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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畜禽养殖业供给侧改革的思考
——以非洲猪瘟疫情应对为例
孙永健
（中共商务部党校第 33 期党员干部进修班，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北京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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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非洲猪瘟（ASF）疫情给我国养殖产业、肉类产品消费市场、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和消极社

会影响，研判畜禽养殖业供给侧改革值得重视。自 2018 年 8 月 ASF 疫情发生以来，我国采取切实措施积极应对，
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实效。本文梳理了巴西、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的 ASF 防控经验，要求做好专业兽医临床团
队网络体系建设，覆盖全部生猪养殖主体的血清学监测，提升养殖场户生物安全水平，全面扑杀措施的快速实施，
生猪移动的严格监管，餐厨废弃物的合理处置以及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等内容。本文也从生产环节、防疫环节、
处置环节指出了当前 ASF 防控难点，提示应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通过做好政策制定、合理引导、细化管理，
进一步推动畜禽养殖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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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serious economic losses to animal production industry，meat product marketing and residents' lives
in China as well as negative social impact have been caused by the outbreak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it wa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industry. Since ASF took place in August 2018 in
China，staged progress and effectiveness have been achieved through active practical measures. In this paper，relevant
experience from Brazil，Spain，Russia and other countries was reviewed，then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establishing network system of professional veterinary clinical teams to cover the serological surveillance over
all pigs and to improve the biosafety level of farms/households，rapidly implementing culling in an all-round way，
strictly supervising over movement of pigs，reasonably disposing the kitchen wastes and giving a strong financial
support，etc. In addition，current difﬁculties in AS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pig production，
disease prevention and disposal were pointed out，then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supply-side reform should be actively
promoted，and the industry should be pushed forward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through formulating supporting
policies，reasonable guidance and detail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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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与变革进程中，一次金融危机、

疫情也较为严重，2019 年 2 月，ASF 疫情在越南

一场技术革命或者一次重大坎坷，都可能对一个行

暴发，扑杀生猪 260 万头；2019 年 9 月，韩国发

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自 2018 年 8 月 3 日我国

生 ASF 疫情，2 个月内扑杀生猪 30 万头。

[1]

首例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 ，截至 2019 年 11 月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表明，ASFV 在我国已

21 日，我国共报告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160 起，扑

形成比较大污染面，特别是 2018 年 11 月吉林省白

杀生猪达 119.3 万头。非洲猪瘟疫情的暴发，给国

山市病死野猪确诊感染 ASFV，这是我国发现的首

内生猪养殖及相关产业造成了沉重打击——许多企

例野猪感染 ASFV，其若在野猪中流行，很可能在

业或养殖场户难以为继，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持

我国演变为地方流行性疫病，防控难度将进一步增

续下降，生猪复养信心不足，猪肉市场价格不断飙

大，短期内根除 ASF 疫情异常艰难，防治 ASF 将

升。这也给我国生猪产业乃至整个畜禽养殖业敲响

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狙击战。

了警钟：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加速供给侧改革已经

1.3

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本论文旨在梳理分析有关国

1.3.1

家应对非洲猪瘟疫情的优势做法及经验教训，总结

殖大国，生猪的养殖量和存栏量均占全球总量约

阐述我国已采取的做法和面临难点，并对畜禽养殖

1/2。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18 年，全球猪肉产量

业供给侧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约 11 308.1 万 t，中国猪肉产量 5 404.0 万 t，占全

1

球总产量的 47.8%。由于 ASFV 的高度传染性，一

1.1

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
非洲猪瘟概述

ASF 对我国的影响
对生猪养殖产业的影响

我国是生猪养

旦发生疫情，疫点内生猪须全部扑杀；且因环保政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

策收紧、市场信心不足、产业链不配套等多重因素

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感

叠加，导致养殖场户的补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均大幅

染家猪和欧洲野猪而引起的一种广泛出血性、高度

下降，故疫情发生以来生猪存栏量锐减，对我国养

接触性传染病，其特征是病程短，最急性和急性型

猪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及消极社会影响。据农业

[1]

感染，死亡率高达 100% ，是全球公认的养猪业

农村部监测，2018 年 12 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

第一杀手。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法

同比下降 8.3%，连续 3 个月跌幅超过 5% 的预警

定报告动物疫病，该病也是我国重点防范的一类动

线；2019 年 10 月，全国生猪存栏量、能繁母猪存

[2]

[3]

物疫病 。非洲猪瘟疫苗的研制是世界性难题 ，

栏量同比分别下降 41.4%、37.8%（表 1）。目前，

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无商业化非洲猪瘟疫苗可用，

大部分疫区虽已解除封锁，但由于能繁母猪从出生

我国非洲猪瘟疫苗的研制尚处于临床前研究和转基

到配种并产仔的周期约 1 年，而仔猪育肥需要约

因生物安全评价阶段。

5~6 个月，短期内生猪出栏量难以回升，初步预计

1.2

全球 ASF 疫情发生情况
ASF 自 1921 年在肯尼亚首次被报道，一直存

在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20 世纪 60 年代传入
[4]

2020 年下半年生猪市场供应将明显增加。
1.3.2

对肉类消费市场的影响

俗语讲：“粮猪

安天下”。受传统饮食习惯影响，猪肉是我国居

欧洲、70 年代传入南美洲 。2007 年以来，ASF

民蛋白质供应的主要来源，猪肉消费占总肉类消费

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扩散、流行，特别是

的 60% 以上，而牛羊肉消费仅占居民肉类总消费

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2017 年 3 月，俄罗斯伊尔

的约 15%。我国也是全球猪肉第一消费大国。据

库茨克暴发 ASF 疫情，发生地距我国边境较近（约

美国农业部数据统计，2018 年全球猪肉消费量约

1 000 km）。2018 年以来，全球 ASF 疫情蔓延形

11 247.2 万 t，中国猪肉消费量约 5 539.8 万 t，占

势十分严峻，截至 2019 年 11 月 21 日，已有 26 个

全球总量的 49.3%（图 1）。据 2019 年 10 月生猪

国家报告发生疫情 13 000 多起；我国周边国家的

和能繁母猪存栏的环比数据，对照我国猪肉年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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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2019 年我国生猪、能繁母猪存栏量
同比和环比变化情况

增减情况

生猪存栏 /%

能繁母猪存栏 /%

示，我国牛肉总产量为 729 万 t，进口 106.2 万 t；
羊肉总产量 475.1 万 t，进口 30.9 万 t；2018 年，
我国牛羊肉的总消费量为 1 341 万 t。牛羊肉的增

环比

-5.7

-3.6

同比

-12.6

-14.8

环比

-5.4

-5.0

同比

-16.6

-19.1

环比

-1.2

-2.3

2018 年 12 月底，猪肉批发价格 20.80 元 /kg；尽

同比

-18.8

-21.0

管 2019 年 11 月以来，猪肉价格有所回落，但仍处

环比

-2.9

-2.5

于高位，12 月底，猪肉批发价格达 43.87 元 /kg，

同比

-20.8

-22.3

环比

-4.2

-4.1

同比

-22.9

23.9

环比

-5.1

-5.0

同比

-25.8

-26.7

环比

-9.4

-8.9

同比

-32.2

-31.9

环比

-9.8

-9.1

同比

-38.7

-37.4

环比

-3.0

-2.8

同比

-41.1

-38.9

环比

-0.6

0.6

同比

-41.4

-37.8

注 ：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

产和进口，目前也难以满足猪肉的需求缺口。猪肉
市场的供需严重不平衡，和替代肉品的供应有限，
导致国内猪肉市场价格大幅上涨。据商务部监测，

同比涨幅高达 110.9%（图 2）。

图2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年猪肉批发价格

（数据来源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

1.3.3

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由于牛羊肉价格居高

不下，随着猪肉价格逐步攀升，国内消费者将鸡、
鸭、鹅、蛋、水产作为其替代品，不但带动了替代
肉类的市场价格，也带动了国内人力成本及农产品
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了国内居民的消费信心。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 11 月，CPI 同比上
涨 4.5%。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超 110%，影响
CPI 上涨约 2.64 个百分点（图 3），成为推动 CPI
同比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

图1

2018 年全球猪肉消费量分布

（数据来源 ：美国农业部）

量，预计未来 1 年，我国猪肉缺口将达 2 000 万 t。
海关总署统计，2018 年全球猪肉出口总量 845 万 t，
我国猪肉进口量 119.3 万 t；2019 年 1—11 月，我
国猪肉进口量 183.8 万 t，相比猪肉市场的巨大缺
口，依旧是“杯水车薪”。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图 3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11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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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

有关国家应对 ASF 的经验分析
西班牙应对 ASF 的经验
西班牙 ASF 疫情从暴发到根除历时 36 年，其

处置过程可分为 2 个阶段。
第 1 阶段：自 1960 年 ASF 在境内传播起，到
1984 年，仅采取了卫生管理和消灭临床阳性猪群

运，尤其是疫区的猪肉制品；二是使用未加处理的
餐厨废弃物喂猪；三是生物安全防护水平低的养猪
场户大量存在，为该病提供传播的温床；四是疫情
发生后，养殖场户瞒报并私自处理，导致疫情快速
蔓延；五是大量 ASF 病死猪只未经无害化处理，
私自掩埋或丢弃，导致病毒大量存在并扩散。

的措施，尽管病原的鉴定、诊断、流行病学监测等
花销高达 1 900 万欧元，但收效甚微。

俄罗斯养殖场户瞒报疫情并私自处理生猪的
原因，在于俄罗斯的严格处置机制。根据规定，一

第 2 阶 段： 从 1985 年 颁 布 了 根 除 计 划 起，

旦在某村发现感染 ASFV 的猪只，全村猪只都要

对控制 ASF 的策略进行了重大改进，在 1995 年

被扑杀，而政府不给予财政补贴，扑杀损失由养殖

实现根除。西班牙根除计划的关键措施有几点：

者自行承担。

一是建设流动兽医临床团队网络体系；二是对所

3

有猪场进行血清学监测；三是提高饲养场及饲养

3.1

我国应对 ASF 疫情的做法和难点分析
我国应对 ASF 的做法

设施的卫生水平；四是剔除所有 ASF 暴发点（值

自 2007 年 ASF 传入俄罗斯以来，农业农村部

得注意，主管部门对生产者进行足额补偿）；五

先后印发了《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试行）》和

是对猪群移动进行严格控制。此外，欧盟提供的

《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在北方边境省份等高

4 300 万欧元的积极财政支持，也对根除计划的有

风险地区多次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并连续数年在全

[6]

效推进意义重大 。
2.2

巴西应对 ASF 的经验
巴西自 1978 年发生 ASF 疫情至 1984 年根除，

仅用了 7 年时间。

国范围内开展监测。2017 年，俄罗斯伊尔库茨克
暴发 ASF 疫情后，农业农村部立即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风险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要
求各地高度警惕疫情风险，切实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巴西很多防控举措与西班牙类似，但更为全

2018 年 8 月，ASF 疫情在我国发生后，国务

面细致：一是控制国际航运，禁止进口生猪；二是

院办公厅先后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

控制国内生猪移动，停止展览、牲畜市场或一切动

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

物发生相互接触的机会；三是主动进行血清学监

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从加强养猪场

测，且对冷冻猪肉进行抽检；四是强化猪瘟疫苗免

（户）防疫监管、加强餐厨废弃物管理、规范生猪

疫；五是动物健康教育和人员培训，强调禁止使用

产地检疫管理、加强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管理、加

餐厨废弃物饲喂；六是对猪场的动物卫生援助给

强生猪屠宰监管、加强生猪产品加工经营环节监管、

予奖励，对确诊的所有猪病进行通报；七是疫情暴

加强区域化和进出境管理、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发地被扑灭后，疫点消毒后 4 个月，然后引入哨兵

加强动物防疫责任落实等方面开展了防控工作，全

动物饲喂 2 个月，符合要求后才能补栏（但实践证

面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

[7]

明这非必须） 。巴西疫情暴发后，启动应急预案，
2 年资金投入已达 1 300 万美元。
2.3

俄罗斯应对 ASF 的教训
俄罗斯自 2007 年发生 ASF 疫情以来，至今仍

深受其害。
防控难点主要涉及：一是猪肉制品的非法调

60

我国采取切实措施积极应对 ASF 疫情，取得
了阶段性进展和实效，截止 2019 年 12 月底全国仅
有 2 个省 3 起疫情未解除封锁，其余 29 个省份疫
区已全部解除封锁。在 2019 年 4 月的非洲猪瘟防
控国际研讨会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 OIE
均对我国采取的 ASF 防控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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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我国疫情公开透明、措施果断有力，可以向美

陈旧，基层防疫体系“网破、线断、人散”的情况

洲、亚洲等国家分享防控经验、技术及措施，以提

还比较普遍，难以满足防疫工作和产业发展需要，

高全球防控 ASF 的能力。

基层检疫工作量大、人员不足且水平有限，导致很

我国应对 ASF 的难点分析

3.2

多防控措施流于纸面，难以操作

[9-10]

。

3.2.1

生产环节：产业链从业者普遍缺乏生物安

3.2.3

处置环节：地方存在政策执行落实不到位

全理念

生物安全防控系统是防控动物疫病的关键

的问题

如 2019 年 6 月，财新网记者在通过调研

防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物防疫体系比较

采访发现，广西的“疑似非洲猪瘟”病例远高于公

脆弱，特别是养殖环节，鲜有树立起生物安全理念

开数字，很多养猪场在猪群出现大面积死亡后，为

的养殖主体。我国的养猪业是由传统的家庭散养发

减少经济损失，急于抛售活猪，引致疫情随着生猪

展起来的，尽管正逐步朝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

贩运车辆跨区域蔓延，给更大区域的生猪养殖场户

的现代养殖转型，但发展历史较短，大多数中小企

造成惨重损失

业和散养户生物安全意识淡薄，几乎没有严格的隔

上报疫情时，存栏生猪 1 头、发病 1 头；但据记者

离措施和消毒设施，很难抵御疾病的侵袭。在疫情

调查，该养猪场原存栏生猪超 200 头。该案例反映

发生初期，很多养殖主体从恐慌性抛售到扑杀、亏

出地方存在监管不到位和生猪非法贩运禁而不止的

损严重，甚者选择了退养；最近，随着大部分疫区

问题。此外，在生猪扑杀后的补偿环节，也有补偿

的封锁解除和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养猪业面临高

资金到位不及时的问题，以及很多养殖场户反映补

风险与高利润并存局面，但养猪主体未健全完善生

偿标准应再提高。

物安全体系，贸然复养，再次感染 ASFV 的几率

4

[11]

。如玉林市博白县某乡镇养殖户

对畜禽养殖业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建议

非常高。除养殖环节外，无论是生猪调运、屠宰环

通过一年多的防控实践，我国对 ASF 病原特

节还是保险理赔等环节，从业人员素质和生物安全

点、传播途径、风险环节、防控重点等工作有了更

意识都亟待提升。如保险理赔员，在一个猪场检验

清晰的认识。ASF 疫情发生以来，尽管我国快速

结束后，未彻底消毒就进入下一个猪场，反而成了

及时响应，各部门合力打出疫情防控和稳价保供的

ASFV 携带和传播的途径之一。

“组合拳”，但也暴露出我国生猪养殖业存在的一

3.2.2 防疫环节：生猪调运频繁助推疫情传播 我

系列问题，如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生物安全防护较

国南猪北养、西猪东调的生猪养殖产业布局，决

差、监管部门执行不严等。与此同时，这也为我国

[8]

定了我国生猪调运十分频繁 。为做好非洲猪瘟疫

生猪养殖乃至畜禽养殖业敲响了警钟，推动供给侧

情防控工作，2018 年 11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第 79

改革势在必行。

号公告，以进一步加强生猪运输车辆监管。结合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供给侧改革，要从

猪运输监管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难点：一是生猪运

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输车辆备案管理制度不健全，存在难监管、难追溯

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

等问题；二是运输车辆建设标准未统一，多数运输

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

车辆太过简易，生物安全保障落实不到位；三是执

我国畜禽养殖业供给侧改革，要在加强联防联控、

法部门对非法贩运监管不严、屡禁不止。在疫情蔓

提升防疫能力水平的同时，进一步补短板、强基础、

延阶段，非法贩运生猪的车辆存有携带 ASFV 的

增资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硬件差距，具体建议

风险，甚者有去北方贩猪的车辆又从北方拉玉米返

如下。

程，间接影响了饲料安全。此外，很多基层动物防

4.1

疫机构队伍弱化，突出表现在机构体系不完善、基

4.1.1

层工作队伍不健全、经费保障不足、基础设施老化

例，针对养殖企业，要将明确的硬件标准作为准入

通过政策制定推动畜禽养殖业转型升级
设置畜禽养殖业准入门槛

以生猪养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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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如在养殖区出入口设置检查站，防止病死猪、

4.2.2

无关人员和车辆随意进出，企业要制定科学的门禁、

养殖业出栏量大，行业集中度低，尤其龙头企业占

清洗、消毒等制度并严格执行；针对养殖户，要依

比更低。生物安全意识欠缺、硬件设施有限的中小

据自身养殖环境设置防疫屏障，如篱笆、围墙、沟

企业及散养户是 ASFV 的温床，如果因近期猪肉

堑等。通过提高养殖行业准入门槛，将生物安全的

涨价、利润增加的目的而仓促补栏，忽视疫情防控，

理念融入养殖环节中，倒逼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用新

很有可能导致 ASF 疫情“卷土重来”。恢复生猪

的理念、新的手段、新的装备去改进和升级养殖环

生产和发展现代畜禽养殖业，都应以“清小散、强

境设施，缩小与发达国家养殖业的硬件差距。

规上”为指导思想，鼓励企业发展规模化养殖，减

4.1.2

现阶段，我国

少不符合环保要求、生物安全条件差的中小企业和

环境承载能力已不堪重负，难以继续承载高消耗、

散养户，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在发

粗放型的发展模式。目前的环保政策和畜禽养殖“三

展有更高安全保障的规模养殖和绿色化、集约化养

区”划分，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殖上下功夫。

的具体抓手，有利于改善城乡环境质量、净化整体

4.2.3

养殖环境。特别是现阶段 ASF 疫情未完全根除，

式

也为防止疫情再次蔓延、开展联防联控夯实环境基

调运模式短期内难以改变。一是可引导相关企业研

础。尽管我国当前猪肉市场供应缺口大，但在鼓励

发可监管、全封闭、易消毒的动物活体调运设备车

增养补栏的过程中，不能放松对环保的要求，要处

辆，探索更加安全可靠的动物活体调运模式和设备，

理好短期和长远的关系，以更加严格的环保政策为

提高动物活体在运输过程中的卫生安全保障；二是

约束。

可引导整个畜禽养殖行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探索

4.1.3

制定更为严格的环保政策

加强基层防疫机构队伍建设

加大发展规模化养殖力度

目前我国生猪

引导市场借此契机发展行业新设备、新模

受养猪总体布局影响，我国生猪跨区域长距离

西班牙的流

生产、屠宰、加工、冷冻、储运全链条营销模式，

动兽医临床团队网络体系在其根除计划中发挥了难

减少活禽畜在运输过程中的交叉感染，通过技术升

以替代的作用，这也是我国现阶段的薄弱环节。动

级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

物疫情的应对，要以预防为主，把工作做在前端，

4.2.4

同时在政策和财政层面提供保障，通过增加动物防

免疫状态下防控 ASF 的生物安全管理模式。着力

疫队伍人员编制和岗位设置，提高基层防疫人员的

加强生猪产业全链条生物安全管控，提高生猪养殖、

待遇，加强防疫队伍技术培训和廉洁自律建设，着

屠宰、加工等环节生物安全整体防控水平，构筑生

力提升基层防疫人员的综合素质、业务水平，确保

猪产业生物安全屏障；二是大范围开展技术培训。

重大动物疫情的防控质量。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联合动物疫病防控部门，

4.2

对养殖企业的兽医主管、技术主管和散养户开展详

4.2.1

通过合理引导促进畜禽养殖业提质增效
增加猪肉替代品供应

受生猪存栏量和能

充分发挥部门联动作用

一是探索建立非

细的生物安全培训，让养殖者充分掌握切断、阻隔、

繁母猪存栏量减少影响，猪肉供应量短期内难以恢

洗消、稀释等防治方式，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切断

复。应多措并举提高禽肉禽蛋、牛羊肉等替代畜产

或减少病毒接触易感动物；三是打造全产业链追溯

品的生产供应，多渠道扩大替代品进口，丰富老百

系统。目前，农业、工商、商务部门均为环节追溯，

姓的“菜篮子”。短期来看有效减少对猪肉蛋白的

无法实现所有追溯信息的共用共享，要进一步打造

消费依赖，应优先考虑养殖周期短的鸡蛋和禽肉，

畜禽养殖业的全产业链追溯机制，增加追溯宽度、

长期来看也可将水产品作为替代产品，可在一定程

深度、准确度，实现养殖、屠宰、流通各环节的数

度上缓解猪肉供应偏紧局面。

据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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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探索重大疫情补偿专项基金运作机制

巴

主管部门人员失职渎职和从业人员违法违规现象仍

西、西班牙等较快根除 ASF 的国家，都与合理的

有发生。在不定期派出各级督查组进行监察、核查、

补贴政策有密切关系。而俄罗斯由于补偿不到位，

督导的同时，增强公共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和检查

造成农场主不配合政府，隐瞒疫情和处置情况，增

哨卡执法能力，拓宽媒体监督和单位、个人举报渠

加了防控难度。唯有及时、足额补偿养殖企业和养

道，增强执纪问责的力度，坚决打击瞒报漏报、扩

殖户因疫情暴发造成的损失，帮助其尽快恢复生产，

散疫情骗补、屠宰和贩运病死禽畜的行为，多管齐

才能防止养殖户因疫情致贫、返贫，同时也能避免

下确保动物防疫责任落实。

知情不报导致疫情扩散。建议国家层面探索重大疫
情补偿专项基金机制，由国家、保险公司、养殖企
业或养殖户共同出资，解决生产主体的后顾之忧。
4.3
4.3.1

通过细化管理保障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
缩小疫区及无疫区划定范围

我国 ASF 无

疫区标准尚未出台，目前规划无疫区以省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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