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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逐渐步入节省
能源、环境友好和技术驱动型
经济，大工业生产促进国内消
费,反过来，国内消费又促进
了工业生产的增长。居民可支
配收入升高，经济前景乐观，
鼓励中国消费者增加各方面
的开支，包括生活必需品、非
必需品和活动等。人们为了追
求他们理想中的生活方式，也
要求更高的生活品质。

面对消费者情感和物质需求
的迭代升级，市场中的制造

商、零售商和消费者服务经营
者将迎来许多盈利机会。

在下文中，我们将为你概述中
国消费者的情况，未来消费预
期，以及2016年或将影响购买
优先次序的经济状况。

在乐观的经济前景下，中国消
费者将怎样拥抱消费？个人享
受至上？	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
案。

LAUREL GU
研究经理

中国消费者
告知英敏特客户经理下方优
惠代码，即可获得此报告八折
优惠。

优惠代码	:	PDF16-C

http://china.mintel.com/baogao-taidu-q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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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中国总人口从2014年的13.68
亿上升到2015年的13.75亿，
增幅达0.5%。2015年10月，政
府修正了独生子女政策，预计
将使近年下滑的出生率得到
有效增加。

城市化是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的又一重要方面。	农村人口从
2014年的6.19亿降到2015年
的6.03亿，降幅2.5%，而同期
城市人口从7.49亿上升到7.71
亿，增幅2.9%。这将促进城市
地区的住房和消费品需求。同
时，随着可支配收入上升速度
超越以往，大多数的农村消费
者从维持温饱迈向消费型的
生活，需要更多现代化的商品
和服务帮助他们赶上城市的
生活水平。

经济
由于制造业疲软，中国经济增
速放缓，2015年GDP增长6.9%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结构正
发生变化，国内消费取代以往
的投资和出口，成为主导力
量。

中国正经历一个环保高科技
工业品及消费品需求增长的
时代，这种需求估计在2016年
将促进可持续性高效能经济
的发展。同时，在线零售快速
扩张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增长
引擎，鼓励消费者购买更多能
提升他们整体生活品质的商
品和服务。

2015年，农村人口减
少而城市城口增多，促
进了城市地区的住房
和消费品需求。

今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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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消费总支出增长10%

消费总支出增长了10%，2015
年达到了317,470亿元人民
币，人均消费约32,089元人民
币。消费开支增速超过了GDP
增速，这样的事实反映出消费
者乐观的经济展望和不断增
多的可支配收入。

由于多数中国消费者有信心
改善他们未来的经济状况，他
们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增加自
由消费，比如度假和休闲活
动。相比美国和英国等经济情
况较不明朗的国家，中国消费
者的自由消费支出占消费总
支出的份额越来越大。

旅游市场的消费2015年达
到了43,030亿元人民币，增
幅16%，是增速最快的市
场。多数消费者(55%)声称
2015年他们这一项支出增
加了。这表明旅游营销者应
针对更广的消费人群的多
种需求，以充分发掘未来的
市场潜力。休闲和娱乐领域
的运营者也应如此。

非处方药和药品市场，还有
非酒精饮料市场的消费也
增长强劲。前者2015年增长
了14%，达到了16,540亿元
人民币，后者增长了11%，
达到了6,200亿元人民币。
不同于旅游市场，这些品类
的主要消费人群是更加成
熟的高收入者。这意味着这
些领域的品牌非常有机会
针对富裕人群推出高端产
品和服务。

由于多数中国消费者有信心
改善他们未来的经济状况，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增加
自由消费。

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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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方式兴起
	
相比2014年，过半消费者声称
2015年采用了更加健康的饮
食，其中包括七成中国中产阶
级*人群。另外，46%的消费者
声称2015年做了更多运动，表
明健康生活和更注重照顾自
己成为一种上升的趋势。

总体的幸福感有待提升
	
仅五分之二的消费者表示
2015年比上一年更有幸福感。
其中，储蓄了更多钱、做了更
多运动和用更多时间陪伴家
人的消费者倾向于表示更有
幸福感，这表明幸福不仅来自
财富的积累。我们还发现人们
朝着他们想要的生活前进时
感到更幸福，这是情理之中的
事情。

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犒赏
自己和体验消费高居榜首
	
多数消费者选择购买服装和
配饰(55%),食品和饮料(55%)
或者外出吃饭	 (53%)来犒赏
自己。而高收入消费者尤其热
衷通过度假来奖赏自己——无
论国内旅游还是国外旅游。这
些方面也是多数消费者声称
2015年花了更多钱的地方，这
表明消费支出的增加主要是
被犒赏自己的需求所驱动的。

在线购物满足消费者便利
需求
	
在线购物在中国无所不在，
多数消费者熟悉团购和社交
媒体等在线购物渠道。不仅如
此，五分之四的消费者尝试过
海淘——直接从国外网站购买
东西。声称在网购方面花了更
多钱的消费者(68%)比声称花

了同样多(25%)或更少了(4%)
的消费者多得多，表明多数消
费者欣赏在线购物的便利性。
同时，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快速
发展，也将进一步促进在线购
物，因为消费者使用智能手机
时更容易被手机上的一些东
西所吸引。

海外购物威胁国内消费
	
海外购物也增多了，36%的消
费者在海外在线零售方面的
支出比以前多了。海外购物之
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人们认
为海外的商品质量更好，而质
量则是影响中国在线购物消
费者的首要因素。对于海外品
牌而言，这俨然是个好消息。
而随着国外旅游越来越兴盛，
海外在线购物零售商越来越
用户友好，对于国内制造商而
言，则敲响了警钟。

中国消费者

*中国中产阶级的定义一直充满争议，英敏特采用的定义如下：笼统而
言，都市精英代表非常重要的一批追求生活品质胜过追求财富、受过良
好教育以及可能引领潮流的成熟消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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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0年 

从现在到2020年，随着经济持续增长，人们的消费能
力越来越强，消费者信心达到高水平，或将促使所有
方面的消费开支上涨。消费总支出到2020年或将达
到484，257亿元人民币，增幅8.8%。未来五年，旅游度
假、休闲娱乐和家庭食品或将有良好表现，而家庭酒
精饮料和在外饮酒,餐饮服务和家居护理等品类或将
增速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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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食餐营养升
级
现代生活节奏
快，而可支配收
入增加，这两大
因素推动了即食
餐的增长。2015
年，该品类年比
增长21%。预计
2016年，随着制
造商推出更多有
益健康（better-
for-you）的选择，
着力解决消费者
担心即食餐营养
差的问题，即食
餐的受欢迎度还
将增加。

注重健康助力
功能饮料和运
动饮料
运动饮料估计将
成为非酒精饮料
市场中的一个快
速增长的品类。
这主要得益于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
定期锻炼。不过，
今后几年，椰汁
以及强化维生素
电解质的调味水
或将威胁运动饮
料的增速。

收入和脸上的
消费呈正比
事实证明，面部
护肤品是美容市
场中增长最强劲
的品类。英敏特
调查发现，56%
的消费者2015年
在面部护肤品上
的消费比上一年
增加了。另外，我
们发现，当消费
者收入增加时，
他们用在脸上的
消费也相应增
加。这说明2016
年产品高端化有
巨大的机会。

可穿戴设备喜
忧参半
智能手表等可穿
戴设备的渗透率
依然较低，但过
半中国可穿戴设
备使用者表示他
们最近几个月比
以往更频繁的使
用该类产品。公
司和品牌为把
握这个巨大的
机会，开始积极
的推出可穿戴
数字产品，比如
Apple	 Watch、三
星Gea r和华为
Watch，2016年有
望见到更多可穿
戴产品创新。

中国人到国外
购物
国内货币坚挺，
国外对中国护照
持有者的签证
政策变得更加
友好，刺激了出
境旅游市场的繁
荣。过半消费者
2015年到中国大
陆以外的地方旅
游。另外，由于石
油价格降到历史
低位，国际航空
公司2016年有望
获得极大成功，
比国内航空公司
增长更强劲。

2016年亮点



乐观还是苛求？:中国消费者201606

国内消费上升为拉动经济的
主要引擎，对于消费品和服务
市场的参与者而言，这是大好
时机。消费升级和非必需品自
由支出这两大因素2016年将
影响几乎所有的消费市场。

在食品和饮料市场中，我们已
经看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趋
势，即消费者购买价格更高而
更健康的产品，比如有益健康
零食、清洁标签饮料和有机原
料制成的菜品。这股趋势2016
年或仍将继续，即使人们面对
不确定的宏观经济而不得不
削减预算时，他们也很少减少
食品和饮料方面的开支。坚
果、酸奶、奶酪、冷藏即食餐、
烘焙食品、气泡水、轻调味饮
料和100%纯果汁很有可能成
为赢家。

而对于非食品品类，消费升级
行为主要受产品质量推动。在
线零售快速发展，出境旅游日
益流行，人们越来越容易从发
达国家购买更优品质的产品。

国内制造商需投入更多努力
提高产品质量，以在今后激烈
的竞争中更好地立足和发展。
同时，零售商，尤其在线零售
商，将有机会通过升级产品组
合，让消费者更容易获取热门
的进口产品，从而赢得高端消
费者的芳心。

中国消费者过去几年增加了
非必需品方面的自由开支，因
为他们渴望参与特殊体验的
需求日益强烈。这些开支包括
大笔支出项目（比如度假旅
游）和小额日常享受，比如购
买新衣服、享受零食和外出就
餐。2016年，消费者在自我犒
赏方面更有可能喜欢非传统
的和让他们感到被奖励的产
品和服务。此后几年，定制化
将成为一股强大趋势，品牌通
过强调消费者亲手创造东西
而获得的愉悦感，进一步吸引
消费者。

中国消费者过去几
年增加了非必需品
方面的自由开支，因
为他们渴望参与特
殊体验的需求日益
强烈。

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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