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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缺口日益扩大 政策扶持杯水车薪 产业萎缩城门失守

中国肉牛产业危机山雨欲来

本报记者 任明杰

“中国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肉牛产业危机。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肉牛存栏量继续下降和牛肉消费不断增长，我国牛肉价格还将持续上涨。

从2008年开始，牛肉价格出现加速上涨，至今突破60元/公斤。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牛的用途改变导致肉牛存栏量大幅下降，是促成牛肉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 而由于肉牛繁育和育肥饲养脱节，作为产业基础的母牛的存栏量不断

减少，使整个肉牛产业走向萎缩。 同时，肉牛补贴政策缺失，中国肉牛产业短期内难以提振，国外牛肉则趁机大举进入中国。

存栏骤减 价格大涨

牛肉价格年年涨，今年特别高。

家住北京丰台区的王老太越来越觉得做一次西红柿牛腩是一件令人纠结的事情。 11月25日一大早，她又来到住址附近的农贸市场，在几个牛肉摊前踱来踱去，挨块肉问过去，却一块牛肉也没相中。

“不是肉不好，是价格实在太高了，”王老太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一斤牛肉将近三十块钱，这价钱都能买一只鸡了。 ”

王老太对2008年前一斤牛肉十三四元人民币的景象记忆犹新。2008年以后，牛肉价格开始上涨，一路牛气冲天，2011年之后，牛肉价格更是出现加速上扬势头。2012年，全国牛肉均价同比上涨35.9%，攀升至48.2元/公斤，而2013年以来，各地牛肉价格更是纷

纷突破60元/公斤的大关，广西柳邕牛肉批发价格甚至高达69元/公斤。

眼下牛肉消费旺季来到，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家肉牛产业首席专家曹兵海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年底牛肉价格有望同比上涨35%。 ”

至于牛肉价格为什么这样疯涨，曹兵海一针见血表示，“物以稀为贵”。

据统计，2008年至2012年，我国肉牛存栏量从8900万头减少至6500万头，短短四年间减少2400万头。 窥一斑可见全豹的是，传统意义上的肉牛产业大省山东、河北、安徽、河南四省的肉牛存栏量最近十年来出现加速下滑势头，而由四省组成的“中原肉牛产

业带”也已名存实亡。

以河北为例，其肉牛存栏量从高峰期2002年的1000万头下降到现在的不足250万头，食用肉牛只有150万头，其全国排名也从第3名滑落至第16名。

另一个肉牛大省山东的肉牛存栏量也加速下滑，“2000年前后，山东省活牛存栏量还在1008万头上下，现在只有499多万头了。 ”山东省畜牧总站副站长翟桂玉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这499万头里还包括100多万头奶牛，而2000年的1008万头里，奶牛只有20

多万头，所以如果单算食用肉牛的话，下降幅度则更大。 ”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翟桂玉对记者表示，肉牛存栏量加速下滑虽然是在近些年开始显现，但这一趋势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了，根本原因则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更确切地说是牛的用途从耕牛向肉牛的转换。

“原先的时候，牛的用途主要是耕作和拉车用，但随着机械化普及，耕牛逐渐被淘汰并转到肉用为主上来。对农户来说，原先饲养耕牛主要考虑两点，一是耕牛能够提供生产性服务，二是能够作为肉牛卖掉产生经济利益。但现在农户养牛只能作为肉牛卖掉

产生经济利益，它的价值就大大下降了。 而且从经济价值上来说，它与养猪或者外出打工相比，可比效益也不高，所以出现越来越多的弃养现象。 由户繁户养，出现无牛户，以至于无牛村、无牛镇，养牛的越来越少，肉牛的存栏量也越来越低。 ”翟桂玉表示。

但是由于前期耕牛大量过剩，肉牛存栏量不断减少的问题一直没暴露出来，不过在价格上还是得到一定的反映。 曹兵海告诉记者，“到了1995年，很多地区已经将过剩的耕牛杀得差不多了，而随着肉牛存栏量减少和牛肉需求量增加，牛肉价格和猪肉价格

在1997年出现颠倒，牛肉价格开始超过猪肉价格。 ”

但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统计1995年以来的牛肉价格发现，在2007年之前，牛肉价格走势一直比较平缓，如果剔除掉物价因素，牛肉价格上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曹兵海对记者解释道：“那是因为肉牛的育肥技术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牛肉短缺问题的

凸显，市场上开始大量宰杀母牛和小牛，牛肉短缺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 ”

虽然矛盾被暂时掩盖，但是2000年以来大量宰杀起基础作用的母牛却对本已危如累卵的中国肉牛产业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中国牛肉危机的恶果就此种下。 到2007年时，牛肉短缺的问题再也“憋不住”，活牛价格曾经在十天之内翻一番，牛肉价格波澜壮

阔的上涨就此开启。

统计显示，2008年至2012年，中国母牛存栏量从3300万头减至2300万头，四年间大幅减少1000万头。 记者拿到的一份2011年8月份长春汉夏肉牛交易市场的统计显示，当月肉牛总交易量36334头，其中能繁母牛的交易量高达12781头，直屠比例更是高达

57.3%。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曹兵海对此忧心忡忡。

不过，与市场预期相左的是，虽然牛肉价格一路走高，农户的补栏积极性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翟桂玉对此解释道：“虽然牛肉价格在不断上涨，但养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首先是饲料，起先的时候，养牛主要是喂一些秸秆、麸皮，或者是下脚料，但现在为了追求生长速度和肉的品质，精饲料用量明显增多，粗饲料中草的质量也显著提高，很多地方要

喂蒸熟的稻草或者是苜蓿，饲养成本因此增加，特别重要的是科学饲养带来的成本增加，原先喂牛是一种粗放式的喂养方式，现在需要给牛提供全面的营养，这样算下来，光是牛的喂养成本就占到总成本的七成到八成。 再就是人工成本也不断增加，规模化养

殖对资金的需求比较大，对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农户补栏的积极性并不高，肉牛存栏量还会进一步下降。 ”

而在肉牛存栏量不断下降的同时，牛肉的消费需求却在不断增长。统计显示，2008-2012年，全国牛肉人均消费量从4.3公斤增长到5.6公斤。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济民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其实这个数据没有把外出消费的数量计算在内，而

外出消费的数量占总消费量的30%左右，如果加上这一块的话牛肉的人均消费量将更高。 ”潜在消费量也在不断增长，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沈阳、哈尔滨等几个城市的家庭抽样统计上看，10-20岁、20-30岁、30-40岁三个年龄段的牛肉占全肉摄入比例分别

高达43%、38%和35%。

“随着肉牛存栏量继续下降和牛肉消费不断增加，牛肉价格还将加速上涨，7-8年之后才可能见顶，”曹兵海就此断言，“中国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肉牛产业危机。 ”

成本攀高 企业两难

牛肉价格不断刷新历史新高，作为“肉牛第一股”的A股上市公司福成五丰备受市场关注，但公司董秘宋宝贤对此却有些哭笑不得。

“之前有投资者打来电话询问，‘牛肉价格都长成这样了，你们公司的股价为什么还一直趴着不动？ ’”宋宝贤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牛肉价格确实一直在上涨，但问题是活牛价格也一直在涨，牛肉价格上涨对我们真没有多大的利好。 ”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福成五丰虽然涉及肉牛产业饲养、屠宰加工、食品加工环节，但其饲养却是从收购架子牛进行育肥开始的，并不涉及最上游的母牛和小牛繁育环节，而在牛肉价格上涨的同时，架子牛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宋宝贤告诉记者，“以前购买架子牛，一斤也就三四块钱，而现在购买一个膘情较好的架子牛要十二三块钱一斤。以五斤玉米长一斤肉，一斤玉米一块一毛钱计算，这样一斤肉光是这两项的成本就十七八块钱，再加上其他费用和成本就会更高。虽然牛肉价

格长得高，但上游的成本也涨了不少，牛肉价格的上涨对公司业绩确实有一定贡献，但贡献并没有很多投资者想象得那么大。 ”

公司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大涨160.24%，也被部分投资者解读为牛肉价格上涨的贡献，但宋宝贤指出，在3932.64万的净利中，有1710万来自于出售资产，剩下的2222.64万元的净利中，食品深加工的贡献也在60%左右，另外随着今年牛奶价格大幅上涨，牛奶也贡献了很

大一块利润，牛肉对公司净利的贡献则已经很小。

不过，一路看涨的牛肉价格还是吸引众多上市公司和社会资本投身其中。 西部牧业近日公告称，公司于2013年11月18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建设内容的议案，将“奶牛性控胚胎实验室建设”内容变更为

“引进500头纯种安格斯母牛”，原募集资金项目《牛、羊良种繁育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扩建项目》剩余资金945万元拟全部用于引进500头国外纯种安格斯母牛，增加纯种安格斯种牛犊市场供应，从源头上解决当地生产母牛数量大幅下滑的局面。 而之前的7

月12日，天山生物也发布公告，拟投资1.1亿元建设肉牛繁育及育肥项目，包括2个500头规模的肉牛养殖示范基地，合计年出栏架子牛595头；1个5000头规模转化育肥场，预计年出栏7500头；1个引种项目。

繁养脱节 产业萎缩

但是像西部牧业和天山生物这样投资肉牛繁育环节的企业仍属凤毛麟角，大部分投资仍然流向了肉牛育肥和屠宰加工环节。 即便是福成五丰，其最近将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三河市福成都市食品有限公司收入囊中，也意在将公司主营业务产业链延伸到下游餐

饮企业，而不是向更上游的肉牛繁育环节延伸。

“大部分企业都是‘只想摘果，不想栽树’。 ”曹兵海对记者表示。

不过宋宝贤对记者表示，企业并不是不想布局肉牛繁育环节，而是有自己的苦衷，“在繁育环节，企业养牛和农户养牛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农户秸秆不算钱，人工不算钱，固定资产没有折旧，而企业的任何一项投入都要花钱，怎么比？ 所以，‘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

船’，企业不必、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布局在最具有竞争优势的环节。 ”

肉牛生长的特点也使企业对肉牛繁育兴致寡然。据了解，与猪一窝可以产十几头猪仔不同，牛一胎只能产一头小牛。而且牛的生长周期漫长，从怀孕到产仔需要十个月，小牛长成架子牛又需要十一个月，“如果企业从事肉牛繁育环节的话，周转就将大大放

慢，从而占用大量的场地和资金，企业如果只是收购架子牛育肥的话，四个月就能实现周转。 ”福成五丰下属的养牛厂厂长赵长友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这样一来，中国肉牛的产业链便出现了脱节问题，“企业专注于育肥和屠宰加工环节，98%以上的母牛和小牛则掌握在农户手中，而母牛和小牛又不断被宰杀，中国肉牛产业的基础越来越薄弱。 ”曹兵海表示。

中国的屠宰量、屠宰速度也严重超标，屠宰加工速度明显超过养殖存栏速度。 据了解，从世界平均水平看，肉牛屠宰的安全线应该是25%，即存栏100头牛屠宰25头左右，可中国目前的速度已经达到40%。

在这种情况下，近些年来中国肉牛产业不断萎缩。

“这些年下来，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牛少了，”赵长友告诉记者，“我是今年才当厂长，记得以前干采购的时候，到全国各地的大牲畜交易市场上，牛都是挑着买，可现在能买到牛就算不错了。 ”

记者在福成五丰的万头养牛厂里也看到，虽然联排成片的牛圈里密密麻麻地装满了牛，颇为壮观，但赵长友表示，现在的存栏量只有七千多头，等收购完毕后也就一万来头，与最高峰时候的两万头存栏量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他介绍说，公司在附近还有一家

万头养牛厂，但大部分时候都装不满，“现在可以说是无牛可养了。 ”

下游屠宰场也是开工不足。 以福成五丰所在的河北省为例，据统计，大多数肉牛屠宰场的屠宰量只能达到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一左右，很多屠宰厂陷入“无牛可宰”的窘境，个别屠宰厂甚至濒临倒闭。

宋宝贤告诉记者，2010年牛肉价格飞涨的时候，一大批屠宰厂一哄而上，但近些年来，当年仓促上马的屠宰厂开始陆续倒闭，“公司以前一年能宰八万头牛，现在也就能宰两三万头牛。 而且宰牛的利润也在不断下降，以前宰一头牛能赚六七百块钱，现在也就能赚一二

百块钱，随着屠宰量和屠宰利润的下降，现在屠宰加工这一块一年也就能为公司贡献300多万的利润。 ”

牛肉批发商的日子更是早已步入寒冬。“我们批发牛肉的利润本来就很低，一斤就赚五毛钱，所以只能走量，但现在牛肉价格涨这么高，都没人买肉了，以前一天能卖两千斤肉，现在一天最多卖四五百斤，”在北京市新发地冷冷清清的牛羊肉大厅里，从事牛

肉批发生意的谢迈智无奈地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而且我们是回民，又不能改行去卖别的肉，所以只能熬下去。 ”

牛肉价格如此上涨，整个产业链上却没有人赚到大钱，王济民对此解释道：“其实整个产业链的利润率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关键是量小了，无肉可卖，无牛可宰，无牛可养，所以赚得钱就少了，而在最上游的繁育环节，由于成本上升的原因，农户养母牛和小

牛的效益也不高，相对于养猪或者外出打工，养牛的比较效益也不高，农户积极性不高，愈发弃养，于是进一步传导到下游环节。 ”

补贴缺失 “城门”失守

在牛肉价格不断攀升，肉牛存栏量逐年下降，肉牛产业日渐萎缩的危机背景下，中国肉牛产业的未来也让人有些悲观，“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肉牛产业仍然缺乏真正的政策扶持和补贴。 ”曹兵海表示。

曹兵海介绍说，从产值上来说，四大畜禽产业的排名依次是生猪、肉牛、禽类、奶牛，但是，与生猪和奶牛产业的发展所获得的大量扶持和补贴政策相比，肉牛产业的发展缺乏关注，至今没有实质性的扶持和补贴政策出台。

以生猪补贴政策为例，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扶持生猪生产稳定市场供应的通知》，中央财政据此采取多项措施积极支持生猪生产。此后中央不断加大对生猪生产发展的扶持力度，并涉及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疫病防疫补贴、生

猪良种补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支持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 比如在育肥猪保险补贴方面，自2013年起，在地方财政至少补贴30%的基础上，中央财政育肥猪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由10%提高至中西部地区50%、东部地区40%。 而且，为防止

生猪价格过度下跌和保障猪肉供给，国家还有相应的调控和收储政策。

与之相比，肉牛产业的补贴政策少得可怜。翟桂玉告诉记者，“现在国家队肉牛产业的补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兴建牛场方面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大约有50万至60万元的补贴，二是冻精补贴，根据每个县的母牛存栏数量进行发放，每支吸管大约

在5块钱左右。 但是这样的补贴对当前肉牛产业的发展仍微不足道。 ”

翟桂玉建议，根据国际通行的办法，可以对母牛展开补贴，同时结合冻精补贴，建立起肉牛的良种繁育体系，从基础上解决肉牛繁育问题。 同时要加强对养牛的投入性补贴，建立起饲草饲料的供应体系，来降低养牛的硬成本，提高养牛的效益和积极性。

今年9月2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全国牛羊肉生产发展规划》（2013-2020年），经初步测算，规划期需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7亿元。 但王济民认为，《规划》更多的是扶持生产大县，而不是一个普惠性的政策，“而且17亿的投资相对目前的肉牛

产业来说仍然杯水车薪。 ”曹兵海表示，“最近两三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原先是没有规划，而现在规划有了，但是没有钱。 ”

曹兵海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猪肉的消费比重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90%多下降到现在的65%左右，其他肉类的消费比重却在不断增长。 其中，牛肉的消费比重从不到5%提高到现在的15%，在这种形势下，补贴政策过度向生猪倾斜便显得不合时

宜。 “猪肉消费比重仍然很高，大力支持无可厚非，但不应该过度支持而忽视其他产业的发展，其实产业和产业之间也存在一个‘生态平衡’，它们是互相关联的，要想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哪一个产业都是要支持的，如果过分支持一种产业，当它大规模扩张的

时候就可能反过来侵害其他产业的发展。 ”

尤其令曹兵海痛心的是，在大专院校中，科研课题和研究经费也大量向生猪和奶牛倾斜，以至于很多研究肉牛的老师和研究员都转行去了生猪和奶牛研究，肉牛研究人才大量流失，“所谓百年育人，但现在好多人都不搞肉牛研究了，技术也推广不下去，肉

牛产业的发展将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

而在国内肉牛产业缺乏政策提振，肉牛产业不断萎缩，肉牛存栏量持续下降和国内牛肉供需缺口日渐扩大的背景下，进口牛肉，特别是走私牛肉正趁虚而入，并逐步占领国内市场，国内肉牛产业将受到进一步的冲击。

“以前市场上大部分都是鲜牛肉，但现在很多批发商都转而去购买进口的冻牛肉了，”谢迈智告诉记者，“现在国内鲜牛肉的批发价格在50元/公斤上下，而进口牛肉的到港价格则只有40元/公斤左右。 ”

虽然由于检验检疫的原因，我国目前只批准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乌拉圭、阿根廷、哥斯达黎加6个国家进口牛肉，2012年的进口量也只有7万吨，与我国每年560万吨左右的牛肉缺口相差甚远，但是进口牛肉加速膨胀的势头却不得不引起人们注意。

9月13日，国家农业部公布的上半年全国畜禽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发展报告也显示，上半年肉类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明显，鲜冷牛肉、冻牛肉进口额同比分别增长1379%和978%，出口额则呈不同程度下降。曹兵海表示，2013年至今，中国进口牛肉已经超过

14万吨。

更引人注目的则是走私牛肉的日渐猖獗。据了解，目前中国走私牛肉主要来自巴西和印度，牛肉价格折算成人民币只相当于22元/公斤左右，与国内50元/公斤左右的牛肉价格相去甚远。近几年来，巴西、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牛肉通过走私途径借道越南大量

进入中国广西，并由此流向全国。

曾有估计表示，中国每年的走私牛肉高达200多万吨，而走私牛肉加上通过海关进口的牛肉占到国内牛肉消费的40%多。 王济民对此表示，“这个数据有点夸张，每年的走私牛肉大约在50万至100万吨左右，但即便是这个量也已经很大了。 ”

对这一问题，王济民认为，“走私牛肉的大量进入是国内牛肉供需失衡的客观反映，但是走私牛肉不通过海关检疫，很可能将口蹄疫、疯牛病等疫情带入国内，这对国内肉牛产业来说是很大隐患。 同时，走私牛肉的大量进入对国内肉牛产业也会造成强烈冲

击。 ”

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巨大的差价使国内批发商和商户对国外牛肉趋之若鹜，国内牛肉则愈发少人问津，国内养牛的效益和积极性日渐降低，屠宰场的利润也不断下滑，肉牛产业将遭受进一步冲击。

中国近邻的日本和韩国由于过度依赖美国进口牛肉，而对国内食品安全和行业造成冲击的教训值得中国警惕。

“几年前，中国从全球第一大豆生产国沦为第一进口国，国产大豆在物美价廉的转基因大豆的冲击下节节败退。 现在物美价廉的国外牛肉也如当初的国外大豆一般大量进入中国，虽然牛肉和大豆的政策和性质有所不同，在肉牛企业没有提升竞争力之前，

牛肉大幅度进口会对国内肉牛产业带来实质性冲击。 ”中国人民大学农产品价格专家毛学峰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但 是

像西部牧

业和天山生

物这样投资

肉牛繁育环节

的企业仍属凤毛

麟角， 大部分投资

仍然流向了肉牛育肥

和屠宰加工环节。 即便

是福成五丰， 其最近将福成

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三河

市福成都市食品有限公司收入囊中，

也意在将公司主营业务产业链延伸到

下游餐饮企业，而不是向更上游的肉牛

繁育环节延伸。

“大部分企业都是‘只想摘果，不

想栽树’。 ”曹兵海对记者表示。

不过宋宝贤对记者表示， 企业并

不是不想布局肉牛繁育环节，而是有自

己的苦衷，“在繁育环节，企业养牛和农

户养牛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农户秸秆不

算钱，人工不算钱，固定资产没有折旧，

而企业的任何一项投入都要花钱，怎么

比？ 所以，‘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

船’，企业不必、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而

只能布局在最具有竞争优势的环节。 ”

肉牛生长的特点也使企业对肉

牛繁育兴致寡然。 据了解，与猪一窝

可以产十几头猪仔不同，牛一胎只能

产一头小牛。 而且牛的生长周期漫

长，从怀孕到产仔需要十个月，小牛

长成架子牛又需要十一个月，“如果

企业从事肉牛繁育环节的话，周转就

将大大放慢，从而占用大量的场地和

资金，企业如果只是收购架子牛育肥

的话，四个月就能实现周转。 ”福成五

丰下属的养牛厂厂长赵长友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

这样一来，中国肉牛的产业链便

出现了脱节问题，“企业专注于育肥

和屠宰加工环节，

98%

以上的母牛和

小牛则掌握在农户手中，而母牛和小

牛又不断被宰杀，中国肉牛产业的基

础越来越薄弱。 ”曹兵海表示。

中国的屠宰量、屠宰速度也严重

超标，屠宰加工速度明显超过养殖存

栏速度。 据了解，从世界平均水平看，

肉牛屠宰的安全线应该是

25%

， 即存

栏

100

头牛屠宰

25

头左右， 可中国目

前的速度已经达到

40%

。

在这种情况下，近些年来中国肉

牛产业不断萎缩。

“这些年下来， 一个明显的感觉

就是牛少了，” 赵长友告诉记者，“我

是今年才当厂长，记得以前干采购的

时候，到全国各地的大牲畜交易市场

上，牛都是挑着买，可现在能买到牛

就算不错了。 ”

记者在福成五丰的万头养牛厂里

也看到， 虽然联排成片的牛圈里密密

麻麻地装满了牛，颇为壮观，但赵长友

表示，现在的存栏量只有七千多头，等

收购完毕后也就一万来头， 与最高峰

时候的两万头存栏量相比已经不可同

日而语。他介绍说，公司在附近还有一

家万头养牛厂， 但大部分时候都装不

满，“现在可以说是无牛可养了。 ”

下游屠宰场也是开工不足。 以福

成五丰所在的河北省为例， 据统计，

大多数肉牛屠宰场的屠宰量只能达

到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一左右，很多屠

宰厂陷入“无牛可宰”的窘境，个别屠

宰厂甚至濒临倒闭。

宋宝贤告诉记者，

2010

年牛肉价

格飞涨的时候， 一大批屠宰厂一哄而

上，但近些年来，当年仓促上马的屠宰

厂开始陆续倒闭，“公司以前一年能宰

八万头牛， 现在也就能宰两三万头牛。

而且宰牛的利润也在不断下降，以前宰

一头牛能赚六七百块钱，现在也就能赚

一二百块钱，随着屠宰量和屠宰利润的

下降，现在屠宰加工这一块一年也就能

为公司贡献

300

多万的利润。 ”

牛肉批发商的日子更是早已步

入寒冬。 “我们批发牛肉的利润本来

就很低，一斤就赚五毛钱，所以只能

走量， 但现在牛肉价格涨这么高，都

没人买肉了， 以前一天能卖两千斤

肉，现在一天最多卖四五百斤，”在北

京市新发地冷冷清清的牛羊肉大厅

里，从事牛肉批发生意的谢迈智无奈

地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而且我

们是回民， 又不能改行去卖别的肉，

所以只能熬下去。 ”

牛肉价格如此上涨，整个产业链

上却没有人赚到大钱，王济民对此解

释道：“其实整个产业链的利润率没

有多大的变化， 但关键是量小了，无

肉可卖，无牛可宰，无牛可养，所以赚

得钱就少了， 而在最上游的繁育环

节，由于成本上升的原因，农户养母

牛和小牛的效益也不高，相对于养猪

或者外出打工，养牛的比较效益也不

高，农户积极性不高，愈发弃养，于是

进一步传导到下游环节。 ”

供需缺口日益扩大 政策扶持杯水车薪 产业萎缩城门失守

中国肉牛产业危机山雨欲来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在牛肉价格不断攀升，肉牛存栏

量逐年下降，肉牛产业日渐萎缩的危

机背景下，中国肉牛产业的未来也让

人有些悲观，“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肉牛产业仍然缺乏真正的政策扶持

和补贴。 ”曹兵海表示。

曹兵海介绍说， 从产值上来说，

四大畜禽产业的排名依次是生猪、肉

牛、禽类、奶牛，但是，与生猪和奶牛

产业的发展所获得的大量扶持和补

贴政策相比，肉牛产业的发展缺乏关

注，至今没有实质性的扶持和补贴政

策出台。

以生猪补贴政策为例，

2007

年国

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扶持

生猪生产稳定市场供应的通知》，中

央财政据此采取多项措施积极支持

生猪生产。 此后中央不断加大对生猪

生产发展的扶持力度，并涉及能繁母

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疫病防疫补

贴、生猪良种补贴、生猪调出大县奖

励、支持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基础设施

建设等各个方面。 而且，为防止生猪

价格过度下跌和保障猪肉供给，国家

还有相应的调控和收储政策。

与之相比，肉牛产业的补贴政策

少得可怜。 翟桂玉告诉记者，“现在

国家队肉牛产业的补贴主要体现在

两方面， 一是在兴建牛场方面采取

‘先建后补’的方式，大约有

50

万至

60

万元的补贴，二是冻精补贴，根据每

个县的母牛存栏数量进行发放，每支

吸管大约在

5

块钱左右。 但是这样的

补贴对当前肉牛产业的发展仍微不

足道。 ”

翟桂玉建议，根据国际通行的办

法，可以对母牛展开补贴，同时结合冻

精补贴，建立起肉牛的良种繁育体系，

从基础上解决肉牛繁育问题。 同时要

加强对养牛的投入性补贴， 建立起饲

草饲料的供应体系， 来降低养牛的硬

成本，提高养牛的效益和积极性。

今年

9

月

25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公布了《全国牛羊肉生产发展

规划》（

2013-2020

年）， 经初步测算，

规划期需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17

亿元。 但王济民认为，《规划》更多的

是扶持生产大县，而不是一个普惠性

的政策，“而且

17

亿的投资相对目前

的肉牛产业来说仍然杯水车薪。 ”曹

兵海表示，“最近两三年的一个显著

变化是，原先是没有规划，而现在规

划有了，但是没有钱。 ”

曹兵海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

来，猪肉的消费比重已经由改革开放

之初的

90%

多下降到现在的

65%

左

右，其他肉类的消费比重却在不断增

长。 其中，牛肉的消费比重从不到

5%

提高到现在的

15%

，在这种形势下，补

贴政策过度向生猪倾斜便显得不合

时宜。 “其实产业和产业之间也存在

一个 ‘生态平衡’， 它们是互相关联

的，要想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哪一

个产业都是要支持的，如果过分支持

一种产业，当它大规模扩张的时候就

可能反过来侵害其他产业的发展。 ”

尤其令曹兵海痛心的是，在大专

院校中，科研课题和研究经费也大量

向生猪和奶牛倾斜，以至于很多研究

肉牛的老师和研究员都转行去了生

猪和奶牛研究，肉牛研究人才大量流

失，“现在好多人都不搞肉牛研究了，

技术也推广不下去，肉牛产业的发展

将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

在此背景下，进口牛肉，特别是

走私牛肉正趁虚而入，并逐步占领国

内市场，国内肉牛产业将受到进一步

的冲击。

“以前市场上大部分都是鲜牛

肉，但现在很多批发商都转而去购买

进口的冻牛肉了，”谢迈智告诉记者，

“现在国内鲜牛肉的批发价格在

50

元

/

公斤上下，而进口牛肉的到港价格则

只有

40

元

/

公斤左右。 ”

虽然由于检验检疫的原因，我国

目前只批准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

大、乌拉圭、阿根廷、哥斯达黎加

6

个国

家进口牛肉，

2012

年的进口量也只有

7

万吨，与我国每年

560

万吨左右的牛肉

缺口相差甚远， 但是进口牛肉加速膨

胀的势头却不得不引起人们注意。

9

月

13

日， 国家农业部公布的数

据显示，上半年鲜冷牛肉、冻牛肉进

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1379%

和

978%

，出

口额则呈不同程度下降。 曹兵海表

示，

2013

年至今， 中国进口牛肉已经

超过

14

万吨。

更引人注目的则是走私牛肉的

日渐猖獗。据了解，目前中国走私牛肉

主要来自巴西和印度， 牛肉价格折算

成人民币只相当于

22

元

/

公斤左右，与

国内

50

元

/

公斤左右的牛肉价格相去

甚远。近几年来，巴西、印度、澳大利亚

等国牛肉通过走私途径借道越南大量

进入中国广西，并由此流向全国。

曾有估计表示，中国每年的走私

牛肉高达

200

多万吨， 而走私牛肉加

上通过海关进口的牛肉占到国内牛

肉消费的

40%

多。 王济民对此表示，

“这个数据有点夸张， 每年的走私牛

肉大约在

50

万至

100

万吨左右， 但即

便是这个量也已经很大了。 ”

对这一问题，王济民认为，“走私

牛肉的大量进入是国内牛肉供需失

衡的客观反映，但是走私牛肉不通过

海关检疫，很可能将口蹄疫、疯牛病

等疫情带入国内，这对国内肉牛产业

来说是很大隐患。 同时，走私牛肉的

大量进入对国内肉牛产业也会造成

强烈冲击。

中国近邻的日本和韩国由于过

度依赖美国进口牛肉，而对国内食品

安全和行业造成冲击的教训值得中

国警惕。

现在物美价廉的国外牛肉也如

当初的国外大豆一般大量进入中国，

虽然牛肉和大豆的政策和性质有所

不同，在肉牛企业没有提升竞争力之

前，牛肉大幅度进口会对国内肉牛产

业带来实质性冲击。 ”中国人民大学

农产品价格专家毛学峰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牛肉价格年年涨，今年特别高。

家住北京丰台区的王老太越来越觉得做

一次西红柿牛腩是一件令人纠结的事情。

11

月

25

日一大早， 她又来到住址附近的农贸市

场， 在几个牛肉摊前踱来踱去， 挨块肉问过

去，却一块牛肉也没相中。

“不是肉不好，是价格实在太高了，”王老

太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一斤牛肉将近三十

块钱，这价钱都能买一只鸡了。 ”

王老太对

2008

年前一斤牛肉十三四元人

民币的景象记忆犹新。 而

2013

年以来，各地牛

肉价格纷纷突破

60

元

/

公斤的大关， 广西柳邕

牛肉批发价格甚至高达

69

元

/

公斤。

眼下牛肉消费旺季来到， 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国家肉牛产业首席专家曹兵海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年底牛肉价格有望同比上涨

35%

。 ”

至于牛肉价格为什么这样疯涨， 曹兵海

一针见血表示，“物以稀为贵”。

据统计，

2008

年至

2012

年，我国肉牛存栏量

从

8900

万头减少至

6500

万头， 短短四年间减少

2400

万头。 窥一斑可见全豹的是，传统意义上的

肉牛产业大省山东、河北、安徽、河南四省的肉

牛存栏量最近十年来出现加速下滑势头， 而由

四省组成的“中原肉牛产业带”也已名存实亡。

以河北为例， 其肉牛存栏量从高峰期

2002

年的

1000

万头下降到现在的不足

250

万

头，食用肉牛只有

150

万头，其全国排名也从

第

3

名滑落至第

16

名。

另一个肉牛大省山东的肉牛存栏量也加速

下滑，“

2000

年前后， 山东省活牛存栏量还在

1008

万头上下，现在只有

499

多万头了。”山东省

畜牧总站副站长翟桂玉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这

499

万头里还包括

100

多万头奶牛，而

2000

年

的

1008

万头里，奶牛只有

20

多万头，所以如果单

算食用肉牛的话，下降幅度则更大。 ”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翟桂玉对记者表示，

肉牛存栏量加速下滑虽然是在近些年开始显

现， 但这一趋势其实从上世纪

80

年代便开始

了，根本原因则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更确切地

说是牛的用途从耕牛向肉牛的转换。

“原先的时候，牛的用途主要是耕作和拉

车用，但随着机械化普及，耕牛逐渐被淘汰并

转到肉用为主上来。 对农户来说，原先饲养耕

牛主要考虑两点， 一是耕牛能够提供生产性

服务，二是能够作为肉牛卖掉产生经济利益。

但现在农户养牛只能作为肉牛卖掉产生经济

利益，它的价值就大大下降了。 而且从经济价

值上来说，它与养猪或者外出打工相比，可比

效益也不高，所以出现越来越多的弃养现象。

由户繁户养，出现无牛户，以至于无牛村、无牛

镇，养牛的越来越少，肉牛的存栏量也越来越

低。 ”翟桂玉表示。

但是由于前期耕牛大量过剩，肉牛存栏量

不断减少的问题一直没暴露出来，不过在价格

上还是得到一定的反映。曹兵海告诉记者，“到

了

1995

年， 很多地

区已经将过剩的耕

牛杀得差不多了，而

随着肉牛存栏量减少

和牛肉需求量增加，牛

肉价格和猪肉价格在

1997

年出现颠倒， 牛肉价

格开始超过猪肉价格。 ”

但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统计

1995

年以来的牛肉价格发现，在

2007

年之前， 牛肉价格走势一直比较平缓，如

果剔除掉物价因素，牛肉价格上涨几乎可以忽

略不计， 曹兵海对记者解释道：“那是因为肉牛

的育肥技术也在不断提高， 特别是随着牛肉短

缺问题的凸显， 市场上开始大量宰杀母牛和小

牛，牛肉短缺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 ”

虽然矛盾被暂时掩盖，但是

2000

年以来大

量宰杀起基础作用的母牛却对本已危如累卵的

中国肉牛产业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中国牛肉

危机的恶果就此种下。到

2007

年时，牛肉价格波

澜壮阔的上涨就此开启。

统计显示，

2008

年至

2012

年，中国母牛存

栏量从

3300

万头减至

2300

万头， 四年间大幅

减少

1000

万头。 记者拿到的一份

2011

年

8

月份

长春汉夏肉牛交易市场的统计显示， 当月肉

牛总交易量

36334

头，其中能繁母牛的交易量

高达

12781

头，直屠比例更是高达

57.3%

。 “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 ”曹兵海对此忧心忡忡。

不过，与市场预期相左的是，虽然牛肉价

格一路走高， 农户的补栏积极性却没有想象

中那么高。

翟桂玉对此解释道：“虽然牛肉价格在不

断上涨，但养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首先是饲

料，现在为了追求生长速度和肉的品质，精饲

料用量明显增多， 粗饲料中草的质量也显著

提高，很多地方要喂蒸熟的稻草或者是苜蓿，

饲养成本因此增加， 特别重要的是科学饲养

带来的成本增加，算下来，光是牛的喂养成本

就占到总成本的七成到八成。 再就是人工成

本也不断增加， 规模化养殖对资金的需求比

较大，对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农户补

栏的积极性并不高， 肉牛存栏量还会进一步

下降。 ”

而在肉牛存栏量不断下降的同时，牛肉的

消费需求却在不断增长。统计显示，

2008-2012

年， 全国牛肉人均消费量从

4.3

公斤增长到

5.6

公斤。 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济

民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其实这个数据没有

把外出消费的数量计算在内，而外出消费的数

量占总消费量的

30%

左右，如果加上这一块的

话牛肉的人均消费量将更高。 ”

“随着肉牛存栏量继续下降和牛肉消费

不断增加， 牛肉价格还将加速上涨，

7-8

年之

后才可能见顶，”曹兵海就此断言，“中国正面

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肉牛产业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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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栏骤减 价格大涨

补贴缺失 “城门”失守

牛肉价格不断刷新历史新高，作为“肉牛

第一股”的

A

股上市公司福成五丰备受市场关

注，但公司董秘宋宝贤对此却有些哭笑不得。

“之前有投资者打来电话询问，‘牛肉价

格都长成这样了， 你们公司的股价为什么还

一直趴着不动？ ’”宋宝贤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牛肉价格确实一直在上涨， 但问题是活

牛价格也一直在涨， 牛肉价格上涨对我们真

没有多大的利好。 ”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 福成五丰虽然涉

及肉牛产业饲养、屠宰加工、食品加工环节，

但其饲养却是从收购架子牛进行育肥开始

的，并不涉及最上游的母牛和小牛繁育环节，

而在牛肉价格上涨的同时， 架子牛的价格也

是水涨船高。

宋宝贤告诉记者，“以前购买架子牛，一

斤也就三四块钱， 而现在购买一个膘情较好

的架子牛要十二三块钱一斤。 以五斤玉米长

一斤肉，一斤玉米一块一毛钱计算，这样一斤

肉光是这两项的成本就十七八块钱， 再加上

其他费用和成本就会更高。 虽然牛肉价格长

得高，但上游的成本也涨了不少，牛肉价格的

上涨对公司业绩确实有一定贡献， 但贡献并

没有很多投资者想象得那么大。 ”

公司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大涨

160.24%

，也

被部分投资者解读为牛肉价格上涨的贡献，但

宋宝贤指出，在

3932.64

万的净利中，有

1710

万

来自于出售资产， 剩下的

2222.64

万元的净利

中，食品深加工的贡献也在

60%

左右，另外随着

今年牛奶价格大幅上涨， 牛奶也贡献了很大一

块利润，牛肉对公司净利的贡献则已经很小。

不过，一路看涨的牛肉价格还是吸引众

多上市公司和社会资本投身其中。 西部牧业

近日公告称，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8

日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部分建设内容的议案，将“奶牛

性控胚胎实验室建设”内容变更为“引进

500

头纯种安格斯母牛”，原募集资金项目《牛、

羊良种繁育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扩建项目》剩

余资金

945

万元拟全部用于引进

500

头国外

纯种安格斯母牛，增加纯种安格斯种牛犊市

场供应，从源头上解决当地生产母牛数量大

幅下滑的局面。 而之前的

7

月

12

日，天山生物

也发布公告，拟投资

1.1

亿元建设肉牛繁育及

育肥项目，包括

2

个

500

头规模的肉牛养殖示

范基地， 合计年出栏架子牛

595

头；

1

个

5000

头规模转化育肥场，预计年出栏

7500

头；

1

个

引种项目。

成本攀高 企业两难

繁养脱节 产业萎缩

“中国正面临一

场前所未有的肉牛

产业危机。 ”业内专

家表示，随着肉牛存

栏量继续下降和牛

肉消费不断增长，我

国牛肉价格还将持

续上涨。

从

2008

年 开

始，牛肉价格出现加

速上涨， 至今突破

60

元

/

公斤。 中国证

券报记者调研发现，

生产方式的演变和

牛的用途改变导致

肉牛存栏量大幅下

降，是促成牛肉价格

暴涨的根本原因。而

由于肉牛繁育和育

肥饲养脱节，作为产

业基础的母牛的存

栏量不断减少，使整

个肉牛产业走向萎

缩。 同时，肉牛补贴

政策缺失，中国肉牛

产业短期内难以提

振，国外牛肉则趁机

大举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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