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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粮油交易中心行业市场评估及发展投资调研报告》介绍

了粮油交易中心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粮油交易中心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粮油交易中心

行业的现状、中国粮油交易中心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粮油交易中心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粮油交易中心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粮油交易中心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粮油交易中心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粮油制品包括

：生切面、杂面茶、挂面、龙须面，荞麦挂面，通心面，凉面，面饼，方便面，米粉、豆腐

、豆奶、包子、面包、饼干、烧饼、汤圆、面筋、可可粉、色拉调料、芝麻酱、花生酱等。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粮油交易中心行业市场评估及发展投资调研报告》表

明：2018年上半年我国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商品零售达9587.9亿元，累计增长9.6%。      

指标   2018年6月   2018年5月   2018年4月   2018年3月   2018年2月       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

商品零售类值_当期值(亿元)   1651.6   1477.2   1419.1   1477.2   　       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

商品零售类值_累计值(亿元)   9587.9   7929.8   6455   5049   3601.1       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

商品零售类值_同比增长(%)   12.7   6.8   8.6   10.7   　       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商品零售类

值_累计增长(%)   9.6   9   9.6   9.8   9.5  

第一章 全球粮油批发市场发展经验分析 

第一节 日本粮油批发市场体系 

一、日本粮油批发机构 

二、日本粮油拍卖市场 

三、日本粮油流通政府调控 

四、中日粮油批发市场对比 

第二节 美国粮油批发市场体系 

一、美国粮油初级交易市场 

二、美国粮油中心批发市场 

三、美国粮油零售交易市场 

四、美国粮油期货交易市场 

（一）美国粮油期货主要品种 

（二）美国主要粮油期货交易所 



（三）美国粮油期货交易所功能 

五、美国粮油批发市场成熟经验 

六、中美粮油批发市场对比分析 

第三节 欧盟粮油批发市场体系 

一、欧盟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历程 

二、欧盟粮油批发市场的发展趋势 

（一）大区域的统一交易市场趋势 

（二）批发市场向区域中心城市转移趋势 

（三）增强服务与超市市场竞争客源的趋势 

三、欧盟粮油批发市场成熟经验 

四、中欧粮油批发市场对比分析 

 

第二章 中国粮油供需形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粮食供需现状 

一、中国粮食播种面积 

（一）谷物播种面积 

（二）豆类播种面积 

（三）薯类播种面积 

二、中国粮食生产情况 

（一）谷物产量 

（二）豆类产量 

（三）薯类产量 

三、中国粮食消费情况分析 

（一）居民粮食消费支出 

（二）城乡居民粮食消费量 

四、主要粮食零售价格走势 

（一）小包装大米价格走势 

（二）小包装面粉价格走势 

第二节 中国食用油市场供需分析 

一、中国食用植物油市场供给状况 

（一）食用植物油生产量分析 

（二）各区域食用植物油产量 



（三）食用植物油产量集中度 

二、中国食用植物油市场消费状况 

（一）中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量 

（二）食用植物油的消费结构 

（三）城镇居民食用油消费情况 

（四）农村居民食用油消费情况 

三、主要食用植物油零售价格走势 

（一）大豆油价格走势 

（二）花生油价格走势 

（三）菜籽油价格走势 

（四）调和油价格走势 

 

第三章 中国粮油流通体系分析 

第一节 中国粮油流通体制发展分析 

一、粮油流通及其相关概念 

二、中国的粮油流通特点 

三、中国粮油流通体制的沿革 

四、现行粮油流通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粮油流通体系建设滞后 

（二）粮油流通价格形成机制尚不完善 

（三）粮油储备制度尚需健全 

五、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情况分析 

（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历程分析 

（二）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评析 

（三）现代粮食流通产业面临的问题 

（四）发展现代粮食物流的政策建议 

第二节 中国粮食流通情况分析 

一、中国粮食流通状况分析 

（一）粮食商品量及增长情况 

（二）粮食收购量及增长情况 

（三）粮食进出口贸易情况分析 

二、中国粮食运输模式发展分析 



（一）粮食运输发展现状分析 

（二）散粮不同运输模式比较 

（三）粮食运输发展趋势分析 

三、六大跨省粮食物流通道分析 

（一）东北地区粮食流出通道 

（二）黄淮海地区小麦流出通道 

（三）长江中下游稻谷流出通道 

（四）华东沿海地区流入通道 

（五）华南沿海地区流入通道 

（六）京津地区流入通道 

第三节 中国粮食物流发展状况分析 

一、粮食物流发展情况分析 

（一）全国粮食总库存量分析 

（二）粮食物流运作模式分析 

（三）粮食物流发展现状分析 

二、粮食物流流动要素分析 

（一）粮食物流流体特点分析 

（二）粮食物流流向特点分析 

（三）粮食物流流程特点分析 

三、粮食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四、粮食物流发展存在问题 

五、粮食物流管理经验借鉴 

 

第四章 中国粮油批发市场功能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中国粮油批发市场的重要作用 

一、推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二、规范运行减少财政风险 

三、强化质检确保群众食品安全 

第二节 中国粮油批发市场功能的现状 

一、实物集散功能在弱化 

二、价格形成功能在增强 

三、信息中心的功能在发展 



四、综合服务的功能在完善 

五、新生的功能在增加 

第三节 中国粮油批发市场功能存在的问题 

一、功能作用不到位 

二、布局上不尽合理 

三、管理上不够规范 

四、区域间发展不均 

五、市场上存在分割 

第四节 中国粮油批发市场发展对策与创新 

一、新形势下粮油批发市场定位分析 

（一）市场定位 

（二）主要特征 

二、新形势下粮油批发市场发展创新 

（一）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以商流为主的交易方式 

（二）加快以物流为主的商物结合的交易方式 

（三）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粮食电子商务平台 

 

第五章 中国粮油批发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粮油批发市场发展分析 

一、中国粮油批发市场发展历程 

二、中国粮油批发市场发展现状 

三、中国粮油批发市场发展特点 

四、中国粮食批发市场存在问题 

第二节 中国粮油批发市场发展规模分析 

一、中国粮油批发市场数量规模 

二、中国粮油批发市场摊位规模 

三、中国粮油批发市场营业面积 

第三节 中国粮油批发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一、中国粮油批发市场成交规模 

二、中国粮油批发市场摊位出租率 

三、全国粮油批发市场前20强名单 

第四节 发展中国粮油批发市场的政策建议 



一、引导粮食批发市场科学发展 

二、改善市场投资和经营条件 

三、提升市场的综合服务功能 

四、加强对市场交易规范管理 

 

第六章 粮油期货现货交易市场调研 

第一节 中国粮油期货交易分析 

一、中国粮油期货交易品种分析 

（一）早籼稻 

（二）粳稻 

（三）强麦 

（四）普麦 

（五）大豆 

（六）玉米 

（七）菜籽油 

（八）棕榈油 

（九）大豆油 

二、发展粮油期货的优势 

三、粮油期货交易市场发展现状 

四、粮油期货交易存在问题及建议 

五、大连商品交易所粮油期货分析 

六、郑州商品交易所粮油期货分析 

第二节 中国粮油现货交易分析 

一、粮油现货交易发展现状 

二、粮油现货交易规则分析 

三、粮油现货中远期交易分析 

四、重点粮油期货现货交易市场调研 

（一）北京粮油交易所 

（二）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 

（三）东北亚现货商品交易所 

（四）黄河大宗商品交易所 

（五）河北大宗商品交易所 



 

第七章 粮油电子商务市场调研 

第一节 粮油电子商务交易发展分析 

一、粮油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二、粮油电子商务前景展望 

三、粮油电子商务发展建议 

四、粮油电子商务发展对策 

第二节 粮油电子商务经营业态分析 

一、b2b模式 

二、b2c模式 

三、g2b模式 

第三节 典型粮油电子商务网站及运作案例 

一、中华粮网 

二、中华食物网 

三、中国粮油信息网 

四、中国粮食交易网 

第四节 农产品电子商务市场发展分析 

一、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重要意义 

二、农产品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分析 

三、农产品电商亏本运营的原因分析 

四、加快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途径 

 

第八章 粮油批发市场项目投资可行性分析 

第一节 项目投资地点与建设条件 

一、项目建设地点 

二、项目建设条件 

第二节 工程建设方案 

一、项目组成 

二、粮油交易流程 

三、建筑设计 

四、给排水、消防 

五、通风系统 



六、供电系统 

七、综合布线 

八、场内交易系统 

九、粮食网站系统 

十、保安监控系统 

第三节 项目投资估算 

一、投资估算分析 

二、流动资金估算 

三、资金筹措 

第四节 项目财务评价 

一、生产成本估算 

二、营业收入及税金估算 

三、利润总额及分配 

四、偿还负债能力 

五、财务静态投资收益指标 

六、财务动态投资收益指标 

七、盈亏平衡分析 

八、敏感性分析 

九、社会效益 

十、项目投资结论 

 

第九章 粮油批发市场项目运营策略分析 

第一节 项目定位策略 

一、项目档次定位 

二、产品市场定位 

三、消费群体定位 

四、租赁价格定位 

第二节 项目招商策略 

一、招商策略基础 

二、招商进度分期安排 

三、招商政策及合同期 

四、铺位销售措施建议 



五、项目招商推广策略 

六、项目招商推广计划 

第三节 项目市场管理方案及成本收益 

一、岗位配置及岗位职责 

二、项目服务质量标准 

三、项目管控重点事项 

四、项目管理费用测算 

五、项目其他费用测算 

六、项目投资收益测算 

 

第十章 粮油批发市场仓储投资绩效分析 

第一节 粮食仓储发展现状分析 

一、粮油仓储国家政策分析 

（一）粮油仓储国家补贴政策 

（二）粮食仓储企业补贴分析 

（三）《粮油仓储管理办法》 

二、粮油仓储技术水平及标准 

（一）技术水平 

（二）设备水平 

三、粮食仓储业运行特点分析 

（一）粮油仓储发展历程 

（二）粮油仓储的主要成绩 

第二节 粮油仓储投资盈利水平分析 

一、净资产收益率 

二、总资产报酬率 

三、销售(营业)收益率 

四、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五、成本费用利润率 

第三节 粮油仓储投资增长情况 

一、销售(营业)增长率 

二、资本保值增长率 

三、销售利润增长率 



四、总资产增长率 

 

第十一章 重点粮油批发交易市场调研 

第一节 国家级粮油交易中心 

一、天津粮油批发交易市场 

（一）市场基本情况 

（二）市场布局分析 

（三）市场优势分析 

（四）市场最近动态 

二、新疆粮油中心批发市场 

（一）市场基本情况 

（二）市场发展规模 

（三）市场机构设置 

（四）市场投资前景 

三、四川省粮油批发市场 

（一）市场基本情况 

（二）市场发展规模 

（三）市场运营分析 

四、哈尔滨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一）市场基本情况 

（二）市场发展规模 

（三）市场机构设置 

五、安徽粮食批发交易市场 

（一）市场基本情况 

（二）市场发展规模 

（三）市场布局分析 

（四）市场荣誉分析 

六、长春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一）市场基本情况 

（二）市场发展规模 

（三）市场最新动态 

七、甘肃省粮油批发市场（研究内容同上） 



八、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 

九、华南粮食中心批发市场 

十、华中粮食中心批发市场 

十一、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十二、武汉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第二节 地方重点粮油批发市场 

一、临沂鲁南国际粮油市场 

（一）市场基本情况 

（二）市场发展规模 

（三）市场布局分析 

（四）市场动态分析 

二、北京盛华宏林粮油批发市场

三、北京锦绣大地玉泉路粮油批发市场 

四、黄河商品交易市场 

五、上海真新粮食交易市场 

六、黑龙江大庆市粮食综合批发市场 

七、北大荒粮油批发市场 

八、西安粮油批发交易市场 

九、杭州市江南粮油批发交易市场 

十、河南万邦庆丰粮油大米市场 

十一、福州粮食批发交易市场 

十二、苏州市粮食批发交易市场 

十三、南京市下关粮油批发交易市场 

十四、青岛市粮油综合批发交易市场 

十五、重庆市粮油批发市场 

 

第十二章 粮油市场体系建设规划分析 

第一节 粮油市场体系发展现状及目标 

一、主要成就 

二、存在的问题 

三、基本原则 

四、发展目标 



第二节 粮油市场体系建设主要任务 

一、构建高效的粮食收购服务体系，规范粮食市场秩序 

二、完善粮食零售供应网络，加强市场监督管理 

三、全面提升市场服务功能，健全现代粮食批发市场体系 

四、完善粮食期货交易，发展粮食期货市场 

五、加快粮食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发挥信息导向作用 

第三节 粮油市场体系建设政策措施 

一、加强对粮食市场体系建设的规划和指导 

二、大力培育和发展多元市场主体 

三、积极扶持粮食市场发展 

四、完善粮食市场管理相关规章制度 

 

第十三章 中国粮油交易市场行业前景调研及趋势分析 

第一节 粮油批发市场的总体趋势分析 

一、粮油批发市场形成新的体系布局 

二、粮油批发市场形成不同特色 

三、粮油批发市场的服务扩展和延伸 

第二节 粮油批发市场功能的发展趋势 

一、实物集散功能将分化 

二、价格形成功能将增强 

三、信息中心功能将拓展 

四、综合服务功能将提升 

五、新生的功能将增强 

第三节 粮油批发市场升级趋势分析 

一、产销集散中心 

二、物流配送中心 

三、远期和电子交易中心 

 

第十四章 2018-2023年中国粮油市场投资机遇与策略分析 

第一节 2018-2023年中国粮油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一、新建粮油市场投资机会 

二、现有市场改造投资机会 



三、企业兼并重组投资机会 

第二节 2018-2023年中国粮油市场投资前景分析 

一、各种类投资前景分析 

（一）国际风险 

（二）政府风险 

（三）环境风险 

（四）法律风险 

（五）金融风险 

（六）自然灾害及事故风险 

（七）财务风险 

（八）经营风险 

二、各类粮油市场投资前景评估 

（一）新建批发市场 

（二）扩建批发市场 

（三）改建批发市场 

（四）迁建批发市场 

第三节 2018-2023年中国粮油市场投资前景研究分析 

一、粮油市场投资前景应对措施 

二、粮油市场投资应对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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