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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随着近年环保政策对生猪产业发展的约束、南方水网地区生猪“禁 - 限 - 适”养区的划

定、生猪市场周期性波动以及非洲猪瘟等疫情风险多重因素的影响，基于监管部门保障生猪养殖供应端视角，
监管部门如何完善生猪供应体系确保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猪供应稳定的决策提供参考。【方法】从监管部门
保障生猪养殖供应端视角出发，通过对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不同生猪供应体系现状以及数据、资料等进
行归类和比较等，对大湾区城市不同生猪供应体系进行梳理分析。【结果】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生猪供
应体系目前主要存在 3 个类别，在当前国内生猪产业发展的背景下，都面临着供应稳定性不强、受到非洲猪瘟
等疫情风险影响大等问题。【结论】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生猪供应体系面临的问题，需从稳定供应、强
化质量安全等视角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生猪供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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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estri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ig industry, the delineation of "forbidden, restricted and suitable" breeding areas for live pigs in
Southern Water Network Area, the cyclical fluctuation of live pig market and the influence of many epidemic risk factors
such as African swine fever, etc.,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uaranteeing the supply-side of live pig breeding, the study
will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to improve the live pig supply system to ensure pig supply stabilit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Metho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feguarding
the supply end of pig bree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data and information of different pig supply system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was classified and compared and different live pig supply
systems in this area was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Result】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main categories of pig supply
system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it is faced with such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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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ak supply stability and great influence of epidemic risks such as African swine fever. 【Conclusion】In view of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live pig supply system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ive pig supply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abilizing supply, strengthening quality and
safety and so on.
Key words：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African swine fever; pig; supply
system; fixed-point supply

【研究意义】广东是我国主要的生猪生产大
省、消费大省以及供港澳活猪的唯一出口和重要
基地，近年生猪出栏量保持在年均 3 500 多万头，
但其仍需从外省调入生猪近 2 000 万头［1］，才能
基本满足广东省对猪肉的各类消费需求。但随着
国内生猪养殖区域转移和升级的需要、非洲猪瘟
等疫情风险以及环保规制等叠加因素的影响，广
东省近年生猪出栏总量在逐渐减少，而作为国内
主要猪肉消费区，2017 年广东常住居民人均猪
肉消费量为 29.07 kg（数据来源于 2018 年《广东
省统计年鉴》）。因此，当前现状一方面突出了
生猪的稳定供应在广东省整个农产品供应体系中
占据着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广东省需进
一步加大从外省调入生猪数量或增加猪肉的进口
量，以保证广东省的生猪供需关系稳定和内地供
港澳活猪的积极性和安全性等。位于泛珠三角区
域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规划、合作等议
题成为众多学者关注或研究对象［2］，而农产品作
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居民基础的日常消费品，
其稳定供应及安全可靠等问题也成为各界关注的
焦点，其中肉类消费特别是猪肉消费作为居民主
要肉类消费选择，其稳定供应等问题是管理部门、
居民关注和学者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农产品
供应不可忽视的板块。针对近期非洲猪瘟等疫情
风险的出现，一方面冲击着国内生猪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更直接导致了国内及区域的生猪调运暂
停和城市供应偏紧，特别是依靠已被划为非洲猪
瘟疫区的区域进行生猪调入的城市，其生猪供应
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直接，而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群的生猪需求基本依靠区外调入来满足，其生
猪供应稳定显得尤为重要。【前人研究进展】当
前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研究主要集中人口
流通、产业合作、资源流通、科技交流合作等领
域［3-7］，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融合发展问
题，并为其各方面的融合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建议，
在农产品供应体系方面相对较少，主要通过农产
品供应主体或基地的视角，探讨如何保障城市或

供港澳地区农产品的质量及其做法经验总结等［8］，
特别是生猪供应体系方面，虽然对生猪产业发展
影响研究已取得不少的研究成果，但随着近年国
内生猪产业调整，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生猪产业
和供给体系等领域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研究相对
较少。【本研究切入点】监管部门保障生猪养殖
供应端视角，对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生猪
供应体系进行梳理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意义所在。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旨在基于目前国内生猪产
业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机遇的背景下，对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的生猪供应体系进行梳理，分析其影
响因素以及对策建议，为进一步完善生猪供应体
系提供决策参考。

1

粤港澳大湾区生猪供应体系现状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生猪总出栏量、
猪肉总产量以及各大城市的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
量基本呈逐年较大幅度下降趋势（表 1、表 2），
其中广州、东莞、佛山等城市生猪出栏量下降趋
势显著。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猪出栏
量为 1 134.65 万头、猪肉产量 85.25 万 t，分别较
上年减少 75.95 万头、5.60 万 t。据估算，目前仅
广州和深圳两市的生猪消费总量合计 1 400 万
~2 000 万头，因此，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的生猪总出栏量不能满足广州和深圳两市的
生猪消费量。另外，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的常住总人口约 6 957.16 万人（表 3）并且处
于持续性增长期，庞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猪肉
消费的巨大需求量，以人均猪肉消费量 29.07 kg
估算，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猪肉消费总
量约 202.24 万 t（不含加工猪肉消费量等），而
2017 年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的 猪 肉 总 产 量 仅 为 85.25
万 t，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生猪供应难
以靠自给满足其需求，需要通过外调生猪或进
口冻猪肉等方式弥补各环节的猪肉消费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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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4—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生猪出栏量（万头）
Table 1 Number of live pig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4 to 2017（104 head）
年份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惠州

东莞

中山

江门

肇庆

Year

Guangzhou

Shenzhen

Zhuhai

Foshan

Huizhou

Dongguan

Zhongshan

Jiangmen

Zhaoqing

合计
Total

2014

151.35

6.97

62.36

155.77

193.86

20.82

33.56

296.26

427.85

1348.80

2015

111.20

5.15

51.44

153.65

189.71

13.66

30.12

300.73

418.83

1274.48

2016

96.99

2.90

46.23

143.64

183.88

11.49

25.51

292.90

407.05

1210.60

2017

86.15

6.69

48.21

129.51

201.00

8.39

24.59

239.34

390.77

1134.65

   注：因港澳地区生猪出栏量少且其生猪供应基本由内地供应，此表暂不统计；数据来源于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Note: Due to the small amount of live pig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he live pigs is basically supplied by the mainland, it is not counted in this table
temporarily;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s of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表 2 2014—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猪肉产量（万 t）
Table 2 Pork produc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4 to 2017（104 tons）
年份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惠州

东莞

中山

江门

肇庆

Year

Guangzhou

Shenzhen

Zhuhai

Foshan

Huizhou

Dongguan

Zhongshan

Jiangmen

Zhaoqing

合计

2014

11.34

0.47

4.54

11.46

14.62

1.48

2.34

21.66

32.21

100.13

2015

8.33

0.36

3.97

11.28

14.35

0.99

2.11

22.04

31.61

95.03

2016

7.27

0.26

3.73

10.88

13.94

0.83

1.76

21.52

30.66

90.85

2017

6.45

0.48

3.84

10.65

14.80

-

1.69

17.60

29.74

85.25

Total

   注：因港澳地区猪肉少且其生猪供应基本由内地供应和依赖进口猪肉，此表暂不统计；数据来源于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Note: Due to the lack of pork in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he pork is basically supplied from the mainland and imported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data of Hong
Kong and Macao were not recorded in this tabl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statistical yearbooks of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表 3 2014—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人口数量（万人）
Table 3 Popula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4 to 2017 (104persons）
城市 City

2014

2015

2016

2017

广州 Guangzhou

1308.05

1350.11

1404.35

1449.84

深圳 Shenzhen

1077.89

1137.87

1190.84

1252.83

东莞 Dongguan

834.31

825.41

826.14

834.25

珠海 Zhuhai

161.42

163.41

167.53

176.54

佛山 Foshan

735.06

743.06

746.27

765.67

中山 Zhongshan

319.27

320.96

323.00

326.00

惠州 Huizhou

472.66

475.55

477.50

477.70

江门 Jiangmen

451.14

451.95

454.40

456.17

肇庆 Zhaoqing

403.58

405.96

408.46

411.54

香港 Hong Kong

725.29

730.97

737.71

741.31

63.62

64.68

64.49

65.31

6552.29

6669.93

6800.69

6957.16

澳门 Macao
合计 Total

   注：内地的城市人口数据为年末常住人口，香港的人口数据为年底
居住人口，澳门人口数据为年终人口；数据来源于各地区统计年鉴。
   Note: The urban population data of the mainland are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population data of Hong Kong are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population data of Macao are the year-end
population; the data source: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each region.

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猪及产品难以通过
自给方式满足其需求且供需缺口较大的情况下，就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生猪供应体系如何实现保证
本城市生猪供需稳定的目标，本文进行了梳理和分
析。目前，根据政府监管特征和市场关系等因素，
可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生猪供应体系大致分为
以下 3 类：第一类，基本靠通过外调生猪及其产
品供应满足本区域居民日常的猪肉消费需求，并
且这些城市的生猪供应体系基本由相关监管部门
制定管理办法，确保定点生猪供应能力满足本区
域的消费需求，该部分城市主要有广州、深圳和
东莞；第二类，具有一定生猪自给能力，同时存
在生猪外调入本地屠宰场，完成屠宰加工等环节，
通过调肉的方式向周边批发等市场供应猪肉产品，
这类城市主要有佛山、中山、珠海、肇庆、惠州和
江门等；第三类，港澳地区，其活猪供应基本靠内
地进行配额制管理方式，确保港澳地区居民的猪
肉供应稳定。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除港
澳地区为单向流动）生猪供应体系基本存在着两
两城市之间的生猪双向流动的情况。
1.1 广州、深圳和东莞的生猪供应体系
广州、深圳、东莞作为大湾区中广东 9 市城
市化水平最高的 3 个城市，在生猪自给率方面却
最低。广州、深圳、东莞三市面对猪肉消费量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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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如此之大的状况，如何保障其居民的猪肉消费
需求？目前，广州、深圳和东莞在整体上保证生
猪供应的制度大致相同，均纳入城市“菜篮子”
工程［9］，与省内外的生猪养殖场实行定点产销区

联结供应机制（图 1），实现与城市“菜篮子”
产品销售网络相对接，形成优质稳定的农产品供
城市基地网络，以提升生猪供应市场的调控能力。
这类定点生猪供应体系的特征主要包括：一

农业主管部门
The competent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动态认定
Dynamic
identification

委托监管
Entrusted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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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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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生猪养殖基地所在地的管理部门
Management deparments of designated
pig breeding base

图 1 广州、深圳和东莞的定点生猪供应机制
Fig. 1 A sketch of pig supply mechanism in Guangzhou, Shenzhen and Dongguan

是实行的区域外生猪定点产销区联结供应机制，
在管理层面由该市农业管理部门牵头发改委、商
务等部门制定具体的定点生猪供给养殖基地建
设、认定标准、管理和退出等制度，在执行层面
存在细微差异；二是要求定点生猪养殖基地所在
地的管理部门进行“委托”式监管，实行双保险
共监管模式，保证定点生猪养殖基地所供应的生
猪符合该市对生猪供应质量要求；三是基本都鼓
励或要求实行“双定点”供需对接模式，即要求
“定点生猪供应基地所供应的生猪”必须要该市
“定点的生猪屠宰场（企业）”进行屠宰、加工，
以保证在流通环节定点生猪供应基地所供应的生
猪安全卫生、方便管理和供需关系稳定。例如，
东莞通过实行区域外生猪定点产销区联结供应机
制［10］，保证东莞猪肉终端市场的供应稳定，目
前东莞市已经共认定了 657 家供莞生猪基地，主
要分布在广东粤东西北地区、湖南、广西等区域
（表 4），使其生猪供应能力达 1 200 多万头［11］。
1.2 佛山、中山、珠海、肇庆、惠州和江门的生
猪供应体系
相对于广州、深圳、东莞 3 市而言，佛山、中山、
珠海、肇庆、惠州和江门 6 市生猪有一定自给能力，
能够满足部分消费需求。其中，肇庆、江门和惠州
市基本可以实现自给，并实现部分生猪外调，是广

表 4 主要供莞生猪定点养殖场分布
Table 4 Distribution area of main pig farms in Dongguan
区域

供莞生猪定点养殖场分布 Distribution of designated breeding
farms supplying pigs to Dongguan

Area
广东

惠州市、韶关市、汕尾市、清远市、阳江市、云浮市、河源

Guangdong

市、湛江市、肇庆市、中山市、茂名市、佛山市、梅州市、

福建 Fujian
湖南 Hunan

江门市、揭阳市、广州市
龙岩市
娄底市、邵阳市、湘潭市、岳阳市、永州市、株洲市、常德

江西 Jiangxi
贵州 Guizhou
云南 Yunnan
广西 Guangxi

市、长沙市、郴州市、衡阳市
宜春市、南昌市、赣州市、吉安市
铜仁地区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梧州市、玉林市、南宁市

   注：资料来源于东莞市农业局官网公布资料整理而得。
   Note: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information published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by the Bureau of Agriculture of Dongguan Municipality.

州、深圳、东莞和港澳等地区的重要生猪供应基地，
如惠州市 2017 年向香港地区供应活猪 14.4 万头、
冰鲜冷冻猪肉 0.7 万 t。但这 6 市整体上还存在生
猪供不应求的局面，如 2017 年佛山市生猪出栏量
129.51 万头，而同期定点生猪屠宰量达 557.57 万
头；珠海市生猪整体供应中也存在 60% 的生猪需
从外地调入，年调入生猪量达到 70 万头［12］。
因此，当前佛山、中山、珠海、肇庆、惠州
和江门的生猪供应体系，基本可以通过消化本地
养殖的部分生猪，实现局部区域的自给供应，同
时因市场价差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区域也存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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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港澳地区的生猪需求基本由内地供
应，主要由国内相关部门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
根据港澳市场规模、容量和内地供应资源布局，
通过实行年度配额制管理方式保证港澳活猪供应
稳定，如 2018、2019 年的配额分别为 187.76 万
头、182.40 万头（表 5）。广东、河南、江西、
湖北、湖南和浙江作为供港澳活猪的重要来源（图
2），占比高达 89.58%，其中广东出口配额占比
达 35.61%，2016、2017 年内地安排供港活猪数
量均为 173 万头，同期生猪屠宰量分别为 152.73
万头和 155.87 万头（图 3），因此通过配额制有
表 5 2016—2019 年供港澳活猪配额分配方案（万头）
Table 5 Allocation quota of live pigs supplied to Hong Kong
and Macao from 2016 to 2019（104 heads）
年份 Year

香港 Hong Kong

澳门 Macao

合计 Total

2016

173.00

15.24

188.24

2017

173.00

15.24

188.24

2018

172.74

15.02

187.76

2019

167.40

15.00

182.40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商务部官网公布数据，并整理而得。
   Note：Data sources: the data published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力地保障了港澳市场的日常生猪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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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 年内地供港澳活猪出口配额主要来源地
Fig. 2 Main sources of mainland export quota for live pigs
supplied to Hong Kong and Macao in 2018
香港活猪屠宰量和内地供港配额量（万头）
Live pig slaughter and mainland supply quota
in HongKong （104 heads）

地养殖的生猪外调到广州、深圳、东莞等市场和
周边省市生猪调入的现象，既成为这些区域生猪
供应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成为大湾区的广州、
东莞、深圳及港澳等地区的活猪、猪肉重要来源
地。此外，虽然佛山人口规模大，但该市部分地
区存在较大规模的生猪养殖场，具有一定生猪自
供能力，并且目前佛山市定点生猪供应的养殖场
主要在市内和肇庆市，数量不多，而外调入生猪
主要通过市场行为来满足本市的屠宰消费，同时
随着近两年环保政策压缩佛山市的生猪养殖空间
和规模，生猪养殖量受到较大冲击，因此监管部
门基于保障居民消费需求的角度，目前也逐步开
始在周边省市建立定点生猪供应基地。
随着生猪产业政策变动，部分生猪产能从这
些城市退出或转移，造成生猪自给能力逐渐下降。
广东省生猪养殖大市惠州、江门和肇庆等都已提
出生猪存栏、出栏量调减、控养计划，如惠州市
要求未来生猪出栏量控制为 2018 年 198 万头、
2019 年 191 万头、2020 年 180 万头；江门市则明
确要求将全市生猪养殖以 2017 年出栏 357 万头为
基数进行压减，2018 年底存栏量控制在 100 万头
以内。因此，这些城市的相关部门也开始逐步建
立稳定的定点生猪供应体系，确保本城市的生猪
供应稳定和质量安全可靠［13］。
1.3 港澳地区的生猪供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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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量 Slaughtering capacity
173

配额量 Quota
173

170
165
160
155

152.73

155.87

150
145
140

图3

2016

2017

2016—2017 年香港地区生猪屠宰量和
内地供港活猪配额
Fig. 3 Slaughtering amount of live pigs in Hong Kong and
quota for live pigs supplied to Hong Kong
by the mainland from 2016 to 2017

内地供港澳活猪的体系运行相对标准化，主
要得益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等
主体的高度重视，给予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来保
障供港澳活猪充足稳定的供应［14］。
针对内地供港澳地区的活猪体系（图 4），
在各环节都做出了标准化的管理要求：首先，在
供港澳生猪养殖基地环节，实行严格的动态备案
监管制度和标准化生猪养殖流程，并且活猪供应
区域相对固定，从源头上保证了生猪供应的质量；
其次，在贸易流通环节，对经营供港澳活畜禽企
业实行审批制，在销售港澳市场活猪实行代理制，
以此保证供港澳活猪的质量和可追溯；第三，内
地供港澳活猪体系是相对封闭独立运行的农产品
供应系统，并且在整个供应系统中，供港澳活猪
的养殖过程、运输流通等环节都由内地和港澳的
双重全流程监管，并明确界定了政府和企业在各
个环节的分工合作，全流程“政府（机构监管）—
企业（市场经营）”双轨并行模式，为港澳市场
提供优质、适量、均衡、应时的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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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生产档案等
Providing production files, etc.

港澳食物安全监管机构
Hong Kong and Macao Food Safety Regulatory
Authority

内地检验检疫等监管机构
Supervision Institution-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Authority etc. in Mainland

申请基地备案
Recorded by Application Base

提供信息
Providing information

进口管制、食品检验
Import control,
food inspection

批准备案档案、核实、产品抽验
Approval record file verification,
product sampling inspection
供港澳生猪养殖基地
Live Pig Breeding Base for Hong
Kong and Macao

供货合同
Supply
contract

具有供港澳活畜禽经营权的企业
Enterprises with the right to operate livestock and
poultry in Hong Kong and Macao

供货合同
Supply
contract

供港澳活猪业务代理行
Live Pig Business Agency for
Hong Kong and Macao

供货合同
Supply
contract

生产计划、供货协议
Production Planning, Supply Agreement

动态管理配额制
Dynamic Management Quota System

定点屠房
Designated
slaughterhouse

消费市场
consumption market
商务、海关等主管部门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s of the commerce and Customs

图 4 内地供港澳地区的活猪机制
Fig. 4 Mechanism of live pig supplied from the mainland to Hong Kong and Macao

2 粤港澳大湾区生猪供应体系面临的问题
2.1

生猪产业政策变动影响

随着国内生猪养殖政策的变动，对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的生猪供应体系造成较大的影响。其
中最大的政策冲击来自环保政策的实施，根据中
央环保政策的要求，地方管理部门都在短期内制
定了详细的生猪“禁 - 限 - 适”养殖区划分的工
作执行方案。例如，广东省及其周边省份等都根
据各区域的环境承载能力，提出了具体的生猪调
整及控养的具体工作目标，并且都要求在规定时
限内，明确以生猪存栏等指标为主进行养殖控量，
倒逼养殖主体根据其养殖场所处区域，进行养殖
退出、转移、减量及完善粪污处理设备的配套等
工作。为此，许多地方管理部门纷纷出台相关政
策，在环保政策规范生猪养殖业的基础上，进一
步要求其区域生猪产业发展进行转型升级［15］，
引导生猪产业往绿色环保方向发展［16］。生猪产
业的引导、支持政策的落实加快了其规范发展的
进程，同时也给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生猪供应
体系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这是由于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现运行的生猪供应体系主要建立周边省市
生猪养殖体系的基础上，特别是生猪需求基本靠
周边省市定点生猪养殖基地供应来满足珠三角城
市群和港澳地区，周边省市生猪养殖体系的调整，
定点生猪供应基地面临的政策调整风险，直接关
系着这些城市的生猪供应稳定和质量安全。
2.2 生猪市场波动影响
生猪市场波动是目前影响我国生猪市场供需

稳定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每一次周期性的生猪价
格波动，都预示着一次大规模的生猪产能调整，
致使国内或区域内生猪供需关系长期处于较大的
波动范围内，一方面极易造成生猪养殖端的养殖
主体根据行情、获利空间等变化，调整自身的生
猪养殖规模、加大或减缓出栏计划或者是否退出
养殖行列等行为；另一方面受到影响的主体则为
消费群体（消费者、屠企、加工企业），由于生
猪市场波动现象的存在以及难以监控预测等因
素，在生猪供应端受影响的基础上，直接导致猪
肉消费端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使终端消费市场
面临恐慌性消费或屠企压价等现象，而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作为南方地区生猪消费的核心区和处
于生猪产业链的屠宰加工环节、鲜肉环节；并且
其当前运行的生猪供应体系为单一的“双定点”
供需对接模式，在生猪市场波动风险频现下，生
猪定点供应基地的供应数量、供应能力的波动，
都影响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生猪供应体系的
稳定运行。
2.3 生猪行业疫情风险影响
当前随着非洲猪瘟等疫情在国内蔓延，严重
危害着国内生猪产业的发展［17］，既对生猪产业
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调整有着重大的影响，也造成
区域内短期性的生猪供需失衡的局面出现，特别
是猪肉的主要消费区域。根据国家对非洲猪瘟等疫
情的防控工作规定，针对疫情爆发区，活猪跨区域
调运是禁止的，因此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而言，
目前非洲猪瘟疫情的风险对其生猪供应的影响是具
有直接性，同时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现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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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供应体系主要以活猪调运为主，其生猪外调的区
域主要为广西、湖南、江西、贵州等地，但当前这
些区域目前都已爆发了非洲猪瘟疫情，无法以活猪
形式调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消费圈内，特别是 2018
年底广东省接连爆发多起非洲猪瘟疫情，对粤港
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生猪供应影响更为明显。根据疫
情防控规定，省内市际间活猪调运也按规定执行明
令禁止，由此出现了珠三角城市群的部分屠宰企业
无活猪可宰的现象，短期内猪肉消费终端出现紧张
供应的局面。港澳地区因其特殊性，活猪调运整体
上并未受太大影响，但也因疫情爆发的影响，在调
运区域、数量、线路上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以
保证对其活猪的稳定供应。

3 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生猪供应体系的对
策建议
3.1

供应稳定视角

针对猪肉消费供应来源主要由区域外调入来
满足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消费区，建立稳定的
生猪供应体系是第一要义。因此，首先，整体上
需针对本区域内的生猪供应体系面临的风险进行
梳理分析，并对潜在的风险、问题等做好一一对
应的应急预案，以期降低突发性事件或风险对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猪肉消费市场的影响。其次，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单一生猪供应模式的弊
端，相关部门应该通过调研，探讨建立适合本城
市的多元化生猪供应模式，防止单一的生猪供应
模式难以应对多重风险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
猪供应体系的冲击，如调肉、动态冻肉储备与调
猪相结合多种生猪供应体系搭建，满足终端消费
和加工端对生猪的需求。同时，对于已建立定点
生猪供应体系的城市群，需进一步优化定点供应
生猪养殖基地的区域空间结构布局［18］，以提高
生猪供应体系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最后，借助
目前大数据技术等方式，构建科学的市场信息预
警机制，对生猪市场供求数据进行动态管理［19-20］，
保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生猪供应稳定。
3.2 食品安全视角
生猪供应稳定是保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居
民猪肉消费的基本要求，而保证供应高质量、安
全可靠的猪肉则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猪供应
体系的核心。虽然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生猪供应
稳定成为保障农产品供应重要的任务，但仍需继续
确保所供应的生猪质量是安全可靠的，因此在生猪
定点供应或市场自由调入供应方面，监管部门必须
继续完善生猪养殖、流通屠宰加工、进口等全流程

的监控制度，确保生猪供应质量安全是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群的生猪供应体系存在的底线。另一方面，
也需继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供应猪肉的可追
溯制度，双保险确保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供应的猪
肉质量安全可靠。此外，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所
供应的生猪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主体实行“一票否
决”的清单制度，长期限制其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供应各类生猪产品，以此确保各类途径供应粤港
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猪肉产品质量安全可靠。针对目
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也是国内猪肉及副产品进
口的主要目的地，相关部门应继续加强进口的猪
肉产品的抽检、监管以及杜绝不安全的猪肉产品
通过走私途径进入市场。
3.3 合作视角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间的全方面、多方
位融合发展，也可在农产品供应体系特别是生猪
供应体系方面，探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
猪供应体系的合作模式，确保区域内的生猪供应
稳定和质量安全可靠。一是基于目前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群都基本建立了定点式的产销对接模式的
基础上，各方管理部门通过沟通协调，实行定点
供应的生猪养殖基地相互认证制度、流通规范制
度和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多方监控，保障供应能
力的稳定和生猪产品质量的安全可靠。二是基于
当前大湾区各城市已建立生猪供应体系，在强化
管理部门的监管功能的同时，积极与相关生猪产
品供应企业进行合作，建立稳定的市场合作供应
制度，提高生猪供应的质量和数量，为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提供丰富优质的生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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