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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点 
虽然目前非洲猪瘟疫情仍有爆发，但春节前各地尤其主产区湖北、江西，包括猪价洼地的东北黑龙江吉
林，也都开始放开跨区域运输禁令，一方面，冲击了整体市场的生猪供给，一方面拉低了产区和销区的价
格差异。 
 

春节前生猪消费进入旺季，产销区猪价都进去低位整理阶段，猪价短期不具备急跌的可能。 
 

国内大豆产业新政策出台，后期大豆种植面积增加，挤压玉米面积空间是大概率时间，整体利多中远期
玉米价格。周内猪粮比继续下滑，生猪养殖收益下滑并处于微利状态。 
 

考虑到去年同期二元母猪的补栏情况一般，预计到明年5月之前，生猪价格依旧是震荡向上的方向为主。 
 

利润方面，玉米现货受成本支撑农户惜售情绪严重，同时远期粮食价格看涨概率较大，大型养殖企业的
扩张较快，养殖利润未来继续缩水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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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最新进展 

饲料原料价格回顾和养殖利润 

环保检查进展和大型企业扩张 

二元母猪补栏和生猪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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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区解封，新疫情暂无发布 



吉林和辽宁主产区疫区调运解封 

【疫区解封】1月16、18日吉林和辽宁相继发布了关
于调整和规范生猪及生猪产品检疫出证工作的通知
，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两省生猪可以向外调。跨
省调运政策的缓和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间的差
异，产销区价差后期或将缩小。 

 
 
跨省调运禁止的影响： 
（1）生猪养殖、调运、屠宰的规范性和壁垒进一步
提升。 

（2）活猪调运受限的局面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难以
改变，猪肉调运或将逐渐成为趋势。 

（3）种猪、仔猪调运难度或将降低。 



猪价回调，玉米现货强于期货 

数据来源：猪易网 
美尔雅期货 



调结构：北方产区种植面积指导性下调 

根据2015年11月农业部关于“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调整意见出台，力争到
2020年，“镰刀弯”地区玉米种植面积稳定在1亿亩，比目前减少5000万亩
以上，并计划2016年条件玉米种植面积1000万亩以上。 

为切实保障玉米和大豆生产者种植合理收益，经省政府同意，2018年黑龙江省玉米生产者补贴标准为合法种植面积25元/亩
，大豆生产者补贴标准为合法种植面积320元/亩。 
 
远低于过去两年的补贴水平，也远低于大豆的补贴收益。政府调整种植结构降玉米种大豆的的意图明显 
可以预见的短期农户惜售情绪强烈现货有支撑，远期农民种植意愿下降，利多1909玉米价格 



大豆振兴计划：东北大豆压制玉米种植面积 

①扩大大豆面积，到2020年大豆面积达到1.4亿亩，2022年达到1.5亿

亩，其中2019年大豆面积增加1000万亩; 

 

②主要通过种植模式和水稻、玉米等的种植结构调整来增加大豆面积; 

 

③优化补贴政策扩面积，平衡作物种植收益，调动种植大豆积极性，

统筹安排东北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于春节前后向社会公布2019年补

贴政策! 



豆粕继续下探，玉米受期价影响回调 

一方面是库存的连续两年的下降 

一方面是工业需求可预期的扩产能 

未来几年的大方向，整体提振玉米往更高的价格区间推进为主 

近年来，规模养殖企业扩张迅猛，优质蛋白需求提升 

中美贸易摩擦整体抬升进口大豆豆粕价格区间 

人民币贬值预期降低进口盈利和动力 

数据来源：wind    美尔雅期货 



养殖利润大幅回调 

6-8月国内猪价的单边上涨行情带动养殖效益回归盈利区间。
但饲料价格的攀升，后期养殖利润缩水的概率较大 

数据来源：wind    美尔雅期货 



产销区猪价震荡，分化价差维持高位 

各地开始出台跨省调运隔离措施，产区销区价格形成分化。8月以来
非洲猪瘟的持续发酵，养殖积极性受到打击，或埋下后期猪价回升
的伏笔 数据来源：wind    美尔雅期货 



猪粮比继续回调 

最近十年生猪行业疫情一览 

2003年春季 我国广东、北京等地非典疫情，产区生猪外运受阻 

2004年1月 各地禽流感爆发，禽类消费受阻转而选择猪肉消费 

2005年8月 四川猪链球菌病疫情爆发 

2006年春夏-2007 江西首发 “高热病”， 农业部在2007年初命名为“高致病性蓝耳病” 

2009年底到2010年初 五号病(猪口蹄疫后带来的高热病) 

2011年-2012年 伪狂犬和仔猪腹泻 

数据来源：wind    美尔雅期货 



产区仔猪价格急跌，养殖信心仍然较差 

主产区仔猪价格持续下跌，养殖户信心不足，后期生猪价

格上涨奠定基础 

数据来源：wind    美尔雅期货 



东北内蒙古生猪价格持续跌破10元/公斤 

各地开始出台跨省调运隔离措施，产区销区价格形成分化 
 
目前产销区猪价陷入震荡，分化依旧严重 

数据来源：wind    美尔雅期货 



大型企业扩张迅猛，环保“再回头”加快中小养殖户退出 

2016年4月，农业部发布了《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
(2016-2020年)》。该规划对于环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导致国内一大批落后产能退出。 
政府的环保高压。2017/18年，我国各省市对于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尤为严格，中小养殖户大多无多余的财力进行
污粪处理改造升级 

2017年，温氏股份与牧原股份在建工程同比增加85.44%和76.06%，均是因为发展规模扩大所致。从具体
的生猪出栏量上来看，温氏股份以接近2000万头排在前列，牧原股份经过近几年的扩张，以超过700万头
的数量位居第二。对于未来的规划，温氏股份提出到2019年年生猪出栏达3000万头，较2015年增加1000
多万头;牧原股份在2018年计划出栏生猪1100万头至1300万头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 



二元母猪补栏的节奏影响一年后的生猪供应 

从2016年6月生猪价格见顶之后，母猪价格也随之一路下行，母猪补栏的热情也随之持续下降，进入18年后，养殖亏损的预期，
叠加春节后猪价消费的低迷以及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的反弹，生猪价格年内下跌幅度超过30%。或将进一步影响二元母猪的补栏
积极性。 
整体来看，到明年5月之前，生猪价格依旧是震荡向上的方向为主，暂不具备急跌的可能 

数据来源：wind    美尔雅期货 



综合观点 

虽然目前非洲猪瘟疫情仍有爆发，但春节前各地尤其主产区湖北、江西，包括猪价洼地的东北黑龙江吉

林，也都开始放开跨区域运输禁令，一方面，冲击了整体市场的生猪供给，一方面拉低了产区和销区的

价格差异。周内玉米受期货盘面的带动，现货价格也出现一定的回落。但同时国内大豆产业新政策出台

，后期大豆种植面积增加，挤压玉米面积空间是大概率时间，整体利多中远期玉米价格。猪价低迷叠加

玉米现货价格仍在高位，养殖利润周内回升较快，综合玉米远月预期和大型企业扩张情况，养殖利润未

来继续缩水是大概率事件。需求方面，随着春节的临近，年前消费或进入平稳期，春节期间猪价持稳为

主，猪价短期不具备急跌的可能，考虑到去年同期二元母猪的补栏情况一般，预计到明年5月之前，生猪

价格依旧是震荡向上的方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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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部及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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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 
 

 济南营业部 
济南市历下区趵突泉北路1号 开元广场
A416 
电话：0531-86085909 
 
 石家庄营业部 
石家庄市中山西路83号东购广场东方大
厦写字楼9楼0927室 
电话：0311-89103825 
 
 北京长虹桥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2号通广大厦
5012室 
电话：010-65389967 
 
 安徽分公司 
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安徽国际金融中心
2502-03室 
电话：0551-66199580 
 

华中地区 
 

 汉口营业部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北路8号金茂大楼展厅
四楼 
电话：027-85804810 
 
 武昌营业部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7号中商广场写字楼
B座1709 
电话：027-87300866 
 
 黄石营业部 
黄石市颐阳路41号名门世界7楼（黄石金
花大酒店旁） 
电话：0714-6309781 
 
 荆州营业部 
荆州市北京西路508号万达广场写字楼
SOHO B栋8楼815室 
电话：0716-8512605 

 
 宜昌营业部 
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130号御峰写字
楼1-1-2202、2203、2204室 
电话：0717-6464516 
 
 十堰营业部 
十堰市人民北路68号大都会广场21楼 
电话：0719-8662689 8663190 
 
 襄阳营业部 
襄阳市高新区长虹路9号万达广场写字楼
1幢8层A-801室 
电话：0710—3472966 
 

华南地区 
 

 福州营业部 
福州市鼓楼区东水路55号地质勘查中心
大楼2层  
电话：0591-28308777 
 

公司总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18号 
400-700-0068 



公司总部及分支机构 
公司总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18号 
400-70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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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 
 

 上海源深路营业部 
上海浦东新区源深路1088号平安财富大
厦1806室 
电话：021-51758111 
 
 常州营业部 
常州市新北区高新科技园3号楼B座302室 
联系电话：0519-81290686 
 
 杭州营业部 
杭州市上城区长生路58号西湖国贸401室 
电话：0571-89978782 
 
 杭州古玉路营业部 
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173号中田大厦21层
D座 
电话：0571-86623280 

 
 
 泉州营业部 
泉州市浦西万达广场甲A写字楼4110室 
电话：0595-22589182 
 
 广州营业部 
广州市荔湾区黄沙大道144号大冶有色大
厦1008室 
电话：020-83888366 
 
 南昌营业部 
南昌市青山湖区洪都北大道299号高能金
域名都12栋14层 
电话：0791-85239616  
 
 深圳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南大道与彩田路
交界西南星河世纪大厦A栋1702 
电话：0755－83203580 

 上海陆家嘴东路营业部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1号招商局大
厦1204室 
电话：15026938653  
 
 富阳营业部 
杭州市富阳区江滨西大道10号1301-6室  
电话：13567133673  
 
 成都营业部 
成都高新区吉泰五路88号香年广场T2栋
31层2、3号 
电话：028-65785466 
 
 南京营业部 
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88号新世界中心A座
1515A 
电话：025-8319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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