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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农业农村部监测，6、7 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持续上涨。7 月 29 日至 8 月 4
日，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生猪平均收购价格为 19.28 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 2.44%，较去年同期上涨 42.39%。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为 24.62 元/公斤，较前一周
上涨 2.03%，较去年同期上涨 36.93%。

chenjiezheng_qh@chinastock.com.cn

猪价上涨的背后主因，相信大家都已了解：去年 8 月以来，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
多个省市地区呈散发式发展，截至目前仍有发生，疫情对生猪和能繁母猪的存栏造成
严重的打击，致使存栏缺口不断扩大，为猪价带来强劲支撑。近期主要是受立秋前后
“贴秋膘”的习俗影响，需求好转，猪肉供给偏紧效应表现尤为明显。
目前来看，生猪存栏还将继续下滑，但是随着养殖利润的大幅回升，养殖户提前
出栏减少，加上消费端非瘟疫情恐慌减弱，需求逐渐步入旺季，预计后期猪价、肉价
均将保持良好涨势。肉鸡市场 7 月中旬以来震荡走强，孵化场当前利润较好，可重点
关注其后期对猪肉的替代，是与猪肉共振上涨，还是能对高企的肉价起到一定的平抑
作用，尚待观察。

风险提示：动物疫病 宏观风险 气象灾害等

1/9

农产品事业部

农产品研发报告

第二部分 市场回顾
图1：产区猪价

图2：销区猪价

数据来源：银河期货
图3：产销价差

图4：各地区价格

数据来源：银河期货

过去一周中，全国各地猪价以稳中上涨为主。数据显示，截止 8 月 9 日，东北地区
生猪均价 19.23 元/千克，环比上周上涨 2.49%，同比上涨 50.8%；华北地区均价 20 元/
千克，环比上涨 4.71%，同比上涨 45.28%；河南山东地区均价 19.75 元/千克，环比上涨
5.61%，同比上涨 42.59%，华东均价 20.78 元/千克，环比上涨 4.66%，同比上涨 45.79%；
华中地区均价 19.5 元/千克，环比上涨 8.94%，同比上涨 41.09%；西南地区 21.6 元/千克，
环比上涨 10.77%，同比上涨 55.39%；华南地区均价 24.9 元/千克，环比上涨 18.57%，
同比上涨 75.97%。产区均价 19.73 元/千克，销区均价 21.73 元/千克，产销价差为 2 元，
较上周上涨 0.3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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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基本面信息
1.上游养殖
农业农村部最新存栏数据显示：6 月生猪存栏环比减少 5.1%，5 月减少 4.2%，同
比减少 25.8%，5 月减少 22.9%；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减少 5.0%，5 月减少 4.1%，同比减
少 26.7%，5 月减少 23.9%。总体来看，6 月份生猪与母猪存栏同环比降幅继续扩大。此
前，我们在报告中提到，6 月的存栏数据是验证产能恢复情况的重要指标，因 2 月份以
来，能繁母猪和仔猪价格快速上涨，反应产能供需开始转换，市场也普遍反应养殖利润
的回暖将带动市场补栏意愿的加强，因而从后备母猪和仔猪成长的生理周期看，6 月的
存栏情况都将有集中体现，而事实上生猪和母猪存栏不增反降，说明前期补栏情况或被
证伪，产能恢复性增长仍然遥遥无期。
本周，仔猪均价 44.19 元/千克，较上周涨 1.54%；能繁母猪均价 40.2 元/公斤，较
上周涨 0.5%。随着南方疫情逐步趋稳，疫情对能繁母猪的冲击有望减弱。据了解，具有
种猪产能的集团公司，一方面自身具备较强的母猪繁育能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加大三
元母猪的留存比例的现象。需重点关注商品猪转母猪的情况，虽然“商转母”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产能的供应，但也变向限制了当前生猪的出栏数量。值得关注的是三元母猪繁
育能力或较二元猪偏低，后期产能恢复仍有压力。

出栏情况
全国畜牧业监测预警信息显示，第 32 周，生猪均价 19.21 元/公斤，较上周涨 3.95%，
已超过 2016 年年中的历史高点。全国多数地区生猪供应偏紧的态势延续，除疫情较重
区域有小幅抛售情况，绝大多数地区标猪供应都比较匮乏，养殖户挺价意愿强烈。
统计局数据显示，2 季度生猪出栏量 12504 万头，
环比下降 33.64%，同比下降 6.95%，
造成 2 季度出栏量明显下滑有几方面因素，其一，生猪存栏的下滑直接导致了可供应数
量的下降；其二，受猪价持续上涨以及集中查验库存的影响，屠宰企业收购谨慎，因而
变向造成出栏量的下滑。
预计 7 月生猪出栏量或将继续下滑，但重点公司 7 月生猪销售量大多环比增加。重
点公司 7 月份生猪销售简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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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傲农生物：7 月，生猪销售量 6.14 万头，销售量环比增长 7.45%，同比增长 34.53%。
1-7 月，公司累计销售生猪 39.89 万头，销售量同比增长 62.62%。7 月末，公司生猪存
栏 24.46 万头，较 2018 年 7 月末增长 72.32%。
2、温氏股份：7 月销售商品肉猪 173.23 万头，收入 32.22 亿元，销售均价 17.37 元
/公斤，环比变动分别为-10.23%、-3.39%、11.35%，同比变动分别为 2.10%、30.23%、
36.88%。
3、牧原股份：7 月份销售生猪 68.0 万头，销售收入 11.30 亿元。商品猪销售均价
16.01 元/公斤，比 2019 年 6 月份上升 4.91%。
4、金新农：7 月生猪销量合计 2.75 万头，收入合计 3,877.82 万元；销量环比减少
18.88%，同比减少 31.35%（扣除托管销售后）；收入环比下降 20.22%，同比增长 12.21%
（扣除托管销售后）。其中商品猪销量 2.45 万头，收入 3667.34 万元，销售均价 14.71
元/公斤；仔猪销量 0.30 万头，收入 210.48 万元，销售均价 53.53 元/公斤。1-7 月，公
司累计出栏生猪 25.64 万头，累计销售收入 35,945.33 万元。
5、大北农：7 月销售生猪 15.0 万头，环比增长 12.61%，同比增长 -0.27%；销售
收入 2.54 亿元，环比增长 21.53%，同比增长 49.41%。2019 年 1-7 月，公司累计销售生
猪 110.38 万头，同比增长 27.89%；累计销售收入 15.47 亿元，同比增长 55.17%。
6、新希望：7 月销售生猪 31.34 万头，环比变动 45%，同比变动 82%；收入为 4.98
亿元，环比变动 38%，同比变动 131%；商品猪销售均价 15.84/公斤，环比变动 2%，同
比变动 28%。
7、正邦科技：7 月销售生猪 55.90 万头，环比增长 33.22%，同比增长 30.63%；销
售收入 9.01 亿元，环比增长 23.99%，同比增长 69.53%。1-7 月，公司累计销售生猪 365.26
万头，同比增长 25.53%；累计销售收入 54.16 亿元，同比增长 49.41%。
8、天康生物：7 月份销售生猪 8.19 万头，销售收入 1.22 亿元，销量环比增长 25.24%，
同比增长 93.06%；销售收入环比增长 34.92%，同比增长 134.72%。1-7 月，公司累计销
售生猪 48.98 万头，较去年同期增长 36.28%；累计销售收入 5.2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 45.57%。
9、唐人神：7 月生猪销量 7.98 万头，同比增加 40.2%，环比增加 2.3%；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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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775 万元，同比增加 92.8%，环比增加 20.3%。1-7 月累计商品猪销量 58.83 万头，
同比增加 57.7%；销售收入 63,169 万元，同比增加 67.2%。
图5：能繁母猪存栏（万头）

图6：淘汰母猪屠宰量（头）

数据来源：银河期货
图7：母猪价格（元/斤）

图8：仔猪价格（元/千克）

数据来源：银河期货
图9：生猪存栏（万头）

图10：存栏结构（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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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银河期货
图11：适重猪源量预测（万头）

图12：生猪定点屠宰量（万头）

数据来源：银河期货

养殖利润
本周，各地养殖利润继续大幅上升。据测算，截止 8 月 9 日当周，全国自繁自养头
均利润 747.5 元，较上周上涨 80.3 元，育肥养殖头均利润 434.65 元，较上周上涨 70.25
元。
当周，出售仔猪毛利 427.32 元/头，较上周上涨 14.23 元，猪苗供应数量整体有限，
出售仔猪毛利持续维持在高位水平。总体来看，当前补栏仍有不少限制，但随着疫情恐
慌情绪减弱，且相关疫苗的研制工作持续推进，后期补栏积极性或将有所提升。
按照地区来看，受益于猪价的快速上涨，全国各地养殖利润整体都维持在较高的水
平，本周，浙江地区尤为突出，浙江猪源基本来自外调，本地养殖非常少。
图13：养殖利润测算（元/头）

图14：养殖利润区域分布（元/头）

数据来源：银河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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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出售仔猪毛利（元/头）

数据来源：银河期货

2.屠宰消费
全国畜牧业监测预警信息显示，周内猪肉价格继续上涨，截至本周，全国猪肉价格
30.1 元/千克，较上周上涨 3.15%，本周猪肉价格涨幅仍然落后于生猪价格涨幅，毛白价
差有所扩大，由上周的 5.51 元扩大至 5.96 元。屠宰利润逐步抬升。
从全国范围看，2 月以来全国猪肉成交量较去年同期有明显下滑，且 4 月以来白条
成交逐月下降。从近期白条成交的高频数据来看，销区需求整体开始有恢复迹象，但并
不稳定，总体较前期有所好转。立秋已过，天气渐凉，重点关注后期市场需求能否持续
走暖。
图16：白条价格（元/斤）

图17：毛白价差（元/斤）

数据来源：银河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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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生猪出栏量（万头）

图19：新发地白条成交量 （万头）

数据来源：银河期货
图20：生猪出栏体重（公斤）

图21：猪肉成交量（吨）

数据来源：银河期货

第四部分 综合分析
目前，全国生猪均价已超过 2016 年同期水平，创近几年同期新高。然而，众多
迹象显示，后期猪价或将继续攀高。存栏缺口扩大已是事实，当前市场上虽然给出了
足够的养殖利润，但疫情影响下，补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就当前疫情的扩
散情况来看，产能实质性的恢复仍较遥远。而随着养殖利润的大幅回升，养殖户提前
出栏减少，加上消费端非瘟疫情恐慌情绪减弱，需求逐渐步入旺季，预计后期猪价、
肉价均将保持良好涨势。需要关注的是，肉鸡市场 7 月中旬以来震荡走强，孵化场当
前利润较好，可重点关注其后期对猪肉的替代，是与猪肉共振上涨，还是能对高企的
肉价起到一定的平抑作用，尚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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