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转变生猪业发展和调控方式的若干思考及建议
3 3

□王东阳　程广燕　肖红波　韩　洁　卢丽娜　东　湖

　　内容提要 :本研究认为 ,目前我国生猪已出现供大于求的苗头 ,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其价

格将进入过度下跌区间。其主要原因在于前期存栏生猪大量集中上市 ,能繁母猪存栏量大 ,生猪

屠宰量刚性增长 ,猪肉产品出口难度加大。政策性效应、繁育增殖性效应和市场周期性效应的重

合叠加 ,使生猪价格在短期内难以回调。建议加快转变生猪业发展和调控方式 ,及时调整生猪生

产规模和结构 ,转向生猪行业的全程调节 ,加快规模化、一体化和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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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年 5月起 ,全国活猪收购价、猪肉价格从谷底一路攀升 , 到 2008年 4月至波峰后 ,一直持续下

降、不断走低。据监测 , 2009年 5月 11—17日 ,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每公

斤 12199元 ,比上周下跌 0192%。5月 26日 ,猪肉价格微幅波动 ,有升有降。6月 1日 ,全国 470个农村集

贸市场仔猪平均价格仍在下滑 ,比上年同期下跌 5810%。随着活猪收购价和猪肉价格的连续走低 ,养猪效

益已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信息显示 , 5月 6日 ,全国大中城市猪粮比价为 519ζ 1,低于

6ζ 1的盈亏平衡点 ,部分地区生猪养殖出现亏损。5月 12日 ,国家启动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

5月 20日 ,全国大中城市猪粮比价为 5195ζ 1,仍在盈亏平衡点之下。

综合各方面情况看 ,目前我国生猪已出现供大于求的苗头 ,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其价格将进入过

度下行区间。这一区间延续时间的长短将取决于市场的自行调整和国家的宏观调控 ,并将对未来我国生

猪生产发展、市场供求关系及其周期性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一、当前我国生猪价格持续下跌的原因

近一年来我国生猪价格持续下降的原因在于生猪生产量大于市场需求量。由于生猪大量存栏和后续

出栏 ,与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甲型 H1N1流感发生期和春节后猪肉消费淡季相重合 ,使原本供大于求的猪

肉市场更为低迷。

(一 )前期存栏生猪大量集中上市

按照生猪育肥周期 (大规模养殖 4个月、小规模养殖 5个月、散养 6个月左右 )推算 , 2008年年末及其

后存栏的生猪 ,在 2009年 2月后持续出栏上市。据统计 , 2008年 3季度、年末及 2009年 1—4月 ,全国生

猪存栏量分别为 4156亿头、4162亿头、4156亿头、4146亿头、4149亿头、4155亿头 ,与 2007年末生猪存栏

数 4139亿头相比较 ,高出量均在 1000万头以上 (仅 2009年 3月份为 700万头 ) ,这不仅导致春节后猪肉

市场供大于求 ,还将使生猪集中出栏时间延续到 10月份 ;此外 ,鉴于 2月份后生猪存栏量略有下降 ,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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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猪肉供大于求状况有所缓和。

(二 )能繁母猪存栏量大

为实现生猪恢复性生产 , 2007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扶持生猪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 ,尤其是于 2008年 7

月开始实施的能繁母猪补贴标准提高 ,由每头 50元增加至 100元 ,刺激了能繁母猪大发展。据统计 ,自 2008

年 3季度起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突破 4600万头 ,同比增长 1214% ;到 2009年 1月达到 5010万头 ,随后略有

下降 ,到 4月份为 4922万头 ,同比增长 2013% ,比正常水平高 20%左右。在目前生产技术条件下 ,二元母猪

经配种、妊娠到仔猪育肥出栏 ,约为 13个月。按此周期推算 ,本轮能繁母猪扩繁生产能力将在 2009年 3季度

后开始显现。据监测 , 5月 13日全国 470个农村集贸市场仔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15153元 ,比上年同期下跌

5810% ,有利于当前养殖户仔猪补栏 ,但这将使生猪过量生产势头继续前行 ,有可能延至 2009年年底。

(三 )生猪屠宰量刚性增长

在目前生产条件下 ,生猪平均出栏时间一般为 4～6个月。养殖规模愈大育肥期愈短。育肥猪如推迟

出栏 ,增肥效果递减明显 ,料肉比下降快 ,得不偿失 ,也就是说 ,存栏时间越长赔得越多。从全国情况看 ,

2009年 2—4月份 ,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分别为 125913万头、156218万头、167215万头 ,比

上年同期各增加 19102%、27193%、35169%。这说明 ,生猪屠宰量与出栏量正相关 ,生猪出栏多必然使上

市猪肉供给大。随着春夏转季 ,蔬菜、水果等食品迎来上市旺季 ,猪肉消费替代品明显增多。适逢猪肉消

费淡季 ,市场供过于求、价格下行态势将会更显著。

(四 )猪肉产品出口难度加大

在畜禽产品进口方面 ,发达国家以安全、卫生、健康为由设置愈来愈高的技术标准和贸易保护措施。

近年来我国动物性产品及制成品常被进口国以各种借口封关、扣留、退货、销毁 ,甚至被全面禁止进口。近

期受甲型 H1N1流感疫情影响 ,我国猪肉产品出口出现量减、价跌、企业减少的趋势。据四川省有关部门

资料显示 ,受金融危机影响 , 2009年川猪对朝鲜、越南、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出口全部停止 ,目前主要猪肉

企业出口订单较上年同期减少 30% ～50% ,出口形势较为严峻。

二、三大效应使生猪价格在短期内难以回调

当前虽值猪肉消费淡季 ,但生猪供给仍呈刚性增长态势 ,致使猪肉价格过度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

其根由在于以下三方面效应的叠加、重合 :

一是政策性效应。2007年以来 ,国家实施了能繁母猪补贴、启动能繁母猪保险、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

系、对生猪调出大县给予适当奖励等多项组合措施 ,不仅使生猪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还吸引了大量

社会资金投向养猪业 ,外资企业也趁机收购大型养猪场 ,生猪规模化养殖步伐加快。据统计 , 2007年全国

出栏 50头以上的规模养猪户和商品猪场共 22414万家 ,出栏肉猪占全国出栏总量的比例达 4814%。京、

津、沪三市生猪生产基本实现规模化。2008年全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比重预计比上年提高 7～8个百分点。

据有关规划 ,到 2015年全国规模养猪比重将达到 65%以上。生猪扶持政策的扩张效应 ,全面推动了生猪

业大发展 ,无论是从源头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的增多、育肥规模的扩大 ,还是疫病防治水平的提高 ,都对后期

市场供大于求产生了较明显的累积效果。在猪肉消费市场相对饱和、拓展有限的情况下 ,生猪激励政策应

有约束和边界 ,在一定时期内需根据供求关系适时适度调整 ,有“进 ”有“退 ”。

二是繁育增殖性效应。就当前的生产技术条件而言 , 1头能繁母猪集中产能时间为 3年 ,每年可提供 10头

以上商品仔猪。依此效应 ,当年能繁母猪存栏占生猪总存栏的比重正常范围为 8%～10%。一旦扩充能繁母猪

基数、突破其高限 ,将使仔猪供应量成倍增加 ,从而使生猪养殖规模加速扩大 ,最终使猪肉过量供给。也就是说 ,

能繁母猪与生猪的存栏数关系至少是 10倍数的放大效应。据统计 , 2008年能繁母猪存栏数占生猪总存栏数比

重的 1015% , 2009年 1—4月其比重分别为 10198%、11118%、11102%、1018% ,都超过了正常水平 ,并且 , 1—4月

的月均减栏量不到 30万头。同时 ,能繁母猪存栏结构调整难度较大。据调研 ,在目前存栏结构中 , 2007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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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补栏的能繁母猪占主体 ,正值高产期。当前若减少能繁母猪存栏 ,实际淘汰空间较小。

三是市场周期性效应。在市场导向、生产者和消费者数以亿计的情况下 ,我国生猪生产发展呈现周期

性变化特点 ,这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既然是周期性变化就必然有波峰和波谷 ,有供求平衡和不平

衡等多种状态交互出现。较为理想的是能长期实现供求平衡、相对平稳 ,最大限度内抚平对生产和消费造

成负面影响的大幅波动。依据活猪月均价格数据变化划分 ,自 1995年 6月起至今 ,我国活猪价格走势前

后出现了 6轮波动周期。当前为第 6轮周期 ,自 2006年 5月价格谷底起 ,到 2008年 4月至波峰后 ,现正处

在下行期。从过去的 5轮周期看 ,每轮历经波谷 —波峰 —波谷的最长时间 4年 ,最短 1年 ;由波峰到波谷

的下行时间 ,最长 22个月 ,最短 5个月。依照最长的下行时间推算 ,本轮探底时间可能在 2010年 2月前

后 ,考虑到经济复苏、猪肉消费进入旺季等因素 ,预计在 2010年春节前结束。

总的看 ,以上三大效应相互交织重叠 ,使本轮周期出现与以往周期截然不同的新特点 ,即其波动上限大

幅跃升 ,且在高价位区间上下变动。自 2007年 5月起 ,活猪月均价格攀升至过去从未达到的每公斤 10元以

上 ,直至 2008年 4月最高点每公斤 16187元后 ,到 2009年 5月 20日跌至每公斤 9176元。猪肉价格也产生同

步变动态势 ,在 2007年 6月越过每公斤 16元的门槛 ,至 2008年 2月高峰每公斤 26108元后 ,降至 2009年 5

月 24日每公斤 12191元。并且 ,仔猪价格也与猪肉价格变化趋势完全相同。高价位驱动了生产扩张 ,而市场

扩张赶不上生产扩张 ,致使价格过度下跌、生产萎缩不可避免 ,此后则是再复苏 ,步入新一轮周期。

三、加快转变生猪业发展方式的措施建议

从本质上看 ,我国生猪生产的周期性变化在于其充分竞争的市场属性使然 ,任何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

都难以对生猪生产和消费产生影响。在此状况下 ,生猪市场价格的形成和走势取决于整个行业的供求关

系及其与其他产品的替代程度。由于生猪生产的繁育倍增效应以及面临的疫病、市场双重风险 ,很容易造

成生产大起大落、市场价格剧烈波动 ,惟有国家把握生猪业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力度和节奏 ,防止其周

期性大幅涨落 ,努力增强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方能实现生产者有利可图、消费者放心满意、市

场平稳运行的总目标。

为此 ,要对当前价格过度下行进行干预 ,通过采取临时冷冻肉储备、鼓励企业加工、扩大出口和降价促

销等方式 ,加大对生猪过量产能的消化力度 ,制止价格过度下滑 ;同时化被动为主动 ,从长远出发 ,从总供

求入手 ,及时调整生猪繁殖及育肥的规模和结构 ,下大力转变其增长方式 ,转向生猪行业的全程调节和一

体化、产业化发展 ,稳步推动养猪业健康持续发展。

(一 )应着手编制生猪总供求规划 ,强化对生猪产销总量的调控和引导作用

在实施畜牧业“百场 (厂 )千村万户 ”监测计划、加强生猪生产和市场监测预警的基础上 ,为扎实推进

生猪业生产发展的规模化、一体化和产业化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着手编制生猪总供给、总需求发展规划 ,并

按照各地产能实际和未来发展要求 ,定期发布各省份以及重点区产地、销地的预期生产量和需求量 ,这不

仅能对生猪市场波动形势进行预警分析 ,还能对其规模及结构进行总量预期和计划安排 ,有利于实现生猪

生产和消费需求的市场均衡、淡旺季有序供给。

(二 )应把能繁母猪存栏规模和结构、活猪出场价作为事先的和生产进程中的调节指标进行监控

目前国家实施的《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 (暂行 ) 》,选取猪粮比价作为判断生猪生产和市场

情况的基本指标。当猪粮比价达到盈亏平衡点时开始预警 ,并根据情况启动相应响应机制 ,这属于事后调

节 ,通常各方都比较被动 ,损失已经产生。缓解生猪发展的周期性波动 ,应从其生产源头能繁母猪存栏规

模和结构入手进行调节 ,并以此调控仔猪上市量和生猪存栏量 ,这样就能够从产业链条的起端 ,对生猪产

能进行繁育衔接 ,实现事先的生产调节。据养猪场 (户 )反映 ,由于饲料行情、价格多变 ,与之切身关联的

盈亏平衡指标是活猪出场价 ,直观明了 ,便于成本收益估算。应针对不同地区散养户和规模户 ,分别设置

活猪出场价预警区域 ,用于判断生猪生产收益情况 ,为采取针对性调控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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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大政策保护和支持力度 ,加速推进规模化养猪步伐

据统计 , 1965年美国养猪场共有 10518万个 ,到 2008年减少到 713万个 ,其中小型养猪场 ( 1～499

头 /农场 ) 5174 万个 ,特大型 (大于 5000 头 /农场 ) 2920个 ,其存栏占总存栏量的比重分别为 314%、

6111%。实践表明 ,规模养猪场投资多、市场风险大 ,但有利于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 ,有利于标准化生产和

质量监控 ,有利于粪便排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因此 ,在当前生猪供过于求、规模养猪场面临困境的情形

下 ,仍要坚持规模化养猪方向 ,及时调整相关扶持政策 ,以保护规模养殖 ,促使部分散养户退出。切实解决

好当前规模养猪场融资难、担保难问题 ,应通过生猪专项资金支持公司担保和养殖场联保等担保方式 ,扩

大担保融资服务 ,补助贷款担保和保费。应继续加大对标准化规模养殖的补助和贷款贴息水平 ;给予基础

设施建设和粪污治理一定补贴 ;强化对防疫统一服务的技术支持 ;对散养户淘汰能繁母猪、规模场存栏能

繁母猪进行补贴。在新农村规划中注重养殖小区建设 ,在新村居民点安排配套的现代养殖设施 ,提升养殖

条件和规模。

(四 )着力加强生猪市场体系建设 ,加快推动养殖、屠宰、销售一体化产业化发展

为避免生猪产业链条各个环节相互脱节 ,确保生猪生产和市场有效衔接、信息畅通 ,应把养猪场 (户 )

和“猪贩子”、“肉贩子 ”及屠宰厂等纳入一体化产业链。建议由政府相关部门统一规划实施 ,在生猪主产

地建立生猪批发市场 ,定时发布生猪收购价格 ,以防“猪贩子 ”压价收购 ;鼓励养猪户成立生猪销售合作

社 ,与批发市场签订购销合同 ;引导规模养猪场成立协会 ,开拓运销渠道。在销售地加强生猪流通环节管

理 ,允许大型养殖场、物流企业、超市投资定点屠宰厂 ,通过“屠宰 ”市场竞争 ,实现猪肉质量安全 ;同时按

照超市企业运营方式 ,加快改造农贸市场“肉摊 ”,使之逐步清洁化、标准化。在主产地建立生猪期货市

场 ,分散、化解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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