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黄羽肉鸡产业发展现状及
未来发展趋势

 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 

(2014.9.27  •  宁波)





一、家禽及黄羽肉鸡产业总体情况一、家禽及黄羽肉鸡产业总体情况



• 2012?(改2013数据）年家禽业产值6896亿元，
占畜牧业总产值的25%；禽肉产量和禽蛋产量
分别居世界第二和第一。

• 家禽业涉及4000多万养殖场户、7000多万从业
人员，攸关1.3亿人生计。

• 对解决“三农”问题、优化农业结构、促进社会
稳定占据重要地位。

• 从肉鸡出栏数量来看，黄羽肉鸡几乎与白羽肉
鸡相当，可占半壁江山。  

1、我国家禽业在全国畜牧业大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一、家禽及黄羽肉鸡产业总体情况



• 2013年，突发的人感染H7N9流感事件令整个家
禽业遭遇“飞来横祸”，行业损失惨重。 2014年
初，H7N9再次对家禽业造成第二波冲击，损失
进一步加剧。

• 在此期间，以活鸡销售为主的黄羽肉鸡行业，遭
受损失最为严重，所受影响也更为深刻。

2、2013年4月-2014年3月，行业遭“H7N9”重创受损。

一、家禽及黄羽肉鸡产业总体情况



• 在行业被迫大量减产、以及H7N9风波逐渐平息

的背景下，从2014年4月开始，黄羽肉鸡市场

行情逐渐恢复，鸡价不断上涨，至截稿日（9月

中旬），行情依然持续高位运行。

 3、2014年4月起至今，行情报复性上涨并持续高位运行。

一、家禽及黄羽肉鸡产业总体情况



• 对产品销售方式的影响：从活鸡交易向屠宰、加工上市方
向逐渐转化；

• 对消费方式的影响：产品销售方式转变，促使传统的饮食
文化习惯发生改变；

• 对行业整合的影响：中小企业的批量退出，也将加快行业
规模化、标准化进程；

• 对行业利益的影响：产品销售及消费习惯的转变，都需要
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结合国情不断的进行探索和

完善。在此过程中，行业不可避免要经历“阵痛”。

 4、“H7N9”将对行业发展轨迹产生深刻影响

一、家禽及黄羽肉鸡产业总体情况



二、黄羽肉鸡品种及分类介绍二、黄羽肉鸡品种及分类介绍



二、黄羽肉鸡品种及分类介绍

• 我国是世界上鸡品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

•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

畜禽遗传资源志（家禽志）》，其中收录鸡品种多

达116个。

1、黄羽肉鸡品种资源丰富



二、黄羽肉鸡品种及分类介绍

• 传统的饮食习惯，促使黄羽肉鸡品种被不断培育和改良，

新品种不断涌现。为指导和规范遗传资源的研究、选育等

工作，新品种（配套系）需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

的审（鉴）定才能进行推广：

截至2013年底，通过该委员会审（鉴）定、成为国家级遗传

资源的黄羽肉鸡新品种达到69个。其中：配套系40个，地

方鸡种28个，培育品种1个。

1、黄羽肉鸡品种资源丰富



二、黄羽肉鸡品种及分类介绍

根据不同的生长速度，协会将市场上各类型黄羽肉鸡大概分

为四种：

•快速型黄羽肉鸡；

•中速型黄羽肉鸡；

•慢速型黄羽肉鸡；

•蛋肉兼用型黄羽肉鸡

下面将逐一阐述：

 2、品种分类(按生长速度划分)



二、黄羽肉鸡品种及分类介绍

• 快速型黄羽肉鸡：出栏时间约在65天以内。与其它类型相
比，该类型黄羽肉鸡具有生长速度快、出栏时间短、料肉

比低、生产效率较高等优势，同时还具有其它类型所无法

比拟的大规模屠宰优势，产业链相对容易拉长，在当前政

府倡导交易手段由“活禽”转“冷鲜”的形势下，快速型黄羽
肉鸡的市场有扩大趋势。

代表配套系有：岭南黄鸡Ⅱ号、粤禽皇Ⅱ号、皖江黄鸡、皖

南青脚鸡、新广黄鸡、五星黄鸡、闽中黄麻鸡、凤翔青脚

麻鸡、凤翔乌鸡、申浦黄鸡等。

 2、品种分类(按生长速度划分)



二、黄羽肉鸡品种及分类介绍

• 中速型黄羽肉鸡：出栏时间在60-100天左右。其生长速度
和肉质感官介于快速型黄羽肉鸡和慢速型黄羽肉鸡之间，

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生产性能与鸡肉品质。中速型黄羽肉鸡

在西南等一些地区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

代表品种有：新兴黄鸡Ⅱ号、新兴矮脚黄鸡、新兴竹丝鸡3号、
新兴麻鸡4号、岭南黄鸡 I 号、京海黄鸡、墟岗黄鸡、江村
黄鸡、金陵麻鸡、金陵花鸡、金陵乌鸡、金陵黑凤鸡、湘

妃鸡、科朗黄鸡等。

 2、品种分类(按生长速度划分)



二、黄羽肉鸡品种及分类介绍

• 慢速型黄羽肉鸡：出栏时间一般在100天以上。慢速型黄鸡
单只饲养成本较高，以放养为主，肉质、口感、风味等感

官质量突出，价格高于其它类型。其主要市场为中高档餐

厅，或以活鸡、礼盒等形式进入家庭消费。与其他类型相

比，其生产效益相对稳定，但若遇到重大突发事件，特别

是遭遇市场长期低迷（如2013年人感染H7N9流感），亏
损程度则往往更大。

代表品种有：文昌鸡、清远麻鸡、固始鸡、大骨鸡、乌骨鸡、

广西黄鸡、广西麻鸡、振宁黄鸡、宁都黄鸡、金陵黄鸡、

参皇鸡、巨东回香鸡、桂凤鸡、雪山鸡系列、桂香鸡、鸿

光土鸡系列、古典鸡、凉亭鸡、黎村黄Ⅰ号、四明香鸡等。

 2、品种分类(按生长速度划分)



二、黄羽肉鸡品种及分类介绍

• 蛋肉兼用型：近年来，为了顺应市场对优质鸡肉和土鸡蛋
的需求，一些企业研发了蛋肉兼用型黄羽肉鸡。先产蛋一

年，鸡蛋可做为高档品牌土特产销售；淘汰时鸡的肉质口

感俱佳，再做为售价较高的优质老母鸡销售，可极大的增

加产品附加值，且有助于分散市场风险。

代表品种有：北京油鸡、三高青脚黄鸡3号、苏禽绿壳蛋鸡、
东乡绿壳蛋鸡、白耳黄鸡、卢氏鸡等。

 2、品种分类(按生长速度划分)



三、祖代、父母代、商品代养殖情况三、祖代、父母代、商品代养殖情况



三、祖代、父母代、商品代养殖情况

1 整体特点

2 种鸡存栏

3 雏鸡销售

4 毛鸡出栏



I. 祖代种鸡产能过剩，而父母代种鸡存栏则有较大幅度压缩；

II. 近两年的市场行情及企业盈利情况非常鲜明：

• 2013年以4月份为界（ 3月31日首例H7N9出现） ，后三个季度
与第一季度相比，降（减）幅十分巨大，可谓“冰火两重天” ；

• 2014年也以4月份为界（H7N9逐渐离开公众视野），第二、三
季度与第一季度相比，则表现为巨大的涨（增）幅 ， “冰火两
重天” 在这里同样适用。

III.　2013年商品代黄羽肉毛鸡出栏量同比下降超过10%；

1 整体特点



2007-2013年祖代在产黄羽肉种鸡年平均存栏量

祖代种鸡2 种鸡存栏



• H7N9事件给行业带来巨大损失，但对祖代种鸡的存栏规模影响不

大。2013年，全国祖代黄羽肉种鸡年平均存栏量约为137.96万套，

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5.53%。

• 总的来看，自2009年以来，祖代黄羽肉种鸡的存栏稳定在130-

140万套之间，上下变动幅度不大，年增减幅度在5%左右。

• 实际上，按照全国对黄羽肉鸡的年最大需求量为45亿只估计，我

国在产祖代黄羽肉种鸡年平均存栏量有122万套左右即可满足市

场需要。为促进行业更快更好发展，建议从全国范围内，适当缩

减祖代种鸡的存栏规模。

2 种鸡存栏 祖代种鸡



2014年1~8月，信息监

测企业的在产祖代种鸡

平均存栏量为120.71万

套（占全国比重

88.2%），与2013年同

期相比，同比小幅增加

0.53%。

2014年，祖代种鸡存栏

水平在保持稳定的同时，

也继续保持过剩状态。
2011年1月-2014年8月祖代种鸡月平均存栏量

（监测数据）

2 种鸡存栏 祖代种鸡



2007-2013年父母代黄羽肉种鸡年平均存栏量

父母代种
鸡

2 种鸡存栏



• 2013年，全国父母代黄羽肉种鸡年平均存栏量约为

3,628.62万套，与2012年相比，减少了6.11%。

• 总的来看，全国父母代黄羽肉种鸡年平均存栏量在2011

年最高，达到了4481.64万套。此后逐年递减，到2013

年，已减至2008年以来的最低存栏水平。

2 种鸡存栏 父母代种
鸡



2014年1~8月，信息监

测企业的在产父母代种

鸡平均存栏量为971.42

万套，与2013年同期相

比，同比减少11.86%。

2014年度父母代种鸡存

栏进一步压缩，月均存

栏水平已不足1000万套，

而过去几年的月均存栏

均在1000万套以上。2011年1月-2014年8月父母代种鸡月平均存栏量
（监测数据）

2 种鸡存栏 父母代种
鸡



父母代种鸡存栏量在2014年继续减少，且减幅超10%。

原因分析：

①前期行业产能过剩且受H7N9影响，企业亏损较大，通过减量来

拉动市场；

②产业规模的减少，与国家对冷鲜熟食等加工产品的大力推广，

及对活禽交易的监管力度加大也有着密切关系。

一些企业受制于产品及相关研发技术瓶颈，限制生产规模。

农业部16字方针：

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配送、冰鲜上市

2 种鸡存栏 父母代种
鸡



自农业部提出“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配送、冰鲜上市”16字方针

后，部分省区已发布相关政策。

•浙江：浙江省率先于今年5~6月份先后发布《浙江省活禽交易管理办

法》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设区市主城区家禽杀白上市

工作的通知》；

•广东：5月份在广州市四个城区试点冰鲜鸡上市。广东省还计划尽快

出台家禽管理办法，在全省设区的市全面推行冰鲜上市。

由于广东为黄羽肉鸡主要生产和消费区，因此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

将对黄鸡行业造成更加直接的影响；

2 种鸡存栏 父母代种
鸡



接下来，将看到的一组图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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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8月，信

息监测企业的父母

代雏鸡的销售总量

为2,628.32万套，

与2013年同期相比，

同比减少21.68%。

本年度父母代雏鸡

销售量走势与往年

明显不同，销量大

幅减少。
2011年1月-2014年8月父母代雏鸡月平均销售量

（监测数据）

3 雏鸡销售 父母代雏鸡销售量



2014年1~8月，信息监测

企业的父母代雏鸡平均

销售价格为6.44元/套，

与2013年同期相比，同

比下降6.18%。

本年度1-4月份，父母代

雏鸡价格呈现出与2013

年相反的趋势，4-8月份

则基本趋于一致。

去年H7N9报出后，另父

母代雏鸡价格有较大滑

落，此后始终保持低位。

2011年1月-2014年8月父母代雏鸡月平均销售价格
（监测数据）

3 雏鸡销售 父母代雏鸡销售价格



2014年1~8月，信息监

测企业的商品代雏鸡销

售总量为7.04亿只，平

均每月销售9,799.77万

只，与2013年同期相比，

同比减少16.79%。

本年度商品代雏鸡销售

量同比减幅较大，月均

销售量不足1亿只，而

过去几年的月均销量均

在1亿只以上。
2011年1月-2014年8月商品代雏鸡月平均销售量

（监测数据）

3 雏鸡销售 商品代雏鸡销售量



2014年1~8月，信息监

测企业的商品代雏鸡月

均销售价格为1.73元/只，

与2013年同期的1.74元

/只相比，基本持平。

近期商品代雏鸡价格维

持高位运行，8月份价

格为本年度最高，数月

来的价格走高，也拉动

了今年1-8月份的均价

与去年基本持平。

2011年1月-2014年8月商品代雏鸡月平均销售价格
（监测数据）

3 雏鸡销售 商品代雏鸡销售价格



4 毛鸡出栏

• 2013年，全国商品代黄羽肉雏鸡理论销售量为41.48亿只，

按93%出栏率测算，全国商品代黄羽肉鸡出栏量约为38.58亿

只。

• 按照黄羽肉鸡平均出栏体重为1.50千克/只计算，全国每年可

产黄羽鸡肉约376万吨（按全净膛率65%折算）。若按半净

膛率80%折算，则黄羽肉鸡产品产量近580万吨。

产量



接下来，将看到的一组图表是：

4 毛鸡出栏 商品代毛鸡价格



2014年1~8月，信息监测

企业的各类型商品毛鸡月

均销售价格为14.07元/千

克，与2013年相比，同比

大幅上涨15.91%。

本年度商品毛鸡价格先抑

后扬，1-3月份市场极度

低迷，价格处于冰点；4

月份起价格迅速上涨，并

连续数月维持在2011年监

测以来的最高价格水平。

2011年-2014年8月各类型商品毛鸡月均销售价格
（监测数据）

各类型毛鸡平均价格4 毛鸡出栏



2014年1~8月，信息监

测企业的快速型商品毛

鸡月均销售价格为

11.08元/千克，与2013

年相比，同比上涨

13.86%。

本年度价格走势与各类

型综合价格走势类似。
2011年-2014年8月快速型商品毛鸡月均销售价格

（监测数据）

快速型毛鸡价格4 毛鸡出栏



2011年-2014年8月中速型商品毛鸡月均销售价格
（监测数据）

中速型毛鸡价格4 毛鸡出栏

2014年1~8月，信息监

测企业的中速型商品毛

鸡月均销售价格为

13.17元/千克，与2013

年相比，同比上涨

19.09%。

本年度价格走势与各类

型综合价格走势类似。



2011年-2014年8月慢速型商品毛鸡月均销售价格
（监测数据）

慢速型毛鸡价格4 毛鸡出栏

2014年1~8月，信息监

测企业的慢速型商品毛

鸡月均销售价格为

17.94元/千克，与2013

年相比，同比上涨

14.95%。

本年度价格走势与各类

型综合价格走势类似。



4 毛鸡出栏

今年年初，我们对广东、广西、江苏、安徽、海南、湖南等地

2013年的黄羽肉毛鸡养殖效益进行了专项调研， 调研共涉及34

家大规模黄羽肉鸡企业。2013年，这34家企业的在产父母代黄

羽肉种鸡平均存栏量均在10万套以上，在行业或某区域内具有

一定话语权及代表性。通过对这些企业的调研结合分析，一定

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全行业毛鸡养殖效益情况。

毛鸡养殖效益



所调查的34家样本企业中，

有33家企业的毛鸡单只盈

利为负值，处于亏损状态，

只有1家企业的毛鸡单只盈

利为正值，为0.22元/只。

平均来看，每只毛鸡平均

亏损1.66元，其中，最高

亏损4.26元/只。

在过去两年所做的调研中，

2011年毛鸡养殖平均可获

得2.06 元/只的盈利，2012

年为0.68元/只。

 2013年34家样本企业黄羽肉毛鸡盈利水平
（专项调研）

毛鸡养殖效益4 毛鸡出栏



具体来看，只鸡盈利大于“0”的

企业仅1家；亏损的33家企业中，

只鸡亏损在0-1元、1-2元以及2

元以上的企业数量分别为11家、

10家、12家。

各企业单只毛鸡亏损之所以会

有较大差距，与我国黄鸡品种

多、各品种生产性能、销售途

径及消费方式不同等有直接关

系。

单只黄羽肉毛鸡平均盈利的企业分布
（监测数据）

毛鸡养殖效益4 毛鸡出栏



四、未来生产形势展望及几点建议四、未来生产形势展望及几点建议



四、未来生产形势展望及几点建议

1 形势展望

2 几点建议



1 形势展望

第一，交易方式将由活禽向冷鲜、冻品等加工品的方向过渡。

2012-2013年，我国黄羽肉鸡年出栏量在40亿只上下。其中，约85%

即34亿只是以活鸡形式进行交易的。人感染H7N9流感事件的发生，

令严重依赖活禽交易的黄羽肉鸡行业遭受最为惨重的损失。通过本次

事件，关闭活禽市场的呼声渐高，地方政府对活禽市场的管制逐渐加

强。虽然传统的饮食习惯不易改变，活禽交易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仍存在一定需求，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活鸡生产将不再是行业主

流，黄羽肉鸡交易方式将向冷鲜、冻品甚至更深层次加工产品的生产

方向过渡。



1 形势展望

第二，行业规模尤其是慢速型黄羽肉鸡的规模将缩减。

为适应交易方式的转变，建立与之相配套的速冻、保鲜禽类商品供应，

需要黄羽肉鸡企业延伸产业链。但考虑到不同类型黄羽肉鸡的差异性，

以及消费者对加工产品的接受程度，销售方式的转变恐怕难以在短期

完成。此外，最能代表黄羽肉鸡特点的慢速型黄羽肉鸡，一直以“高

成本、高售价”的生产、销售方式在运作。传统的毛色、体型等外貌

特征在消费者选购的过程中往往成为重要考虑因素。屠宰之后，原本

能代表品种优势的外贸特征都将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自身价值将无法

得到更好的体现。因此，在行业升级过程中，自身规模尤其是慢速型

黄羽肉鸡规模很可能将缩减。



1 形势展望

第三，行业发展模式逐渐升级，集约化、标准化进程将加快。

人感染H7N9流感发生之前，我国的黄羽肉鸡企业数量较多，但发展

水平及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根据协会调查了解，2013年，

大型黄羽肉鸡企业遭受重创，很多企业加大了对新产品的研发力度，

其生产模式也在积极寻求转变和创新；

另一方面，大量中小型家禽企业及养殖户受制于资金、技术等方面原

因，已陆续退出黄羽肉鸡养殖。这些因素在客观上促使行业向着集约

化、标准化生产的进程加速转变。



2 几点建议

第一，压缩祖代规模，产能规模需适度。

按照全国对黄羽肉鸡的年最大需求量为45亿只估计，再考虑到祖代和父母代

种鸡产能按40套/年和103只/年 进行倒推，我国在产祖代黄羽肉种鸡年平均

存栏量有122万套左右即可充分满足市场需要。

前文已介绍，我国祖代黄羽肉种鸡的年平均存栏从2009年以来就一直维持在

130万套以上，产能始终处于过剩状态，父母代雏鸡用作商品代的现象屡见

不鲜。2013年行情低迷，祖代种鸡平均产能水平降低，但全年祖代种鸡存栏

量依然较高，且比2012年增加了5.53%，2014年1-8月份继续小幅增加势头。

祖代种鸡存栏量的过剩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为促进行业更快更好发展，建

议从全国范围来看，适当缩减祖代种鸡的存栏规模。



2 几点建议

第二，“公司+农户”向“公司+基地”或“公司+家庭农场”等方向转变。

“公司+农户”模式是黄羽肉鸡行业中企业所采取的主要生产模式。该模式下，

不仅带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就业问题，且由于生产风险大都由公司所承担，因

此无论行情如何，农民的利益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可以说，该模式为促

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由于养殖门槛较低，公

司所签约农户的专业素质普遍不高，且在资金投入、养鸡设备、管理和技术

手段等方面都有很多欠缺，因此由于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行业潜在

风险增加。未来在传承和发展该模式的过程中，又能促进行业的健康和可持

续发展，提高行业门槛是关键，生产模式由“公司+农户”向“公司+基地”或

“公司+家庭农场”等方向转变则是必由之路。



2 几点建议

第三，加大对黄羽肉鸡加工产品和加工工艺的研发，促进行业升级。

活禽交易，一方面不利于疾病防疫，另一方面由于运输不便使得销售半径具

有较大局限性。黄羽肉鸡行业对活禽市场过度依赖，在2013年付出高昂代价。

人感染H7N9流感发生后，国家加大了对畜禽生产和屠宰的监管。我国黄羽

肉鸡市场上，目前冷鲜冻鸡产品只占15%左右，深加工产品几乎没有。在这

种形势下，行业需加大对黄羽肉鸡加工产品和加工工艺等方面的研究，从而

有效提高黄羽肉鸡屠宰上市的比率和产品附加值，最大程度的规避市场风险，

促进行业升级及健康可持续发展。此外，由于黄羽肉鸡产品的区域性特色一

直都是“卖点”所在，在开发新的加工产品和加工工艺的同时，如何继续保留

和应用这种优势，也是行业需要攻克的难题。



2 几点建议

第四，规范黄羽肉鸡品种管理，加大优势品种推广。

种质资源丰富是我国黄羽肉鸡行业的一大优势，但目前的情况是品

种众多但分类标准杂乱，因此建议：第一，明确各品种的分类信息，

根据不同类别制定不同的生产标准，以指导行业有序发展；第二，

加强对黄羽肉鸡优势品种的推广。对于国家级审（鉴）定品种、省

级审（鉴）定品种、以及未审（鉴）定品种，在实际生产和发展中

应有所侧重，以凸显优势品种价值。



1、食品安全：决定企业生存
2、环境保护：成为发展路上的巨大限制
3、生物安全：养殖者对整个药物的应用能力
4、疫病问题：重视、防重于治
5、生产与消费者的沟通和互动
6、企业品牌：不只是产品品牌
7、产业的宣传：与大众媒体沟通，进行科学和理性宣传
8、总量控制：盲目投资扩张、产销失衡
9、经济合作、打造财富共同体
10、科技服务业：托管服务、人才等
11、突发事件处理：多元发声

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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