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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储备粮食仓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贯彻粮食储备体制机制改

革精神,保障政府储备粮食（含食用植物油，以下简称“政

府储备”）安全，加强和规范政府储备仓储管理行为,确保

政府储备在仓储环节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管理

规范，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

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政府储备】 本办法所称政府储备, 包括中央

和地方储备，主要指原粮。

政府储备的成品粮直接服务于地方应急保供需要，具体

管理办法由粮权所属的地方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

部门制定。

第三条【适用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政府

储备仓储活动，开展相关行政管理，适用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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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承储主体】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直

属企业为专门储存中央储备粮的企业，不得委托代储或租赁

其他单位的仓储设施储存。

地方储备的承储主体由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

部门具体规定。

第五条 【管理原则】 政府储备的管理应当做到数量、

质量、品种、地点“四落实”，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

专账记载,确保账实相符、账账相符。

第六条 【部门责任】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

部门负责政府储备仓储活动的行政管理和业务指导，制定有

关政策和制度并组织实施。

第七条 【地方责任】 地方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

管理部门负责同级地方储备仓储活动的行政管理和业务指

导，执行国家有关政策和制度并细化实施；对其行政区域内

中央储备粮仓储管理工作给予支持和协助，加强政府储备仓

储物流设施的在地管理和保护。

第八条 【承储主体责任】 承储企业应当执行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和相关规定，建立健全企业内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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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规范政府储备的仓储及相关业务，对政府储备承担

“谁储粮、谁负责，谁坏粮、谁担责”的义务。

第九条 【信息安全责任】 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

管理部门，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各分(子)

公司,地方储备粮管理机构以及承储企业，对政府储备负有

相关信息安全管理及保密责任。

第二章 基本条件

第十条 【管理水平】 承储企业应当加强政府储备仓储

管理，提升规范化水平,符合或达到相关评价内容及要求。

第十一条 【信息报送】 承储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粮

食流通统计制度，进入“国家粮油统计系统”名录库，报送

统计报表和会计报表，进行仓储单位及仓储物流设施备案。

第十二条 【库区环境】 承储企业库区地坪应当硬化并

完好，排水设施完善，周边规定范围内没有威胁库存粮食安

全的污染源、危险源，不得新设影响政府储备正常储存保管

的场所。

库区消防设施设备配套齐全，满足消防需要。

交通条件至少具备铁路专用线、专用码头或三级及以上

公路中任何一种，与库区距离均不超过 1 公里（洞库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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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专业人员】 承储企业应当具有与政府储备

储存保管任务相适应，经过专业培训，掌握必要专业能力的

仓储管理和质量检验人员。相关人员应为本企业在职职工。

电工、机修工、锅炉司炉、压力容器和特种设备操作工

等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持正规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书上岗。

第十四条 【检验能力】 承储企业应当遵守储备粮质量

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标准规范，具备粮油常规质

量、储存品质及食品安全主要指标检验能力，有满足相应检

验项目需求的仪器设备、定期校验并取得合格证，有满足检

验工作需要的独立检验场所。

第十五条 【仓罐容规模】 承储企业同一库区的标准仓

房完好仓容应当在 2.5 万吨以上，单仓（廒）仓容不宜小于

0.1 万吨，平房仓不宜大于 0.5 万吨，浅圆仓、立筒仓不宜

大于 1 万吨；罐容应当在 0.3 万吨以上。

第十六条 【仓储设施】 承储企业用于储存政府储备的

仓房（食用油罐）等存储及附属设施、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

等应当符合《粮油储藏技术规范》《粮食仓库建设标准》《植

物油库建设标准》等要求。仓房（食用油罐）及其配套设施

质量良好、功能完备、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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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式仓墙体结构采用烧结砖或钢筋混凝土, 浅圆仓、立

筒仓的仓壁为钢筋混凝土仓筒。

简易仓囤（含钢罩棚、钢筋囤、千吨囤等）、木板墙体

仓房、砖瓦屋面仓房、钢结构散装房式简易仓、非保温钢板

筒仓等简易储粮设施和未正式竣工验收的标准仓房（油罐）

不得承担政府储备储存任务。

第十七条 【仓房性能】 承储企业用于储存政府储备的

仓房，墙体或仓壁、仓顶的传热系数应达到《粮油储藏技术

规范》规定的要求；气密性达到或比照《粮油储藏 平房仓

气密性要求》GB/T 25229 的规定。

第十八条 【储粮工艺及技术】 承储企业用于储存政府

储备的仓房，应当因地制宜配备多参数(多功能)粮情测控、

机械通风或制冷控温、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等技术条件，具备

所需技术应用能力。

第十九条 【仓储设备】 承储企业应当具有与粮油储存

功能、仓（罐）型、进出仓方式、粮油品种、储存周期等相

适应的仓储设备条件，满足政府储备收储、轮换、调运等的

物流要求。基本设备应当符合《粮油储藏技术规范》的要求，

具有粮食装卸、输送、清理、降尘、计量、有害生物防治、

通风等设备；具有植物油接发、油泵、计量、污水处理、管

道清扫、保温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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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储存功效】 承储企业应当实现政府储备的

低温准低温储藏，仓储条件和技术能力应当满足小麦 6 年、

稻谷和玉米 4年、食用油脂和豆类 3年安全储存年限的要求。

第三章 管理要求

第二十一条 【定点原则】 选择政府储备承储企业，应

当遵循有利于合理布局，有利于集中管理和监督，有利于降

本节费的原则。

第二十二条 【条件管理】 中央储备的承储企业应当符

合本办法第二章所规定的条件。

地方储备的承储企业条件可参照本办法第二章规定的

条件，由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

制定。

第二十三条 【收购要求】 承储企业应当保证收购入库

的政府储备粮源达到规定的质量等级要求，储存品质为宜

存，食品安全指标符合国家规定，按照规定记录与收购有关

的信息并存档备查。

第二十四条 【安全管理】 承储企业应当遵守安全生产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执行《粮油储存安全责任暂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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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粮油安全储存守则》《粮库安全生产守则》，确保

储存安全和生产安全。

承储企业不得违规超限装粮。平房仓储粮不得超过设计

装粮线，浅圆仓、立筒仓储粮不得超过设计仓容。其他仓型

按照设计要求使用,确保结构和使用安全。

立式植物油罐储油不得超过罐体直段高度，符合消防相

关规定。其他罐型按照设计要求使用，确保结构和使用安全。

第二十五条 【专仓储存】 承储企业应当对政府储备

实行“专仓储存”，在仓外显著位置悬挂规范的标牌或标识，

标明储粮性质、体现粮权所属。

政府储备入仓前，应当对目标承储仓房进行空仓验收，

查验仓房及相关设施设备是否完好。不同品种、年份、等级、

性质、权属的粮食采用单独仓房分开储存。仓号、货位号一

经确定，在储粮周期内不得变动。

第二十六条 【专人保管】 承储企业应当在政府储备

入仓前，指定保管人员专门负责粮油进出仓及保管工作，对

相关账卡簿记载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负责，对保管期间粮

食的数量、质量、储存安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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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专账记载】 承储企业应当对政府储备

建立专门的保管账、统计账、会计账，实行专账、专卡管理；

库存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准确记录、及时更新货位卡和有

关账目。

第二十八条 【账实、账账相符】 承储企业应当加强

政府储备账务管理，做到实物、专卡、保管账“账实相符”，

保管账、统计账、会计账“账账相符”。在此基础上，如实

向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或上级单位提供购销存数

据。

第二十九条 【“四落实”】 承储企业应当严格执行

政府储备计划，确保数量、质量、品种、地点“四落实”。

未经粮权单位（或授权管理部门）书面批准同意，不得擅自

动用政府储备，不得擅自串换品种，不得擅自变更储存库点

和仓号。

第三十条 【粮情检查分析】 承储企业应当建立和落

实政府储备粮情定期检查和分析研判制度，做好粮情分析记

录并归档备查。出现粮情异常状况应及时处置，防止损失扩

大。发生储存事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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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温湿度控制】 承储企业应当因地制宜利

用自然条件,合理配置先进、适用的技术条件,在政府储备储

存期间进行温湿度控制,实现储存功效。

第三十二条 【虫霉防治】 承储企业应当建立和落实储

粮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管理制度。鼓励探索应用物理、生物及

综合防治技术，促进储粮药剂使用减量增效，着力实现绿色

储粮。

第三十三条 【损耗处置】 承储企业应当在一个货位或

批次的粮油出清后，根据进出库检验、计量凭证一次性处理

政府储备储存期间发生的损耗。粮油储存损耗应当以一个货

位或批次为单位分别计算，不得混淆，不得冲抵其他货位或

批次粮油的损耗和损失。

中央储备的保管自然损耗定额为：

储存半年以内的，不超过 0.1%；储存半年以上一年以内

的，不超过 0.15% ；储存一年以上的，累计不超过 0.2%（不

得按年叠加）。粮油储存年限通常以新粮收获起算，当季生

产新粮入库后第二年即视为储存两年。

油料：储存半年以内的，不超过 0.15%；储存半年以上

一年以内的，不超过 0.2% ；储存一年以上的，不超过 0.23%。

油脂：储存半年以内的，不超过 0.08%；储存半年以上

一年以内的，不超过 0.1% ；储存一年以上的，不超过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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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储备的保管自然损耗标准及处理办法由粮权所属

的地方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

门制定。

第三十四条 【日常管理】 承储企业应当加强政府储备

储存期间的管理，发现政府储备有数量、质量、储存安全等

方面的问题，应当及时有效处置；超出处置能力的，及时向

上级管理单位报告。

第三十五条 【保障投入】 承储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仓储

管理和技术研发应用投入机制，提升政府储备仓储管理效能

和科学储粮水平。

第三十六条【信息化】 承储企业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

提升政府储备信息化管理水平，将政府储备业务相关信息纳

入全国粮食储备地理信息系统和储备库存监管应用系统。

第三十七条 【保管费用】 政府储备保管费用应当根据

经济发展水平、保管成本的变化合理确定。在综合考虑不同

品种、区域和储粮技术条件等情况的基础上，可适当体现差

异。使用保管费用，应当节本增效。

第三十八条 【报告义务】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应当定期检查中央储备承储企业的仓储条件和仓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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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等，及时向国家发展改革部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报告。

地方储备管理机构应当定期检查地方储备的仓储管理

情况，及时向同级地方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报告。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实施时效】 本办法自 XXXX 年 X 月 X 日

起施行。

第四十条 【承储企业】 本办法所称承储企业，是指承

担政府储备储存任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及具体承储

库点。

第四十一条 【范围界定】 本办法所称“以上”，包含

本数；“以内”，不包含本数。

第四十二条 【解释权限】 本办法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