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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牧区半牧区肉羊生产现状及未来趋势 

杨  春  杨旭东  孟志兴 

牧区肉羊产业承担着为牧民提供羊肉产品供给、增加牧民

收入以及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重任。本研究对我国牧区

半牧区县肉羊生产现状及未来趋势进行了分析。预计短期内我

国牧区半牧区肉羊价格保持现有水平或略有小幅回升，肉羊生

产增速趋缓，羊肉产量基本保持现有水平或有小幅减少。未来

牧区半牧区肉羊生产将逐步向养殖模式多样化和全产业链发展，

同时更加注重草原生态保护与肉羊养殖相互促进与持续发展。 

1  牧区半牧区肉羊生产现状 

1.1  牧业人口总量呈增长趋势，但牧区县牧业人口显著下降 

2000-2014 年，我国牧区半牧区县的牧业人口从 1408.76

万人增至 1780.6 万人，其中，牧区县牧业人口波动较大，由

2000 年的 527.79 万人增加到 2002 年的 549.60 万人，到 2003

年牧业人口则下降较多，之后开始缓慢回升，由 2003的 487.60

万人波动上升到 2010年的 603.57万人，2011年又急剧下降至

362.84 万人，下降了 39.88%，2011-2014 年由 362.84 万人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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徊至 375.7 万人，基本保持在低位；半牧区县牧业人口则稳定

增长，由 880.97万人升 1404.90万人。牧区县牧业人口数量的

波动主要受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过程中相关禁牧、休牧措施以及

牧民定居工程的影响。 

1.2  肉羊存栏量总体保持增长，年均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2000-2014 年，牧区半牧区县肉羊存栏量总体保持增长，

由 10849.00 万只增至 11829.86 万只，从占全国肉羊存栏总量

比重的 34.23%增至 39.02%，年均增速高于全国水平。2000-2014

年，牧区县的肉羊存栏量波动明显，其中，2000-2006 年由

6607.00 万只增至 7499.06 万只，其间仅 2001 年有小幅下降，

2007-2014 年则呈现下降走势，由 7282.66 万只降至 4888.92

万只；半牧区县的肉羊存栏量则呈现增长走势，由 3331.55 万

只增至 6 940.93万只。2000-2014年，牧区半牧区县肉羊存栏

量的年均增长率为 1.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1%）。 

1.3  肉羊出栏量稳步增加，年均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2000-2014 年，全国牧区半牧区县肉羊出栏量由 3917.52

万只增至 8574.86万只，占全国肉羊出栏总量的比重由 19.14%

增至 29.83%，其中，牧区县的肉羊出栏量由 2438.67万只增至

3284.11 万只，半牧区县的肉羊出栏量由 1478.85 万只增至 5 

290.75 万只。2000-2014 年，牧区半牧区县肉羊出栏量的年均

增长率为 5.7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45%）。 

1.4  羊肉产量保持增长，年均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2000-2014 年，牧区半牧区县的羊肉产量由 64.67 万吨增

至 142.20 万吨，在全国羊肉产量中的占比由 23.60%稳步增至

33.21%，其中，牧区县的羊肉产量由 41.33 万吨增至 57.58 万

吨，半牧区县的羊肉产量由 23.35 万吨增至 84.62 万吨。

2000-2014 年，牧区半牧区县羊肉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 5.79%，

高于全国羊肉产量的年平增长率（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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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牧区半牧区肉羊生产面临的形势 

2.1  国家加大对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现代畜牧业建设。加强畜牧

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强优良畜种和草种选育以及草

原生态保护关键技术的研发；落实国家对畜牧业的财政补贴和

畜牧税收优惠政策，落实草原承包责任制，支持牧民建立专业

合作组织，推进畜牧业标准化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畜牧业的

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行和落实，将促

进牧区半牧区肉羊产业的转型升级。“十三五”期间，我国将

深入推进畜牧业供给侧改革，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形成粮草

兼顾、农牧结合、循环发展的新型种养结构。与此同时，地方

政府也逐步加大了对肉羊生产政策的扶持力度。 

2.2  牧区半牧区更加重视草原生态保护 

“十三五”期间，国家将启动实施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奖励政策。全国 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均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奖

政策实施区域内，这要求牧区半牧区在发展肉羊生产的同时需

兼顾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值得注意的是，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

策在推动肉羊生产方式转变的同时，加大了牧区的减畜力度，

有些区域肉羊养殖量下降明显，据对新疆巴里坤县调研，2016

年海子沿镇海子沿村肉羊年末存栏为 29972 只，补奖政策实施

前（2011年）为 32683只；石人子镇韩家庄村肉羊年末存栏为

7722只，补奖政策实施前（2011年）为 31016只。 

2.3  肉羊产业发展急待转型升级 

首先，我国牧区半牧区还以传统畜牧业模式为主，肉羊养

殖散户占较大比例，生产方式较单一、生产力水平低，另外肉

羊加工企业和肉食品加工企业的分布较为分散，且存在规模过

小、技术滞后、管理水平低、市场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多种因

素综合下肉羊产业整体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程度较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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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力较弱。其次，实现畜牧业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型是草

原生态保护的必然要求，也是畜牧业高质量、高效益长期发展

的需要。我国已明确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

生态体系，这要求牧区半牧区的肉羊生产需兼顾草畜平衡，实

现肉羊养殖与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相互促进发展。再次，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对高品质羊肉的需求不断增加，

消费者对羊肉产品的品牌和质量认证更加注重。要实现肉羊养

殖稳存栏量与肉羊产品高质量供给的协调发展，肉羊产业需不

断优化肉羊生产结构、提高肉羊优良品种的出栏率和覆盖率、

提升羊肉品质。 

2.4  肉羊价格下滑养殖效益下降 

近 10年来羊肉价格持续上涨，极大地激发了肉羊养殖户的

养殖热情，肉羊养殖规模不断扩大，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中低

速发展，国内市场对羊肉的需求量相对减少，羊肉产品供过于

求，肉羊和羊肉价格持续下降。加之，进口羊肉产品品质优、

价格低，2010-2014 年我国羊肉进口量呈井喷式增长，由 2010

年的 5.70 万吨增加到 2014 年的 28.29 万吨，年均增长率达

49.25%。而当前，由于一些牧区县草场退化以及草原生态保护

建设，致使牧区放牧草场总面积减少，草场提供的饲草料有限，

同时，在国家相关草原生态保护工程及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牧民

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变，饲草料生产及配套设施的投入增加，

致使肉羊养殖成本增加，肉羊养殖效益有所下降。据相关数据

显示，2016年第 43 周，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54.17元/公斤，比

前一周下降 0.1%，同比下降 9.1%；出栏活羊价格约为 14 元/

公斤，出栏肉羊头均纯收益基本在 100 元以内，有些区域甚至

亏本。 

2.5  面临较大的国际市场竞争 

随着中国—新西兰和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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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我国自澳大利亚进口羊肉的关税将继续降低，

自新西兰进口羊肉的关税将降为零，我国的羊肉进口量将逐渐

增加，预计 2020 年为 26 万吨左右。同时，由于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的养殖规模化和产业化程度较高，加之肉羊产品生产转化

率高，肉羊生产不但成本较低，而且品质优良，同时又有比较

完善的卫生质量体系，使两国具有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而我

国目前的肉羊养殖多以散户为主，产业化程度较低，产业链不

够完善，质量安全方面与国际标准仍有差距，且肉羊养殖成本

较高，羊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价格优势，因此市场竞争力

相对较弱，2010-2014年我国羊肉出口量由 1.35万吨降至 0.44

万吨。 

3  未来发展趋势 

3.1  肉羊生产模式趋于多元化 

随着“粮改饲”试点、草牧业试点、牧民定居工程、草原

生态保护政策及工程的实施等，牧区半牧区肉羊养殖模式逐渐

趋于多元化，专业合作组织、代牧养殖、农牧结合、家庭牧场、

订单生产和合同养殖、互联网+畜牧业、企业自建和收购养殖场

等多种养殖模式并存。同时，政府还支持企业发展自主养殖场，

以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及抗风险能力；组建羊肉产品电商平台，

鼓励合作社和企业发展互联网+畜牧业，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畜牧

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实现产销有机结合，提高生产效益。  

3.2  肉羊养殖的同时需要兼顾草原生态保护 

当前牧区半牧区传统畜牧业模式的生产力水平低、生产方

式粗放，经济效益不高，而且长期超载放牧造成牲畜粪便污染

环境、草畜严重失衡等问题，致使草原生态破坏严重。而注重

肉羊养殖的草原生态保护，发展生态家庭牧场模式，推进舍饲、

半舍饲养殖，减轻天然草场承载压力等，对于保护草原生态环

境，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实现草原生态与畜牧业的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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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3.3  肉羊生产增速有所放缓 

2016年以来，羊肉市场行情低迷，受进口羊肉及部分非法

走私羊肉的冲击、牲畜疫情和草原旱情以及国内经济下滑等因

素影响，羊肉市场价格有所下跌。但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精准扶贫的落实以及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羊肉消费将呈保持

增长。同时随着羊肉品质的提升，加上羊肉特有的营养价值和

保健功能，羊肉作为一种理想、安全的肉类愈加受到消费者青

睐。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及牧区半牧区地方肉羊扶持政策，

将促进肉羊生产方式进一步转型、生产效率的逐步提升。综合

判断，预计未来，短期内，羊肉价格保持现有水平或略有小幅

回升，肉羊生产增速趋缓，羊肉产量基本保持现有水平或小幅

减少。 

4  对策建议 

4.1  积极推进肉羊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是加快牧区半牧区肉羊生产产能结构适应性调整。充分

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合理规划农牧

区肉羊养殖分布，加快培育牧区半牧区肉羊适度规模养殖和一

体化经营主体。二是加快提升牧区半牧区肉羊养殖生产效率和

效益。通过提高牧区半牧区牧民自主选育优良羊种的水平，大

幅提升肉羊生产性能；引导饲料生产企业和牧区半牧区肉羊养

殖场（户）积极沟通，完善饲料生产工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从而降低饲料生产成本。三是加快优化牧区半牧区肉羊生产布

局。加快牧区半牧区大中型肉羊养殖厂的升级改造，促进肉羊

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建设。四是加快牧区半牧区政府职能的转变。

包括严格规范肉羊生产行为、实施有效的质量安全标准、提升

肉羊疫病检测能力、建设肉羊养殖信息化监测预警服务体系、

完善肉羊产业发展配套服务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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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构建肉羊生产的有效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牧区半牧区肉羊生产仍面临资金、技术、养殖

风险等方面的制约。一是资金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对

牧区半牧区养殖业的财政支持，金融机构应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扩大政策性金融业务，开发适合牧区半牧区肉羊生产的信贷产

品和融资平台。同时还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吸引社会

资本的进入。二是技术方面。改变牧区传统的粗放养殖模式，

通过相应措施的实施，逐步实现肉羊养殖生产的标准化、规模

化、集约化。三是养殖风险方面。建议政府大力推进牧区半牧

区畜牧业政策性保险，提高牧区半牧区优势畜禽保险覆盖范围，

优化保险产品结构、增加保险补贴品种。 

4.3  结合国家“草牧业试验试点”推进肉羊草畜结合发展模式 

牧区半牧区应调整种植结构、促进草畜配套，同时扶持饲

草饲料的加工营销；应加强畜牧业科技创新，进一步加大肉羊

优良品种和现代化畜牧业装备的研发，通过多途径、多方式积

极推广肉羊生产技术；应妥善处理肉羊生产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的关系，提升养殖业废弃资源利用水平和饲草饲料转化效率，

减轻草原生态压力。同时发挥草牧业试验试点的典型模式如高

效生态循环的草牧业发展模式、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模式等的辐

射、带动作用，积极推进肉羊生产的草畜结合发展模式。 

4.4  多措并举推动肉羊生产全产业链发展 

健全牧区半牧区良种繁育体系，引进优质种羊进行良种繁

育，加快良种繁育步伐，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在牧区半牧区已

有母羊保险的基础上，开展育肥羊保险；大力扶持牧区半牧区

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和建立，构建牧区半牧区产销一体化生产

模式；完善牧区半牧区城乡活畜交易市场，促进肉羊流通和销

售；通过招商引资或其他途径加快牧区半牧区大型肉羊屠宰和

加工企业的引入，在企业用地、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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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培育一批肉羊养殖、屠宰、加工和营销的龙头企业，挖掘肉

羊产业潜在效益；牧区半牧区肉羊生产需坚持高品质、多元化

发展方向，同时打造一批知名企业和品牌，从而提高产品附加

值、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5  加强肉羊生产技术研究及牧民科技培训 

现代畜牧业的发展需要科技的支撑，相关畜牧科技研发部

门要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以牧区大牧场为实验基地开展疾

病防控、新品种培育、标准化生产等多方面的技术研究，帮助

牧民解决肉羊养殖中的关键技术问题，通过科学技术逐步提高

畜牧生产水平。一是加强对养殖技术的宣传和推广，让牧民充

分体会到肉羊养殖技术的先进性和实用性；二是通过实地考察

了解牧民在肉羊养殖中遇到突出技术难题，如牲畜防疫技术、

繁育技术、饲草料配制技术、草场经营管理技术、由放牧向舍

饲转变的相关养殖技术等，建立技术支援和培训小组，有针对

性地开展技术援助；三是不断实施“畜牧兽医科技入户”“新型

农民培训”工程，同时采用现场讲授、实地引导操作等多样化

的培训模式，在提高畜牧从业人员和牧民养殖技能的同时，逐

步提高畜牧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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