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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 宁 省 粮 食 行 业 协 会

辽宁省粮食行业协会

2021 年度工作总结

辽宁省粮食行业协会在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辽宁省民

政厅和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上级部门的领导支持下，在中国

粮食行业协会、中国粮油学会等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无愧于

全体会员单位殷切期望，无愧于关心爱护的各级业务领导部门和

指导部门，无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积极开展工作，认真履

行协会职能。

这一年，我会组织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检测机构、会员单

位、专家团队制定《食用菌栽培用玉米颗粒粉》、《食用菌栽培用

麦麸》、《食用菌栽培用米糠》、《啤酒用大米、碎米》、《辽宁好粮

油 小米油》、《辽宁好粮油 挂面》等 6 个团体标准。同时向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推荐《食用菌栽培用麦麸》、《食用菌栽培用米

糠》、《食用菌栽培用玉米颗粒粉》等 3 个团体标准培优计划。经

过国家严格审查，其中《食用菌栽培用米糠》、《食用菌栽培用玉

米颗粒粉》2 个团体标准被列入 2021 年粮食领域团体标准培优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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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名单，在全国同级协会中名列前茅。辽宁省粮食行业协会团体

标准制定“更具科学、更具规范、更加实用、更接地气”，引领示

范作用更加突出。

这一年，我们开展“服企制标、创建品牌、惠民兴企”行动，

初见成效，影响力逐显，帮助会员企业制定了《康奉堡 小米》、《康

奉堡 地瓜》、《万仓浩玉米糁（玉米�）》、《万仓浩 玉米面》、辽

宁绿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小米》、朝阳华兴粮食开发有限公司《玉

米糁》、东港五四农场集团有限公司《海阗大米》、《鸭绿江越光大

米》、《鸭绿江壹号大米》等 9 个企业标准。其中《康奉堡 小米》、

辽宁绿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小米》两个企业标准获得国家 2021

年粮油产品企业标准“领跑者”称号，得到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和国家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的高度认可和赞誉。由企业标准

带动品牌提升的外溢效应显著，取得了盒马鲜生、家乐福等各大

商超的认可，提高了辽宁杂粮产品在全国市场的知名度，销售量、

销售收益双增。

这一年，在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的安排和领导下，我会受邀开展辽宁省大米行业企业标准“领

跑者”评估活动，经过认真调查、调研、实地考证，针对辽宁大

米行业企业标准开展情况制定了评估方案。经过专家的充分论证

评估，最后形成了 2021 年度辽宁省大米行业企业标准“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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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评估方案。按照评估方案的规则，此次评估活动在企业标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共采集到46个声明公开的大米企业标准数据，

经过认真审核有25个企业标准入围参加评估。经过公示无异议后，

报送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审定：沈

阳信昌粮食贸易有限公司、鞍山银珠米业有限公司、本溪明山粮

食加工有限公司、辽宁鸭绿江米业（集团）有限公司、东港市五

四农场集团有限公司、营口渤海米业有限公司、辽阳市宏伟粮库

有限责任公司、辽宁辽阳铁西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盘锦金

硒园米业有限公司等 9 家企业 10 个标准获得 2021 年度辽宁省大

米行业企业标准“领跑者”称号。2021 年 12 月 24 日由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和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主持在辽阳宏伟粮库有限责

任公司举办发布会及授牌仪式颁发证书，辽阳电视台、辽阳日报

等新闻媒体进行现场跟踪报道。在全国省级粮食行业协会中首开

先河，受到了各方的关注，推动辽宁大米行业向标准化迈进的新

征程，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今年，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团体标准网络培训班”

上我会作为唯一的经验介绍单位，介绍了近几年团体标准制定工

作和帮助企业制定企业标准的经验，得到全体商会、学会的关注

受到一致的好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效益。

这一年，受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标准化研究院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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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委托，在全国组织开展了玉米面，玉米�，小米等三类产品

的2021年度粮油产品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的评估工作。按照

要求，经过充分调研，广泛征询意见，报国家标准化研究院，经

国家标准化研究院组织全国专家进行评议，最后确定了实施方案

和评估办法。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中查询，辽宁

绿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沈阳康奉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徽山

野香食品有限公司、安徽豆宝食品有限公司、安徽燕之坊食品有

限公司、安徽秋果食品有限公司共6家企业8项企业标准符合评估

办法和要求，入选2021年度粮油产品企业标准“领跑者”名单。

我会是全国同级协会中唯一一家承担国家开展的企业标准“领跑

者”活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受到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

家标准化研究院等上级领导部门的充分肯定和各方好评。

这一年，我们组织会员单位盘锦市粮库有限责任公司、辽阳

宏伟粮库有限责任公司参加由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辽宁省

品牌建设促进会共同主持的《辽宁优品 大米》团体标准制定工作。

做了大量的调研、研究、参数测定、数据分析、验证、论证等工

作，为规范辽宁大米质量评价体系、品质检验、参数认定方法等

发出了粮食行业人的声音；贡献了粮食人的智慧。

这一年，我们紧紧的围绕着国家优质粮食工程建设和六大提

升行动，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领导和指导下，不断探索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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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好粮油”工程建设经验。按照《2021年“中国好粮油”产

品遴选通知》的规定，认真的组织全省各市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行业协会、企业开展申报工作，经过层层把关，严格筛选，向中

国粮油学会推荐了18家企业，20个产品参加2021年度“中国好粮

油”产品遴选活动，其中有12家企业，13个产品通过了国家的专

家审定，列2021年度申报“中国好粮油”大米类产品全国第三名，

同吉林省并列粳大米类“中国好粮油”产品第一名。我省所报申

报材料的规范性、全面性、准确性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和专家的

一致好评，起到了标杆、标本的作用。

这一年，我会组织省内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对获评“辽宁好

粮油”称号的70家企业，85个产品，获评“中国好粮油”称号的9

家企业，13个产品进行了全方位、不留死角的检查。对检查中发

现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进行了总结和推广。同时对各企业存在

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根据各企业存在的问题的不同，有针对

性的提出了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使企业产品质量、管理水平有了

明显提升，对我省好粮油工程的建设、持续的发展、品牌的创建、

市场的竞争夯实了基础。

这一年，向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推荐沈阳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盘锦龙人米业有限公司、东港市五四农场集团有限公司、盘锦会

友继刚米业有限公司、营口志诚米业有限公司、本溪明山国家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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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储备库等 6 家企业参加“放心粮油”示范企业评选，经过国家

严格的考核，最终 6 家企业全部被认定为第十批“放心粮油”示

范企业。

这一年，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科技兴粮促进粮食产业发展

和产品升级为目标，我们组织开展了自 1998 年以来粮食行业特别

是省粮食行业协会成立以来，首次粮食行业、会员单位自主研发

的科技成果，专业技术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的奖励工作。经过专

家认真的审核、评议，最终共 27 个技术研究成果获得辽宁省粮食

行业协会科学技术成果奖，其中：一等奖 10 个、二等奖 10 个、

三等奖 4 个、优秀奖 3 个；有 25 篇优秀论文获奖，其中：一等奖

8 篇、二等奖 9 篇、三等奖 5 篇、优秀奖 3 篇。通过这次评审极大

地触发了全省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行业内引起了震动，

起到了很好的效应，为辽宁科技兴粮，科技兴企起到了一个风向

标的作用。

这一年，我们急会员之所急、想会员之所想；为无主管部门

或有上级主管部门，但职责不明晰，无法正常履行核审手续的会

员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晋升专业技术职称打开通道，搭建平台，

共为全省 33 名专业技术人员晋升职称收卷、核实、推荐、推送至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和省农业农村厅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

参加全省粮油类专业技术人员正常专业技术职称晋升评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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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顺利地获评认可，受到了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一致好评。

这一年，组织开展对《辽宁稻米食味评价体系》、《大米车间

初米加工工艺技术参数合理选择与改造的研究》、《粉尘控制、粉

质提升生产工艺与设备的研究》、《粮食干燥超净排放生物质供热

工艺技术与装备》、《高水分植物肉基料》等 5 个科研项目进行评

价（鉴定）工作，为全省科技人员、研究机构（单位）得到社会

认可、认同搭建了一个很好平台，展示效应更加突出。

按照中国粮油学会《关于申报 2021 年度中国粮油学会科技进

步奖》的有关规定，我会推荐了由辽宁省粮食科学研究所主持研

究的《国储库稻谷绿色生态储藏工艺技术优化研究与示范》项目

参评，最终《国储库稻谷绿色生态储藏工艺技术优化研究与示范》

项目获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这一年，向“粮食全产业链节粮减损峰会”提交了《关于实

施“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的调研报告》、《2019 年全省“中国好

粮油”行动计划示范企业产品销售快递物流成本调研报告》、《2019

年辽宁国有粮食企业调查情况分析报告》、《不同加工精度粳稻谷

食味品质变化》、《稻米分段加工关键技术参数优化与适度加工技

术探索应用》、《夯实粮食人才基础 强化粮食智力支持》、《浅谈正

交试验设计法在提高面粉出机合格率上的应用》、《浅析温度对玉

米产量、质量的影响》、《优化工艺 探究“最佳公约数” 节能提



— 8—

质增效》等 9 篇论文，这 9 篇论文均被“粮食全产业链节粮减损

峰会”论文集收录，并作为会议交流论文，为我省广大粮食科技

人员参加全国学术交流，学习全国先进技术经验提供了展现平台。

这一年，我会期刊“粮业”编辑出版四期，共计发表学术论

文 14 篇，各种宣传报导、标准等 63 篇；官方网站共计发布 102

条通知信息，将重要信息及时传递给会员企业。

这一年，组织我省 9 家粮油加工企业和 11 家塑编企业参加了

由中国粮油学会营销分会举办的山东泰安“第十六届全国粮油产

销企业订货会”，我省九家粮油加工企业参展产品全部获得第十六

届全国粮油产销企业订货会产品金奖，获奖率达 100%。

我们按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中国

粮油学会等上级部门的要求，积极组织筹备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粮

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示交易会（厦门），第四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长春），粮食全产业链节粮减损分会（滨州）和世界高端米业大

会（广州）等多个展会事宜，前期工作都已落实到位。

这一年，按照民政部、省民政厅关于协会、商会等管理办法

的规定，遵照辽宁省粮食行业协会章程，举行了“换届大会”，共

选举理事单位 103 家，常务理事单位 37 家。同时经过全体会员表

决通过了新的辽宁省粮食行业协会章程，财务管理办法等多项文

件。选举产生了新的协会领导机构，换届选举工作取得了圆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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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大会邀请14家会员单位对其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了推介介绍。

为会员搭建平台，打通通道，使企业和企业之间实现了互通互惠，

并在会议上让相关企业进行了交流，极大地提振了会员单位的精

神面貌。

大会共收到 14 家企业的赞助，共计 9.3 万元。安徽捷迅光电

技术有限公司、辽阳三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辽阳市宏伟粮库有

限责任公司等 3 家企业还为大会提供了物资支持。

辽宁省民政厅社管局副局长刘永胜、辽宁省粮食物资储备局

副局长肖玉强到会并发表讲话，给予协会换届选举工作充分的肯

定和好评。

这一年，组织对辽宁朝阳地区部分会员企业开展调查、研究

等工作。对各企业加工生产、营销、当地余粮、收购价格、标准

执行、标准建设、品牌建设和遇到的困难进行调研了解，并就这

些问题进行了对话、商谈等，同时征询对省协会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并进行了交流；组织会员单位和有关市县检测机构深入农户开

展储粮现状及安全隐患的情况调研，及时的将相关情况上报给上

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安排和要求，组织

会员单位开展当前能源和运输供需情况对粮食行业经济运行影响

情况的调研，并及时提供相关调研报告，为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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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会积极配合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召开了“北部片区

粮食行业协会调研座谈会”，为圆满召开此次会议提供了优质的服

务，受到参会省、区、市行业协会参会人员和中国粮食行业协会

的充分肯定。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孙金荣到会并介绍

了辽宁省开展行业建设等相关经验，并与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任智进行了广泛交流。

这一年，配合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开展了粮食科技周活

动，世界粮食日等活动，以及各类培训班，做好服务协调工作，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一年，协会按照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的要求，申请建立职业

技能鉴定站，现在已经按要求完成了申报材料的准备工作，同时

积极配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省人社厅两次对接。

这一年，经过充分准备和不懈努力，一举中标辽宁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辽宁好粮油”产品监督检查服务项目，项目总额为

39.95万元。一改自己不能做标书，找专业投标单位制订标书的历

史，协会全体同志齐心努力，不耻下问，刻苦钻研共同完成了标

书的制定工作，开创了这项工作的新路径，既省了钱，又学到了

经验。

这一年，我们在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的统一领导下，积极

主动的配合参加、参与对省级储备粮数量、质量验收；储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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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质量、资金等监督、抽查等工作；积极主动帮助相关企

业开展关于政策性粮食收购、质价政策、咨询、答疑、宣传等工

作。参加、参与了省、市、县级政策性粮食储存单位质检、保管、

财务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及组织服务工作和培训教材编写等工

作。

积极主动参与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工会、青年团等群团组

织的各项活动，参加安全生产、安全防疫等专题培训工作。积极

主动的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特别是柳东堯起早贪黑、任劳任怨、

不辞辛苦、随叫随到；万佳星、杨胜麟、陈孟霖等 3 人作为省粮

食发展集团篮球队成员参加全市企事业单位职工篮球赛，圆满完

成各项工作；杨胜麟、万佳星、林子越、陈孟霖等 4 人积极参加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志（1985-2005）》编写工作中的资料

查询、文件复制、文稿编写、打印校对和服务保障等工作；李安

琪在省委涉粮问题专项巡视期间积极帮助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

核对账目，打印复印，装订移送等工作；林子越代表省储备粮管

理有限公司借调到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作为联络员负责与省委涉

粮问题专项巡视组联络和服务工作，在巡视期间，24 小时负责联

络、材料取送、生活保障等工作，热忱服务，不辞辛苦，为巡视

工作顺利开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受到省委涉粮问题专项巡视组和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表扬。

这一年，协会着力开展建章建制工作，完善《辽宁省粮食行

业协会章程》、《辽宁省粮食行业协会财务管理制度》，颁布《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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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粮食行业协会会费收缴管理办法》，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这一年，在搞好业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强党对协会的领导，

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组织员工积极参加党的各项活动，与会员

企业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党一百周年重要讲话精神、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会议精神以及粮食和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组

织员工到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参观，进行历史教育。组织员工

到中央储备粮沈阳直属库、中央储备粮抚顺直属库、中央储备粮

朝阳直属库、中央储备粮葫芦岛直属库等党建工作突出的企业学

习参观。同时今年我会接受了皇姑区委组织部领导的各项检查工

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圆满的完成了各项党建工

作和任务。

砥砺奋进新征程，扬帆起航再出发。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

们既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有所不足，总结经验，在新的一年里，

辽宁省粮食行业协会将继续立足于服务会员企业为宗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辽宁粮食事

业全面振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辽宁省粮食行业协会秘书处

2022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