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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前言 

2018 年非洲猪瘟发生以来，国内生猪行业遭受重创，生猪存栏量损失惨重，与此同时猪肉

价格不断刷新历史高点，一度高达 30 元/斤，屠宰企业开工率降至历史新低，长期维持在低于

20%的水平，国家频繁投放储备冻猪肉加大猪肉进口量来稳定猪肉价格。后期国家出台各种政

策鼓励生猪复产，各大养殖企业扩张积极，生猪产能逐渐恢复，但是非洲猪瘟疫情在各地仍有

零星发生仍对生猪养殖产生巨大威胁，在此背景下，饲料企业、养殖企业、屠宰企业如何调整

生产布局，成为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天下粮仓调研团队多年来深入基层，研究调查生猪及上下游产业链情况，研究内容包括生

猪价格行情类，供需基本面生猪和能繁母猪存出栏数据，以及终端需求屠宰情况包括生猪屠宰

企业开工率、屠宰体重和冻品库存情况等一手数据，并结合中国农业农村部数据、国家统计局、

美国农业部发布数据及天下粮仓智慧大数据库积累的大量一手调研数据，对 2020 年生猪产业

链上下游发展情况进行深度分析，并对 2021 年生猪价格走势及产业链上下游行业发展趋势、

猪肉进出口动态进行合理预测。 

 

报告亮点： 

 

1、通过研究生猪和猪肉的供需变化了解行业周期，对后市价格进行有效的分析预测。 

 

2、通过生猪产业链上下游情况，发现投资机会。 

 

3、根据国内外猪肉供应情况了解猪肉进出口情况。 

 

4、根据生猪养殖和屠宰盈利情况，发现商业机会。 

 

5、根据生猪期货基础知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可以发现机会，套期保值。  

 

报告详细资料购买电话：010-80697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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