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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经济日报—伊利集团消费趋势报告（乳制品）”显示——

乳制品消费市场稳定增长潜力可观
经济日报—伊利集团消费趋势报告（乳制品）课题组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对振兴奶业发布了一系列重
大部署，力求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中国奶
业。2018年6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奶业
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围绕奶源基地建设、
乳制品加工流通、乳品质量安全监管以及消费引导等方
面全面部署，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提振
广大群众对国产乳制品信心。2018 年 12月份，农业农
村部等九部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奶业振兴的若干
意见》，提出以实现奶业全面振兴为目标，优化奶业生
产布局，创新奶业发展方式，建立完善以奶农规模化养
殖为基础的生产经营体系，切实提升我国奶业发展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提实施
奶业振兴行动。

“经济日报—伊利集团消费趋势报告 （乳制品） ”
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与伊利集团合作，以
凯度消费者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按季度发布。报告中
提到的乳制品仅针对常温乳品及低温乳品，不含奶粉及
冰淇淋品类。

快消品整体维持回暖态势，乳制品消
费人群最广、市场表现稳定

二季度调查数据显示，快消品维持持续回暖趋
势。2012年至 2019年全国快消品销售额增长率趋势图

（图 1） 显示，快消品行业从 2012 年至 2016 年销售额
增长率逐步放缓，但从 2017 年开始回暖，且销售额增
长率持续上升。销售回暖主要受价格上升拉动，其原
因主要是各大品牌追求高端化发展。截至 2019 年二季
度，快消品滚动年销售额增长率为 5.4%，同比上升
5.9%。

快消品中，健康和方便型品类增长迅速，乳制品
消费人群最广，市场表现稳定。在主要食品饮料品类
市场表现中，其他食品饮料品类 （诸如即饮咖啡、速
溶汤以及面包等方便型食品，以及麦片、豆浆和保健
滋补品等健康食品） 截至二季度滚动年销售额增长率
较高，反映了现代人对方便快捷、健康和品质的需
求。乳制品销售额增长率与 3.2%的食品饮料销售额增
长率接近，市场表现较稳定。此外，乳制品市场渗透
率最高，接近 100%，说明几乎所有家庭都会购买乳
制 品 ， 反 映 了 乳 制 品 消 费 覆 盖 强 ， 消 费 群 体 非 常
广阔。

主要乳品企业中，伊利行业领先优势明显，保持
快速增长。分析乳制品 TOP5 品牌主要指标表现 （图

2） 发现，在乳制品排名前 5 位的品牌中，伊利在金额
增长率、渗透率、购买频次、购物篮金额以及购买品
类个数等方面都超过了其他品牌，反映了伊利在品牌
忠诚度、消费人群、品类、价格等方面都具有领先优
势。作为行业龙头，伊利股份积极引领行业“健康”
转型，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行业地位进一步加
固。此外，伊利还在不断创新产品，并积极拓展海外
市场。东北证券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伊利未来
将持续通过推出新品引领产品结构化升级，同时大力
拓展国际化业务，以创新和国际化双轮驱动模式为该
公司业绩持续增长提供有力保障。

蒙牛则积极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实施品牌建设和创
新发展战略。蒙牛乳业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一方面蒙牛
通过布局优质奶源，占领长期发展战略高点，通过成立
奶牛研究院、“数字奶源智慧牧场”和“爱养牛”集采
平台三大服务平台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蒙牛聚
焦特仑苏、纯甄和真果粒等明星品牌，不断提升既有品
牌高端形象。

光明乳业在“新时代、新消费、新零售”环境下，
通过创新乳制品产品体系、辐射多元化消费群体等，翻
开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此外，光明乳业还积极研究新
品，抢占低温乳品市场。中邮证券研报指出，光明乳业
选择差异化竞争路线，回归鲜牛奶本质，存在较大市场
机遇。

乳制品增长受消费升级推动，但要警
惕低温乳品市场消费者购买频次下降

乳制品增长主要由城镇化带来的人口红利和消费升
级推动，但要警惕户均购买量下滑。与去年同期相比，
乳制品销售额增长 4.1%，其中销售量增长贡献 0.5%，
平均单价增长贡献3.6%，这说明乳制品销售额增长很大
程度受平均单价增长拉动。同时，户均购买量有所下
降，但购买者数量有所上升，增长率为2.4%。由此可以
得出结论，二季度乳制品增长受消费升级带来的平均单
价上升和城镇化带来的人口红利共同拉动。

常温乳品增长主要受城镇化带来的城镇人口数增加
和消费升级推动，但要警惕户均购买量下滑。常温乳品
销售额同比增长 6.7%，高于乳制品总体销售额增长率。
其 中 ， 销 售 量 增 长 贡 献 2.6% ， 平 均 单 价 增 长 贡 献
4.0%。同时，户均购买量同比降低 0.2%，购买者数量
同比增长2.8%。因此，对常温乳品销售增长贡献正向影

响最大的两项分别为平均单价和家户总数。
低温乳品市场下滑主要由于消费者购买频次大幅下

降及消费者规模减少。低温乳品销售额同比降低 3.5%。
其中，平均单价同比增长 3%，销售量同比降低 6.3%。
同时，户均购买量降低 7%，购买者数量增长 0.8%。因
此，低温乳品正向贡献最大的两项分别为平均单价和家
户总数，负向贡献最大的因素为购买频次。

乳制品在大卖场销售份额萎缩，小超
市、网购销售份额增加

乳制品在大卖场渠道销售萎缩，小超市、网购渠道
重要性增加，越来越多消费通过小超市、网购渠道购买
乳制品。如图3所示，整体而言，目前各类渠道中大卖
场占比最多，其次为大超市、福利礼赠等渠道。但是，
近三年来大卖场占比下滑，网购和小超市比例正逐步扩
大，其中网购销售额增速连续两年超过40%，上升势头
很快。

网购渠道、小超市购买乳制品的消费者呈上升趋
势。如图4所示，乳制品主要渠道渗透率可反映不同渠
道消费者群体变化趋势，小超市和网购的渗透率逐年增
长，大卖场的渗透率逐年下跌，说明通过小超市和网购
渠道购买乳制品的消费者群体不断增加。

下线城市乳制品消费金额占比多，市
场前景广阔

乳制品增长健康，下线城市 （包含地级市、县级市
及县城） 增长更快。如图5所示，地级市乳品市场占有
率最多，其次为县级市及县城、省会城市和北京、上
海、广州、成都四个重点城市 （凯度消费者调查在东南
西北各选择一座经济较发达、消费能力较强的代表城市
予以分析）。此外，地级市销售额同比增长率最高，达
5.6%；其次为县级市及县城，同比增长率为 4.6%，均
超过城市乳制品总体增长水平。省会城市同比增长率为
4%，北上广成乳制品同比增长率为 0.4%，均低于全国
乳制品总体增长水平。

常温乳品在下线城市的销售额更高。省会城市常温
乳品同比增长率最高，为8.1%；其次为地级市，同比增
长率为7.8%，均超过常温乳品总体增长水平。县级市及
县城常温乳品同比增长率为 6.0%，北上广成常温乳品
同比增长率仅为3%，均低于常温乳品总体增长水平。

低温乳品市场增速下滑幅度大。与其他品类不同的
是，低温乳品在省会城市市场占有率最多，其次为地级
市、北上广成、县级市及县城。由于低温乳品对物流配
送和基础设施要求较高，因此拓展到下线城市还需要时
间。此外，低温乳品销售额增速总体出现负增长，其中
县级市及县城同比负增长绝对值最少，其次为地级市、
北上广成，均好于总体水平。省会城市同比增长率最
低，达-5.4%，低于市场总体水平。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消费升级助力我国乳制品高质量发展。我国

是乳制品消费大国，随着国民收入水平提升，中国人均
饮奶量逐年增长，乳制品行业渗透率较高。同时，我国
乳品行业面临高端化、营养化、健康化、便利化的消费
升级需求。

第二，电商渠道在乳制品消费渠道中蕴含巨大潜
力。目前，与线下渠道相比，我国电商渠道市场占有率
并不高，但上升势头很快，随着互联网和物流水平不断
发展进步，电商平台将会逐渐成为人们消费乳制品的重
要渠道。

第三，下线城市乳品消费市场广阔。下线城市乳制
品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额增长率高于一线城市。此外，在
低温乳品市场上，下线城市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执笔 裴文）

附 注：

1、凯度消费者调查数据研究方法：确定一组相对
固定的研究群体/家庭户，通过科学方法抽取有代表性
的固定样本，连续记录其实际购买行为。通过规模与概
率成比例 （PPS） 方法抽取样本家庭，样本家庭户数包
括40000户样本（373个县级以上城市）。

2、时间说明：
P：覆盖 4 周时间长度；每年 13 个 P；记录方式：

P1,P2,P3……P13
MAT： 覆 盖 13 个 P 的 时 间 长 度 ； 记 录 方 式 ：

MAT19P6,即覆盖周期为：18P7-19P6
YTD：覆盖从需要分析的 P 至当年的 P1；记录方

式：YTD19P6（19P1-P6）；YTD18P6（18P1-P6）
3、指标说明：
购物篮金额：等于单次购买金额，某产品购买者平

均每次购买金额，是影响户均购买的因素之一，反映消
费者单次购物篮大小。

渗透率：购买某产品的家庭户百分比，表现消费者
群体大小，反映产品的消费者覆盖能力。

从电商数据看消费升级和市场活力
京东大数据研究院首席数据官 刘 晖

上半年，乳制品消费成为亮点。

在京东“6·18全球年中购物节”期间，

京东超市共售出牛奶3.5亿盒，奶粉累

计销量超过1000万罐。其中，伊利奶

粉金领冠睿护幼儿配方奶粉3段成交

额是去年同期的10.3倍。

乳制品消费已经成为中国市场消

费升级的重要发力点和有效观测点。

“经济日报—伊利集团消费趋势报告

（乳制品）”通过大量详实数据和分析，

反映出乳制品行业在消费升级和下沉

市场潜力爆发情况下的活力。

二季度乳制品消费趋势报告显

示，在乳制品销售中，网购销售额增速

连续两年超过 40%，上升势头很快。

随着互联网和物流水平不断发展进

步，电商平台将会逐渐成为乳制品销

售的重要渠道。

比如，电商平台打造的零售基础

设施让乳制品消费者最关心的品牌、

品质、配送速度、价格等问题都得到了

很好的解决，仅一项把整箱液态奶搬

上楼、送上门的服务，就赢得了大量消

费者青睐。

京东大数据显示，电商平台乳制

品消费者在年龄段上正在向青少年和

中老年拓展，液态奶消费者形成了鲜

明的周期性购物习惯。消费者呈现理

性消费特点，高度关注商品评价信息；

品牌、品质、体验感等关键词占比接近

80%，其次为物流及价格等。

报告反映了中国低线级市场高速

成长的趋势，京东线上乳制品销售数

据充分展示了三四线城市市场在消费

升级方面的巨大潜能。

以国货奶粉销售为例，从整体消

费者数量看，广东、北京、江苏等省市

购买力强，与全品类商品的表现基本

一致。但是，从购买国货奶粉的用户

占比以及增速来看，河北、河南、山西、

甘肃等中西部省份则攀升至榜单前

列，充分展现出巨大的消费升级潜

力。不同城市等级对于奶粉的购买也

印证了同样的结论。与2016年相比，

2018 年四线至六线城市用户数增幅

都超过90%，领跑全国市场。

实际上，不仅仅在乳制品领域，与

一二线城市已经持续多年的消费升

级相比，更为广大的低线级市场爆发

出了惊人的增长动能。刚刚过去的京

东“6·18全球年中购物节”期间，低线

级市场下单金额同比增幅达全站的2

倍。这说明高品质消费已经成为低线

级市场的鲜明趋势。

报告指出，我国乳品行业面临高

端化、营养化、健康化、便利化的消费

升级需求。京东大数据显示，中国乳

制品市场向高端迁移，新产品、新技术

带来的市场增量也非常明显。

京东大数据显示，2016年至 2018

年，京东平台超高端国货奶粉销售额、

订单量和用户数的年复合增长率都超

过了 90%。这主要缘于两个因素，一

是更多年轻群体消费理念从单纯信赖

进口，开始转向更注重品质、行为更理

性；二是更多国货奶粉消费者转向购

买高品质商品，这些都让国货奶粉市

场朝着品质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同时，主动调整产品结构，向高端

和超高端市场布局也使国产奶粉增速

超出市场平均水平，国货奶粉年复合

增长率达到 60%，高于全站奶粉整体

水平。这也让国产乳制品在消费者心

目中的品牌形象不断提升。

京东大数据显示，越来越多消费

者开始选择直接搜索品牌来消费，国

产乳品品牌搜索量持续攀升。此外，

年轻女性消费者增加、区域市场高速

成长，对于中国乳制品品牌企业来说

意味着明天更美好。

在第十届“中国奶业大会暨2019中国奶业展览
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近年来多家
乳品企业多款产品在国际质量评比中获奖，婴幼儿
配方乳粉销往国际市场，影响力逐步显现。

《中国的奶业》白皮书显示，2018年 6家乳品加
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0亿元，排名前两位的
企业进入世界乳品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排名前10位，
亚洲排名第一、第二位。

伊利集团刚刚发布的中报显示，2019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总收入突破450.71亿元，占行业总营收三
分之一；净利润近40亿元，再创亚洲乳业新高，净资
产收益率领跑全球乳业，进一步凸显伊利作为乳业
龙头的稳健增长势头以及可持续发展潜力。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乳品加工业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中国奶业协会名誉会长刘成果介绍，2018
年，中国乳品贸易额、进口额首次双双突破100亿美
元，成为全球最大的乳品新兴市场。

同时，伊利、蒙牛、光明等一批中国乳企不断加
快国际化步伐。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共有 17 家企
业在境外投资奶业。比如，伊利成功收购新西兰乳
品企业，积极布局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泰国等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奶业仍面临着不小挑战，
如养殖成本高、养殖加工利益联结不紧、干乳制品消
费培育不足等。于康震表示，下一步要继续打造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奶牛养殖业，加强优质奶源建设，实
现“奶畜良种化、饲草优质化、生产规范化”；提升奶
牛养殖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继续加强海外
布局和宣传，增强中国奶业品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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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与伊利集团合作发布的“经济日报—伊利集团消费趋势报告 （乳制品） ”，按季度对我国乳制品发

展趋势开展分析，全面反映我国乳制品消费发展趋势，旨在为消费者以及乳品企业提供参考。本期报告基于二季度凯度消费者调查数据，

报告包含行业背景分析、乳制品增长贡献分析、消费渠道分析以及分城市级别分析四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