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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肉鸡产业发展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

辛翔飞 王济民

2017 年，我国肉鸡产业产能控制取得实效，产业有序发展

的良性机制建设逐步推进，但消费市场景气度不高，产业走出

低迷期尚需时日。在国民经济增速减档以及环保压力持续增大

的背景下，未来我国肉鸡产业发展仍面临来自消费和生产的双

重压力，以质量强农、品牌兴农、绿色发展为导向，深入推进

肉鸡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依然紧迫和艰巨。

一、2017 年肉鸡产业发展特点

（一）祖代种鸡规模稳定，父母代种鸡产能多次调减

白羽肉鸡方面，2014 年 11 月以来国际禽流感持续爆发，

我国国外引种规模持续下滑，引种国不断调整，2017 年主要引

种国为新西兰、西班牙、加拿大。伴随 2016 年引进的曾祖代种

鸡的开产，受制于国外种源供应的祖代种鸡生产问题基本解决。

2017 年祖代肉种鸡全年更新总量达到 68.71 万套，较 2016 年

增加 7.6%。祖代白羽肉种鸡平均存栏量为 119.9 万套，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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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升 7.3%。其中，在产存栏 79.5 万套，后备存栏 40.4 万套。

父母代种鸡供应稳定，平均规模为 4707.1 万套，其中在产

2991.6 万套，较 2016 年下降 5.1%；但由于 2017 年市场需求疲

软，父母代肉种鸡在 4 月和 10 月进行了两次产能调整，在产存

栏量从年初的 3500 万套降至年末的不足 2300 万套。

黄羽肉鸡方面，受 2016 年产能快速扩张，以及 2017 年初

H7N9 疫情致使消费大幅下滑两方面因素影响，上半年持续亏损

和产品滞销，龙头企业被迫再启减产行动，黄羽祖代肉种鸡存

栏水平从年初高峰逐渐回落。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监测数据，

2017 年全国在产祖代种鸡平均存栏量为 121.0 万套，较 2016

年减少 6.0%；在产父母代种鸡平均存栏量约为 3491.5 万套，

较 2016 年减少 4.9%，且呈全年逐步减少趋势。

（二）肉鸡价格先降后升，白羽黄羽波动存差异

受年初 H7N9 影响，2017 年上半年肉鸡产品市场行情直线

下跌；下半年随着 H7N9 影响逐渐消退，产品价格逐渐回升。根

据农业部集贸市场监测数据，2017 年活鸡和白条鸡价格变动趋

势保持了高度一致性，全年价格走势呈 U 形，年初和年末白条

鸡和活鸡价格均维持在 19 元/千克，6 月初下降到最低点；白

条鸡和活鸡年度最高与最低价格差距分别达到 2.47 元/千克和

3.45 元/千克，年中较年初最大降幅分别达到 12.95%和 18.06%。

与往年价格比较，2017 年白条鸡和活鸡价格居近三年最低位。

白羽和黄羽肉鸡价格波动存在差异。白羽肉鸡方面，生产

者价格总体上明显低于前五年；黄羽肉鸡方面，生产者价格波

幅非常大，年度最低价格在 3 月份，接近 2012 年以来的历史最

低点，年度最高点在年末，价格水平接近于 2012 年以来的历史

最高点。黄羽肉鸡快、中、慢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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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饲料价格低位运行，养殖成本整体下降

2017 年玉米价格整体波动不大，且整体低位运行。年初 1

月价格为 1.90 元/千克，3月价格为年度最低点 1.83 元/千克，

9月到达最高点 1.97 元/千克，年末 12 月价格为 1.95 元/千克。

2016-2017 年玉米价格处于近五年来历史低位，且 2017 年低于

2016 年。近两年玉米价格低位运行，主要是由于 2016 年国家

取消对玉米的临时收储政策，并根据“市场定价、价补分离”

的原则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玉米价格

由市场形成，供求关系靠市场调节，玉米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

接轨。2017 年豆粕价格总体上呈现先降后稳趋势。1-6 月价格

逐步下降，从年初 3.69 元/千克降至 6 月末年度最低点 3.18 元

/千克，下半年基本维持在 3.30 元/千克左右,全年总体处于

2012 年以来价格中位运行，下半年处于 2012 年以来最低位运

行。2017 年肉鸡配合饲料价格先降后升。年初肉鸡配合饲料价

格居年度最高点 3.16 元/千克，6 月下旬降至年度最低点 3.03

元/千克，后逐渐缓慢回调，年末价格 3.10 元/千克，全年总体

处于 2012 年以来最低位运行。

2017 年肉鸡养殖生产成本整体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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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饲料价格低位整体低位运行及饲料转化率

提升等因素影响，2017 年肉鸡养殖成本整体下降 6.61%。其中，

白羽肉鸡养殖成本平均 6.75 元/千克，较 2016 年下降 18.11%，

黄羽肉鸡养殖成本平均 11.38 元/千克，较 2016 年增加 2.70%。

（四）养殖利润缩减，肉鸡出栏量和产量较上年下降

根据农业部定点监测数据，2017 年白羽肉鸡养殖收益平均

亏损 0.08 元/只，较 2016 年亏损 0.22 元/只有所改善；黄羽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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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养殖收益平均盈利 1.35 元/只，较 2016 年减少 3.71 元/只。

近几年，受 H7N9 以及污染防控等多因素叠加影响，养殖户

持续大量退出。根据农业部定点监测数据，2017 年监测肉鸡累

计出栏数较 2016 年下降 7.07%，其中白羽肉鸡出栏数下降

7.95%，黄羽肉鸡出栏数下降 6.08%。由于出栏肉鸡体重增加，

2017 年肉鸡产量下降幅度不及出栏量，下降 5.39%，其中白羽

肉鸡产量下降 5.05%，黄羽肉鸡产量下降 6.00%。2017 年我国

鸡肉（白羽和黄羽）产量为 1200 万吨。此外，美国农业部预测

数据表明，2017 年我国肉鸡产量较上年下降 5.69%。综合中国

畜牧业协会、美国农业部和我国农业部监测数据推算估计，2017

年我国肉鸡产量较上年下降约 5%，产量约为 1200 万吨。

二、目前困扰肉鸡产业的主要问题

（一）肉鸡产业地位与贡献不匹配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持续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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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鸡相对于生猪、肉牛、肉羊等其他畜产品在

饲料转化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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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国家层面

的肉鸡产业发展规划一直处于缺失状态。

（二）H7N9 流感疫情冲击产业发展

疫病是养殖业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给整个产业带来巨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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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损失。继 2013 年和 2014 年 H7N9 疫情之后，在产业恢复仍然

没有完全到位之时，2017 年初 H7N9 疫情再次出现，又一次复

制了 2013-2014 年家禽产业的损失和萧条。长期来看，H7N9 疫

情的不可预测性为肉鸡产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带来极大隐患。

（三）白羽肉鸡种源依存度过高

目前，我国白羽品种全部依靠进口。短期内，依靠进口种

源可以降低我国自身的育种成本，但长期来看，一旦肉种鸡供

应国发生禽流感，我国白羽肉鸡种鸡引种就会受到限制，从而

制约产业发展。此外，种源是畜牧业价值链的高端，种源依靠

进口会加剧商品代的价格波动。

（四）环保治理压力大

近几年养殖污染治理和管控力度逐步加大，但在资源化实

际利用过程中，由于畜禽粪便等废弃物资源密度低，收集、处

理、利用等环节增值空间小；制造、购买、使用畜禽粪便有机

肥优惠政策不足，生产和使用者盈利空间小，甚至可能亏钱，

生产者和使用者效益通常明显低于长期享受更多政策优惠和扶

持充分的化肥。上述因素直接导致畜禽粪便等优质的肥料资源

无法得到利用，畜禽养殖成本明显抬升，养殖场（户）利润空

间大幅缩减。此外，由于相关条例明确了禁养区划分标准，并

明确要求 2017 年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

（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因此，近几年，尤其是 2017 年，有相

当一部分养殖场户因此关闭。

（五）肉鸡产品消费市场不景气

2013-2014 年畜禽产品消费持续低迷，2015 年畜禽产品消

费市场逐步回归正常增长轨道，但 2016-2017 年再次进入低迷

期。根据农业部对全国 50 家重点批发市场监测数据，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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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产品交易量较 2015 年下降 24.50%，2017 年又较 2016 年下

降 11.97%。消费市场不景气对肉鸡产业繁荣发展形成较大阻力。

三、肉鸡产业发展建议

（一）提高肉鸡产业地位

肉鸡是畜牧业中的“高效率、低污染”产业，肉鸡饲料转

化率高，养殖环节相对低碳。肉鸡产业持续上升是世界性的发

展趋势，在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大力发展肉鸡产业，既符

合世界畜牧业发展规律，也符合我国国情，是提升畜牧业生产

效率的有效途径。建议国家从国计民生的战略高度重视肉鸡产

业发展，加强对肉鸡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完善产业发展政策

支撑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二）完善重大流行疫病监测防控管理机制

动物疫病是造成养殖业高风险的重要因素，完善重大流行

疫病监测防控管理的长效机制是应对疫病冲击的有效举措。一

是对 H7N9 进行仔细清查，准确把握疫病基本情况、流行病规律，

对疫病疫情信息报告制度和防控实践进行总结、反思和完善，

建立 H7N9 预防与防控的长效机制，并做到科学依法规范防控，

防止简单甚至随意性地滥用行政权力禁销肉鸡产品。二是对

H5N1 强制免疫退出可行性和退出机制进行研究。为应对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影响，我国从 2005 年底开始对境内鸡、鸭、鹅

等主要家禽实行全面强制免疫，虽然取得了明显防控效果，但

也付出了巨额成本，国家财政长期背负沉重负担。同时，强制

免疫力度的不断加大，也加速了 H5 亚型病毒从 H5N1 不断发展

升级到 H5N8，病毒的不断变异进化造成 H5 亚型禽流感疫情复

杂性增强，加大了防控难度。有必要启动对于 H5N1 采取 “全

面强制免疫+扑杀”与“不强制免疫+扑杀”措施的政策效果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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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从经济成本和防控效果两方面对 H5N1 疫苗强制免疫退出可

行性进行研判。

（三）启动肉鸡遗传育种重点研发计划

我国肉鸡产业发展正在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目前正是加快我国白羽肉鸡育种本土化进程和黄羽肉鸡遗传改

良进程的战略机遇期。面对当前我国白羽肉种鸡种源受制于人

的现状，实现白羽肉鸡育种本土化，有利于降低企业引种成本，

摆脱种鸡受制于人的困境；面对当前活鸡交易受限，冰鲜鸡销

售将成为未来主流的趋势，对现有黄羽肉鸡育种方向重新进行

分析论证，进一步做好黄羽肉鸡等本土肉鸡品种的遗传改良，

有利于推进肉鸡产业的供给侧改革。

（四）推进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坚持绿色发展导向，推进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国家

环境保护战略的需要，也是实现肉鸡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要正确处理好生产生态两者之间的关系，坚持“疏堵结合、

以疏为主”，既不能无视养殖污染而单纯追求生产发展，也不能

不顾历史发展阶段和基本条件，因噎废食，不切实际的禁养限

养，忘记畜牧业发展的“初心”。用好环境保护对畜牧业发展的

倒逼作用，加快推动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努力实现保供给和保生态的协调平衡，推动我国畜牧业走上产

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整合现有资金，综合运用价格、财税和金融等政策，对肥、气、

电等资源化产品进行价格支持和使用补贴，降低肉鸡企业环保

成本，提升资源化利用企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五）注重产品质量提升及品牌建设

保障产品质量是实现肉鸡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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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产品品牌是实现肉鸡产业不断壮大的重要举措。一是启动肉

鸡产业药残监控计划，在完善肉鸡产品和饲料产品质量安全卫

生标准的基础上，建立饲料、饲料添加剂及兽药等投入品和肉

鸡产品质量监测及监管体系，构建低抗、无抗肉鸡饲养模式，

严格保障肉鸡产品质量。二是高度重视动物福利问题，将提高

动物福利纳入肉鸡产品质量提升行动日程。三是把品牌建设作

为振兴肉鸡产业的重要着力点，努力创建一批质量信得过、消

费者欢迎度高的优质品牌。

（六）强化肉鸡生产和消费科普宣传

消费水平持续增长是实现肉鸡产业持续增长的首要动力。

强化肉鸡生产和消费科普宣传是促进消费的重要途径。推广鸡

肉产品有利健康的饮食理念， 加大对鸡肉“一高三低”营养特

点、营养价值的宣传；普及肉鸡养殖的科学知识，尤其是普及

消费者对于肉鸡良好的生长特性来源于遗传性能的改进、饲料

营养和饲养环境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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