
时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麦芽、
淀粉、柠檬酸和茶叶等产品。
早在 2013 年 10 月， 中粮集团就
从泰国、柬埔寨、缅甸、老挝等“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口优质大米，以大米贸
易为纽带， 有效推动了相关国家稻米
产业的升级和进步。 2016 年 5 月，由
中粮国际投资 7500 万美元在乌克兰
建设的 DSSC 码头正式投产， 码头吞
吐能力 250 万吨/年，仓容 14.3 万吨，
成为乌克兰最先进的农产品中转设
施， 为周边国家粮食物流体系打造出
重要的支点。 中粮集团在乌克兰的投
资和经营帮助乌克兰提升了粮食质量
及出口量， 也为拉动当地经济和人员
就业作出了贡献。
“
一
2017 年 2 月，中粮集团发布《
带一路”十三五发展规划》，在“
一带一
路”沿线打造两通道四基地，即陆路和
海路两大粮食物流通道； 沿线国家粮
食采购、高端进口食品采购、进口非转
基因农产品国内加工、 国内农产品加
工产能转移四大基地。
2017 年 7 月，中粮集团在符拉迪沃
斯托克设立了中粮远东有限公司。 这是
中粮集团“
一带一路”规划落地的一项

重要举措，将作为集团在俄罗斯远东和西
伯利亚地区开展各项业务的载体平台，统
一负责集团项下各专业化公司在该地区
包括大豆在内的粮食采购及业务拓展。
2018 年 11 月 6 日，中粮集团参加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CIIE），与 57 家
外商现场签约，将来自全球 29 个国家和
地区的 84 家供应商的产品引入中国，与
外商总签约规模超过数百亿元人民币。
未来两年， 中粮集团将继续加大投
资，重点打造陆路、海路两大粮食物流通
道，加快沿线区域重点项目落地，为促进
“
一带一路”国家互利共赢做出更多努力。

情系三农
田间是农产品供应链的起点。 中粮
集团将农户从种植到销售的农业投入产
出链条进行细分， 在种植订单、 农资投
入、农业金融、农机服务、粮食销售五大
类需求基础上，携手化肥生产企业、种子
公司、农机合作社、银行、担保公司等社
会合作伙伴，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保
障农资需求和农民收益。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 中粮集团
积极承担扶贫攻坚任务， 定点扶贫黑龙
江延寿县、绥滨县，江西修水县，四川甘
孜县、石渠县，广西隆安县，新疆乌什县；
对口支援西藏洛扎县、 青海门源县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9 县 1 兵团。
2018 年，中粮集团党组会、总经理
办公会先后 8 次专题研究扶贫攻坚工
作，制定《
关于进一步落实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 和中粮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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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0 精准扶贫工作规划》， 积极
探索产业精准扶贫新模式。 2018 年，中
粮集团直接投入扶贫资金 4744 万元，同
比增长 25.3%； 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
8764.6 万元。
互联网+”思维，
中粮集团积极利用“
充分发挥中粮我买网的电子商务作用，将
消费者需求有效传至贫苦地区生产者，
帮助对口扶贫地区农牧产品对口销售。
2018 年， 中粮我买网上线魏县鸭梨及特
色产品， 推动魏县鸭梨特色产业走向全
国；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合作，将雷波脐橙
推广到全国各地。 中粮我买网还深入青
海门源，黑龙江绥滨、延寿等定点扶贫和
对口支援地，进行结对帮扶工作，成功将
优质的洛扎藏鸡蛋引入平台。 截至 2018
年 11 月，中粮我买网电商扶贫足迹覆盖
全国 16 省、29 个国家级贫困县，销售国家
级贫困县特色农产品 2283 万元， 惠及建
档立卡贫困户 1677 户，5592 人。

构筑食品安全生命线
为
70 年 来 ， 中 粮 集 团 始 终 不 忘 “

国际大粮商的田间小方法
证券时报记者 王君晖

农业公司面向“互联网+农业”推出的综合
性农业应用，提供涵盖农业种植各阶段的

中粮集团是一家有着 70 年历史，集
农产品贸易、物流、加工和粮油食品生产

服务。 其功能特点包含三个：一是农户足

销售为一体的国际一流粮食企业， 为全

是含有价格提醒、预约送粮功能，改变传

球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提供粮油食品，

统模式，提高收购效率；三是提供服务资

可谓全世界的粮袋子， 一家名副其实的

讯、农技指导、无人机直播、智慧种植等贴

大企业。 这样一家大企业， 从未忘却初

心服务。 通过“粮圈儿”APP，农民能够实现

心，在世界各地开疆拓土的同时，更加深

全流程线上操作，粮食“零损耗、省运费、线

入地扎根国内，将资源灌注于田间地头，
用 一 系 列 精 准 的 “小 ”方 法 ，切 实 提 高 着

不出户， 便可了解粮库实时收购情况；二

有了贷款支持， 五里明村先锋玉米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大丰收。

上卖”，为农民打造新型粮食圈生态。
中粮集团还从商业运营和科技创新
方面推动玉米结构调整。 一方面，持续开

农民的获得感。
将 行 业 优 势 与 “互 联 网 + ”思 维 联 系
起来，发挥科技引领作用，携手多方合作

一。 为此，中粮贸易辽宁公司联合金融机

综合利用新思路；另一方面，通过订单农

伙伴，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形成一对

构，构建“中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银行+

业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种植具有更高

一 的 商 业 关 系 ，是 中 粮 集 团 服 务 “三 农 ”

担保机构” 的农粮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

附加值的蜡质玉米。中粮生化利用现有燃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思路。 中粮集团

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种植

料乙醇装置，成功研发出陈化水稻加工生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 探索出了多种行之

贷”。 通过农粮供应链金融闭环设计，贷款

产燃料乙醇的工艺技术。一系列举措切实

有效的方式。

资金受托支付，保证了贷款资金的使用安

提升了农民的获得感，中粮集团既“输血”

全，化解了农业金融存在的风险。

又“造血”的扶贫方式，确保帮扶资源效用

农业金融“贷款难、融资贵”是制约新

来宝农业巴西桑托斯干散货出口码头

国为民谋粮”的初心，牢记“
保障食
品安全”的使命，多措并举，夯实企
业主体责任， 从全产业链把控食品
安全风险。
通过系统规划设计， 中粮集团建立
了由 7 个模块、17 个子系统构成的，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从
顶层设计上明确食品安全要求。
在产业链源头， 中粮集团开发了
原料风险地图，实现对大米、小麦、甜
菜等 20 类 主 要 原 料 、170 余 项 风 险 指
标的动态监测、评估和预警，主动规
避在污染区域产业布局和原料采购
的风险。
中粮集团将食品安全视为生命线，
在生产加工过程，制定了 12 条产业链的
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大纲， 全面识别产业
链全过程的食品安全风险，明确关键环
节、节点的控制标准、管理职责、监控频
次、资源配置和纠偏措施，实现了加工
过程风险管控的无缝对接；在产业链终
端，制定了终端食品安全成熟度评价模
型，确保田间到餐桌“
最后一公里”安全
无死角。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之

展研发创新，探索玉米深加工技术及玉米

“粮圈儿”APP 是由中粮贸易大数据

最大化、使精准扶贫能够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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