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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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及投资分析报告。 

中国肉牛产业是大市场小产业。近年来，在消费需求驱动和牛源紧张制约的双重因

素影响下，国内牛肉价格维持历史高位，养殖行情利好，企业投资整合机会凸显。 

（1）牛肉消费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势头，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消费方式的转变，80 后、90 后群体正逐步成为优质生

活与品牌消费的中坚力量，通过商超和电商平台销售的牛肉比例正不断增加；且今年 8

月国内发生非洲猪瘟，居民减少猪肉消费，利好了牛肉消费。 

牛肉零售价格不断增长，从 2010 年的 33 元/千克上涨到 2018 年的 65 元/千克，

增幅巨大。当前国内牛肉年消费量接近 800 万吨，终端消费规模超 5000 亿元，消费市

场呈现量价齐升的势头，市场潜力巨大。 

（2）国内产能低下，牛肉供给将长期不足，供需矛盾严重凸显 

国内牛肉产业链上下游呈两级分化的局面：上游养殖仍然是以散户为主的落后生产

模式，直观表现为生产效率低下，牛肉产量增速放缓；而下游消费在牛肉消费量和消费

品质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产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供需矛盾严重凸显。 

为此，近些年我国不断增加牛肉进口量，从 2008 年来由不到 1 万吨增长至目前的

60 多万吨。同时我国成为走私牛肉重灾区，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判断每年约

150-200 万吨的走私量。由此看出，中国牛肉进口和走私量约占整体消费量的 30%，

表明中国牛肉供需缺口巨大。 

（3）行业缺乏品牌龙头企业 

国内牛肉消费需求保持强劲态势，牛肉价格不断增长，养殖行情利好，自主品牌企

业迅速成长，带动了肉牛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产业链的协调性得以加强。但在国内肉

牛产业链特点和国际牛肉竞争压力下，规模化肉牛企业普遍盈利难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

解决。 

从已上市和挂牌新三板的相关肉牛企业，经营数据表现普遍不理想，真正意义上的

品牌龙头尚未出现。无论是一体化企业、大型养殖企业、牛肉屠宰加工企业还是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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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均面临规模效益低，产能利用率低下，品牌业务不强，整体盈利能力弱的问题。 

本报告将深入分析 2018 年国内肉牛产业发展形势，剖析重点企业运行模式，归纳

国内企业和资本投资动向，并对 2019 年的行情走势进行预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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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产业运行趋势和产业投资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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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