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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瘟”之下—河南生猪调研纪实 

摘要： 

非洲猪瘟，作为一个新进外来疫病，短短半年时间，已波及全国 25 个省区，公开报道

疫情百余起，扑杀数量破百万头。尤其黑龙江明水存栏 73000 头的大型规模化养殖场

以及江苏泗阳国内著名大型种猪场，生猪存栏 68969 头，均被非洲猪瘟感染，对整个

行业的养殖信心打击巨大。整个生猪养殖行业在如此生存环境下，究竟还能坚持多久，

又会有多少像明水及泗阳这样的现代化高标准养殖场惨遭淘汰，一切都是未知。“家

财万贯，带毛的不算”，也许此刻，作为一个非养猪从业者，才能真正体会这句话的

含义。 

上周，笔者实地调研走访河南南阳、郑州、漯河、商丘等地，了解对象涉及养殖户、

兽药动保、屠宰等环节，从从业者的口中及笔者实地了解的情况来看，河南生猪产能

预估同比减少约 30%，尤其豫北地区疫情影响较为严重，产能去化有一半甚至更多，

怀孕母猪淘汰现象屡见不鲜，可见疫情对河南部分地区打击巨大。比疫情影响更为突

出的是，不少养殖场户因疫情所带来的恐慌，而出现抛售和清栏的现象，这也是造成

当地产能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产业人士多看好今年下半年猪价，出于疫情风险的考

虑，实际外购引种的并不多，多数维持现有产能，保证现有猪群的健康和安全是首要

任务。整体而言，因疫情带来的产能去化仍在持续，19 年猪市究竟如何演绎，还需密

切关注疫情发展和相应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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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路线 

时间：2019/1/10~2019/1/17 

路线：南阳—郑州—许昌—漯河—周口—商丘 

调研纪要 

1. 河南猪源充沛，屠宰厂获利颇丰 

屠宰场 A: 年屠宰产能 150 万头，18 年屠宰生猪 120 万头，17 年屠宰 70 万头。河

南疫情发生后，由于活猪禁运的限制，省内多数屠宰场均满负荷运行。目前河南

猪源仍旧充足，9、10 月份不少浙江企业来找代宰。东北吉林解禁后，白条外调

冲击市场，由于猪价便宜，河南白条价格竞争力减弱，最近屠宰产能利用率有所

下降。非洲猪瘟后日屠宰量达到 6000 头，现在日屠宰量 3600 头。屠宰产品一半

白条鲜销，一半用来做精细分割。未来屠宰行业将迎来春天，南阳有 A 证的屠宰

企业 19 家，预计减少至 10 家。据了解，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开始筹建配套的屠宰

场。当地疫情不是很多，出场生猪都要送样至疾控中心做非洲猪瘟 PCR 检测，检

测阴性方可开具检疫票。行业整体看好 2019 年下半年行情。冻肉库存几乎满库，

明年 5、6 月猪价上涨时考虑抛出。 

屠宰场 B: 认为疫情比看到的、听到的要严重得多，目前小养殖场的猪拒收，小

散户无论是因为疫情还是政策环保因素，淘汰是早晚的事情。公司库存较高，看

好 19 年行情，价格高时会释放库存。9 月份屠宰量略有下滑，今年的 1 月份屠宰

量创历史新高，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是短期行为，认为猪肉消费需求还是比较刚性。

公司了解的情况是，母猪屠宰场都满负荷运行，淘汰母猪 1.5-2 元/斤，产能淘汰

幅度比较大。未来一段时间，养殖和屠宰的行业集中度都会快速提升，短期内会

有阵痛。 

屠宰场 C: 公司以屠宰淘汰母猪为主，当前日屠宰量在 1000 多头，淘汰母猪收购

价格在 2 元/斤，其中怀孕母猪淘汰量占比达 30%。年前母猪的淘汰量往往比较

大，今年增加明显。 

2. 大型养殖场存栏缩缩减明显，家庭农场存栏相对稳定 

走访南阳、周口周边养殖户及经销商，发现大型养殖场存栏缩减明显，南阳地区

1000 头母猪以上养猪场超过 20 家，现在大概仅剩 10 家左右，普遍减少存栏在 1/3

以上。而 100-300 头母猪的家庭农场存栏相对稳定，母猪存栏并没有明显减少，

可以看出在猪价低迷甚至疫情风险下，家庭农场的生存能力更强。 

养殖户 A: 80 后，近 10 年养猪经验，曾在大型养殖集团工作过，2011 年出来自己

养。从几头母猪的饲养规模逐步到今天的 100 头母猪。2018 年看到行情不好，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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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了 1/3 能繁母猪，在 18 年 7 月重新补栏 20 头后备，目前均已配种，出栏肥猪

在 19 年四季度。他周边的几个养殖户也有类似的操作，由于养殖规模不算大，资

金上压力不大。MSY 水平 20 左右，雇工 1 个，工资 2000 元/月，不计个人报酬

和水电，养殖成本 5 元/斤左右。饲料使用方面，母猪全价料，肥猪自配，豆粕添

加比例在 20%-23%左右。考虑到冬季疫病多发，出栏一般多一次性集中出栏，减

少多次卖猪带来的潜在风险。当地没有疫情，因疫情风险退出的产能不多，也没

有恐慌性出栏的情况，但普遍资金链紧张。当地多为自繁自养，主流养殖规模多

集中在 100-300 头母猪，这些养殖户一般都经历过几轮猪周期，有丰富的养殖经

验和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普遍看好 19、20 年行情，但均不敢扩大产能，担心外在

引种风险。 

经销商 A：做猪料经营 6 年，主要客户群体在 50-300 头母猪的规模。近几个月饲

料销量下降不多，但养殖户普遍资金紧张，欠款严重，信誉差的不会赊销。本县

退养的不多，基于对 19 年行情的看好，今年自己计划和公司合伙搞专业育肥模式

运作，年出栏规模在 3000 头，猪苗采购合同已签，随时可以进猪。本县没听说有

疫情，短期内并不缺猪。 

经销商 B: 主营猪药，目前生意一般，自己有猪场，母猪规模 100 头。现在药品

自用为主。养殖完全成本在 5.5 元/斤，兽药疫苗成本在 50 元/头。自配料为主，

育肥后期豆粕添加比例 20%。目前盈亏平衡，不会减少存栏规模。预期 19 年行情

好于 18 年，但不是特别乐观。认为河南均价在 13 元/公斤就很不错了。计划再建

一个育肥场，外采猪苗育肥。自己的母猪规模不会再扩大。当地存栏认为没有减

少，还有几个大户在扩张。100-300 头母猪规模的养殖户占全镇的 70%，这些人都

还能熬，不会退出。 

兽药商 C: 豫北地区疫情严重，不少大企业中招，一些县市产能下降 50%以上，

大型猪场所剩无几。小规模养殖户有恐慌出栏现象，很多猪发病不一定是非洲猪

瘟，但出于避险考虑，母猪淘汰不少。今后低蛋白日粮的执行，很大程度上会降

低猪群的抵抗力，猪病问题会更加严重。认为 19 年猪价大涨的可能性非常高。 

                        经纪人 D: 豫北、豫西疫情严重，有些县都成为无猪县。省内一些大场都有清场

现象。淘汰母猪至少有 30%以上是带仔淘汰，豫南疫情相对平稳。个别大户赌行

情，补栏仔猪育肥的也有。市场上出栏肥猪均重下降至 115 公斤，前期 120 公斤。

受东北低价白条冲击，省内屠宰产能利用率降低。个人预计河南省产能下降有 30%，

2019 年缺猪基本确定。当前仔猪市场价格在 210-280 元/头。 

                        饲料厂 E: 饲料外销占比 30%，70%猪场自用。现有母猪群规模 1 万头，其中原种

500 头。未来三年内计划出栏生猪 50 万头。自繁自养很少，公司+农户模式占养

殖量的 70%。育肥场也是自建，吸纳农户进场代养。自养的成本约 6 元/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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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代养的养殖成本会低一些，5.3-5.5 元/斤， 主要是由于农户的责任心更强，出

栏时间早，育成率能提高 2 个点。目前猪价低，出栏肥猪拉到自己的合作屠宰场，

宰后存冷库，等年后价格高的时候再抛出去。对非洲猪瘟疫情的防范非常严格，

目前已不采购东北玉米。拉猪车都是自己的车，装猪前都要经过采样检测，确保

阴性方可装猪。目前场内部分母猪已暂停配种，主要是担心疫情风险，以保母猪

为主。省内某大场在大量出售 50-80 公斤阶段中猪，价格 4 元/斤，且不允许卖给

二次育肥，直接屠宰。当前仔猪市场价格在 200-260 元/头。 

调研情况汇总 

表 1: 调研情况汇总 

地区 对象 养殖 

规模 

资金 

状况 

生产 

成绩 

周边 

疫情 

仔猪 

价格 

淘汰母猪 

价格 

后市 

看法 

南阳 养殖户 1 母猪 80，

后备 20 

尚可 MSY=20，成

本 5 元/斤 

很少 240 元/头 2 元/斤 看好 

南阳 养殖户 2 母猪 100 无压力 MSY=20，成

本 5.5 元/斤 

无   略好 

南阳 经销商 1 50-300 头

占 50% 

多数压力

大 

 少   看好 

郑州 兽药商  有压力  豫北  1.7 元/斤 强烈看好 

许昌 贸易商    豫北、

豫西 

210-280  2 元/斤 看好 

驻马

店 

饲料企业 母猪 1 万

头 

充足 MSY=22，成

本5.5-6元/斤 

少 200-260   强烈看好 

数据来源：草根调研 华泰期货研究院 

结语 

河南省官方报道疫情仅有 2 起，10 月 31 日省内最后一起疫情解封，目前省内无

新发疫情报道。经实地调研了解，非洲猪瘟疫情对生猪生产影响比较严重，业内

有人预计河南产能下降近 30%。因此，2019 年生猪供应较 2018 年将有明显下降，

预计 2019 年下半年猪市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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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此报告并非针对或意图送发给或为任何就送发、发布、可得到或使用此报告而使华泰期货有

限公司违反当地的法律或法规或可致使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受制于的法律或法规的任何地区、国家

或其它管辖区域的公民或居民。除非另有显示，否则所有此报告中的材料的版权均属华泰期货有

限公司。未经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下，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复印此报告的材

料、内容或其复印本予任何其它人。所有于此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华泰期货

有限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此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及材料只提供给阁下作查照之用。此报告的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

的投资建议，而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此报告而视他们为其客户。 

此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华泰期货有限公司认为可靠，但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而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不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而负任

何责任。并不能依靠此报告以取代行使独立判断。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

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

为免生疑，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华泰期货有限公司，或任何其附属或联营公司的立场。 

此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阁下，我们建议阁下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独立投资顾

问。此报告并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担保任何投资或策略适合或切合阁下个别情

况。此报告并不构成给予阁下私人咨询建议。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2018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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