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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2021 年内蒙古马铃薯产业分析报告

一、2021 年全国马铃薯产业动态

马铃薯是继小麦、水稻、玉米之后的第四大农作物，如

今我国已成为一个马铃薯种植、生产的世界大国，马铃薯供

给充足为我国马铃薯淀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近

两年，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维持在 470万公顷左右，位列全

球第一。

目前，中国马铃薯产区基本形成三北单作区、中原间作

区、南方冬作区、西南混作区等四大马铃薯优势区，种植面

积分别约占全国马铃薯面积的 50%、8%、5%和 37%。

图 1 我国马铃薯种植区域划分

数据来源：艾格农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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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06年国家对马铃薯行业采取贸易救济措施以来，

我国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快速、稳定增长，目前全国

马铃薯生产规模：8500多万亩、9000万吨以上（农业部）。

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约占世界的 25%，产量占世界的 23.5%。

2021年全面马铃薯种植面积较 2020年大幅减少；具体情况

如下：

东北产区：由于受大豆补贴等政策影响，马铃薯种植面

积下降，今年雨水充沛，一些地区出现晚疫病，秋季出现涝

灾；

华北产区：种植面积减少 20%左右，今年内蒙古东部区

域雨水较好，河北，内蒙古的水地马铃薯长势相对较好，旱

地由于缺水，减产明显。V系列种植增多；

西北产区： V7，麦肯，淀粉含量 10%左右，有一定程

度的减产；甘肃宁夏干旱程度加重，夏季降雨也较少，出现

了大幅减产；

西南产区：云南今年春季出现马铃薯滞销，薯贱伤农现

象再次发生。贵州、四川等地以菜用薯为主，加工薯短缺。

二、2021 年马铃薯产业发展形势分析

（一）种植面积、品种结构、种子技术

1、种植面积

2021年内蒙古马铃薯种植面积600万亩左右，实际面积

大约500万左右。

2、马铃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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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铃薯脱毒种薯

由于马铃薯是无性繁殖作物，病毒侵染植株后，可在体

内复制繁殖并通过种薯世代相传，最终导致种性退化而大幅

度减产，使良种变为劣种，失去种用价值。脱除病毒是解决

种薯退化的前提和种薯生产的基础，因此脱除引起马铃薯退

化的主要病毒，保持品种纯度，提高品种特性，是马铃薯种

薯繁育的技术关键。

脱毒后的马铃薯，摆脱了病毒对植株机体各种生理活动

的干扰，使植株生长旺盛，从而恢复了该品种原有的生长发

育特性，也恢复了其增产潜力，比脱毒前一般增产30%-70%，

甚至成倍增产。

（2）马铃薯全粉

马铃薯全粉由新鲜的马铃薯经过去皮、切片、漂烫、冷

却、蒸煮、干燥等工艺过程加工而成，在加工过程中，通过

工艺控制最大限度的保持了马铃薯全部的营养成分和价值，

包含了马铃薯除薯皮以外的全部营养物质，含有丰富的维生

素、优质纤维素，还含有微量元素、氨基酸、蛋白质、脂肪

和优质淀粉等营养元素。且经过复水后依然具有新鲜马铃薯

特有的香味，是一种营养全面的健康食材。

被广泛适用于食品加工，如主食产品加工、复合薯片、

膨化食品、婴儿食品、快餐食品、速冻食品、方便土豆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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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油炸薯条、及鱼饵等，也是饼干、面包、香肠加工的添

加料。使用该产品，对于改善食品口感，调正食品营养结构

及提高经济效益由显著促进作用。

（3）马铃薯速冻薯条

马铃薯速冻薯条是马铃薯深加工的主要方式，是国外非

常流行的休闲食品，美味可口、营养丰富。随着世界文化交

流的日趋加快，以及麦当劳、肯德基、德克士等快餐业的迅

速发展，速冻薯条已经进入国内市场并且具有巨大的潜力。

3、种子技术

民丰马铃薯研究院，企业已获得实用新型专利13个；制

定企业标准7个，分别是：马铃薯种薯病虫草害防治技术操

作规程、马铃薯灌溉水肥管理技术规程、马铃薯原原种生产

技术操作规程、马铃薯原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马铃薯种薯

运输与贮藏技术规程、马铃薯脱毒组培苗扩繁技术规程；已

经乌兰察布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备案。通过多年努力及技术改

进，于2018年完成《马铃薯种薯智能仓储技术规程》升级为

地 方 标 准 （ 备 案 号 59309-2018地 方 标 准 编 号 DB15/T

1418-2018）。

三、马铃薯淀粉

2021年全国国内开工企业多，原料供给前期价格高涨，

企业间原料竞争激烈，马铃薯淀粉供给稳定，秋季马铃薯淀

粉原料价格、燃料及人工成本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和环保（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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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废水处理）投入进一步推高企业的生产总成本，马铃薯

淀粉生产成本呈上升态势；企业成本处于高位。虽然春季生

产，但秋季生产期产量明显低于2020年。2021年，中国淀粉

工业协会统计的139家马铃薯淀粉企业统计数据显示，139

家企业分布在全国13个省份（自治区），除内蒙古、黑龙江

地区生产企业相对较多、企业数量均超20家以外，剩余企业

零星分布在其他11个省份（自治区）。2021全年马铃薯淀粉

产量在65.33万吨（注：GB/T 8884食用马铃薯淀粉国家标准

等级以上产品）；其中春季产量为13.54吨，秋季产量为51.80

吨。东北产区10.91万吨，华北产区23.37万吨，西北产区吨

28.97万吨，西南产区2.08吨。

图 2 马铃薯淀粉产量，2011-2021 年

数据来源：中国淀粉工业协会

中国马铃薯种植和加工主要集中在西北、华北、东北及

西南地区，覆盖 15个主产省区的 6,000多万薯农。2021年

内蒙古、宁夏、甘肃和河北马铃薯淀粉产量分别为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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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8.89 和 7.65万吨，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 26.73%、

18.73%、13.60%和 11.71%，上述 4省的马铃薯淀粉合计产

量达到 46.25万吨，占全国总量的 70.77%。

图 3 马铃薯淀粉主要生产地区产量变化，2011-2021 年

数据来源：中国淀粉工业协会

图 4 马铃薯淀粉主产省产量占比，2021 年

数据来源：中国淀粉工业协会

四、马铃薯加工业情况

中国的马铃薯具有粮菜兼用的特性，加工转化量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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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据统计，现在中国马铃薯加工转化率还不足12%，比欧

美国家的60-70%加工率还有很大差距。目前，中国的马铃薯

加工主要产品为马铃薯淀粉、薯片、薯条和全粉等。其中马

铃薯淀粉及三粉（包括粉丝、粉条、粉片）每年实际产量为

110多万吨，马铃薯淀粉年产量60多万吨，三粉产量50多万

吨；马铃薯全粉生产能力45万吨，实际市场销售量10万吨；

冷冻薯条年加工32.2万吨；薯片有天然薯片39.5万吨，复合

薯片37万吨，品种不断增加，总销售额在180亿元左右。

目前我国马铃薯淀粉加工产能已达200万吨，但受到原

料季节性和自然灾害影响，实际产量每年约60多万吨，加上

三粉制品约100多万吨。特别是2021年马铃薯加工业呈以下

特点：

区域性原料竞争突显，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企业间

原料竞争激烈，华北产区行业内原料的抢购，价格持续上涨，

但10月份开始回归理性；华北区受蔬菜薯的低淀粉含量冲

击；东北区受补贴政策影响较大；西北产区虽然受干旱影响，

秋季生产产量受一定程度影响；西南产区春季产量较大。

各地产能快速提升，旧设备、旧产能在加速淘汰，华北

地区新上产能较多；原料、动力、人工及环保投入方面各地

差异较大，但企业各项生产成本在明显增加；市场分层竞争

日趋明显，企业赢利水平逐步减弱；行业呈现出短、频、快

的加工现象；一头是经纪人，一头是经销商，但目前市场正



- 9 -

在发生微妙变化，各地经销商在做自有品牌，加速了行业的

优胜劣汰。

近年来，产业水平不断提高，马铃薯淀粉行业生产装备

水平及工艺技术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特别是甘肃、宁夏地

区，企业的马铃薯淀粉生产加工能力在不断扩充，生产能力

大都在1万吨以上，今年主要表现在内蒙古地区新上了多条

大线，行业集中度在不断提高，企业设备的升级为质量水平

的提升奠定了基础。2019-2021年马铃薯淀粉行业品牌优势明

显，逐步形成高中端品牌，如华欧、北大荒、威思顿、云淀、

宏达等中国马铃薯淀粉行业龙头企业名优品牌。

五、内蒙古马铃薯产业政策

马铃薯产业是内蒙古自治区主导产业之一，内蒙古是国

家马铃薯主产省份。2019年 2月李克强总理在内蒙古乌兰察

布考察时强调“土豆主粮化很有前途，要结合我国“镰刀弯”

地区调减玉米面积，研究支持农民扩大品质好、有优势的土

豆种植，发展成为大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加

大了对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2019年 2月 11日，自

治区组织召开马铃薯产业发展政策研讨会，形成了内蒙古马

铃薯产业发展建议：按照做强种薯、做大专用薯、做优鲜食

薯的思路，优化调整种植结构。打造全国优质种薯繁育基地，

大力推广品相好、品质优、抗性强的品种和适宜精深加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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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专用品种。同时要扶持做强种薯产业，落实和创设支持

种薯企业发展的政策，推进种薯基地建设。重点扶持一批育

繁推一体化的种薯企业，加大新品种研发投入，提升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加快选育和推广适应消费市场需求和绿色高质

量发展要求的新品种。并发展壮大产地加工业，合理布局加

工企业，支持中小型加工企业兼并重组，建立马铃薯加工产

业园区。

2020年 1月 3日-4日，自治区李秉荣副主席对马铃薯产

业进行了调研，深度研究和谋划自治区马铃薯产业发展战

略。2020年 2月 20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李秉荣副主席

主持召开了自治区马铃薯产业发展专家研讨会，讨论了自治

区马铃薯产业存在问题与采取的政策措施，并安排出台《内

蒙古马铃薯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全面支持和发

展马铃薯产业。

2022年 3月 14日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自治区 2022年坚持稳中求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清单的通知》中提到启动种业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安排

1.2亿元资金，以草业、奶牛、肉牛、肉羊、马铃薯等优势

特色产业和杂粮、蔬菜、向日葵等其他产业（“5+N”产业）

为重点，面向全国发布榜单，集中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建立

优良品种奖励机制。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铃薯优质新品

种，年推广面积在 10万亩以上的一次性奖补 500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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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面积在 30万亩以上的一次性奖补 1000万元。对通过国

家审定的品种育种企业一次性奖补。（这里建议 10 万亩修

改为 1 万亩，30 万亩修改为 10 万亩，补贴可以相对修改）

六、马铃薯产业市场预测及发展建议

1、市场预测

马铃薯作为适应性广的作物和市场潜力大的产品，成为“镰

刀弯”地区玉米结构调整理想的替代作物之一，但因受国际粮食

供给及价格上涨的影响，同时国内对大豆、玉米的大幅补贴及玉

米行情持续转好影响，马铃薯种植面积持续缩减，预计在玉米价

格处于高位影响下，2022年马铃薯种植面积或将再度缩减。主

要原因是：能够种植玉米，大豆，和其他菜品的地方马铃薯相对

比较价格较低，另外陕北和内蒙西部限水限电也会有相对的影

响。

马铃薯是高投入，高风险的农产品，相对影响因素较多，

2022 年肥料的价格上涨，市场价格的不稳定都有很大的影

响，没有足够对行业了解的人，种植会越来越谨慎。

马铃薯淀粉应用仍将以食品应用为主，其次应用在造

纸、染织、医药、建筑等领域，预计未来几年马铃薯淀粉年

需求量将维持在 80 万吨以上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

对高端马铃薯淀粉需求量将呈持续增加的态势，但用于粉丝

粉条加工的中低端马铃薯淀粉需求量将出现一定减少。



- 12 -

在 2022年马铃薯种植面积再度缩减的预期下，用于马铃薯

淀粉加工的原料供应将出现紧张，预计 2022年马铃薯淀粉

产量将出现小幅下降；在国内经济恢复增长的前提下，2022

年马铃薯淀粉需求将稳中有增，价格也将会企稳回升。

2、马铃薯产业发展建议

种薯生产品种问题：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种植品种均为国

外引进品种。部分品种国外公司在中国有品种产权保护（部

分没有），但是在国内没有做品种登记，这样国内种子生产、

销售均没有在证件的许可生产经营范围之内。国外品种在国

内生产，只是国外公司授权给国内几家公司生产，不知这种

授权没有登记的品种，符合不符合法规。

种子生产企业要求必须有自己的“自有产权品种”，但

很多种子生产企业没有自有产权品种，有个别公司有，但也

都是市面上用量很少的品种，不好推广。所有企业生产的品

种都是市面上流行的这几个国外品种。

国家对土地没有保护起来，种子的质量问题会越来越

多。（比如没有好土地也要生产种子）。农资、人工、土地

等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在市场乱的情况下，价格更不稳，企

业与个人的利润都没有。

马铃薯补贴：1、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经备案的马铃薯高

淀粉加工专用优质新品种，经核定企业年实际推广面积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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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以上的，每亩补贴 100-200元。

2、对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落实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

补贴政策文件：马铃薯高淀粉加工薯种植订单的补贴力度进

一步加大，由 2021年的 20元/亩，提高到 100元/亩。

3、对 2021以后建设的初加工企业所需的加工设备给予

购置费用 20%的补贴。

4、对马铃薯加工产业延链、补链项目给予所需加工设

备购置费用 20%的补贴。

5、对马铃薯加工企业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根据我区

年实际加工马铃薯淀粉产量在 10000吨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

实际收购量完成情况，经专家审核后给予贴息资金支持。

6、加大马铃薯淀粉省级储备量，（我区去年己做过试

收储工作了）。

（稿件来源：协会何佳）

【协会动态】

林永亮执行会长陪同

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刘身利会长

到呼伦贝尔市考察对接

为深入落实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增量增质发展行动计划，

7月 30日—8月 7日，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会长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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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利、央联食品保障分会会长金其洪、副秘书长李现州、副

秘书长程笃学、会长秘书赵现勇一行，在内蒙古农牧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协会执行会长林永亮、秘书长李阳的陪同下，应

邀到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阿荣旗、新巴尔虎左旗、满洲里

市等地就农牧业产业化发展工作进行考察对接，并召开座谈

会。

刘身利会长一行在林永亮执行会长的陪同下，先后深入

到淳江油脂公司、蒙东牲畜交易市场、蒙东食用菌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大河湾镇万亩沙果园、大河湾农牧场有限公司

优质绿色特色种植示范区、党建引领现代农服示范区、保护

性耕作示范区、呼伦贝尔伊利乳业有限公司、优然一牧、齐

鲁制药、呼伦贝尔肉业集团、诺干湖农业、蒙优农牧业等地

进行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并围绕农业产业化发展、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进行了交流座谈。调研组

对调研旗县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表示将借助

国家协会、自治区协会两家平台优势，为地区农业产业化发

展，尤其是大豆产业、肉牛肉羊产业、林下产业发展出谋划

策，全力协助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引进大型企业、科研机构、

购销平台，在精深加工、工艺研发、延链补链等环节助力当

地产业发展。

扎兰屯市委书记白志军，阿荣旗旗委副书记、旗长宗哲

分别向调研组详细介绍了扎兰屯市和阿荣旗概况、区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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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农牧业产业结构等情况，要求各相关部门要以此次调研

为契机，加强与国家协会、自治区协会的沟通交流，充分发

挥地域优势、区位优势、品牌优势、科研机构优势，立足国

家战略需求，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

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加快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努力提升产业层次，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促进农业产业化提质增效、做大做强。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作为 5A 级社会组

织、全国四好商会和自治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坚持为

企业服务、为行业服务、为政府服务，积极探索农牧业产业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科技引领的新路子、新发展模式，为

助力内蒙古实施乡村振兴伟大战略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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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