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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01

• 近年来中国新消费市场蓬勃发展，新国潮汹涌澎湃，科技进步叠加需求变迁，共同驱动消费行业变革。从供给端来看，

5G、人工智能、云计算、VR/AR、物联网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科技变革重塑整个消费品产业链，带来整个消费品市场营

销去中心化、渠道不断下沉、产品持续创新升级，传统消费形态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迭代进化，新场景、新模式、新应

用的不断涌现正在对传统消费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从需求端来看，人口结构变迁驱动新消费人群崛起和新消费理念盛

行，以千禧一代及Z世代为代表的年轻消费群体已成为中国消费市场主力军，他们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拥有更强

的消费能力和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对国货品牌的接受度更高，新国潮受年轻消费群体驱动迅速崛起。

• 从资本市场表现来看，新消费领域诞生了一批涨幅惊人的优质成长股，为投资者带来非常丰厚的回报。珀莱雅、拼多多、

美团、小米集团、B站、新宝股份、小熊电器、思摩尔国际、蔚来汽车、中国中免、颐海国际等优质成长股涨幅惊人。我

们相信这些优质成长股仍存在着非常大的发展潜力，未来伴随竞争优势的凸显及市场份额的持续提升，这些成长股中或

将诞生下一个贵州茅台、下一个格力电器（贵州茅台、泸州老窖、伊利股份、格力电器等一批“曾经的超级成长股”股

价上涨达到200倍、300倍甚至600倍，为愿意在漫长的岁月中陪伴它们共同成长的投资者带来了丰厚回报。

• 我们在本篇报告中试图构建一个逻辑框架，从全景视角解读新兴消费领域20条高成长的赛道。新兴消费涉及到的细分赛

道众多，包括休闲零食、化妆品、医美、宠物经济、创意小家电、盲盒、潮流玩具、新能源汽车、社交电商、新生活服

务、内容视频等等，几乎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试图构建一个基于“人、货、场”三要素的逻辑框架，自上

而下甄别这些具有广阔成长前景的赛道以及构建起差异化竞争优势，但当前经营业绩并没充分展现部分真正实力黑马企

业，我们相信它们有望从默默无闻的小企业成长为资本市场最耀眼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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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G、AI、大数据等新技术带动下，传统消费形态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迭代进化，新消费时代正式来临， 人、货、场

发生深刻变革，新场景、新模式、新应用正在对传统消费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今天，在通信智能（5G）、数据智能

（AI、云计算、大数据）、硬件智能（手机、VR/AR、物联网设备）“三大智能”带动下，新经济迅速崛起，传统消费

形态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迭代进化，新场景、新模式、新应用正在对传统消费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人、货、场的变革，

发掘了新的消费人群，创造了新的消费品供给及需求，带来了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

• “人”（新消费人群+新消费理念）：(1)新消费人群：随着人口结构变迁，不断涌现，我们认为，新消费人群可按照两

个维度进行划分，第一个维度是按收入与财富结构划分，中国消费者可划分为高端消费（富裕阶层）、品质消费（中产

阶层）、大众消费（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差异、资产持有结构差异、资产增值速度差异等导致不同消费人群消费升

级的速度和能力差异巨大，消费分层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突出的一个现象，并出现了两极化、结构化和扩散化

趋势，富裕阶层早已达到高端消费及享受型消费的水准，而低收入阶层受制于收入水平的偏低与消费领域基础设施的不

够完善，尚处于以家庭为中心的大众消费阶段，品牌意识及个性化消费意识尚未完全觉醒；第二个维度是按照年龄结构

划分，中国消费者可划分为年轻消费（千禧一代、Z世代）、新中产消费（70后、80后）、养老消费（50后、60后），

千禧一代与Z世代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没有经历过战争与重建，和父辈相比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因此拥有更

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以及个性化消费需求，更愿意为高品质商品支付溢价；70后、80后已经普遍进入家庭婚姻生活，成为

社会发展和消费市场的中坚力量，相比其它年龄段，这部分人群收入水平更高、具备更强的消费力，日用品、家庭支出、

子女教育是他们主要的开支方向；50后、60后逐渐步入老年阶段，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达到2.54亿，占总人口的

18.1%，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为中国养老、医疗、康复、护理等产业链带来旺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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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新消费人群+新消费理念）：(2)新消费理念：在新消费时代中，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发生新的变化，

我们将其概括为五点：①新国货崛起：随着国人的文化自信逐渐提升，“国潮”概念正逐步融入年轻人的消费行为与生

活方式中，年轻人越来越注重自我实现的需求，更加看重商品的品质和性价比，对国货品牌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中国制

造及供应链的成熟（为代工奠定了基础）、新一代消费者对国货的认可（为国产品牌崛起创造可能）、抖音、小红书、

淘宝直播等新媒体变革（抢占年轻消费者心智）共同催生国货品牌崛起；②健康化消费：随着国人收入水平提升，健康、

绿色、环保的消费理念日益深入人心，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全民健康教育，促使消费者持续

增加健康消费支出，广大消费者对于健康消费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无论是产品使用上还是生活方式上，消费者普

遍对健康、安全、品质等属性的选项格外重视；③便捷化消费：社会分工细分化的大背景下，“懒人经济”逐渐迎来爆

发，社会的进步就是让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方便，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消费者因工作时间过长导致

闲暇时间变少，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足不出户、方便快捷、简单直接的消费方式——在网上点外卖解决吃饭问题、用扫地

机器人处理家务活、躺在床上刷手机购物等，看似“变懒”的行为，同国人高强度工作节奏相关，这也是社会分工细分

化带来的必然现象；④个性化消费：随着新中产及年轻消费者的崛起，消费心理逐渐从“从众消费” 向“个性消费”转

变，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年轻消费者自我意识更强，更注重自己的想法，在消费过程中更加偏好体现个性特征的时尚品牌

和服务，彰显自己的生活情趣和个人喜好，进而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具有新鲜感的网红食品、护肤彩妆、新锐潮牌等都

是年轻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下的热门品类；⑤情感化消费：按照消费主义的逻辑，消费升级总是沿着“量的消费→质的消

费→情感消费”的特定路径展开，人们逐渐从追求买得起的商品（量的消费），到追求质量好的品牌商品（质的消费），

再到注重情感体验、对商品情绪价值的追求胜过功能价值（情感消费），更加重视精神的愉悦舒适及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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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新消费种类）：我们认为，在传统消费时代向新消费时代演进的过程中，“货”已经从传统物理形态中的商品

逐步拓展到新硬件、新内容和新服务。①新硬件：科技进步催生众多新物种诞生+传统消费品出现新的品类细分。5G、

人工智能、云计算、VR/AR、物联网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众多科技新物种诞生，过去受制于网络带宽和硬件技术无

法量产的新产品将由不可能变为可能，例如颠覆传统汽车行业的特斯拉、不断为超高端家电市场带来创新和惊喜的戴森

等；消费升级趋势下，传统消费品种类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消费者日益重视在品质、功效、健康等

因素上的结构升级与品类细分，传统消费品出现产品改良与渐进式创新，例如元气森林在保证汽水口感的基础上推出了

更符合现代健康理念的无糖汽水，国货美妆品牌推出烟酰胺精华、养肤粉底液、泡泡面膜等网红产品。②新内容：泛娱

乐潮流影响年轻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消费中更倾向于娱乐化、互动化、内容化。千禧一代和Z世代成长于高速发展的互

联网时代，线上购物、社交媒体、在线娱乐、移动支付、本地生活等从方方面面塑造着他们的消费习惯与生活方式，这

些年轻人会分配大量的时间在内容消费上，例如在抖音、快手、B站、西瓜视频上面浏览短视频，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

平台将日常生活中新奇好玩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在今日头条、百度新闻APP上浏览最新资讯，在知乎、知识星球APP上

获取付费内容等，他们既是内容的消费者也是内容的生产者、分享者。③新服务：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消费观

念的不断转变，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渐从物质型消费转向为服务型消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中国居

民在物质生活上得到极大满足之后，对优质服务的消费需求随之觉醒，越来越关注文化娱乐旅游等满足精神需求的服务

型消费。2019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增至45.9%，反映出较为明显服务型消费崛起趋势。

对年轻消费群体而言，用美团点外卖、去海底捞吃火锅、在B站刷视频、去SPA养生会馆放松身心、逛逛电子烟体验店、

甚至参与光子嫩肤、超声刀、热玛吉等医美项目，已经成为年轻人非常常见的消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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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新消费场景）：我们认为，传统的消费场景包括小卖铺、便利店、超市、专卖店、购物中心等线下实体店业态，

主要通过“大批量买入、小批量卖出”的模式，采取租赁或购入场地将货品进行有序陈列，并适当运用折扣、赠品等促

销活动吸引消费者，最终将商品出售给消费者并赚取中间差价。传统消费场景面临的问题在于，零售企业基本不涉及产

品的研发、设计、生产、物流等环节，基本没有对商品进行任何的增值活动，主要盈利来源依然是“低买高卖”的中间

差价；对消费者而言，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具有“样式单一”等特点，不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强烈的个性化需求，消费者到

店购物还会受到实体店的位置、营业时间等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新兴的消费场景包括线上购物、社交电商、社区拼团、

无人零售、零售新物种等业态，利用新科技技术优化整个产业价值链，推动线上、线下消费场景深度融合。零售商利用

大数据快速收集用户基础数据、用户行为数据和用户交易数据等，对这些大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可以快速获取用户的

真实需求，然后将这些需求反馈给生产商；生产商则快速改进产品的外观、性能，通过整合供应链缩短研发周期、加速

产品上市时间。①线上消费：数字化经济井喷式增长，生鲜电商、直播带货、在线拼团、短视频娱乐、游戏、线上教育、

线上医疗、远程办公等在线消费场景渗透率持续提升。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购物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消费

者可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在线实现“逛街和购物”，目前电商渗透率较高的品类仅为家电、3C和服

装，而在生鲜、食品饮料和日用品等品类上在线消费的渗透率仍有广阔的提升空间。②社交电商：社交电商经过十年的

发展，已经从萌芽期过渡到成熟期，最终在下沉市场找到了新的出路，拼多多、淘宝、京东京喜等社交电商平台迅速崛

起。2020年社交电商市场增长率达到60%，预估整体市场规模达到3.7万亿、用户规模逼近7亿、从业者人数超过7000

万。长期来看，下沉市场的覆盖率还远未饱和，下沉市场10亿消费者的差异化、多功能化、多体验化的优质购物体验需

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社交电商未来依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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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社区拼团：和传统零售的“工厂-分销商-零售商-消费者”模式相比，社区拼团“预售+自提”的模式可以大大减少中

间环节、降低成本，并借助社区熟人天然的低成本流量实现迅速扩张。作为一种从生鲜品类切入、依托真实社区和团长

资源进行商品流通的新型零售模式，社区团购主打三四线城市（我国三、四线以下城市人口规模高达9.53亿，是社区拼

团的主流群体），相比传统菜市场价格更加低廉、市场规模前景可期。④直播带货：集粉丝人设、专业选品、直观展示、

实时互动等优势特征于一体，缩短了流通费用和信息沟通成本，极高地提升了购买转化率。直播带货衍生发展出更多附

属业态与参与者，直播的人、货、场、形也更加丰富多元，增加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消费者体验得到提升。2020

年上半年电商直播超1000万场，活跃主播数超40万，观看人次超500亿，上架商品数超2000万。⑤无人零售：无人零售

被认为是新消费场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无形中改变了消费者长久以来的购物习惯，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开始接受适应“无接触购物”，因为普通民众都开始意识到，勤洗手、戴口罩、减少外出接触或者无接触可以

极大保障自身的人身健康和安全，“无接触购物”的商业化进程加速落地。⑥业态融合新物种：以盒马鲜生等为代表的

新业态，主打“生鲜超市+餐饮”的融合模式提供零售商品和服务。新物种将“消费场景”定位于餐饮、半成品和生鲜，

围绕“吃”展开产品与服务的布局，实现餐饮、超市、数字化零售体验的融合。目前盒马mini已经开始实现整体盈利，

并在上海开展核心商圈和社区的全面覆盖。⑦C2M定制消费：C2M颠覆传统消费场景及供应链，消费者可直连工厂，通

过定制化方式获取高性价比和个性化商品。传统品牌的订单策略是“大批量、少款式”，但随着终端消费人群和需求的

变化，越来越多的品牌商开始调整供应链的节奏，订单变小、变多款，并且压缩生产周期，拼多多的拼工厂、京东京造、

淘宝心选等纷纷切入上游供应链领域，利用自己积累的数据、技术提高工厂效率，反馈C端需求。消费不再是单向的商品

购买和使用，而是通过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来完成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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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时代：重构人货场011.1

图：中国消费行业经历“传统消费时代→互联网消费时代→新消费时代”历史变迁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 以5G、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启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消费形态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迭代进化，

新消费时代正式来临。如果按照时间阶段来划分，2000-2010年是传统消费时代，百货和超市为中国零售行业主流业态；

2010-2020年是互联网消费时代，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迅速崛起；而随着数字经济浪潮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全球，

科技变革持续引领消费变革，商业创新不断改变生活方式，新消费时代正式来临！未来中国消费市场将会涌现出新能源

汽车、5G手机、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众多“科技新物种”，出现短视频、社交分享、直播、知识付费等“新内容”，

还培育出诸如三公里消费、社交电商、社区团购等“新服务”消费，为新产品、新业务、新模式带来无限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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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时代：重构人货场01

• 新消费以数据为核心驱动力、以新兴技术为实现手段、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导向，对“人、货、场”的关系进行联接和

重构。新消费时代对“人、货、场”进行重塑，增强了三者之间的协同，将原来以“场”为核心的商业模式转变为以

“人”为核心，顺应新时代发展的高度个性化、数字化产品与新型生产服务模式要求，推动传统门店数字化转型，同时

提升客户感知和数据实时分析能力。随着年轻消费人群（千禧一代、Z世代）的崛起，更多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诞生，品质

更优、性价比更高、物流速度更快等倍受重视，企业为了赢得更多客户需要将传统B2C生产模式转变为C2M柔性生产模

式——即从客户需求出发，生产者直接由底层数据驱动自动化加工，满足年轻人群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

1.2

图：新消费时代对“人、货、场”进行重塑，增强了三者之间的协同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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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时代：重构人货场01

• “人”与“货”的重构：在新消费时代中，“人”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人拓展到网络空间可识别的用户ID，乃至与自身

行为高度契合的“数字孪生”，“货”从传统物理形态中的商品，逐步拓展到新硬件、新内容和新服务，数字经济浪潮

下“人”与“货”进行深度交融、需求与供给进行精准匹配。一方面，消费者可以直接向厂商提出个性化及多样化需求，

通过C2M柔性定制方式进行小批量及个性化生产；另一方面，厂商也可以搜集消费者的购物记录、商品浏览记录、社交

媒体留言等碎片化数据，利用这些数据为消费者提供符合其需求和期望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创新性和多元性大大提升。

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产品功能是价值附着的唯一途径，然而，在新消费时代下，单纯的产品功能性满足很难吸引消费者

的注意及购买转化，附着在产品功能之外的价值观更能打动消费者。

• “人”与“场”的重构：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零售革命极大地重塑了传统消费场景，在线消费渗透率快速提升，打破了

传统线下门店经营地点和经营时间的限制，大大提升了商品购买的效率，衍生出更多的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社区团购、

无人货柜、自动售卖机、共享设备等新兴业态，让“人”与“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与此同时，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获得极大提升，能够多、快、好、省地购买到心怡的商品，商家通过数字化的消费画像，能够精准提供更符合消费人群

需求的商品，商品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触达各个消费人群，从而提升“人”与“场”的接触质量。

• “货”与“场”的重构：消费品生产企业可以根据不同场景商品的销售数据、库存数据、订单数据等及时制定产品开发

策略，解决传统的库存管理问题，给不同实体门店、线上渠道提供及时准确的铺货与补货，加速产品上市时间；与此同

时，消费品生产企业可以打造高效的智慧物流体系，借助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等技术进行商品的智能分拣和快速运

输，提升消费者在场景端的购物体验。整体而言，消费品生产企业能够将营销与销售、产品开发、采购与生产、供应链

加以整合，并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化手段实现价值最大化，为消费者提供无摩擦、不间断的卓越消费体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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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时代：重构人货场01

• 科技创新正在从研发设计、采购生产、仓储物流、渠道管理、精准营销等环节重塑整个消费品产业链。在5G、AI、大数

据、云计算等新技术驱动下，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向着更加数字化、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正在从过去的以“场”为中

心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生产企业与消费者能够进行双向的互动，企业能够从业务场景的角度主动收集、

清洗、聚合数据，利用消费者用户画像迅速进行供应链的优化和整合，从而大幅提升运营效率和对消费者的服务能力，

使得这些企业在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中更具竞争力。

• ①研发设计：生产企业利用消费者用户画像、消费行为、售后反馈等数据，发掘细分场景和市场的消费需求，拓展产品

和服务边界，缩短产品研发周期，精确把握产品上市时机。

• ②采购生产：生产企业通过产线的智能化改造，通过模块化生产提高产线效率，利用C2M柔性生产模式提前收集订单需

求并进行智能调度，合理配置产能，通过个性化定制生产满足C端消费者的差异化产品需求。

• ③仓储物流：通过智能软硬件、物联网、大数据等智慧化技术手段，实现物流各环节精细化、动态化、可视化管理，提

高物流系统智能化分析决策和自动化操作执行能力，提升物流运作效率。

• ④渠道管理：利用技术手段对经销商进行精细化管理，保证供货及时，在此基础上帮助经销商建立并理顺销售子网，分

散销售及库存压力，加快商品的流通速度。

• ⑤精准营销：通过打通全渠道营销触点、构建用户多维度画像，进而实现用户全渠道触达，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配置针

对性营销策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营销体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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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新消费人群及新理念012.1

图：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分层现象，各消费人群差异明显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 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差异巨大，收入及财富结构的分化、年龄结构的变化、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消费理念的升级共

同催生出符号鲜明的新消费人群。一二线城市已经进入品质化、简约化消费时代，三四线城市仍处在品牌消费时代，而

五六线城市还处在大众消费品时代，显著的消费分级也导致国内多层次消费品企业共存。



人：新消费人群及新理念01

图：我们认为，在众多因素中，“收入及财富结构的分化+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区分新消费人群的最重要的两条主线。

2.1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新消费人群：按收入及财富结构划分：高端消费012.2

图：中国1000万资产以上高净值人群数量增长强劲 图：中国全球高净值人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二

资料来源： Wealth-X《2020年全球高净值人群报告》资料来源：招行《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

• 高端消费：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升，叠加近20年来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中国富裕阶层快速崛起。

高净值人群有更多投资渠道实现资产增值，新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不断创造财富效应，资本市场IPO加速及上市融资对公司

股东的财富增值效应明显。根据招行《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我国1000万资产以上高净值人群数量增长强劲，尤其

是2016年以来，5000万以上资产高净值人群增速加快；2018年我国1000万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达到197万人，全

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规模达到190万亿。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富裕阶层的购买力同样不落下风，根据Wealth-X统

计，2019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净资产规模达到2.59万亿美元（同比+11.8%），中国全球高净值人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二。



新消费人群：按收入及财富结构划分：高端消费012.2

图：2000-2018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全球占比迅猛攀升 图：中国消费者对购买国际顶级奢侈品保持旺盛热情

资料来源：搜狐新闻《奢侈品品牌大盘点》资料来源：贝恩咨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 高端消费：自2012年起，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物质上的丰足和精神上的升级双双推动着

中国高端消费屡创新高。2018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占到了全球市场份额的33%（同期日本已经下降到10%），中国每年奢侈

品消费金额超过5000亿元。2012至2018连续6年间全球奢侈品市场超过一半的增幅都来自于中国，LV、古驰、爱马仕等奢

侈品巨头均将中国市场视作主要市场，对中国形成强烈依赖。2020年即便受到疫情冲击，多数高端消费品增速不降反升，

上海陆家嘴国金中心的奢侈品门店接踵排队，三亚海棠湾免税店人头攒动，高端白酒、奢侈品服饰、非学历教育、豪华

汽车、免税、医美、高端家电、新潮消费电子等高端品市场需求依然强劲。



新消费人群：按收入及财富结构划分：品质消费012.2

图：“升级类”消费品需求旺盛 图：中国消费升级潮流势不可挡

资料来源：腾讯新闻《中国消费升级潮流》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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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质消费：消费正在从“有”向“优”蜕变升级，4亿新中产阶层引领高品质产品和服务崛起。品质消费介于高端消费与

大众消费之间，借鉴日本20世纪70年代经验，当消费者的温饱型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便开始向着享受型消费转变，电

商购物、休闲零食、化妆品、各类小家电的消费热潮兴起。伴随中国消费潮流正在从“有”向“优”蜕变升级，一大批

规模可观且愿意为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买单的中产消费群体正强势崛起（2035年新中产阶层有望由4亿人翻番至8亿人），

国人的消费需求不再局限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是更加注重商品和服务质量，价格虽然在考虑因素内但并非主要关注

的因素。从数据上看，代表品质消费的化妆品、通讯器材、金银珠宝等品类零售额增速基本均显著高于社零总额。



新消费人群：按收入及财富结构划分：大众消费012.2

图：中国约有4.3亿人、5.7亿人处于大众消费及品牌消费阶段 图：拼多多抓住中国下沉市场机遇迅速崛起

资料来源：凤凰新闻《拼多多让价值回流中国制造》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 大众消费：被忽略的群体（低线城市+农村地区）蕴含着巨大的消费能量。中国正迎来消费两浪叠加，一二线快速消费升

级以及三线以下城市消费量快速扩容。五六线及以下城市区域受制于收入水平偏低与消费领域基础设施的不够完善，尚

处于以家庭为中心的大众消费阶段，品牌意识及个性化消费意识并没有完全觉醒。移动互联网在低线城市及农村地区普

及催生了拼多多等新型电商平台的崛起，根据2020年三季度财报，目前拼多多年活跃用户数达到惊人的7.31亿（如果保

持当前增速，2021年拼多多年活跃买家数有望超越阿里巴巴的8.81亿）。当下无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及广大

农村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数量庞大的追求性价比的消费群体，这部分“被忽略的群体”蕴含着巨大的消费能量。



新消费人群：按年龄结构划分012.3

图：2009 年中国人口数量结构 图：2019 年中国人口数量结构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 近十年来中国0-4 岁、25-34 岁、45-54 岁、60-69 岁人口数量占比提升明显。分析对比2009年和2019年中国人口结构的

变化可以发现，相较2009年，2019年人口结构中，0-4岁、25-34岁、45-54岁、60-69岁人口占比提升较为明显，且

60岁以上各年龄阶段人群占比均上涨。这反映出，二胎政策的局部放开阶段内增加了新生儿数量（对应家庭亲子消

费），Z世代人群开始兴起，同时职场奋斗阶层的人口占比提升（对应轻奢高知女性和被遗忘的职场男性消费），身处中

年危机的70一代值得关注，同时人口寿命增长和老龄化趋势明显（对应银发消费）。人口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我国居民

消费形态，深入分析不同人群消费属性和消费倾向，是把握新消费浪潮的前提。



新消费人群：按年龄结构划分：年轻消费012.3

图：中国Z世代消费人群高达2.6亿，兴趣会友、热爱表达、善于分享、潮流引领者是其典型特征

资料来源：企鹅智库《2019年Z世代消费力白皮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 年轻消费：千禧一代、Z世代拥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以及个性化消费需求。千禧一代是指出生于1982年-2000年的年

轻人，而Z世代是指出生于1995-2009年的95后。和父辈相比，千禧一代、Z世代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没有经历

过战争与重建，他们享受到更加优越的物质条件，因此拥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以及个性化消费需求，更愿意为高品质

商品支付溢价，独有的教育经历和成长经历造就了他们追求个性、注重体验、乐于尝试的消费特征。根据《2019年Z世

代消费力白皮书》，目前Z世代总人数约2.6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9%和整体消费力的约40%。对这部分年轻群体而言，

购买不仅仅是一种消费行为，更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兴趣会友、善于分享、引领时代潮流是其典型特征。



新消费人群：按年龄结构划分：年轻消费012.3

图：中国Z世代消费能力强、敢于花钱 图：在校Z世代的各种收入来源情况

资料来源：《Z世代消费力白皮书》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资料来源：《Z世代消费力白皮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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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消费：千禧一代、Z世代消费能力强、敢花钱、价格敏感度是“历代最低”。根据《Z世代消费力白皮书》，Z世代

每月可支配收入较为可观，达到3501元，相比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49.36%；35%的Z世代拥有多种收入来源，

包括校外兼职费用、家人提供生活费、奖学金等，较高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多种收入来源决定了他们拥有更高的边际消

费倾向。除此之外，这部分年轻消费者还热衷于超前消费和信贷消费，尼尔森在2019年关于中国青年影响力的报告中提

到，有60.9％的中国年轻人使用借贷APP，而信用卡比例则是45.5％。对于Z世代来说，喜欢就买，有钱就花，如果想要

购买超过自己支付能力之外的商品，就会使用这些网络借贷平台先垫付再偿还，或者分期付款。



新消费人群：按年龄结构划分：新中产消费01

• 新中产消费：70后80后人群（年龄段主要为31岁-51岁）已经普遍进入家庭婚姻生活，成为社会发展和消费市场的中坚力

量。尼尔森报告显示，80后、70后的收入水平明显更高，36%的80后家庭月收入超过1万元，紧随其后的是70后

（32%）和90后（31%），60后人群位列末位，仅有28%的60后家庭月均收入过万。较好的经济状况使得70后、80后

消费者对自己的财物状况更加乐观，相比其它年龄段人群具备更强的消费力，是最受商家欢迎和重视的消费客户群。看

好方向：以生鲜、食品饮料、家电、家装建材为代表的日用生活品消费（家庭支出占据80后消费主要部分）、子女教育

（读书教育占据80后消费者总消费的55%）、汽车消费（购置新车与保养车辆占据80后消费者总消费的30%）等。

2.3

图：日常开销、房租房贷、孩子教育占据新中产家庭支出主力 图： 70后80后人群的家庭消费特征较为明显

资料来源：搜狐新闻《70后80后群体的消费特征》资料来源：腾讯理财通《2019新中产家庭消费与理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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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人群：按年龄结构划分：养老消费012.3

图：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深 图：老年群体对医疗保健、护理康复存在旺盛需求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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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消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深，以50后60后为代表的老年群体催生银发经济市场的旺盛需求。中国是世界上

老年人口最多的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通常而言，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10%即可视为老龄化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

18.1%，中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借鉴日本30年前的发展经验，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短缺和经济增长长期乏力的

问题，社会保障资金出现缺口，老年人养老和医疗需求急剧增加。从收入结构而言，这部分老龄群体属于中国首批中产

阶级、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有望为中国养老、医疗、康复、护理等产业链带来旺盛需求。



人：新消费人群及新理念01

图：新消费理念可划分为新国货崛起、健康化消费、便捷化消费、个性化消费、情感化消费等方面

2.4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新消费理念：新国货崛起：年轻一族撑起「新国潮」兴起012.5

图：72%的调查者看好“国潮”的未来发展 图：年轻人对“国潮”的认知不再停留在“中国制造”

资料来源：《当代年轻人潮流消费调查问卷》，国泰君安证券研究资料来源：《当代年轻人潮流消费调查问卷》，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 随着国人的文化自信逐渐提升，“国潮”概念正逐步融入年轻人的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中，年轻人越来越注重自我实现

需求，更加看重商品的品质和性价比，从过去的一味追求高端奢侈品转向有意识地淡化对品牌溢价的执着，对国货品牌

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从需求端来看，国内进入物质充裕时代，消费者对品牌、品质、实用性等因素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对个性化需求上升的同时追求高性价比；从供给端来看，中国制造及供应链已经非常成熟和高效，赋予国货能创造出更

加物美价廉商品的能力，甚至在售后服务等方面比海外一线品牌更胜一筹；从零售端来看，抖音、小红书、淘宝直播等

新媒体带来零售渠道、营销方式的创新，抢占消费者心智的同时，创造出比肩国际大牌的销售成绩。



新消费理念：健康化消费：健康、环保理念深入人心012.5

图：消费者对绿色、安全、营养的健康商品更加重视 图：消费者将更多时间投入体育运动及健康生活

资料来源：百度新闻《全民健身热潮兴起》资料来源：百度新闻《盘点健康食品界网红》

• 随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大幅增加，消费水平进一步提升，居民逐渐从过去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到现在日益重视健

康消费。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全民健康教育，促使消费者持续增加健康消费支出，广大消费

者对于健康消费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无论是产品使用上还是生活方式上，消费者普遍对带有健康、安全、品质等

属性的选项格外重视。在产品方面，消费者对健康、品质、杀菌等方面的需求大幅提升，能够减少疾病、符合营养健康

长期需求的商品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健康家电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全民体育运动兴起使得健身器材热销；在生活方

式方面，消费者对免疫力、体育运动、享受、家庭等方面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加，这些都是“健康消费理念”的表现。



新消费理念：便捷化消费：懒人经济成为新潮流01

•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消费者因工作时间过长导致闲暇时间变少，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足不出户、方便快捷、简单

直接的消费方式。社会的进步就是让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方便，在网上点外卖解决吃饭问题、用扫地机器人

处理家务活、躺在床上刷手机购物等，看似“变懒”的行为，同国人高强度工作节奏相关，这也是社会分工细分化带来

的必然现象。我们认为，便捷化的消费方式将带动速冻食品、预制食品、半成品等快捷食品的增长；扫地机器人、洗碗

机等智能家电的普及让人们摆脱了繁琐重复性的家务劳动，从无聊枯燥的劳作中解脱出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生鲜

电商平台“在线买菜”，或者通过点外卖吃到自己想吃的食物，都是消费行业便捷化趋势的体现。

2.5

图：人们越来越追求更加便捷的生活方式，从而衍生出买、吃、住等多元懒人经济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新消费理念：个性化消费：年轻人更青睐彰显自我的品牌及商品012.5

图：年轻消费者乐于尝鲜、倾向于小众个性化消费，更愿意为兴趣买单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 随着新中产及年轻消费者的崛起，这些年轻人的自我意识更强，更注重自己的想法，消费心理从“从众消费”开始向

“个性消费”转变。千禧一代与Z世代年轻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更加偏好体现个性特征的时尚品牌商品和服务，彰显自

己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及生活情趣、个人喜好，达到精神上的满足，更愿意尝试各种新国别、新品类以及“爆款”产

品；随着智能化、信息化技术的进步，以往大批量生产制式产品的经营方式将被具有个性化特点的定制方式所取代，大

规模定制成为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具有新鲜感的进口食品、不同用途的护肤和彩妆用品、细分功能的保健类商品、以

及各类新锐潮牌等均出现快速增长势头，这些都是消费者多元化需求及年轻消费者更加乐于尝鲜的趋势导致的结果。



新消费理念：情感化消费：消费升级路径“量的消费→质的消费→情感消费”01

• 按照消费主义的逻辑，消费升级总是沿着“量的消费→质的消费→情感消费”的特定路径展开。我国当前消费环境的变

迁路径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较为接近，2013年之后居民消费支出中衣食占比下降，休闲娱乐、文化教育、生活服务、

餐饮旅游、体验式消费占比提升。人们逐渐从追求买得起的商品（量的消费），到追求质量好的品牌商品（质的消

费），再到注重情感体验、对商品情绪价值的追求胜过功能价值（情感消费），更加重视精神的愉悦舒适及优越感。正

如营销大师菲利普科勒对消费品的理解——星巴克卖的不是咖啡，是休闲；法拉利卖的不是跑车，是一种近似疯狂的驾

驶快感和高贵；劳力士卖的不是表，是奢侈的感觉和自信；希尔顿卖的不是酒店，是舒适与安心。

2.5

图：高端白酒是社交及情感化消费的典型代表 图：当下火热的宠物消费满足精神寄托与陪伴需求

资料来源：百度新闻《宠物消费增长背后：爱与陪伴的需求》资料来源：百度新闻《周总理用茅台酒宴请美国总统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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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新消费品类快速涌现01

图：新消费种类可划分为新硬件、新内容、新服务三个方面

3.1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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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种类：新硬件：科技进步催生众多“科技新物种”的诞生01

• 5G、人工智能、云计算、VR/AR、物联网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众多科技新物种诞生，过去受制于网络带宽和硬件

技术无法量产的新产品将由不可能变为可能。对于成熟品类，产品的颠覆式创新引领产品均价再创新高，打开高端市场

空间，典型案例如戴森，这家创立于1991年的英国家电品牌从吸尘器起家，之后扩展至吹风机、干手机、洗衣机等品

类，始终维持行业尖端科技水平，通过持续的产品创新为消费者带来绝佳的消费体验。对于新兴品类，科技创新能够打

造前所未有的科技新物种，开拓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的新蓝海，典型案例如特斯拉，这家企业在列强环绕下的传统汽车行

业实现突围，用迭代式的售后服务为用户提供全新体验、缩减传统汽车服务链条，成为传统汽车行业的“颠覆者”。

3.2

图：戴森通过产品的颠覆式创新开辟超高端市场 图：特斯拉作为“科技新物种”为汽车行业带来大量创新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网资料来源：戴森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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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种类：新硬件：传统消费品结构升级，出现产品改良与渐进式创新013.2

图：元气森林积极推动无糖汽水产品层面上的升级创新 图：国货化妆品品牌推出烟酰胺精华、泡泡面膜等网红产品

资料来源：珀莱雅官网，淘宝网资料来源：腾讯网《元气森林的“走红”逻辑》

• 新趋势带动新需求，推动传统消费品的结构升级与品类细分，出现产品改良与渐进式创新。消费升级趋势下，传统消费

品种类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消费者日益重视在品质、功效、健康等因素上的结构升级与品类细分。

在这种新趋势的推动下，很多厂商积极推动传统消费品改良，通过新技术、新理念、新玩法对产品进行升级以更贴近消

费者需求。例如元气森林定位于无糖汽水，属于在产品层面上的升级创新，符合年轻人追求健康的理念。化妆品也不例

外，国货品牌越来越关注美妆产品的功效性、组成成分以及趣味性，运用新技术在原有基础上完成产品创新，推出烟酰

胺精华、养肤粉底液、珀莱雅泡泡面膜等网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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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种类：新硬件：传统消费品结构升级，出现产品改良与渐进式创新013.2

图：天猫双11战绩新品牌群星璀璨，360个新硬件及新品牌位居细分行业第一名

资料来源：天猫，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 新硬件涉及的领域非常宽泛，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仅以2020年天猫双11涌现出的新硬件及新品牌为例，说明中国

新硬件市场蓬勃发展的趋势。根据天猫统计，2020年天猫双11总成交额（GMV）达到498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6%，360个新品牌拿下细分品类第一，不仅高于2019年天猫双11的11个，也远超2020年天猫618的26个。其中，完

美日记（眼影、唇彩）、花西子（蜜粉、眉笔）、Ubras（无尺码内衣）、三顿半（速溶咖啡）、认养一头牛（新式牛

奶）等16个新品牌累计成交额突破1亿元；添可（洗地机）、拓牛（感应垃圾桶）、爱丽思（暖被机）、缤兔（化妆品

冰箱）、阿尔法蛋（智能机器人）、火鸡（餐具消毒机）等新硬件品牌同样表现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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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种类：新内容：受泛娱乐生活方式的影响，内容消费常态化01

• 泛娱乐潮流影响年轻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消费中更倾向于娱乐化、互动化、内容化，他们既是内容的消费者也是内容

的生产者、分享者。千禧一代和Z世代成长于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线上购物、社交媒体、在线娱乐、移动支付、本地

生活等从方方面面塑造着他们的消费习惯与生活方式，而随着年龄的渐渐成熟，这部分年轻人逐步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消

费主力军。由于成长于繁荣的娱乐环境中，这些年轻人对娱乐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他们会分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内容

消费上，例如在抖音、快手、B站、西瓜视频上面浏览短视频，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将日常生活中新奇好玩的内容

分享给朋友，在今日头条、百度新闻APP上浏览最新资讯，在知乎、知识星球APP上获取付费内容等。

3.3

图：新内容包含短视频、社交分享、直播、咨询等方面，泛娱乐、KOL种草、IP化、情感认同化特征明显

资料来源：京东家电大数据研究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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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种类：新内容：受泛娱乐生活方式的影响，内容消费常态化01

• 在内容需求与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共同驱动下，中国泛娱乐行业进入高速增长通道，文娱产业的内涵不断延展丰富，文

学、动漫、影视、游戏成为核心的泛娱乐IP，被互联网原住民的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00后人群快速消费和传播。

中国泛娱乐行业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新的内容形式、新的内容创作者以及新的用户需求共同引发行业变

革，文学、影视、动漫、长短视频、直播电商、体育、游戏等各业态相互联动并深度融合，形成“泛娱乐”生态。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消费性支出为28063元，其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达到3328元，占

比增长至11.86%，结构变化和用于文化娱乐精神消费支出的增长，为整个文娱行业的发展带来了结构性行业红利。

3.3

图：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例不断提升 图：文学、影视、动漫、游戏成为核心的泛娱乐IP

资料来源：红袖添香官网，《哪吒》宣传海报，王者荣耀官网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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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种类：新服务：居民消费结构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变013.4

图：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呈趋势性下行 图：201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消费性支出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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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不断转变，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渐从物质型消费转变为服务型消费。改革开

放4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中国居民在物质生活上得到极大满足之后，对优质服务的消费需求随之觉醒，越来越关注

文化娱乐旅游等满足精神需求的服务型消费。2019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基础食品

消费比重越来越低。Wind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增至45.9%，反映出

较为明显服务型消费崛起趋势。对年轻消费群体而言，用美团点外卖、去海底捞吃火锅、在B站刷视频、去SPA养生会馆

放松身心、逛逛电子烟体验店、甚至参与光子嫩肤、超声刀、热玛吉等医美项目，已经成为年轻人非常常见的消费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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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新消费场景迭代升级01

• 传统的消费场景包括小卖铺、便利店、超市、专卖店、购物中心等线下实体店业态，主要通过“大批量买入、小批量卖

出”的模式，向终端消费者销售商品并赚取中间差价。传统零售业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杂货店、专业/专卖、百货店、

超市/便利店、购物中心等，但无论是哪个时期，主要消费场景均是采取租赁或购入场地，将货品进行有序陈列，并适当

运用折扣、赠品等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最终将大批量买入的货品小批量卖给消费者。“大批量买入”的集中采购模

式，可以与生产商或渠道商进行价格谈判，争取到价格优势，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力；同时，消费者一般是零散购买，没

有谈判优势。但传统消费场景面临的问题在于，传统零售企业基本不涉及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物流等环节，基本

没有对商品进行任何的增值活动，其主要盈利来源依然是“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中间差价。对消费者而言，大规模

生产的产品具有“样式单一”等特点，不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强烈的个性化需求，消费者到店购物还会受到实体店的位

置、营业时间等各种条件的限制，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亟待改善。

• 新兴的消费场景包括线上购物、社交电商、社区拼团、无人零售、零售新物种等业态，利用新科技技术优化整个产业价

值链，推动线上、线下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新消费浪潮下，传统消费场景正在发生积极转变，零售商利用大数据等科技

手段，可以快速收集用户基础数据、用户行为数据和用户交易数据等，对这些大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可以快速获取用

户的真实需求，然后将这些需求反馈给生产商。生产商则快速改进产品的外观、性能，通过整合供应链缩短研发周期，

增加数据可用性并实现差异化、提升效率，加速产品上市时间。新消费不再是传统消费“生产商-经销商-零售商-用户”

的商业流程，新消费是“用户-生产商”的商业逻辑。很多传统的超市、便利店、专卖店、购物中心正在积极推动数字化

改造，依托既有的线下入口，将线上消费者引流至线上，推动线上线下业务融合。这些传统门店也通过物联网及大数据

技术，对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和购物偏好进行精准分析，以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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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新消费场景迭代升级01

图：新消费场景可划分为线上消费、社交消费、直播带货、无人零售、业态融合新物种、定制消费等

4.1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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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新消费场景迭代升级01

图：移动互联网浪潮下，中国消费场景不断迭代升级

4.1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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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场景：线上消费01

• 数字化经济井喷式增长，生鲜电商、直播带货、在线拼团、短视频娱乐、游戏、线上教育、线上医疗、远程办公等“在

线消费”渗透率持续提升。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购物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消费者可以不受时间、空间限

制，可以随时、随地在线实现“逛街和购物”，线上消费形态呈现象级崛起之势，在线购物、直播带货、在线教育、在

线医疗等各种场景悉数“触网”。未来伴随消费市场的数字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叠加线上线下融合进程的全面提速、

智慧供应链不断整合、国人新的消费习惯也日益养成，这些都会给线上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目前电商渗

透率较高的品类仅为家电、3C和服装，而在生鲜、食品饮料和日用品等品类上在线消费的渗透率仍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4.2

图：2020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累计值）稳定增长 图： 2020年末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零比重达到24.9%

资料来源： 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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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场景：社交电商01

• 中国社交电商经过十年探索，已经成为中国电子商务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20年社交电商市场增长率达到60%，预

估整体市场规模达到3.7万亿。社交电商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从萌芽期过渡到成熟期，最终在下沉市场找到了新的出

路，拼多多、淘宝、京东京喜等各家社交电商平台纷纷利用自身优势，协调各地区产品的供给，采用各种营销手段，满

足消费者需求，快速培育消费者心智。2020年社交电商用户规模预计逼近7亿，从业者人数超过7000万。长期来看，下

沉市场的覆盖率还远未饱和，下沉市场10亿消费者的差异化、多功能化、多体验化的优质购物体验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

足，社交电商未来依然大有可为，“移动+社交”的3.0时代正在到来。

4.3

图：相比传统零售，社交电商明显压缩中间环节 图：中国社交电商正在迈向“移动+社交”的3.0时代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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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场景：社区拼团014.4

图：社区团购的运作模式 图：社区团购的主要参与者及并购情况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 和传统零售的“工厂-分销商-零售商-消费者”模式相比，社区拼团“预售+自提”的模式可以大大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

本，并借助社区熟人天然的低成本流量实现迅速扩张。作为一种从生鲜品类切入、依托真实社区和团长资源进行商品流

通的新型零售模式，社区团购主打二三线、甚至三四线城市（我国三、四线以下城市人口规模高达9.53亿，是社区拼团

的主流群体），相比其它生鲜零售价格更加低廉，“次日达”的及时性又要优于淘宝、拼多多等传统电商。自2020年以

来，社区团购十荟团、兴盛优选、好菜摊、同程生活等都获得融资，代表社区团购获得风投机构的青睐，爆发力和发展

潜力可进一步挖掘，市场规模前景可期，根据凯度咨询预测，2021年社区团购的市场规模将超过1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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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场景：直播带货（种草消费）014.5

图：薇娅、李佳琦等电商主播具备超一流的带货能力 图：京东、淘宝、抖音、抖音等APP均涉足直播带货

资料来源：各平台官方APP资料来源：淘宝直播

• 直播带货自2019年爆发以来，目前正处于高速成长期，随着内容平台与电商交易融合程度不断加深，预计2021年直播

电商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渗透率达到15%。年轻消费者更容易受到社交分享和种草消费的影响和刺激，使消费呈现出

“购买-分享-再购买”的循环式连锁反应，直播带货、短视频、日记带货均是种草消费的表现形式。直播购物集粉丝人

设、专业选品、直观展示、实时互动等优势于一体，缩短了流通费用和信息沟通成本，大幅提升购买转化率。直播带货

衍生发展出更多附属业态与参与者，直播的人、货、场、形也更加丰富多元，增加商家与消费者交流互动，消费者体验

得到提升。2020年上半年电商直播超1000万场，活跃主播数超40万，观看人次超500亿，上架商品数超2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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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场景：无人零售01

• 无人零售被认为是新消费场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人商店及智能货柜商业化进程加速。亚马逊的Amazon Go以及国内

的Take Go等公司借助物联网、人脸识别、视频监控技术等使顾客无需排队结账，通过机器视觉和传感器自动识别顾客

的商品，最后实现即买即走。智能售货机如友宝、贩享家等入驻商场，借助物联网和联接技术实现消费者在不进入商

店、不经手收银员的情况下通过简单的按键操作和移动支付便能快速获取商品。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无形中改变了

消费者长久以来的购物习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接受适应“无接触购物”，因为普通民众都开始意识到，勤洗手、

戴口罩、减少外出接触或者无接触可以极大保障自身的人身健康和安全，“无接触购物”的商业化进程加速落地。

4.6

图：国内智能货架商业模式流程图 图：无人零售包括无人商店、智能货柜等商业形态

资料来源：Amazon Go、Take Go公司宣传资料资料来源：Talkin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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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场景：业态融合“新物种”01

• 以盒马鲜生等为代表的新业态，主打“生鲜超市+餐饮”的融合模式提供零售商品和服务。新物种将“消费场景”定位于

餐饮、半成品和生鲜，围绕“吃”展开产品与服务的布局，实现餐饮、超市、数字化零售体验的融合。盒马陆续孵化出

盒马鲜生、盒马菜市、盒马mini、盒马F2、盒马小站、Pick`n go等业态；永辉超市重获永辉云创控股权后，积极调整永

辉mini、超级物种等业态并推出家居、食品、酒类等新零售品牌。

4.7

图：盒马mini已实现整体盈利并开始向全国规模化复制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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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场景： C2M反向定制消费014.8

图：C2M可满足 “单笔变小、多款式、周期缩短”新趋势 图：柔性生产线的精髓在于“小批量、多批次、快速翻单”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资料来源：艾瑞咨询

• C2M颠覆传统消费场景及供应链，消费者可直连工厂，通过定制化方式获取高性价比和个性化商品。传统品牌的订单策

略是“大批量、少款式”，实行大批量、规模化生产，但是随着终端消费人群和需求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品牌商开始调

整供应链的节奏，订单变小、变多款，并且压缩生产周期；此外，随着电商发展，来自线上品牌的小订单也越来越多。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消费电商（拼多多的拼工厂、京东京造、淘宝心选等）切入上游供应链领域，利用自己积累的

数据、技术提高工厂效率，反馈C端需求；消费不再是单向的商品购买和使用，而是通过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来完成消费

行为，消费者对产品提出个性化需求或参与产品设计，然后厂家通过C2M反向定制模式进行生产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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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01

• 整体而言，科技进步叠加需求变迁，共同驱动消费行业变革。从供给端来看，5G、人工智能、云计算、VR/AR、物联网

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科技变革重塑整个消费品产业链，带来整个消费品市场营销去中心化、渠道不断下沉、产品持续创

新等，新场景、新模式、新应用的不断涌现对传统消费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从需求端来看，人口结构变迁带来新消费

人群快速崛起，以千禧一代及Z世代为代表的年轻消费群体成为中国新消费市场中最值得关注的主力军。

• 新消费时代以数据为核心驱动力、以新兴技术为实现手段、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导向，对“人、货、场”的关系进行联

接和重构。新消费时代对“人、货、场”进行重塑，增强了三者之间的协同，将原来以“场”为核心的商业模式转变为

以“人”为核心，顺应新时代发展的高度个性化、数字化产品与新型生产服务模式要求，推动传统门店数字化转型，同

时提升客户感知和数据实时分析能力。随着年轻消费人群（千禧一代、Z世代）的崛起，更多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诞生，品

质更优、性价比更高、物流速度更快等倍受重视，企业为了赢得更多客户需要将传统B2C生产模式转变为C2M柔性生产

模式——即从客户需求出发，生产者直接由底层数据驱动自动化加工，满足年轻人群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

• 展望未来，我们看好新消费领域中的20条高成长赛道：在新消费人群方面，如果按照收入及财富增值速度划分，看好高

端消费（高端白酒、高端家电、奢侈品）、品质消费（乳制品、调味品）、大众消费（高性价比消费、高性价比商

品）；如果按照年龄阶段划分，看好年轻消费（盲盒/潮玩、医美、电子烟）、中产消费（汽车、教育、免税）、养老消

费（护理、眼科诊疗、老年用品）；在新消费理念方面，看好新国货崛起（化妆品、零食、国货服装）、健康化消费

（健康乳品、保健品）、便捷化消费（速冻食品）、个性化消费（创意小家电）、情感化消费（宠物经济）；在新消费

种类方面，看好新硬件（新能源汽车）、新内容（短视频）、新服务（新生活服务、新式餐饮）；在新消费场景方面，

看好线上消费、社交消费、直播带货、无人零售、业态新物种、定制消费，具体投资标的/受益标的请参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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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标的/受益标的01附

数据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变革与创新：新消费时代》，收盘价截至2021年2月5日，未评级公司（爱马仕、路易威登、名创优品）为受益标的

主题方向 细分主题 细分领域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目标价
（元）

EPS PE
评级

2020E 2021E 2022E 2020E 2021E 2022E

新消费人群
（按收入及
财富增值速
度划分）

高端消费

高端白酒

贵州茅台 600519.SH 2,317.00 36.23 44.56 52.30 55.12 44.82 38.18 增持

五粮液 000858.SZ 386.00 5.13 6.23 7.41 61.79 50.88 42.78 增持

泸州老窖 000568.SZ 231.00 4.05 4.92 6.07 48.94 40.29 32.66 增持

高端家电

格力电器 000651.SZ 73.15 3.47 4.42 4.89 15.86 12.45 11.26 增持

美的集团 000333.SZ 92.00 3.66 4.15 4.47 19.19 16.92 14.82 增持

海尔智家 600690.SH 34.75 1.17 1.51 1.79 21.25 16.46 13.89 增持

奢侈品
爱马仕 0HV2.L - - - - - - - -

路易威登 LVMH.BSI - - - - - - - -

品质消费

乳制品 伊利股份 600887.SH 48.70 1.21 1.38 1.6 32.93 28.71 24.9 增持

调味品 海天味业 603288.SH 223.40 1.95 2.28 2.66 83.49 71.41 61.21 增持

食用油 金龙鱼 300999.SZ 52.45 1.30 1.45 1.65 36.85 33.03 29.03 谨慎增持

大众消费

高性价比消费 拼多多 PDD.O 198.00 -5.24 1.53 9.66 - - - 增持

高性价比商品 小米集团-W 1810.HK 35.50 0.57 0.71 0.85 23.26 18.17 15.18 增持

好物集合店 名创优品 MNSO.N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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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标的/受益标的01附

主题方向 细分主题 细分领域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目标价
（元）

EPS PE
评级

2020E 2021E 2022E 2020E 2021E 2022E

新消费人群
（按年龄阶
段划分）

年轻消费

盲盒/潮玩 泡泡玛特 9992.HK 57.56 0.44 0.87 1.27 195.91 99.08 67.87 增持

医美
爱美客 300896.SZ 617.10 3.66 5.61 8.07 143.81 93.86 65.27 增持

华熙生物 688363.SH 170.94 1.47 1.94 2.85 98.19 74.53 50.78 增持

电子烟
思摩尔国际 6969.HK 48.43 0.5 1.0 1.7 57 28 17 增持

雾芯科技 RLX.N - - - - - - - -

新中产消费

汽车
比亚迪 002594.SZ 162.80 1.81 2.17 2.66 70.61 58.89 48.05 增持

蔚来 NIO.N - - - - - - - -

教育

好未来 0A2X.L - - - - - - - -

新东方 0K75.L - - - - - - - -

中公教育 002607.SZ - - - - - - - -

免税 中国中免 601888.SH 511.00 3.88 6.34 9.29 72.94 44.64 30.46 增持

养老消费

养老护理 日医学馆 9792.T - - - - - - - -

眼科诊疗 爱尔眼科 300015.SZ 69.60 0.43 0.58 0.78 142.93 105.97 78.79 增持

老年用品 鱼跃医疗 002223.SZ - - - - - - - -

数据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变革与创新：新消费时代》，收盘价截至2021年2月5日，未评级公司（雾芯科技、蔚来、好未来、新东方、中公教育、

日医学馆、鱼跃医疗）为受益标的，注：泡泡玛特为国泰君安传媒团队（陈筱、张昱等）覆盖标的；爱美客、华熙生物、爱尔眼科、鱼跃医疗等为国泰

君安医药团队（丁丹、赵峻峰等）覆盖标的



54

推荐标的/受益标的01附

主题方向 细分主题 细分领域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目标价
（元）

EPS PE
评级

2020E 2021E 2022E 2020E 2021E 2022E

新消费理念

新国货崛起

化妆品
上海家化 600315.SH 51.00 0.54 0.72 1.24 56.67 32.90 8.86 增持

珀莱雅 603605.SH 220.00 2.38 2.92 3.63 65.8 53.64 43.15 增持

零食

三只松鼠 300783.SZ 60.00 0.68 0.85 1.06 67.85 54.28 43.53 增持

良品铺子 603719.SH 75.75 0.74 1.05 1.43 77.63 54.7 40.29 增持

绝味食品 603517.SH 110.00 1.28 1.73 2.14 63.25 46.77 37.91 增持

国货服装
李宁 2331.HK 52.40 0.63 0.78 0.89 67 54 48 增持

安踏体育 2020.HK 162.00 2.08 2.68 3.16 52.17 40.5 34.29 增持

健康化消费
健康乳品 伊利股份 600887.SH 48.70 1.21 1.38 1.6 32.93 28.71 24.9 增持

保健品 片仔癀 600436.SH 241.50 2.74 3.45 4.30 85.09 67.58 54.22 谨慎增持

便捷化消费
速冻食品 安井食品 603345.SH 261.00 2.54 3.26 4.22 86.25 67.19 51.84 增持

中式速冻面点 巴比食品 605338.SH 46.70 0.61 0.76 0.95 58.84 47.14 37.67 增持

个性化消费 创意小家电
新宝股份 002705.SZ 57.60 1.38 1.77 2.14 34.15 26.56 21.99 增持

小熊电器 002959.SZ 174.52 3.17 4.18 5.4 42.23 32.08 24.81 增持

情感化消费 宠物经济
中宠股份 002891.SZ 65.38 0.77 1.07 1.43 70.65 50.84 38.04 增持

佩蒂股份 300673.SZ 44.00 0.77 0.97 1.24 43.05 34.18 26.73 增持

数据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变革与创新：新消费时代》，收盘价截至2021年2月5日，注：片仔癀为国泰君安医药团队（丁丹等）覆盖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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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标的/受益标的01附

主题方向 细分主题 细分领域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目标价
（元）

EPS PE
评级

2020E 2021E 2022E 2020E 2021E 2022E

新消费种类

新硬件
新能源汽车

特斯拉 TSLA.O - - - - - - - -

蔚来 NIO.N - - - - - - - -

宁德时代 300750.SZ 251.20 2.44 3.14 3.99 85.37 66.34 52.21 增持

新安防产品 海康威视 002415.SZ - - - - - - - -

新内容

短视频平台
抖音 - - - - - - - - -

快手-W 1024.HK - - - - - - - 增持

年轻文化社区 哔哩哔哩 BILI.O - - - - - - - -

广电/新媒体 芒果超媒 300413.SZ 88.21 1.10 1.30 1.52 64.00 54.15 46.32 增持

新服务

新生活服务 美团-W 3690.HK 393.07 0.93 2.1 3.48 5041 178 56.11 增持

新式餐饮/供
应链

海底捞 6862.HK 55.28 0.33 0.99 1.23 128 44 35 增持

颐海国际 1579.HK 61.10 9.82 12.81 14.90 55.41 42.48 36.52 增持

景区演出 宋城演艺 300144.SZ 23.68 0.06 0.50 0.67 266.83 32.02 23.90 增持

快递服务 顺丰控股 002352.SZ 38.60 1.48 1.71 - 26.10 22.50 - 中性

数据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变革与创新：新消费时代》，收盘价截至2021年2月5日，未评级公司（特斯拉、蔚来、海康威视、抖音、哔哩哔哩）为

受益标的，注：芒果超媒为国泰君安传媒团队（陈筱等）覆盖标的；海康威视为国泰君安电子团队（王聪等）覆盖标的；顺丰控股为国泰君安交运团队

（郑武等）覆盖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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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标的/受益标的01附

主题方向 细分主题 细分领域 公司 公司代码
目标价
（元）

EPS PE
评级

2020E 2021E 2022E 2020E 2021E 2022E

新消费场景

线上消费 电商平台
阿里巴巴 0HCI.L 360.00 6.66 7.94 9.08 - - - 增持

京东 JD.O 370.00 9.10 8.30 10.77 - - - 增持

社交消费
社交平台 腾讯控股 0700.HK 700.00 14.00 15.10 17.36 - - - 增持

社交电商 拼多多 PDD.O 198.00 -5.24 1.53 9.66 - - - 增持

直播带货 短视频直播 快手-W 1024.HK - - - - - - - 增持

无人零售 无人商店 亚马逊 0R1O.L - - - - - - - -

定制消费 定制家居 欧派家居 603833.SH 168.80 3.47 4.18 4.80 41.60 34.53 30.07 增持

数据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变革与创新：新消费时代》，收盘价截至2021年2月5日，未评级公司（亚马逊）为受益标的，注：腾讯控股为国泰君安

传媒团队（陈筱、张昱等）覆盖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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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君新消费指数01

• 我们在新消费市场中精选具有远大成长前景、商业模式出众、盈利能力突出且管理层优秀的企业，将这些最优秀的新消

费企业编制为国君新消费指数，录得5年9.4倍的超高回报。最近五年（2016-2019年）沪深300指数上涨58.6%，茅指

数上涨7.8倍，国君新消费指数上涨9.4倍。展望未来，我们相信中国新消费市场蓬勃发展的趋势远未结束，与中国最优

秀的新消费企业一起成长，一定能够分享这些优秀企业长期增长红利！欢迎投资者朋友与我们进行深度交流！

附

图：最近五年（2016-2021年）国君新消费指数、茅指数、沪深300收益率对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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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因素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导致新兴消费增长速度放缓

2021年新冠疫情尚未结束，疫情反复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及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地缘

政治风险增加、全球债务负担持续上升、各国货币政策变化带来的持续效应、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和不稳定等，导致全球

经济进入一个不确定性全面上升的时代，全球经济增长压力不断加大，如果全球经济出现滑坡势必会拖累中国市场，新兴

消费增长速度可能随之放缓。

• 风险因素二：新兴消费企业处于成长期面临不确定性风险

新兴消费市场目前仍处于成长期，市场规模快速扩大导致各企业具有较高的增长率，但此时行业内还未形成良好的竞争格

局，究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与此同时，各企业处于发展初期，商业模式、产品设计、发展战略尚未完全稳定成熟，

自身经营风险较大，未来经营状况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面对众多标的，投资者难以完全准确押中赛道中的“胜出

者”，投资决策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 风险因素三：具有较高估值的新兴消费企业易出现较大回撤

和格雷厄姆“捡烟蒂式投资”“低估值式投资”相比，成长投资难度系数明显更大，因为新兴消费企业往往因为较高的成

长性（收入及利润快速增长、市场占有率快速提升）而普遍获得估值溢价，少数新兴消费企业的滚动市盈率甚至可以超过

100倍；如果未来出现业绩增速不达预期或者行业竞争格局发生较大变动，高市盈率的成长股容易出现业绩及估值的“戴维

斯双杀”，因此成长股投资者相对价值股投资者需要具备更强的商业洞察力及市场前瞻力。

风险因素01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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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我们一直以来致力于前瞻判断、引领市场，为投资者提供消费领域最有价值的研究服务，以下为国泰君安消费大组近年

来发布的深度报告：

 2017年2月《品质力量、品牌崛起》

 2018年4月《个人消费时代，单身经济崛起》

 2019年1月《大消费十年复盘，2019看谁能穿越周期》

 2019年11月《坚守消费龙头，分享中国成长》

 2019年11月《消费行业的小龙头时代》

 2020年2月《科技改变消费》

 2020年2月《疫情重塑消费习惯》

 2020年4月《民族品牌再崛起》

 2020年8月《从日本消费变迁看中国投资机会》

 2020年11月《高端消费：开启下一个黄金十年》

 2021年2月《变革与创新：新消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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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消费大组，感谢您的聆听！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