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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黄牛文化 

    普及黄牛科技 

        形成黄牛产业 

            振兴黄牛经济 

中国牛业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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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畜牧业产业发展规划 

 

《全国肉牛优势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 

《畜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全国节粮型畜牧业发展规划(2011-2020)》 

《全国草食畜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规划》提出了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缺乏专用肉牛品种，高档牛肉少 

基础母牛存栏量低，牛源不足。 

产业链短，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仍然较弱 

农业部办公厅文件 
农办牧〔2011〕52号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节粮型畜牧业发展规划
（2011-2020年）》的通知 

“十三五”时期，我国肉牛业发展空间广阔，
是扩量提质的关键转型期。 

国家行业发展规划 



2016/10/9 

《规划》指出了产业发展的方向： 

 

健全优质肉牛良种繁育体系 

完善肉牛标准化饲养技术体系 

建立优质安全饲草料供应体系 

构筑和完善肉牛产业链体系 

发展肉牛产业的意义 

 

肉牛业作为节粮型畜牧业，在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缓解粮食供求

压力、丰富居民膳食结构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国家行业发展规划方向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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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草食畜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十三五”时期肉牛业发展主要目标 

指标 2015 2020 年均
增速 

累计 
 

牛肉产量（万吨） 700 800 2.8
% 

肉牛平均胴体重（千克） 140 145 5 

肉牛年出栏50头以上规模养殖比重（%） 27.5 45 17.5 

肉牛规模养殖场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50 7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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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应肉牛产业发展趋势和内在

规律，以提高个体牛肉产量和牛肉品质为主攻方向，强化育种

规划和指导，明确各主要牛种的育种方向，夯实品种登记、生

产性能测定和疫病监测净化等育种基础，建立主要品种核心种

子母牛场，提高种公牛站制种和推广良种能力，健全基层人工

授精服务网络，有计划地组织杂交改良工作，逐步完善肉牛良

种繁育体系，促进肉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2011-2025 年） 

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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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 

到2025年培育5-8个肉牛新品种，品种登记覆盖到主

要品种，实现全部肉牛种公牛的生产性能测定和遗传评

估，青年公牛后裔测定率达到50%以上，引进品种采精公

牛自给率达到80%以上，冷冻精液基本普及推广，肉牛屠

宰胴体重提高15%-20%，奠定肉牛业发展的优良种源基础

。 

   （2011-2025 年） 

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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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 

1. 制定遴选标准，严格筛选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开展联

合育种，作为开展肉牛育种和提供优秀种公牛的主体力量。 

2. 在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开展种牛登记，建立健全种牛系

谱档案，完善育种信息记录制度。 

3. 规范种牛生产性能测定、青年公牛后裔测定、种牛健康

状况和遗传评估，获得完整、可靠的生产性能记录，作为选种

育种的依据。 

4. 充分合理利用现有育种基础，科学规划，制定选育技术

方案，培育肉牛新品种。 

   （2011-2025 年） 

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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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1．用于种公牛培育的肉牛生产性能测定数量年均达到8000

头，到2025年测定总数超过10万头。 

2．每年新增主要品种登记牛5000头，2025年在群总数达到6

万头以上。 

3．在开展疫病监测净化的基础上，通过生产性能测定、个

体选择、后裔测定，年选择优秀种公牛400头以上，其中通过后

裔测定的验证公牛200头以上。 

4．到2025年，北方地区肉牛屠宰胴体重提高15%，南方地区

肉牛屠宰胴体重提高20%。 

   （2011-2025 年） 

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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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与协调 

（二）强化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和种公牛站管理 

（三）加大遗传改良计划实施的资金支持力度 

（四）加强宣传培训与国际交流 

 

   （2011-2025 年） 

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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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发展草牧业，支持青贮玉米和苜蓿等饲草料种

植，开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试点，促进粮食、经济作物、

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 

草牧业与粮改饲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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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 2015.5. 4 

 

 关于促进草食畜牧业的   

  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在农区、牧区以及垦区 

    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农村 

    改革试验区，开展草牧业 

    发展试验试点。 

    

 

农业部.农发〔2015〕2号 

 

    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 

  农业结构的指导意见 

 
        

    

   —充分挖掘饲草料生产潜力， 

   大力发展草牧业，形成粮草 

   兼顾、农牧结合、循环发展 

   的新型种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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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耕地及水 
（粮经作物、
饲料作物、人

工草地） 

草 山 草 坡
（修复及补播） 

健康养殖 
（生态及可

持续） 

粪污处理 
(生物有机肥) 

科技支撑 
（人才队伍） 

产品质量 
（绿色、有

机） 

资金支持 
（多方融资） 

资源合理配置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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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健康养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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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通辽围栏育肥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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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国肉牛产业素质稳步提升，全国散养户比重持续下降，适度规模化及标

准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产业模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肉牛养殖更加注重种养结合的生

产方式。 

       （2）我国肉牛与发达国家差距显著。相比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肉牛屠宰胴体

重低出近100千克，养殖成本却高出1倍以上，严重影响了我国肉牛产品的竞争力。 

       （3）走私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与暴利诱惑是牛肉走

私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肉牛行业现状 肉牛行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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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4年末全国肉牛存栏总数变化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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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4年我国肉牛规模化养殖的变化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全国散养户比重持续下降，同比减少2.7%。适

度规模化养殖比重继续稳步扩大，2014年50头以上的养殖户出栏肉牛

总数占全国年总出栏数的27.6%。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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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4年末全国肉牛出栏总数变化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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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5年末全国牛肉产量变化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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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肉牛存栏数位于前十的省份排名相对稳定，且部分省份存栏数

增长明显，前十名存栏总数同比增长达132.3万头，约占总增长数的65.4%，

其中四川省增长幅度为全国最大。 

2014年末全国肉牛存栏数前10名 

省份 名次 
上一年名
次 

区域划分 
存栏量 同比净增量

（万头） （万头） 
云南 1 1 西南 681.3 22.4 
河南 2 2 华中 626.6 16.5 
四川 3 3 西南 529.4 41.5 
西藏 4 4 西南 467.5 0 
青海 5 5 西南 427.1 3.5 
吉林 6 7 西北 423.8 15.2 
甘肃 7 6 东北 401.8 -0.3 
内蒙古 8 8 华北 388.3 18.4 
山东 9 9 华中 339.8 14.8 
辽宁 10 10 东北 323.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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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栏头数前十名地区中山东、内蒙古、云南等省的肉牛出栏头数有所减少，

近几年前十名排位变动不大，在全国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肉牛输出带。 

省份 名次 
上一年
名次 

区域划
分 

出栏量
（万头） 

同比净
增量

（万头） 

河南 1 1 华中 546 10.5 

山东 2 2 华东 440.8 -2.6 

河北 3 4 华北 336.8 16.6 

内蒙古 4 3 华北 320.6 -4.7 

吉林 5 5 东北 299.6 2.6 

辽宁 6 7 西南 287.3 11.6 

云南 7 6 东北 283.3 -3.9 

四川 8 9 西南 278.7 14 

黑龙江 9 8 东北 263.6 7.4 

新疆 10 10 西北 239.4 9.1 

2014年末全国肉牛存栏数前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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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所示，前十名牛肉产区只有河南省产量下降，减少1.6万t。

其他省份均略有增加，排名顺序与上年保持不变。 

省份 名次 
上一年名

次 
区域划分 

牛肉产量 同比净增
量（万t） （万t） 

河南 1 1 华中 82.1 1.5 
山东 2 2 华东 66.6 -1.3 
河北 3 3 华北 54.5 2.2 

内蒙古 4 4 华北 52.4 0.6 
吉林 5 5 东北 46 1 
辽宁 6 6 东北 42.8 -0.4 

黑龙江 7 7 东北 40.6 0.9 
新疆 8 8 西北 39.2 1.4 
云南 9 9 西南 33.6 1.8 
四川 10 10 西南 33.4 2.3 

2014年末全国肉牛存栏数前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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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口牛肉: 

进口牛肉总计47.3万吨，同比增长58.7%。进口国主要是澳大利亚、乌拉圭、新西

兰、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哥斯达黎加、智利、匈牙利等国家。来源为澳大利亚，新

西兰，乌拉圭。 

（2）进口种牛及其冻精: 

来自于美国、加拿大、法国、瑞典、德国、罗马尼亚、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

国家。 

（3）出口牛肉： 

出口牛肉总计0.3万吨，较2014年减少约50%，主要出口地区为亚洲、中东和非洲

等，包括吉尔吉斯斯坦、香港、朝鲜、马来西亚、科威特、约旦、巴勒斯坦、俄罗斯联

邦、澳门、以色列、巴哈马等国家和地区。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我国牛肉总产量与进口量逐年增加，且出口量逐年减少，

2015年我国冷鲜牛肉已无出口，牛肉净进口量达47万吨，同比增长60.9%，揭示了国内

牛肉消费市场需求旺盛，供求压力持续加大的客观事实。  

2015年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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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5年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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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进口国外鲜冷、冻牛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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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进口国外鲜冷、冻牛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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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5年我国牛肉价格走势图 



2016/10/9 

 2006-2014年我国表观人均牛肉消费量变化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2014年我国表观人均牛肉消费量为5.28千克/人，同比增

长2.5%，比2006年增长21.4%。牛肉消费量连续六年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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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家多方位强化政策扶持力度，政策综合配套性有待强化 

3.2 国内肉牛养殖成本高于肉牛主要出口国 

3.3国内肉牛生产效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3.4 规模企业兼并重组势头强劲 

3.5 国内肉牛产业进入转型实质性阶段，“粮改饲”时代来临 

3.6 国家对于牛肉走私的查处力度继续加大，但牛肉走私利益 

3.7 肉牛产业模式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2015年我国肉牛产业特点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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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于国内资源禀赋不足，我国肉牛养殖成本长期居于高位，且明显

高于肉牛主要出口国，以澳大利亚为例，中澳自贸协定签署之后，自

2015年12月21日起我国进口澳洲活牛的关税降到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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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肉牛养殖成本高于肉牛主要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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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肉牛屠宰胴体重长期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暴露出肉牛生产效率较低

的问题。 

国内肉牛生产效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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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恒都牛业为例，公司于2014年收购澳大利亚两家屠宰工厂，这两

个工厂日均屠宰量2500头，50%以上的牛肉产品远销澳洲海外，据有关

媒体报道，收购其中一家的对价为2500万澳元。公司又于2015年布局

南美洲乌拉圭肉制品加工基地和一家冷链肉制品加工厂，并开始运作借

壳新大洲A上市。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上海梅林、得利斯、新希望在内的

近10家上市企业2015年先后涉足或者强化牛肉业务。可以看出，随着国

内牛肉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社会资本注入肉牛行业的势头也愈发强劲，

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规模化肉牛企业跨境并购的大潮已全面

开启。 

规模企业兼并重组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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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国家大力倡导种养结合的养殖模式，提出支持青

贮玉米和苜蓿等饲草料的种植，开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试点，

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这一举措，

标志着我国即将步入“粮改饲”时代，是国家粮食安全观念的重

大革新，有助于优化牛产业的基础结构，也为牛产业等节粮型畜

牧业的持续发力提供了重要支撑。 

牛产业进入转型实质性阶段 
“粮改饲”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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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5年，我国查处多起走私牛肉事件。从海关缉私局了解到，

全年共查到13.2万吨走私牛肉，其中包括流入国内市场的牛肉，查获地点

包括广西、广东深圳、湖南长沙、上海、云南马关等地。 

 （2）在暴利诱惑驱使下，甚至有一些连锁餐饮企业因为牛肉需求量大，

也已参与到走私链条中，并与走私贩及供应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同盟。

表面上，餐饮企业都明令禁止供应商提供走私肉，而且他们对于采购进口

肉，从品质到报关手续再到进出口手续上，都有严格的要求 ，但在走私利

润同盟当中，双方实际遵循的却是另一套潜规则。 

国家对于牛肉走私的查处力度继续加大 
牛肉走私利益链条已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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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川宣汉——种养结合的适度规模集中连片母牛

养殖模式 

② 宁夏固原——基础母牛信息化管理模式 

③湧鑫集团——辽育白牛全产业链模式 

④天津凯润——滨海都市型肉牛养殖模式 

⑤宁夏壹加壹——“牛业+互联网+金融”模式 

肉牛产业模式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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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国肉牛产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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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养户比重继续缩小，适度规模化及标准化程度将

进一步提高 

 国家将进一步扩大肉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及基础母牛扩

群增量等扶持项目的实施范围，适度规模化养殖将逐渐成

为行业主体，预计10头以上养殖场（户）将会继续增多，

接近总数的50%。但养殖业资源紧张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肉牛市场供应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肉牛产业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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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年活牛与牛肉价格的持续上涨及国家扶持政

策的侧重，导致国内掀起了“养牛热”，肉牛规模化养

殖比重有所扩大，存栏数量有所增长。 

根据市场规律，预计2016年活牛价格出现小幅回落，

而在进口及走私牛肉的冲击下，国内牛肉价格也会上涨

乏力，并可能出现小幅下滑。    

牛肉及活牛价格小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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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算，采用玉米全株青贮饲喂方式，能使1头肉

牛的饲料成本降低近1000元，折算到每吨牛肉的成本

相应会减少3000元以上。 

2016年，国家“粮改饲”试点项目将全面推进，

并继续扩大实施范围。国内优质饲草的供应不足的问

题将有望改善，饲料成本将会降低，肉牛养殖所需营

养物质总量会有所增加，生产效率也会随之提高，进

而推动肉牛养殖效益的提升。 

种养结合模式有望提升养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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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2016年1月，澳洲进口牛肉关税经过连续两次下调，

将由12%降为9.6%，活牛由10%降为6%，关税的下调将进一步促

进国内牛肉进口数量的增大，而凭借价格优势，巴西与乌拉圭等国

也将迅速抢占中国市场，预计2016年我国进口牛肉数量约将增加

50-60%。而为在输华牛肉市场中占得先机，澳洲已开始致力于冰

鲜牛肉运输技术的提升。 

另一方面，自2015年首批澳洲活牛（屠宰牛）由重庆恒都农业

集团空运引入国内起，目前已有多家企业投资建设活牛进口及运输

项目，由此可见，在未来几年我国进口牛产品的类型将呈现多元化

发展，牛产品市场竞争将更趋于白热化。 

牛产品进口量继续增大  
进口产品类型更趋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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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肉牛养殖业，与传统的散户经营方式渐行渐远，

未来肉牛行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将会更为紧密，社会资本

对于调整肉牛产业的结构布局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当

前，自由贸易是大势所趋，是资源配置最大化的客观要求，

面对国内消费市场的强劲需求及资源环境的紧张约束，未

来将会有更多本土企业将投资目光放眼海外，通过收购国

外牧场及屠宰加工厂，进而优化资源配置，获取市场竞争

的主动权。 

行业洗牌加速，海外并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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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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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尚存在较大的饲料粮缺口，通过玉米种植结构调

整，发展可用作饲料的青贮玉米，有助于种养业的统筹发展，

国家推行“粮改饲”试点项目，已得到草食畜牧行业从业者的

普遍认可。但在粮改饲过程中，首先应确保农民的切实利益，

协调好收贮企业与农牧民之间的合作关系，给予农户合理的收

购价格，使之成为促进农民进一步致富增收的有效途径。 

推行“顺应民意”的粮改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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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肉牛养殖规模化比重的不断扩大，资金问题已成为阻碍企业

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而养殖企业融资最突出的难题就是贷款担保问题

。中国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自2013年起，对我国各肉牛主产省份近百家

企业进行了投保情况调查，据统计，只有不到10%的企业投保肉牛养殖

保险，且都属于企业自发行为。而商业保险对于肉牛保险给予的费率标

准通常达6%以上,行业内普遍反映投保的支出将进一步加剧养殖环节的成

本高压，单靠企业独力承担并不现实。 

因此，建议将肉牛养殖保险纳入到国家政策补贴，通过财政支持完

善企业发展机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出台肉牛养殖保险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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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进口和走私活牛、牛肉大量的大量涌入，给我国肉牛产业带

来了冲击和挑战，而私屠滥宰及肉牛产品注水掺假等行为更是从内

部持续侵害着我国正规肉牛企业的根本利益。加强对肉牛屠宰环节

的管理，既有利于国内肉牛行业健康发展，又是保障牛产品质量安

全、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和健康的必然要求。因此，建议国家有关

部门尽快出台活牛定点屠宰管理条例，使得打击肉牛私屠滥宰、注

水等行为有法可依。同时建立活牛屠宰业户监管档案，对排查发现

的收购屠宰加工销售病死牛、添加“瘦肉精”、注水或注入其他物

质的黑作坊、黑窝点，严厉打击，直至追究其刑事责任。 

尽快出台活牛定点屠宰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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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牛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现代化”与“可持续”，而实现这两个目

标，对于资本（资金）的需求尤为迫切。当前，具有较强整合能力的企

业纷纷通过资本合作，建立起产业价值圈，快速形成闭合产业链，而产

业链一体化的肉牛企业在和单个环节的企业竞争中通常呈现出压倒性优

势。因此，对于肉牛企业而言，若想获取更大生存空间，有必要进行资

源整合，打造自身产业价值圈。而行业协会也应充分发挥第三方作用，

通过创建“项目推介会”、“资源对接会”、“产业链发展论坛”、“

资产及资源（电子）交易平台”等合作平台，促成国内外肉牛行业资源

的纵横联接。 

 
构建“肉牛产业价值圈” 
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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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二十年的飞速发展，如今我国迎来了产业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

正潜移默化地改造着农业产业链，其特点是以生产者为中心，改变农业

生产者行为，主要体现在互联网对产业的生产、交易、融资、流通等各

个环节的改造，以提升生产者运营效率。我国肉牛业具有市场空间大、

产业化进程短、信息化程度低、生长周期长、生产成本高等特点，非常

适于通过与互联网的结合而实现质的跨越。因此，建议肉牛行业从业者

加强同IT行业及金融行业的跨越式服务，探索“互联网+肉牛养殖+产业

金融”的商业模式，围绕企业核心产能布局养殖集群，以产权、收益为

纽带，采取轻资产的管理模式，提高肉牛产业的综合效益。 

探索“互联网+肉牛产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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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