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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龄人口的增长给企业带来大量创新的高质量食品和
饮料方面的商机，帮助积极寻求措施提升健康状况的老年人
打造营养均衡的膳食。在不远的未来，针对健康问题打造
的，在数字平台渠道销售的产品可以帮助品牌和公司接触到
更多受众。”
– 徐文馨，高级研究分析师，食品和饮料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老年人愿投资健康，解锁巨型潜在市场
未得到充分解决的健康问题蕴藏商机
信息推送是有效传播的重点

老年人是数量增长最快的细分人群，给市场营销带来了压力。更多老年人开始关注身体健康，表现之一就是积极地追求
健康饮食。健康意识的提升为创新企业打好了坚实基础，为满足老年消费者的需求提供高质量、有营养的功能性食品和
饮料。刚刚步入老年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已经历过数字化洗礼，但科技品牌和公司仍有空间进一步解锁数字消费潜力，
接触到更广泛的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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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对老年人影响增加

市场增长动力
平均寿命增长带来新机遇
数据10: 平均寿命（总年数，按部分国家区分），2017年
银发一代健康意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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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创新？
日本：面向咀嚼困难的老年人的预包装食品
数据13: 朝日集团预加工可微波老年食品，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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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品类中的高端食品饮料有发展潜力
消费者消化更多信息，营销人员面临挑战

食物食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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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线级五谷杂粮和坚果的热门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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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渠道
年长者仰赖电视和身旁亲友获取信息
数据28: 信息渠道，2018年11月
数据29: 信息渠道种类数量
一线城市的年长消费者接触更多信息来源
数据30: 信息渠道（按城市线级区分），2018年11月

对健康食品的兴趣
不同城市线级的年长消费者偏好的健康食品不同
数据31: 对健康食品的兴趣（按部分食品品类区分），2018年11月
固有的饮食习惯激起或抑制年长消费者的好奇心
数据32: 对粗粮饼干的兴趣（按区域区分），2018年11月

对健康功能的兴趣
年长消费者注重身体健康
数据33: 对健康食品的兴趣，2018年11月
刚刚步入老年的消费者关注老化及压力问题
数据34: 对健康功能的兴趣（按年龄群体区分），2018年11月

购物习惯
线下零售渠道满足年长消费者的社交需求
数据35: 购物习惯，2018年11月
偏好的购物渠道反映不同城市线级的生活方式
数据36: 线下零售渠道的购物习惯——生鲜/水果，2018年11月
数据37: 线下零售渠道的购物习惯——包装食品，2018年11月

整体态度
年长消费者愿意为健康投资
数据38: 整体态度，2018年11月
一线城市的年长消费者特别偏好进口食品
数据39: 整体态度（按特定的说法及城市线级区分），2018年11月
数据40: 整体态度（按特定的说法及城市线级区分），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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