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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决定，现将花生期货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

指定交割厂库、指定质检机构和交割费用标准等事项公告如

下： 

一、交割区域和地区升贴水 

基准交割地为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的车（船）

板交割服务机构和指定交割厂库的地区升贴水均为 0元/吨。 

二、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 12家 

河南省：河南长领食品有限公司、正阳新地食品工业有

限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濮阳皇甫国家粮食储

备库、河南镇平国家粮食储备库。 

山东省：中粮食品（山东）有限公司、益海嘉里（兖州）

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费县中粮油脂工业有限公司、菏泽市粮

油中转储备库、乳山市金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嘉里花

生油有限公司。 

河北省：河北永安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三、指定交割厂库 11 家 

河南省：河南正康粮油有限公司、开封龙大植物油有限

公司、河南丰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省：中粮食品（山东）有限公司、益海嘉里（兖州）

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青岛嘉里花生油有限公司、中粮艾地盟

粮油工业（菏泽）有限公司、费县中粮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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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天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玉皇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省：益海（石家庄）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上述指定交割厂库仓单额度见附件 1，可根据市场情况进

行调整。 

四、指定质检机构 2 家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青岛）有限公司和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河南有限公司。 

五、交割相关费用标准 

（一）标准仓单仓储费标准 

指定花生交割厂库收取仓储费用标准为 0.6 元/吨·天。 

（二）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出入库等服务费标准 

入库费 15元/吨，出库费 15元/吨，配合检验费 10 元/

吨，临储费 0.6元/吨·天。上述车（船）板交割服务费由

卖方客户根据实际发生情况直接交付给车（船）板交割服务

机构。 

（三）质检项目及收费标准 

花生出库时，客户可针对检验项目中的一个、多个或全

部指标提出质检申请，相关费用由争议申请方预付，争议过

错方承担。具体检验项目和收费标准见下表。 

花生质检项目及收费标准 

检测项目 单项费用（元） 

色泽、气味 150 

杂质 300 

水分 150 

酸价 200 

霉变粒 150 

筛上筛下率 150 

粗脂肪（含油率）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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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50 

其他卫生指标 按质检机构收费标准计收 

注：每 30 吨抽一个样，不足 30 吨按 30 吨计，抽包率 5%，样品量不少于 5

千克。 

以上花生期货交割业务相关事项自 2021年 2 月 1日起

实施。 

特此公告。 

 

    附件：1.花生期货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及指定交割 

厂库基本情况 

      2.指定花生期货质检机构联系表 

 

郑州商品交易所 

2021 年 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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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花生期货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及 

指定交割厂库基本情况 

 

一、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基本情况如下： 

（一）中粮食品（山东）有限公司 

编号：2301 

简称：中粮山东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经济开发区文昌路 66号 

联系人：范强 

联系电话：15098100107 

传真：0631-3627555 

电子邮箱：fanqiang3@cofco.com 

邮编：264400  

升贴水：0 元/吨 

（二）费县中粮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编号：2302 

简称：中粮费县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城站北路 1 号 

联系人：咸立刚 

联系电话：0539-5016068 

传真：0539-501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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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gejinli@cofco.com 

邮编：273400 

升贴水：0 元/吨 

（三）益海嘉里（兖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编号：2304 

简称：益海兖州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益海路 1 号 

联系人：齐东春 

联系电话：13518658000 

传真：0537-3126303 

电子邮箱：qidongchun@cn.wilmar-intl.com 

邮编：272100 

升贴水：0 元/吨 

（四）菏泽市粮油中转储备库 

编号：0102 

简称：菏泽粮库 

地址：山东省菏泽市长江东路 7118 号国家粮食储备库 

联系人：王中师 

联系电话：13805309290 

传真：0530-5967760 

电子邮箱：Yt_wjb@163.com 

邮编：2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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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贴水：0 元/吨 

（五）乳山市金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编号：2312 

简称：乳山金果 

地址：山东省乳山市市区惠州路 66 号 

联系人：徐晓成 

联系电话：13863018011 

传真：0631-6681034 

电子邮箱：411196759@163.com  

邮编：264500 

升贴水：0 元/吨 

（六）青岛嘉里花生油有限公司 

编号：2303 

简称：青岛嘉里 

地址：青岛市开发区前湾港路 99号 

联系人：郝伟琳 

联系电话：0532-86827195 

传真：0532-86828969 

电子邮箱：haoweilin@cn.wilmar-intl.com 

邮编：266555 

升贴水：0 元/吨 

（七）河南长领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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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313 

简称：河南长领 

地址：河南省民权县 310 国道东段北侧 

联系人：张显朝 

联系电话：13103708888 

传真：0370-8514360 

电子邮箱：469980319@qq.com 

邮编：476800 

升贴水：0 元/吨 

（八）正阳新地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编号：2314 

简称：正阳新地 

地址：地址：正阳县新地春天 13-A05 

联系人：甘万祥 

联系电话：18903812304 

传真：0396-8855668 

电子邮箱：ganwanxiang@zyxindi.onaliyun.com 

邮编：463600 

升贴水：0 元/吨 

（九）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编号：2315 

简称：开粮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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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乡杏花营村 

联系人：袁世峰 

联系电话：0371-25996025 

传真：0371-25996025 

电子邮箱：kflsjt@126.com 

邮编：475000 

升贴水：0 元/吨 

（十）濮阳皇甫国家粮食储备库 

编号：0109 

简称：濮阳皇甫 

地址：河南省濮阳市黄河路西段 

联系人：王照峰 

联系电话：13839390880 

传真：0393-8998052 

电子邮箱： 907618872@qq.com 

邮编：457000 

升贴水：0 元/吨 

（十一）河北永安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编号：0103 

简称：藁城永安 

地址：石家庄市藁城区永安路 18号 

联系人：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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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311-88199837 

传真：0311-88199092 

电子邮箱：769800995@qq.com 

邮编：052160 

升贴水：0 元/吨 

（十二）河南镇平国家粮食储备库 

编号：2316 

简称：镇平国储 

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工业园区航天北路 39号 

联系人：魏付春 

联系电话：15637701800 

传真：0377-61598229 

电子邮箱：429432774@qq.com  

邮编：474200 

升贴水：0 元/吨 

二、指定交割厂库基本情况如下： 

（一）中粮食品（山东）有限公司 

编号：2301 

简称：中粮山东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经济开发区文昌路 66号 

联系人：范强 

联系电话：150981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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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631-3627555 

电子邮箱：fanqiang3@cofco.com 

邮编：264400 

仓单额度：4500吨 

日最低发货量：450 吨 

升贴水：0 元/吨 

（二）费县中粮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编号：2302 

简称：中粮费县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城站北路 1 号 

联系人：咸立刚 

联系电话：0539-5016068 

传真：0539-5016025 

电子邮箱：gejinli@cofco.com 

邮编：273400 

仓单额度：4500吨 

日最低发货量：450 吨 

升贴水：0 元/吨 

（三）青岛嘉里花生油有限公司 

编号：2303 

简称：青岛嘉里 

地址：青岛市开发区前湾港路 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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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郝伟琳 

联系电话：0532-86827195 

传真：0532-86828969 

电子邮箱：haoweilin@cn.wilmar-intl.com 

邮编：266555 

仓单额度：4500吨 

日最低发货量：450 吨 

升贴水：0 元/吨 

（四）益海嘉里（兖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编号：2304 

简称：益海兖州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益海路 1 号 

联系人：齐东春 

联系电话：13518658000 

传真：0537-3126303 

电子邮箱：qidongchun@cn.wilmar-intl.com 

邮编：272100 

仓单额度：4500吨 

日最低发货量：450 吨 

升贴水：0 元/吨 

（五）中粮艾地盟粮油工业（菏泽）有限公司 

编号：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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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中粮艾地盟 

地址：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长江东路 7058号 

联系人：徐艳伟 

联系电话：15698195925 

传真：0530-5160966 

电子邮箱：xuywzz@126.com 

邮编：274000 

仓单额度：4500吨 

日最低发货量：450 吨 

升贴水：0 元/吨 

（六）青岛天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编号：2306 

简称：青岛天祥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南村镇郭庄三城路 86-1 号 

联系人：孔德程 

联系电话：0532-82328889 

传真：0532-82320687 

电子邮箱：txzwy@tianxianggroup.cn 

邮编：266737 

仓单额度：4500吨 

日最低发货量：450 吨 

升贴水：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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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山东玉皇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编号：2307 

简称：山东玉皇 

地址：山东省莒南县南环路中段 

联系人：刘京现 

联系电话：13589663375 

传真：0539-7210203 

电子邮箱：liujingxian@chinayuhuang.com 

邮编：276600 

仓单额度：3000吨 

日最低发货量：300 吨 

升贴水：0 元/吨 

（八）河南正康粮油有限公司 

编号：2308 

简称：河南正康 

地址：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工业集聚区 

联系人：周卉 

联系电话：18203960618 

传真：0396-2157999 

电子邮箱：962583987@qq.com 

邮编：463100 

仓单额度：3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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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低发货量：300 吨 

升贴水：0 元/吨 

（九）开封龙大植物油有限公司 

编号：2309 

简称：开封龙大 

地址：开封经济开发区黄龙园区纬七路 17号 

联系人：杨维勇 

联系电话：13353837887 

传真：0371-27880777 

电子邮箱：yangwy@longda.cn 

邮编：475100 

仓单额度：3000吨 

日最低发货量：300 吨 

升贴水：0 元/吨 

（十）益海（石家庄）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编号：2310 

简称：益海石家庄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良村经济技术开发区扬子路东段 

联系人：王振涛 

联系电话：18031368080 

传真：0311-85158922  

电子邮箱：wangzhentao@cn.wilmar-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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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052165 

仓单额度：3000吨 

日最低发货量：300 吨 

升贴水：0 元/吨 

（十一）河南丰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编号：2311 

简称：丰盛农业 

地址： 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产业聚集区永济大道西段路

北 1 号 

联系人：纪洪涛 

联系电话：15139254468 

传真：0392-5768888 

电子邮箱：371511532@qq.com 

邮编：456200 

仓单额度：3000吨 

日最低发货量：300 吨 

升贴水：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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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指定花生期货质检机构联系方式 

 

一、通标标准技术服务（青岛）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143号通标中心 

联系人：李正 

联系电话：18653218118  0532-68999565 

电子邮箱： Eastar.li@sgs.com 

邮编：266101 

二、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民航路 17 号  

联系人：荣利彬 

联系电话：15225167374  0371-55196712 

电子邮箱： ronglibin@ha.ccic.com 

邮编：45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