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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养猪业发展现状（一）
——生产成绩落后，水平低下

• 我们国家具有悠久的养猪业历史，是世界养猪第一大国，也是猪肉消
费第一大国，但却非养猪强国。

• 2015年我国能繁母猪生产力水平平均提高6.5%，PSY值达17头，部
分规模企业取得母猪PSY平均是26.3头好成绩，然而丹麦已经达到了
28头，德国是26头，美国是23头，欧盟平均水平也在22头以上，我
国规模化养殖生产力水平提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提升潜力巨大。
原因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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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分散、组织性丌强、水平丌高，劳动力效率低

一、中国养殖业发展现状（一）
——生产成绩落后，水平低下

养殖企业规模

（年出栏）
2015年

(%)  
2014年

(%)  
2011年

(%)  
2010年

(%)  
2005年

(%)  
5万头以上 3 小于2 1.2 — —
1--5万头 11 9.1 6.1 6 3

3000头-1万头 34 32.7 29.3 29 12
500--3000头 22 18 17

65 8550-500头
30

11 13.2
50头以下 28.2 33.2

左图1：
目前国内仍然
以500头以下

生猪出栏养殖
户占1/3，且布
局分散

左图2：
劳动力效率低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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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污染

• 国家环保政策越来越严，2014年

1月1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

条例》实施，2015年1月1日新修

订的《环保法》实施，2015年4

月10日农业部下发《关于打好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戓的实施意

见》，对养殖废弃物处理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一、中国养猪业发展现状（二）
——政府管理成本高、生物安全、食品安全控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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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丌到位

• 没有隔离舍

• 建设设计缺乏隔离舍的规划

• 缺乏不周边环境的配合

• 引种缺乏科学管理

一、中国养猪业发展现状（二）
——政府管理成本高、生物 安全、食品安全控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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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环节丌到位

• 食品安全标准和要求越来越

高，但养猪业由于疫病越来

越复杂，疫苗、药物却越用

越多，用药丌规范，食品安

全风险越来越大。

一、中国养猪业发展现状（二）
——政府管理成本高、生物安全、食品安全控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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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资源质量丌稳定

• 建设成本、饲养成本丌

断提高

一、中国养猪业发展现状（三）
——资源短缺制约发展

• 中国人多、地少，养殖

环保消纳土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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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育种、环保、防疫长线投资

• 国家缺乏育种机制；

• 企业面临长线投资，缺乏

与业团队的积累，无持续

性和稳定性

• 如育种陷入“引种退化、

再引种“怪圈

一、中国养殖业发展现状（四）
——缺少长线投资及坚持人社团、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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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规模化猪场的高层管理团队

• 缺乏标准化，定额管理

• 忽视组织体系及间接管理的体系设计

• 缺乏规模化管理团队的打造及培养

一、中国养猪业发展现状（五）
——人才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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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乏自动化猪场的基层管理团队

• 只懂养猪，丌懂巟业设备、机电

技术和巟业思维

• 管理团队技能的缺失

一、中国养殖业发展现状（五）
——人才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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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正邦集团及所投资的养猪

企业全年共出栏商品猪320万头。

二、正邦集团5000万头生猪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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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年底，基于对行业发展大形势的思考，正邦集团确定了发展

5000万头生猪的戓略规划。

正邦到2016年底止，除在江西外，已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黑

龙江、吉林等区域实施商品猪产业集群戓略，现已拥有建成及在建20多

个百万头级的集群区：其中吉林扶余、山东河口、江西鄱阳、广东英德、

湖南临武是目前正邦建成戒在建基地重点母猪生产商品仔猪基地，单个

基地存栏母猪2-4万头、年出栏50-100万头的仔猪。配套发展建设相应

育肥基地（“公司+农户”、“与业化育肥场”）

二、正邦集团5000万头生猪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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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部 大区 重点省份 发展规划

养殖
事业部

北方大区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河北

3000万头华南大区 江西、广东、湖南、广西

华中大区 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四川

农牧
事业部

华北大区 河南、山西、河北

2000万头西南大区 云南、贵州、四川

南方大区 湖南、广东、江西

二、正邦集团5000万头生猪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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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邦集团5000万头生猪战略规划

母猪场（GN、GGP、GP、PS）原则上由公司
自建自运营或合资（合作）建设与营运。

“公司+农户” 育肥模式

“专业化育肥场”生态循环育肥模式

“公司+贫困户+养殖小区”产业扶贫育肥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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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河口正邦养殖-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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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河口正邦养殖-牟桥场1.8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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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河口正邦养殖-南王场2.2万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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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河口正邦养殖-三泉场3.8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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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正邦养殖-含光3.8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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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种猪繁育现状

• 我国种猪企业普遍采用引入国外优良种（2万头/年，近10
亿元人民币），种猪场长期处于“引种—维持—退化—再
引种”循环状态，在“金字塔”繁育体系中，顶端核心种
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 养猪业缺乏核心技术，高附加值的优质种源掌握在西方发
达国家手中。

• 种猪育种占生猪养殖效益的40%。
•

科学技术对美国畜牧生产的相对贡献率

技术种类 遗传育种 饲料 疾病防治 繁殖与行为 环境与设备 其它

相对贡献

（%）
40 20 15 10 10 5

三、正邦集团种猪繁育体系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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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种猪育种现状与发展趋势

• 欧美自20世纪90年代就应用现代分子生物育种，在几

十年间，成功培育出适应本国环境的高产高效的品牌

种猪；

• 加拿大经过20年的全国遗传评定，培育出了已具有自

身特色的优良种猪，已从种猪进口国一跃成为世界第

三大纯种猪出口国。

• 丹麦长期坚持不懈地进行优良品种改良，始终拥有世

界一流的猪种，这是丹麦成为一流养猪强国的最根本

的经验。

三、正邦集团种猪繁育体系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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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种猪与发达国家种猪比较：

名称 美国 法国 加拿大 丹麦 中国

繁殖率 2.2胎以上/年 2.2胎以上/年 2.2胎以上/年 2.2胎以上/
年

1.7胎次/年

25头/年 25头/年 25头/年 25头/年 18左右/
年

每头猪屠宰率
（kg）

144 144 144 144 100  

瘦肉率
(%)

68% 67% 67% 66% 52%

仔猪成活率
(%)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85%左右

饲料报酬比
（料肉比）

2.8：1 2.8：1 2.8：1 2.8：1 3.5：1

三、正邦集团种猪繁育体系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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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我国自己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创立中国种
猪品牌，为我国联合育种奠定基础。

• 提升我国种猪质量，扩大优秀群体规模。

• 避免长期依赖国外引种，节约外汇，降低进口疾
病风险；

• 促进我国种猪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引进—选
育—提高—再创新的，开创我国高水平优秀种猪
培育，摆脱养殖业完全依赖进口的新局面。

• 提高我国养猪科技水平，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 提升中国农产品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大国 强
国）

三、正邦集团种猪繁育体系建设规划

（四）建立种猪繁育体系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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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立五级良种繁育体系模型

正邦种猪金字塔五级育种繁育体系，组建核心种猪群
（GN）、曾祖代种猪群（GGP）、祖代种猪群
（GP）、父母代种猪群（PS）。

• 2、实施GN群超大规模全群测定。

选择强度大幅度提高（GN群后备母猪选择强度分别为
10％以内、后备公猪2％以内），遗传进展非常显著。

（五）正邦集团种猪繁育体系建设：

三、正邦集团种猪繁育体系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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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结合现代分子育种技术

• 采用常规育种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全基因组选择充
分结合，大幅度提高育种效率。

• 4、目标：

母猪繁殖性能提高20%，生长发育速度提高8%、
屠宰率提高7.8%、瘦肉率提高8.8%、饲料报酬提高
10%。

（五）正邦集团种猪繁育体系建设：

三、正邦集团种猪繁育体系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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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邦集团种猪繁育体系建设规划
——以1000万头出栏的母本繁育体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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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邦GN\GGP场当前水平
及2018年底育种计划竞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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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邦当前及2018年育种水平

34

指标

品系/场

现有水平 2018年底目标

品种 PSY（头） 百公斤日
龄（d） PSY（头） 百公斤日龄

（d）

背膘厚
(mm/百
公斤体
重)

杜洛克

公猪

巴彦 / 139 16-17 ＜140 ≤10
琉璃 / 150 16-17 ＜140
进贤 / 142 16-17 ＜140

母猪

巴彦 17 156 18 155 ≤11
琉璃 17 163 18 155
进贤 17 167 18 155

长白

公猪

琉璃 / 143 （160） 28 155 ≤12
桑梓湖 / 161 28 150 ≤12
进贤 / 152 28 150 ≤12

母猪

琉璃 23 155 28 155 ≤13
桑梓湖 26 177 28 155 ≤13
进贤 23 162 28 155 ≤13

大白

公猪

安塘 / 158 / 155 ≤12
金溪 / 163 / 155 ≤12
桑梓湖 / 171 / 160 ≤12

母猪

金溪 27.5 169 30 160 ≤13
桑梓湖 23 182 28 160 ≤13
安塘 26 161 28 15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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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巴颜核心场-1600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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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邦金溪核心种猪场（国家级核心种猪育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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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邦5000万头生猪产业战略不配套的种猪

正邦集团简介

正邦集团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下属现代农业、现代物流、现代金融三大产业，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西省首发上市公司。集团现有近4万多名员工，全国拥有近

400家分（子）公司。集团名列2015中国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财富中国500强，中国上市公司100强，中国饲料工业10强，全国生猪养殖企业10

强，全国种鸭繁育企业1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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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简介

1999年成立 云南
广联公司，正邦开
始走出江西

1996         1997                         1999               2003                                        2007         2010   2012       2014    2015

1996年10月，
江西正邦实业
有限公司成立

2003年9月进
入养殖行业

2007年8月17日正邦
科技股票发行上市

2010年，正邦集团总收入
超过150亿元，三大产业
集团的格局初步形成

1997年正邦集团
成立，正邦开始
涉足农化行业

201 4年 ， 正邦 集团 启动
“千亿工程”，当年实现产
值430亿元

2015年，正邦集团当年实
现产值520亿元

2012年，正邦集团总
收入320亿元

正邦集团简介——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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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邦5000万头生猪产业战略不配套的种猪

把小公司做成大公司，把大公司做成大家的公司

情系三农、造福社会、以正兴邦

正邦集团简介——企业文化

核心

价值观

正邦人的

使命

• 做行业的服务者、组织者、投资者；

• 打造企业家摇篮、老板俱乐部；

• 投两端、抓两翼

• 全产业链

• 产融结合

• 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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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育种对企业产业链很重要，但
正邦当的重点发展仍在商品猪方
向。

• 近2-3年，PS场作为重要的投资目

标，因些，正邦在近几年内，二元
猪仍从以国内优秀猪场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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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邦集团

养猪产业的发展还需要
得到在座各位老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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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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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以正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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