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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展现较强韧性。季度GDP虽增速较低，但仍保持正增长。面对疫情反复，中国多地采取静默
封控，2022年二季度经济增长有所下滑。因通胀走高，消费者信心减弱，上半年零售额呈现显著下降 (此后略有回
升)。各地政府为鼓励消费出台新政，希冀减轻疫情的影响。

尽管经济形势严峻，但中国的消费品零售业仍保持上扬。很多企业着力布局后疫情时代，积极调整紧跟消费偏好，
最大限度挖掘增长潜力。

“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确保长期、有效增长已是企业当务之急。为实现ESG目标，吸引作为“环保卫士”
的年轻消费者，各大企业开始尝试把可持续发展融入价值链。

“国潮”是多数子行业的流行趋势。国际品牌也在顺应这一潮流，在产品设计中凸显中国元素。各大品牌通过元
宇宙、非同质化代币 (NFT) 或线上订购等方式，推动科技升级，提升消费者参与度。

为了搭乘“增长”快车，消费品零售业的筹资热度不断升温。2021年，随着疫情遏制因素有所减退，投资交易再
度升温，行业内私募、风投和PIPE投资均有所增长。尽管交易活动逐步向疫情前水平靠近，但企业的投资导向仍
然是顺应市场主流，打造自身科技能力。

奢侈品与时尚 服装与鞋类 健康与美妆 食品与饮料 餐饮

本报告涉及的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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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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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下滑、通胀走高背景下的经济形势

今年2月俄乌冲突以来，能源、原材料价格飙升，
通胀率持续走高。

冲突爆发后，美国、欧盟实施的制裁进一步扰乱
全球供应链，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疫情爆发以来，中国GDP增速大幅下降。

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呈现韧性，
但疫情反复下的长期措施和洪灾影响，导致
GDP增长乏力。

“展望未来，CPI预计呈现上升趋势。中国通胀风险总体温和。这波疫情得到控制后，决策者会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 胡俊伟，麦格理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2022年5月

通胀

GDP

2020至2022年中国GDP增速 (%) 

“2022年初中国经济开局强劲，但两年来最严重的一波疫情打乱了复苏的节奏。我们预计，2022年中国实际GDP增速将大
幅放缓至4.3%，比12月份《中国经济动态》的预测低0.8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2022年6月

2021至2022年中国通胀率走势 (%) 

随着疫情管控放松，消费者需求逐渐复苏，食品价格也大幅上扬。

— 2022年7月，受产能下降、市场囤积生猪、消费需求回升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同比上涨20.2%。

— 2021年以来，由于需求强劲、能源价格上涨，化肥价格水涨船高。俄乌冲突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动态 — 2022年6月》，世界银行， [URL]；《随着石油和镍价飙升，俄乌战争引发中国‘输入性通胀’担忧》，2022年3月，中国宏观经济，[URL]；《封控下消费价格上升，出厂价格走低，
中国通胀风险保持‘温和’》，2022年5月，中国宏观经济，[URL]；《7月经济数据表现不佳；政策将继续保持宽松》，2022年8月，建银国际 (通过Refinitiv访问)；《猪肉价格上涨推动中国通胀率达
两年来新高》，2022年8月，Mint，[URL]；其他来源；均为2022年9月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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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china/publication/china-economic-update-june-2022#:%7E:text=China's%20economy%20is%20projected%20to,the%20December%20China%20Economic%20Update.
https://www.scmp.com/economy/economic-indicators/article/3169836/ukraine-war-raises-chinas-imported-inflation-concern
https://www.scmp.com/economy/economic-indicators/article/3177257/china-inflation-consumer-costs-rise-factory-gate-prices
https://www.livemint.com/news/world/rising-pork-prices-push-china-consumer-inflation-to-2-year-high-11660098819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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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初，零售额呈现复苏迹象。但奥密克戎
变异毒株使感染数量上升，导致零售额在3月至
5月期间出现下降。
随着经济活动升温、封控措施解除，市场零售
额再度增长。购物节相继到来，居民可支配收
入增加，消费需求复苏，加之政府消费券和消
费补贴等因素的推动，销售额得到有效增长。

零售额

2022年4月，房地产市场低迷，房价回落，消
费者信心大幅下挫。
衰退风险迫在眉睫，导致基本和非基本消费品
的需求都在减少。

疫情期间失业率上升，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导
致上半年可支配收入增幅较小。
根据本年7月发布的刊物，中国政府采取宽松货
币政策，通过降低房贷利率和其他贷款利率来
增强金融体系的流动性。

消费者信心指数

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1至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美元) 1

“中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呈现收缩趋势。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一旦家庭部门开始收缩资产负债表，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
影响。”— 沈建光，京东数字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2022年6月

2021至2022年消费者信心指数2

2021至2022年零售额同比增长 (%) 

注：1.货币按照2022年9月1日1人民币=0.14497美元的汇率换算 (Oanda.com) ；2.消费者信心指数衡量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前景的满意度
资料来源：《新冠疫情：中国经济放缓对居民而言等于背上‘一辈子债务’》，2022年6月，中国宏观经济，[URL]；《中国房贷违约率上升，银行和开发商面临的风险增加》，2022年7月，惠誉评级，[URL]

；《中国经济下一步走向》，2022年7月，美国之音新闻，[URL]；《封锁导致中国二季度GDP增速大幅下降》，2022年8月，晨星，通过Refinitiv访问；其他来源；均为2022年9月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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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182965/coronavirus-chinas-economic-slowdown-looks-lifetime-debt-some
https://www.fitchratings.com/research/corporate-finance/rise-in-mortgage-defaults-in-china-raises-risks-for-banks-developers-18-07-2022
https://www.voanews.com/a/what-s-next-for-china-s-economy-/66755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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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动态对
行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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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美妆、食品饮料业在节庆期间推
出大幅折扣并受益

近期节庆对子行业的影响 (520、618和端午节) 影响1

奢侈品与时尚

服装与鞋类

健康与美妆

食品与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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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采取多种措施来提高客户参与度，但没有足够动力投身于大型促销活动
— 衰退风险迫在眉睫，导致节庆活动不能提振市场低迷情绪

— 618购物节 (5月31日至6月20日) 的第一周，户外服装需求同比增长26% 
— 男、女装销售额分别同比下降22%和4%，表明促销活动收效甚微

— 与上年相比，美妆行业出现增长，原因是消费者在促销期间积极囤货
— 商家提供诱人折扣，带动行业增长

— 618购物节期间，进口食品和葡萄酒销售额同比增长160%
— 因疫情引发恐慌，加之封控措施影响，节日期间出现囤积食品、日用品的趋势

- 在消费复苏推动下，生鲜、饮料等生活必需品销售大涨

— 为防止疫情传播，政府要求餐饮业在节日期间停止营业。餐饮企业顺势推出预制菜，
且需求旺盛
- 618购物节期间，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230%

— 2022年5月，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连锁餐厅盒马工坊的预制菜销售额增长200%

非常积极 积极 中性 消极 非常消极

注：1.毕马威分析报告
资料来源：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为2022年9月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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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券、税收减免等措施助推子行业增长

政府支持措施对子行业的影响 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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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美妆

食品与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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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政府推出“300万美元”2刺激计划——提供优惠，鼓励消费者在离岛免税
店购物

— 2021年10月，政府推出“共同富裕”政策——包括新税改、新增地方税种和奢侈品直接
税

— 2021年6月，政府宣布海南全省为自由贸易港，并推出减税等措施，希冀把海南建设为
以奢侈品商店为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

— 618期间，部分地方政府向市民发放消费券
- 2022年5月，京东与15个城市的地方政府合作，发放了1.015亿美元的消费券2

- 2022年5月，深圳市政府在京东购物平台发放了5,800万美元2消费券，用于购买服装
和其他产品

— 2022年5月，政府推出“300万美元”2刺激计划——提供优惠，鼓励消费者在离岛免税
店购物

— 2021年1月，主管部门宣布，含有防腐剂、防晒剂、着色剂、染发剂、祛斑美白剂等特
殊用途化妆品需经监管机构事先批准

— 根据2022年6月出版物，20个省级政府发放了4.929亿美元的代金券或消费券，涵盖食品
饮料等各类商品

— 根据2021年6月出版物，政府计划在“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开展丰富的全国性和地
方性食品安全讲座及活动

— 2022年7月，政府向消费者发放了总计1,450万美元的餐饮消费券，助力快餐店、火锅店、
面包店、饮品店提振销售额

— 根据2022年7月出版物，中国烹饪协会推出预制菜标准，对菜品成分、卫生、包装和储
存提出明确要求
- 2022年6月，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类似规范

非常积极 积极 中性 消极 非常消极

注：1.毕马威分析报告；2.货币按照2022年9月1日的汇率 (1人民币=0.14497美元) 换算 (Oanda.com)
资料来源：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为2022年9月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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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餐饮行业因商场关闭等措施而
备受影响

封控措施对子行业的影响 影响1

奢侈品与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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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美妆

食品与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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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积极 积极 中性 消极 非常消极

注：1.毕马威分析报告；2.货币按照2022年9月1日的汇率 (1人民币=0.14497美元) 换算 (Oanda.com)
资料来源：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为2022年9月访问

2022年7月被划
入中高风险地区
的店面数量

— 2022年6月，化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1%，达到62亿美元2

— 业内人士指出，疫情导致消费偏好发生变化；对企业而言，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 健康意识不断提高，皮肤健康改善需求增加，使得健康类护理产品受到青睐。同时，

该行业因中国品牌崛起而大幅提振

— 2022年5月，随着封控
措施陆续解除，零售额
有所回升，但仍未达到
上年水平

— 今年上半年，因确诊病例大幅
增加，多地采取封控措施，导
致奢侈品牌被迫关店

— 疫情导致社交活动减少，食品饮料业出现下滑
— 封控政策促使消费者囤积必需品，但送礼饮品等出现大幅下降。此外，封控导致全球

供应链中断，使食品饮料业备受影响

— 因疫情管控，各地餐厅被迫关闭，受到较大冲击
- 2022年6月，餐厅恢复堂食，但就餐人数需控制在最大承载量的50%-70%
- 封控期间，餐厅通过外卖服务和在线送餐来维持运营

高风险 中风险

5 127 219

同比变化：-
15.2%

环比变化：
21.2%

“4月份，该市餐饮企业收入同比下降25.3%”— 《印度快报》，2022年5月

服装销售额
(亿美元) 2

183 178

Beijing Shanghai

114.7 138.9

Apr-22 May-22

163.8 138.9

May-21 May-22

北京 上海

2022年4月 2022年5月 2021年5月 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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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行业趋势：
奢侈品与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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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

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使得奢侈品牌积极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

可持续发展和科技升级仍是制胜关键

推出二手奢侈品

把“气候”纳入决策

由于Z世代和千禧代对环境日益关注，因此奢侈品和时尚品牌注重推出可持续产品，并把“气候”引入决策过程。

— 2022年3月，Icicle (之和) 推出“Hemp Up！”新系列，使用汉麻 (能够净化空气、改善土壤质量的节水植物)、
丝绸和有机棉来制作，从而追求环保、减少浪费。

— 2021年11月，LVMH、Richemont (历峰) 和开云等国际奢侈品企业，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展示了注重可持续
性和碳减排的新产品。

消费者对二手物品的关注度日益升高，使得奢侈品牌竞相推出二手奢侈品。

— 根据2021年11月出版物，中国二手奢侈品市场规模在2020年高达27亿美元 (是2019年的两倍)，但依然仅占整个
奢侈品行业的5%左右。在电商基础设施和直播的推动下，二手奢侈品市场预计会进一步增长。

— 中国二手交易平台 (如红布林、胖虎、飞鱼和寺库) 凭借丰富的产品、详细的产品信息和在小城市的影响力而吸引
广大消费者。

- 2022年3月，红布林宣布完成第六轮融资，建立了商品估价流程，并完成1,000万件奢侈品的鉴定。

资料来源：《奢侈品牌携手实现可持续发展》，Shina，2021年11月， [URL]；《二手奢侈品：国内利基市场》， Replica Christian Louboutin Store，2022年4月，[URL]；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https://www.shine.cn/biz/event/2111097896/#:%7E:text=LVMH%2C%20Richemont%20and%20Kering%2C%20the,it%20should%20be%20eco%2Dfriendly.
https://www.replicachristianlouboutinstore.com/second-hand-luxury-a-niche-in-the-domestic-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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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电商和免税店
为扩大业务范围，奢侈品和时尚品牌纷纷参加免税区展会，并着力提升数字平台。

新增免税门店，参加当地展会，扩大中国市场业务版图。

— 2022年7月，巴宝莉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的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展出招牌产品。此次参展品牌高达1,322个，
遍布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

- LVMH与海口综合保税区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在海口建立仓库。

- 与上届展会相比，珠宝品牌老凤祥的展区面积扩大了一倍。

— 2022年4月，Tapestry宣布在海南设立总部，以便在中国开展旅游零售业务 。

— 周大福、周生生、谢瑞麟和六福等品牌通过特许经营模式，搭乘自贸港优惠政策快车。

扩大免税业务

受疫情影响，线上奢侈品销售呈现强劲势头。各大品牌
强化线上运营，以触及更多人群。

— 2022年4月，宝格丽在天猫奢品推出旗舰店，目的
是增强消费体验、加强互动和推广品牌营销。

开发数字平台

“我们已全方位适应消费者新的生活方式，通过数字化电商平台增强消费体验。数字平台已成为沟通互动的重要渠
道。未来，宝格丽将继续推进数字化转型。” – Jean Christophe Babin，宝格丽集团首席执行官，2022年4月

2021年，中国线上奢侈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近56%，超过线下渠道增幅。

资料来源：《独家：USHOPAL与HTDF在海南开设Bonnie&Clyde专卖店》，Moodie Davitt Report，2022年6月，[URL]；《202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奢侈品市场：报告》，新华社，2022年1月，[URL]；各类文章和
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https://www.moodiedavittreport.com/exclusive-ushopal-opens-bonnie-clyde-store-with-htdf-in-hainan/
https://english.news.cn/20220121/92405dfe8dc1419eb407dbb027727d8d/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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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AR/VR等新兴科技势头强劲
新科技伴随新机遇的涌现。各大品牌纷纷布局元宇宙，迎合年轻一代消费群体。

消费者对虚拟现实 (VR) 越来越感兴趣，因此，元宇宙概念日益受到关注。各品牌通过交互式聊天和科技服务来提
供数字体验，以增强消费者的参与感。

另一大看点是非同质化代币，拥有虚拟资产日益受到青睐。尽管中国的NFT市场仍处起步阶段，但蕴含巨大潜力。
因此，奢侈品牌相继推出此类产品，以补充数字化战略。

— 2022年3月，Annakiki推出“Metacosmos”系列，邀请名人网红宣传造势，以线下方式展现NFT产品。

— 2021年11月，天猫推出“双十一元宇宙艺术展”，引入虚拟偶像“Ayayi”，并重点推介巴宝莉、蔻驰、浪琴
等奢侈品牌。艺术展还推出了八个NFT系列。

- 巴宝莉推出互动功能卡通“小鹿”，为限量版围巾代言 (包括线下和线上模式)。整个NFT系列共1,000套，
在预售当天即以454美元的单价售罄。

以元宇宙和非同质化代币 (NFT) 吸引消费者

来源：《GUCCI与中国文化IP Marsper Scores展开跨界合作》，精奢商业观察，2021年12月，[URL]；《ANNAKIKI推出中国首个NFT系列》，NFT Royalz，2022年3月，[URL]；《行走于网络间：奢侈品牌如何利用元
宇宙和NFT赢得中国市场》，Daxue Consulting，2022年3月，[URL]；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https://jingdaily.com/guccis-collaboration-with-marsper-scores-with-chinas-cultural-consumers/
https://nftroyalz.com/annakiki-drops-chinas-first-nft-collection/
https://daxueconsulting.com/luxury-brands-metaverse-and-n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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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行业趋势：
服饰与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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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使人们更加关注健康，对舒适户外运动服装的需求也在增加：

— 2022年7月，李宁发布轻便运动鞋系列

— 2022年7月，运动休闲公司Lululemon Athletica (露露乐蒙) 宣布，争取在2026年前扩大在华产品系列。该品牌
亦计划在未来五年把门店数量增至220家 (目前为71家)

健康意识和对运动休闲服装的青睐，正推动品牌收入不断上涨。

休闲运动服饰需求增加
由于消费者日益青睐运动休闲服饰，各大品牌纷纷进场，抢占市场份额。

“运动休闲风盛行，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导致销售额上涨。其他鞋类维系乏力，市场份额被不断蚕食。疫情使人们
追求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兼具工作和休闲场合的运动鞋自然受到青睐。” — 欧睿信息咨询，2022年1月

注： 1.2022年1月的调研报告调查了500名受访者。
来源：《中国运动休闲服饰的崛起：Junyi融资数百万美元，以开拓全球市场》，The China Project，2022年1月，[URL]；《疫情疲劳综合征正在形成：你中招了吗》，The Life style monitor，2022年1月，[URL]；

Lexis Nexis文章；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69%的受访者表示，在2021
年11月曾穿着休闲运动服

2022年1月调研结果1：

2021年12月，受访者参与健身、舞
蹈和体育活动的比例从2021年5月的
16%增至35%

96%的受访者表示，舒
适的服饰令人心情愉悦

2020至2023年 (预期) 中国运动服装头部品牌收入增长 (百万美元，%) 
复合年均增长率

2020至2023年 (预期)：
26%

复合年均增长率
2020至2023年 (预期)：

31.7%

复合年均增长率
2020至2023年 (预期)：

26.4%

消费者日益青睐环保国产运动品牌

1.2 2.1
5.1

1.5 3.3
7.2

1.9 3.8
8.4

2.4 4.8
10.3

特步 李宁 安踏

2020 2021 2022E 2023E

https://thechinaproject.com/2022/01/31/cross-border-athleisure-group-bags-15-million-in-series-a-funding/
https://lifestylemonitor.cottoninc.com/wp-content/uploads/2022/01/TTKA_COVID-19_Wave9_China_forDownloa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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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可持续发展纳入经营
随着中国着手应对气候变化，消费者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不断增强，创新型解决方案和服务正在不断涌现。

对环境的日益关注促使服饰品牌追求可持续经营模式

— 2022年8月，优衣库在中国启动海洋环保项目“The Power of Clothing”，大力推介采用100%再生聚酯纤维原料
的产品

- 优衣库还向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CEPF) 捐献10万美元1，用于开展海洋保护项目

— 2021年11月，太平鸟、晨风、江南布衣等57家中国服装企业承诺减少碳排放，并分阶段制定了碳中和目标

可持续解决方案

在消费趋势和政府扶持的推动下，二手服装市场出现持续增长

— Z世代和千禧代普遍具有环保意识，深受社交媒体言论的影响，因此成为二手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

二手服饰

注： 1.货币按照2022年9月1日的汇率 (1人民币=0.14497美元) 换算 (Oanda.com)；2. 2022年4月发布的Daxue Consulting对1000名受访者的调研
来源： 《中国循环经济：解读新五年计划》，中国日报，2021年7月，[URL]；《优衣库绿色哆啦A梦登陆中国市场》，中国网，2022年8月，[URL]；《57家中国纺织企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Fibre 2 Fashion，

2021年11月，[URL]；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购买二手服饰的受访者比例 – 按年龄组划分，2022年

为抓住二手市场，企业和线上品牌都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旧衣再回收和再利用。

— 2022年4月，白鲸鱼与银泰百货合作，鼓励消费者用旧衣物换取花盆和优惠券

— 优衣库和H&M在上海门店提供衣物回收服务

— 拍拍二手、闲鱼和转转等平台的二手衣物交易不断上涨

- 2021年6月，转转完成D轮融资，从三家投资者筹资1亿美元

77% 的 消 费 者 愿 意 承 担
5%-20%的额外开支来购
买可持续时尚产品

2022年4月调研结果2：

45%的受访者表示曾购买
二手服饰

分别有69%和68%的受访者表
示，在上年曾捐赠衣物或尝试
旧物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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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chinas-circular-economy-understanding-the-new-five-year-plan/
http://www.china.org.cn/business/2022-08/07/content_78360727.htm
https://www.fibre2fashion.com/news/sustainability-news/57-chinese-textile-firms-join-hands-to-tackle-climate-change-277364-newsdetails.htm?amp=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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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品牌随民族自信而崛起
随着民族自信和“国潮”风高涨，消费者日益青睐带有中国元素的产品，企业也开始把中国元素融入产品设计。

这一趋势正促使企业转变产品设计和策略。为抢占份额，国际品牌积极寻求与国产品牌或设计师开展合作。

— Selected与Dandi Gu (插图画家) 合作策划虎年系列，展现年轻一代虎虎生气，并在微博上进行推广

— 2021年3月，安踏体育宣布退出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并将继续使用中国新疆棉花

- 安踏近期推出带有粽子等中国文化形象的运动鞋

— 根据2021年1月出版物，耐克推出以中国地方菜肴为主题的SB Dunk Low鞋品。通过与当地艺术家合作，把中国元
素纳入产品设计

随着国货的吸引力不断升高，中国企业开始抢占国际企业市场份额。

注： 1. 原始资料来源未对“其他”进行界定。
来源： 《丹麦时尚品牌在中国关闭1300家门店》，精奢商业观察，2022年5月，[URL]；《耐克推出SB Dunk Low (Street Hawker) 系列》，Bonkers，2021年1月，[URL]；《中国企业安踏将退出BCI，并继续使

用新疆棉》，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2021年3月，[URL]；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2017至2023年中国鞋类市场份额 (%) 

国产品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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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jingdaily.com/selected-danish-apparel-exit-china/
https://www.bonkers-shop.com/nike-sb-dunk-low-street-hawker/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chinese-company-anta-to-quit-bci-will-continue-to-use-cotton-from-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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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触及更多人群并吸引年轻消费者，企业开始加强社交媒体营销并推广电商平台。

各大品牌通过引入虚拟代言人和NFT产品打入元宇宙领域。

— 2022年4月，耐克与RTFKT合作，推出首款受中国消费者追捧的元宇宙运动鞋

— 2022年3月，Moose Knuckles与数字艺术家Tiago Marinho及中国网红Mia Kong合作，推出NFT系列夹克。这标志
着该企业在北京推出快闪商店

— 2022年3月，Staffonly成立“Staffonly拍卖会”。这是该品牌首个提供2022年秋季NFT系列的虚拟拍卖中心

元宇宙和非同质化代币 (NFT) 受到持续关注

来源：《顶级NFT时尚合作风靡中国》，精奢商业观察，2022年3月，[URL]；《HOKA在亚洲推出新的全球门店概念》，Retail Focus，2022年2月，[URL]；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电商在服饰鞋类中的收入比重持续增长

瑞信估计，到2025年，
中国服饰鞋类企业的电
商比重将达35%-40%

疫情促进了电商和“移动”趋势的发展，使企业更加注重线上经营。不少企业开始通过直播来推广产品。

— 2022年5月，Proenza Schouler在天猫首次直播，向消费者展示门店，并介绍春季产品系列

在线平台主导

“元宇宙科技和观念的转变创造了适宜的环境。NFT产品将为消费者带来全新体验，而不是简单的你买我卖。”—
Shimo Zhou，STAFFONLY联合创始人兼设计总监，2022年3月

— 天猫、阿里巴巴、京东等线上平台提供的优质服务和激励措施，也加快了服饰品牌线上发售的步伐

根据2022年7月出版物，按2021年商品交易
总额 (GMV) 计算，女装是直播中的热销品
类之一

2021年，淘宝直播的平均观看时间同比增长
25.8%，产品销量同比增长53%

“近几个月，数十家曾坚守天猫平台的服装品牌在其他平台也开设了网店，目的是享受其他平台的费用折扣和激励
措施。”— 财新国际，2021年11月

提升科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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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jingdaily.com/nft-collabs-china-staffonly-guopei/
https://retail-focus.co.uk/new-global-store-concept-for-hoka-launches-across-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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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行业趋势：
健康与美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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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功能美妆的需求不断增长，尤其偏好
美白和抗衰老产品。

— 2022年8月，为加速研发功能性护肤品，资
生堂美妆创新基金宣布对中国生物材料制造
商——江苏创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首期
投资

随着生活方式转变，消费者对医学护肤品 (敏感
肌肤护肤品) 的需求在增加，这一趋势预计会持
续走强。

美妆意识增强

随着千禧代和城市群体美妆意识的增强，市场需求正从基础美妆向高端产品转变。

功能美妆广受追捧

来源：《资生堂在亚洲市场推出男士护肤品系列Sidekick》，Fashion Network，2022年6月，[URL]；《中国化妆品行业 — 中国品牌在本土市场大放异彩》，瑞信，2022年7月，通过Refinitiv访问；各类文章和报告
；均于2022年9月访问

“年轻群体是推动美妆行业的主要人群。他们注
重产品功能、成分、科技和安全性，而不是品牌
知名度。” — 李振宇，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2021年10月

2016至2021年功能护肤品牌市场的份额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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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至2025年医学护肤品在中国市场所占份额 (%) 

特定需求和男性美妆产品引领行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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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fashionnetwork.com/news/Shiseido-launches-men-s-skincare-line-sidekick-for-asian-market,1413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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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护发意识提高，护发护肤习惯也在改进，对高端优质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 2022年8月，高端护肤品牌Aesop宣布将在中国上海开设门店，以扩大品牌影响力

产品高端化

2017 至 2025 年 高
端护肤品占中国护
肤品市场份额 (%)

2021 年 618 购 物
节期间，韩国高
端护肤品牌韩后
荣登抖音美妆产
品销售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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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化妆品行业 — 中国品牌在本土市场大放异彩》，瑞信，2022年7月，通过Refinitiv访问；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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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韩流和网红文化影响，男士护理产品日益普及，市场增势明显。中国的男性美妆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来源：《日本商务男士在疫情期间推动化妆品行业发展》，Indian Express，2021年4月，[URL]；《资生堂为Z世代男士推出高端护肤品牌》，Beauty Packaging，2022年6月，[URL]；各类文章和报告；
均于2022年9月访问

关注男士美妆产品
男性美妆意识增强，使企业开始关注并投资男性护理产品。

男性美妆市场正经历快速增长，并有望保持增长势头。国内外企业都在推出男性美妆产品，以加快构筑消费群体基础
和品牌存在感。

— 2022年6月，资生堂集团推出针对Z世代男士的高端护肤品牌Sidekick

— 2021年8月，完美日记推出男性护肤品，包括保湿洁面乳、凝胶、乳液及化妆品

“疫情让商务男士更加注重肤质。”– Yoshiyuki Matsuo，Uno品牌经理，2021年4月

“我们想为男性美妆增添一抹色彩。作为品牌方，我们的使命是拒绝过度或不良的男子气概。希望此举能颠覆世人对
于男子气概的刻板印象。”— Shane Carnell-Xu，Shakeup Cosmetics联合创始人，2022年6月

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6月3日期
间，淘宝和天猫平台男性美妆商品
交易总额同比激增20倍

2022年2月，在为期六天的天猫情人
节促销活动期间，男士护发和剃须
产品销售额较上年增长近30%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lifestyle/life-style/japanese-businessmen-brighten-makeup-industry-amid-pandemic-7281339/
https://www.beautypackaging.com/contents/view_breaking-news/2022-06-02/shiseido-launches-premium-skincare-brand-for-gen-z-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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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近年环境恶化，消费者日益转向提供环保产品的企业，甚至愿意为环保产品额外付费。

— 2022年7月，宝洁公司推出“尽责尽美”(Responsible Beauty) 环保公益计划

- 邀请浮梁寒溪村村民参与废弃塑料瓶回收，把回收的塑料瓶制成配饰，并以视觉冲击方式来宣传环保的重要性

对可持续发展的日益关注，催生出对于稳定、环保包装材料的新需求。

— 2022年7月，onTop与WWP Beauty和Eastman合作，推出了以可持续树脂Cristal Renew作为包装材料的化妆品

— 2021年12月，宝洁和屈臣氏推出护肤品牌aio，主打包装可回收产品

愿意为环保产品额外付费的受访者占比， 2022年4月1

注：1. 2022年4月发布的Daxue Consulting对1,000名受访者的调研
来源：《单靠功能不足以吸引年轻消费者》，Nexis，2021年5月，[URL]；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选择可持续方案
美妆企业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制造和包装环节，以吸引具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

环保产品

“随着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标配要求’，因此中国对符合全球绿色标准的产品需求旺盛。”— Tony Shan，天猫
美洲区负责人，2022年4月

“为了支持循环经济，我们正在引入可持续解决方案，例如可填充包装。除日本外，我们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推出可填充包装，以提升中国大陆、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的环保意识。”—Toshinobu Umetsu，资生堂
集团首席战略官，2022年

可持续包装

婴儿潮

X世代

千禧一代

Z世代

http://ct.moreover.com/?a=44946355433&p=253&v=1&x=PkqCCU8SIrySZsoARJRE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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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潮风盛行，消费者日益倾向国产品牌，助推了国内品牌的增长。

— 花西子的产品包装通常带有中国文化历史图案及花纹

国产品牌拥有更高认可度，因为与外国品牌相比，国产品牌的性价比更高。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信任和信心与日俱
增，这将有利于本土品牌抢占市场份额。

注： 1.薇诺娜和珀莱雅为中国化妆品企业。
来源： 《中国化妆品行业 — 中国品牌在本土市场大放异彩》，瑞信，2022年7月，通过Refinitiv访问；《中国美妆品牌花西子如何结合传统与电子商务赢得年轻消费者青睐》，Alizila，2022年2月，[URL]

；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2017至2025年薇诺娜和珀莱雅占中国护肤品市场份额 (%) 1

2018至2025年国产品牌占中国护肤品市场份额 (%) 

本土品牌逐渐占据主导
中国年轻一代对带有中国元素的国产品牌及产品越来越感兴趣。

薇诺娜 珀莱雅

https://www.alizila.com/how-chinese-beauty-brand-florasis-mixes-tradition-and-e-commerce-to-win-young-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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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气攀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通过元宇宙与客户互动。

— Nars Cosmetics于2022年4月推出虚拟世界——Nonstop Nars Virtual World。用户可以在虚拟世界定制虚拟形象

- 客户可试用产品和发型，同时赚取虚拟货币，以兑换奖励

消费者对元宇宙的热情持续高涨

资料来源： 《联合利华通过拼多多“超级品牌日”拓展在华电商业务》，Dao Insights；2022年8月，[URL]；《中国特色的元宇宙美妆》，精奢商业观察，2022年4月， [URL]；《Nars Cosmetics 为中国消费者打造
虚拟世界》，The Drum，2022年4月，[URL]；《屈臣氏凭借O+O零售模式，获微信颁发“数字化先锋企业”奖项》，屈臣氏集团，2022年1月，[URL]；《宝洁集团与屈臣氏集团推出联合打造的日本护肤
品牌aio》，Retail in Asia，2021年12月，[URL]；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擅用科技
除继续专注电商外，健康美妆企业还积极采用AR/VR等最新科技。

线上购物及电商平台的吸引力不断上涨，并预计还会攀升。

由于消费者选择线上购物，因此企业也着力扩大线上经营。疫情封控期间，线上购物节加剧了这一趋势。

— 2022年8月，联合利华携手拼多多启动“超级品牌日”，巩固在华电商业务。该公司在促销期间创造了100,000
件产品秒杀记录

— 2021年12月，宝洁与屈臣氏联合推出全新护肤品牌 aio ，主打线上渠道

— 花西子采用现代化电商策略，参与电商购物节，并联合关键意见领袖 (KOL) 扩大客户群体

拓展电商空间

“与AR和AI一样，虚拟试妆和体验式科技已成为客户参与的关键推动力。在元宇宙中，互动式AR体验对美妆品牌尤
为重要。” — 张华祯，玩美移动创始人，2022年4月

2022年一季度中国高端美妆电商销售额同比增长11%

https://daoinsights.com/news/unilever-expands-its-foothold-in-chinas-e-commerce-market-through-pinduoduos-super-brand-day/
https://jingdaily.com/metaverse-beauty-china-mac-crypto/
https://www.thedrum.com/news/2022/04/27/nars-cosmetics-builds-virtual-world-chinese-consumers
https://www.aswatson.com/watsons-is-awarded-digital-transformation-pioneer-company-by-wechat-with-its-excellent-oo-model/
https://retailinasia.com/in-sectors/pg-group-and-a-s-watson-group-launch-co-created-japan-skincare-brand-aio/#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utm_campaign=pg-group-and-a-s-watson-group-launch-co-created-japan-skincare-brand-a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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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行业趋势：
食品与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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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健康、环保食品日受青睐，植物性肉类和植物性替代食品的销售额不断上涨。

根据2021年3月出版物：

— 2022年7月，雀巢宣布设在中国的纯素食品工厂将于年底运营

- 计划投入1.036亿美元扩大在华制造业务

— 2021年11月，安琪酵母推出“AngeoPro F80”，这是一种纯素、无过敏原的天然酵母蛋白

— 2021年6月，Live Kindly根据中国人不断变化的烹饪偏好，推出两款无肉食品品牌 —“咯咭藸”与“哈皮鸡”

健康

消费者希望获得便利、优质的食品。因此，食品饮料企业希冀通过差异化产品来实现产品多样化。

植物性替代食品

资料来源： 《雀巢正在中国建立第一家纯素食品工厂》，Live Kindly，2022年7月，[URL]；《中国：安琪酵母推出纯素酵母蛋白》；Inside beer，2021年11月，[URL]；《2021中国植物性肉类行业洞察白皮书》，彭
博商业周刊，2021年3月，[URL]；《中国年轻人日益青睐植物性饮食》，Sixth Tone，2022年1月，[URL]；《Live Kindly在中国推出两款全新纯素肉类品牌》，Live Kindly，2021年6月， [URL]；均于
2022年9月访问

无糖食品

健康意识的提高，推动了有机、健康产品需求，促使企业在传统产品中引入更健康的替代品。

— 2022年7月，元气森林推出全新无糖可乐味饮料

— 2021年9月，亿滋推出无糖奥利奥，以回应消费者的减糖需求

“当全球多地挣扎于疫情时，中国却以5%的GDP增速在增长。我们观察到一个明显的消费趋势：中国消费者比亚太其
他地区更关注健康和营养。在中国，这样的消费者占比50%，而亚太其他地区为38%。” — 朱睿民，总经理，泰莱
集团，2022年7月

“植物性肉类正经历迅猛增长。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等大型食品饮料连锁店在过去几年把替代性肉类产品引入
中国门店……而千禧代是这一增长趋势的主要驱动力。” – Sixth Tone，2022年1月

— 50%的千禧代受访者出于健康原因而选择植物性肉类

— 27%的千禧代把环保作为选择植物性肉类的理由

健康意识和送货上门促使企业改变经营
策略

https://www.livekindly.com/nestle-vegan-food-factory-china/
https://www.inside.beer/news/detail/china-angel-yeast-launches-vegan-friendly-yeast-protein/
https://img-app1.bbwc.cn/2021/0322/60581ba52d621.pdf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09356/young-chinese-show-a-growing-appetite-for-plant-based-diets
https://www.livekindly.com/livekindly-collective-vegan-meat-china/#:%7E:text=Food%3EFood%20News-,LIVEKINDLY%20Collective%20Launches%202%20Vegan%20Meat%20Brands%20in%20China,cater%20to%20Chinese%20culinary%20p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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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的提高，市
场对高端产品的需求也在增长。消费者日益
青睐精酿啤酒、手工啤酒等小众市场，“高
端化”趋势在啤酒行业尤为明显。

— 根据2022年3月出版物，由于高端产品销
售增长，青岛啤酒在2021年实现净利润同
比增长43% (达到4.86亿美元) 

— 通过低热量、水果味和多彩包装，啤酒企
业也在试图迎合女性消费者的需求

高端化

来源： 《伊利将其位于新西兰的黄油产能提高一倍》，Industry Sourcing，2021年7月，[URL]；《预制菜销售额增长20%》，中国日报，2022年8月，[URL]；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预制菜受到中国消费者追捧，因为疫情封控期间，预制菜尤为简捷方便。

— 根据2022年6月的报告，京东将在未来几年扶持20个销售过亿和5个销售过五亿的预制菜品牌

— 2022年4月，趣店推出全新预制菜业务“趣店食品 (QD Foods)”

预制菜

2017至2025年中国啤酒行业高端啤酒销量占比 (%) 

2022年五一期间，天猫预制菜销售额同比激增80%

618购物节期间，预制菜销售额增速达到230%

阿里巴巴旗下盒马鲜生宣布，2022年5月冷冻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559% 

- 2022年上半年，在福佳 (Hoegaarden) 品牌的销售额中，Hoegaarden Fruity占比超过10%

— 2021年7月，伊利宣布将Westland工厂的优质黄油产能提高一倍。目前，该类黄油已销往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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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E 2023F 2024F 2025F

https://www.industrysourcing.com/article/Yili-to-double-capacity-for-New-Zealand-butter-production?tid=301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208/17/WS62fc2ac3a310fd2b29e729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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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亚马逊实体店销售增长两位数》，Food Navigator，2022年8月，[URL]；《中国社区电商》，摩根大通，2021年11月 (通过Refinitiv访问)；《兴盛优选获红杉资本、腾讯等30亿美元投资》，KrAsia，
2021年2月，[URL]；《2021年中国百强超市中有超过80家入驻京东到家和Shop Now》，雅虎财经，2022年7月，[URL]；《叮咚买菜、每日优鲜在疫情封锁期间业务蓬勃发展》，Seeking Alpha，2022年
4月，[URL]；《中国食品配送市场的两大巨头》，Daxue Consulting，2022年6月，[URL]；均于2022年9月访问

疫情封控使消费者选择线上购物，因此生鲜杂货及日用品电商平台增势明显。

— 2022年一季度，美团买菜和叮咚买菜的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120%和50% 

— 多多买菜的日常杂货订单量自2021年一季度不断上涨

“到2025年，杂货电商整体渗透率预计将达34%，日用品线上渗透率将达48%，而生鲜杂货将达18%。”—
iResearch，2022年2月

疫情以来，通过社区或团购可以轻松买到杂货和其他日用品，因此团购订单出现。另外，由于中间商环节和快递成本下
降，社区居民可在团购中获得价格优惠。

— 根据2021年8月出版物，在河南郑州的社区购买平台上，蔬菜、生鲜、大米、面条、油等各类食品的订单量激增50% 

食品配送创新

线上食品杂货配送因疫情而出现显著增长。这一趋势在2022年下半年很可能仍将持续。

2021至2022年多多买菜
日订单量 (单位：百万) 

2022年3月8日至3月27日期间，“美团优选”(线上社区团购平台) 的下载量增加了26.6%。
而在此期间，上海在出现少数病例后，开始实施严格封控。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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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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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odnavigator-usa.com/Article/2022/08/01/amazon-brick-and-mortar-sales-up-double-digits-we-continue-to-improve-the-customer-experience-says-ceo
https://kr-asia.com/greengrocer-xingsheng-youxuan-to-bag-usd-3-billion-from-sequoia-tencent-others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over-80-top-100-supermarkets-022300207.html
https://seekingalpha.com/article/4500014-dingdong-missfresh-surge-on-booming-business-during-covid-lockdowns
https://daxueconsulting.com/o2o-food-delivery-market-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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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业注重在原材料采购和包装方面引入可持续元素，而消费者也愿意为环保产品支付额外费用。

— 2022年8月，雀巢香港推出包装可回收的奇巧棒冰淇淋，以取代传统塑料包装

— 2021年9月，蒙牛启用再生树脂收缩膜对乳制品进行二次包装

向可持续产品和包装转型

消费者对可持续性的关注日益升高，因此更倾向那些关注气候变化、本地采购和减少浪费的企业。

愿意为环保产品支付
额外费用的受访者比
例，2022年4月1

“无论收入和年龄段，中国受访者均表示愿意为环保食品支付额外费用。疫情爆发后，随着政府出台政策措施倡导公
共卫生，中国消费者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因此更倾向于健康的环保食品。” – Daxue Consulting，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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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雀巢香港为奇巧棒冰淇淋推出可持续包装》，Food Business Africa，2022年8月，[URL]；《肯德基，中国最“可持续”的餐饮品牌：公关奇迹还是现实？》，Daxue Consulting，2022年3月，[URL]，
《随着可持续发展需求增加，蒙牛成为首家使用再生树脂包装的中国食品公司》，Food navigator，2021年9月，[URL]；均于2022年9月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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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odbusinessafrica.com/nestle-hong-kong-introduces-sustainable-packaging-to-kit-kat-stick-ice-cream/
https://daxueconsulting.com/is-kfc-in-china-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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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行业趋势：
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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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C Pizza Hut

科技进步

餐饮企业正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IoT)、区块链、人工智能 (AI) 等最新科技，实现流程和线上运营自动化。

注： 货币按照2022年9月1日1人民币=0.14497美元的汇率换算 (Oanda.com) 
资料来源： 《中国餐饮行业》，UBS，2022年2月 (通过Refinitiv访问)；《百胜中国发布2022年二季度财务业绩报告》，百胜中国，2022年7月，[URL]；《百胜中国在扩大门店网络时未增加员工，而是部署机器人》

，金融时报，2022年2月，[URL]；《在深圳如何购买鸡肉三明治》，Rest of World，2022年5月，[URL]；《Tims中国夏季直播业绩亮眼》，Globe Newswire，2022年8月，[URL]；各类文章和报告；均
于2022年9月访问

在堂食减少的情况下，餐饮企业利用直播、线上配送、运营数字化等方式来提振外卖业务。

— 根据2022年6月出版物，海底捞已把各地分店接入微信小程序和第三方外卖平台

— 截至2022年6月，胡大饭店在疫情期间利用现场直播与消费者远程互动

— 肯德基、必胜客、麦当劳等连锁餐厅也通过直播推广产品，向消费者提供优惠券

加强数字化运营

“我们的计划是，如果某个城市或地区因疫情无法堂食，我们可以把业务转至线上，灵活迅捷地调整业务运营。”
– 李瑜，海底捞首席运营官，2022年6月

— 2021年，中国快餐店 (QSR) / 外卖聚合应用程序下载量同比增
长36% 

— 麦当劳在所有QSR应用程序中的下载量占比从2021年4月的
3%上升到2021年12月的21%，部分原因是麦当劳在2021年5
月推出全新外卖应用程序

2021年8月，Tims中国宣布，
在抖音平台夏季直播营销活动
期间，其30天内的销售额突破
290万美元 1

2020至2022年数字化销售占销售总额的百分比

科技在提升体验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肯德基 必胜客

2020年二季度2020年三季度 2020年四季度 2021年一季度 2021年二季度 2021年三季度 2021年四季度 2022年一季度2020年二季度2020年一季度

https://ir.yumchina.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yum-china-reports-second-quarter-2022-results
https://www.ft.com/content/42077b72-7a16-4bea-a756-639b76cb537d
https://restofworld.org/2022/how-to-buy-chicken-sandwich-shenzhen/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22/08/12/2497365/0/en/Sparkling-Results-From-Tims-China-Summer-Livestream-Campaig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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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 (中国) 控股有限公司 (520 HK) 》， Macquarie Research，2022年8月 (通过Refinitiv访问) ；《6862.HK：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2022年上半年与初步预估持平；转型仍面临压
力，但成本控制良好》，瑞信，2022年8月 (通过Refinitiv访问) ；《HK：九毛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9922 HK) — 逐步复苏》，星展银行，2022年8月 (通过Refinitiv访问) ；《百胜中国通过地域菜品迎合当
地口味》，美通社，2022年1月，[URL]；《这支股票可能会引领中国重新开放复苏》， The Motley Fool，2022年8月，[URL]；《预制菜需求因供应缺口而加剧》，中国日报，2022年4月，[URL]；各类文
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餐厅采用最新科技和机器人提供自动化用餐体验。

— 肯德基还在门店部署机器人向顾客提供冰淇淋

提升用餐体验

2022年2月，百胜中国有420,000名全职和兼职员工 (与2016年近乎相同)。这主要归功于百胜中
国对人工智能和其他科技的投入 (例如，使用触屏面板下单) 

“‘智慧餐厅’等新的运营模式正在重塑餐饮产业链，改变了以餐厅为主的传统餐饮模式，使主要加工环节转移到食
材产地和加工基地。” – 人民日报，2021年8月

提供半成品菜和预制菜，以吸引注重快捷体验的消费者。

— 近来，百胜中国向消费者提供各式各样的预包装食品 (可用微波炉烹调的炒饭、饺子、意大利面及腌制牛排) ，从而
对菜单进行创新和扩充

提供预制菜

重塑品牌

各类餐厅不断创新和尝试新产品，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

业内企业引入带有创新元素的传统菜肴来扩展产品范围。

— 2022年2月，麦当劳中国推出新款香草味冰淇淋，为消费者带来全新体验

— 肯德基于2021年推出12款特色菜品，挖掘消费者对中国地域风味的需求

- 2021年9月，肯德基在全国范围内的限时促销活动中售出100万碗热干面 (热干面是肯德基于2021年1月推出的
首个地域性菜品) 

扩展产品范围

“中国以美食著称。几乎每座城市都有特色美食，尤其是早餐。地域菜品是我们追求食品创新的一个方向。它可以
帮助我们快速适应消费者需求并紧跟最新趋势。” — 屈翠容，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2022年1月

— 2022年上半年，百胜中国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一倍以上

— 美团买菜2021年预制菜和糕点销售额较2020年增长4倍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yum-china-caters-to-local-tastes-with-regional-menu-items-301462495.html
https://www.fool.com/investing/2022/08/05/this-stock-could-lead-chinas-reopening-recovery/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204/27/WS6268975da310fd2b29e598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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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低租金和可支配收入增长带动消费升级，餐饮企业开始抓紧布局三线及以下城市。

— 2022年9月，麦咖啡宣布将在2023年底在三线城市开设1,000家新店，并以中国年轻人为目标群体

— 太二餐厅调整门店模式，进军三线及以下城市

- 2022年上半年，在全国开设35家餐厅，其中24%设在三线及以下城市

资料来源： 《2022年二季度业绩》，百胜中国，2022年7月，[URL]；《麦咖啡计划到2023年底在中国开设1,000家新店》，World Coffee Portal，2022年9月，[URL]；《中国餐饮行业：乘风破浪》，瑞信，2022年7
月 (通过Refinitiv访问)；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扩大业务版图

为了扩大业务版图，很多餐厅都在开设新店，并把重点放在三线及以下城市。

2019至2021年
三线城市门店
占门店总数的
百分比

餐饮企业不断开设新店，以扩大版图和客户群，从而推动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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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 Er Haidilao Pizza Hut Zhou Hei Ya KFC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17年2023年门店总数

复合年均增长
率：10.6%

复合年均增长
率：28%

复合年均增长
率：5.4%

复合年均增长
率：32.5%

复合年均增长
率：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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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s Haidilao Yum China

2019 2020 2021

为维护市场份额，企业都在积极重塑业务模式，并通过新业态来增加门店数量。

— 2022年5月，海伦司的第一家轻资产模式新型酒吧HelensYue开业，面积比普通酒吧大，菜单也更丰富

— 太二正在尝试新的门店形式 (例如在交通枢纽开设门店和茶铺)，以涵盖购物中心以外的用餐场景

- 太二在部分餐厅开设“太二茶铺”，以迎合当地需求

引入新门店模式

扩大门店数量

海伦司 海底捞 百盛中国

海底捞太二 必胜客 周黑鸭 肯德基

https://ir.yumchina.com/static-files/e44626de-8d84-4cb5-af9f-1f4c8a312697
https://www.worldcoffeeportal.com/Latest/News/2022/September/McCafe-targets-1,000-new-locations-in-China-b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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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意识的增强，使消费者更青睐对环境无害的产品。

— 百胜中国把可持续发展元素纳入运营，培训员工根据需求减少包装，同时注重使用纸质、木质材料和可回收塑料

— 2021年，九毛九在中央厨房投资约30万美元1，安装炼油系统，摒弃自然散热方式，并采用冷油冷却热油。这套系
统有效减少了约20%的天然气消耗量

- 九毛九还广泛应用可降解包装材料，并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可降解包装材料

注： 货币按照2022年9月1日的汇率 (1人民币=0.14497美元) 换算 (Oanda.com) 
资料来源： 《麦当劳中国创造“绿色体验”来吸引顾客和提高市场份额》，The Drum，2022年9月，[URL]；《百胜中国首批肯德基创绿先锋店落地杭州和北京》，百胜中国，2022年4月，[URL]；《首批肯德基创绿

先锋店在中国开业》，Inside Retail，2022年4月，[URL]；《九毛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2021年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九毛九，2022年5月，[URL]；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可持续发展势头持续

通过开设新店，支持零碳战略。

— 2022年9月，麦当劳中国首家零碳餐厅在北京开业，吸引了重视环保的年轻消费者

- 该店是麦当劳计划在全国推出的1,800绿色餐厅中的第一家

— 2022年4月，肯德基的两家创绿先锋店正式落地杭州和北京，未来将开设零碳餐厅

- 百胜中国推行气候战略，并将于2050年实现价值链净零排放

零排放餐厅

“我们努力推动变革，希冀在行业内率先实现净零排放。打造创绿先锋店是一个重要战略。我们将继续探索在餐厅建
设和运营中采用创新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为低碳经济作出贡献。”– 屈翠容，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2022年4月

餐饮企业积极改良菜品，把可持续发展元素全面融入运营。

https://www.thedrum.com/news/2022/09/23/mcdonald-s-china-creates-green-experiences-engage-fans-and-boost-market-share
https://ir.yumchina.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yum-china-launches-first-kfc-green-pioneer-stores-hangzhou-and#:%7E:text=SHANGHAI%20%2C%20April%2022%2C%202022%20%2F,zero%20restaurants%20in%20the%20future.
https://insideretail.asia/2022/04/25/first-kfc-green-pioneer-stores-open-in-china/
http://file.finance.sina.com.cn/hkdata98/hk/hk_realtime_announcement/news/20220524/1027155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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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和时尚业并购 — 按交易额和交易笔数，2017至2022
年 (单位：百万美元) 1,2

中国奢侈品和时尚业IPO  — 按交易额和交易笔数，
2017至2021年 (单位：百万美元) 2,3

中国奢侈品和时尚行业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及PIPE投资 —
按交易额和交易笔数，2017至2022年 (单位：百万美元) 
1,2,4

尽管并购放缓，但随着外国品牌扩大在华业务版图，因此
并购活动仍将继续。
- 根据2022年8月相关报道，水羊集团为开展在华业务而

收购法国奢侈护肤品牌 Pier Augé的股份

“随着奢侈品和时尚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和西方企业的跨
境交易不断增长。中国投资者的企业形象也在悄然发生变
化……”– Luxury Society，2021年10月

2021年，中国经济在疫情期间展现出的韧性刺激了风险/
私募投资的增长。投资者对博得市场信任的新品牌颇为关
注。
- 2021年3月，私募股权公司方源资本向 Ushopal 投资1

亿美元

IPO也被视为筹资途径：
- 2021年5月，迪阿股份宣布启动IPO，以提升垂直领域

业务运营

注： 1. 2022年至今是指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30日；2. 交易额仅包括已披露交易额的交易；3. Capital IQ 中无2022年至今的IPO数据；4. PIPE 是指买方以低于当前市场价值的价格购买上市公司股份的交易
资料来源： 《Ushopal完成1亿美元融资》，Finsmes，201年3月，[URL]；《中国 S‘Young 集团增加对法国奢侈品牌 Piere Augé’的投资》，Cosmetics Business，2022年8月，[URL]；《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的投

资领域》，Vogue Business，2021年8月，[URL]；《倾听中国奢侈品投资者的呐喊》，Luxury Society，2021年10月，[URL]；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交易日期 目标公司 投资者 交易规模 (单位：
百万美元) 

2022年7月 江阴钻皇珠宝商贸有限公司 私人投资者 8.0

中国奢侈品和时尚业近期宣布的交易

32.5 156.8 1.1 62.5 161.1 50.0

145.8 100.0 100.0 39.1 262.6 0.0

0.0 632.3 100.6 74.0 186.0 0.0

奢侈品与时尚：韧性和前景带动筹资与
投资

交易额 (百万美元) 交易笔数 交易额 (百万美元) 交易笔数
2022年至今 2022年至今

风险
投资

私募
股权

PIPE
投资

2022年至今

https://cosmeticsbusiness.com/news/article_page/Chinas_SYoung_Group_extends_investment_in_French_luxury_brand_Piere_Auge/202832
https://www.bonkers-shop.com/nike-sb-dunk-low-street-hawker/
https://www.voguebusiness.com/consumers/vc-investing-china
https://www.luxurysociety.com/en/articles/2021/10/chinese-luxury-investors-hear-them-r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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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和鞋类行业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及PIPE投资 — 按交易额
和交易笔数，2017至2022年 (单位：百万美元) 1,2,4

交易日期 目标公司 投资者 交易规模 (单位：
百万美元) 

2022年3月 复朗集团 Primavera Capital Acquisition Corporation 1,250.0
2022年3月 复朗集团 Primavera Capital Acquisition Corporation 544.0
2022年1月 Victoria's Secret & Co. 维珍妮国际 (控股) 有限公司 45.0

2021年，公司估值上升导致年度交易额较高。
Shein (希音) 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受此推动，中国投资
者把目光投向利用数字化并提供独特体验的服装鞋类品牌。
- 2021年5月，Knowin (专注于Z世代的中国街头服饰零

售商) 在A轮融资中获得3,100万美元

“新生代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供应商效率的提升，带动服装
产业升级，这是资本进军该行业的根本原因之一” – 环球
时报，2021年11月

随着国际品牌日益看向中国，并购和IPO势头将愈发强劲。
- 2022年1月，维多利亚的秘密和融商环球宣布成立合资

企业，以经营在华门店和线上业务
- Shein (希音) 将在2024年前赴美上市

注： 1. 2022年至今是指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30日；2. 交易额仅包括已披露交易额的交易；3. Capital IQ 中无2022年至今的IPO数据；4. PIPE 是指买方以低于当前市场价值的价格购买上市公司股份的交易
资料来源： 《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领域》，Vogue Business，2021年8月，[URL]；《身价5,000万美元的Body404希望将中国的独立品牌带向世界》，TechCrunch，2022年5月，[URL]；《身价5,000万美元的

Body404希望将中国的独立品牌带向世界》，TechCrunch，2022年4月，[URL]；《中国时尚公司Shein计划2024年启动IPO》， Pyments，2022年7月，[URL]；《腾讯、阿里巴巴支持的工业产品电商平
台ZKH获得中国政府核准在美国开展 IPO》；南华早报，2022年3月；[URL]；《随着新冠疫情缓解，中国IPO申请激增，逆全球趋势而变》， US News，2022年7月，[URL]；《中国运动服饰初创企业
Peak获得2.32亿美元的融资，并计划进行 IPO》，日经亚洲，2021年9月，[URL]；均于2022年9月访问

中国服装和鞋类行业近期宣布的交易

734.6 353.4 84.2 270.9 472.3 159.0

191.2 141.9 832.0 267.5 1,041.6 52.5

133.5 83.8 475.3 1,958.8 313.6 0.0

服装和鞋类：数字创新、品牌互动推动
行业融资

中国服装和鞋类行业并购 — 按交易额和交易笔数，2017至
2022年 (单位：百万美元) 1,2

服装和鞋类行业 IPO  — 按交易额和交易笔数，2017至
2021年 (单位：百万美元) 2,3

交易额 (百万美元) 交易笔数 交易额 (百万美元) 交易笔数
2022年至今 2022年至今

风险
投资

私募
股权

PIPE
投资

2022年至今

https://www.voguebusiness.com/consumers/vc-investing-china
https://www.luxurysociety.com/en/articles/2021/10/chinese-luxury-investors-hear-them-roar
https://techcrunch.com/2022/04/06/zhiyi-tech-fashion-supply-chain-100-million/?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Eqv2XvvMcrvh6kBYmfTadJi7EewjRXELpeLYpyQ7xmzLk-3wlC-P6lyFQ8FEHCj5S41iNcldq7qqkXQH98o9myIa2T6FJazkXHcurmuoQLjWlRlYP27_Ugh2hi6hqsdhl6xGLKXs1CxdBwzskS-Bp0xBRdqICI4z2usQ53YBWSB
https://www.pymnts.com/news/ipo/2022/chinas-fashion-company-shein-eyes-2024-ipo/
https://www.scmp.com/tech/policy/article/3172169/tencent-alibaba-backed-industrial-products-e-commerce-platform-operator
https://money.usnews.com/investing/news/articles/2022-07-07/china-ipo-applications-jump-bucking-global-trend-as-covid-curbs-ease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DealStreetAsia/Chinese-sportswear-startup-Peak-raises-232m-as-it-aims-for-IPO


© 2022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在中国印刷。

1,332.0

103.0

1,341.0

342.0 243.0 NA

10

3

13 13
10

3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YTD

Deal value (US$ million) Deal count

384.7

1,969.1

289.3

1,595.2

347.1
NA

5 4 5 6

2
NA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YTD
Deal value (US$ million) Deal count

6 16 24 37

81

284
3 10

11

5

1
0

1
1

3

4

0
10

20
35

51

90

29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YTD

VC

PE

PIPE

紧跟趋势并加强与关键意见领袖的合作，使得投资者兴趣
增加。
- 2022年1月，美妆零售商Harmay 筹资2亿美元，以发展

全渠道业务

“投资者把HARMAY视为美妆零售领域的颠覆者和极佳购
物体验的创新者” – 王俊超，Harmay首席执行官，2022
年2月

企业通过IPO和并购途径，筹集资金和提升运营。
- 2021年12月，荷兰母公司旗下艾敏斯帝 (中国) 收购个人

护理品牌 Syntec ，以加速增长势头

“美妆品牌处于吸引风险投资的有利位置，因为它们有竞
争优势，比如，投资购买利用新兴科技的软件解决方案，
开展营销活动，打造社区和品牌忠诚度。初创企业优先考
虑的是持续增长，而不是快速盈利。” – 精奢商业观察，
2021年8月

交易日期 目标公司 投资者 交易规模 (单位：
百万美元) 

2022年1月 德阳德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Sinco Pharmaceuticals, Sichuan Sinco 
Biotechnology Huang Xiangbin 15.0

中国健康与美妆行业近期宣布的交易

中国健康与美妆行业并购 — 按交易额和交易笔数，2017至
2021年 (单位：百万美元) 1,2

健康与美妆行业IPO  — 按交易额和交易笔数，2017至
2021年 (单位：百万美元) 1,2

健康与美妆行业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及PIPE投资 — 按交
易额和交易笔数，2017至 2022年至今 (单位：百万美元) 
2,3,4

162.3 85.7 250.2 213.3 936.4 314.9

165.0 145.4 511.0 725.7 991.8 189.2

0.0 555.0 0.7 1,612.8 96.5 0.0

注： 1. 2022年至今是指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30日；2. 交易额仅包括已披露交易额的交易；3. Capital IQ 中无2022年至今的IPO数据；4. PIPE 是指买方以低于当前市场价值的价格购买上市公司股份的交
易

资料来源： 《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领域》，Vogue Business，2021年8月，[URL]；《中国美妆零售商 Harmay 融资2亿美元》， BeautyMatter，2022年1月，[URL]；《艾敏斯帝 (中国) 收购 Syntec 以加速个
人护理市场增长》，艾敏斯帝，2021年12月，[URL]；《2022年一季度中国风险投资榜单 — 医疗健康》， EqualOcean，2022年4月，[URL]；风险投资者在奢侈品领域下大注》，精奢商业观察，2021年
8月；[URL]；各类文章和报告；均于2022年9月访问

健康与美妆：在科技和消费者需求推动
下，该行业正日受投资者青睐

交易额 (百万美元) 交易笔数 交易额 (百万美元) 交易笔数
2022年至今 2022年至今

风险
投资

私募
股权

PIPE
投资

2022年至今

https://www.voguebusiness.com/consumers/vc-investing-china
https://beautymatter.com/articles/chinese-beauty-retailer-harmay-raises-200-million
https://www.imcdgroup.com/en/media-centre/press-releases/imcd-china-acquires-syntec-to-accelerate-growth-in-the-personal-care-market
https://equalocean.com/analysis/2022040617258
https://jingdaily.com/vc-funds-personal-luxury-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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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2022年至今是指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30日；2. 交易额仅包括已披露交易额的交易；3. Capital IQ 中无2022年至今的IPO数据；4. PIPE 是指买方以低于当前市场价值的价格购买上市公司股份的交易
资料来源： 《中国的 “超级碗 ”重新焕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成为潜在的驱动引擎》，环球时报，2022年6月， [URL]；《受数据驱动迭代推动，中国的元気森林在5年内成为市值60亿美元的饮料巨头》，

TechCrunch，2021年7月， [URL]；《腾讯投资的每日优鲜估值25亿美元，首日股价暴跌》, 路透社，2021年6月，[URL]；《利洁时将以22亿美元的价格向春华资本出售在华婴儿配方奶粉业务》，利洁时
，2021年6月，[URL]；《Tim Hortons确认计划在中国上市》，Insider Retail，2021年8月；[URL]；均于2022年9月访问

中国食品和饮料行业并购 — 按交易额和交易笔数，2017至
2022年 (百万美元) 1,2

中国食品和饮料行业上市 — 按交易额和交易笔数，
2017至2021年 (百万美元) 2,3

中国食品和饮料行业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及PIPE投资 —
按交易额和交易笔数， 2017至2022年 (百万美元) 1,2,4

利用数据和电商平台的食品饮料企业正不断吸引投资者的
兴趣。
- 2022年2月，食品初创企业Moodles完成之前宣布的风

险投资交易 (包括纪源资本、风物资本在内的各路投资
者)。2021年10月，在天使轮斩获160万美元投资

尽管并购势头有所放缓，但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中国市
场仍然极具吸引力。
“Z世代和中产阶级对多样化、高质量饮食文化的需求，助
推中国成为‘顶级食品消费国’。同时，对全球投资者而
言，中国也是最大、最具吸引力的市场。”— 环球时报，
2022年6月
多家企业 (包括知名品牌和新生代品牌) 也在近期上市。
- 2021年6月，腾讯投资的每日优鲜平台上市

成交日期 目标公司 投资者 成交规模
(百万美元) 

2022年4月 湖北新柳伍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8.0
2022年3月 贵州国台酒业 天津源峰茂远投资中心 272.0

中国食品和饮料业近期宣布的交易

616.5 1,702.1 1,248.7 901.5 3,207.2 635.4

2,348.4 1,555.3 962.3 2,854.9 3,186.8 187.6

503.6 1,069.8 819.3 8,989.4 3,850.5 12.4

食品饮料：消费需求强劲，吸引各路投
资者

1,897.9 2,215.0 4,041.3 3,568.1 2,328.3 NA

16
9

14
21

13

NA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年至今
交易额 (百万美元) 交易笔数

7,454.0 9,021.0 11,479.0 13,339.0
6,873.0

3,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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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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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年至今

交易额 (百万美元) 交易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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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26

173

26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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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投资

私募
股权

PIPE
投资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06/1267414.shtml
https://techcrunch.com/2021/07/25/data-driven-iteration-helped-chinas-genki-forest-become-a-6b-beverage-giant-in-5-yea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issfresh-ipo-idUSKCN2E11TA
https://www.reckitt.com/media/9021/reckitt-to-sell-its-infant-formula-business-in-china-for-us-2-2-billion-to-primavera-capital-group.pdf
https://insideretail.asia/2021/08/18/tim-hortons-confirms-china-ipo-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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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面对餐饮业源源不断的机遇 (例如新兴、流行品
牌利用线上平台提供创新产品)，风投筹资活动也在大幅
增加。
- 2022年3月，热门咖啡品牌Tims中国获得1.945亿美元

融资
很多餐饮品牌也在筹划上市，以确保现金流通畅。
- 2022年3月，融合菜餐厅品牌绿茶通过了上市聆讯，并

计划在中国香港上市
“风险资本重心转向食品饮料领域的垂直行业。火锅品牌
(如懒熊火锅) 、中式糕点连锁店 (如鲍师傅) 和热卤品牌
(腾讯出资的盛香亭) 也受到投资者关注。”— 动点科技，
2022年5月

61.5 816.0 225.0 220.5 675.9 157.4

0.0 512.4 32.7 222.8 1,119.9 15.0

0.0 0.0 0.0 47.8 0.0 0.0

成交日期 目标公司 投资者 成交规模
(百万美元) 

2022年1月 瑞幸咖啡 IDG资本、大钲资本、Ares SSG Capital和
Centurium Capital Management (HK) 426.0

中国餐饮业近期宣布的交易

中国餐饮业并购 — 按交易额和交易笔数，2017至2022年
(百万美元) 1,2

中国餐饮业上市 — 按交易额和交易笔数，2017至2021
年 (百万美元) 2,3

中国餐饮业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及PIPE投资 — 2017至2022
年 (百万美元) 1,2,4

注： 1. 2022年至今是指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30日；2. 交易额仅包括已披露交易额的交易；3. Capital IQ 中无2022年至今的IPO数据；4. PIPE 是指买方以低于当前市场价值的价格购买上市公司股份的交易
资料来源： 《方源资本与Diary Queen合作》, The Middle Market，2022年3月, [URL]；《华住以奥密克戎的冲击告别2021，慢步迈入2022》，Seeking Alpha，2022年1月， [URL]；《中国融合餐厅绿茶通过香港首

次公开募股聆讯》，一财全球， 2022年3月， [URL]；《洞察 | 面条连锁店是中国科技风投的新蓝海吗？》，动点科技， 2022年5月，[URL]；以及其他各类文章；均于2022年9月访问

餐饮：特色品牌和线上外卖餐厅受投资
者青睐

7
26 19 20

49
282

3
3 5

7

3
0

0
0 1

0

0
9

29
22 26

56

31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年至今

96.6
967.4 844.0

119.1
998.3

NA

1 1 2 1 2
NA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年至今
交易额 (百万美元) 交易笔数

4,304.0

929.0 1,169.0 944.0
1,866.0

433.0

12
9 10

6

13

5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年至今

交易额 (百万美元) 交易笔数

7
26 19 20

49
282

3
3 5

7

3

0

0
0

1

0

0
29

22
26

56

31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风险
投资

私募
股权

PIPE
投资

https://www.themiddlemarket.com/latest-news/fountainvest-partners-with-dairy-queen
https://seekingalpha.com/article/4481685-huazhu-ends-2021-omicron-hit-lingering-2022
https://www.yicaiglobal.com/news/chinese-restaurant-chain-green-tea-passes-listing-hearing-in-hong-kong
https://technode.com/2022/05/09/insights-is-noodle-chain-the-new-blue-ocean-for-china-tech-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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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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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报告涵盖的税收新规仅为说明，并不详尽
资料来源： 《中国对富裕阶层征收新税及其对奢侈品时尚行业的影响》，Lifestyle Asia, 2021年8月, [URL]；《自2022年1月1日起，中国降低954种产品的关税》，China Briefing，2021年12月，[URL]；《即将迎来更

多的税费减免，以稳定企业经营，刺激增长》, 国家税务总局, 2022年1月, [URL]；《2022年中国外籍人士税收变更》， Mondaq, 2022年2月，[URL]；《中国发布针对企业和个人的新减税措施》，
Hawksford，2022年4月，[URL]；《2022年中国企业最新税收优惠政策》， Moore MS Advisory，2022年4月，[URL]；《上海封城状态下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Fidinam , 2022年4月，[URL]；以及其他
来源；均于2022年9月访问

中国税务快讯 (1/2) 1

政府公布新一轮税务政策，加强“财富再分配”。政府计划提高富裕人群税率，以壮大中产阶级规模。
“在奢侈品业，对富人额外征税可能不是好消息……短期内，奢侈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会降低，因为
税收政策可能使富人的财富受损，导致消费意愿降低 ”— HOLR Magazine，2021年9月

2021年8月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发布《2022年关税调整方案》，削减了三文鱼、鳕鱼、婴儿服装等954种产品
的进口税。
— 新政策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旨在刺激北京冬奥会期间的国内消费

2021年12月

2022年3月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政府宣布把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率从25%降至20%
— 适用于年度应税所得额不足471,475美元、从业人数不足300人、资产低于770万美元的企业。优

惠税率的适用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2022年1月 由于住房费用、子女学费等福利大幅减少，外籍人士的应税收入实际上有所增加
但新增一项赡养老人税项扣减 (适用于需要照顾60岁以上家庭成员的外籍人士)，为少部分符合资格
的外籍人士减轻了部分税负

2022年1月 继2021年降税总额约1,569亿美元后，政府再度公布2022年降税计划，以支持经营困难的企业
— 目的是抵御现金流风险，助力经济增长

政府出台税收新政，以缓解疫情影响

https://12ft.io/proxy?q=https%3A%2F%2Fholrmagazine.com%2Fchinas-new-taxes-on-rich-and-its-impact-in-the-luxury-fashion-industry%2F
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china-lowers-tariffs-on-954-products-from-january-1-2022/
http://www.chinatax.gov.cn/eng/c101269/c5171912/content.html
https://www.mondaq.com/china/income-tax/1163178/tax-changes-for-expats-in-china-in-2022
https://www.hawksford.com/knowledge-hub/china-business-guides/new-tax-relief-measures-released-in-china-for-businesses
https://www.msadvisory.com/latest-tax-incentives-for-businesses-in-china-2022/
https://www.fidinam.com/en/blog/tax-policies-assist-business-lockdown-in-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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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报告涵盖的税收新规仅为说明，并不详尽
资料来源： 《2022年中国最新企业税收优惠》，Moore MS Advisory, 2022年4月，[URL]；《新一轮减税措施将促进消费》，国家税务总局，2022年3月，[URL]；《新增七大行业可享受退税利好》，国家税务总局，

2022年6月，[URL]；《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中国政府网，2022年5月，[URL]；《中国将增值税留抵范围扩大到更多行业》，国家税务总局，2022年6月，[URL]；《 上
海封城状态下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 Fidinam, 2022年4月, [URL]；以及其他来源；均于2022年9月访问

政府推动监管变革，降低税率，加大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支持力度
— 2022年4月1日到2022年12月31日期间，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的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小型微利企业可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免“六税两费”
− 包括印花税 (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 、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及其他税项

2022年3月

政府决定，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以提高婴幼儿父母的消费能力
— 对于符合资格的个人，每个婴幼儿每月可享受156美元的应税所得额减免

2022年3月

2022年6月 中国政府计划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自2022年7月1日起将批发和零售业、住
宿和餐饮业等七大行业纳入政策范围
— 目的是激励企业增加生产、提振供应链，推动经济增长

2022年4月 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期限
— 2022年4月至5月，所有行业的小微企业均可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同时，自2022年4月起，

允许小微企业每月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 小微企业于2022年间新购置的设备器具，可按一定比例一次性税前扣除

政府出台税收新政，以缓解疫情影响

https://www.msadvisory.com/latest-tax-incentives-for-businesses-in-china-2022/
http://www.chinatax.gov.cn/eng/c101269/c5174012/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eng/c101269/c5175835/content.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5/31/content_5693159.htm
http://www.chinatax.gov.cn/eng/c101269/c5176052/content.html
https://www.fidinam.com/en/blog/tax-policies-assist-business-lockdown-in-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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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 1. 热门话题使用Quid (文本数据分析工具) 识别。文章数量以及情绪分析均来自Quid分析结果；2. Quid读取若干文件 (如新闻文章、博客文章、公司简介和专利) ，并以可视化形式生成洞察；3. 指与中国奢
侈品和时尚行业相关的文章，来源于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8日期间在谷歌上的二次搜索 (文章总数=5,663) ；4. 搜索文章时使用各种关键词 (包括 "中国奢侈品行业"、"中国时尚行业 "以及提前确定的行
业品牌名称) 

资料来源： Quid；毕马威分析；于2022年9月查阅

4

3

5

6

海南/免税：

快速增长的地区、于海南的投资、奢侈品零售目
的地、特供品、支持国内消费、自由消费、价格
更低、促进奢侈品、国际消费中心、品牌增加、
购物狂潮

博览会：

非凡单品、珠宝制作、大型展览、美妆体验、广
泛的产品组合、国内价格、国内生产商、系列直
播、提高曝光度、商业能力

网红：

网红文化、网红造势、对奢侈品至关重要、影响
力越来越大、与名人合作、营销和传播、队伍不
断壮大、参与社交、强大的社交媒体

爱马仕/蒂芙尼/周大福：

可持续消费、社会倡议、高度认可的标准、独家
产品、提振当地消费、质量上乘、流畅的设计、
首屈一指、夸张首饰、人物设定、蓬勃发展的二
手市场、文化活力的精髓、复古首饰

线上零售：

强劲增长、提升用户体验、消费者转移、快速送
达、快速上升、节日消费、实惠的价格、加速数
字化、消费重塑、快时尚消费者

元宇宙/NFT：

虚拟领域、加速创新、领先数字化、科技探索、
智能转型、例外论、元宇宙零售、虚拟平台、虚
拟社区、先进科技

1关键热词和相关词语1,2,3,4

`

奢侈品和时尚：海南、免税、博览会和
网红主导消费者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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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热门话题使用Quid (文本数据分析工具) 识别。文章数量以及情绪分析均来自Quid分析结果；2. Quid读取若干文件 (如新闻文章、博客文章、公司简介和专利) ，并以可视化形式生成洞察；3. 指与中国服
饰和鞋类行业相关的文章，来源于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8日期间在谷歌上的二次搜索 (文章总数=3,255) ；4. 搜索文章时使用各种关键词 (包括 "中国服饰行业"、"中国鞋类行业 "以及提前确定的行业品
牌名称) 

资料来源： Quid；毕马威分析；于2022年9月查阅

零售：

经济增长、数字零售、最大的线上销售、友好的包
装

李宁/耐克/安踏/阿迪达斯：

计划扩张、促进销售、科技专家、体育用品品牌、
平价奢侈品、开发解决方案、计划引进、伙伴关系、
国内体育用品品牌、创新能力、高端时尚、客户体
验

希音：

时尚零售分销、潮流快时尚、网红经济、价格敏感
型消费者、创新能力、与当地品牌竞争、快时尚竞
争对手

元宇宙/NFT：

虚拟时装系列、数码收藏、实体收藏、已开发科技、
3D体验、消费者接受度、对伙伴关系的保障、联名、
年轻一代、虚拟人物

运动休闲：

受年轻人欢迎、积极的生活方式、强大的性能、户
外休闲热潮、更好的体能、越来越多的关注、产品
推荐、穿着舒适、舒适和风格、功能性鞋类

可持续/二手衣物：

国际采购、产品认证、保护和排放、持续推广、可
持续投资、为合并所作努力、强制性要求、二手时
尚

快时尚：

年轻一代、国内的伙伴关系、不断创新、国内消费
者、受社会影响、环境意识

关键热词和相关词语1,2,3,4

服饰和鞋类：运动休闲、元宇宙和可持
续发展话题激发消费者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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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食品：

颠覆性、进口冷冻、冷藏、冷冻食品包装、检测
消毒、直播、送货应用、价值超10亿、实施更严
格的措施、重点转移

送货：

送货范围广、升级替代选择、重新创造经验、促
进增长的机会、可持续的做法、致力于提供、方
便、不断扩大的市场、不断增加的市场需求、充
足的食品供应

肉类/猪肉/牛肉

融合菜、正宗粤菜、专注农业、出口潜力、高产、
依赖进口

酒类/葡萄酒：

开始本土化、口味偏好、直播营销、吸引年轻人、
增长最快、可持续的业务、增加种类、品尝菜单

包装/可持续：

可持续的做法、友好的包装、全面升级、回收的
内容、制定标准、回收利用

可口可乐：

继续投资、快速发展态势、产品推出、巨大的改
进、拥抱数字化转型、减少能源消耗、回收利用、
创新产品

注： 1. 热门话题使用Quid (文本数据分析工具) 识别。文章数量以及情绪分析均来自Quid分析结果；2. Quid读取若干文件 (如新闻文章、博客文章、公司简介和专利) ，并以可视化形式生成洞察；3. 指与中国食
品和饮料行业相关的文章，来源于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8日期间在谷歌上的二次搜索 (文章总数=5,354) ；4. 搜索文章时使用各种关键词 (包括 "中国食品行业"、"中国饮料行业 "以及提前确定的行业品
牌名称) 

资料来源： Quid；毕马威分析；于2022年9月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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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热词和相关词语1,2,3,4

食品和饮料：可持续发展和送货上门广
受热议



© 2022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在中国印刷。

展览：
以可持续性为主题、知名国际品牌、恢复购买力、消费
者关注度、成指数增长、推广机制、直播、释放创造力、
拓展客户群的机会

免税：
购买兴趣、特别促销、品牌推广、购物环境、购物狂欢、
消费中心、美丽承诺、海南

化妆品/香水：
直播带货、美妆类KOLs、个性化、加强协作、可持续
包装、机场免税、种类更广、国产香水品牌、扩大业务

欧莱雅/香奈儿：
提升品牌影响力、折扣价、线上附加、有效成分、增加
投资、产品定制、美妆科技、网络红人、虚拟妆容、年
轻消费者、知名品牌

节日：
获取更多关注、日益复杂、加快发展、最大折扣、促销
季、客户认可、疯狂购物

天猫：
直播、渠道建设、二手电商、智能营销、海外品牌、吸
引更多中国客户、竞争零售、快速数字化、品类扩大、
社交媒体

护肤：
敏感肤质、更多关注、客户沟通、增长潜力、扩张计划、
科学护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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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s) : 1. 热门话题使用Quid (文本数据分析工具) 识别。文章数量以及情绪分析均来自Quid分析结果；2. Quid读取若干文件 (如新闻文章、博客文章、公司简介和专利) ，并以可视化形式生成洞察；3.为与健康与美
妆行业相关的文章，来源于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8日期间在谷歌上的二次搜索获得 (文章总数=5939) ；4.搜索文章时使用各种关键词 (包括“中国个人护理行业”、“中国美妆行业”以及提前确定的
行业品牌名称) 

来源：Quid；毕马威分析；2022年9月访问

关键流行词和相关词语1,2,3,4

健康与美妆：展览、免税产品和化妆品
成为最热议话题



© 2022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在中国印刷。

1 春节/优惠券：
扩大消费、春节期间销售旺盛、机会众多、优惠、热门
食品、节日线上购物、营养零食、持续关注、促进消费、
活动激励、优惠券、电子优惠券

元宇宙/NFTs：
创新竞争、促进发展、策划经历、数字创意、区块链游
戏、数字资产、数据驱动营销、创意思维、沟通和连接、
用户参与、扩展现实、体验式零售

严格的素食主义者/植物基食品：
替代蛋白质、产品发布、生产科技、饮食与健康、个人
健康、气候问题、重大转变、改变消费者偏好、营养状
况、健康生活方式、促进菜单改变、蛋白质创新、设计
新菜品

肯德基/百胜中国/必胜客：
过度购买、植物基替代品、降低成本、最大的快餐企业、
加快本地化、无肉菜单选择、QSR专业、健康与营养、
消费者增长、积极扩张、科技发展、全球合作

外带/外卖：
消费扩张、长期消费、提高效率、数字优惠券、增强消
费者、专注于增长、吸引年轻客户、更佳促销手段、菜
单吸引

机器人/直播：
促进运营效率、提高质量、效率和效果、创造新机会、
计划部署、驱动科技、创新科技、努力加强

1

2

3

4

5

6

注 (s) : 1. 热门话题使用Quid (文本数据分析工具) 识别。文章数量以及情绪分析均来自Quid分析结果；2. Quid读取若干文件 (如新闻文章、博客文章、公司简介和专利) ，并以可视化形式生成洞察；3.指与中国餐
饮行业相关的文章，来源于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8日期间在谷歌上的二次搜索获得 (文章总数=4,619) ；4.搜索文章时使用各种关键词 (包括“中国餐饮行业”，以及提前确定的行业品牌名称) 

来源：Quid；毕马威分析；2022年9月访问

关键流行词和相关词语1,2,3,4

餐饮：节日、元宇宙和植物基食品选择
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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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公司详情
• Quid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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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1 总部 子行业 描述

ICICLE 中国内地 奢侈品和时装 服装、配饰和奢侈品供应商，提供男士和女士环保奢侈服装。
该公司在中国、法国和日本运营271家门店

LVMH 法国 奢侈品和时装
经营范围涉及五个领域，包括葡萄酒及烈酒、时装及皮具、
香水及化妆品、手表及珠宝和高端零售。该公司运营5556
家门店

历峰集团 瑞士 奢侈品和时装 通过27个品牌提供珠宝、手表和时装及配饰。该公司门店
目前遍布全球36个地区

开云集团 法国 奢侈品和时装 时装及皮具、珠宝和眼镜供应商。该公司通过古驰、巴黎世
家、登喜路等27个品牌运营1565家直营店

博柏利 英国 奢侈品和时装 提供男士和女士服装及配饰。该公司在全球运营419家门店

老凤祥 中国内地 奢侈品和时装 通过全球4000家门店提供各类珠宝

泰佩思琦 美国 奢侈品和时装 提供男士和女士手提包、配饰、鞋类和服装。该公司运营
1443家直营店

周大福 中国香港 奢侈品和时装 周大福从事珠宝制造和分销。该公司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
门运营5592家门店

周生生 中国香港 奢侈品和时装 周生生从事珠宝制造和分销。该公司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
门运营882家门店

谢瑞麟珠宝 中国香港 奢侈品和时装 谢瑞麟珠宝提供珠宝，并在亚洲130多个城市运营超过480
家珠宝精品店

六福 中国香港 奢侈品和时装 六福通过2719家门店提供珠宝和手表

宝格丽 意大利 奢侈品和时装 通过全球200家门店提供珠宝、手表、香水和箱包及配饰

Annakiki 中国内地 奢侈品和时装 作为独立的时装品牌运营，提供女士服装

蔻驰 美国 奢侈品和时装 作为泰佩思琦旗下品牌运营，提供男士和女士服装和配饰。
该公司运营945家直营店

公司详情 (1/8) 

注 (s) : 1.包括本报告中提及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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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1 总部 子行业 描述

浪琴 瑞士 奢侈品和时装 提供手表。该公司作为斯沃琪集团的子公司运营。

水羊集团 中国内地 奢侈品和时装 拥有奢侈品牌的中国品牌集团公司

Ushopal 中国内地 奢侈品和时装 中国奢侈品牌集团

迪阿股份 中国内地 奢侈品和时装 制造和经营钻石戒指和其他珠宝产品

李宁 中国内地 服装和鞋类 提供运动服装、鞋类和配饰。该公司拥有7112个销售点

露露乐蒙 加拿大 服装和鞋类 提供运动服装、鞋类和配饰。该公司在全球运营600家门店

特步 中国内地 服装和鞋类 提供运动服装、鞋类和配饰。同时提供城市和街头服装

安踏 中国内地 服装和鞋类 提供包括鞋类、服装和配饰的运动服装。该公司在全球运营
9,403家门店

优衣库 日本 服装和鞋类 提供男士和女士服装和配饰。该公司在全球运营1,000家门
店

太平鸟集团 中国内地 服装和鞋类 通过太平鸟女装和太平鸟男装等八个核心品牌提供服装产品
(运营3200家门店) 

晨风集团 中国内地 服装和鞋类 提供包括衬衫、运动服装、时尚服装、休闲服装、裤类等的
服装产品

江南布衣集团 中国内地 服装和鞋类 提供服装，促进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

H&M 瑞典 服装和鞋类 提供户外服装、休闲服装和运动服装。该公司在全球运营总
共4,702家门店

银泰百货 中国内地 服装和鞋类 作为百货商店运营

公司详情 (2/8) 

注 (s) : 1.包括本报告中提及的公司



© 2022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在中国印刷。

公司1 总部 子行业 描述

拍拍二手 中国内地 服装和鞋类 作为专注于二手商品的交易平台运营

闲鱼 中国内地 服装和鞋类 作为二手交易平台运营

转转 加拿大 服装和鞋类 该公司是一个线上交易平台，用户可以在该平台购买和出售
二手商品

思莱德 丹麦 服装和鞋类 提供男士和女士服装

耐克 美国 服装和鞋类 作为一家运动服装公司运营，提供鞋类、服装、设备和配饰。
该公司拥有总共1937家零售店

阿迪达斯 德国 服装和鞋类 提供包括鞋类、服装、配饰等的运动和运动生活方式产品。
该公司拥有总共2,500家零售店

Moose Knuckles 加拿大 服装和鞋类 提供户外服装、运动服装和配饰。该公司在北美、欧洲和亚
洲共运营34家门店

Staffonly 中国内地 服装和鞋类 提供服装

Proenza Schouler 美国 服装和鞋类 提供女士服装和配饰该公司通过自己的门店和零售店销售产
品

Shein 中国内地 服装和鞋类 快时尚零售商

Knowin 中国内地 服装和鞋类 针对Z世代人群提供街头服饰

维多利亚的秘密 美国 服装和鞋类 经营女装、休闲服装和美妆产品的连锁零售商

资生堂 日本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香水、化妆品、皮肤护理和身体护理产品以及护发产品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内地 健康和个人护

理 从事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详情 (3/8) 

注 (s) : 1.包括本报告中提及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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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1 总部 子行业 描述

海蓝之谜 美国 健康和个人护
理 作为雅诗兰黛旗下品牌运营，提供尖端护肤品和化妆品

SK-II 日本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护肤品等面部护理产品

薇诺娜 中国内地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清洁产品、面膜、爽肤水、精华、眼霜、喷雾和防晒产
品

HR赫莲娜 法国 健康和个人护
理

作为欧莱雅旗下品牌运营，提供一系列包括面霜、精华、眼
霜、抗皱类、抗衰老类的护肤品

珀莱雅 中国内地 健康和个人护
理

通过Perea、Yuefe、Color、Insbaha、Correctors等品牌
提供化妆品

修丽可 美国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清洁产品和柔肤产品等护肤品，如微粒去角质磨砂膏、
果酸洁面凝胶

夸迪 新加坡 健康和个人护
理

作为透明质酸制造商运营

百雀羚 中国内地 健康和个人护
理

作为上海百雀羚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SPDC) 旗下品牌运营，
提供香水、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

倩碧 美国 健康和个人护
理

作为雅诗兰黛旗下品牌运营，提供护肤品、化妆品、洗漱用
品和香水

兰芝 韩国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护肤品和化妆品

悦诗风吟 韩国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成分源自南韩济州岛的美妆产品

佰草集 中国内地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包括清洁类、保湿类和抗衰老类等的护肤品和化妆品

玫琳凯 美国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包括护肤、化妆、身体和防晒、男士产品、礼品和香水
等的美妆护理产品

雅诗兰黛 美国 健康和个人护
理 通过21个品牌提供护肤品、化妆品、香水和头发护理产品

公司详情 (4/8) 

注 (s) : 1.包括本报告中提及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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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1 总部 子行业 描述

伊索 澳大利亚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皮肤、头发和身体护理产品

后 韩国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包括清洁类、粉底、唇膏、化妆品等护肤品

onTop 中国内地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护肤品

宝洁 美国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包括护发素、洗发水、男士和女士刀片和剃刀、牙刷、
牙膏、洗洁精

屈臣氏 中国香港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健康及美妆、高端香水和化妆品、食品、电子产品

花西子 中国内地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如眼影、睫毛膏、眼线笔、唇膏等的护肤品和化妆品

娜斯 法国 健康和个人护
理

作为资生堂旗下品牌运营，提供化妆品、美妆及护肤产品

玩美移动 中国内地 健康和个人护
理

作为美妆科技解决方案供应商运营

联合利华 英国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食品、调味品、冰淇淋、清洁剂、美妆产品和个人护理
产品

Shakeup Cosmetics 英国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男士化妆品和护肤品

侍刻 日本 健康和个人护
理

作为资生堂旗下品牌运营，提供男士护肤品

完美日记 中国内地 健康和个人护
理 提供眼影盘、唇彩、唇膏、定妆粉等一系列化妆品

话梅 中国内地 健康和个人护
理 多品牌美妆零售商

IMCD中国 中国内地 健康和个人护
理 隶属荷兰母公司，经营特殊化学品和成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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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1 总部 子行业 描述

雀巢 瑞士 食品和饮品 通过19个品牌提供谷物、咖啡、巧克力、饮料、乳制品和
其他产品

安琪酵母 中国内地 食品和饮品 生产酵母和酵母衍生产品。该公司提供烘焙产品、点心和调
味品以及酵母提取物调味品

礼的生活 美国 食品和饮品 提供植物基食品。该公司还将传统的肉类生产设施转变为植
物基产品

元气森林 中国内地 食品和饮品 提供包括无糖和风味气泡水的各类饮料

亿滋国际 美国 食品和饮品 通过40个品牌提供零食食品和饮品。该公司为连锁超市、
批发商、超级购物中心、俱乐部商店等提供服务

青岛啤酒 中国内地 食品和饮品 主要通过青岛啤酒和崂山啤酒两个品牌提供啤酒

福佳啤酒 比利时 食品和饮品 提供啤酒和各种类型的比利时小麦啤酒。该公司作为百威英
博旗下品牌运营

伊利 中国内地 食品和饮品 作为乳制品生产商运营

盒马 中国内地 食品和饮品 作为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品牌运营

趣店 中国内地 食品和饮品 为工薪阶层消费者提供预制菜产品

美团买菜 中国内地 食品和饮品 作为线上超市运营

叮咚买菜 中国内地 食品和饮品 作为生鲜蔬菜电商平台运营

多多 中国内地 食品和饮品 作为提供一系列包括服装、鞋类、箱包、母婴产品、食品和
饮品等产品的移动平台运营

蒙牛 中国内地 食品和饮品 提供乳制品和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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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1 总部 子行业 描述

Moodles Molecular 
Cuisine 中国内地 食品和饮品 提供主食的食品科技初创企业

每日优鲜 中国内地 食品和饮品 线上生鲜杂货零售商

麦当劳 美国 餐饮 作为一家快餐餐厅运营和特许运营，主要提供各类汉堡

Tims中国 加拿大 餐饮 提供咖啡、甜甜圈和其他快餐食品。该公司在全球运营
4952家餐厅。

海底捞 中国内地 餐饮 运营以火锅为主的中国连锁餐厅。该公司还涉及调味品产品
和食品配料销售

胡大饭馆 中国内地 餐饮 作为餐厅运营

肯德基 美国 餐饮 该公司是一家快餐鸡肉类食品运营商、开发商和特许运营者，
提供汉堡、薯条、鸡肉食品

必胜客 美国 餐饮 运营连锁披萨餐厅。该公司提供披萨、意大利面、鸡翅、配
餐、蘸酱、饮料和甜点

百胜中国 中国内地 餐饮 该公司在中国运营和特许运营餐厅。该公司旗下拥有八个品
牌，包括肯德基、必胜客、塔可贝尔、小肥羊等

九毛九 中国内地 餐饮 运营五个品牌的中餐餐厅，包括太二、2颗鸡蛋、宋

麦咖啡 美国 餐厅 该公司是一家咖啡馆式的食品和饮料连锁店，由麦当劳所有

太二 中国内地 餐饮 作为九毛九旗下品牌运营，该品牌专营酸菜鱼

海伦司 中国内地 餐饮 提供如含酒精饮料和啤酒等的酒精饮料和零食

周黑鸭 中国内地 餐饮
制造和供应食品。该公司销售鸭肉制包装食品和其他相关零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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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1 总部 子行业 描述

美团买菜 中国内地 餐饮 提供即食或预制菜

绿茶 中国内地 餐饮 休闲餐饮连锁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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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领域 描述

Quid使用的资料
来源 英语新闻和博客文章，使用关键词和各子行业公司名称 (研究期间确定) 作为组合进行搜索

时间段 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8日

流程 考虑Quid分析结果，对文章数量最多的公司进行负面、中立和正面文章分类。根据公司文章总数计算市场
情绪百分比

Quid分析方法



© 2022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在中国印刷。

毕马威中国
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团队

林启华
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主管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审计服务主管合伙人
电话：+86 (20) 3813 8388

+86 (755) 2547 4388
邮箱：raymond.lam@kpmg.com

翁晔
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税务主管
合伙人
电话：+86 (21) 2212 3431
邮箱：jennifer.weng@kpmg.com

孙国宸
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咨询
主管合伙人
电话：+86 (21) 2212 3740
邮箱：willi.sun@kpmg.com

张诗颖
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市场
经理
电话：+86 (20) 3813 8974
邮箱：cherry.s.zhang@kpmg.com

黄丽婷
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市场
助理经理
电话：+86 (21) 2212 2888
邮箱：ol.huang@kpmg.com



© 2022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在中国印刷。

© 2022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
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在中国印刷。

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为毕马威全球性组织中的独立成员所经许可后使用的商标。

刊物日期：2022年11月

kpmg.com/cn/socialmedia

如需获取毕马威中国各办公室信息，请扫描二维码或登陆我们的网站：
https://home.kpmg.com/cn/en/home/about/offices.html


	消费品零售业�季度报告
	目录
	摘要
	Slide Number 4
	GDP下滑、通胀走高背景下的经济形势
	Slide Number 6
	近期动态对行业的影响
	健康、美妆、食品饮料业在节庆期间推出大幅折扣并受益
	消费券、税收减免等措施助推子行业增长
	奢侈品、餐饮行业因商场关闭等措施而备受影响
	子行业趋势：�奢侈品与时尚
	可持续发展和科技升级仍是制胜关键
	Slide Number 13
	Slide Number 14
	子行业趋势：�服饰与鞋类 
	Slide Number 16
	Slide Number 17
	Slide Number 18
	Slide Number 19
	子行业趋势：�健康与美妆 
	Slide Number 21
	Slide Number 22
	Slide Number 23
	Slide Number 24
	Slide Number 25
	Slide Number 26
	子行业趋势： �食品与饮料
	Slide Number 28
	Slide Number 29
	Slide Number 30
	Slide Number 31
	子行业趋势：�餐饮
	Slide Number 33
	Slide Number 34
	Slide Number 35
	Slide Number 36
	Slide Number 37
	Slide Number 38
	Slide Number 39
	Slide Number 40
	Slide Number 41
	Slide Number 42
	Slide Number 43
	Slide Number 44
	Slide Number 45
	流行热词
	Slide Number 47
	Slide Number 48
	Slide Number 49
	Slide Number 50
	Slide Number 51
	附录
	Slide Number 53
	Slide Number 54
	Slide Number 55
	Slide Number 56
	Slide Number 57
	Slide Number 58
	Slide Number 59
	Slide Number 60
	Slide Number 61
	Slide Number 62
	Slide Number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