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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猪屠宰产业现状
刘

晟，许

峰，吴忠亮

（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上海
摘

200335）

要 ：自 2014 年完成生猪屠宰监管职能移交后，上海市不断提升屠宰监管质量，在落实清理整顿、完成代加

工户备案、提升屠宰行业水平方面成效显著。本文通过统计 2010—2017 年上海市生猪定点屠宰情况发现 ：生猪
屠宰总量自监管职能移交后呈下降趋势，2017 年屠宰量较 2014 年下降 48.2%，但猪肉产品供给仍能满足市场
需求；定点屠宰企业由移交前的 10 家调整至 6 家，自营、代宰、混合等经营模式并存，行业总体水平不断提升；
生猪来源以外省市调入为主，江苏、江西、河南等地为重点来源地。同时，指出生猪屠宰行业与监管工作依然
存在不少问题，包括跨省调运防疫风险高，企业生产经营质量良莠不齐，私屠滥宰行为仍存在，等等。由此，
提出推行标准化建设、加强媒体宣传、完善联动机制建设、抓好无害化监管、坚持精品化发展等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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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supervision function of pig slaughtering was taken over in 2014，Shanghai governments have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supervision capacity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implementing the cleanup and
rectiﬁcation work，completing the registration of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OEM）and raising the level of the
slaughter industry. In this paper，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ﬁxed-point pig slaughtering from 2010 to 2017 wa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statics，the total pig slaughtering volume has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since the transfer of supervision
function，which decreased by 48.2% in 2017 compared with 2014，but the supply of pork products still could satisfy the
market need ；the number of ﬁxed-point slaughtering enterprises was adjusted from 10 to 6，there were self-operated，agent
for slaughtering，mixed and other business models，and the overall level of slaughtering industry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hanced. Most of live pigs were transported from other provinces outside Shanghai City，such as Jiangsu，Jiangxi，
Henan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some problems were pointed out，including the high risk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uring trans-provincial transportation，the uneven situation of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 of different
enterprises，as well as the existence of illegal slaughtering behaviors. Aiming at these problems，it was proposed to promot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strengthen publicity of media，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linkage mechanism，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ver bio-safety disposal and insist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ve pig ；slaughter ；industry status ；supervision over pig slaughtering

2013 年 3 月，国务院公布机构改革和职能转

猪定点屠宰厂数量与生猪屠宰总量持续下降。然

变方案，将原商务部主管的生猪定点屠宰监督管理

而，生猪屠宰监管工作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大量

职责划入农业部，彰显了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

外省调入生猪增加了防疫风险，生猪屠宰检疫队伍

[1]

型政府的指向 。自 2014 年 9 月完成职能移交工

流动性大，私屠滥宰违法行为仍存等。本文通过梳

作以来，为进一步提升行业总体水平，上海市农业

理 2010—2017 年上海市生猪定点屠宰检疫数据，

主管部门进一步落实屠宰企业清理整顿工作，使生

分析了当下生猪屠宰监管情况及面临的困境，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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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化、信息化、无害化、标准化等方面提出了思考

式”企业较“代宰模式”企业具备更先进的设施设

建议。

备及更完善的管理机制，所以需要代宰的生猪货主

1

更倾向于到“自营模式”的企业宰杀生猪，故而“混

基本特点

1.1

企业数量与屠宰量齐降
生猪屠宰职能移交以来，上海市先后关闭 4

合模式”形成主流。然而，由于代加工货主流动性
大、难于管控，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较高，仍有“自

家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撤销其屠宰资质。目前，在

营模式”企业拒绝开放“代宰”业务，如奉贤爱森、

营生猪定点屠宰企业 6 家，按 2017 年屠宰量排名

崇明明珠湖。此外，“自营”品牌的猪肉出厂前一

依次为嘉定五丰、松江松林、奉贤爱森、崇明肉食、

般经过冷却“排酸”，产品质量往往优于“代宰”

奉贤申兰、崇明明珠湖。从上海市生猪屠宰总量看，

产品，占据着上海市高端消费市场。

2014 年达到峰值（近 560 万头）后呈现下降趋势，
但趋于平稳（图 1）。

图1

1.2

2010—2017 年上海市生猪定点屠宰行业情况统计

屠宰行业质量水平整体提升
在企业数量与生猪屠宰量双双下降的形势下，

图2

2017 年上海市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占比统计

上海市依然保障了消费者对猪肉产品的需求。一是

目前，在各级动物卫生监督部门的要求下，

加大猪肉产品的引入，从“量”上保障市民消费需

上海市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完成了代加工货主备案工

求。2017 年外省调入猪肉产品 53.1 万吨，较 2014

作，进一步落实了企业的生猪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

年同比增长 33.3%；二是提升肉品品质，从“质”

任，努力管控屠宰环节的监管风险。

上满足市民“舌尖”上的需求。如“松林牌”猪肉

3

于 2018 年 1 月获得上海市第一个“无抗产品认证”
；

3.1

崇明明珠湖改建屠宰流水线，进一步提升加工工艺。

3.1.1

2

四十七条规定，“经检疫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应

经营模式

存在的问题
法律法规不健全
运输流通问题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

截至 2018 年 1 月，上海市在营的 6 家生猪定

当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实践发现，有运输

点屠宰企业中，自行收购、屠宰与经营的“自营模

动物的车辆进入上海市后未到达目的地屠宰场，去

式”企业有 2 家：奉贤爱森、崇明明珠湖；利用自

向不明或者到达其他屠宰场，但《动物防疫法》《动

有设备替其他企业或货主进行屠宰的“代宰模式”

物检疫管理办法》对此均无相应罚则。

企业有 2 家：奉贤申兰、崇明肉食；“混合模式”

3.1.2

企业有 2 家：嘉定五丰、松江松林。

题，该如何依法处置？一方面，兽药饲料相关法律法

当前，上海市“混合模式”经营占主体（图 2）。
一是因为该经营方式综合效益更高；二是“自营模
46

兽药残留问题 屠宰环节检测出兽药残留问

规有涉及兽药残留问题的罚则，但仅针对饲养环节，
并未涵盖屠宰环节；另一方面，动物卫生相关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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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仅对屠宰环节违法添加违禁物质有罚则，但是对

量经过产地检疫应于市内屠宰的生猪未到达上海市

残留问题未涉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一旦在屠宰环节

定点屠宰企业，可能存在私屠滥宰的违法行为。

发现此类问题将面临无法可依的窘境。
3.2

高比例外省调入生猪不利于疫情防控
上海市屠宰生猪以外省调入为主，与 2018 年

农业农村部 2 号公告中“减少畜禽长距离移动”的
精神不符，存在运输传染疫病风险。2017 年，上
海市定点屠宰生猪中，外省市调入生猪占比突破
七成，创近八年新高。生猪来源产地前 3 位为江
苏、江西、河南，占比分别为 31.93%、16.47%、

图4

12.87%，三者占比超上海市定点屠宰生猪来源的
六成。外省调入生猪占总猪源比例有扩大趋势。

4

主要原因：一是 2017 年上海市大规模清退不规范

4.1

2010—2017 年上海市定点屠宰地产生猪情况统计

思考建议
分类管理，推行标准化建设

养殖场，造成本地生猪产量下降（截至 2018 年 1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屠宰行业管理应有新作

月，上海市共有生猪规模养殖场 43 家，同比下降

为。一是要提高企业主体责任意识，强化屠宰企业

52.7%，较 2014 年同期下降 74.7%）；另一方面上

是产品质量第一责任人意识，督促上海市屠宰企

海市消费者对猪肉产品的需求并未下降，外省调入

业加快建立健全实验室检测制度。依据《农业部

量必然上升。

关于印发 2018 年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
划》，猪肉须要监测 9 种 β- 受体激动剂（俗称“瘦
肉精”）、5 种磺胺类药物、4 种四环素类药物，
共计 18 种检测对象。由此可见，国家对屠宰监管
的要求不断提高，完善企业实验室检测制度迫在眉
睫。二是要尽快完成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资质分级工
作。可依据《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资质等级要求》

图3

3.3

2010—2017 年上海市定点屠宰生猪来源统计

检疫难度大，私屠滥宰行为仍存
上海市现有生猪屠宰检疫员 95 人，其中公

（SB/T 10396-2011），从基本要求、建设和环境、
设施和设备、屠宰与分割工艺、检验检疫、质量控
制、产品质量、产品运输等 8 个方面，由低到高将
资 质 划 分 为 A 级、AA 级、AAA 级、AAAA 级、

务编制的官方兽医 10 人，劳务派遣 85 人，占比

AAAAA 级等 5 级。

89.5%。现有检疫队伍呈现以下特点：人员流动性

4.2

加强宣传，完善联动机制建设

较大；收入偏低；工作强度大。劳务派遣人员占绝

一是对新出台的生猪屠宰相关法律法规，应

对比重，故检疫队伍收入总体偏低，又因为屠宰车

及时在电视、网络、纸媒等相关平台加强宣传，让

间工作环境差，夜间至凌晨开展屠宰检疫工作强度

抱有逃避检疫、私屠滥宰等侥幸心理的人“不敢做、

大，难以留住人才，从而导致检疫队伍流动性大。

不能做、不想做”。动物卫生监督部门也应适应社

私屠滥宰逃避检疫的违法行为依然存在。从

会需求，建立“动物卫生监督微信平台”，拓宽公

图 4 可见，本地生猪用于市内定点屠宰的数量始终

众了解动物卫生工作的信息渠道。二是部门联合抓

高于上海市定点企业屠宰量。尽管自 2014 年屠宰

好源头，将监管信息系统覆盖检疫的各个环节。在

监管职能移交以来，二者差距逐步缩小，但仍有少

社会形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跨部门案件时有发生，
47

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于内于外，皆应建立联动执法机

检查任务，重点抓落后企业、关键风控点。一是尽

制。

快落实执法对象分级管理。对于评级较低的企业，

4.3

决不放松，抓好无害化监管

增加执法频率，对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二

2018 年 1 月 29 日，上海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挂

是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一方面要加大对落后产能

牌成立，标志着上海市监察体制改革的开启。今后

的整治力度，另一方面要鼓励龙头企业生产技术的

行政执法单位的“对手”不仅是监管对象，更可能

更新换代，如扶持优先采用“激光灼刻”技术的企

面临 “监察机关”的监督。作为屠宰企业的管理

业。此技术相较传统的滚筒式印章有印记更为清晰、

部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一

防伪能力强、人力劳动低等优势。目前，北京、河

是要进一步细化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工作。将视频监

北、辽宁及深圳等地已经主管部门批复使用 。

控、称重过磅、台账记录等各环节责任落实到位、
落实到岗、落实到人。二是要加大对病害猪检出率
高于 0.5% 的屠宰企业宣贯力度和执法频次，如发
现骗取国家无害化补贴资金的行为，从严查处，涉

[2]

参考文献：
[1]

李凤元，郭首龙 . 生猪屠宰的监管思路 [J]. 畜牧兽医
科技信息，2017（4）：1-2.

[2]

单佳蕾，马冲，赵卫华，等 . 屠宰环节检疫检验印章

嫌构成刑事犯罪的，要提交司法部门处理。

印油使用现状及问题分析 [J]. 中国动物检疫，2016，

4.4

33（4）：23-25.

立足长远，坚持精品化发展

（责任编辑：孙荣钊）

在公共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应合理部署执法

（上接第 31 页）
后。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菌落总数中腐败菌
不是优势菌群，因受其他菌干扰，其生长繁殖相对
缓慢。
4

[4]

测定 [J]. 畜牧兽医杂志，2011，30（4）：3-6.
[5]

管恩平 . 我国肉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建立研究 [D]. 北

[6]

TANG X Y，SUN X H，WU V C H. Predicting shelf-life

京：中国农业大学，2006.
of chilled pork sold in China[J]. Food control，2013，32

结论
该试验研究表明：微生物污染是肉品腐败变质

的根本原因，而菌落总数是判定肉品品质的重要指

（1）：334-340.
[7]

combined with support vector machine[J]. Meat science，

品质；冷鲜猪肉中菌落总数与挥发性盐基氮含量有

参考文献：
[1]

王艳君 . 冷却肉中致病菌的多重 PCR 检测技术研究
[D]. 郑州：河南农业大学，2007.

[2]

董飒爽，李传令，赵改名，等 . 工厂实测冷却分割鸡
胸肉生产过程中菌落总数的变化及货架期预测模型的
建立 [J]. 现代食品科技，2016，32（8）：183-189.

[3]

2012，90（2）：373-377.
[8]

刘雪云 . 挥发性盐基氮检测方法的现状及研究方向 [J].
农产品加工（学刊），2014（2）：51-53.

[9]

蔡健荣，万新民，陈全胜 . 近红外光谱法快速检测猪
肉中挥发性盐基氮的含量 [J]. 光学学报，2009，29（10）
：
2808-2812.

[10] 齐娟，徐志方 . 猪肉、猪肝挥发性盐基氮与其感官性
状的差异研究 [J]. 肉类工业，2015（10）：32-34.
[11] 王天佑，王玉娟，秦文 . 猪肉挥发性盐基氮值指标与

谷芳，曾智伟，郭康权，等 . 基于近红外光谱的猪肉

其感官指标的差异研究 [J]. 食品工业科技，2007，28

细菌菌落总数的动力学模型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12）：124-126.

2013，18（3）：152-156.

48

WANG D F，WANG X C，LIU T A. Prediction of total
viable counts on chilled pork using an electronic nose

标；冷鲜猪肉在 4 ℃情况下存放 3 d，可保持新鲜
一定的相关性，但其具体线性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黄爱芳，祁小红，王学明 . 新鲜羊肉几项卫生指标的

（责任编辑：朱迪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