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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肉鸡产业发展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 

辛翔飞  王济民 

2016年，我国肉鸡生产呈现小幅增长，但消费市场景气度

不高，产业恢复仍未完全到位，产业有序发展的良性机制尚在

建立中。2017年，国民经济下行对肉鸡产业恢复形成一定阻力，

产业发展仍面临来自消费和生产的双重压力，深入推进肉鸡产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艰巨。本文总结了 2016年我国肉鸡

产业发展特点，剖析了产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就产业未来发

展趋势做出判断，提出促进我国肉鸡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2016 年肉鸡产业特点 

1、祖代种鸡规模处于低位，供种能力保持稳定 

因美国和法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爆发，我国相继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对美国和法国的禽类及相关产品进口采取封关措

施。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监测数据，我国白羽祖代肉种鸡引种

数量继 2015 年大幅下降后，2016 年继续下滑，全年累计引种

63.86 万套。年度引种数量在 2015 年达到高峰值之后，连续 3

年下降。白羽父母代种鸡方面，虽然由于封关影响，祖代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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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减少，但祖代、父母代种鸡的大量换羽使得种鸡整体规模

并未出现明显下降。全国父母代种鸡存栏总体呈上升趋势，根

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监测数据，12月为全年最高点 4496.18万套，

1-12月全国父母代种鸡平均存栏量约为 4447.36万套，较 2015

年略有微幅下降，降幅 1.09%。 

2016 年黄羽祖代肉种鸡存栏水平处于 2000 年以来低位。

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监测数据，2016 年全国黄羽祖代种鸡平均

存栏量为 117.25万套，较 2015年减少 10.50%。2016 年全国在

产黄羽父母代肉种鸡存栏量为 3646.66 万套，高于过去三年的

水平，较 2015年增加 2.31%。由于祖代黄羽种鸡具有可以根据

市场需求用做父母代、父母代雏鸡或种蛋可转商的特点，因而

黄羽肉种鸡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对下游市场行情产生影响。

当前慢速型黄羽肉种鸡存栏已趋于过剩，受此影响，2016年活

鸡价格及效益逐渐收窄且前景不容乐观。 

2、活鸡、白条鸡价格相对高位运行，消费者购买价格与生

产者价格差扩大 

根据农业部集贸市场监测数据，2016 年活鸡和白条鸡价格

延续了 2015 年全年和 2014 年下半年相对较好的市场行情，全

年总体波幅不大。2016 年末，活鸡和白条鸡价格分别为 18.65

元/公斤、18.96元/公斤，基本与 2015 年同期持平。虽然从 2014

年 5月份之后，一致持续到 2016年末，活鸡、白条鸡的市场价

格明显高于 2013 年和 2012 年同期，但价格的相对高位运行并

不意味着消费市场回暖，而主要是由于养殖规模大幅缩减引致。 

2016年白羽和黄羽肉鸡价格波动趋势存在差异。根据农业

部对肉鸡养殖户的定点数据监测，2016年白羽肉鸡生产者价格



 

总体上明显低于前四年。2016年黄羽肉鸡生产者价格波动趋势

与 2015 年接近，但价格水平略低于 2015 年，总体处于近五年

的平均水平。肉鸡价格波动趋势在产业链的生产和消费两端存

在差异，意味着产业链中加工和销售获利在进一步加大，这一

特点在 2015年开始较为明显地显现，并一直持续到 2016年。 

3、要素投入有升有降，养殖成本整体上升 

饲料成本占肉鸡生产成本的主要比重，约为 70%。2016 年

玉米价格 1-4 月份呈现下降趋势，5 月到 6 月末逐步回升到年

初价格，7 月份之后又呈现下降趋势，10 月下降到年度最低水

平，之后基本保持相对平稳。由于国内玉米价格长期面临下跌

压力，以及人民币汇率波动等一系列因素，2016年中国饲料粮

及 DDGS进口数量大幅下降，结束了 2012-2015年连续三年我国

饲料原料进口大幅增长的局面。2016 年初玉米价格为 2.11元/

公斤，年末价格为1.93元/公斤，年末较2015年同期下降9.39%。

2016年豆粕价格总体上呈现出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2016年初

豆粕价格为 3.08 元/公斤，年末价格为 3.70 元/公斤，年末较

2015年同期上升 19.74%。因肉鸡配合饲料中玉米占主要比重，

肉鸡配合饲料受玉米价格影响更为明显。2016年 1-4月，肉鸡

配合饲料呈现下降态势，4 月中下旬到 5 月中上旬处于年度价

格最低点，直到 7 月逐渐回升到 2015 年末和 2016 年初水平，

后面虽有波动，但波动幅度不大，2016年末价格为 3.15 元/公

斤，与 2015年同期基本持平。从近五年的价格变动趋势看，2016

年肉鸡配合饲料价格总体处于低位运行。 

根据农业部对 60 个生产大县（市、区）的 300 个行政村

1460户肉鸡养殖户月度定点监测数据分析，2016年平均每只肉



 

鸡养殖成本较 2015 年下降 0.89%，平均单位体重养殖成本较

2015 年下降 4.29%。其中，白羽肉鸡养殖成本中雏鸡成本费用

增长显著，增长幅度较 2015年超过 50%，但由于其他成本都有

所下降，养殖成本未升反降，平均每只肉鸡养殖成本下降 1.21%，

平均单位体重养殖成本下降 4.32%；黄羽肉鸡平均每只鸡养殖

成本下降 0.04%，平均单位体重养殖成本下降 2.98%。 

4、养殖利润白羽升黄羽平，肉鸡出栏数量较上年略增 

根据农业部对 60个生产大县（市、区）的监测数据分析，

2016年监测肉鸡累计出栏数较 2015 年增长 3.35%，其中，白羽

和黄羽肉鸡出栏数分别同比增长 2.70%、4.08%。 

2016年白羽肉鸡养殖利润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全年平均每

只鸡盈利 1.24元，较 2015年上升 73.05%；黄羽肉鸡基本维持

在上一年度水平，全年平均每只鸡盈利 2.49 元，较 2015 年下

降 1.10%。 

二、目前困扰肉鸡产业的主要问题 

1、肉鸡产业的地位和贡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经过改革开放 30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

的第二大肉鸡生产国，鸡肉在我国也已经成为仅次于猪肉的第

二大畜禽生产和消费品，肉鸡产业已成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

中的支柱产业，在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保障

重要农产品供给、提高人民营养水平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肉鸡相对于生猪、肉牛、肉羊等其他

畜产品而言在饲料报酬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肉鸡生产和消费

在肉类生产和消费比重的提升有助于粮食节约，有助于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同时，由于养殖周期短、销售价格低等优势，肉



 

鸡在缓解我国畜产品供给压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对肉鸡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在不

断提高，但仍然与肉鸡产业在畜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相适

应。2016年，《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全

国草食畜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先后发布，从国家层

面为生猪、肉牛、肉羊发展做出规划指导，但肉鸡产业发展规

划一直处于缺失状态。 

2、缺乏保持肉鸡产业良性发展的有效机制 

随着肉鸡产业从弱到强的迅速发展，产业规模盲目扩张的

特点逐渐凸显，尤其是引种规模的急剧膨胀导致产业产能严重

过剩，整个行业效益下滑。近两年来，我国白羽肉鸡联盟成立

后充分发挥引导和协调作用，加之美国和法国发生禽流感而封

关，引种量大幅减少，产能压缩逐步见到成效。但随着鸡苗供

应，尤其是父母代鸡苗供应，开始向卖方市场倾斜，鸡苗价格

又出现非理性上涨的苗头。目前，产业在引种和规模发展上，

尚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 

3、供给侧改革的紧迫感和行动力不足 

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民的消费

观念、消费能力、消费需求都较之前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肉鸡

产业在产品供给端仍然存在着与需求端明显不相适应的问题，

尤其是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打造优质品牌和产品适合国人消

费喜好、开展产品科普宣传和推广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

造成近几年来我国鸡肉产品的消费水平一直徘徊不前，甚至时

有倒退。这些问题都亟需通过供给侧改革加以解决，而目前肉

鸡产业领域对供给侧改革重大意义和迫切性的认识明显不够到



 

位，改革的行动力明显不足。 

4、白羽肉种鸡种源受制于人 

我国没有原种白羽肉种鸡，所有白羽祖代肉种鸡均来源于

国外肉鸡育种公司。2010-2014 年，我国每年引种费用均超过

3000万美元。对国外种源的过度依赖，造成在 2015-2016年国

际禽流感暴发时期，国内祖代肉种鸡种源难以得到保障，这也

是国际禽流感暴发时期父母代肉种鸡价格非正常波动的根源。 

5、环保治理成本加大企业生存压力 

由于长期以来环境保护滞后，畜牧业在大规模发展的同时，

给养殖场周围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对此，国家于 2014

年发布实施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由于污废处理成

本高，且目前有机肥与无机肥相比并不具备价格优势，企业生

产成本大幅增加。此外，出于治理大气污染的需要，多地已相

继出台规定，养殖取暖必须由燃煤改为燃气，而许多养殖企业

所在位置不具备通气条件。此外，环保治理所带来的间接成本

也在大幅增加。例如，广西地区 2016 年鸡苗纸箱价格就因纸箱

生产企业增加环保成本提高而增长了 100%。生产成本的大幅增

加压缩了养殖企业的利润空间，加大了企业生存压力。 

6、鸡肉产品消费信心明显不足 

消费水平持续增长是促进肉鸡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动

力。近几年来，我国鸡肉产品的受欢迎度一直提升缓慢，这其

中除了产品质量安全因素在制约外，消费者对肉鸡养殖知识、

鸡肉产品健康属性缺乏科学认识也是重要制约因素。有很多消

费者将肉鸡视为“激素鸡”，将鸡肉产品视为 “垃圾食品”。这

些不科学、不全面的认识和舆论，与行业对肉鸡产业、鸡肉产



 

品的科学宣传和有影响力的解惑释疑工作不够得力有直接关

系。 

三、产业发展政策建议 

1、进一步提高国家对肉鸡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 

要从国计民生的战略高度重视肉鸡产业发展。在国家层面，

应对肉鸡产业目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足够的认识，

对肉鸡产业在未来保持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有足够的认识，对

国家在肉鸡产业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有足够的认识，对肉鸡产

业与生猪产业、草食畜牧业一视同仁，共同作为促进就业、增

加劳动者收入、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和生活幸福水平的重大

举措来抓。相关部门应做好全国肉鸡产业发展规划，加强对肉

鸡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完善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2、加快建立肉鸡产业良性发展的有效调控机制 

建立促进产业良性发展的有效调控机制，控制好种鸡引进

的节奏和规模。鼓励企业间的兼并重组，以更好地整合优质资

源，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行业有序发展。 

3、大力推进肉鸡产业供给侧改革 

深化对供给侧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坚持依靠供给

侧改革推动肉鸡产业健康发展的方针。把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作为供给侧改革的攻坚环节来抓。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好法

定责任，加强对肉鸡产业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加大执法力度，

切实做到用法律保障肉鸡产业的食品质量安全。肉鸡企业要加

强行业自律，构建低抗、无抗肉鸡饲养模式，保障肉鸡产品质

量。同时要把品牌建设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努力创

建一批质量信得过、消费者欢迎度高的优质品牌。国家应对龙



 

头企业的品牌创建工作给予相应政策支持；行业协会可在企业

自愿的基础上，协调组成品牌联盟，由多个企业共同享有同一

品牌，以减轻企业创建和维系品牌的成本。 

4、加快白羽肉鸡育种本土化进程 

加大支持力度，鼓励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加快白羽肉鸡育

种的本土化进程，加快推进实施 2014 年制定的《全国肉鸡遗传

改良计划（2014-2025）》。积极促进国外育种公司提供曾祖代种

鸡的引入，并进一步做好黄羽肉鸡等本土肉鸡品种的遗传改良，

形成多品种互补的肉鸡生产格局。 

5、在降低环保成本方面给予支持 

政府应统筹考虑肉鸡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需要，出台相关

支持政策，降低肉鸡企业环保成本，减轻企业压力。特别是适

度加大对养殖企业污染防治的政策支持力度；对养殖取暖由煤

改气的，应由政府统一规划，提供燃气可接入的基础条件。 

6、有效开展肉鸡科普公益宣传 

针对消费者对肉鸡产品的担心和误解，在依法加强监督、

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同时，有效开展肉鸡科普公益宣传，普及

肉鸡养殖的科学知识和鸡肉产品有利健康的饮食理念，纠正片

面误解，打击恶意谣言，让消费者透明消费，放心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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