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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引用数据和资料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亦包括市场调研和预测数据，但本报告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

准确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前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能撰写并发布

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不保证及时公开发

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请读者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如有需要，读

者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报告中的分析与结论，仅代表北京博亚和讯农牧技术有限公司观点，研究结果不作为投资依据，望能善加使用并审慎决策！对

有关信息或问题有深入需求的，欢迎使用博亚和讯专项咨询服务。报告中评述版权归北京博亚和讯农牧技术有限公司所有，未

经许可，不得抄袭或剪辑本文资料，请勿转载、转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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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代偿性增长 

    重回供过于求 
下篇：供过于求成定局 

      存量中求发展 

回顾 

展望 
 



禽蛋构成 

海兰褐 京红1号 

商用配套系鸡蛋 

土鸡蛋 

鸡蛋 

其他禽蛋 

禽蛋 

85% 

15% 

8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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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鸡蛋产量全球第一， 
2008年以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5% 

 1985年我国鸡蛋产量达到427.8万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2015年我国禽蛋产量达到2999万吨，其中商用配套系鸡蛋产量2046万吨（博亚和讯统

计），较2014年上涨15.62%。 



引
进
品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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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美、法封关，祖代引种急剧减少 

 由于2015年美、法相续封关，海兰、罗曼等祖代种

鸡进口明显减少，全年引种量为8.4万套，同比下

降64.21%。 

 2015年我国在产祖代蛋鸡存栏59.93万套，同比降

低5.02%，祖代产能过剩逐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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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口受阻的环境中，2015年在产父母代蛋鸡

平均存栏1708万羽，同比下降8.99%。 

 

 2014年蛋鸡养殖高盈利催动产能恢复。2015

年在产蛋鸡平均存栏11.02亿羽，同比增长

6.34%。 

父母代存栏逐步下降，产能过剩得以缓解， 
商品代存栏重回供大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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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配套系蛋鸡产业代偿性增长，在产蛋

鸡存栏回升，鸡蛋产量2046万吨，较2014年

上涨15.62%。 

 市场重回供过于求，鸡蛋价格下降。 

 近年来我国鸡蛋人均消费量及消费支出增

长放缓，趋于稳定，人均年支出约110元左

右，说明我国鸡蛋消费刚性逐渐增强，造

成供求关系敏感度极强。 

鸡蛋消费刚性增强，2015年鸡蛋产量代偿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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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鸡蛋消费持续往年的

季节性、周期性，全年蛋价

高、低点依旧明显； 

 

 2015年主产区鸡蛋均价为

7.21元/kg，同比下降18.35%；

主产区淘汰鸡均价为9.78元

/kg，同比下降1.31%。 

 

 全年鸡蛋最高点出现在第37

周，均价为8.71元/kg;最低

点出现在27周，均价为6.08

元/kg. 

蛋鸡产业重回供过于求，鸡蛋价格回落 



10 

下半年饲料成本大幅下降，蛋鸡养殖重回盈利 

 2015年蛋鸡产业代偿性增长，重回供过于求，价格下降，造成3-7月的养殖亏损；随后产业去

产能，市场蛋鸡提前淘汰，同时下半年饲料养殖成本降低，养殖重回盈利区间，整体2015年

蛋鸡养殖盈利6.77元/羽，较2014年养殖效益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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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代偿性增长 

    重回供过于求 
下篇：供过于求成定局 

      存量中求发展 

回顾 

展望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 
创新驱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效、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2016年既是“十三五”开局年，又是畜牧、饲料产业转型升级

的关键年。一号文件热点聚焦：供给侧结构调整、一二三产业

融合、粮食种植、价格改革和流通、污染治理、种养加一体、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期权试点等。博亚和讯精选同畜牧、饲料

密切相关内容详细解读： 

 

 【博亚和讯深度解读】一号文件对生猪业5大影响 

 【博亚和讯深度解读】一号文件对大豆市场的影响 

 【博亚和讯深度解读】一号文件加速蛋鸡养殖产业调整 

 【博亚和讯深度解读】一号文件对玉米市场的影响 

 【深度解读一号文件】加快培育白羽肉鸡品种势在必行 

 【深度解读一号文件】发展草食畜牧业 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深度解读一号文件】完善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提高食

品安全保障 

 

 

 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

进农业现代化，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粮经饲统筹、农林牧

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推动农业

可持续发展，加快形成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

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新格局。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深度挖

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培育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产

业融合发展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补齐农业农村

短板，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提高城乡公共服务。 

 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着力破除城

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激发亿万农民创新创业活力，释

放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领导：改进农村工作体制机

制和方式方法，不断强化政治和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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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 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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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国别 品种 引种量 总量 

2013 

美国 海兰白 17，774 

380，542 

美国 海兰褐 271，141 

美国 海兰灰 23，014 

荷兰 罗曼粉/褐 12，639 

加拿大 罗曼粉/褐 19，407 

加拿大 尼克珊瑚粉/红 13，286 

法国 海赛克斯白/褐 11，376 

法国 雪佛黑 4，015 

法国  伊莎褐 7，890 

2014 

美国 海兰褐 196，143 

234，737 
美国 海兰灰 19，683 

加拿大 罗曼褐 8，664 

加拿大 罗曼粉/褐 10，247 

2015 

法国 伊莎褐 65，627 

83，956 法国 伊莎粉宝万斯褐 13，317 

法国 巴布考克 5，012 

2016 

西班牙 罗曼粉 22，280 

115，140 西班牙 罗曼褐 8，704 

西班牙 海兰褐 84，156 

持续封关，祖代种鸡进口开辟西班牙新渠道 

 2015年封关背景下，种鸡企业强制换羽延长产蛋期，同时寻找新的途径引种； 

 2016年3月份正大禽业、圣迪乐、华裕、晓鸣农牧、沈阳华美畜禽从西班牙进口

祖代共计11.51万套。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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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2016年 

自主品牌 

京粉2号配套系 

京粉2号配套系 

农大5号小型蛋鸡配套系 

大午金凤蛋鸡配套系 

农大3号小型蛋鸡配套系 
新扬黑羽蛋鸡配套系 

豫粉1号土种蛋鸡 

 2016年3月9日发布《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 

祖代进口受阻机遇下，国内育种企业蓬勃发展，
占据半壁江山 

 2016年国产在产祖代蛋鸡占比超六成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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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鸡结构性短缺， 
父母代鸡苗价格回升，种鸡场扭亏为盈 

 2015年祖代封关作用下，进口

种鸡价格领涨，带动父母代全

面上涨，父母代鸡苗销售逐渐

出现火爆局面，祖代场盈利明

显上升。 

 2016年第15周父母代鸡苗价格

13.37元/套，同比上涨125.84%，

局部地区高达15-18元/套； 

数据来源：CAAA 

父母代鸡苗盈利情况，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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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蛋入孵率创新高，年内父母代蛋鸡存栏过剩
局面继续缓解 

 2016年4月份我国父母代在产蛋鸡

存栏同比下降21.83%，父母代后

备蛋鸡存栏同比下降19.25%。 

 2016年进口祖代年内不能完全释

放产能，预计2016年在产父母代

蛋鸡存栏过剩局面继续缓解。 

 商品代鸡苗供不应求，种蛋入孵

率高达95%以上，创三年新高；同

时种蛋价格涨至1.0元/枚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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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鸡盈利提振补栏积极性，供应压力加大 

 2015年我国共销售商品代鸡苗11.60亿

只，较2014年同比上涨6.89%；2016年

前四个月销售商品代鸡苗4.08亿羽，

同比下降9.74%。 

 持续盈利提振补栏积极性，4月份鸡苗

价格为3.46元/羽，同比上涨7.79%。

部分厂家报价在3.8-4.1元/羽。 

 2015年随着蛋价回升及饲料成本趋降，

8月下旬（第34周）开始大量补栏，34

周鸡苗销售环比上涨76%，造成2016年

产蛋鸡存栏1月份环比上涨1.03%，2月

份环比上涨1.53%；4月份我国在产商

品代蛋鸡存栏11.13亿羽，供应充足。

预计后市（22-35周）在产蛋鸡存栏大

幅上升，供应压力加大。（18周以后

数据未经校正，但上涨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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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同时国内

外价格倒挂还没有消除，价格

下行压力大。 

 

 一季度国内港口玉米价格持续

走低，进口谷物替代品替代优

势有所减弱。 

 

 国内豆粕价格延续下跌，同其

它蛋白原料相比，豆粕使用价

值优势明显，在饲料配方中保

持较高添加水平。 

饲料原料价格全面下跌，进入低成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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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过于求难改，养殖低成本支撑微盈利 

 去年9月份开始，豆粕、玉米

持续走低，2016年4月份，玉

米价格同比下降23.07%，豆粕

价格同比下降14.58%；蛋鸡养

殖总成本持续走低，4月份同

比下降11.57%。 

 

 春节后，蛋鸡养殖盈利出现断

崖式下降至亏损，后市供过于

求成定局，蛋价不容乐观，在

饲料养殖成本下降的支撑下重

回保本微利区间。 



供给侧改革下，企业探索“新模式” 

依托“流动蛋鸡
超市”加强市场
占比 

峪口禽业 

圣迪乐 

打造全产业链，
以终端购买者需
求为导向 

德青源 

“互联网+生态农
业+产业金融”的
“云模式” 

韩伟集团 

散养蛋鸡新探索，
好运农场项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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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
蛋 

品牌
蛋 

土鸡
蛋 

蛋品
加工 

时间 公司名称 项目 
投资 

类型 
规模 

（万元） （万羽） 

2014-2-21 贵州南洋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安顺市绿壳蛋鸡生态牧养基

地建设项目正式签约 
13000 

绿壳蛋鸡散
养 

30 

2014-5-20 
贵州柳江畜禽公司、安顺湘香养

殖公司 

普定县高速沿线10万羽绿壳
蛋鸡产业示范带建设项目正

式签约 
5000 

绿壳蛋鸡散
养 

10 

2014-7-9 广东粤禽集团 
广东一禽企投资4亿建100万

羽蛋鸡养殖基地 
40000 优质鸡 100 

2014-8-27 贵州市丹寨县 高科技家禽养殖示范园 5173.88 
商品代、小

香鸡 
40 

2015-10-27 贵州罗甸县 扶贫攻坚专项资金项目 740 绿売蛋鸡 53 

2015-12-22 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农户”模式，实行
产业链全程管理的一条龙生

产经营 
50000 绿売蛋鸡 1500 

加工数量 占比 

美国 140万吨 30% 

欧盟 200万吨 30% 

中国 20万吨 <1% 

鸡蛋消费总量稳定，个性化、多样化表现突出， 
品牌蛋、土鸡蛋层出不穷 

每年我国共消费近

4000亿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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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地点 存栏规模（羽） 备注 

山西晋龙集团 山西稷山 200万 投产 

吉林金翼蛋品有限公司 吉林 500万 首批115万已投产 

德青源 河南禹州 120万 签订协议 

温氏集团 广西梧州市 100万 签署协议 

一二一团 新疆 60万 开工奠基 

正大集团 呼和浩特市 100万 签订协议 

山东众福生态农业 山东诸城 200万 青年鸡 

广东高州市杨氏农业 广东 200万 计划筹建 

北粮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芦台开发区 400万 投产 

客商 贵州安顺 200万 拟建 

正大集团 河南兰考 100万 建设中 

二十九团 新疆 60万 筹建中 

安徽某食品有限公司 怀宁县公岭镇 50万 达成协议 

 家庭农场标准化生产模式： 

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农村广大

养殖户升级（家庭式养殖）； 

2015年农业部公布的蛋鸡养殖合

格标准化示范场共有616家。 

企业扩张加速，蛋鸡产业率先完成规模化发展阶段，
进入标准化、产业化、信息化 

 大规模自动化生产模式： 

适度发展，重点为高端品牌化以

及蛋品深加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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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迁徙，需求拉动促成蛋鸡产业的南下 

万吨 数据来源：各省统计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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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主要企业 合作方 简介 

北京 北京峪口禽业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结合“流动蛋鸡超市” 

成都 
中航安盟保险有限公

司 
农业部信息中心 

“互联网+‘三农’保险”计划：蛋鸡保险金
额为24元/（羽/只）；保费分摊比例：成都市
财政补贴70%，各区县财政补贴10%，农户自缴
20%。 

河南 
青岛诶创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河南牧友科
技饲料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申请投保的蛋鸡，其日龄须为10～500天，每
栋鸡舍在5000只以上，且要全进全出、按标准
程序防疫、无重大环境隐患、落实指定的营养
和保健方案。每只投保的蛋鸡保费为1元，最
高保额为20元。 

北京 伟嘉集团 PICC、大连商品交易 鸡蛋期货保险 

山东 新希望六和 
北京华都峪口禽业、信
得科技集团、海尔融资

租赁公司 

共同签署《蛋鸡产业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
从金融支持、蛋种禽、防疫保健、技术服务等
方面支持青年蛋鸡育成产业的发展，共同服务
于蛋鸡养殖户。 

湖北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大连商品交易 

“保险＋期货＋银行”金融协同创新服务“三
农”发展系列项目签约仪式 

金融手段层出不穷，“保驾护航”全国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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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蛋鸡市场预测 

   

 

 

 

祖  

代 

父
母
代 

商
品
代 

 祖代受阻好转，

2016年开辟新渠道，

西班牙成为新的祖

代进口国 

 进口品种将以海兰、

罗曼为主 

 全年在产祖代存栏

或将维持在50万套

以上。 

 2016年供过于求局面难

改，预计在产蛋鸡存栏

（第46周）将达到4年来

的高点 

 后市鸡蛋价格整体将维

持在成本线附近，全年

均价突破4元/斤可能性

较小；淘鸡均价在4.5元

/斤区间 

 由于饲料养殖成本降低，

全年仍有望继续处于盈

利区间，但同比将下降。 

 今年祖代进口年内

不能完全释放产能，

在产父母代存栏过

剩或持续缓解 

 同时种鸡结构性短

缺支撑父母代鸡苗

年内维持高位运行，

均价在12-15元/套 

 2016年父母代种鸡

场仍维持盈利。 



欢迎订阅博亚和讯资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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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信箱：ask@boy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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