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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消费者对牛肉的需求不断提高。但目前

我国肉牛产业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基础母牛存栏

量 下 降 ，牛 肉 呈 现 产 量 增 长 赶 不 上 消 费 增 长 的

趋势。

牛源不足导致屠宰加工企业开工率下降，也导

致牛肉价格居高不下，还伴随着牛肉的进口激增。

利用国外成本低廉的牛肉弥补国内供给不足成为市

场经济的理性选择。但利用国外牛肉资源并不能放

弃国内肉牛产业。国际牛肉年贸易量约为 900 万

吨，除我国进口牛肉外，俄罗斯、墨西哥、韩国等国也

有很大的进口需求，进口牛肉价格必然随着进口数

量增加而不断上升。

良种是肉牛生产发展的基础。我国自主培育的

肉牛专用品种少，生产核心种群依赖进口，地方品种

选育改良进展滞后、性能退化严重。发达国家一般

都有自己的主打品种，如美国的安格斯、瑞士的西门

塔尔等。这些品种往往是通过几十年的严格选育而

形成的，有其最佳的生存环境。相比之下，我国虽然

有丰富的肉牛品种资源，还引进了 13 个国外优良品

种，但至今没有形成与四大优势产区相匹配的专有

化肉牛品种。在我国肉牛的主要产区冀鲁豫 3 省，

地方优良品种群体规模严重萎缩。

规模养殖场是稳定生产的重要力量。从生产格

局变化看，1985 年以来农区肉牛养殖快速发展，牛

肉产量增长 18 倍，占全国比重提高近 20 个百分点，

西部 8 省区等传统牧区牛肉产量占全国比重大幅下

降。今后要坚持农牧结合，发展肉牛适度规模养

殖。通过政策扶持，改善规模养殖的设施设备条件，

逐步提高规模养殖比重。

龙头企业是产业发展的动力。肉牛产业不同于

生猪、肉鸡等产业，不仅生产周期相对长，而且育成

个体重量较大，这决定了企业资金周转和利润回报

周期都相对长一些。在牛肉需求不断增加下，肉牛

产业龙头企业的金融需求特别旺盛，目前的金融支

持不能满足企业发展需要。

应当看到，养殖环节是肉牛全产业链中最艰难、

周期最长的环节。今后，发展肉牛产业在资源环境

方面约束趋紧。一方面，牧区草原退化严重，推行禁

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下，草原畜牧业产出难

以维持以往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农区土地资源紧

缺，不少地方对养殖污染有疑虑，养殖场和饲草基地

建设“选址难、用地难”问题突出。

尽管当前肉牛生产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但从长

远看，发展肉牛生产仍有增长潜力。牛肉价格提

升，有利于提高养殖效益，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

加速进入产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公司+合

作组织+农户”等经营模式的推广，有利于提高农

户养殖标准化水平。饲草料调制、科学育肥等技术

推广不断加强，科技支撑作用将增强。随着全国特

别是西部牧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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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才能

“牛”起来
农 兴

供需关系趋紧

“十一五”以来，我国牛肉消费需
求增长较快，年均增长 2.3%。全国畜
牧业协会牛业分会会长许尚忠介绍，
全国牛肉产量从 2010 年的 712 万吨
下降到 2012 年的 662 万吨，肉牛出栏
量近 4 年下降了 1000 多万头。特别
是传统肉牛养殖省区肉牛存栏量下降
明显。

国家肉牛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曹
兵海告诉记者，我国肉类消费以猪肉
为主，猪肉、禽肉与牛肉的消费比例为
61.6∶22.2∶8.7。目前，我国人均羊肉消
费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5 倍，而人
均牛肉消费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51%，今后牛肉消费总体上仍将继续
增长。按照未来我国人均消费达到日
本当前水平计算，我国牛肉消费总量
将达到 1200万吨以上，牛肉供给需要
增加 1倍才能弥补供需缺口。

关于这一轮牛肉价格上涨的原
因，专家表示，原因在于需求旺盛、供
给不足。一方面，随着消费者生活水平
提高，近年来猪肉鸡肉等食品安全问
题频发，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增强，减
少了猪肉消费，相应增加了牛羊肉消
费量；另一方面，受玉米和豆粕等饲料
价格上涨、养殖成本上升、母畜养殖效
益偏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国肉牛
存栏减少，产量增长减缓，个别年份略
有下降，供求关系趋紧。

企业成本增加

由于缺少稳定的牛源，多数企业
不得不到全国各地收购架子牛和育肥
牛进行养殖和屠宰加工。随着牛源紧

张状况的升级，成本越来越大，很多屠
宰加工企业面临着产能不足、亏损日
渐严重的挑战。据农业部产业化办公
室对全国肉牛屠宰加工企业的调查，
全国规模屠宰加工企业的平均设计年
产能为 4.29 万头，但企业的实际屠宰
加工能力颇令人担忧，东北 59 家规模
化企业平均开工率约为 33%，中原地
区为 42%，西南地区仅为 19%。

数据显示，我国肉牛产业屠宰加
工企业近 2000 多家，但多数规模较
小。年屠宰规模在 6000 头以上的企
业有 206 家，其屠宰加工数量占全国
比例不到 5%，目前没有一家实际年屠
宰加工突破 30 万头。这使得企业对
牛源争夺竞争激烈，目前很多屠宰加
工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既不利于牛肉
产品质量控制，也不利于肉牛产业
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消费的牛肉 90%
以上是国产牛肉，只有少部分高档牛
肉需要进口。随着国内牛肉价格不断
上涨，进口牛肉价格优势逐渐显现，进
口数量也猛增。据统计，仅 2013 年 1
月至 4 月，我国进口牛肉超过 8.2 万
吨，达到了 2012 年的全年进口数量。
2013 年部分企业进口的带骨冷冻牛
肉每公斤仅为 36 元，低于全国很多鲜
牛肉的价格。在北京一家大型超市
内，记者注意到，从澳洲进口肩胛牛肉
价格每公斤仅 60 元，低于国内很多知
名品牌的牛肉价格。

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所研究员曲
春红认为，受恶劣天气、畜群重建、
动物疫病和投入品上涨等影响，近年
来，全球牛肉市场都面临供给趋紧问
题。应理性看待牛肉供需矛盾及进口
激增现象，政府主管部门应鼓励适度
规模养殖，扶持肉牛产业恢复性发
展，缓解供给不足局面，稳定市场
价格。

母牛数量下降

母牛是肉牛产业的基础，“得母牛
者得天下”。业内人士认为，母牛存栏
下降已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尽
管各级政府对母牛养殖采取了一定的
扶持措施，但仍不能有效抑制近年来
母牛存栏下滑的趋势。“十一五”期间，
全国能繁母牛存栏比“十五”期间下降
了 10.2%。数据显示，全国基础母牛
数量正以每年约 4%的速度减少。而
母畜育成需要的周期长，难以在短时
间内补充。

养殖比较效益低是母牛存栏下降
的主要原因。我国肉牛养殖源于农村
役用牛，在发展初期养牛不仅能够满
足耕作的役用需求，而且屠宰后出售
牛肉还有效益。但随着农机化水平的
提高，役用需求消失，加之草原生态保
护政策及劳务经济的影响，母牛养殖
的比较效益不断下降。记者采访了解
到，农户养殖母牛采取“舍饲+放牧”
方式，按照产犊 8 头计算，母牛养殖每
年不计算人工投入，每头仅能赚 2000
元。总体看，母牛和育肥牛存栏量的
下滑，限制了屠宰加工企业的原料来
源，导致整个产业链的规模下降。

我国肉牛以分散养殖为主，数据
显示，肉牛年出栏 10 头以下的散养比
重达 57.1%，规模养殖场大部分设施
条件简陋，标准化生产水平低。

曲春红表示，我国传统散养模式
无法取得肉牛饲养的规模效益，也不
利于饲养出品质优良的品种。要鼓励
农民转变肉牛养殖方式，积极发展规
模养牛场、养牛小区等适度规模经
营。建议可采取经济干预措施，包括
补贴能繁母牛饲养、出台保险优惠政
策以及建立肉牛业风险基金等。

肉 牛 产 业 危 机 待 解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河北省昌黎县城郊区政府引导农民变冬闲为冬

忙，栽种优质草莓，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目前城郊区

已形成 3 个种植区，辐射带动全区近 20 个村种植草

莓，面积达 6000 多亩，草莓种植户每年每亩纯收入

达 5 万多元。图为郝宋庄村农民汤翠兰在自家大棚

内采摘草莓。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日前，农业部发布《2014 年种植业工
作要点》，全力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和种植
业 协 调 发 展 ，并 提 出 求 稳 求 进 的 目 标
任务。

确保产量在 11000 亿斤以上
2013 年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种

植业转变发展方式取得积极进展。2014
年将进一步开启区域化、标准化技术模
式，为挖掘增产潜力，提高土地产出率，继
续保持粮食发展的好形势。

农业部表示，2014 年粮食生产一方
面要求“稳”，确保粮食产量在 11000 亿斤
以上，争取实现继续增产；另一方面也要
有“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高产创建和增
产模式攻关、病虫害统防统治等科技服务
重点措施推进方面有新进展，在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提升方面有新进展，努力确保不
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在资源节
约利用方面有新进展，力争控水、控肥、控
药等措施有新突破。

稳定粮食产量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研
究员徐小青说，要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意味着小麦、玉米、稻米为
主的三大谷物自给率要保持在 95%以上，
小麦、稻米自给率要达到 98%以上。2014
年粮食稳产将重点研究小麦、稻谷、玉米
三大作物的消费需求、增产潜力、发展思
路、技术路径、重点区域及保障措施，确保
谷物自给率目标的实现。还要推动“米袋
子”省长负责制的措施落实，开展粮食主
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推进新形势下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构建。

确保面积在 16.79 亿亩以上
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基础在面积稳

定。最新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
要成果显示，尽管我国耕地比原来掌握的
数据增加了 2 亿亩，但耕地总体质量不
高、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
优质耕地持续减少、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
降的趋势没有改变。因此要稳定今年的
粮食种植面积，仍然需要严防死守耕地

红线。
2014 年将着力加强耕地质量建设。

国家将在摸清重金属污染耕地现状的基础
上，对重金属污染耕地的重点区域先行开
展耕地质量修复，改良土壤、调整结构试
点。结合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
规划》和重金属污染耕地、地下水严重超采
地区综合治理，推动《沃土工程》的实施，整
合土壤有机质提升等项目资金，以培肥地
力、养分平衡、土壤改良、耕地修复、农田节
水为重点，集中投入，连片建设。

要吸引农民种地离不开国家出台的
强有力的惠农政策。2013 年粮食最低收
购价水平适当提高，在此基础上，2014 年
国家将继续强化政策引导，落实好良种补
贴、最低收购价等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
粮积极性，确保粮食面积稳定在 16.79 亿
亩以上。

确保增产模式攻关全面开启
2013 年夏粮发生病虫害灾害后，如

果不是统防统治、技术到位，就不可能实

现“虫口夺粮”。而如果没有 55.2%的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96%的农作物良种覆
盖率以及 57%的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全年的粮食产量突破 6 亿吨就不可
能实现。

在我国广大农村，每年有几十万名科
技人员在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和科技
服务，从病虫害防治到节水灌溉，从防灾
减灾到农业机械化操作，对提高粮食单产
和总产发挥了重要作用。靠天吃饭和抗
风险能力差是中国传统农业的最大弊端，
为了克服弊端，降低灾害造成的影响，农
业部表示 2014 年将继续推进科技进步，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为粮食增产提供重要
支撑。

此外，增产模式攻关将在新的一年全
面开启。在东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西
南西北 4 大区，玉米、小麦、水稻、马铃薯、
油菜 5 大作物，集成推广 58 个区域性标准
化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打造一批粮食高产
高效示范区。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和集
成技术模式将进一步向产粮大市、大县集
中，并建立试点示范成效跟踪机制。

农业部发布今年种植业工作要点——

“三个确保” 求稳求进
本报记者 杜 芳

本版编辑 刘 佳

小草莓 大经济

据农业部对全国 480 个集贸市场畜禽产品定点监测，今年 1 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

平均价格每公斤 63.52 元，同比上涨 16.2%。牛肉价格自 2000 年以来呈现持续攀升的

状态，13年间上涨了 346%，反映出我国肉牛供给的严峻形势。

1 月 15 日，在山东省无棣县车王镇的华兴畜
牧有限公司养殖场,一群牛在悠闲漫步。“这些牛
是渤海黑牛，是我们当地的优良肉牛品种。”华兴
畜牧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占岗介绍说。

无棣县是国家级渤海黑牛保护区，立足地方
畜禽遗传资源丰富这一优势，以市场为导向，坚持
保护与开发并重，大力发展肉牛产业。截至目前，
全县发展牛羊产业合作经济组织 6 家，合作社社
员达 800 余人。至 2013 年底，全县牛存栏 12 万
头，出栏 10 万头；全县实现肉牛产业产值 2.5 亿
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 20.1%。

“没有龙头企业的带动，发展肉牛养殖业只是
‘纸上谈兵’。”无棣县畜牧局局长赵玉成说。近年
来，无棣县充分发挥华兴畜牧有限公司作为肉牛
产加销一体化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合作社”的方式签订渤海黑牛繁
育及牛犊回收协议，签约合同户数 450 余个。目
前，华兴畜牧有限公司繁育场已实现存栏渤海黑
牛 400 余头，经加工后的渤海黑牛每头销售价格
达到了 3 万元至 5 万元，比一般品种的肉牛价格
高三分之一，其部分高档牛肉价格达到了每公斤
1000元。

为切实支持肉牛产业的发展，无棣县出台了
《关于促进地方特色畜禽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每年财政拿出 60 万元用于肉牛规模化养殖饲料
补贴。无棣县还积极协调县农村合作银行在全县
牛羊养殖规模户中实施“文明信用工程”，将信贷
审查、评级授信等环节前移，实施金融信贷超前服
务，推动了牛羊养殖业向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
迈进。去年以来，无棣县农合行共向牛羊规模养
殖户发放贷款 8000 多万元，有效解决了牛羊产
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难题。

山东无棣——

培育优良品种
本报记者 张 雪 通讯员 蒋惠庆

规模养殖畜种间发展不平衡，肉鸡已基本实现

规模化，生猪规模化进程也较快。相比之下，肉牛饲

养周期长、比较效益低，政策支持力度总体偏弱，规

模化水平明显滞后，基础母牛更是以千家万户散养

为主，已成为制约肉牛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

——农业部副部长 于康震

目前，我国肉牛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

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需要认真剖析并全面应

对。政府应不断增加对肉牛养殖业的资金、物质

和技术投入，并制定有利于肉牛产业发展的优惠

政策；加大对地方牛品种保护与开发力度，加速我

国地方黄牛品种改良；加强饲料饲草资源的开发

利用，促进养殖方式转变，鼓励规模养殖；着力培育

肉牛加工龙头企业，推动肉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加大肉牛产业科技创新和实用先进技术的推广。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昝林森

农户对肉牛特别是母牛养殖积极性下降是制

约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一方面,依靠家庭剩余

农副产品和剩余劳动力饲养牲畜的家庭经营模式

在逐渐减少。另一方面,肉牛专业化规模养殖的

成本高、收效慢、风险大,发展迟缓,不能迅速补充

部分家庭散养退出后所形成的存栏缺口,造成产

业发展速度放缓。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沈贵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