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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发 展 中 的 巨 星 农 牧



巨星农牧的历史沿革 

38家企业 38 companies 

11个基地 11 bases 

67个猪场 67 farms

• 1994年创立，主营饲料业务
     

• 2007年进入养猪业
    

• 2020年上市成为公众公司
    
• 员工数量 2692人
     

• 销售收入 35亿
     

• 能繁母猪数量: 12万头
     

• 生猪出栏量 150万头
     



巨星农牧的愿景和使命 

剑峰10000头智慧场 10000 smart 
sow farm in Jianfeng

高观5000头智慧场 5000 
smart sow farm in Gaoguan

福集5000头智慧场 5000 smart 
sow farm in Fuji

整合全球优质资源
认真养好每一头猪

愿景：成为世界级农牧食品企业
 
使命：以极致效率提供优质猪肉食品

后山8000头智慧场 8000 smart 
sow farm in Houshan 



巨星农牧猪业的发展过程   

巨星农牧规模变化情况



巨星农牧猪业的发展过程 

巨星农牧PSY情况（2008~2021）  

P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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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实 践



持续提升技术体系

2012 2013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技术驱动

与四川农业大学
动物营养研究所
合建博士工作站

引入派斯通养殖
管理体系，实现
了养殖规模化、
流程化、标准化

与PIC结成深度战
略合作伙伴，引
进PIC纯种猪990
头,建立完整的
PIC种猪繁育体系       

非瘟来袭，迅速研
发出了行之有效的
防非瘟体系   

开启建立猪精准营
养与生产性能关系
模型研究 

建立并应用“非洲
猪瘟模拟病原感染
性评估平台”，优
化生物安全防控体
系       

开展降料比措施，
降低育肥猪料比、
饲料成本          

2007

创建巨星智慧
养猪园区模式 

巨星研究院成
立，负责业务
创新和技术研
发  

2015

实现批次化生产 

完善后备猪培育
技术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母猪系统营养技术研
究与应用》项目成果产
业化基地授牌 

完善人工授精技术 

   每年销售收入的2.5%投入研发
      Devote 2.5% of sale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nually



持续提升管理体系 

2005年 2012 2013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2022

管理驱动
MGT-Driven

企业文化升
级更新，打
造自强不息，
敢于亮剑的
企业精神 

引入团队执
行力训练系
统

构建并实施储
备场长培养体
系

导入组织绩效
体系  

建立人才批量
复制体系 

岗位价值评估
薪酬体系 

企业文化变革，巨星2021版企
业文化发布           

导入端到端流程管理体系

导入干部管理体系

构建AT、ST团队及运作机制

2007

导入BLM战略
管理工具 

导入从战略到
执行DSTE流程

2015

业财一体化
信息系统上
线运行

   每年投入销售收入的0.5%持续改进管理体系 
     



创新养殖体系 

优质基因 
四阴种猪 
优质公猪 

生物安全 Biosecurity
猪场选址 Site selection
猪舍设计 Farm design 

生产管理 Production management
规模化、流程化、标准化、信息化、自动化、
智慧化 

动车头 Locomotive

基础保障 Basic guarantee

发动机 Engine发动机 Engine
精准营养 Precision nutrition
全程协同  Process synergy
精准饲喂  Precise feeding

基础保障 Basic  guarantee
猪舍、设备、环控 
投资到位 
环境友好 



团队评选，机会公平，结果公开
Just, fair, open

竞聘上岗
Competition

考核达标
Evaluation

人才批量复制体系 Talents production system

实习生
Trainees

储备分公司生产经理
Reserve division 

production manager

储备场长
Reserve  

farm manager

储备分公司
总经理

Reserve division 
general 

manager

储备组长
Reserve talent

技术员
Technician

年轻人才占比超50%，本硕博人才占比20%
More than 50% are young talent,

20% with 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干部培训标准化、人才年轻化 
      Standardization of cadre training, rejuvenation of talents



智能化升级 Intelligent upgrading

巨星大数据平台
The big data platform in 
Giantstar

精准饲喂
Precision feeding

自主研发的巨星工业物联网
Self-developed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in Giantstar

01 02从生产白板到大数据平台

From production board to 
big data platform

开发新型智能设施设备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equipment



创新应对非洲猪瘟

亚高效空气过滤系统 应用反渗透技术的
水处理系统

用于高温消毒的
调质器

   升级生物安全硬件设施设备
     Improve biosecurity through hardware facilities

Sub-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

Water processing 
system with reverse 
osmosis technology

Conditioner used for 
high temperature 
disinfection 



低碳节能  

猪场太阳能光伏供电 空气源热泵作为猪
场热水系统

空气能产房仔猪保
温



里程碑事件——2017年开始与派斯通开展合作

与Pipestone合作的第一个种猪
场——3000头规模的核心场

The first sow farm cooperated 
with  Pipestone
—— 3000 nucleus farm

圈龙3000头核心场 
3000 nucleus farm in quanlong in Giantstar

托管5个种猪场合计能繁母猪3万头 

5  sow farms managed by Pipestone with total 30000 sows 



里程碑事件——2018年与PIC达成战略合作

2007 2018

从PIC中国引
进种猪 
      
Introduction of 
gilts from PIC 
China 

从PIC北美引
进种猪 
      
Introduction of 
gilts from PIC 
North America 



里程碑事件——2020年重组上市

巨星农牧市值变化（2019~2022）  Increased market value of Giantstar (2019~2022)

十亿 
Billion



里程碑事件——2021年成立巨星研究院 

   每年销售收入的2.5%投入研发
      Devote 2.5% of sale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nually

疾病防控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重点研发项目 

Key R&D 
projects

精准营养
Precision nutrition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livestock waste

楼房养猪
Multistorey farming

智能化设备
Intelligent equipment

低碳节能
Low carbon 

& energy saving



里程碑事件——成功穿越猪周期
Milestone —— Go through pig cycle successfully

猪周期内巨星每年净利润（2016~2021）  Net profit of Giantstar during the pig cycle (2016~2021)

百万
million



楼房养殖园区实践——粮进肉出理念的践行 

   从现代化猪场到肉食产业综合体
     From modern farm to hulking industrial compound 

巨星年出栏100万的肉食产业综合体
A hulking industrial compound for 1 million finishing pigs in Giantstar 



饲料原料
Feed ingredients

新鲜猪肉 Fresh pork

猪肉制品 Pork product

Smart industrial park

Feed production area Dressing area

Pig farming area

粮进肉出理念的践行  
   从现代化猪场到肉食产业综合体      

From modern farm to hulking industrial compound 

优良的环境
Favorable environment

极致的效率
Extreme efficiency

优质的猪肉
High quality pork



楼房养殖园区建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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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来 巨 星 猪 业 展 望

Changes of Pig Industry 
in China



巨星农牧发展Development plan of Giantstar

预计在2026年达成年出栏量1000万头，PSY30，料肉比2.4的目标  

Aim to achieve the goal of 10 million output, PSY 30, FCR 2.4 in 2026

1189
产能(万) 
Anual output(105)

Ø 依然处于快速发展期   Still in a rapid growth period
Ø 聚焦：规模+成本   Focus on scale and cost
Ø 成为优秀的养猪企业   To be an excellent pig farming & husbandry company



未来的中国养猪业 China's pig industry in the near future

猪周期依然存在，但波动幅度相对平稳
Pig cycle remains, but the price fluctuations 
will be relatively smooth0 1

养殖集中度不断提升，完成规模化，出现一批
世界级的养猪企业
Continuing promotion of livestock production 
concentration to achieve scale production, and 
there will be a batch of world class pig farming 
companies

0 2

头部企业将进一步将优势扩展到上下游
Top companies will expand their 
advantages to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market

0 3
生产效率持续不断地提升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0 4

竞争催化下的变革浪潮，智能化智慧化养
殖或成为未来趋势
Competition leads to the evolution wave,
intelligent and smart farming will become 
a future trend 

0 5
更多优秀人才走出象牙塔，涌入养猪业
More and more latents step down from 
the ivory tower and join the pig industry 0 6

中国养猪业的全面提升，进入世界一流水平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pig industry 
in China, moving forward to the world class 
level

0 7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