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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生猪养殖产业链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

生猪养殖产业链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生猪养殖产业链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生猪养殖产

业链行业的现状、中国生猪养殖产业链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生猪养殖产业链行业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生猪养殖产业链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生猪养殖产业

链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生猪养殖产业链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虽然能繁母猪存栏自去年10月份以来呈现持续环比回升，但整体回升幅度仍然较小。截

至2020年3月，农业部能繁母猪存栏2143万头，同比降幅仍达19%，虽然较存栏低点回升13%，

但由于三元母猪存栏占比提高，养殖效率下降也较为明显。目前行业三元母猪存栏占比或

超30%，考虑其较二元母猪20%-30%效率的下滑，行业实际产能并未呈现明显恢复。从定点企

业屠宰量来看，截至2020年3月屠宰量仍是同比大幅下滑的趋势，降幅达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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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格检疫合格的畜禽

经科学工艺屠宰后，置于-18&quot;C的环境下持续1-2小时，后转入0-4C的环境中脱酸16-2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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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天             营养高、

美味             高             分割肉             农贸市场、加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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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肉为冷冻肉             零下18摄

氏度             6-12个月             影响高，

口感较差             低             分体肉             食品加工企业、农

贸市场、

加盟店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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