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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建省浦城县良源实业有限公司



1 福建省浦城县良源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总占地面积1350亩，现有建筑面积44326平方米。其中，猪舍

39250平方米，办公、宿舍、配套设施建筑3100平方米，污水处理

池(实施)1976平方米，约4500立方米，存栏母猪2200头（含武夷黑

猪300头），年可出栏各类种猪4万头。



猪场卫星云图



新建外三元猪场



新建武夷黑猪保种场



   2002年初受福建省农业厅之托，并在专家组的指导之下开始在福建北部，江西
东部，浙江西南部武夷山山脉两麓长达两年寻找，行程6000多公里，组织到了武夷
黑公猪5头，母猪20头将其集中到公司进行抢救性保护，保种，选育工作。2004年
农业部派专家组来场实地考察，采样，在这之后公司走上了地方品种猪保种之路。
并成立了《浦城县扬浦武夷黑猪保种场》2011年保种场存栏公猪30头，母猪150头，
在这期间我们还进行了保种场建设，和环保设施的完善，达到申报国家保种申报条
件，2012年向农业部申报武夷黑猪保种场改扩建建设项目。同时公司积极进行地方
品种保护，扩繁，推广养殖，比如：开设肉食品专卖店，公司十农户，小区养殖开
发等工作。到2016年保种场种猪己达到600头规模，总投入资达到1000万元。

  然而2017年初被地方环保部门一声令下叫停保种场建设，环保设施不能够再用，
并要求限期关闭搬迁，减少存栏量，无奈保种场将面临停工停产。后经农业局协调，
县政府出面于是2017年4月开始重新建设保种猪场2018年底基本建成了新的保种场
面积达到6000平方米，

  今年7月我们在异地建起了武夷黑猪备份场，目前两地保种群数量己达到300多头。



武夷黑猪



2 中国现有畜禽遗传资源猪现状

根据农业部国家遗传资源委员会2011年5月编制出版的《中国畜禽

遗传资源志--猪志》记载，中国现有猪资源品种共计130个，其中：

• 地方品种106个

• 新培育地方品种18个

• 引进品种6个



民猪  Min pig

原名东北民猪，原产于东北，华北部分

地区。黑龙江兰西，望奎，富锦，双城；

吉林省桦甸，靖宇，通化；辽宁省的丹

东，瓦房店，昌图，朝阳；河北省的迁

西，遵化，丰宁，赤城；以及内蒙古与

辽宁省毗邻部分地区都有民猪分布。



二花脸猪   Erhualian pig

主产区江苏省无锡市，常州

市，靖江市，苏州市，宜兴

市，张家港市。



梅山猪   Meishan pig

原名大梅山猪，中梅山猪和小梅山猪，

目前大梅山猪己绝迹。分布于长江三

角洲冲积平原，太湖流域，淀山湖，

阳澄湖，澄湖，傀湖，其中：江苏省

南通，徐州，泰州，苏州市较多，国

外部分地区也有饲养，对世界各国猪

育种工作发挥了较大作用。



金华猪   Jinhua Pig

因原产于浙江金华市而得

名，分布于：东阳市，义

乌市，金华县，兰溪市，

永康市，浦江县，衢州市。

是做金华火腿的必须产品。



玉江猪   Yujiang pig

• 原包括江西玉山黑猪，浙江省江山

的江山乌猪，1974年将江西玉山黑

猪与浙江省江山乌猪合称玉江猪。

• 主要产区：玉山县，广丰县，上饶

市，铅山横丰弋阳，江山市。



沙子岭猪   Shaziling pig

• 因产于湖南省湘潭市城效

沙子岭一带而得名。

• 分布于：湘潭市，湘乡市，

韶山市，衡阳市，娄底市，

长沙市，常德市，株洲市，

湘西部分地区亦有分布。



湘西黑猪   Xiangxi black pig

因主产于湖南省西部而得名，

（包括桃源黑猪，浦市黑猪，

大合坪黑猪）。

中心产区：湖南省桃源县，

泸溪县，沅陵县，凤凰县，

保靖县，吉首市，1968年桃

源黑猪曾被引入越南饲养。



大花白猪   Big flower white 
pig

• 是广东省大耳黑白花猪的统称，由

分布于广东省境内的大花猪，金利

猪，梅花猪，梁村猪，四保猪，坭

坡猪合并而成。

• 原产于广东省珠三角一带，包括佛

山市，顺德，中山，番禺，增城，

花都，从化，兴宁，肇庆，韶关，

顺德，梅县等地。



陆川猪  Luchuan pig   

• 因产于广西省东南部陆川县

而得名。

• 陆川猪是一个早熟品种，小

公猪21日龄即有爬跨行为，2

月龄睾丸组织中有精子细胞3

月龄已有小量成熟精子。



海南猪  Hainan pig 

• 原产于海南岛北半部及东西部

沿海地区，屯昌县，临高县，

文昌县，定安县，海口市。

• 目前分为：临高猪，屯昌猪，

文昌猪，和定安猪四个类群。



荣昌猪   Rongchang pig

• 因原产于重庆市荣

昌县而得名。

• 分布于：隆昌县，

永川区，大足县，

铜粱县，江津区，

壁山县。



内江猪  Neijiang pig

因原产于四川省内江地区

而得名，分布于内江市，

威远，资阳市，雁江，简

阳，乐至，自贡市，大安

区，荣县，泸州市，遂宁

市，广安等市。



关岭猪    Guanling pig

原产于贵州省中南部地区。分布于：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包括：

关岭猪，宗地猪，摆金猪，牙舟猪，

柿花猪，牛场猪，五花猪，岩脚猪，

高坡猪，平寨猪十个类群）均属同

种异名，统称关岭猪。分布于贵州

省安顺地区，黔东南，黔南，贵阳

市，紫云县，麻江县。



高黎贡山猪  Gaoligongshan 
pig  

因产于云南省怒江高黎贡山

地区而得名，分布于：怒江

州高海拨1800一2300米山区，

和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怒江州泸水县，贡山县，福

贡县。



藏猪    Tibetan Pig  

• 包括西藏臧猪，云南迪庆藏

猪，四川甘孜藏猪，和甘肃

甘南藏猪统称藏猪。

• 分布于：我国青藏高原高海

拔地区的种猪，能够适应恶

劣的高寒气候，2007年有藏

猪3万余头，主要集中在林芝，

昌都，那曲，巴青县，索县。



汉江黑猪   Hanjiang black 
pig

• 原名黑河猪，俗名西山猪，因产于陕

西省汉中盘地西北部山区而得名，

1982年曾定名为：汉中黑猪，黑河猪，

铁炉猪，水硙河猪，安康猪，1983年

统一命名为汉江黑猪。

• 分布于：汉中西部略阳县，勉县的黑

河流域。



3. 新培育品种



新淮猪   Xinhuai pig

• 原华东农业科学院（今江苏省

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与省

农业厅共同培育，1997年签定。

• 主要集中在江苏淮安宿迁，徐

州，盐城，扬州等地，（2001

年底公猪1.3万头，母猪23.76

万头）。



上海白猪   Shanghai White Pig

上海白猪：是上海市农

科院，上海闵区，宝山

区种畜场共同培育而成，

1978年鉴定，1995年母

猪存栏达到2688头。



北京黑猪   Beijing black pig

是由北京市国营农场管理局
利用巴克夏猪，约克夏猪，
苏联大白猪和高加索等外地
猪与本地猪杂交后代基础上
经过20多年的精心培育而成，
1982年鉴定通过。核心种猪
1000多头。



汉中白猪   Hanzhong white pig

简称汉白猪，由陕西省汉中地区种
猪场，汉中白猪育种协作组培育而
成1982年鉴定。主要分布在汉中辖
区11个县关中地区有小量饲养，目
前存栏公猪200头，母猪4800头左右。



三江白猪   Sanjiang White Pig

以黑龙江省农恳总局东

北农业大学等单位共同

培育而成1983年鉴定通

过。主要分布于黑龙江

省各大国营农场及大庆

市周边区县。



湖北白猪  Hubei White Pig

• 由湖北省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
共同培育。1986年鉴定通过。

• 主要分布于华中，华东，华南
等地区2008年有21000头。



浙江中白猪  Zhejiang 
Zhongbai pig

是浙江省农科院畜牧所培

育而成。1980年鉴定通过，

主要分布于德清，杭州，

嘉兴，舟山，青田，永嘉，

平阳，衢州，余杭等地，

2006年底有母猪4000左右。



苏太猪   Su Taizhu

• 是由江苏省苏州市苏太猪育
种中心培育而成1999年鉴定
通过。

• 主要分布于苏州市等12个地
市均有分布。2006年底有苏
太母猪2.97万头，公猪180头。



4. 福建省
地方品种猪



官庄花猪   Guanzhuang flower 
pig

因原于福建省上杭县官庄乡而
得名。主要分布于上杭县官庄
乡一带，武平县，长订，连城。
2006年有基础母猪200头左右。



槐猪  Huai pig

• 原产于福建省上杭县，分布于：
闽西南地区，漳平，新罗，永
定，长汀，三明市，漳州市，
泉州市等十几个县巿。

• 2007年产区有母猪5000多头。



闽北花猪   Minbei flower pig

• 因原产于福建北部而得名，

是一个小型花猪，（夏茂猪，

洋口猪，王台猪）。

• 主要分布于：闽北沙县，顺

昌，南平，建阳，尤溪，三

明，永安，建欧等地。

• 2005年有母猪1500头左右。



莆田猪  Putian pig

• 又称莆田黑猪，因原产于

福建省莆田市而得名。

• 主要分布于：福建省莆田

市，福清市，福州市，泉

州市。

• 2006年有存栏母猪617头。



武夷黑猪   Wuyi black pig

• 1982年由闽北黑猪，赣东黑猪归
并，由于这两个猪种原产于福建
省武夷山脉各县所以统称为武夷
黑猪。

• 主要分布于武夷山西麓江西省境
内，南城，广昌，石城，资溪，
武夷山东麓福建省境内浦城县，
邵武，建宁，松溪，政和，古田，
浙江龙泉，庆元县。

• 2006年两地有母猪1537头。



5 江西、浙江、福建地方品种猪
的寻访与保护













莆田黑猪





6. 地方猪种保护
思考



6 地方猪种保护思考

• 保种工作已进行了40年，为什么地方品种会越保越少呢？一些地方政
府、企业只停留在为保种而保种层面，这样浪费财力，人力，地方资
源，有违保种初衷，保种路在何方？保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利用，不
利于就保不下来，特色猪种有优势，要发挥优势，实现优质优价，实
现种有所用。

• 因环境保护压力，地方品种猪面临养殖空间越来越窄，农村农民也因
为饲养地方品种猪效率低，成本高，销售压力大而自动放弃饲养（大
部分地区均无地方品种）。



6 地方猪种保护思考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和保健意识增强，以及副食品选择机会增多，购买肥

标猪肉数量正在减少，市场里土杂猪上市量逐年减少。

• 因此，本人呼吁国家能否顺应历史潮流，暂缓对地方品种猪的投入，或提高地方

品种保护门坎，让那些没有市场竞争力，数量少（不足1000头母猪）的保种场自

行选择饲养。并参照农业部现行的《国家生猪核心育种标准》选择保留中国地方

品种3一5个。让那些有市场竞争力，知名度高，具有中国特色，世界认可的地方

种猪得以做强做优做大，为中国，为世界养猪业做出中国贡献。（梅山猪，金华

猪，东北民猪，藏猪，巴马香猪）



6 地方猪种保护建议
• 根据：（试想）一个杂交水稻的产生改变了中国，世界几千年育种方式，中国

杂交水稻种子走遍世界。中国梅山猪因产仔率高，肉质好梅山猪传偏世界，丹

麦“长白猪”，英国“大约克猪（大白）”因其饲料利用率，瘦肉率高，体型

长，生长速度快而占领世界父母代猪育种市场，美国的“杜洛克猪”因其饲料

利用率，瘦肉率高，生长速度快，而占领了世界育种猪终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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