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肉类供求

❖ 怎么理解一个产业？
❖ “行走在生产链”

❖ 三个产业链

肉总生产 1986-2013 (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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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蒙商赶呼伦贝尔牲畜至北京

❖ 1727恰克圖條約 

❖ 草原的国防价值 

❖ 蒙商在甘珠尔牲畜集市



1.蒙商赶呼伦贝尔牲畜至北京

❖ 卖牛的人吃牛肉?  

❖ 《明律·户律·宰杀马
牛》凡私宰自己马牛者，
杖一百。

買牛肉法，先下各鋪定錢，湊取腿
筋夾肉處，不精不肥；然後帶回家
中，剔去皮膜，用三分酒、二分水
清煨極爛；再加秋油收湯。此太牢
獨味孤行者也，不可加別物配搭。
— 隨園食單，1792



1.蒙商赶呼伦贝尔牲畜至北京

❖ 卖牛的人吃牛肉?  

❖ 《明律·户律·宰杀马
牛》凡私宰自己马牛者，
杖一百。

牲畜量 肉 (千斤) 肉价

牛 1,690 676 36.4
羊 15,699 470 4.3
猪 17,861 1,786 9.8

张家⼜屠宰量, 1933

民生部：牲畜屠宰調查



1.蒙商赶呼伦贝尔牲畜至北京

❖ 卖牛的人吃牛肉?  

❖ 《明律·户律·宰杀马
牛》凡私宰自己马牛者，
杖一百。

Each day after noon, hundreds of cattle 
and sheep are slaughtered. The blood flows 
like a river. All sorts of people clamor at 
the scene: knife wielders, ropers, blowers, 
skinners, and porters. Some are wielding 
scales, collecting blood, collecting skin, 
selling meat, peeling off the membranes, 
gathering up the fur. Others pick over the 
small pieces, cut through the chest and the 
stomach, and extract oil from the bones. 
There are dozens of specialized trades. The 
cattle and sheep feed and clothe thousands 
of households.

— 北京牛街志











1.蒙商赶呼伦贝尔牲畜至北京

特点： 

❖ 牲畜贸易离随防政策 

❖ 义牛与菜牛 

❖ 流动的季节限制



2. 哈尔滨工业化的肉产业

❖ 俄罗斯跨境牲畜贸易 

❖ 中东铁路 

❖ 战争与商业机会 

❖ 新投资，网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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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哈尔滨工业化的肉产业

特点： 

❖ 外来投资的影响 

❖ 牧牛的演变 

❖ 铁路与俄商网络



3.青岛出口转向日本

❖ 哈尔滨与青岛的对比 

❖ 宰牛的政治限制 

❖ 投资与市场 

❖ 随殖民者变化 

❖ 海云出口市场 

❖ 市场的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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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牛犊 猪

1908 5,283 1,391 7,383
1909 5,324 2,052 8,228

1910 7,121 2,267 9,329

1911 7,423 2,932 8,067

1912 12,004 2,097 11,486
1913 24,470 3,114 3,765

1914 17,705 2,825 9,227

1915 8,135 214 5,319

1916 15,140 107 6,229
1917 25,672 55 6,702

1918 36,675 35 8,856

青島實業協會月報，October, 1918; February, 1919

青岛总屠宰量, 1908-1918



3.青岛出口转向日本

❖ 国外市场的衰退 

❖ 日本出口的海运限制 

❖ 1923年后日本独占青岛
出口是否资源掠夺？ 

日本 海参崴 马尼拉 总量

1916 0.2 17.7 16.4 37.3

1917 2.2 17.9 15.2 38.4

1918 28.6 0 56.0 87.7

1919 54.4 40.1 62.3 162.0

1920 103.3 20.8 44.9 172.6

青島實業協會月報，April, 1921

牛肉出口终点 (千头四分之一)



3.青岛出口转向日本

❖ 国外市场的衰退 

❖ 日本出口的海运限制 

❖ 1923年后日本独占青岛
出口是否资源掠夺？ 

济南 张家口 上海 青岛

猪:牛 3.0 4.5 5.6 0.2

猪:羊 61.8 3.9 51.9 59.1

牛:羊 20.3 0.8 9.3 304.4

青島實業協會月報，April, 1921

牛肉出口终点 (四分之一), 1916-1920



结论

从“行走在生产链”怎么
能了解产业的宏图演变？



Thank	you!	
	
thomas_dubois@	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