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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经济”一片繁荣的背后，产品和服务也越来越
精细化。在旺盛的市场需求下，宠物的衣食住行已经成
为本地生活的新战场。随着疫情催生大规模线下消费转
为线上，宠物消费也悄然登陆各大外卖平台，如今，宠物
们也获得了点“外卖”的权利，主粮、零食、玩具、清洁用品
等，都能1小时送货到家。

据一家外卖平台发布的《2020宠物外卖报告》显示，
宠物相关外卖的订单正在飞速增长，过去一年，宠物外卖
订单增长135%，用户平均一单消费125元，远高于餐饮
外卖的客单金额。

记者登录另一家外卖平台看到，提供宠物相关产品

的外卖商家有四五十家，从宠物食品、玩具、清洁用品到
医护保健产品一应俱全，商家推出了打折促销、满减优
惠、新客专享等各类活动促销揽客。
“平时我家养猫主要的开销是猫粮和猫砂，其他没什

么必须要买的。”养宠多年的小米说起了自己的经验，“以
前我是带猫去宠物医院打疫苗时顺便买猫粮，后来网上
促销越来越多，我就开始在网上官方旗舰店买猫粮，每年

电商大促，我都是一次囤够半年的量。”
最近，小米发现外卖平台和微商平台也出现了不少

宠物商品。她平时常去的宠物医院推出了网上商城，刚
刚上线，打折力度还很大，“我试着买了一次，半个小时就
送到家，价格介于实体店和电商大促之间，挺方便的。我
打算以后随用随买，哪家促销便宜买哪家，不用再为了囤
便宜猫粮在家里堆成小山了。”

某宠物用品店经理徐刚告诉记者：“猫粮、猫砂等
宠物用品普遍比较重，体积也大，顾客自己搬运回家很
麻烦。很多人选择外卖购买，也是因为可以在短时间
送货上门。”

随着宠物消费升级，宠物主人的消费理念也变得
更加理性。《2021年中国宠物消费趋势白皮书》显示，消
费者购买宠物商品时考虑最多的是产品自身的相关属
性，产品质量和价格成为首要因素。相比之下，品牌因
素占比较小，表明宠物主人对品牌持较为开放的态
度。这也给宠物市场竞争挖掘出更大存量，提供了更
大的空间。

如果要问眼下全球食品巨头在中国最关注哪块业
务？答案之一肯定包括宠物食品。

去年以来，全球最大食品公司雀巢在华大手笔启
动两项宠物食品投资计划，总金额超过8亿元。去年
5 月，雀巢宣布花 6 亿元扩建天津工厂宠物食品产
能，今年 3月 31日又宣布在上述投资基础上再增资
2.3亿元，以加强在高端及超高端宠物食品生产方面
的布局。

记者从雀巢公司获悉，今年底，雀巢宠物食品第一期
增资项目即将投产，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动，进展顺利。
“目前，一期宠物干粮项目正在土建施工阶段，计划今年
9、10月份开始设备安装调试。一期工程完工后，会新增
加一条全新的宠物干粮生产线，生产高端宠物处方粮。”
雀巢相关负责人表示。

两期增资扩建之后，雀巢在津宠物食品生产制造

占地面积将拓展一倍，开启本地化研发及生产的新
里程，进一步强化雀巢在国内宠物食品行业的优势
地位。

无独有偶的是，去年底，同样在天津，玛氏天津宠物
食品工厂项目于2020年12月21日启动，建成后将成为
玛氏在亚洲最大的现代化宠物食品工厂。该项目占地约
11万平方米，投资超过1亿美元，产能可达每年25万吨
以上，将通过自动化、柔性生产等技术，研发生产干粮、湿
粮和零食等不同类型的高质量宠物食品，满足消费者对
多样化宠物食品的需求。

成立于1911年的玛氏公司也是一家百年历史的家

族企业。“我们考察了26个地区，经过多方比较，最终选
择在天津投资建厂，看中的正是独特区位优势和广阔
的发展前景。”玛氏宠物营养业务中国区总裁牛英华表
示，将全力以赴把天津食品工厂打造成一个全球标杆
项目。

为何全球食品巨头纷纷重金投向宠物食品行业？千
亿规模的宠物经济市场，靠什么掘金？

今年5月，艾瑞咨询发布的《2021年中国宠物消费
趋势白皮书》显示，新冠疫情驱动了宠物消费市场的快速
增长，2020年宠物行业市场规模接近3000亿元，未来三
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复合增速将保持在14.2%，到2023

年该市场或将达到4456亿元。
艾瑞咨询研究总监郭瑞玲表示，受疫情影响，宠物主

对宠物健康的关注度提升，陪伴宠物时间的增加也驱动
了整体宠物消费的增长。
“去年，雀巢普瑞纳宠物食品在中国实现了高双位数增

长。疫情后，我们对于宠物市场潜能依旧看好。”雀巢普瑞
纳大中华区负责人陈美恩表示。

据了解，雀巢在天津启动的两期新投资项目均瞄准
了高端宠物食品。第一期项目将着重建立面向患病犬猫
的宠物处方粮的产能。未来，天津工厂将成为雀巢在亚
大非地区首个、全球第四个配备高端专业处方粮产能的
工厂。第二期项目计划建造一条全新的高端宠物湿粮罐
头生产线。出于对中国市场的信心，雀巢制定了一个颇
为进取的目标——未来十年内在中国继续保持宠物食品
业务高双位数增长。

■本报记者陈璠

后疫情时代 千亿级产业崛起

雀巢重金增资投向了宠物高端处方粮。何为处方
粮？虽然有“处方”两个字，但是处方粮并非简单地将药
物与食品混合，而是把治疗与食物联系在一起，针对不同
病情设计的宠物食品，以精准营养配比，达到食疗目的。

十几年来，家养宠物从吃剩饭剩菜，到现在的有专业
宠物干粮、湿粮、零食再到逐渐兴起的定制宠粮，宠物主
人对宠物食品的健康、营养、口感等要求越来越高。随着
宠物赛道竞争愈演愈烈，庞大的宠物食品市场也在经历
一场消费升级。处方粮作为一种新兴概念正进入越来越
多宠物主人的视野中。

记者在河西区利民道、永安道附近走访了几家宠物医
院和宠物用品店，进门最显眼处都摆放着种类繁多的宠物

干粮、罐头等食品，其中处方粮占据了差不多一半的货架。
“所谓处方粮，是指在普通宠物粮的基础上，添加了

某些特殊成分以起到保健或辅助治疗作用的宠物食品。
很多宠物疾病，比如肠胃炎、胰腺炎等，都可以通过处方
粮来改善和控制。”宠物医生孙超告诉记者，比如，针对患
有肥胖症的宠物设计的处方粮，会降低粮食中脂肪含量，
增加蛋白质及纤维素含量，使宠物降低能量摄入，达到减
肥的目的。

虽在国内宠物处方粮起步较晚，但在国外已经有长
达60多年的发展史。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一位医生为
了挽救一只肾衰竭的导盲犬，研制了一种特殊的治疗食
物，导盲犬不仅奇迹般康复，还意外延长了寿命，这就是
宠物处方粮最早的雏形。此后，针对宠物处方食品的研
究逐渐增多，如今在欧美市场，作为宠物药剂之外的重要
辅助食物，处方粮在宠物主人中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已经
成为宠物食品消费升级的新风向。

随着越来越多铲屎官将宠物视为“主子”、家人等亲密
角色，他们为宠物消费愈发“豪”不手软，消费升级体现在宠
物食品、品质等各个方面。

采访中记者遇到正在给“毛孩子”选购口粮的市民李小
姐，“我家猫吃的是绝育处方粮，一个月的猫粮消费大约
200元左右，这种处方粮比普通猫粮贵一些，但是对它身体
好，多花一点也能承受。”

来自欧睿国际的数据显示，宠物主越来越愿意花钱购
买优质和高端的食品来改善宠物的健康状况，2013年至
2019年间，全球狗粮和猫粮的平均单价提高了近24%。
《2021宠物食品行业消费洞察报告》显示，线上单价200元
以上的宠物主粮产品消费人数增速最高，达到近40%。

谁买单
它经济

经历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低迷，但具备

治愈能力的宠物经济却未受到多大影响，甚至

还有逆流而上的趋势。许多人喊着自己“消费

降级”，可宠物们不仅“吃得更好了”，就连享受

的“服务”也开始升级。越来越多企业、资本，涌

入宠物行业这一赛道。疫情后，预计千亿级规

模的“它经济”崛起，就像是一个杠杆，微微用力

就撬起了围绕宠物衍生的食品、美容、医疗、社

交等新业态，推动着整个行业走向繁荣。

为了它 食品巨头投8亿元

处方粮 消费升级新赛道

外卖单 点燃平台新战场

消费群体新画像
如今，

宠物消费市场
延伸了从宠物粮、

宠物玩具到宠物医疗、
宠物美容等丰富的产业链，

覆盖了宠物的全生命周期。“它
经济”蓝海的数千亿级市场规模，

以及未来保持高增速的预期，都与消
费者需求息息相关。是哪些消费群体不

断砸钱为宠物“买单”，将市场推向更大规
模，让“它经济”越烧越旺？
通过对3万名线上、线下消费者调研分析，

派读宠物行业大数据平台发布了《2020年中国宠
物行业白皮书》，力图呈现宠物行业基本情况，勾勒
出养宠消费群体的新画像。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城镇犬猫数量超1亿只，宠

物消费市场规模达2065亿元，宠物食品市场占比超五
成，超过了千亿级规模。养宠人群规模持续扩大，以女
性为主，“80后”、“90后”是养宠的主力军，占比分别达
到36.2%、38.1%。从消费结构看，宠物食品消费是最大
的养宠支出，宠物诊疗、宠物用品的增速最快。

宠主“双高”趋势加剧。高学历和中高收入宠主的
占比持续提高。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宠主的占比达
68%，连续三年增长。

从月均收入来看，2019年收入4000元以下的宠主占
比最高，2020年4000—9999元的宠主占比最高。新一代
养宠人呈现“高学历、高收入”特征，77.7%的宠主收入在
4000元以上，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宠主占比达30.1%。

高学历宠主占比增加的同时，宠主的科学养宠
意识也不断提升。61.1%的宠主都愿意研究科学的
养宠方式，并随时关注宠物健康。作为宠主中的主
力人群，“80 后”和“90 后”对科学养宠普遍比较重

视。在关注宠物科学营养配比的宠主中，74.5%是
“80后”和“90后”。

此外，宠物的家庭身份相对稳定，超九成宠主与宠
物关系密切。其中，57.1%的宠主将宠物视为自己的孩
子，其次是视为亲人。

专家认为，宠物经济繁荣背后蕴藏着持续的消费动
能和情感诉求，宠物喂养行为折射出人们“追求个性、排
遣孤独、逃避繁杂以及渴望爱与被爱”等心理活动。随
着宠物情感角色的不断深化，宠物消费也日渐趋向“拟
人化”特征。

艾瑞咨询研究总监郭瑞玲分析，拉动宠物市场的首
先是既有的存量宠物主人，他们因为此前没有足够时间
陪伴宠物，这种情感消费和补偿性消费增多是带动行业
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因为新冠疫情，大家不仅
对自身的健康和卫生关注度提升，对宠物的健康和卫生
的关注度也在提升，相关品类的消费带动了行业增长。

再次，因为疫情
加速在线“云吸宠”人
群的扩张，培养了很多新的
潜在消费者，这也是行业增长的
原因之一。

她给出了宠物市场未来发展的六大
趋势：一是养宠精细化为“宠物经济”发展提
供广阔空间；二是养宠理性化以及下沉市场发
展催生“国货潮”；三是城镇化进程推动低线城市
家庭养宠渗透率增长，宠物市场逐渐下沉；四是宠物
医疗线上化；五是宠物服务消费升级，走向精细化和多
样化；六是线上线下全渠道运营模式将成为品牌商未来
发展扩大的战略通道。

可以预见的是，宠物消费这千亿级规模市场正在吸引
越来越多的“玩家”入局，“它经济”与不同行业的融合也正
在孕育出越来越多新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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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