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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商所挂牌交易品种——粳稻米

一、粳稻基本特征、产量分布、产值情况

（一）粳稻基本概况

稻谷是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我国粮油质量国家标准中，

稻谷按其粒形和粒质分为三类：籼稻谷、粳稻谷、糯稻谷。其中，粳

稻是粳型非糯性稻的果实，具有耐寒、耐弱光和忌高温的特点，主要

分布在我国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温度较低的云贵高原高海拔地区

及韩国、日本等。粳稻根据其播种期、生长期和成熟期的不同，可分

为早粳稻、中粳稻和晚粳稻三类。一般早粳稻的生长期为 90-180 天，

中粳稻为 125-150 天，晚粳稻为 150-180 天。

（二）粳稻的产量、产值情况

1、主产区粳稻情况

我国粳稻种植面积和产量不断增加，其中黑龙江和江苏两省的粳

稻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粳稻的 60%以上。

受粳稻消费需求不断增加、种植比较收益较高、育种水平不断提

高、黑龙江水田改造规模扩大等因素影响，粳稻种植面积和产量处于

增长趋势，特别是黑龙江粳稻种植面积仍有一定增长空间，这对稳定

我国粮食安全起到了良好作用。

2、东北粳稻新变化情况

受比价效益政策影响， 2019 年黑龙江粳稻种植面积为 6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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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居全国第一。其中有机、绿色种植面积达 3260 万亩，较去年增

幅 6%，主要体现在绥化、佳木斯、鹤岗及齐齐哈尔等地。

预计 2019 年吉林粳稻种植面积为 1200 万亩，主要体分布在图们

江、鸭绿江、松花江、嫩江、辽河流域。

3、东北粳稻的产区分布

黑龙江省稻谷主产区有：农垦总局、哈尔滨、佳木斯、绥化、齐

齐哈尔、鸡西、双鸭山、牡丹江、鹤岗、七台河、伊春等。其中农垦

总局的播种面积及产量占黑龙江省 60%以上，其中建三江管局更是

重中之重，在黑龙江乃至全国粳稻生产都有重要的地位；而哈尔滨的

五常、方正及绥化的庆安、齐齐哈尔的泰来，以及牡丹江的海林都是

优质粳稻播种的集中地，五常大米、方正大米、响水大米、稻花香、

长粒香等品牌大米更是受到全国人民的喜爱及认可，在南方销区市场

占有很大份额。主要种植品种为“龙粳”系列、“东农”系列、“绥粳”

系列、“垦稻”系列、“五优稻”系列等。

吉林省稻谷主产区有：长春、吉林、白城、松原、通化、四平、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辽源、白山等，其中长春的德惠、榆树，吉林的

永吉，通化的梅河口，以及松原的前郭等地方，更是优质粳稻播种的

主要地区，“秋田小町”等品牌大米享誉省内外。主要种植品种为中

早熟区品种有白粳 1、长白 19；中熟区品种有吉粳 102、吉粳 105、

通禾 837、九稻 58；中晚熟区品种有吉粳 88、吉粳 83、吉粳 803、

通育 239。

辽宁省稻谷主产区有：沈阳、盘锦、铁岭、辽阳、丹东、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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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锦州、大连、抚顺、葫芦岛、本溪、阜新及朝阳等，其中盘锦、

沈阳及营口等地更是优质水稻种植的集中区，“盘锦大米”等品牌大

米享誉省内外，在南方沿海城市（广州、深圳）具有很高的市场份额，

多数居民十分喜爱，总的来看，虽然受耕地面积有限的制约，辽宁省

水稻种植面积继续大幅增加可能性较小，但由于栽培技术的提高，以

及优质稻面积的扩大，近期辽宁省粳稻产量仍将稳步增加。主要种植

品种有盐丰系列、辽星系列、铁单系列及辽粳系列。

二、商品的包装、运输及存储

（一）粳稻的包装

粳稻的包装应符合粮食销售包装的国际标准（GB/T17109）的规

定和卫生要求。若采用包装袋，则包装袋应坚固解释，封口或者缝口

应严密。应按包装技术要求，合理选择安全卫生环保的包装材料。包

装容器应便于消费者开启、使用、搬运、储存；应能保护使用粮食安

全、卫生。

包装大米的标签标识应符合GB7718 的规定。标注的净含量应为

产品允许水分状况下的质量。

袋装产品应储存在清洁、干燥、防雨、防潮、防虫、防鼠、误以

为的合格仓库内，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或水分较高的物质混存。应使

用符合卫生要求的运输工具和容器运送大米产品，运输过程中应注意

防止雨淋和被污染。产品在常温下的保质期不应低于 3个月。

（二）粳稻的运输

粳稻运输方式有汽车运输、火车运输和轮船运输。一般在 50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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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以内都采用汽运，80%左右的粳稻采用汽运的方式就地加工成大米

再运往全国。超过 500 公里以上一般采用火车运输。在南方水网比较

发达的省份，船运也是比较普通的方式。

（三）粳稻的存储

稻谷有散装和包装两种储藏方式，散装方式适用于大量长期储藏，

包装方式适用于少量短期储藏。现货中国家储备、米厂加工库存、贸

易库存等都是以散装方式储藏。

国家标准要求粳稻水分不超过 14.5%。在正常的保管条件下，粳

稻储存一年品质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国家储备粳稻一般 2-3 年轮换

一遍。

为准确、科学的判定储存稻谷的储藏品质，国家制定了《稻谷储

藏品质判定规则》国家标准（GB/T20569-2006），2006 年 12 月 1 日

开始实施。该标准按储存品质的优劣将稻谷分为宜存、轻度不宜存和

重度不宜存三类，用以评价在安全储存水分和正常储存条件下稻谷的

储存品质，指导稻谷的储存和适时出库。

GB/T 20569-2006《稻谷储藏品质判定规则》中有关粳稻的储存

品质指标规定

项目 粳 稻 谷
宜存 轻度不宜存 重度不宜存

色泽、气味 正常 正常 基本正常
脂肪酸值（KOH/
干基）/（mg/100g）

≤25.0 ≤35.0 ＞35.0

品尝评分值/分 ≥70 ≥60 ＜60

三、现阶段粳稻商品生产、加工行业主要特征

（一）粳稻生产行业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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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品种推广力度不断加大，优质稻比重迅速提高

近年来随着我国整个农业领域结构调优、品种调优步伐的不断加

快，我国粳稻优质品种 的示范、推广力度也在加大。在注重优质稻

新品种不断选育、示范和推广的同时，稻米的无污染、安全性和生产

技术规程，相应地也制定了适合当地特点的绿色食品水稻的生产技术

规程和标准，这些都为我国绿色食品水稻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检验标准。

2、比较优势明显，区域化生产更加突出

在我国稻谷的四大种类中，粳稻的种植优势最为明显。我国粳稻

的单产一般是最高的，虽然单位面积的总成本费用较高，但粳稻的公

斤成本不算高，而粳稻的出售价格是最高的，所以粳稻的税后纯收益

最高，比早、中、晚籼稻均高。

由于对粳米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粳稻的比较效益不断提高，因

而种植粳稻的北方地区 水稻面积不断扩大，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粳

稻的比列也逐渐提高。当前，我国粳稻生产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区域，

其种植面积已占全国的 90%左右，产量已占全国的 90%以上。在这

两个区域中，东北粳稻区的黑龙江省种植面积占该区域的 69.8%，长

江中下游粳稻区的江苏省 种植面积占该区域的 65.47%。可见，区域

化生产非常突出。

3、品质不断改善，口感好，市场价值较高

粳稻直链淀粉低，适口性好，营养价值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对稻米食味品质 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据统计，农村居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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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收入每提高 1%，粳米消费量增加 0.14%。粳米由于米质佳、口感

好，在国内外市场很受消费者的欢迎。与籼稻相比，粳稻比较效益具

有明显的优势，粳米在品质和价格上均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对

内对外贸易的前景都看好。目前，在粳稻种植面积不减、单产不降低

的情况下，粳稻谷的市场销售价格仍比籼稻谷高出 30%以上。

4、粳稻生产的波动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很大

我国粮食安全之所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其实主要指居民

的口粮安全问题。我国新一轮粮价上涨，其实也主要是居民消费的粮

食价格大幅度上涨，而其他用粮价格涨幅较小。我国粮食价格上涨幅

度较大的主要是大米、面粉、玉米等。而在这些粮食品种中，价格涨

幅 最高的是粳米。国家在保障粮食安全时首先必须要保证粳稻稳定

的种植面积，特别是要保证 两大主产区粳稻种植面积不减少。

（二）粳稻加工行业主要特征

1、粳稻加工企业数量较多

据国家粮食局流通部门统计，全国入统大米加工企业近万家家，

其中东北三省就超过 2000 家以上。由于近几年，粳稻米价格快速上

涨，以及副产品利用率提高，米业加工利润提高的支撑，产销区各地

新建的大米加工企业明显增多，尤其是在产区，一些农村的小作坊式

的企业大量出现。同时粳稻收购企业如粮食储备库通常都有自己的大

米加工厂。

2、部分粳稻加工企业规模较大

部分参与粳稻收购、加工的企业规模较大，通常实行产、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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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销一体化的综合 经营，其资金雄厚、有一定的仓容，少的数千

吨，多的数十万吨，这些企业在收购季节除边收边加外，还储存一定

数量的原粮用于非收购季节加工，有的还自建了一定规模的粮源基地，

如北大荒集团等。

3、粳稻加工企业分布广泛

粳稻加工企业广泛分布在各主产省和主销区。粳稻产量越大、工

业加工企业越多的省区，一般粳稻加工企业也越多。例如，黑龙江省

的建三江市，是全国有名的粳稻主产地，大米加工贸易十分活跃，有

大米加工企业 150 家以上，其中日加工能力 100 吨以上的企业就接近

100 家，而像北大荒、益海嘉里等集团更是在此投建分厂，年加工能

力均在 20 万吨以上。此外，北京、上海等地大米加工企业也比较多。

由于脱壳后运输成本较低，粳稻一般在产区 粗加工后以大米形式运

往销区，销区再按照口粮及工业用粮的要求进行相应的精加工。

四、我国粳稻加工企业情况

（一）企业特点

目前，大米加工企业运作方式主要有两种：即购即加型和综合型。

即购即加型基本上为小型企业，其流动资金少、原粮仓容小，没有大

量存储原粮的条件，收购季节直接从农户手中收购稻谷，边收边加，

非收购季节主要从国有粮食储备企业或购销企业采购原粮维持正常

运营。综合型主要为大中型企业及实力较强企业，其资金雄厚、有一

定的仓容，少的数千吨，多的数万吨，这些企业在收购季节除边收边

加外，还储存一定数量的原粮用于非收购季节加工，有的还自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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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规模的粮源基地，初步形成产、购、存、加、销一体化经营。

稻谷的加工集中在产区，销区主要针对终端客户需求，侧重于大

米的精深加工。产区加工企业不仅数量多，规模也相对较大。随着市

场竞争的加剧和企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稻谷加工企业数量有所减少，

但加工能力却不断增长，大量加工企业无法按生产需要购进原料，导

致加工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企业生产能力过剩。由于脱壳后运输成

本较低，粳稻一般在产区粗加工后以大米形式运往销区，销区再按照

口粮及工业用粮的要求进行相应的精加工。

当前，我国大米加工企业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民营企业迅

速发展，占主导地位；企业规模不断扩大，集约化经营发展迅速；龙

头企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稻谷产业化经营取得成效，以龙头企业带

动稻谷产业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大米精深加工水平逐年提高，产业

链不断延伸；品牌意识明显增强。

（二）粳稻加工品牌企业

2019 年度大米加工企业 20 强

序号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商标 单位地址

1
中粮集团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国

有独资)

福临门、五

湖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

大街 8 号

2
益海嘉里投资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台

港澳法人独资)

金龙鱼、香

满园

上海市浦东新区光明路

718 号 510 室

3
湖北国宝桥米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国宝

京山经济开发区国宝桥

米工业园

4
福娃集团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福娃

湖北省监利县新沟镇福

娃工业园

5
上海良友（集

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

人独资）
乐惠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张杨路 88 号

6
北京古船米业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

人独资)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

西三旗北京市西北郊粮

食仓库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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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万年贡集团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万年贡

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陈

营镇建明大街 3 号（丰收

工业园区）

8
山信粮业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山信、桂桥 河南商城县产业集聚区

9

华润五丰米业

（中国）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五丰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01 号华润大厦 23 层

10

湖北省粮油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嘉嘉乐 武汉市武昌中山路 109 号

11
湖北禾丰粮油

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安陆市太白大道

12
重庆粮食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国

有独资)
人和

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大

道 90 号

13
绿都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公

司(非上市)
珍宝岛

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

虎林镇建设东路 33 号

14

洪湖市洪湖浪

米业有限责任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洪湖浪
洪湖市新堤文泉大道大

兴工业园

15

江苏省农垦米

业集团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苏垦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

170-14 号

16
江西奉新天工

米业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

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冯

川西路

17
金健米业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

金健

GAEAGEM

湖南省常德市常德经济

技术开发区德山办事处

莲池居委会崇德路 158 号

18

安徽省阜阳市

海泉粮油工业

有限公司

长升缘

19
深圳市粮食集

团有限公司

20
松原粮食集团

有限公司

五、我国大米行业进出口情况

据我国海关数据统计，2019年 10月中国出口大米总量72324吨，

比上月减少 14.85%，较去年同期增加 116.3%，2019 年 1-10 月份出

口大米总量 690832 吨，同比增长 26.74%。2019 年 11 月中国进口大



10

米总量35万吨，去年同期大米进口量为28.7167万吨，同比减少14.8%。

六、粳稻商品价格情况

（一）近年粳稻价格概况

近十多年来，受市场供求、成本拉动、国家最低收购价政策、临

时储存收购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稻谷价格呈现稳步上涨趋势。随

着产量和托市量连年递增，东北粮库仓容紧张，粳稻米价格推涨至高

位，“稻强米弱”严重。

（二）近期（2019 年 11 月）东北粳稻价格行情

七、粳稻商品行业的相关行业政策

粳稻政策包括产业政策、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临时储存收购政

策等。

（一）产业政策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稻谷发展的产业政策，主要有《水

稻优势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

二个五年规划》、《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东

北振兴十二五规划》、《全国新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

（2009-2020)》等，这些政策并从不同层面对稻谷生产进行了规划和

部署。

http://grain.sci99.com/channel/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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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低收购价政策

单位： 元/公斤

年度 价格

2007 1.5

2008 1.5

2009 1.5

2010 1.5

2011 1.64

2012 1.9

2013 2.1

2014 2.56

2015 3.1

2016 3

2017 2.9

2018 2.8

2019 2.9

数据来源：中商农产品交易中心整理

以上图表是 2007-2019 年国家粳稻托底收购价情况，从图表来

看，国家为保护农民收入，逐年提高粳稻的保护收购价格，并于 2015

年达到高峰。由于托市量巨大，稻强米弱严重，国家正在对此政策进

行微调。

（3）临时存储收购政策

为保护主产区农户种植收益，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经国务院批

准，逐步明确了国家临时存储收购政策的有关细则。临时存储收购政

策是利用调节国家储备来平稳市场，保护种植户利益和生产积极性，

进而稳定相关粮油品种生产，加强国家粮食安全的宏观调控举措。

八、粳稻商品品质鉴定及检验机构

（一）粳稻谷的国标

目前，稻谷的质量检验依据国标以及有关补充规定进行稻谷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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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标包含：①出糙率；②整精米率；③不完善粒；④谷外糙米；⑤

互混；⑥杂质；⑦黄粒米；⑧色泽、气味。

（二）中商所指定的粳稻质检机构

中商农产品交易中心指定质检单位名单
中国检验认证

通标标准技术（SGS）

华测检测认证

谱尼测试

北京中联海陆商品检验

九、拟在中商所上线交易的粳稻及加工商品

（一）长粒粳稻；

（二）圆粒粳稻；

（三）长粒粳米；

（四）圆粒粳米。

十、粳稻暨粳米商品在中商农产品交易中心上线交易的情况

中商农产品交易中心上市粳稻、粳米，为平台上的企业提供了线

上销售的渠道，有助于实现生产商到终端的直接对接。另外，中商农

产品交易中心依托集团的农批市场、商店超市、物流等资源，为客户

提供线下交易有力支持。



13

十一、粳稻暨粳米商品的流通变现能力分析

粳稻产业买方和卖方企业从多，且粳稻米又是人们喜爱的口粮，

在价格略有调整的前提下，商品变现能力极强。

十二、粳稻暨粳米的市场前景

从三大主粮来看，稻谷种植效益要略好于其他品种。预计稻谷种

植将呈现稳中有增的趋势。为保护农民利益，防止“谷贱伤农”，国

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

市场供求、国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各方面因素，经国务院批准，

2018 年生产的粳稻最低收购价格为每斤 1.45 元。

但在“稻强米弱”、以国储收储为主导的原粮市场背景下，水稻

终将脱离国家政府保护的外衣，顺应市场价格变化，才不会让更加低

廉的大米进入中国市场。

十三、股东与粳稻暨粳米行业的关系

控股股东中商企业集团公司主营业务为农产品流通，兼营物流仓

储服务、物业租赁服务及传统贸易流通业务。控股股东中商企业集团

公司主营业务为农产品流通，兼营物流仓储服务、物业租赁服务及传

统贸易流通业务。所属企业北京八里桥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主营农

产品流通业务，继续保持全国综合性农产品批发市场 20 强和北京市

前 5强。海南中商农产品中心市场为在建项目，主营农产品流通业务，

总投资 12 亿元，总建筑面积 60 万平方米，果蔬交易区已于 2011 年

5月正式开始投入运营；市场建成后，将会成为一个功能齐全、吞吐

量大、现代化、高水平、影响力强的中心市场，并力争成为日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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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吨、日交易额 3000 万元的国家级果菜储备中心。同时，中商

集团还代表国家持有山东寿光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股份。

在粳稻业务的切合度上，中商企业集团有很高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