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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GS-2022-006 

梅州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梅市农农„2022‟26 号   

 

 
梅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梅州市生猪 

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生猪产能

调控实施方案（暂行）‡的通知‣（粤农农规„2022‟1 号），

更好发挥生猪产能政策调控作用，稳固生猪基础产能，有效防止

生猪产能大幅波动，提升猪肉供应安全保障能力，我局制定了•梅

州市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总体要求     

以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为核心调控指标，坚持预警为主、

调控兜底、及时介入、精准施策的原则，落实生猪稳产保供“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逐级压实责任，细化“三

抓两保”（抓产销大市、抓养殖大县、抓养殖大场，保能繁母猪 



 - 2 - 

存栏量底线、保规模猪场（户）数量底线）任务，分级建立生猪

产能调控基地，构建上下联动、响应及时的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

机制，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升猪肉供应安全保障

能力。“十四五”期间，全市能繁母猪保有量稳定在 11.5 万头

左右，最低保有量不低于 10.35万头，规模猪场（户）保有量不

低于 220 户，生猪自给率保持在 70%以上。 

二、调控能繁母猪存栏量 

（一）下达能繁母猪保有量 

依据•梅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 2020-2021 年生猪稳产保

供任务目标的通知‣（梅市农农字„2020‟64号）下达各县（市、

区）2021 年生猪存栏目标占全市目标的比例，以及统计部门公

布的各县（市、区）2020 年年末能繁母猪存栏量占全市能繁母

猪的比例，在保持生猪稳产保供任务目标连贯性的基础上，结合

各县（市、区）生猪生产恢复实际情况，按照上述两个指标分别

占 50%的权重，采用因素法将省下达我市的能繁母猪存栏量调控

目标，分解下达到各县（市、区），能繁母猪最低保有量以能繁

母猪保有量的 90%确定（见附件）。 

我市为生猪主销区，生猪自给率要保持 70%以上，随着“调

猪向运肉”转型升级不断推进，生猪跨省调运将逐步减少，猪肉

供应面临较大考验，各县（市、区）要加快推进生猪产业现代化

建设，发展高质量生猪养殖产能。市农业农村局将根据各县（市、

区）生猪产业发展趋势以及生产供应形势等情况，适时优化调整

各县（市、区）能繁母猪保有量及最低保有量，促进生猪产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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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健康发展。 

各县（市、区）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以国家统计局梅州调查

队的季度数据为基数，根据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平台

监测的数据测算得出。 

（二）保持能繁母猪合理存栏水平 

按照我市生猪产能调控的要求，将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动情况

划分为绿色、黄色和红色 3个区域，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 

1.绿色区域：产能正常波动。全市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处于

保有量的 95%—105%区间（含 95%和 105%两个临界值）。以市场

调节为主，不需要启动调控措施。保持监测预警工作常态化，定

期发布监测动态信息。 

2.黄色区域：产能大幅波动。全市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处于

保有量的 90%—95%或 105%—110%区间（含 90%和 110%两个临界

值）。启动相应调控措施，与市场调节共同作用，促使能繁母猪

存栏量回归到正常区间。 

情形一：全市能繁母猪存栏量大幅减少。能繁母猪月度存栏

量处于保有量的 90%—95%区间（含 90%的临界值）时：一是加强

监测预警。强化能繁母猪存栏量监测调度，及时发布生产、屠宰、

市场各环节监测动态信息，引导市场预期，适时增加能繁母猪存

栏量。二是启动增加产能调节机制。各级引导和督促生猪产能调

控基地，减缓淘汰能繁母猪、增加补栏等措施，稳定和增加产能。

三是向产能降幅较大的县级人民政府发预警函。市农业农村局视

情况向能繁母猪存栏量降幅较大的县级人民政府发预警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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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促使能繁母猪存栏量增加至合理水平。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 

情形二：全市能繁母猪存栏量大幅增加。能繁母猪月度存栏

量处于保有量的 105%—110%区间（含 110%的临界值）时：一是

加强监测预警。强化能繁母猪存栏量监测调度，及时发布生产、

屠宰、市场各环节监测动态信息，引导市场预期，适度减少能繁

母猪存栏量。二是启动减少产能调节机制。各级引导和督促生猪

产能调控基地，采取延迟能繁母猪补栏、加快淘汰低产母猪等措

施，压减生猪产能，使其下降至合理水平。 

3.红色区域：产能过度波动。全市能繁母猪存栏量低于正常

存栏量的 90%或高于正常存栏量的 110%。强化相关调控措施，促

使能繁母猪存栏量回归到正常存栏水平。 

情形一：全市能繁母猪存栏量过度减少。能繁母猪存栏量低

于正常存栏量的 90%（最低保有量）时：加强增加产能引导，各

级采取财政、信贷、保险等支持政策措施，遏制产能下滑势头，

恢复和增加能繁母猪存栏量。市农业农村局向能繁母猪存栏量低

于最低保有量且未采取调控措施或调控不力的县级人民政府发

预警函，督促落实相关支持政策措施。 

情形二：全市能繁母猪存栏量过度增加。能繁母猪月度存栏

量高于保有量的 110%时：加强压减产能引导，指导养殖场（户）

优化生猪产能结构，及时淘汰低产能繁母猪。 

（三）其他异常情况调控 

全市能繁母猪存栏量在保有量的合理区间波动，但种猪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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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新生仔猪数量或生猪存栏量出现异常减少等情况时，各县

（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及时研究，采取相关措

施，必要时制定临时性政策措施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报

市农业农村局备案。 

三、调控生猪规模养殖产能 

（一）下达规模猪场（户）保有量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要求，各县（市、区）要将本辖区内现有

年出栏 5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户），全数进行备案。市农业农

村局按照各县（市、区）2021 年 9 月在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联

直报信息平台上报送的在产规模猪场（户）占全市在产规模猪场

（户）的比例，采用因素法将省下达我市的规模猪场（户）保有

量目标，分解下达到各县（市、区）（见附件）。 

（二）分级建立产能调控基地 

各县（市、区）要依托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平台，

对规模猪场（户）数量进行动态监测，重点监测其生产经营变化

情况。 

1.建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对年设计出栏 1万头以上

的规模猪场（户）和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且用地、生态环境保

护、动物防疫等手续完备，自愿申请加入并通过省农业农村厅审

核的，报请农业农村部批准后挂牌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挂

牌猪场每月要及时准确报送存栏、出栏等生猪生产信息，并按照

要求配合开展产能调控工作，同时依法优先享受相关生猪生产支

持政策。 



 - 6 - 

2.建立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对年出栏 5000-9999 头或能

繁母猪存栏 30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以及广东省现代化美丽

牧场（生猪）、省级以上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生猪）、省级

以上生猪核心育种场（简称“三场”），且用地、生态环境保护、

动物防疫等手续完备，自愿申请加入并通过市农业农村局审核

的，报请省农业农村厅批准后挂牌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其中

各项手续完备的“三场”经自愿申请可直接挂牌省级生猪产能调

控基地，如符合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有关要求且通过省农业

农村厅审核的，可同时报请农业农村部批准挂牌国家级生猪产能

调控基地。市农业农村局指导各县（市、区）将于 2022 年 3 月

底前，组织完成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挂牌工作，此后每年 3月

底前完成上一年度新增基地挂牌和退出基地摘牌。 

四、支持政策 

（一）维护养殖生产稳定。各县（市、区）要加强政策服务，

保持规模猪场（户）数量总体稳定，不得违法建设、拆除和擅自

改变养殖用途。确需拆除的，要优化养殖用地选址，安排养殖用

地支持其异地重建，并给予合理经济补偿。要严格监督管理，落

实养殖用地有关规定。规模猪场（户）自愿退出的，各县（市、

区）要根据减少的能繁母猪产能情况，鼓励、支持其他市场主体

新建或改扩建相应产能的规模猪场（户），确保生猪产能总体稳

定。省级以上生猪产能调控基地确需拆除或关停的，应规划新增

或改扩建同等产能的调控基地，并向省农业农村厅报备。各县

（市、区）要将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建设情况及时报送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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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财政资金保障。各级要将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作为

稳产保供的中坚力量，每年统筹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畜牧业转型

升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相关项目资金，予以优先支持。当

市场波动、自然灾害或突发疫病等因素导致全市能繁母猪存栏量

大幅减少（低于保有量 95%）或生猪养殖连续严重亏损 3个月（含）

以上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统筹相关资金对挂牌的生猪产能调控

基地，按照在产产能规模给予一次性临时救助补贴。市财政通过

统筹涉农资金支持生猪稳产保供和产业转型升级，各县（市、区）

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统筹各级涉农资金安排生猪转型升级建设

项目或实施临时救助补助。 

（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各县（市、区）要对各级生猪产

能调控基地，在信贷投放、保险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重点倾斜。

要协调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稳定市场预期，扩大和增加对符合条

件的生猪养殖场（户）的信贷投放，对符合授信条件但暂时经营

困难的生猪养殖场（户）和屠宰加工企业，不得随意限贷、抽贷、

断贷。大力推广生猪活体抵押贷款、“真猪贷”、养殖圈舍、土

地经营权等银行创新产品落地实施，发挥“生猪保险+期货”、

生猪期货等金融衍生品风险保障功能。加强农业基金对生猪养殖

场的投资，积极辅导生猪产业经营主体上市融资、发债融资。深

入推进实施生猪养殖保险，实现养殖场（户）愿保尽保，简化赔

付流程，对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要及时足额理赔。 

（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各县（市、区）要围绕畜牧业“四

个转型”，积极推进畜禽养殖场升级改造，加快淘汰低水平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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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绿色养殖。持续开展标准化养

殖场和现代化美丽牧场示范创建活动。加快推动屠宰产业提质增

效，引导和支持大中型屠宰企业完善冷链设施，增强屠宰收储周

转能力。支持建设一批生猪跨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园，培育生

猪种业、养殖、屠宰加工、冷链配送配套发展的全产业链项目。

强化畜牧业宣传推介和促销工作，引导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延伸

产业链条，促进“优质优价”，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鼓励各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出台其他调控生猪产能的

政策措施。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督促指导。能繁母猪存栏量、规模猪场（户）保

有量指标被列入省对市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和“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考核，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督促指导。 

（二）保持政策稳定。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保持现

行有效的用地、环保、金融、交通运输等生猪产业长效性支持政

策不变，防止政策“急转弯、翻烧饼”，越是在生猪养猪场户困

难的时候，越要保持扶持政策的稳定性，千方百计帮助养殖场户

克服困难、渡过难关，避免养猪场户过度淘汰母猪，损害生猪基

础产能。 

（三）加强监测预警。市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发布生猪生产、

屠宰、市场各环节监测信息，向各县（市、区）反馈能繁母猪存

栏量和规模猪场（户）保有量等月度数据变化情况。要在人员、

经费和平台等方面，支持完善生猪生产和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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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强化监测数据采集、分析、形势会商和信息发布，及时、准

确掌握生产和供应情况，视情况启动相应政策措施。针对行业热

点和突发性事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并加强宣传报道，合理引导

市场预期。 

（四）做好技术指导。各县（市、区）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

作用，做好生猪生产供应形势分析研判，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加强

宣传，科学引导养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有序出栏。要组织

做好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养殖场（户）合理调整猪群结构，及时

淘汰低产母猪，顺势出栏肥猪，优化生猪产能。要继续做好非洲

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推

进科学健康养殖，加强成本控制和效益管理，努力提高生产效率，

促进节本提质增效。 

本实施方案自 2022 年 5 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 3年。 

 

附件：各县（市、区）能繁母猪和规模猪场（户）保有量调 

控目标 

 

 

 

梅州市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4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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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县（市、区）能繁母猪和规模猪场（户） 
保有量调控目标 

 

 

县别 

全县能繁母

猪保有量（万

头） 

全县能繁母

猪最低保有

量（万头） 

全县规模猪

场（户） 

保有量（个） 

备注 

梅江区 0.4038 0.3635 6 
1.省下达我市生猪产能

调控目标：“十四五”期间，

全市能繁母猪保有量稳定在

11.5万头左右，最低保有量不

低于 10.35 万头，规模猪场

（户）保有量不低于 220户。  

2.各县（市、区）能繁母

猪保有量目标=(各县（市、区）

2021 年生猪存栏目标占全市

目标的比例*50%+2020 年年末

统计部门公布的各县（市、区）

能繁母猪存栏量占全市能繁母

猪存栏量的比例 *50%)*11.5

（全市能繁母猪保有量目标)。 

3.各县（市、区）能繁母

猪最低保有量=各县（市、区）

能繁母猪保有量*90%。 

4.各县（市、区）规模猪

场（户）保有量=各县（市、区）

上报的实际在产规模猪场（户）

占全市实际在产规模猪场（户）

的比例 *220(全市规模猪场

（户）保有量目标)。 

梅县区 1.5021 1.3518 25 

兴宁市 2.7154 2.4439 44 

平远县 0.877 0.7893 31 

蕉岭县 0.7897 0.7107 16 

大埔县 0.8863 0.7977 20 

丰顺县 1.1816 1.0634 37 

五华县 3.1441 2.8297 41 

全市 

合计 
11.5 10.35 220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农业农村厅，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发展和改革局、

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商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林业局、生

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金融工作局，梅

州银保监分局。 

梅州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年 4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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