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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粮食节约行动
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全文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节粮减损工作，强调要采取综
合措施降低粮食损耗浪费，坚决刹住浪费粮食
的不良风气。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不断加大厉行节
约、反对食品浪费工作力度，取得积极成效，但
浪费问题仍不容忽视，加强粮食全产业链各环
节节约减损的任务繁重。为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开展粮食节约行动”的部
署要求，推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
费法》，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长效治理，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行业引导、公众参
与，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刚性制度
约束，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约减损取得
实效，为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奠定坚
实基础。

到2025年，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粮减损
举措更加硬化实化细化，推动节粮减损取得更
加明显成效，节粮减损制度体系、标准体系和
监测体系基本建立，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基本健
全，“光盘行动”深入开展，食品浪费问题得到
有效遏制，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
成风。

二、强化农业生产环节节约减损

（一）推进农业节约用种。完善主要粮食
作物品种审定标准，突出高产高效、多抗广
适、低损收获的品种特性，加快选育节种宜机
品种。编制推进节种减损机械研发导向目
录，加大先进适用精量播种机等研发推广力
度。集成推广水稻工厂化集中育秧、玉米单
粒精播、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以及种肥同播
等关键技术。
（二）减少田间地头收获损耗。着力推进

粮食精细收获，强化农机、农艺、品种集成配
套，提高关键技术到位率和覆盖率。制定修订
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机收减损技术指导规
范，引导农户适时择机收获。鼓励地方提升应
急抢种抢收装备和应急服务供给能力。加快

推广应用智能绿色高效收获机械。将农机手
培训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提高机手规范
操作能力。

三、加强粮食储存环节减损

（三）改善粮食产后烘干条件。将粮食烘
干成套设施装备纳入农机新产品补贴试点范
围，提升烘干能力。鼓励产粮大县推进环保烘
干设施应用，加大绿色热源烘干设备推广力
度。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企业、粮食
产后服务中心等为农户提供粮食烘干服务，烘
干用地用电统一按农用标准管理。
（四）支持引导农户科学储粮。加强农户

科学储粮技术培训和服务。开展不同规模农
户储粮装具选型及示范应用。在东北地区推
广农户节约简捷高效储粮装具，逐步解决“地
趴粮”问题。
（五）推进仓储设施节约减损。鼓励开展

绿色仓储提升行动和绿色储粮标准化试点。
升级修缮老旧仓房，推进粮食仓储信息化。推
动粮仓设施分类分级和规范管理，提高用仓质
量和效能。

四、加强粮食运输环节减损保障

（六）完善运输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铁
路专用线、专用码头、散粮中转及配套设施，
减少运输环节粮食损耗。推广粮食专用散装
运输车、铁路散粮车、散装运输船、敞顶集装
箱、港口专用装卸机械和回收设备。加强港
口集疏运体系建设，发展粮食集装箱公铁水
多式联运。
（七）健全农村粮食物流服务网络。结合

“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农村交通运输网络，
提升粮食运输服务水平。
（八）开展物流标准化示范。发展规范化、

标准化、信息化散粮运输服务体系，探索应用
粮食高效减损物流模式，推动散粮运输设备无
缝对接。在“北粮南运”重点线路、关键节点，
开展多式联运高效物流衔接技术示范。

五、加快推进粮食加工环节节粮减损

（九）提高粮油加工转化率。制定修订小
麦粉等口粮、食用油加工标准，完善适度加工
标准，合理确定加工精度等指标，引导消费者
逐步走出过度追求“精米白面”的饮食误区，提
高粮油出品率。提升粮食加工行业数字化管
理水平。推进面粉加工设备智能化改造，推广
低温升碾米设备，鼓励应用柔性大米加工设
备，引导油料油脂适度加工。发展全谷物产

业，启动“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创新食品加
工配送模式，支持餐饮单位充分利用中央厨
房，加快主食配送中心和冷链配套体系建设。
（十）加强饲料粮减量替代。推广猪鸡饲

料中玉米、豆粕减量替代技术，充分挖掘利用
杂粮、杂粕、粮食加工副产物等替代资源。改
进制油工艺，提高杂粕质量。完善国家饲料原
料营养价值数据库，引导饲料企业建立多元化
饲料配方结构，推广饲料精准配方技术和精准
配制工艺。加快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提高蛋
白饲料利用效率，降低豆粕添加比例。增加优
质饲草供应，降低牛羊养殖中精饲料用量。
（十一）加强粮食资源综合利用。有效利

用米糠、麸皮、胚芽、油料粕、薯渣薯液等粮油
加工副产物，生产食用产品、功能物质及工业
制品。对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质能源加工业
发展进行调控。

六、坚决遏制餐饮消费环节浪费

（十二）加强餐饮行业经营行为管理。完
善餐饮行业反食品浪费制度，健全行业标准、
服务规范。鼓励引导餐饮服务经营者主动提
示消费者适量点餐，主动提供“小份菜”、“小份
饭”等服务，在菜单或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的展
示页面上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分量、规格或者建
议消费人数等信息。充分发挥媒体、消费者等
社会监督作用，鼓励通过服务热线反映举报餐
饮服务经营者浪费行为。对餐饮服务经营者
食品浪费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十三）落实单位食堂反食品浪费管理责

任。单位食堂要加强食品采购、储存、加工动
态管理，推行荤素搭配、少油少盐等健康饮食
方式，制定实施防止食品浪费措施。鼓励采
取预约用餐、按量配餐、小份供餐、按需补餐
等方式，科学采购和使用食材。抓好机关食
堂用餐节约，实施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
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开展单位食堂检查，
纠正浪费行为。
（十四）加强公务活动用餐节约。各级党

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切实加强公务接待、会议、
培训等公务活动用餐管理。按照健康、节约要
求，科学合理安排饭菜数量，原则上实行自助
餐。严禁以会议、培训等名义组织宴请或大吃
大喝。
（十五）建立健全学校餐饮节约管理长效

机制。强化学校就餐现场管理，加大就餐检查
力度，落实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
度。加强家校合作，强化家庭教育，培养学生

勤俭节约、杜绝浪费的良好饮食习惯。广泛开展
劳动教育，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粮食节约实践教
育活动。
（十六）减少家庭和个人食品浪费。加强公

众营养膳食科普知识宣传，倡导营养均衡、科学
文明的饮食习惯，鼓励家庭科学制定膳食计划，
按需采买食品，充分利用食材。提倡采用小分
量、多样化、营养搭配的烹饪方式。
（十七）推进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指导地

方建立厨余垃圾收集、投放、运输、处理体系，推
动源头减量。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企业发行绿
色债券等方式，支持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
化处理，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做好厨余垃圾
分类收集。探索推进餐桌剩余食物饲料化利用。

七、大力推进节粮减损科技创新

（十八）强化粮食生产技术支撑。推动气吸
排种、低损喂入、高效清选、作业监测等播种收获
环节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突破地形匹配技术，研
发与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模式配套的先进适用技
术装备，抓好关键零部件精密制造，减少丘陵山
区粮食机械收获损耗。加强对倒伏等受灾作物
收获机械的研发。引导企业开展粮食高效低损
收获机械攻关，优化割台、脱粒、分离、清选能力。
（十九）推进储运减损关键技术提质升级。

发展安全低温高效节能储粮智能化技术。提升
仓储虫霉防控水平，研制新药剂。推广粮食安全
储藏新仓型，推进横向通风储粮技术等应用。研
发移动式烘干设备，加快试验验证。研究运输工
具标准化技术，开发散粮多式联运衔接和接卸技
术装备、粮食防分级防破碎入仓装置和设备。
（二十）提升粮食加工技术与装备研发水

平。发展全谷物原料质量稳定控制、食用品质改
良、活性保持等技术，开发营养保全型全谷物食
品。研究原粮增值加工等关键技术，发展杂粮食
品生产品质控制、营养均衡调配、生物加工等关
键技术。布局以粮食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转变，提升副产物利用技术水平。

八、加强节粮减损宣传教育引导

（二十一）开展节粮减损文明创建。把节粮
减损要求融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范等，
推进粮食节约宣传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
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军营。将文明餐桌、
“光盘行动”等要求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
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内容，切实发挥
各类创建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二十二）强化节粮舆论宣传。深入宣传阐

释节粮减损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普及节粮减损技
术和相关知识。深化公益宣传，精心制作播出节
约粮食、反对浪费公益广告。在用餐场所明显位
置张贴宣传标语或宣传画，增强反食品浪费意
识。充分利用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
等重要时间节点，广泛宣传报道节粮减损经验做
法和典型事例。加强粮食安全舆情监测，主动回
应社会关切。做好舆论监督，对粮食浪费行为进
行曝光。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宣扬暴饮暴食等浪
费行为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
（二十三）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节俭

办婚丧，鼓励城乡居民“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
不办”，严格控制酒席规模和标准，遏制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
（二十四）开展国际节粮减损合作。积极参

加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减少食物浪费全球行动
等活动，向国际社会分享粮食减损经验。推动多
双边渠道开展节粮减损的联合研究、技术示范和
人员培训等合作交流。推动国际粮食减损大会
机制化。

九、强化保障措施

（二十五）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站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切实增强做好节粮
减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将节粮减损工作纳
入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坚持党政同责，压实工作
责任。各牵头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责，紧盯粮食全
产业链各环节，提出年度节粮减损目标任务和落
实措施。各有关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责，密切配合、
主动作为、形成合力，确保节粮减损工作取得扎实
成效。
（二十六）完善制度标准。强化依法管粮节

粮，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制
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快建
立符合节粮减损要求的粮食全产业链标准，制定
促进粮食节约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行业协会
要制定发布全链条减损降耗的团体标准，对不执
行团体标准、造成粮食过度损耗的企业和行为按
规定进行严格约束。
（二十七）建立调查评估机制。探索粮食损失

浪费调查评估方法，建立粮食损失浪费评价标
准。研究建立全链条粮食损失浪费评估指标体
系，定期开展数据汇总和分析评估。开展食品浪
费统计研究。
（二十八）加强监督管理。研究建立减少粮食

损耗浪费的成效评估、通报、奖惩制度。建立部门
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等相结合的监管体系，
综合运用自查、抽查、核查等方式，持续开展常态
化监管。

讲担当促作为抓落实

旗帜·榜样
“让技术课堂激发学生更大潜能”

——记北师大天津附中通用技术教师姜腾

■本报记者 胡萌伟

海拔 2000 多米的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
哈甘村小学传来党史广播声：“‘彝海结盟’
的事迹不仅是长征途中的一段佳话，在党
史、军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是我国民族关系
史上值得称道的一章……”原来，哈甘村小
学刚刚建起了“蓝宝广播站”，8名小主播在
课间正为同学们朗诵着党史小故事。

10月26日至10月28日，驻津央企中建三
局总承包公司华北分公司5名“蓝宝”志愿者从
天津出发，跨越2000多公里，再次来到哈甘村
小学。他们为小学修建篮球场，安装校园文化
设施，通过广播站、党史小课堂等形式为彝族
孩子们讲述党史故事，还为孩子们送去棉衣、
护手霜等御寒物资。
“去年，学校新校区正式启用，‘蓝宝’志

愿者捐赠了多媒体、网络设备、书屋等。今
年，他们又帮我们‘扮靓’校园，成立广播站、
校园乐队，还为孩子们举办了集体生日……
在他们的帮助下，孩子们的课余文化生活越
来越丰富了！”校长吉觉子哈讲道。

2018年以来，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来到哈
甘村小学。几年来志愿者一直与小学保持联
系，了解学校和孩子们的切实需求，为哈甘村
小学办实事、解难题。
“这是我们认识‘蓝宝’志愿者的第 4

年，也是我们认识周姐的第5年，”昭觉县哈
甘乡人大主席俄铁江说，“在周姐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了志愿服务队伍中来，他
们始终关注着这里的孩子，并为孩子们带来

了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启迪。”他口中
的“周姐”是中建三局的一名基层档案工作
者周文君，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第一笔爱
心捐助开始，她已连续 13 年开展爱心帮
扶。在周文君爱心事迹的感召下，从一个人
到一群人，她带动起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凉山彝族儿童。

“我们将持续参与到哈甘村小学美丽校园
建设当中，为孩子们带来更多丰富的文化活
动，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助力昭觉县乡村振
兴。”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华北分公司团委书
记曹潇文说。

■本报记者 陈忠权

最近，宁河区东棘坨镇西苗庄村224户村
民特开心，因为用上了管道天然气，再也不用存
在安全隐患的液化气罐了。

中午时分，在村民王树青家厨房里，他和
家人正在准备午饭，原来的液化气罐已撤走，
取而代之的是管道天然气，打开干净的灶具，
灶头立即喷射出蓝色的火焰……王树青说：
“以前用液化气罐做饭提心吊胆，唯恐出现安
全问题，现在好了，用上了管道天然气，做饭更
安全。村‘两委’还对改装天然气管线的农户
给予了补贴。”

村民们说，过去用液化气罐做饭，需定期
更换新气罐，搬进搬出，老年人特别吃力，现在
使用管道天然气，方便多了。另外，用管道天
然气做饭，比用液化气罐还便宜，经济实惠，村
“两委”帮村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办了一件
大好事。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世豪介
绍，村民们家里存在取暖和做饭“双气源”，
有严重的安全隐患。为确保村民们生命财
产安全，在镇党委和政府支持帮助下，村“两
委”积极和燃气公司沟通对接，把天然气管
线接入厨房，淘汰了液化气罐，消除了安全
隐患。

在厨房中安装天然气管道，需要一些改造
施工费用，为减轻村民们的经济负担，西苗庄村
“两委”利用村集体收入给每户村民补贴了800
元，并为各户安装了新的燃气灶具。

■本报记者 陈璠

日前，元气森林发布最新企业战略，在自建
工厂基础上逐步实现“0防腐剂”“0污染”“0碳”
三大目标，成为国内首家在碳酸饮料中不添加上
述防腐剂的食品企业。作为西青区首个“拿地即
开工”企业，元气森林项目主要面向京津冀用
户，作为北方生产基地，其年产能超6亿瓶。“我
们在全国四个地区同步启动项目，天津项目用时
最短、投产最快，通过规划资源部门高效服务，
充分感受到了天津速度和良好营商环境。”企业
负责人说。
“心系企业，优质服务”是元气森林项目对市

规划资源西青分局给出的中肯评价。去年8月，
元气森林项目落户西青区，在项目引进和落地过
程中，市规划资源局西青分局坚持主动领跑，超前
谋划，并联审批，充分运用承诺制、以函代证等政
策，使该项目成为全市首个“拿地即开工”工业项
目，领跑全市审批新速度。
“我们的做法是将核发规划条件和土地出让

方案编制报审同步并行，同时，采取领办帮办代
办、专人全程跟踪的服务举措，指导企业加快办理
各项建设手续。主动对接政务服务办、住建委等
部门，充分运用承诺制、以函代证，对规划方案提
前预审，出具审查意见函。推动项目土地成交确
认后便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步取得施工
许可证。”市规划资源局西青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袁浩正说。

元气森林项目启动建设后，市规划资源局西
青分局工作人员继续“贴身”服务，10余次主动对
接企业，实时跟踪建设进度。得知企业计划今年
上半年投产后，分局进一步提高服务频率，一个月
内现场服务5次，指导企业做好规划验收前期准
备。尤其是在竣工测绘方面，提出量身定制的创
新服务举措，大幅缩短了验收准备时间，同时会同
住建、消防等部门，指导企业做好各项投产准备，
通过用足用好改革举措，优化验收流程。该项目
竣工转天便取得《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在
此期间企业同步完成了设备安装调试，具备投产
条件，真正实现了“竣工即投产”，为企业节省了大
量时间、资金成本，赢得市场先机。

去年以来，市规划资源局西青分局以创新服
务举措为抓手，精准对焦“放管服”改革任务的
靶点，在全市率先探索形成了“拿地即开工”“竣
工即投产”“交房即交证”等多项改革经验。“今
后我们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拿地即
开工’审批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把‘个
例’变成‘常态’，让更多企业从改革中受益。”袁
浩正说。

为企业击破堵点难点
——记市规划资源局西青分局

对焦改革靶点服务企业发展大凉山上传来党史广播声

■本报记者 张雯婧

航标灯、生态鱼缸、智能车……你能想象
到，这些科技感十足的“发明”，是一名中学教
师带领学生们在自己的课堂上开发出来的
吗？这位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师就是我市首批
正高级教师、北师大天津附中通用技术特级教
师姜腾。

生活中，他一身书卷气、说话温文尔雅。

通用技术课堂上，他神采奕奕，带着学生们领
略技术世界的奥秘与神奇，动手动脑间，点燃
学生们智慧的火花。

作为一名通用技术教师，姜腾从教20多
年来一直坚守在教学一线，把所有心血和智
慧都投入到了课堂上。他潜心做中学理论研
究，积极推行项目教学，开发了航标灯、生态
鱼缸、智能停车场等一批有价值的学习项
目。回首项目教学之初，姜腾收获的不是欣

喜，而是意想不到的困难。项目实施要用到
很多电子元器件，采购材料需要奔波十几公
里，一家店铺一家店铺找。买回来后，一套一
套分装好。平时上班时间来不及准备，就周
末加班。

姜腾的付出，极大地唤起了学生们的求知
欲望。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们痴迷地研究着一
个个有趣的技术问题。一张张富含奇思妙想
的设计图、一件件匠心雕琢的模型，铭刻着学

生们成长的印记。姜腾用他的坚守和努力证
明：技术课堂可以激发学生们更大潜能！

面对科技进步给课程带来的挑战，姜腾选
择了不断学习，自我更新。他不仅跨入了机器
人设计、智能家居等现代技术应用领域，而且开
发了智能车、PVC机器人等校本课程，又将人
工智能、工匠精神、创客思维等时代要素，自然
地融入课程之中。面对大家的赞许，他坚定地
表示：“作为技术课教师就要与时俱进，用自己
的行动影响我的学生。”

此外，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姜腾带领学校教
研组，先行开始通用技术课程教学实验，潜心教
学方法研究和实践室建设，为全市乃至全国通
用技术课程实施提供了范本。

小主播们在课间共同学习党史知识。 照片由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华北分公司提供

消灭“双气源”
村民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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