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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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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8 年白羽肉鸡出栏量减少 5%左右，种鸡、肉鸡养殖盈利丰厚 

2018 年祖代白羽肉鸡引种量维持在低位，在产父母代种鸡存栏低于 3,500 万套的

正常存栏水平。由于父母代种鸡存在缺口，商品代鸡苗持续上涨，最高价格超过 8 元/

羽，种鸡养殖环节摆脱 2017 年的亏损窘境，利润大幅增加。商品代鸡苗供给减少，使

得本年度肉鸡出栏量下滑至 40 亿羽左右，减幅为 4.76%；毛鸡价格比 2017 年上涨 20%

以上，养殖效益高达 3 元/羽左右，创十年来最高纪录。 

鸡苗和毛鸡价格大幅上行，使得种鸡企业和商品肉鸡企业全面盈利，种鸡企业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50%以上，净利润率超过 10%；商品肉鸡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左

右，净利润同比增长 2 倍以上。 

二、白羽肉鸡养殖规模化程度持续提高、企业重组加剧、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随着人力成本上涨、环保要求提高、消费方式改变，肉鸡规模化养殖程度进一步提

升，2018 年中国年出栏 10 万只以上的标准化规模养殖程度达到 35.84%，较去年的

33.99%提高了 1.8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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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集

中度将进一步提高。一方面，经营管理方式落后，亏损严重，导致资金链断裂的大型企

业将逐步被兼并（如河南大用集团发布司法重组）；另一方面，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将

通过收购继续扩张，提升企业国际地位（如屠宰规模最大的圣农发展公司设立总规模接

近 20 亿元的肉鸡产业并购基金）。肉鸡企业重组加剧，将促进集中度进一步提升，2018

年 TOP10 企业合计屠宰量占白羽肉鸡屠宰总量的 66.38%以上，比上年提高 2.23 个百

分点。 

三、鸡肉贸易实施新政策，进口量增加趋势不变 

巴西是中国进口鸡肉第一大来源国，2018 年 6 月 8 日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巴西的

进口白羽肉鸡产品实施保证金形式的临时反倾销措施；8 月商务部对巴西白羽肉鸡产品

反倾销调查期延长 6 个月；由于巴西鸡爪和鸡翅价格优势明显，本年度从巴西进口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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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数量依然小幅增加。 

美国方面，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 2018 年 2 月 27 日起终止对原产于美国

的进口白羽肉鸡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8 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

产于美国的鸡胸肉、制作或保藏的火鸡肉和杂碎、加征 10%的关税；再加上中美贸易

战的影响，2018 年中国没有从美国进口鸡肉。 

但是，2018 年中国放开了白俄罗斯、乌克兰、泰国和俄罗斯鸡肉进口，未来鸡肉

进口来源国之间的竞争会日益激烈，中国鸡肉进口量将持续增加。 

四、2018 年黄羽肉鸡养殖效益较好、出栏量增加 3%；大企业冰鲜鸡产品发展快 

2018 年黄羽肉鸡生产外部环境相对较好，没有出现重大疫情，活鸡价格比上年上

涨 17%；养殖效益为 4 元/羽左右，比 2017 年增加 2.5 元/羽；活鸡出栏量达 38 亿羽左

右，比 2017 年增长 3%左右。 

尽管 2018 年养殖效益好转，黄羽肉鸡仍然面临转型升级的严峻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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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推进肉鸡业务转型升级，以“掌控渠道，直配终端”为转型目标，向下游打造渠道、

品牌优势，利用“公司+门店”的形式，建立“畜禽养殖-屠宰加工-中央仓储-物流配送-

连锁门店”的新型食品连锁经营模式。通过新建及收购肉鸡屠宰厂，公司肉鸡屠宰产能

提升到 1.3 亿只。湖南湘佳牧业公司肉鸡屠宰量超过 1000 万羽，冰鲜鸡肉产品销售收

入占比超过 50%，使得该企业毛利润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本报告将在深入分析 2018 年国际和国内肉鸡产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深入剖析重

点企业运行特点及运营模式，并对国内肉鸡产业投资动向进行系统归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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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