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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肉鸡产业升级的路径
核心提示：通过建立健全全程追溯体
系，加大对肉鸡产品的监管力度，避免问
题产品的出现，便于肉鸡产品的质量控
制，及时查找问题和不足，并提高快速处
理和解决隐患问题的能力，有效保障食品
安全，构建鸡肉产品良好的信誉，从而拉
动鸡肉产品消费的增长。
一、降低鸡肉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
竞争力。
美国农业部监测数据显示， 2011 年
10 月上旬，美国农场玉米价格为每蒲式耳
(约合 25 . 4 千克)5 . 92 美元，折合人民币
1 . 48 元/千克，而中国玉米的价格约 2 . 2
元/千克，要比美国玉米高出 50% 左右，
肉鸡饲料中玉米占 55% 左右，美国鸡肉饲
料成本比中国鸡肉饲料成本低得多。
从我国经济发展来看，我国饲料粮食
价格、劳动力价格和燃料价格的持续增长
态势已不可避免，根据 2011 年 11 月生产
监测数据，肉鸡养殖成本中，雏鸡费用较
去年同期增长迅速，饲料总费用和人工成
本生产费用中也增长较快，分别比去年同
期增长 7 . 29% 和 19 . 1% 。通过观察肉鸡产
品的历史价格数据规律可以发现，肉鸡产
品价格不可能长期在高水平维持，当肉鸡
产品价格不景气时，持续增长的生产资料
价格必将会威胁到肉鸡产业的整体效益。
根据美国农业部(L5SDA)统计数据显
示，美国目前鸡肉价格折合人民币 10 . 4 元
/千克，欧洲鸡肉价格折合人民币 11 . 5 元/
千克。中国目前的鸡肉价格为 13 元/千克
左 右 ， 是 美 国 的 1 . 2 5 倍 ， 欧洲 的 1 . 1 3
倍，如此巨大的价格优势，确实令中国同
行产生“望尘莫及”的感慨。也使得美国
和拉美国家的鸡肉向中国市场大量涌入。
我国肉鸡产业要降低鸡肉生产成本，
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我国肉鸡产业
劳动效率低下的问题。社会的进步主要体
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就是衡量
生产力高低的核心指标。我国肉鸡产业劳
动生产效率普遍较低，人均饲养父母代肉
种鸡约 3000-5000 套，养商品肉鸡很难超
过 11000 。而在欧美国家，每人可管理 2
栋 105 米×23 米鸡舍，平均每人可饲养
35200 套父母代肉种鸡；在商品肉鸡的生
产方面，实现高度自动化，具体体现在鸡
舍的发电、供水、供料、光照、环境控制
等方面，全部实现自动化，每人每天可管
理四栋 12 米×150 米的鸡舍，平均每人可
饲养商品肉鸡 12-20 万只；在屠宰加工方
面，从鸡舍抓鸡，到鸡肉分割、产品包装
实现全自动，每周屠宰规模为 100 万只的
肉鸡加工厂只有职工 1200 人 . 两条生产线
平均每分钟屠宰 210 只。因此在肉鸡整个
养殖生产过程中，欧美国家劳动效率是我
国的 10 倍。
决定劳动力价格的只有劳动生产率这
个根本性因素。劳动生产率越高，劳动者
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财富价值就越高，因
此，劳动者的收入也就越高。劳动力价格
越高，企业采用机械化及自动化设备的积
极性也就越高。相反，如果一个产业的劳
动生产率很低，那么其劳动力价格就非常
低，劳动力价格很低，企业也就没有采用
机械化及自动化生产设备的动力。我国肉

鸡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一直以
来都很低，因此导致了我国劳
动者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的局
面，从而导致整个行业普遍出
现招工难的现象。
据估计，中国的劳动力价
格优势将在 5 至 8 年之后消
失。因此，依靠设备自动化养
鸡必定是我国养殖业的发展方
向，在整个肉鸡产业中，实行
“人养设备，设备养鸡，鸡养
人”的理念也必定是大势所
趋。肉鸡产业应该从靠“提高
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提高
生产效率，转变到依靠“提高
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
来提高生产效率。目前，我国
大规模、集约化的肉鸡笼养方
式正在兴起，这也是传统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技术更新，
加大资本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
效率的尝试。
二、建立健全生物安全体系，提高鸡
肉食品安全
生物安全体系是指将有可能引起禽病
的病原微生物排除在场区外的一种防疫安
全管理措施，是一种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
要手段的疾病预防生产体系，是保护家禽
健康生长、免受致病因子侵袭的综合防御
系统。家禽生物安全体系是一套复杂、有
序、高效的系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
题，都会导致整个生物安全体系的崩溃。
近年来，疾病一直是制约我国肉鸡产
业可持续发展和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目
前我国许多肉鸡养殖场由于布局不合理，
加上大规模使用笼养和网上饲养，鸡粪处
理不当，使得周边的环境污染日益加剧。
尤其是一些养殖大村和养殖大户，原始的
庭院养殖方式由于缺乏综合防疫意识，免
疫制度也杂乱无章，不能合理处理鸡群排
泄物和其他生产污物、污水，使得疾病不
断交叉传播，导致家禽流行性疾病不断发
生，给国家和整个行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并已成为影响我国肉鸡业发展的一个严重
的潜在危险因素。
我国肉鸡产业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
距，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商品肉鸡生产性能
上。我国的肉鸡性能无论增重速度、成活
率，还是饲料转化效率与美国等肉鸡发达
国家都有较大的差距。如成活率：欧美国
家商品肉鸡饲养到 42 天成活率为 97%98% ，而我国只能达到 90% 左右。
另外，我国商品肉鸡生产目前遇到的
巨大挑战，使得我国肉鸡业在“公司+农
户”的经营模式上也遇到一定的困难。农
户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一条龙企业和为
屠宰厂提供毛鸡的所谓“龙头”公司的放
养数量逐渐减少，造成许多屠宰厂开工不
足，人员、设备闲置，使得鸡肉加工成本
上涨。在全国养鸡大环境还相当恶劣的情
况下，大型企业或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都
意识到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
开展生物安全隔离区建设--为确保鸡群健
康，采用饲料中央输送方式、完善鸡场防
鼠措施、死鸡节能无害化处理、鸡粪的袋

肉鸡饲养新方法
在肉鸡配合饲料中加入沙子，能使肉
鸡增重。其原因就是增加肌胃沙料储量，
提高饲料利用率。
据有关试验表明：在肉鸡配合饲料中
加入 8% 的沙子，每只鸡可多增重 325
克，按每千克活鸡 8 元计算，每只鸡可多
收入 2 . 6 元。试验还表明，在肉鸡配合饲
料中加入 7% 的沙子，肉鸡增重不明显，
若加入 9% 的沙子不但不增重反而趋向下
降。因此，在肉鸡配合饲料中添加 8% 的
沙子是肉鸡增重的最佳比例。
据试验证实，香蕉皮可用做肉鸡饲料
的添加剂。其试验方法是：将香蕉皮切
碎，在阳光下晒干，再碾成粉末，分别以

5% 、 10% 、 15% 、 20% 的比例添加到肉
鸡饲料中，进行饲喂试验。结果表明，香
蕉皮用做饲料添加剂，能提高饲料的转化
率，加快肉鸡的生长，降低养鸡成本，提
高经济效益，其中以在饲料中加入 10% 的
香蕉皮粉效果最好。
日本科学家试验证实，家禽在宰杀之
前用加有调味香料的饲料喂养，不仅能使
它们的肉质味道更佳，而且可以更长时间
地保持新鲜。肉随着其脂肪氧化，产生酸
而变质，而某些香料，如丁香、胡椒、甜
辣椒和生姜等具有防腐和药物的效果，所
以能改善肉质，延长保鲜期。
日本一家公司利用一种从天然植物中

装处理等手段不断强化和完善现有的生物
安全工作。
三、走深加工和品牌经营之路，拉动
鸡肉消费
禽肉是我国具有出口优势的农产品，
努力扩大禽肉出口对解决“三农”问题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据预测，世界禽肉生
产和消费在未来仍将以年平均约为 2%-3%
的速度增长，发展中国家禽肉分割产品的
贸易量增长将大于整禽贸易量增长。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
和人民收入的提高，鸡肉的消费形态呈多
样化增长。这期间，我国鸡肉产品的发展
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整鸡一分割鸡一深/精
加工品一熟食鸡。促进鸡肉加工业发展，
是形成肉鸡内部结构合理化和拉长产业链
条的重要途径，并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加大开发鸡肉产品转化增值的力度。 1980
年以来我国肉类科研机构和养禽企业开始
注重对禽肉制品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
的研究，加工程度由初加工向深加工方向
发展，分割产品越来越多，相继推出了鸡
肉火腿肠、鸡肉串等各种分割禽肉产品。
据估计，肉鸡深加工每进一步产品价值就
增加约 20%-40% 。近年来，由于日本、韩
国等对我国冷冻鸡肉屡屡颁布禁令，一些
大型肉鸡一条龙企业积极开拓鸡肉深加工
领域，通过各种熟食制品外销日本市场，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肉鸡上屠宰加工线之前，美国由于饲
料价格及规模效应的因素，生产成本低于
中国，但上屠宰线后，因为中国廉价的劳
动力，使得肉鸡成本反而低于美国。尤其
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深/精加工产品，在国
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是我国鸡肉精细加
工品和熟食制品夺取肉鸡国际市场份额的
重要法宝。
进入 21 世纪，我国肉类产业结构正以
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
变，从初粗加工向精深加工发展的战略性
调整时期，尤其是生产、加工、销售、卫
生的无公害肉类食品、绿色肉食品，已成
为我国今后应对国际肉食品市场竞争的当

务之急。
四、建立鸡肉产品的可追溯体系，提
高消费者的信任度
鸡肉生产过程的可追溯制度，无论从
法律角度还是从市场策略的角度都是不可
或缺的。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全程追溯制
度，掌控肉鸡从养殖、加工、运输、出
口、进口、销售及消费的全过程，对出现
问题的产品进行追踪溯源，同时建立严格
的药残监控体系，以有效保障食品安全，
提高国内和国际消费增长。目前质量管理
体系依然是食品供应链中一个主要的薄弱
的环节。
药物残留问题是影响当前我国肉鸡产
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最为重要的因素。面
对社会对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重视程度的日
益加深，消费者对肉鸡产品质量的要求越
来越高，必须对产品出售前的药残控制予
以足够重视，这是整个产业能够得以持续
发展的最基本保证。现阶段由于农户鸡舍
简陋、设备简易、鸡舍布局不合理、防疫
体系不健全，造成鸡群不健康而过度用
药，导致鸡肉中药物残留，损害了企业的
利益，同时威胁也到了食品安全。这些问
题，需要通过建立标准化、健康养殖新模
式来逐步解决。企业要鼓励农户扩大规
模，使用新技术、新设备，并实行优惠政
策。如降低鸡苗或饲料价格，提高毛鸡收
购价格等，帮助农户慢慢从小规模向集约
化方面过渡，逐步建立家庭农场，加强生
物安全工作，构建良好的鸡舍环境控制系
统、远程监控系统、 GPS 车辆卫星定位系
统及环境视频系统，从源头降低药残问题
的发生，从而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鸡肉产
品，打造民族品牌。
通过建立健全全程追溯体系，加大对
肉鸡产品的监管力度，避免问题产品的出
现，便于肉鸡产品的质量控制，及时查找
问题和不足，并提高快速处理和解决隐患
问题的能力，有效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鸡
肉产品良好的信誉，从而拉动鸡肉产品消
费的增长。
(市场部 张梓亮)

提取的微生物饲养鸡，结果大大改善了肉 量 高 于 普 通 鸡 ， 热 量 低 ， 而 胆 固 醇 也 低
鸡的品质。方法是将这种微生物掺入饲料 10% 左右。另外，采用这种方法喂鸡，鸡
和饮水中，完全不使用抗生素和抗菌剂。 舍的臭味大大减少。
(市场部 李小亮)
利用微生物饲养的肉鸡，鸡肉的蛋白质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