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2016年中国饲料行业投资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研究网

www.hjbaogao.com.cn

 

                              1 / 10

http://www.hjbaogao.com.cn


 

报告目录

【报告名称:】2012-2016年中国饲料行业投资分析报告

【报告格式:】纸质版/Word版

【交付方式:】特快专递/E-MAIL

【联系电话:】0874-8741951 18183595819

【联系电话:】龙先生

【中文版价格:】 Word版：6100元 纸质＋Word版:6300元

【简介】我国饲料行业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起步、成长。1980年，我国饲
料工业产量110万吨，1990年发展到3194万吨，十年平均年增长308万吨；
到2000年发展到7429万吨，十年平均年增长424万吨；到2009年发展到1.4
8亿吨，十年平均年增产量为822万吨，大大超过了前两个十年。饲料工
业总产值由1990年的207亿元，到2000年上升为1580亿元，再上升到2009
年的4266亿元。
    2011年我国饲料行业总体延续了近几年来饲料行业稳健的发展
趋势，产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达1.75亿吨；占全球饲料产量的2
0%。“十二五”期间，我国饲料工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动物性产品需求仍呈刚性增长，饲料工
业还有较大市场潜力；随着养殖业生产方式加快转变，尤其是标准化规
模养殖加速发展，饲料工业对养殖业的支撑地位将更加突出，产业拓展
的空间也更为广阔。
    “十二五”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式主要是:产业梯度转移由“产业
链整体式转移”取代“产业链分拆式转移”，“高端技术合作”取代“
低端产业转移”;产业由实转虚、由重变轻、由硬变软，现代服务业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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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区域经济竞争的主要焦点转变为产业的组织程度和组
织效率;国家及地方政府对产业的导向和规划，成为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
主要变量。“十二五”期间既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
期。在这个时期，重化工和低碳经济的矛盾会更加突出;同时，城市化进
程提速，也会促使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
 

【绿色通道】尊敬的客户，如果该报告目录不能满足你的需要，请您跟
我们的客服及时联系，我们会根据您的需要做出调整，以满足你的需求
。当您定购该报告之后，公司会进行最新的内容更新，确保信息与市场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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