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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猪目前复产明显，2021 年年中有望恢复非洲猪瘟前的产能。禽类产能过
剩，今年养殖户普遍亏损，去产能迫在眉睫。猪肉上市、鸡蛋高产均会抢夺中秋
节节点，价格可能迎来大幅波动；

1 调研背景
目前，生猪期货预计 11 月份上市，而中秋节前为鸡蛋价格高点时期，为了解生猪、蛋
鸡的养殖销售情况，本次跟随调研组一同走访了 10 家养殖上下游企业，了解生猪、蛋鸡的
养殖销售情况，为鸡蛋期货及生猪期货上市前做准备。

2 调研计划和结果
我们本次的调研重点是生猪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辅助调研禽类养殖销售情况。重点了解
生猪及禽类存栏情况，用于判断未来猪肉、鸡蛋供给情况。本次调研的时间为 2020 年 07
月 06 日-2020 年 07 月 10 日，路线为：淄博-德州-聊城-泰安-临沂–邯郸，调研了当地有
特点的饲料、养殖、屠宰等企业，调研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调研企业情况和调研主要内容如下：
企业名

企业 A

特性

内容

饲料企业

在青岛、烟台、莱芜、宁晋，省外有成都、长春等
分厂，饲料产量在山东省内排名前三。
1.在 2019 年 9 月份就已达到非瘟前的饲料销量。
目前总量在 18000 吨左右。2019 年 4 月份企业改
变了销售策略，渠道下沉，是饲料销量提升较快的
关键。
2.2020 年初推出了邦基 9 号提升猪群提抗力的预
混添加剂饲料。带动了公司全价料的销量。
3.目前企业主推营养概念，核心产品在母猪、仔猪
高端料。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周边，每吨高 100-200
元。价格主要跟随原料随行就市调整。

4.山东从养殖密度来看，潍坊以东、鲁东以及胶东
地区养殖密度相对低，非瘟受损程度较低，目前部
分大型企业投产。
5.玉米采购以当季玉米为主，因为陈粮脂肪酸超
标，会导致饲料质量下滑，
所以企业不会采购陈粮。
6.油脂是饲料中的重要能量之一，企业有自己的膨
化大豆厂，为了防止油桶产生交叉感染以及桶底油
脂的酸败，企业采用全脂膨化大豆保证饲料中的油
脂含量。

企业 B

企业 C

企业 D

企业 E

养殖企业

1.企业产能 100 万羽。目前青年鸡 10 万羽，处于
青黄不接的状态，从现在到 8 月底代养的 60 万羽
将逐步进入待产状态。
2.企业购买的鸡苗一般需要代养 90 天，这一阶段
鸡群的输软管成熟，与代养公司的责任比较容易界
定。
3.目前 9 亿羽在产鸡，4 亿羽后备。9 亿羽在产鸡
产量属于紧平衡状态，存栏的进一步增加或导致供
应压力的出现。
4.受疫情影响，订单不足是蛋鸡的行业的压力所
在。下游企业消费减量在 50%左右。

养殖企业

1.现存栏待产鸡 40 万羽，较 2019 年扩栏 3 倍。
2.企业以配套建设以种蛋为主，目前种蛋销路不
畅，部分自用。
3.产能大，消费低是制约目前行情的关键因素。
4.前三年养殖利润较为理想为 2020 年扩栏奠定了
基础，但有前期利润支撑，中型以上规模养殖企业
面对当前亏损仍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抵抗。
5.认为 2020 年存栏压力较大，随着青年鸡存栏的
增加，8 月份市场存在一定的压力

食品深加工

饲料企业

1、德州的冷库单基本存满了，较 2019 年同期增量
25%。
2、冷库蛋以自用做乡巴佬鸡蛋为主，走向市场的
数量非常少。冷库蛋一般以超市销售为主。
3、冷库蛋储存有一定的条件制约。储存条件比较
好的气库，储存器可以达到 3-8 个月，但受品种、
气库条件，温控等多方面影响。
该企业月产量在 2 万吨水平，在莘县当地属于大规
模饲料企业，以禽料为主，猪料为辅，禽料中以肉
禽料为主。
1.非瘟发生以来，对企业产量整体影响不大，因为
猪料的占比较小，占总量的 10 左右。在非瘟发生
后比较严重的月份，也就是 2019 年 3-4 月份产量

下滑 10%左右。
2.2020 年以来，1-6 月份总销量较去年同期下滑
10%，主要还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养殖企业补栏积
极性不高，淘汰率较高，尤其是 2-3 月份。
3.因为莘县当地生猪养殖企业较少，加之企业猪料
占比较低，所以截止到 6 月份企业猪料基本恢复到
非瘟前期水平，月度销量在 2000 吨左右。
4.今年 4-5 月份非洲猪瘟在当地发生，加之山东周
边中招企业较多，出现恐慌性出栏的情况，猪价也
在 5 月中旬出现低点。当时猪料减量较为明显。

企业 F

企业 G

屠宰企业

1.屠宰企业开工率较 2019 年减量明显，企业正常
情况下屠宰量在 1000 头左右，目前屠宰量在
400-500 头。企业先发展养殖，2013 年以后增加屠
宰板块，养殖基地都在山东，原种猪 2000 头有扩
栏计划，计划出栏达到 45000 头。据了解山东省内
的某大型屠宰企业产能也降到去年同期的四分之
一到五分之一。
2.商转母在生猪采购中发现在 2019 年 10 月份以后
最明显，屠宰公猪占比达到 80%以上。
3.目前生猪体重普遍在 125 公斤以上，
以大猪为主，
有些大猪体重能达到 150 公斤以上。当地不太消化
大猪，主要往南走。局部地区体重能达到在 5 月份
猪价较低的时候，在 10 几天期间体重降了一波，
能在 110-115 公斤水平，但是时间比较短。
4.四季度非瘟发生的预期还是比较强的，因为秋冬
气温低，疫病发生的概率比较大。非瘟反复的概率
比较大。但是今年养殖密度整体下滑，2020 年菏
泽地区受疫情影响整体较小。
5.目前冻品与鲜肉的价差太大，所以企业以销定
产，鲜销率持续高位，尽量不做冻品。
6．目前生猪采购以外采和挂牌猪贩子送猪为主，
外采的话以生猪价格来定，猪贩子送猪的话以宰后
结算价为主，行业内普遍如此。

养殖企业

1、东营大区 4 个 1.6 万头年的猪场，
2 个已经投产，
一个在建，德泰大区德州、泰安、菏泽，德州 1.6
万和,1.2，还有 1.6 的在建，泰安，两个投产，都
是 1.2 万规模旧县 1.6 万头在建。菏泽鄄城俩厂共
计 2.64 万头，郓城 2 个厂 2.2 万头，27 万育肥厂。
现在养户比例能在 80%左右，后期计划发展到
50-60%。每个地区大概是 5 万头母猪。计划做 500
万头的屠宰厂。
2、企业发展以控制成本为主要目标，加宽护城河，
提升抗风险能力。企业发展全产业链，为了从源头

控制，做好食品安全。
3、接山镇以该企业养殖为主，其他企业非常少。
不同县市各企业占比不停。
4、接山镇在 2017 年之前养殖企业较少，养殖密度
比较低，所以在 2019 年受非瘟影响不大，鲁西南
片区，南临沂受损最为严重。目前当地产能 80%
是新建产能。
5、2020 年以来，猪龄结构以小猪为主，从企业目
前存栏结构来看，四季度将是出栏量集中期。

企业 H

企业 I

种猪企业

该企业是一家规模化、标准化的良种猪繁育公司，
以出售二元母猪为主。
1、企业主要供应种猪非瘟之前出栏量在 40 万水
平，目前不足十分之一。2019 年以来边补边拔牙，
企业受损比较严重。
2、目前企业以出售二元母猪为主，价格在
8000-9000 元/头。仔猪外销量非常少，认为优质的
仔猪在市场上也非常少见，一般优质仔猪企业会留
存。另外出售仔猪是为了减少阶段性风险。
3、企业周边区域产能增速较快，滨州、东营一代
外行进入的太多。认为如果非瘟防控条件达不到，
发生问题的概率会很大，四季度因呼吸系统疾病引
发抵抗力减弱，从而发生问题的概率很大。
4、认为当前商品猪恢复速度很慢，主要原因还是
目前的留种质量太大，淘汰率高。质量一般的三元
及以上母猪，一胎就要淘汰，相对于二元猪差太远。
5、从现有产能及存栏角度来看，认为年内产能恢
复到疫情前水平概率很小，保守估计能恢复到
60-70%

屠宰企业

企业屠宰设计产能在日屠宰量 4000 头，近期日照
工厂开业，屠宰产能在 4000 头左右，日屠宰量仅
在 1000 头左右。
1、7 月份以来屠宰量在 1000 头水平，
6 月份在 1800
头左右。去年同期屠宰量在 2000 头左右。屠宰量
持续下滑，缺猪比较严重。
2、近期企业屠宰的生猪，以 公猪为主，6 月份以
来尤为明显，去年 10 月份前后又一波公猪占比超
过 80%。
3、企业目前鲜销率 100%，全部走冷鲜和热鲜，
不做库存，冻品价格无优势。
4、冻品库存基本清空了，据企业了解，全行业的
冻品库存也基本上达到低点了。
5、对于下半年猪价，企业认为行情不会太好。目

前消费减量太明显了，屠宰量仅为正常时期的
40%，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鲜肉市场消费量。

企业 J

饲料养殖企
业

1、目前兄弟企业蛋鸡存栏 30 万只，母猪存储 2000
头，馆陶地区蛋鸡多为 3-5 万的中小养殖户为主，
生猪养殖场多为牧原集团建设生产，目前已建设 9
个养殖场，其中 6 个已经投入使用，计划建设 17
个养殖场，后期猪饲料预计有所增长。
2、该区域受猪瘟影响较为严重，2019 年受猪瘟影
响，整体饲料需求较差。企业前段料占比较高，总
比例占 30-35%，以小猪浓缩料为主。自 2019 年下
半年以来，
小猪料环比增幅较为明显，
能达到 20%。
目前小猪料销量基本达到疫情前水平。
3、育肥猪料减幅最大的月份是 2019 年 3-4 月份，
同比减幅能达到 50-60%。因为当地受疫情影响比
较严重，去产能。
4、2020 年以来，大型养殖企业扩建速度较快，基
本都偏重全价料。2020 年 1-6 月份总量增幅不大，
主要还是缺猪，应该有 10%左右的增量。3-4 预期
很好，企业每年都在 9 月份搞一波促销活动。
5.河北周边青年鸡为主，并为出现超淘汰的情况。
预期未来两个月供应压力较大。

3 调研总结
由于非洲猪瘟的影响导致了产业升级，而目前由于后备母猪不足，导致母猪留栏的质量
不高，很多三元甚至是四元、五元的母猪成为了后备母猪，这样的情况占比很高。这些后备
母猪的繁育能力很低，一般一窝 7-8 头，两窝甚至一窝过后就会被淘汰，使得后期生猪的养
殖效率降低。目前预计全国前 28 家生猪养殖企业，所有能繁母猪存栏大约在 1000 万头左右
（已经包含二元、三元母猪）
，估计今年底母猪存栏将恢复到 3000 万头左右，2021 年年中
将有望恢复到非洲猪瘟前的规模，最晚 2021 年年底将恢复到 2018 年的规模。
目前全国蛋鸡总笼位在 17 亿只左右，而在产蛋鸡目前是在 9 亿只上下，另有 4 亿后面
蛋鸡正在处于青年鸡阶段，预计产蛋高峰也在中秋节前。河北调研得知，河北地区前期新建
鸡场目前已经是满栏的状态，目前依然有个人养殖户新建鸡场，总体比去年增长了 30%。
在安徽调研回来的同行人员也反应了同样的问题，
安徽当地新建蛋鸡笼位增长了至少 20%。
目前从调研的结果来看，蛋鸡的产能远远过剩，且将集中在中秋节前出现产蛋高峰。因
此可以预计鸡蛋价格在中秋节后将出现下跌的情况。生猪由于依然短缺，且为了集中在中秋
节前出栏，目前生猪压栏现象普遍，导致近期猪肉供应紧张，猪肉价格上涨，而集中出栏后
短时间内猪肉供应增加，会导致猪肉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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