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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品质与价值
 中国消费者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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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中 国 消 费 者 你 所 需 要 知 道
的…. 由于经济发展放缓，财务压力
增加，中国消费者行为偏向保守。但
同时他们又渴望更加健康、更加丰
富有趣的生活方式。这种心理使中
国消费者购物更加理性明智，在购
买产品前尽量估测品质与价值，把
钱花在刀刃上。生活方式升级意味
着生活健康、饮食健康和参与更多
体验型的休闲活动，不仅给身体充
能，还可提升情绪。

不过，中国社会的某些变化正开始
产生影响。一孩政策放松在短期内
促进人口增长，但长期无法抵消人
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而且中国老
年人口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65岁
以上消费者将占总人口的11.8%，
随着他们退休，市场劳动力人口将
减少。对于一部分老年人及家庭而
言，经济压力如影随形，迫使许多55
岁以上消费者不得不退休后继续工
作。

总体而言，2017是一个经济增长稳
定的年份，以选择增加、品质提升和
便捷度提高为表现形式的消费升级
需求旺盛。消费产品及服务市场预
计未来五年将保持活跃发展，健康
和体验成为两大主题。

我们将在下文对2016年消费开支进
行回顾，对2017年消费改变进行提
前观测，对今年经济状况及问题所
带来的影响进行讨论。我们还将分
享英敏特对市场的一些预测，我们
认为这些预测将成现实，并在未来
五年将衍生出更多趋势。

 
— 
– 顾菁，英敏特研究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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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
据估计，2016年中国居民消费总支
出达到335，110亿人民币，比2015年
增长10.5%。而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为744，130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6.7%。居民消费支出增速高
于GDP增速，这一事实说明国内消
费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得到提升。

个人理财和居住依然占消费者支出
大头，2016年增长了15.8%。但同时，
健康和体验方面的开支也增长不少，
交通（15%)、旅游度假(12%)、休闲娱
乐(12%)、非处方药及药品(10.2%)的
开支增幅均达到了两位数。

 2016年中国消费者
更多地在健康及体

验上进行消费。

2016年 中国消费者支出概览

家庭消费食品
RMB 5,304bn

酒精饮料（在家喝的）
RMB 877bn

科技与通讯
RMB 2,308bn

家居护理用品
RMB 359bn

服装及配饰
RMB 2,878bn

交通
RMB 1,979bn

个人理财和住房
RMB 7,805bn

度假旅游
RMB 2,769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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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度假体验成为一
个重要的生活追求
更加健康的生活依然是中国消费者
最先考虑的要素，“健康饮食”和“做
更多运动”是消费者决定在2017年
改善的两个方面。“去新地方旅行”
的排名提高最快，从2014年的第九
名上升到2017年的第三名。

与此相对应的，当消费者被问到什
么东西让他们觉得他们的生活质量
提高了，花钱旅游是最多的回答。其
他比较热门的回答包括科技（比如
手机）、服装饰品和休闲活动（比如
锻炼），这和消费者今年的支出排序
相吻合。

2017年将会受
到什么影响？
遇见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中国
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发现他们
的消费态度、行为和趋势。

	 他们的主要生活追求有哪些？

	 他们如何提高生活品质？

	 他们如何定义“性价比”？

			“高品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他们愿意为哪些东西多付钱？

了解更多关于中国城市精英人群
的深度分析和最新研究，请查看
《2017年中国消费者》

价格并非决定价值的
唯一因素
当被问到什么决定“性价比”时，近
六成被访者的回答与价格相关。然
而，与其“低价”，消费者更想确定所
支出的金钱数量是否值得。他们倾
向于从产品/服务的各个方面考察
性价比，比如质量、功能和耐用性。

虽然品牌名气大并不足以证明产品
质量，但在人们消费升级的过程中，
品牌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将近三分
之一的消费者表示愿意为知名品牌
支付更多钱——高于2013年的四分
之一。愿意为“尖端科技”付更多钱
的消费者占比也增加了。

今天的中国

更加健康的生活依
然是中国消费者最

先考虑的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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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敏特的各品类分析师对2017
年消费市场起伏动态进行了预
测。以下为我们的观点：

美容个护

随着越来越多消费者注意锻炼
身体，美容市场中的“运动美容
品”需求将变得强劲。 据英敏
特2017年全球美容趋势“运动
美容（Active Beauty）”，消费者
被鼓励加强锻炼以保持健康，
美容品牌则研发产品以满足他
们对健康和健身的需求。目前
市场已为爱好运动的消费者提
供了许多选择，但我们预计将
看到品牌为该消费群开发彩妆
及个人护理品。

亮点

无酒精饮料

植物蛋白饮料品类受益于营养
健康的形象，近年来取得发展。
核桃奶和椰奶饮料是最受欢
迎的两种植物蛋白饮料。但很
显然，由于2016年缺乏产品创
新，或将阻碍该品类2017年的
发展。事实上，还有许多植物蛋
白原料尚未被利用起来，比如
糙米、栗子和紫薯。另外，儿童
植物蛋白饮料也是有待探索的
好机会。

儿童植物蛋白
饮料也是有待

探索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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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饰品

对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者
都追求功能性，这激发了他们
对融入智能科技的服饰的兴
趣。这类衣服帮助他们追踪健
康状况 ——中国消费者极为看
重这一点。消费者与家人朋友
相聚的休闲时间增多，意味着
休闲服需求增多。“运动休闲”
现象崛起，将运动服的功能性
和休闲服的时尚感合二为一，
促进国际运动品牌的销售。

家居

消费者渴望家里摆放优质产品
和家具，以彰显他们的生活品
质。这为智能家居创造了机会，
比如通过手机控制的家电产
品。这类产品提高联网率，还能
带动厨房电器和娱乐设备的产
品创新，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
活品质。

休闲娱乐

中国在线游戏市场迅猛发展，
手机游戏成增长引擎，而网络
游戏热度下降。4G移动网络的
普及，以及越来越多场所提供
免费Wi-Fi，为该市场的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英敏特
调查发现2017年团队社交型
游戏需求攀升，情节驱动型“文
化”游戏也将更加流行。

对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消
费者都追求功能性，这激

发了他们对融入智能科技
的服饰的兴趣。这类衣服
帮助他们追踪健康状况 。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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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另外两个重要支出——旅游
度假和休闲体验——紧密相关，未来
五年交通费用将成为消费增加的一
个重要方面。消费者越来越愿意离
家度假，参与各种社交休闲活动，将
为公众交通和私人交通创造更多需
求。同时，为在有限的时间内拥有更
多体验，消费者很可能选择更加便
利的交通方式（比如高铁、租车），这
也将促进消费增长。

由于消费者更加具有健康意识，他
们的开支次序也将发生变化。英敏
特调查显示，相比大多数普通人，英
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倾心于更加注意
由于忙碌和高压生活造成的各类亚
健康问题——特别是睡眠紊乱、消化
问题和慢性疲劳。因此，他们也 更愿
意在促进健康生活的产品和服务上
提高支出。

对于一线到上线消费者，这种趋势
不仅将促进非处方药和药品方面的
开支，还将影响其他方面，比如家庭
使用和餐饮服务。英敏特调查发现
这些方面都是消费升级的重点领
域——提供有益你健康（BFY）的产
品选择。

英敏特预计未来五年居民消费总支出
将增加48%，2021年将达到496560亿
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将为8.4%。

2021年的中国

由于与另外两个重要
支出——旅游度假和
休闲体验——紧密相
关，未来五年交通费

用将成为消费增加的
一个重要方面。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更愿意在促进健康生
活的产品和服务上提

高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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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疲弱背景下，整体消费出现更
加精挑细选的心态。消费者先思虑
后购买，不仅是由于他们越来越成
熟，更重要的是，这是感到经济压力
的结果，他们意识到需要将有限的
预算花在更多的方面。因此，消费者
也更加具有聪明花钱的意识。这种
意识让他们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优先在改善生活品质的事物上花
钱 ——从而让生活更健康，体验更
丰富。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消费者希
望改变购物方式，他们不把市面上
所有的选择通通进行比较，而更倾
向于花时间对少数几个“精挑细选”
的产品做全方位的评估。这要求品
牌不仅要透明，还要更有说服力。

品牌知名度依然扮演重要角色——
尽管单靠大品牌名不足以证明产品
质量。现在的市场需要独特鲜明的
品牌形象，从而吸引对价格不怎么
敏感的消费者。他们重视自己的个
性和时间，偏爱购买过程容易、品质
值得信赖的产品。

最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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