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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湘村高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杨文莲

设立日期 2011年8月3日

注册资本 164,912,500.00元

2020年
经营数据

销售额：10.67亿元     员工人数：1679人 

所处行业 A0313猪的饲养

经营范围

种猪选育；黑猪养殖、分割、  
配送、销售；毛猪及部位肉出口；肉食品加
工；饲料生产；果蔬种植；畜禽粪污及城市
生活垃圾等综合利用以及沼气能源生产。

1.1 基本信息

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Ø 两度获得国家863项目（课题编号：2008AA101008、2013AA102503）
Ø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Ø 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省、市重大专项，发明专利30多项
Ø 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1.2 基本信息



二、种业创新



全国畜牧总站李希荣站长和湖南省徐明华副省长

为湘村黑猪新品种授牌

2012年7月10 日通过审定；

2012年8月31日获得新品种证书。

2.1.1 育种成果



杜洛克猪♂ ×  桃源黑猪♀ 

2004年，杂交组群 横交固定与继代选育(7个代次) 2012年，通过国家级新品种审定

杜桃Fi自交
(i=0,1,2, …,7)

DuTao Fi Selfing 
(i=0,1,2, …,7)

2.1.2 育种路径



主要品种性能 指标值

初产仔数 11.09

经产仔数 13.29头

90kg体重日龄 175天

肌内脂肪含量 3.98%

90公斤体重屠宰率 74.63%

胴体瘦肉率 58.76%

湘村黑猪主要品种性能指标

摘自：农业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 检验检测结果（2011）

主要性能



连续4年被国家农业部列为推介主导品种.

Ø2013年2月，湘村黑猪被农业部列为2013年推介的生猪

主导品种中的唯一国内品种

Ø2014年3月，湘村黑猪再次被农业部列为2014年的主导

品种

Ø2015年3月，湘村黑猪第三次被农业部列为2015年的主

导品种

Ø2016年3月，湘村黑猪第四次被农业部列为2016年的主

导品种

农办科[2013]12号

农办科[2014]9号

农办科[2015]4号

农办科[2016]4号

2.1.3 国家主导品种

湘村黑猪：适应我国各地区饲养



 2.1.4 地方猪品种分类





 2.1.5 地方猪品种优势



 2.1.6 地方猪对世界猪业的贡献



     

 2.1.7 地方猪种的缺点



    



与地方猪种相比：

 2.1.8 新品种的成果优势



 2.1.9 新品种的育种路径



1998年以来国家审定的新品种

品种 审定时间 选育世代 外来品种 地方品种 瘦肉率（%） 料重比 经产仔数（头）

湘村黑猪 2012 6 杜洛克 桃源黑猪 58.76 3.34 13.29

苏太猪 1999 9 杜洛克 太湖猪 56.18 3.09 14.62

军牧1号白猪 1999 5 斯格猪 三江白猪 63.9 3.11 13.00

南昌白猪 1998 5 大白猪 滨湖黑猪 58.59 3.12 11.8

大河乌猪 2003 6 杜洛克 大河猪 55.35 3.31 10.72

鲁莱黑猪 2005 6 大白猪 莱湖猪 53.20 3.25 14.6

鲁烟白猪 2007 7 长白、斯格 烟台黑猪 61.66 2.94 13.02



品种 审定时间 选育世代 外来品种 地方品种 瘦肉率（%） 料重比 经产仔数（头）

豫南黑猪 2008 9 杜洛克 淮南猪 56.08 2.94 12.34

滇陆猪 2009 10 长白 大白 乌金猪 太湖猪 52.78 3.23 11.44

松辽黑猪 2010 10 杜洛克 长白 民猪 57.20 2.80 12.70

苏淮猪 2011 7 大白 新淮猪 57.23 3.09 13.26

苏姜猪 2013 6 杜洛克 姜曲猪 56.60 3.20 13.81

晋汾白猪 2014 6 长白 大白 马身猪 太湖猪 59.82 2.86 13.47

1998年以来国家审定的新品种



2.2.1 引进欧洲最新技术



2.2.2 引进欧洲最新技术



Moving Floor for 
pigs come in 
different sizes;
活动地板用于不同的猪舍

-Farrowing pen     
生产栏

-Weaning pen        
断奶栏

-Fattening pen       
育肥栏

2.2.3 引进欧洲最新技术



·大数据连接农业服务，从农作物的种植、生产管理优化等方面    助力湘村，实现“类工业”精益生产，降本增效；
·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实践，实现农业全产业链大融合。

优选 育种 选址

信贷风控

农资/价格
预测

精准营销

品牌建设

物流仓配

产品设计

状态监控

生  产 金 融

供应链 营 销

大数据+
农业

2.2.4 互联网+大数据加速农业变革



2.2.5 探索产业核心环节，打通上下游，打造ET农业大脑



2.2.6 AI赋能的关键应用-智能语音数据采集



2.2.7 AI赋能的关键应用-图像识别数据分析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母猪ID及小猪数量识别



2.2.8 AI赋能的关键应用-图像识别数据分析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猪只（商品猪）进食特征分析和料肉比分析（耳牌颜色区分）



2.2.9 AI赋能的关键应用-语音识别预警分析

基于声学特征分析的哺乳期仔猪死淘率分析预警、猪只呼吸疾病预警



2.2.10 AI赋能的关键应用-图像识别数据分析

猪群行为特征分析：进食情况、运动强度、频次、轨迹等



2.2.11 AI赋能的关键应用-猪健康档案

基于计算机视觉和红外测温的猪只温度特征分析



2.2.12 AI赋能的关键应用-猪群疫情预警

基于计算机视觉猪群疫情预警



   PSY

    每窝活仔猪数

    每年产窝数

       产仔数

       仔猪死亡率

产仔时间间隔

环境

断奶日龄

配种成功率

2.2.13 AI赋能的关键应用-基于AI养殖的PSY预测



2.2.14 AI赋能的关键应用-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无人过磅



2.2.15 农业大脑“三位一体”服务体系



农业大脑“湘村模式”种养循环

湘村

2.2.16 农业大脑“湘村模式”种养循环

+ +

大城市 大农业 大振兴

产业 政府湘村



三、品牌战略



3.1 主打产品









3.2 合作渠道



3.5 战略布局



3.3战略布局

        已完成华北、

华东、华中、华南、

华西等市场战略布

局。



开展批发业务

做大种猪销售

根据市场发展

扩大规模养殖

拓展电商平台

发展互联网业务

加大品牌营销力度

缔造优质消费品牌



3.4 发展愿景



四、核心竞争



4.1 全产业链典范

生猪养殖、分割、配送、销售

活猪、部位肉出口

肉食品加工、销售

饲料生产、销售

果蔬种植销售

沼气能源
生产、销售

种猪选育、销售



Ø已形成一定的品牌地位和影响力
Ø不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4.2 核心竞争力



4.3 持续育种



4.4 标准化养殖场

湘村黑猪原种场



湘村黑猪扩繁场



    该场紧跟国际前沿标准，以打造与国际接轨的现代育种场。存栏基础母猪2400头，应用分子育种与

传统育种相结合的技术手段，为我国现代地方猪育种基地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标志性、示范性的作用。

湘村黑猪第一核心育种场



湘村黑猪北京生态示范场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农业示
范园区，被列为北京市的重点保供企
业，先后被APEC和一带一路全国两会
等国家级重要会议列为定点产品。



湘村黑猪邵阳生态养殖场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1883亩，总投资7亿多，是全世界单体养殖黑猪规模最大
的场地，目前已进入扫尾阶段，估计今年7月份会全部投产。



邵阳生态养殖场



生态放养场



4.5 专用饲料厂



4.6 动物保健品厂



4.7 适应消费升级的加工厂

    已投资19000多平米的生产车间，有四个系列：传统腌腊、酱卤休闲、肉松肉脯和速冻水饺，共三

十几个产品；每个系列的的产品都有湘村独有的属性.



4.7.1 深加工产品



4.7.2 深加工产品



4.7.3 深加工产品



4.7.4 深加工产品

创新方便包装，湘村黑猪烤肠系列精深加工产品。



4.7.5 深加工产品



4.7.6 深加工产品



4.8 污水处理厂



4.9 沼气能源工厂



          2012年2月24日，湖南省畜牧

水产局下发了《湘村黑猪知识产

权归属专题会议纪要》（湘牧渔

函[2012]5号），明确湘村黑猪知

识产权完整地归属湘村高科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

4.10 完整知识产权



Ø《湘村黑猪》地方标准

4.11 质量与标准



公司和产品通过ISO14001、ISO9001、有机产品、欧盟麦咨达和Global GAP等质量体系认证。

已通过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Global GAP认证。

4.12 资质与认证

     



 4.13 资质与认证



4.14 自营供港



五、责任公益



湘村股份荣获2020年“第六届湖南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

5.1 社会责任



产业扶贫

5.2 社会公益



精准扶贫

5.3 社会公益



    1月27日，湘村股份旗下子公

司湖北湘村食品有限公司通过盒

马生鲜超市向奋战在武汉疫情灾

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病患者

捐赠10000盒优质湘村黑猪肉，

12000袋香肠全力支持武汉市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

5.4  社会公益



5.2 抗疫事迹

疫情期间，全国各区域营销团队，全力完成保供任务。

5.5  社会公益



5.6  社会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