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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秘书处 2022 年 7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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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2021 年内蒙古肉产业发展分析报告

2021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区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为指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导向不动摇，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

从全国肉产业 2021 年发展主要指标和进出口情况及

我区肉产业基本情况对 2022 年我区肉产业发展前景进行

预测，并从养殖业和屠宰加工业方面分析如何通过打造品

牌提升产品价值，同时探讨如何利用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肉

产业发展提供支持，助力我区农牧业做大做强。

一、肉产业整体情况

1、国内肉产业基本情况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1 年国民经济数据中获悉 2021

年生猪生产全面恢复。截止到 2021 年底，全国能繁母猪

存栏 4329 万头，产能回到合理水平。全年猪牛羊禽肉产

量 8887 万吨，比上年增长 16.3%。



- 3 -



- 4 -

2021 年猪存栏 44922 万头，出栏 67128 万头，猪肉产

量 5296 万吨，增长 28.8%；牛存栏 9817 万头，出栏 4707

万头，牛肉产量 698 万吨，增长 3.7%；羊存栏 31969 万

只，出栏 33045 万只，羊肉产量 514 万吨，增长 4.4%；

禽肉产量 2380 万吨，增长 0.8%。2021 年末，生猪存栏、

能繁殖母猪存栏比上年末分别增长 10.5%、4.0%。（数据

来源：国家统计局）

2、肉产业进口情况

从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肉类

（包括杂碎）进口量累计达 938 万吨，同比下降 5.4%。

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2021 年 1-12 月我国猪肉进口

量为 371 万吨，同比下降 15.5%；进口额为 6588111 万元，

同比下降 21.1%。我国牛肉进口量为 233 万吨，同比增长

10.1%；进口额为 8070690 万元，同比增长 14.3%。近年

来，我国牛肉进口量不断增长，由 2016 年的 58 万吨增至

2021 年的 233 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 41.6%。羊肉进口量

为 41.0624 万吨，同比增长 12.5%；进口额为 1535666 万

元，同比增长 26.8%。禽肉进口量为 148.0250 万吨，同

比下降 4.7%；进口额为 2269173 万元，同比下降 6.5%。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3、我区肉产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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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治区农牧厅及自治区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 2021

年全区猪牛羊禽四肉产量 270.3 万吨，比上年增长 3.7%，

较上年提高 2.2 个百分点。其中，生猪存栏 565.2 万头，

比上年增长 5.8%，出栏 812.9 万头，比上年增长 9.5%，

猪肉产量 67.4 万吨,增长 9.8%；牛存栏 585.9 万头，比

上年增长 8.8%，出栏 410.3 万头，比上年增长 3.4%，牛

肉产量 68.7 万吨，增长 3.7%；羊存栏 6138.2 万只，比

上年增长 1.1%，出栏 6705.4 万只，比上年增长 0.5%，羊

肉产量 113.7 万吨，增长 0.6%；禽肉产量 20.5 万吨,增

长 2.1%；禽蛋产量 61.6 万吨,增长 1.9%。总体来看，2021

年全区畜牧业生产形势较好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生猪生产

加快恢复，生猪存栏、出栏头数较快增长；二是牛存栏、

出栏稳定增长，进入良性循环轨道；三是羊存栏、出栏保

持稳定。为稳定畜牧业发展大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1 年全年内蒙古生猪、肉羊、肉牛价格基本情况

自 2018 年下半年全国多地爆发非洲猪瘟疫情以来，

国内生猪养殖受到严重影响，生猪价格出现上涨。2020

年初开始，国内生猪产能持续恢复，市场供应量逐步增加。

至 2021 年全区生猪出场价格为 1016.29 元/50 公斤，比

去年同期下降 58.43%。全年猪粮比价为 8.22：1，低于去

年同期的 1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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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1 年生猪出场价格与全国对比情况来看，我区

生猪出场价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1 年全国生猪平均

出场价格为 1053.47 元/50 公斤，比 2020 年下降 38.59%，

我区生猪出场价格低于全国 3.5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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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猪肉价格先涨后降再涨，年度平均价格大

幅下降。1 月份受春节节日效应提振作用，猪肉市场供需

结构偏紧，猪肉价格上涨。2 月份至 10 月份，随着生猪

产能的持续释放，生猪出栏量大幅增长,猪肉市场供应宽

松，价格持续回落，期间 3 月份至 6 月份环比降幅逐月扩

大，降幅均在 10%以上，7 月份至 10 月份降幅明显放缓，

月环比降幅在 3.00%-6.00%之间波动，猪肉价格呈温和下

降走势。进入 11 月份，猪肉消费潜力加速释放，猪肉市

场消费迎来旺季，猪肉价格止跌回升，呈持续上涨态势。

12 月份，猪带皮后腿肉、猪肋条肉全区平均价格分别为

每 500 克 13.68 元、13.55 元，与年初相比，猪带皮后腿

肉、猪肋条肉价格分别下降 47.81%、48.08%。2021 年，

猪带皮后腿肉、猪肋条肉全区平均价格分别为每 500 克

16.44 元、16.49 元，同比猪带皮后腿肉、猪肋条肉价格

分别下降 35.12%、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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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猪出场价格的变动，全区猪粮比价也呈现波动

下降走势，由年初的 15.95︰1 降至 10 月 6 日的全年最低

点 4.56︰1，而后出现波动上涨，涨至 12月 1日的 6.74:1。

进入 12 月份受生猪价格下降影响，猪粮比价再次出现回

落，截止 12 月 29 日全区猪粮比价为 6.13:1，临近过度

下跌三级预警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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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猪肉零售价格将整体呈先降后升的走势。

2021 年以来，随着国内生猪产能逐步恢复，我区生

猪及猪肉价格整体呈高位回落态势，猪肉零售价格走势总

体处于不断回归正常价位的态势。目前我区猪肉价格已基

本回落至 2019 年 6 月猪肉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前水平。据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消息显示，生猪生产在 2021 年二季度

已经完全恢复，当前的市场供应出现阶段性过剩，主要是

因为生产仍在惯性增长。2021 年 8-9 月份全国能繁母猪

存栏量接近正常保有量的 110%。预计 2022 年一季度上市

的生猪同比还将明显增长，生猪供应相对过剩局面仍将持

续一段时间。据此判断，2022 年春节过后的消费淡季，

猪价大概率呈现下行走势，并延续至 2022 年上半年，2022

年三季度考虑生猪整体产能得到释放，还有消费旺季的支

撑，猪肉价格有望触底反弹，但反弹幅度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主要因素包括新冠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非洲猪

瘟疫情有没有大的反复，世界粮食的产量以及全球性的通

货膨胀是否会逐步拉高粮食价格等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因

素，预计 2022 年内生猪及猪肉价格将整体呈先降后升的

走势。

2021 年，牛肉价格波动下降，羊肉价格波动上涨，

月度平均价格涨跌幅度较小，均在 3.00%以内。12 月份，

牛肉、羊肉价格分别为每 500 克 39.09 元、41.70 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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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相比，去骨羊肉价格略升 1.61%，牛肉价格下降

1.44%。2021 年，牛肉、去骨羊肉全区平均价格分别为每

500 克 38.97 元、41.57 元，同比牛肉、去骨羊肉价格分

别上涨 3.20%、6.64%。

预测牛、羊肉价格稳中略升。

入冬以来，我区牛羊肉市场供需平衡，牛、羊肉价格

总体平稳，略有上升。随着春节临近，肉类副食品消费进

入旺季，牛、羊肉需求量有所增加，加上人工、饲料等养

殖成本上涨的刚性支撑，预计后期牛、羊肉价格在目前价

格水平上波动上升，但涨幅有限。从长期来看，全国牛羊

存栏规模和牛羊肉产量持续扩大，为我区牛羊肉价格稳定

奠定了良好基础，但饲草料等养殖成本上涨对牛羊肉价格

上涨起到推动作用；从消费看，膳食结构转型促进牛羊肉

潜在需求不断释放，加上我区牛羊肉外调量逐年增加，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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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偏紧的格局短时期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综合来看，消

费量增长、供应量偏紧、成本上涨等因素将拉动我区牛羊

肉价格高位运行。预计 2022 年牛羊肉市场价格以稳中小

幅上涨波动为主。

二、如何提升企业产品价值

1、从养殖业方面

1.1 从生猪养殖方面建立健全产能调控机制，优化整

合产业资源保障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猪肉肉价受生产惯性增长影响，2022 年第一季度我

国生猪出栏偏多，加上春节后消费淡季猪肉需求下降，猪

肉供应出现了阶段性过剩。农业农村部最新监测显示，目

前，受供应增加和消费季节性减少双重因素叠加影响，生

猪价格持续下行，价格处于 2020 年以来的低位，养殖企

业陷入亏损。但是我区按照《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生猪

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的通知》(内农牧畜发〔2021〕

500 号)的有关要求，各地已陆续开展了生猪产能调控基

地挂牌工作。2022 年 2 月 18 日呼伦贝尔扎兰屯市首家国

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正式挂牌。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挂牌

后，将起到上下联动、响应及时的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

制，有效应对生猪市场波动，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1.2 从肉牛肉羊养殖方面繁育优种、科学化和标准化

饲养，打造现代肉牛养殖核心示范区，构建肉羊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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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核心示范区

目前在向农牧户收购环节没有具体参考标准，存在优

质不优价的问题，造成广大养殖户只重视数量，不重视培

育优质品种，更不愿意高价购买优质种牛、种羊；存在引

进品种只引不育，导致优质种畜推广利用缺乏后劲，优质

品种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卖出应有的价值；再加上进口

牛肉低价冲击及我国牛肉需求量的增加和本地羊源混杂

致使牛羊肉肉品品质参差不齐、质量难以保证，没有统一

的标准，产品市场竞争力弱，优质优价难以实现。

所以我们要对农牧民积极推广“合作社+农户”或“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牧户”的发展模式。通过科学规划、合

理引导、重点扶持，加强对肉牛肉羊舍饲养殖示范户的管

理，从肉牛肉羊养殖配种、育肥、品种选择等方面对养殖

户进行技术培训和理念引导。实现肉牛肉羊的良种化繁

育，优质化饲养，规模化养殖、科学化和标准化经营，积

极推进肉牛肉羊舍饲养殖示范嘎查村、示范户建设。积极

推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肉牛肉羊产业生产经营方式

向科学饲养方向转变。

同时加快推进现代肉羊繁育体系建设，打造现代肉牛

养殖核心示范区，构建肉羊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以建

设绿色畜产品加工基地为目标，以提质增效、品牌经营为

抓手，因地制宜大力实施“稳羊增牛”战略，大力发展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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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良种肉牛产业，加快推进以西门塔尔牛为主、三河牛为

补充的优质良种肉牛繁育基地建设。重点打造现代化良种

肉牛扩繁示范点，同时，为加快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继续实施冬羔、早春羔补饲提前出栏措施，鼓励和

引导牧民通过早出栏、多出栏、快出栏的方式，减轻草原

生态负担，降低灾害损失，增加牧民收入。

2、从屠宰加工方面

2.1 生猪屠宰加工方面优化整合资源合理调配资源

我们要通过同类产品的重组联合，优化整合现有屠宰企

业，开展生猪屠宰标准化示范创建，引进先进技术提升生

猪屠宰精深加工水平。合理安排调控屠宰量，确保猪肉供

需平衡，肉价价格在价值范围内波动，保障供给。

2.2 从肉牛肉羊屠宰加工业方面提高科技含量，加快

高档牛羊肉和产品的综合开发

多年来，区内龙头加工企业基本上都在屠宰分割层面

作文章，造成羊肉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精深加工程度低，

副产物和特色精优产品深度开发严重滞后。加工企业普遍

存在缺乏具有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支撑的标准化产品和高

附加值产品，消费市场认可的知名品牌少之又少。消费者

对品牌的忠诚度低，竞争力差。屠宰加工企业长期处于同

质竞争的价格竞争性厮杀，而不是产品品质和特性的竞

争，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企业比较效益低，发展后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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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从产品品质和品牌方面来说首先没有将内蒙古肉羊与其

他地区的普通肉羊进行区别，分等级销售、没有优质优价;

其次是产品精生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方面做得还不够，一

部分企业主要以卖初级加工产品为主没有实现提高附加

值;三是没有综合开发，只有一个或几个主产品、其余作

为副产品，企业对研发投入不足，没有加工升值;四是入

门门槛底科技含量低，尤其是肉羊屠宰季节性强，屠宰加

工厂不能以质论价收购分等级收购屠宰。没有知名品牌作

为支撑议价和竞争力不强。

针对企业在加工屠宰中的不足和问题我们要通过实

施品牌战略，通过有机认证，地理标志认证，名优特认证

等提升品牌价值走优质优价的高效道路。接长产业链，参

与基地建设，采取公司加基地、基地加农户的生产模式，

建立自己生产基地，为企业发展奠定物质保障基础;另一

方面加大综合开发技术和资金投入，加快牛羊肉和产品的

综合开发,努力提高科技含量。提升主产品的精深加工，

将主产品变成精产品，将副产品变成各具特色的主产品，

同时利用产品原产地，严把产品质量关,打造内蒙古优质

产品品牌，走科技创新的发展道路，利用品牌效应增加产

品议价能力权。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综合效益。同时加强对

绿色内蒙古优质畜产品宣传推介，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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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从而实现产品品牌价值提升促进肉行业长远健康发

展。

三、金融业对肉产业支持

按照国家政策，落实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

政策，帮助中小微企业减负纾困，继续做好“六稳”“六

保”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工作。

呼吁金融行业大力支持我区肉产业发展，在助力我区

肉产业发展中加强金融业态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

优化金融服务，积极拓展订单质押、动产和不动产质押、

保单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贷款等业务品种。引

导银行、金融公司、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社区银

行等新金融业态发展向肉产业加大政策和金融贷款支持。

包括设立肉牛、肉羊的养殖保险帮助养殖户抵御养殖风

险。肉羊收购季节资金紧张进行短期金融产品的支持。加

快绿色农畜产品基地建设支持，打造草原特色金融服务，

推动金融机构围绕肉牛、羊肉及生猪开展全产业链金融支

持。根据不同盟市地区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全产业链金融

服务方案，探索绿色金融服务新模式，打造绿色金融品牌。

促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推动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

设，打造互联网金融产业链。规范发展互联网支付、互联

网保险和互联网信托等网络金融。鼓励开展微金融服务，

强化金融监管，规范互联网金融信用服务平台发展，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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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信息交换与共享，提升现代金融服务水平，助力自治

区农牧业做大做强。

例如：科左中旗信用联社推出肉牛活体抵押贷款，解

决养殖户融资难问题，为农户进一步拓宽养殖规模，提供

最大的支持。

科左中旗信用联社为支持“三农三牧”和小微企业，

下沉金融服务，并于 2020 年率先推出肉牛活体抵押贷款

业务，该项业务的推出，打破了以往养殖户无法提供有效

担保而不能扩大养殖规模的瓶颈，用科技手段将非标准

化、不能确权抵押的肉牛活体资产转变为标准化、可确权

抵押的金融资产，开创多方合作模式，重点支持肉牛龙头

企业、养殖大户和农户肉牛养殖，2020 全年投放涉农贷

款累计 25 个亿，其中养殖户贷款突破了六个亿，肉牛活

体抵押贷款推进到现在已经累计发放了 50 多户，金额达

到 3000 万。从产品创新这块来讲，推出了繁育贷这个产

品，这个产品就是企业定向收购，保险公司提供担保，担

保公司保证金保证，农户活体牛质押，这样的一个贷款品

种。这个产品的推出把活体不能抵押的资产变成了能抵押

的金融资产。进一步拓宽农户的养殖规模，提供了最大的

支持。对解决科左中旗肉牛产业发展资金需求，带动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落实“六保”“六稳”政策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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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年初受疫情局部反弹和区外疫情星点爆发影响

等诸多因素，预计 2022 年上半年我区牛羊肉肉价不会有

大幅度上涨，基本趋于平稳。而猪肉肉价受生产惯性增长

影响和当前我国生猪出栏偏多，加上春节后消费淡季猪肉

需求下降，猪肉供应出现了阶段性过剩，预计猪肉价前半

年有所下降，后半年会逐渐小幅上涨。2022 年整体肉产

业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稿件来源：协会周瑞龙）

【协会动态】

2022 年第十届内蒙古“名优特”农畜产品评

审工作隆重启动

为整合我区品质优、质量好、市场潜力大的农畜产品，

加大对我区名优、优质、特新农畜产品的推广和宣传力度，

提升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形成具有代表

性的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品牌形象，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协会与内蒙古绿色与有机食品协会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第十届内蒙古“名优特”农

畜产品评审工作会议，即专家评审环节正式启动。

本次共有 52 家企业的 160 个产品参评，评审工作邀

请了 8 位农牧业行业各领域的专家，严格遵循“科学、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协会团体标准《名优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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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评价认定规范》T/IMAALE 002—2020 进行百分制

打分。各专家评委通过“名优特”申报系统，直接调取申

报材料，结合实物样品，从生产企业规模、产品销售情况、

知名度、产品质量、产品特色等维度综合评定。专家现场

打分后将进行实地考核，最后得出综合评审结果。认定名

单将通过协会官方网站、微信平台和有关媒体公示并在绿

博会期间召开成果发布会，向社会宣传、推广内蒙古“名

优特”农畜产品，用行业标准规范企业发展，树立行业优

质产品品牌形象，为推动绿色内蒙古高质量发展，为助力

内蒙古实施乡村振兴伟大战略作出应有贡献。

（稿件来源：协会新闻）

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包装设计竞

赛评比工作顺利完成

为推动我区农畜产品的品牌化进程，树立产品科学包

装理念，提高包装设计水平，提升我区农畜产品包装的市

场认知度,搭建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包装设计的公益性

交流平台，倡导绿色、创新、发展、环保的理念，提升农

畜产品品牌的符号力量。2022 年 7 月 20 日，内蒙古农牧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内蒙古绿色与有机食品协会联合

开展了 “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包装设计竞赛”。

评审工作邀请了 4 位农牧业行业各领域的专家，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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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醒目、理解、促销、便利携带、符合国家食品包装

标准及食品标准法的要求，对 50 家企业的 124 个产品进

行评选。最终评选结果将在协会网站上进行公示，并在后

期召开成果发布会。

协会开展此项工作旨在帮助企业树立品牌意识，逐步

提升我区农畜产品的包装水平和档次，为我区优质绿色农

畜产品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奠定坚实的基础。

（稿件来源：协会新闻）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2022 年 7 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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