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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婴幼儿奶粉事件发生后，为推进奶牛规模化饲养提供了新的契机。近几年来，国务

院不断出台扶持政策支持奶牛规模化养殖。2007 年 9 月 ，《国务院关于促进奶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发〔2007〕31 号），文件指出：“通过发展规模养殖小区（场）等

方式，加快推进养殖环节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逐步解决奶牛养殖规模小而散问

题。农业部门要抓紧制定奶牛规模化养殖标准和规范，到 2012 年，奶牛规模养殖的比

重要有较大幅度提高。”2008年 11 月，《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发布，要求推进规

模化、标准化养殖：“中央在现有奶牛规模化养殖建设投资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支持奶牛主产区加快现有养殖场(小区)标准化改造和新建标

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纲要》明确要求：“到 2011 年 10 月底前，在推进养殖规模

化、100 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奶牛比重由目前的不足 20%提高到 30%左右；”2009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发布《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以及相关的政策明确支

持乳制品加工企业加强自有奶源基地建设，鼓励自建、参股建设规模化奶牛场、奶牛养

殖小区。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园艺作物生产设施化、畜禽水产养殖规模化。

支持建设生猪、奶牛规模养殖场（小区）”。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工信部和商务部联

合出台《全国奶业发展规划》（2009-2013），提出“2013 年，全国奶牛存栏达到 1500

万头，奶类产量达到 4800 万吨，成母牛平均单产水平提高到 5.7 吨；100 头以上奶牛

规模养殖比例达到 35%”。2011 和 2012 年，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相继出台《关于申报

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场)建设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及《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

（场）建设项目 2012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对符合标准的养殖小区、园区、牧场全

面进行补贴和财税优惠。此外，各地普遍对规模化养殖实行税收优惠，并针对牧场用地

及建设提供政府补贴。各地政府出台行业政策大力推动规模化牧场建设。。 

截止目前，国内尚未有数据较详尽的有关奶牛场的数据和系统的分析报告，本报告

旨在填补本领域研究空白。本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全国和 15 个主产省区规模奶牛养

殖业及奶牛场的现状，包括奶业发展规划及扶持政策、原料乳生产及其价格的变动、奶

牛场技术及装备、奶牛规模养殖模式、奶牛养殖业的效益、典型奶牛场生产管理调查以

及对中国奶牛现状的评估与未来趋势的判断。 

本报告是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乳业研究小组集体智慧的结晶。东方艾格乳业

研究小组的资深乳业分析师是相关政府部门和协会的“思想库”成员，与相关政府部门协

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也与全国重点乳品企业、关联产业和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些资源优势为本报告的撰写提供了特别珍贵的专业支持，也保证了本报告中引用的数

据的准确性、权威性、科学性和前瞻性。本报告研究小组通过深入到全国不同省区畜牧

主管部门、奶牛场和乳品加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BOABC 相信本报告是国内外



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 1 号 金泰大厦 908 室   邮政编码： 100028 

电话：86-10-64402213  传真：86-10-64402039  邮箱：report.boabc@boabc.com 网址：www.cnagri.com 

2 

乳品企业、乳品配料供应商、相关设备供应商、投融资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进行战略决

策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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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河南郑州绿麒麟奶牛场 

4.2.12 四川新希望洪雅示范牧场 

4.2.13 陕西西安草滩牧农场 

4.2.14 新疆天山畜牧牧场 

4.2.15 河北唐山恒天然牧场有限公司 

 

5. BOABC 对中国奶牛场现状的评估与未来趋势的判断 

5.1 BOABC 对中国奶牛场发展现状的评估 

5.1.1 中国规模奶牛场发展面临的问题 

5.1.2 中国规模奶牛场发展的潜力与机会 

5.2 BOABC 对中国规模奶牛场未来趋势的判断 

 

附件 

附件 1：中国原料奶供求平衡表，2010~2012 

附件 2：中国主要奶业集团介绍 

 蒙牛集团 

 伊利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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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乳业 

 现代牧业 

 圣牧高科 

 天津嘉立荷 

 北京三元绿荷 

 沈阳辉山 

 黑龙江农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宁夏农垦 

 奶联社 

附件 3：中国 1000 头以上规模奶牛场名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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