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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的气候条件适宜，四季分明、气候冷凉、雨热同
季，空气干爽、水质优良、温度和湿度适宜，冷凉气候使各种
疫情发生少。黑龙江生态环境优良，大草原、大森林、大农田、
大湖泊、大湿地等原生态全国都是少有的，特别是土地结构优
良，全省拥有2.3亿亩耕地,3100多万亩草原，地处世界公认的
黑土带、地域广阔、土壤肥沃，发展畜牧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
资源条件和区域优势。 拥有25个对外开放口岸，边境贸易和
易货额都居全国第一位。为猪肉对 外贸易发展提供客观条件。 
  



    黑龙江是农业大省，粮食生产在农村经济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全
省耕地面积960.1万公顷，是全国耕地最多的省份。黑龙江省国营农
场最多，103个大型国营农场拥有耕地206.8万公顷，占全省的21.5%。

黑龙江省是推行农业机械化较早、机械化作业水平较高的省份，2015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684.79亿公斤，预计2020年全省实现粮食总

产量达千亿公斤.玉米的增长速度最快，称为黄金玉米带，玉米是养
猪业使用最多的精料，因此，它的产量快速增加为养猪业的可持续发
展又提供了坚强的物质保障。  



         饲料产业发展水平突出，黑龙江省作为粮食产量大省
有着饲料产业发展的得天独厚的优势，2014年饲料生产
企业（浓缩与配合饲料）350家，总加工能力达1250万
吨，直接转化粮食50亿公斤，饲料总产量达698万吨，
实现产值205亿元，青贮饲料产量为1128.9万吨,共有48

家专业青贮饲料公司与合作社。饲料产业是畜牧业发展的
基础，是黑龙江省畜牧业强省的保障。 

 



     黑龙江省现有猪品种资源20多个，其中优秀地方品种猪3个，其
中有全国最优秀地方品种东北民猪。培育品种有哈白猪，三江白猪。
每年还从国内外引进大量的优良种猪。 

东北民猪 哈白猪 三江白猪 



     黑龙江省科技实力较强，全省有哈兽研等国家和省级

科研单位6家、东北农大等大专院校6所，具有先进的猪育
种技术，还有国家唯一的乳品工程研究院。每年畜牧专业
毕业生都在5000人以上。为猪的遗传育种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生猪生产上，培育推广三元杂组合技术，使三元杂交猪
比例达到70%，以东北民猪、哈白猪、三江白猪等品种为
我国北方养猪生产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黑龙江省为了加快生猪产业发展战略步伐，近几年省政府投资

几个亿，从生猪技术服务体系、兽医服务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和服务
手段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全省100%乡镇设置了独立的兽医服务机构，
80%的农村实现了防疫治疗、猪人工授精技术指导、饲料供应和产品

收购五不出村，在防疫上，对口蹄疫、猪瘟、篮耳等重大动物疫病实
施了强制免疫，免疫度达100%，还推广了产地检疫和免疫标志制度。

加强了对屠宰加工环节的检疫工作，建立动物免疫档案，每年全省还
进行两次大规模的动物防疫行政执法检查。使全省养猪产业能健康稳
步发展。 



 

 几年总投资1432万元。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覆盖72个县市区
的猪人工授精技术推广网络。 

 建立培训基地一个（培训专业技术人员3000人），种公猪
精液品质检测中心一个，定期对种公猪站的种公猪进行精
液品质检测。 

  建立县市级精液配送中心（种公猪站）190个，存栏种公
猪7480头， 建立猪人工授精服务站点1575个。 

   



     黑龙江省现有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猪肉加工企业63家，全国

三大龙头企业双汇、金锣、雨润均在黑龙江省落户。近年来，江西正
邦集团、大北农集团分别计划在黑龙江省投资超百亿元，建设600万
头生猪养殖、饲料加工、屠宰加工的一体化项目.主要分布在巴彦、
肇东、富裕等9个县(市)，现已建设2个原种场、8个种猪扩繁场、6
个生猪育肥场、1个饲料厂，其中在肇东市投产建成的年出栏10万头
育肥猪场是东三省规模最大的;大北农集团主要分布在巴彦、宾县等
15个县(市)，已建设2个原种猪场和4个饲料厂。打造核心产业基地，

形成集群开发态势，“南猪北养”在我省已成大势。 
 

 



      价格优势包括劳动力价格优势和猪肉生产价格优势。黑龙江省拥
有950多万的农民劳动力资源，在劳动力成本上，不但与国际相比优

势明显，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也有一定优势。平均每小时劳动力价
格，德国31.88美元, 日本23.66美元，美国17.20美元，我国城镇
职工为1.32美元，农村仅为0.80美元 。在生产成本上，按每千克生
猪价格计算，日本生产成本为55元，欧美为24元，我国平均为14.4
元。黑龙江省仅为13元左右而且黑龙江省生猪收购价一直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0.20-0.30元/千克. 

 



 2007—2015年国家先后出台了10多项支持政策： 
 稳定能繁母猪生产能力（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 

 提高生猪良种化水平（生猪良种补贴） 

 增强养猪大县生产能力（生猪调出大县奖励） 

 发展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支持标准化规模场、养殖小区基础建设） 

 强化生猪防疫（高致病性蓝耳病疫苗免费、强制扑杀补偿） 

 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助 

 增加猪肉储备规模 

 完善生猪生产消费监测预警体系 

 标准化示范场创建 

 菜篮子工程 

 高产攻关项目（每年40个市县X50万元） 

 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 

 

 

 

 

 

 



      

 2015年年末，全省生猪存栏1356万头，同比下降1.8%，
生猪出栏1821万头，同比增长3.2%，猪肉产量133万t，
同比增长3.9%。能繁母猪存栏133.38万头,黑龙江省是全
国生猪调出省，巴彦、望奎、肇东等22个县被列为全国

生猪调出大县，生猪大量销往天津、北京、内蒙古等地，
“南猪北养、北猪南调”的态势逐步形成，2014全省生
猪养殖备案场4672个，年出栏1000头以上生猪养殖场达
到2525个，出栏生猪838万头，占全省生猪出栏量的
46%，其中年出栏10000头以上生猪养殖场143个。其中，
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场50个。 

 



  一、民猪产业化发展 

    民猪是东北地区的特色猪种，在世界地方猪种排行榜中名列第4位，

具有产仔多、肉质好、抗寒、耐粗饲的特点，其肉质优良、抗病能力
强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逐渐重视，
对猪肉的品质要求也随之提高，使民猪的产业化开发具备了良好的契
机和市场氛围。黑龙江省是民猪养殖的优势地区，牡丹江市、绥化市、
兰西县都有广泛的养殖基础，随着深加工企业的加入，使民猪产品更
加密切结合当地消费和生产情况。因地制宜发展民猪产业，改变了以
生猪、胴体肉等单一形式销售的局面，精细分割、精品包装以及高档
礼盒等形式的出现，不但增加了民猪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了经济效益，
还使民猪产品更加贴近不同消费人群，更好地满足了市场需求。兰西
县民猪保种场为国家级保种场。现有纯种民猪可繁母猪450头，公猪
血系为12个。兰西县民猪饲养量达195万头，商品量达111万头。 





  

    黑龙江省养殖野猪有着悠久的历史，利用野猪与家猪

杂交，生产绿、野、特系列猪只供应市场，满足高端肉制
品、特色肉制品的市场需求，尤其是林区、半山区采取不
同的养殖模式，能极大提高养猪附加值，黑龙江省最近3
年内野猪及野家杂交猪出栏量接近200万头。 
 

 





  
    黑龙江省林业资源丰富，林区一直以单一的林业产品为主，随着

林下生猪养殖模式的发展，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兴安岭、密山市等林
业资源丰富的地区将林下畜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林下养殖民猪、
野猪等适合放养的猪种，在林业发展中提升畜牧业发展水平，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提高畜牧业产值比重，同时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实现林、

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经济共赢的复合经济模式。 
 





     黑龙江省从2012年开始进行推广无抗猪生产，并制定全国第一个

《无抗猪生产操作规程》。预计今年生产30万头无抗猪，明年生产50
万头。在北京成立无抗产品体验店10个，猪肉每千克达100元左右。 

三大环节全面保障无抗生产计划的实施 

a 引种保障 

b 过程保障 

c 产品保障 

以生物酵素 

用于防治疾病 

由资质机构对 

产品进行“无抗”

检测 

源头无抗         过程无抗        产品无抗 

《无抗猪生产操作规程》 



无抗猪生产流程图 



无抗猪肉 无抗羊肉 无抗牛肉 无抗鸡 

无抗鸡蛋 

无抗鹅 

无 抗 畜 禽 产 品 



      生猪产业联盟 
    2014年7月6日黑龙江省绿色养殖 

生猪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哈尔滨胜利 

召开了。联盟建设目的是坚持科学定位、 

精心组织。将通过开发”无抗“、优质、 

安全和健康的畜产品，提高本省行业 

产品的竞争力。进而使联盟建设形成 

”供、产、加、管、服、销“一体化， 

 最终实现发展机制健全、运行模式完善， 

市场开拓能力强劲的产业格局 



     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竞争
力，使大粮仓变成“粮仓+肉库+奶罐”，黑龙江

省畜牧产业将以发展“两牛一猪”为重点，从七个
方面精准发力，打好组合拳，力争到2020年，争
取形成500万吨高品质生鲜乳、80万吨高中低档牛
肉、200万吨猪肉的生产能力。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

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黑龙江省畜牧产业将借助
基础好、优势多、潜力大等有利条件，从以下七个
方面精准发力： 

 



      加快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发展，打造高品质畜产
品基地。今年，省政府将出台支持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建设的政策指导意见，采取补贴方式，以“两牛
一猪”为重点，支持新建一批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力争三年，新建、改扩建300头以上规模奶牛场
1000个（每个场投资300万元），年出栏300头
以上肉牛养殖场500个（每个场投资100万元），
年出栏3000头以上生猪养殖场1000个（每个场投
资100万元），（需要优良品种母猪15万头）。总
投资45个亿。预计到2020年规模化比重达60%以
上。粪便综合利用率大于85%。 
 



         继续实施《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以国家生猪
核心育种场为重点，推进种猪联合育种 。突出“杜、长、
大”品种的本土化选育，着力提升生长发育性能和繁殖
性能，提高核心种源自给率。强化种猪质量评价体系建
设。以种猪登记和生产性能测定为基础，以种猪生产性
能测定中心和遗传评估中心为载体，构建种猪质量评价
体系和信息发布平台，明确提出支持开展生产性能测定
和全基因组选择育种。 

         建立健全良种繁育体系，支持优良品种引进、选育
和扩繁。扩大良种覆盖面。支持推广生猪人工授精技术。
支持民猪等地方优良品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广母猪
生产能力配套技术，降低养殖成本。支持养殖企业应用
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通过牲畜佩戴三维码标识，实现
对生产全过程的精准管理。 
 



      完善产业链与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民共享产
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引导龙头企业加强养殖基
地建设，发展流通配送和营销，拉长产业链条;深
化龙头企业、农户与合作社的合作，建立长期的订
单、契约关系，探索采取资本金注入、股权投资等
方式，实现要素高效配置、产业链连动 

        加强龙头企业和品牌建设，有效提升畜产品加
工业竞争力。通过政策扶持及市场化运作方式，培
育壮大畜禽加工行业领军企业;支持黑龙江省畜产
品品牌建设，引入国内外知名品牌;加强乳肉等畜
产品研发与设计，提高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 



       黑龙江省生猪生产面向全国市场，为了能够在市场竞

争中争取主动，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功能齐全的监测预警系
统，加大对生产、流通、销售各个环节的动态监测，提高
生猪生产、价格等信息的处理和发布能力，正确指导广大
养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规避市场风险。       

      贯彻落实《黑龙江省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推

进无规定动物疫病省建设。突出抓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开展口蹄疫、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加大边境地
区防控力度，严防境外疫情传入；加强无害化处理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构建病死动物无害化收集处理体系。 

    

 

四、健全生猪生产市场预警体系和动物疫病防控体系 



     推进草原保护建设和饲草饲料产业发展，构筑

生态安全屏障。做好牧区基本草原划定，推动草原
承包经营权确定工作;实施退牧还草工程;出台青贮

饲料和苜蓿生产扶持政策，积极争取扩大“粮改饲”
试点，扩大青贮玉米和优质苜蓿的种植面积。 

 



      实现由“养得好”向“卖得好”转变。大力发
展“互联网+畜产品”营销，支持加工、物流、商
贸、电商等企业创办或借助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

优先发展冷链仓储物流，支持大型畜产品加工企业
自建或联建冷链仓储物流设施;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巩固国内市场，积极开拓以俄罗斯为主的国际市场，
扩大黑龙江省畜产品市场占有率。 



       强化金融保险创新，构建多层次多渠道融资体

系。黑龙江省畜牧兽医局政在推进活体畜禽抵押贷
款，设立畜牧产业基金;推动畜牧业保险创新，争

取开展育肥猪政策性保险，提高养殖企业参保率和
覆盖面，增强抗风险能力。 

   



     我省地理区位优越、气候条件适宜、生态环境优良、
科技实力较强，发展现代畜牧产业的优势得天独厚。当
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是发展现代畜牧产业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我们要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针，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方向，以“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为抓手，扬长避短、扬长克短、扬长补短，坚持依
托现代化大农业、发挥核心比较优势，坚持提质量、扩
总量、拓市场并重，坚持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产
业化同步推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出一条优
势和潜力充分发挥、优质安全生态高效的现代畜牧产业
振兴发展新路子，加快推动由畜牧大省向畜牧强省的战
略转变。 



      

感谢各位专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