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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依托 20 年来对全球乳业及中国乳业数据的持续积

累、对行业变化的持续跟踪、对行业的持续深入研究，将为您提供一份具备高度参考价

值的中国乳业发展与投资研究报告。 

艾格农业认为，2018 年中国乳业发展主要呈现以下五大特点： 

一、奶业振兴与乳品质量持续受到中国政府高度关注。 

中国政府认为奶业是健康中国、强壮民族不可或缺的产业，各级政府持续推进奶业

振兴工作。2018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

意见》，重申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优质奶源基地建设、完善乳制品加工和流通体系、

强化乳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大乳制品消费引导；并明确提出了奶业振兴的时间表：到

2025 年，奶业实现全面振兴，基本实现现代化，奶源基地、产品加工、乳品质量和产

业竞争力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二、2018 年奶牛存栏延续下滑态势，但奶牛单产稳步增加，牛奶产量稳中略升。 

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对全国生鲜乳收购站生鲜乳产量的监测，2018 年前三季度，

中国生鲜乳产量同比涨幅接近 2%。调研显示，2018 年奶牛存栏进一步下滑，牛奶产

量增长主要受益于奶牛单产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艾格农业在跟踪研究各省奶业发展情况时，发现部分主产省正积极

对奶业统计数据“挤水分”。例如：（1）2017 年前三季度，河南省公布的牛奶产量高达

212 万吨。该省近期披露的统计数据称“2018 年前三季度牛奶产量 88 万吨，同比增长 

3.5%”。（2）2017 年前三季度，河北省公布的牛奶产量高达 349 万吨。该省近期发布

的资料称“2018 年前三季度牛奶产量 293 万吨，同比增长 1%”。摸清家底，对政府政

策和企业决策有利。 

三、生鲜乳价格在 2018 年三季度触底反弹，奶牛养殖效益有所改善，但不足以激

发扩大奶牛存栏意愿。 

2018 年新西兰、美国、欧盟生鲜乳价格都较 2017 年走低，国际市场全脂奶粉、

脱脂奶粉价格也较疲软。受外围市场及国内供需影响，2018 年 1-7 月，国内生鲜乳价

格持续回落，到 7 月份跌至近五年最低点。此后，受国内需求支撑、热应激减产、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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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推高生鲜乳成本等因素影响，奶价一路上扬，进入四季度后奶价达到 2015 年以

来同期最高水平。 

艾格农业调研了解到，尽管奶牛养殖效益有所改善，当前奶牛养殖端对扩大奶牛存

栏仍持谨慎态度。预计 2019 年上半年生鲜乳供应将维持偏紧局面，价格大幅下行的可

能性较小。 

四、2018 年中国乳品消费延续 2017 年的良好态势，乳品市场稳健成长。 

尼尔森零研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乳品细分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其中，在实体零售

终端，奶粉、低温纯牛奶与常温酸奶的零售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15%、16%、19%。

星图数据显示，在线上零售渠道，上半年乳品零售额同比增长近 40%。创新产品、创

新营销方式仍然是乳品企业推动乳品消费增长和吸引消费者的重要策略。 

艾格农业认为，2018 年液态乳制品、婴幼儿奶粉等乳制品消费增长较强劲，奶酪

消费也获得国内外企业的大力培育，预计乳制品消费总量将实现高个位数增长，销售额

实现两位数增长。 

五、全国及区域乳业龙头企业在资金、品牌、创新、渠道、规模优势等方面的强

大实力支撑下，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稳健成长；弱势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亏损加剧。 

《中国乳业发展与投资研究报告（2018-2019）》将深入分析中国乳业所处的发展

环境、行业发展状况、供给、需求及贸易情况、行业竞争格局、主要企业发展等，并就

行业发展前景、供需趋势、竞争态势等关键问题做出前瞻性判断。 

本报告所有数据来自“艾格农业数据库”。“艾格农业数据库”是艾格农业咨询公司

以国家统计局、海关、行业协会、上市公司、专业市场研究机构、FAO、世界银行、美

国农业部等来源数据为基础，结合艾格公司行业调研建立的数据库。   

艾格农业《中国乳业发展与投资研究报告（2018-2019）》报告有助于您： 

1、掌握行业发展主要数据 

2、理解影响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3、把握行业供需现状与趋势 

4、掌握主要企业发展状况 

5、把握行业竞争态势 

6、判断行业发展大势，保持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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