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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洋浦创建‘粮油物流加
工产业园’项目，一是想借助洋浦的
区位优势，引进国外优质小麦，缓解
公司原料短缺的现状，二是想把我们
的产品推向全国、全世界。”据恒丰集
团董事长魏建功介绍，公司粮食加工
采用的是内蒙古河套平原种植的优
质小麦，但该小麦产量有限，国内其
他地方种植的小麦无法达到公司加
工产品的标准，如果想让国内更多人
吃到优质口粮，必须要解决原料短缺
问题。再三考虑后，恒丰集团决定从
国外引进优质小麦,填补原料缺口。

洋浦位于泛北部湾中心地带，毗

邻国际主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支点的
优越地理位置非常便于进行国际贸
易。洋浦港是海南最重要物流港口
之一，同时也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对越边贸口岸和国家进境粮食指定
口岸和进口肉类指定口岸。洋浦目
前已建成泊位38个，万吨级以上泊
位26个，吞吐能力达8700万吨，开
通内外贸航线14条。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优质
小麦主要生产地的原料都是通过海
运的方式经过南海进入中国。”魏建
功表示，洋浦的地理位置优势对于公
司发展尤为重要。

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恒丰
集团的还有洋浦良好的营商环境。
2007年9月，洋浦保税港区经国务院
批准设立，成为我国第四个保税港
区；2012年，国务院批准调整开发区
范围，使其实际享受保税政策的面积
扩大到9.7平方公里。

在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方面，
洋浦将形成粮油、矿产品、石化、木材
等产业集聚，建设成为上述商品进入
国内的集散地。以粮食、矿产品、石
化等大宗商品交易为依托，先开展大
宗商品保税交割、现货交易，后探索
开展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成为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大宗商品交易场所。
2017年4月，洋浦凭借优越的区

位优势成功引进海南洋浦国际粮油
物流加工产业园项目，该产业园由内
蒙古恒丰集团建设，总投资25亿元，
占地面积518.23亩，是一个集贸易、
物流、加工、仓储、物联网为一体的粮
油现代物流综合体项目。

据介绍，海南洋浦国际粮油物流
加工产业园项目建成之后，年经营粮
油集散、储备、流通、加工、贸易产业
规模将达200万吨，预计年经营收入
约37.6亿元，年平均利润总额约为
2.1亿元。

构建物流节点，调剂供给需求，保证粮食安全

恒丰集团：扎根洋浦，绘制发展新蓝图

11 月 18 日上
午，海南洋浦国际
粮油物流加工产业
园项目，面粉生产
线投产暨码头中转
仓奠基剪彩仪式在
洋浦保税港区举
行。在洋浦经济开
发区相关领导以及
中国粮油学会领
导、国内粮油食品
行业知名院校、粮
油食品行业各企业
负责人等应邀嘉宾
的共同见证下，恒
丰集团董事长魏建
功和嘉宾一起按下
按钮，生产车间机
器轰鸣，全套瑞士
布勒面粉生产线正
式投料生产。

海南洋浦国际
粮油物流加工产业
园项目由内蒙古恒
丰集团建设，该项
目不仅是恒丰集团
实行南北呼应战略
“走出去”的重要一
步，也是促进与海
南粮食经营体制融
合，互利共赢的关
键布局。洋浦国际
粮油物流加工产业
园项目的进驻，将
为构建海南粮油产
业完整的物流、储
备、供给、生产体系
奠定基础，促进海
南粮食产业健康、
蓬勃发展。

“我刚参加工作就在粮食系
统，可以说一辈子都献给了粮食行
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恒丰集
团董事长魏建功的话语意味深长，
他表示，粮食行业并不好做，一头
连着农民，一头连着消费者，两边
都要顾及。这个行业成本高，但风
险相对较低，如果坚持做，还是可
以发展成百年企业。

时代引领发展的脚步,岁月铭
刻奋斗的足迹。从 1957 年建厂
到现在，恒丰集团专注做粮食，从
未涉及其他的行业。历经62年探
索和发展，如今的恒丰集团，已经
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陆续被评为中国小麦加工
50强企业、全国绿色食品示范企
业、全国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同时
也是全国面粉加工行业唯一的“中
华老字号”企业和首家“中国驰名
商标”获得者，并通过了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22000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双认证”。

魏建功坦言，在创业过程中，
也遇到过困难，也有不想干的时
候。“身边的人都觉得很奇怪，问
我为什么不干房地产、金融这些
能赚大钱的产业。我说，挣钱不
是我的目的，不如踏踏实实干一
番事业。”

62载春华秋实,铭刻了恒丰
集团的发展足迹，也见证了恒丰
集团的累累硕果。由恒丰集团生
产的“河套”牌面粉系列产品誉满
中华，“河套”牌雪花粉、手拉面等
系列产品荣获国家粮食局 2017
年度第一批“中国好粮油”产品称
号，“河套雪花粉”“河套富硒面
粉”等高档面粉的市场占有率居
全国同行业前列。销售网络覆盖
华北、东北、西北、华南、华东等地
130多个地区，产品也受东南亚等
国和地区青睐。

“首先，我们至少要做到百年
企业，把品牌在全世界打响，下一
步，我们要做世界的优质食品供应
商。”魏建功表示，此次在洋浦扎
根，也是为集团实行南北呼应战略

“走出去”打下基础。凭借洋浦的
区位优势，他对公司实现未来发展
目标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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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洋浦国际
粮油物流加工产业园项目的建成投
产，对提高海南省粮油岛内储备、提
升粮油产业发展、保障海南省粮食安

全具有重大意义。
一直以来，海南省粮食自给率

低，对外依存度高，近三分之二的粮
食要从省外调入，面临的压力很大，

海南省在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方
面下足功夫。海南洋浦国际粮油物
流加工产业园的成功入驻，将发挥
洋浦港航运枢纽的作用，通过海南
洋浦粮食储备库现代仓储物流平
台，从国外运大、小麦和玉米等粮食
补充省内缺口，为海南百姓带来了
绿色健康的口粮。

“洋浦国际粮油物流加工产业
园投产后，海南省的各大超市里都
可以买到我们的产品。”魏建功表
示，产业园将依托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的特殊政策以及洋浦港口型国
家物流枢纽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强粮食仓储
物流设施建设，发展大宗粮油商品
物流、仓储及贸易等业务，满足省内
对粮食和粮油制品的需求，特别是
中高端粮油产品消费需求，保证岛
内粮食供给。

2016年 11月，国家发改委、国
家粮食局联合发布《粮食行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提出，以“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为重点，支持企业开展水稻、玉
米、大豆和棕榈油等粮食作物规模
化生产、加工、储运等多种形式的跨
国经营。

为响应国家号召，该产业园项目
的建设投产运营将形成海南连接国
内外产销区的粮食供应通道、大型粮
食流通保障平台，为海南及东南亚地
区客户提供优质、专业的物流服务；
同时通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的
互补，将显著增强海南粮食市场的供
给和调控能力。

“产业园作为一个中转点，国内
粮食缺的时候，我们把国外的粮食
大批引进，加工后卖到内地，解决中
国百姓的吃饭问题，在国内粮食出
现卖粮难的时候，我们再把粮食加
工卖到国外。”魏建功表示，产业园
将合理利用国际市场进行品种调
剂，实现与国际粮食市场的有效对
接，进一步调节省内粮油供需，提高
我省供应保障能力。

把握机遇 让世界优质产品对接中国市场

科技驱动 引进高端设备生产优质口粮

11月18日上午，海南洋浦国际
粮油物流加工产业园项目面粉生产
线正式投产，随着30万吨粮食仓储
物流设施和年加工15万吨小麦的进
口生产线建成运营，以及30万吨粮
食码头周转仓的奠基，标志着海南洋
浦经济开发区作为全省粮油大宗商
品交易物流集散基地建设已经初具
规模。

据了解，海南洋浦国际粮油物流
加工产业园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建
设项目包括：年加工35万吨亚洲示
范无人工厂小麦进口生产线建设、30
万吨粮食储备物流设施建设、年加工
10万吨智能化管理的面条生产线建
设工程、5万吨植物油脂储备设施建

设工程、30万吨智能化管理的粮食物
流码头周转仓建设工程、年加工5万
吨波纹面生产线建设工程以及
12500平方米的生产服务中心。二
期工程建设包括：5万吨级粮食专用
码头建设工程、年精炼加工10万吨
植物油脂生产线建设工程、年加工20
万吨大米生产线建设工程、年处理10
万吨稻谷生产线建设工程、年加工5
万吨米粉生产线建设工程、三个标准
化的食品加工车间建设工程以及配
套职工宿舍。

走进面粉生产车间一楼，映入眼
帘的是庞大的生产设备和错综复杂
的管道，让人眼花缭乱。“我们的生产
线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清理，第二

部分是制粉，第三部分是配粉打包。”
据海南洋浦国际粮油物流加工产业
园项目生产总监唐书辉介绍，制粉车
间工程从清理到配粉打包都采用了
世界高端设备，是一条无人值守自动
化控制系统生产线。

科技创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战略支撑。在海南洋浦国际粮
油物流加工产业园项目面粉生产车
间里，到处都是科技的影子。据了
解，清理部分，该车间采用三次润麦
工艺，使用德国振动着水机和布勒着
水混合机，可以减少润麦时间和保证
润麦质量，提高研磨效果，减少微生
物和细菌生长。

在产品打包发放过程中，该车间

生产的成品采用自动包装机，自动缝
口，杜绝异物混入，并采用金属检测
和自动称重检测系统，保障食品安全
和计量的准确性。小包装机采用德
国产的小包装系统，设备性能稳定可
靠，无人员接触面粉，使食品安全和
质量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

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
高端设备和精湛技术成就了恒丰集
团的优质口粮。“下一步，等二期工程
建好后，我们计划要把深加工，往更
深层次、更高技术的方向走。”魏建
功表示，对于一家粮食企业来说，绿
色健康应该放在第一位，因此，恒丰
一定要用最高端的设备、最新的技术
打造原生态的、绿色安全的产品。

响应号召 服务岛内粮食供给

恒丰集团：

做世界的
优质食品供应商

建设中的海南洋浦国际粮油物流加工产业园项目。

恒丰集团董事长与嘉宾共同启动“面粉生产线项目”。

面粉生产车间。

恒丰集团产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