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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条鸭非速生
系育种家培育的新品种

国 家 水 禽 产 业 技 术 体 系 在
2008 年由原农业部和财政部共同
组建，该体系涵盖了国内水禽育
种、养殖、饲料、加工、产业经济等
研究领域的领军专家，以及水禽养
殖加工业的龙头企业，是一个产、
学、研紧密合作的应用型技术体
系。

作为这个体系的首席科学家，
侯水生对我国肉鸭产业可谓了如指
掌。

算账前，侯水生先介绍了我国
肉鸭产品的基本格局。白羽肉鸭是
最主要的肉鸭品种，主要用于3类食

品加工：大型烤鸭坯、大白条鸭、小
白条鸭。

大型烤鸭坯用于加工北京烤
鸭、广东广西烧鸭等，饲养期40天左
右，饲养成本每只约 25 元。大白条
鸭饲养期也是 40 天左右，主要用于
加工咸水鸭、卤鸭、酱鸭等，可以是
整鸭或分割产品，饲养成本每只约
20元。超市冷柜里买到的基本上就
是这类鸭肉。

而 小 白 条 鸭 ，正 是“18 元 烤
鸭”的主角，饲养期 30 天左右，主
要用于加工小型烤鸭、香酥鸭等，
出栏体重为 1.9 至 2.0 千克，屠宰
后全净膛重约 1.25 千克，烤制成
熟食后重量约 0.80 千克，即 0.8 公
斤左右，市场策略是一个 3 口之

家一顿吃完。
30天就能出栏？难道不是靠激

素“催”出来的“速生鸭”吗？
还真不是。
侯水生说，这是育种家通过不

断的遗传改良培育的新品种，特点
是饲料转化效率更高、从而长得更
快。用育种术语讲叫“料重比更
高”——小白条鸭的料重比在 1.60：
1 到 1.65：1 之间，也就是说，这鸭子
吃1斤6两的饲料差不多就能长1斤
肉。

当然，这饲料也不简单。肉鸭
使用配合饲料，其能量与蛋白质比
例适宜，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
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营养丰富平
衡。

小型烤鸭成本13.2元
利润还过得去

比起去烤鸭店吃一顿烤鸭动辄
几百块钱，花 18 元就能买只小型烤
鸭，如果不是“赔本赚吆喝”，那“其
中必定有诈”吧？就此，侯水生仔细
算了从养殖到加工全链条的成本
账。

农户饲养环节——1 日龄雏鸭
每只 3.20 元，饲养至 30 日龄的饲料
成本每只约 7 元，防疫成本每只约
0.05 元至 0.10 元，消毒等药品每只
约0.10元，人工、鸭舍及其设备折旧
等摊下来每只约 1 元。算下来小白
条鸭的饲养成本为每只11.4元。在
良好饲养管理条件下，农户能够获
得每只2元左右的养殖利润。

屠宰加工环节——屠宰加工小
白条鸭的成本共计约每只 15.5 元。
其中，从养殖户收购活鸭成本 13.5
元左右、屠宰加工与冷藏成本约为2
元。每只小白条鸭的出厂价在 8.2
元左右。成本 15.5 元、售价却只有
8.2元，加工企业岂不是亏了？

别急，还有其他赚钱路子。每
只小白条鸭的鸭毛绒可售3.0元，鸭
胗1.1元，鸭掌1.8元，鸭舌0.8元，鸭
肠 0.53 元，鸭翅 0.30 元，鸭食管、鸭
血、鸭油、鸭心、鸭肝等 0.5 元。没
错，这些都是涮火锅的常见食材。
这样再算一算，毛销售收入每只有

16.23 元，减去 15.5 元成本，每只小
白条鸭的利润为0.73元。

烤制环节——小白条鸭胴体出
厂价 8.2 元，加上批发流通环节（含
冷藏费、运费等）每只3元，以及2元
左右的烤制成本，总成本为 13.2
元。比起18块钱的售价，4.8元的利
润还是过得去的。

勿用“有色眼镜”看待
迅速发展的肉鸭产业
据侯水生介绍，我国是世界最

大的肉鸭养殖国家。鸭肉产量居猪
肉、鸡肉之后，占全部肉类总产量
8%以上，近年来肉鸭产业发展迅
速，初级产品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

我国每年出栏的肉鸭约 25 亿
只，其中生产成本最低的小白条鸭
约有3至4亿只。从生物发育学、遗
传学、育种学、饲养学的角度分析，
小白条鸭产品没有食用安全问题，
不需要药物和激素就能够实现良好
生长。

专家表示，比起餐馆上百元一
套的烤鸭，这种小型烤鸭无论从养
殖、屠宰分割还是后期加工等各个
环节，成本构成都有很大差异，不具
有可比性。但是，小白条鸭的生产
经营各环节利润构成合理，消费者
大可放心购买。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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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非“速生鸭”

伏天至，热难耐。民间有
“大暑老鸭胜补药”的说法。
可近来网络上一些传言却让
不少消费者犯了难。传言
称，一些熟食店出售的整只
烤鸭只卖18元。这些传言
往往用“来路不明”“速生
鸭”“无毛鸭”等耸人听闻的
字眼来吸引眼球。

那么，18块钱一只的
烤鸭到底靠不靠谱？真相
如何？记者第一时间采
访了国家水禽产业技术
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
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
研究所研究员侯水生，
请他详细算算这笔经
济账。

食品安全“悬剑”变成
能源环保利器

地沟油就像是悬在食品安全问
题上的一把剑。而 B5 生物柴油正是
利用废弃地沟油通过一系列生化反
应，与普通柴油按照5比95的比例调
和而成的绿色能源，其不仅能降低石
化燃料排放对环境的危害，还能推进

“地沟油”的资源化利用。
去年 10 月，B5 生物柴油正式走

进中石化在上海市奉贤区、浦东新区
的两个加油站开始试点销售。截至
今年5月上旬，地沟油制B5生物柴油
已在上海的33座加油站布点销售，总
销量超过2300万升。

据了解，上海目前每年产生的餐
厨废弃油脂达到 3 万吨以上，按照制
备比例，若未来 200 座加油站能售出
近 60 万吨的 B5 生物柴油，上海全年
产生的地沟油将被完全消纳。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分公司董事
长左兴凯说：“让生物柴油进入成品
油终端销售市场，就真正打通了地沟
油回收、处置、运用、销售产业链条的

‘最后一公里’。”

“过三关”的生物柴油
仍有“三道坎”

原料、技术、成本一度成为阻碍
生物柴油走向成品油销售终端的“三
大关”。通过政策保障、技术研发、行
业补贴与税收优惠，加上中石化终端

销售“窗口”的打开，“过三关”的生物
柴油似乎看到了行业多年“凛冬”之
后的“春光”。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大体量的生物柴油想在终端市场推
广应用还需要跨越另外“三道坎”。

一是柴油车的受众市场相对狭

窄。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机
动车环境管理年报(2018)》，在全国范
围来看，柴油车只占到汽车保有量的
9.4%。

二是市场对生物柴油仍存怀疑
态度。尽管上海公交车逾千万公里

的运行显示，长期使用 B5 生物柴油
并不会对汽车发动机的活塞顶部、气
门、喷油器等关键零部件形成积碳，
也未出现油路相关的故障，甚至尾气
排放还显现出明显改善，但仍有不少
柴油车司机会对加油站员工表示“害

怕地沟油做的生物柴油会粘住发动
机”。

三是仍需补贴的生物柴油在未
来能否实现“独立”。当前生物柴油
在我国尚处于市场推广阶段，上海市
出台补贴政策，B5生物柴油的升价比
普通0号柴油便宜3毛钱。但仅靠补
贴支撑的能源发展难以长久，生物柴
油未来能否继续被市场认可仍是一
个问题。

企事业单位参与
多元化应用或成解忧秘方

加油站员工口头推广、新媒体平
台宣传、传统媒体扩大影响……生物
柴油的优势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但
让每个消费者转变态度还需要长期
不懈的宣传教育。

业内人士表示，打通地沟油回
收、处置、运用、销售的产业链条还只
是第一步，当 B5 生物柴油的成品油
销售终端铺开以后，更需要企事业单
位参与应用。

“其实生物柴油的应用范围并不
局限于车用，例如锅炉、发电厂等都
可以运用。”上海中器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孟广海说，他们作为地沟
油处置企业，正与同济大学及相关部
门一起，研制适合船用及锅炉使用的
生物柴油，进一步拓宽地沟油制生物
柴油的应用空间。

据《中国质量报》
本版图片均选自资料

将地沟油变废为宝
B5生物柴油进入市场速度加快
随着中国石化上随着中国石化上

海石油分公司海石油分公司BB55生物生物
柴油调和基地即将调柴油调和基地即将调
试启用试启用，，地沟油制生物地沟油制生物
柴油进入终端销售市柴油进入终端销售市
场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场的速度将进一步加
快快。。这一既能解决食这一既能解决食
品安全痼疾又能节能品安全痼疾又能节能
环保的好事环保的好事，，面对上海面对上海
年底前将铺开供应年底前将铺开供应BB55
生物柴油的生物柴油的 200200 座加座加
油站油站，，怀抱近怀抱近 6060 万吨万吨
生物柴油生物柴油，，销售终端的销售终端的
压力与隐忧仍在压力与隐忧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