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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亚和讯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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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看微观

从历史看未来

从世界看中国

从独立第三方的角度

观察 思考 服务

博亚和讯:

成立于2005年，基

于对中国产业和市

场的深刻理解和认

识，致力于对畜牧

业和饲料工业的产

业研究、市场分

析，提供信息和数

据服务，以及企业

发展咨询服务。

马闯:

1990-1998,

农业部畜牧兽医司

1998-2001,

中牧集团

2001-2007,

荷兰海波罗公司

2007-2011,

中国畜牧业协会; 

2012-今,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北京博亚和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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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与事实

二，挑战与应对

三，趋势与目标

提纲



世界最大的肉类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

2012年我国成为全部肉类的净进口国

资料来源：统计局，海关总署，FAO，博亚和讯分析

国内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出进口差 表观消费量 人口 年人均消费量 日人均消费量 比例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亿 公斤/人 克/人 %

猪肉 5,342    136      37       -99    5,441      13.54 40.2 110.1 63.8%

禽肉 1,823    52       19.8     -32    1,855      13.54 13.7 37.5 21.7%

牛肉 662      8        2.4      -6     668        13.54 4.9 13.5 7.8%

羊肉 401      12       9.8      -3     404        13.54 3.0 8.2 4.7%

其他 163      163        13.54 1.2 3.3 1.9%

合计 8,391    209      69       -140   8,531      63.0 172.6 100.0%

国内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出进口差 表观消费量 人口 年人均消费量 日人均消费量 比例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亿 公斤/人 克/人 %

猪肉 5,299    311      26       -285   5,584      13.8 40.5 110.9 62.6%

禽肉 1,888    59       45.8     -13    1,901      13.8 13.8 37.7 21.3%

牛肉 717      60       1.3      -59    776        13.8 5.6 15.4 8.7%

羊肉 459      22       0.5      -22    481        13.8 3.5 9.5 5.4%

其他 177      177        13.8 1.3 3.5 2.0%

合计 8,540    452      74       -378   8,918      13.8 64.6 177.1 100.0%

2016年肉类消费平衡表

2012年肉类消费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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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统计局，农业部，博亚和讯分析

粮食减产

粮食减产 猪蓝耳病

仔猪腹泻
政策/消费

肉类产业总体进入稳定增长期
未来主要是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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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统计局，农业部，博亚和讯分析

禽蛋产业总体进入平台期
多元化生产和消费的格局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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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统计局，FAO，博亚和讯分析

奶酪产量 原奶产量 比例
世界 2265 80165 28%
中国 25.2 4220 6%
新西兰 32.5 2131 15%
荷兰 77.2 1273 61%
美国 558 9346 60%
2014,FAO

国内奶类产量总体处于停滞期
产品结构单一的缺陷成为发展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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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统计局，海关总署，博亚和讯分析

牛肉和羊肉进口量分别占国产量的8.4%和5.2%

猪肉和禽肉是互补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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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AO，博亚和讯分析

动物产品消费方面
中国与世界的真正差距就在奶类



营养物质摄入结构需要调整
重新平衡动物蛋白和植物脂肪摄入比重

增加动物蛋白的摄入比例
减少动物脂肪的摄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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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新格局
产量基本都到了平台期，结构调整将是主旋律

 肉类：产业结构调整中，家禽业增长空间最大
• 生猪产业将撑起肉类生产的半壁江山，但增长速度将

明显放缓；
• 牛羊肉供应严重不足，且受资源短缺限制，只能保证

刚性需求群体和穆斯林的最低消费需求；
• 家禽业将拥有更大的扩展空间，成为平衡肉类消费需

求的唯一力量；
 禽蛋产业总体进入平台期，多元化生产和消费的格局已
经形成。需着力发展品牌化、功能化和深加工，以及注
重生产和加工的过程管理；

 奶类发展遭遇瓶颈，产品品种单一的缺陷完全显现。
 饲料工业的总量增长已进入稳定期，根据畜牧生产需要

而进行结构调整，正处于从生产型到优质型、功能型过
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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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牧业进入转型期攻坚阶段

面临的三力：
 约束性法规和政策的反制力；

 消费需求提升的推动力；

 产业高速运转产生的离心力

和三断：
 从农场到餐桌的产品流在屠宰加工阶段断裂；

 消费者意见反馈的信息流同样在屠宰加工环节断裂；

 生猪生产过程中，粮食-肉-粪-肥-粮食的生物流在

粪到肥的环节断裂。



适度发展区：
• 猪肉产量262万吨，占全国4.6%，

资源丰富、基础薄弱；
• 主要任务：引导大企业建设养殖

基地；坚持农牧结合；发展优质
高端特色猪业

重点增长区：
• 猪肉产量2167万吨，占全国38.2%；传统主产

省，是生猪供给的核心区域。
• 主要任务：加强粪便综合利用，提高规模化、

标准化、产业化、信息化水平；推进“就近屠
宰、冷链配送”经营方式。

约束发展区：
• 猪肉产量2188万吨，占全国38.6%；人口密集，

产销量大，水治理任务重。
• 主要任务：适度规模化标准化，提升设施装备

水平；压缩屠宰企业数量；促进粪便综合利用。

“十三五”中国生猪区域布局

适度发展区

约束
发展区

潜力增长区：
• 猪肉产量1054万吨，占全国18.6%；增长潜力

大，一批产业龙头在该区域建基地；是增量的
主要区域。

• 主要任务：建设一批高标准种养结合基地，做
大做强屠宰龙头，提升冷链配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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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生猪养殖十三五规划，博亚和讯制图

反制力：综合考虑资源配置和环境承载能力
生猪产业“纺锤形”布局



养猪业-失衡的供过于求

68%
热鲜肉

17%
冷鲜肉

15%
熟食及深加工产品

热鲜肉统治市场-决定生猪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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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低效产能；

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产品品质；

优化产品结构。

品牌放心可靠；

产品质量稳定；

口味丰富多样；

购买便利快捷；

价格合理适中。

企业目标：

有效供给

消费者需求：

推动力：消费需求提升促进供给侧结构调整
安全，健康，美味，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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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力：大规模企业扩张迅速，产业集中
度提升，散养户加速退出

企业 2015年出栏 2016预计出栏 增幅

温氏股份 1535 1750 14%
正大集团 300 500 67%
中粮肉食 230 350 52%
牧原食品 192 300 56%
雏鹰农牧 172 250 45%
正邦科技 158 230 46%
天津宝迪 100 200 100%
广西扬翔 80 150 88%
新希望六和 87 100 15%
金新农 1.96 85 4237%
天邦集团 42 60 45%
大北农 18 50 178%
海大集团 10 50 400%
天康生物 5 30 500%
龙大肉食 10 28 180%
唐人神 18 25 39%
罗牛山 16 20 22%
新五丰 11 20 84%
铁骑力士 15 20 33%
正虹科技 5.17 10 93%
合计 3006 4228 41%

20家统计企业出栏总量4228万头，出栏平均增幅在40%左右（包括新增产能和存量产
能并购整合），未来10年企业目标规划产能达2亿头，目标规模比重有望达25%以上。

 据博亚和讯调查并测算：

 2016年一条龙、大企业养殖量增幅在30-40%；

 规模化养殖场数量与饲养量持平或略增（0~5%）；

 散养户（年出栏500头以下）受拆迁与关停影响最大，

减少较多，养殖量下降10%-15%。



生猪繁育

与养殖

屠宰与加工

批发零售及消费

信
息
流

产
品
流

三断：为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生产
产品流和信息流均在屠宰加工环节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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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西式的生产体系和产品标准与中国传统消费习惯

差异化产品-来自于差异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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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0% 

4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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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AO，博亚和讯

1，平衡的政策体系
食品安全和生态优先抬高了准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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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博亚和讯

产能结构调整：泳池管理方案



增加优质产能的途径：菱形发展战略

食品安全

管理、防疫、效率

标准化规模养殖：设备的标准
化是门槛

养殖行家，有一定规模，
设备房舍简陋

低质低价饲料

生产效率低下

自给自足

农民生计

食品安全

粮食安全

环境保护



增强产业链稳定性：沙漏式产业链管理

养殖

生猪屠宰和加工

批发与零售

饲料、疫苗、设备等上游供
应商

种猪繁育企业

生猪

技术密集型

服务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养殖用地紧张；
-资金短缺，融资渠道和方式无创新；
-劳动力长期短缺局面出现；
-环保压力长期存在，成本增加，消化和分摊需要时间
-效率和模式是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点；
-社会化/专业化服务有更大的需求和发展空间。

- 原材料价格涨跌互现
- 饲料成本基本稳定；
- 种畜禽价格普遍较高；
- 综合成本同比变化不大

- 迫切需要基于全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技术解决方案。

- 供给侧改革的总装车间；
- 推动改变传统消费方式，夯实
产业迁徙的基础；
- 政策法规的集中关注点，短期
内没有大的，系统性改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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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业集中度提高-内收型发展
养殖业稳定度提高-增强型发展

产业链规模/集中度 产业链利润率

上游投入品：
集中度高
技术密集型

养殖：
集中度底
服务密集型
组织创新

下游加工销售：
集中度高
资本密集型

养殖：
单位利润率低
最求规模效益
高度稳定性

上游投入品：
单位利润率高
技术支持养殖

下游加工销售：
单位利润率高
产品创新
品牌创立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