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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全链条减损面临的
问题分析及对策
文 | 李国祥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 库存丰
盈，夯实了粮食安全的基础，但粮
食损失浪费现象仍然存在。 我国粮
食在生产、收获、运输、储备、加工、
消费等各个环节都有损失的情形。

“
减少粮食损失浪费,促进世界粮食安全”。 国

节粮减损需从哪些方面发力？ 本文从粮食全链条

家主席习近平在向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所致的贺信

减损的角度，深刻分析了我国粮食损失与浪费在

中深刻指出,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

产、收、储、运、消等各个环节、不同程度面临的困

题,减少粮食损耗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当

难和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粮食作出减损的转变以

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粮食安全面临挑战。

及对粮食产业发展进行转型提出了对策建议。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实施全
面节约战略作为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
保障的首要手段。 为了节粮减损，我国已经从法
治、技术和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在粮食全链条开展
工作，并取得一些成效。 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不

我国深入推进节粮减损工作并取得一定
成效
节粮减损等同于粮食增产，是增加粮食有效
供给的“
无形良田”。

良观念和习惯、粮食全链条上的设施设备落后和

近年来， 我国节粮减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

减损在经济上有时得不偿失等，我国粮食全链条

视，各部门各地方推进节粮减损工作的力度明显

各环节仍然存在较大的损失。 2021 年下半年，我

加大，颁布实施了《反食品浪费法》，中办、国办印

国还出现了农药价格过快上涨和一些地方遭遇

发了《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召开了国际粮食减损

极端灾害天气带来粮食损失新难题。 为此，需要

大会。 相关主管部门深入开展全链条粮食减损工

进一步推进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的落实，同

作。 农业系统推进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

时要加大科技创新，完善机制和制度，有效解决

减少粮食生产损失；加快粮食作物收获机械装备

粮食全链条减损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出现的新

升级，在全国广泛开展机收减损大培训、大宣传、

问题，确保节粮减损不断取得更大实效。 全链条

大比武活动，有效降低了收割环节的损失。 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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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推进绿色环保仓储

气，就会霉变。我国各地粮食收获后的运载方式存

设施建设，加快粮库智能化改造；深入实施粮油加

在较大差异， 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非专用粮食运

工节粮减损行动， 促进了成品粮出品率和原粮利

载车辆和包装物， 导致收获的谷物遗漏和运输中

用率的提高。节粮减损的宣传引导成效不断显现，

的抛洒，损失超过国际标准。

“光盘行动”
“
整顿吃播乱象”“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储粮设施设备落后会加重粮食损失。 我国粮食

等举措，有效地促进了
“文明用餐、珍惜粮食”良好

储存主体有中储粮、地方代储企业和农民等。 比较

氛围和风尚的形成。

而言，地方代储企业和农民储粮损失较大。 我国部
分粮食品种，当前最主要是稻谷，储备和库存量偏

粮食全链条减损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高。 估计稻谷的储存量超过一年的消费量。 超大规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丰盈，夯实了粮食安

模的储存，一方面可以确保国家的调控能力和粮食

全的基础，但粮食损失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我国粮

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储存必然伴随损耗，储存规

食在生产、收获、运输、储备、加工、消费等各个环

模越大，粮食损耗越多。 特别是，一些地方储备和一

节都有损失的情形。这既有主观原因，又有技术原

些企业库存，粮仓设施陈旧老化，通风、温控等设备

因或者经济原因。有时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

配备不足，发霉和虫蛀时有发生。 通常情况下，农民

粮食减损变得较为困难和复杂。

储粮越来越少。但是，2020 年以来，随着粮食价格预

农药价格过度上涨会使病虫害造成的粮食生

期上涨，一些种粮大户惜售心理变强，待价而沽，但

产损失加重。 2021 年，我国农药价格每吨由 2 万元

他们的储粮设施简陋，有的甚至产后烘干能力也不

上涨到 8 万元，上涨了 3 倍。 合理施打农药，是减少

足，损耗较高。 如果让每个农民建设现代化仓储设

粮食生产损失的最有效办法。 如果农药供应持续紧

施并配套先进的设备，在经济上明显不合理，在设

张和价格过高，农民就可能失去或者放弃施打农药

施设备利用上也造成新的浪费。 农民既没有能力，

机会，造成粮食的严重损失，甚至出现绝收。

也没有意愿投资建设先进的储粮设施设备。 政府补

极端灾害天气使粮食减损难度加大。 我国粮

助或者帮助建设储粮设施设备，一是较难完全普及

食作物收获机械化程度高， 小麦基本实现了机械

到每个种粮农民，二是农民因维护不够而造成设施

化收获。 各地通过宣传、培训和更新机械，常规情

设备过快损坏，三是无法改变利用率偏低难题。

况下粮食损失机械收获可控制在 3%以内。 但是，

粮食过度加工较难扭转。 为了更好地满足消

一些作业因机械落后，收割、脱粒和装卸设备不配

费者对粮食外观、口感等方面的需要，粮食加工经

套不成体系，或者拖拉机手操作不专业，仍然会造

营企业一般都会选择精加工，这样，不仅导致出米

成粮食收获损失。 若遭遇台风、暴雨和连绵雨雪，

率和出粉率的下降， 而且还使大米和面粉的营养

损失更大。 成熟粮食作物倒伏后，机械无法作业，

成分散失。尽管一些企业试图改变这种现状，但是

或者田地淹水或者水泡时间过长， 普通机械无法

大米和面粉的外观和口感等对市场竞争力影响过

下田作业。 若考虑人工收获，则可能因成本过高，

大，在粮食加工企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少数企业

让种植户因经济上得不偿失而放弃收获。 极端灾

的努力往往会失败。

害天气导致的粮食损失比较大。

粮食消费领域的餐饮浪费较难杜绝。 一些消

长期以来， 我国粮食储运的不同环节和不同

费者珍惜粮食的意识还不够强。 一些餐饮服务还

主体造成的损失差异较大。 我国储运粮食的主体

不能较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造成浪费。宴请等

多元化。 收割后的烘干和运输一般是由市场化主

场合造成的浪费还比较突出。消费者在外就餐，将

体进行。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收获粮食后仍然以自

剩余食物打包回家，出于对卫生和健康的考虑，往

然晒干为主，烘干设备不足，一旦遭遇连续阴雨天

往也不再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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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粮食全链条减损的建议

发与粮食多种运输工具配套的专用装载装备或

粮食全链条减损是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

者集装箱，与长途运输需要不断变换汽车、火车、

水平的有效途径。 要从意识观念、科技创新和协

船舶等相适应，实现物流各环节无缝对接，避免

调粮食减损的经济合理性与社会效益等方面破

流通运输环节的“
跑冒滴漏”。

解在粮食生产、收获、仓储、运输、加工和消费全

加快粮食仓储现代化建设步伐。大力推广绿色

链条各环节减损面临的难题，加快建立健全粮食

储粮技术和数字化技术。 我国粮食储存规模大，储

减损的长效机制。

存环节减损潜力也大。 要加快粮库改造升级，加快

正确认识和把握农药等现代投入要素对减少

节能的温控设施设备现代化，推进物联网装备和互

粮食生产损失的积极作用。 虫口夺粮，是我国粮食

联网应用的
“
智慧粮库”建设。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存

连年丰收的重要经验。 滥用农药，与农业绿色发展

制度，确保粮食及时轮新周转，定期对储存粮食开

相背。合理施用农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体现。要在

展检查检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推进生物防治和其他绿色防治的同时，确保高效低

进一步完善玉米等代收代储机制。 玉米是我

残留农药供应并保护合理价格水平，绝不能让农民

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其市场化程度最高，贸易商

因农药价格过高而放弃及时防治病虫害。

成为玉米收储运销的主体，一些贸易商储存大量

提高农机装备和操作水平。 收获环节的粮食

玉米。 近年来小麦价格上涨预期明显，部分贸易

损失，既有不可抗因素，也有可减少损失的可能。要

商和一些种粮农民储存的小麦增多。 但是，很多

加快机械设备更新步伐。 从长期来看，收获机械要

粮食贸易商和农户的仓储设施设备落后，长时间

推广收割、 脱粒和装运一体化多功能配套装备，并

储存，损耗较大。 解决这些难题，可推广“粮食银

将收获运输的损失率作为机械标准化强制指标加

行”做法，由仓储设施设备先进的企业代收代储，

以规范和约束。在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大平原地区，

按民间粮食贸易商选择合适时间点的市场价格

应重点推广多功能联合收割机。为了降低农机手因

结算货款。 普通农民收获粮食后，也参照“粮食银

操作不当造成粮食收获的损失，一方面，要加强相

行”做法，由仓储设施设备先进的企业代储。

关人员的作业培训，提高熟练程度；另一方面，机械
操作后，鼓励和动员组织农民进行捡拾。

以消费者为中心推进粮食减损工作。 要加大
宣传力度， 促进消费者树立科学的粮食消费观

我国地域广阔，一个地方不经常遭遇极端灾

念。 研究开发新技术新设备，做到不过度加工也

害天气，但全国每年可能总有地方发生极端灾害

让粮食的外观和口感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粮

天气。 如今年一些地方秋收季遭遇雨水偏多情

食行业协会要积极倡导相关市场主体践行粮食

形，必须使用替代常规机械收获，如履带收割机，

适度加工标准，引导消费者合理消费。 支持中央

而种粮户或者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普遍不会购

厨房等现代化食物供应链发展，为更多家庭提供

买或者持有足量的履带式收割机。 应对极端灾害

合理配餐，减少消费环节浪费。

天气发生后造成的粮食收获损失，要有预案，并发

节粮减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涉及到经济社

挥政府作用， 配备必要的异常天气下的收获机械，

会、科学技术、政策法规等诸方面因素，需要政府、

同时由相关部门储备一定数量的履带式收割机，需

企业、社会共同努力，综合施策。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

要时提供给种粮户或者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情肆虐、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粮食供

提高粮食运输和物流的专用化配备水平。 我

需长期紧平衡的态势下，我国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

国粮食产区与销区有时较远。 一方面，对于小宗

主动权，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必须

的口粮，鼓励并引导粮食在主产区加工并小包装

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增产与减损并行。

进入市场，而对于大宗的口粮和饲料粮，加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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