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豆及油脂油料报告（月报） 

版权所有：艾格农业 

 

2017 年 11 月 

中国肉鸡产业研究及投资分析报告 

         —种鸡环节亏损严重、加大终端投资力度 

2017/18 年度 



 

                                         2017 年中国肉鸡产业研究及投资分析报告   

 

 

 

独立 • 客观 • 前瞻                                                           Page I of 10 

行业背景 

北京东方艾格依托 20 多年对行业数据的持续积累、对行业变化的持续跟踪、对行业的持

续深入研究，将为您提供一份有价值的肉鸡产业及投资分析报告。 

（1）2017 年白羽肉鸡行业景气度下滑、种鸡环节深度亏损 

2017 年受 H7N9 流感疫情、终端市场消费、以及国家环保政策的影响，白羽肉鸡及产品价

格大幅度波动，但受益于饲料价格下跌，养殖环节维持盈利，但种鸡环节亏损严重。从企业前

三季度的表现来看，民和股份公司亏损 2.89 亿元、益生股份公司亏损 1.85 亿元；圣农发展公

司和仙坛股份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0.95 亿和 0.65 亿，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 81%和 63%。 

（2）白羽肉鸡养殖规模化程度持续提高、屠宰企业集中度高 

随着人力成本上涨、环保要求提高、消费方式的改变，肉鸡规模化养殖程度进一步提升，

2017 年中国年出栏 10 万只以上的标准化规模养殖程度已经达到 40%左右。肉鸡产业是中国畜

牧业中发展最为成熟、组织化和规模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大型企业数量多，TOP10 企业合计屠

宰量占白羽肉鸡屠宰总量的一半以上。 

（3）白羽肉鸡企业纷纷加大终端投资力度 

白羽肉鸡产能增加空间有限，新增基础投资项目不多，大企业纷纷加大终端投资力度，投

资食品加工和中央厨房项目。圣农集团向终端消费市场延伸产业链，拓展食品餐饮产业，主要

包括圣农食品、日圣食品、丰圣蔬菜、乐美隆餐饮管理等多家一级子公司，业务涵盖鸡肉食品

深加工、餐饮连锁、豆制品加工等领域。正大集团在义乌投资 17 亿，建立中央厨房和肉制品

深加工项目，将形成日产特色盒饭 50 万份，年产肉制品 9 万吨的生产规模。 

（4）上半年黄羽肉鸡养殖亏损严重，下半年有所改善；企业加快冰鲜鸡市场开拓步伐 

上半年，受 H7N9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国活禽销售渠道受阻，黄鸡产业损失惨重。初步

统计上半年黄羽肉鸡养殖行业损失超过 50 亿元，导致行业面临发展危机。 

从长远来看，黄鸡企业需要改变盈利模式、完善全程冷链控制、拓宽营销渠道。作为黄羽

肉鸡行业领军企业，温氏股份公司通过投资家禽屠宰项目，逐步转型为集生产、屠宰、深加工

和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经营。 

本报告将深入分析 2017 年国际和国内肉鸡产业发展形势，剖析重点企业运行模式，

归纳国内企业和资本投资动向，以期协助企业、资本和行业人士更加准确的把握国际及

国内鸡肉产业运行趋势和投资机会，判断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模式和亟待整合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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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格农业(CNagri.com) 

艾格农业——中国现代农业服务业领导者，成立于 1996 年，

凭借在中国农业和食品行业近 20 年的积累，以及在行业数据、情

报、资讯搜集与分析、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优势，为大农业及食品领

域的相关企业、机构、投资者、消费者等，提供农业研究、咨询、

传媒营销、公关传播及会议会展、私募股权投资、财务顾问等综合

服务，帮助各类企业和机构了解、洞悉并融入快速发展的中国农业

和食品行业，并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相关报告 

中国畜牧市场周报                    （周报，中英文版） 

中国肉鸡月报景气报告                （月报，中英文版） 

中国生猪月报景气报告                （月报，中英文版） 

中国畜产品市场回顾与展望            （年报，中英文版） 

中国肉鸡业产业报告                  （专项，中英文版） 

中国生猪产业深度研究报告            （专项，中英文版） 

中国动物生物制品行业研究报告        （专项，中英文版） 

中国肉鸡产业地图集                  （专项，中英文版） 

中国蛋鸡产业地图集                   （专项，中英文版） 

 

专项调研服务 

艾格农业携 20 年的行业研究经验，是中国农业及食品领域最优秀的数据、信息、

咨询服务提供商。我们已经成功为近千家中国和海外企业及政府机构提供行业专

题研究、市场调查、战略咨询、上市前募集资金投向可行性研究、区域规划、商

业计划书等各类专项调研服务。 

典型案例： 

 2005 年，为北京靠山居集团提供进入柴鸡蛋养殖、销售市场前的调研分析； 

 2005 年，为英国出版公司 PJB 提供中国动物保健品市场研究报告； 

 2006 年，为法国梅里亚集团(MERIAL)成功实施中国 10 省市动物保健市场调研； 

 2008 年，为 GERSON LEHRMAN GROUP INC 提供肉鸭调研报告； 

 2011 年，为希杰开展中国家禽沙门氏菌调查； 

 2013 年，为立华牧业开展安徽/河南/江西省家禽市场深度调研项目报告； 

 2015 年，为日本某企业开展禽流感疫苗研究； 

 2015 年，为某国际动保公司开展家禽疫苗市场研究； 

 2016 年，为某大型畜牧上市企业提供畜禽设备分析报告； 

 2017 年，为某大型投资机构进行蛋鸡产业链研究。 

 

联系方式 

研究部：86 -10-64402118 

销售部：86 -10-64402118 

公关部：86 -10-64402118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

路 1 号金泰大厦 905 室 

邮箱：report.boabc@boabc.com 

网 址：www.cnag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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