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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的支出将持续增长，从而推动生鲜零售行业的健
康发展。作为不断发展的行业，线上零售商必需为消费者提
供便利性之外的价值。年轻群体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利用线
上和线下渠道货比三家寻找最划算的产品，这使资金雄厚的
全渠道零售商在不久的将来占据优势。”
– 施洋，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尽管新冠疫情期间采取的居家隔离政策迫使消费者花更多的钱购买生鲜产品，但这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确保增加线上细分
市场的渗透率的机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创历史新高，2020年生鲜零售市场年同比增长9.5%。
新冠疫情给2020年市场带来不同寻常的挑战，每个家庭支出的增长将推动生鲜零售市场的发展，2020-2025年的年均
复合增长率为7.6%，而家庭数量仍保持0.5％的稳定年同比增长。同时，线上零售商的增速有所放缓。
尽管许多线上生鲜渠道赢得了人气，消费群体也更加活跃，但消费者在线下购买生鲜的潜在动因在疫情后并未动摇，而
线上零售商需改进的地方正是线下零售商的强项。相反，传统菜场正在积极创新，以留住年轻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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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店仍是消费者购买新鲜蔬菜和肉类的首选渠道
价格并非线上生鲜购买的首要考虑因素
新鲜度是将消费者保留在线下的最主要因素
购买自有品牌产品盛行
线上零售商仍面临新鲜度问题

购买渠道
线下渠道在新鲜蔬菜和新鲜肉类方面仍占主导地位
数据16: 生鲜产品采购渠道，2020年5月
新冠疫情加速生鲜垂直电商的发展
数据17: 在生鲜电商购买新鲜蔬菜和水果的消费者（按家庭月收入和教育程度区分），2020年5月
海鲜的渠道忠诚度最高，而新鲜蔬菜的渠道忠诚度最低
数据18: 生鲜零售渠道的平均提及率，2020年5月
较低线级城市的水果消费者更青睐传统渠道
数据19: 新鲜水果消费者的部分采购渠道（按城市线级区分），2019年vs2020年
年轻消费者更偏好丰富的产品选择和一站式购物
数据20: 消费者光顾渠道的平均百分比（按代际区分），2020年5月

线上购物行为
价格并非线上购买生鲜产品的首要考虑因素
数据21: 线上购物行为，2020年5月
已婚已育和高收入消费者更注重产品细节
数据22: 部分线上购物行为（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20年5月
为促销而冲动购买
数据23: 线上购物行为，2020年5月
促销吸引女性和年长消费者
数据24: 与促销相关的线上活动（按部分人口统计特征区分），2020年5月

实体店生鲜购买
新鲜度和购物体验是将消费者留在线下市场的关键
数据25: 实体店生鲜购买，2020年5月
在年长一代中增加用户群
数据26: 部分实体店生鲜购买，2020年5月
可以现场烹饪加工越来越受女性欢迎
数据27: 在实体购买生鲜产品的部分群体，2020年5月

对自有品牌的态度
自有品牌越来越受欢迎
数据28: 对自有品牌的态度，2020年5月
高收入消费者拥抱自有品牌
数据29: 同意与不同意部分对自有品牌的态度的消费者（按家庭收入区分），2020年5月
低线级市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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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0: 部分对自有品牌的态度（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5月
投资年轻消费者，以打造自有品牌
数据31: 部分对自有品牌的态度，2020年5月

线上零售商需改进的方面
产品新鲜度对线上生鲜零售商至关重要
数据32: 线上生鲜零售商需改进的方面，2020年5月
前置仓保障产品的新鲜度和消费者满意度
数据33: 部分线上零售商需改进的方面（按家庭月收入区分），2020年5月
年轻群体关注所提供的服务
数据34: 部分线上生鲜零售商需改进的方面（按年龄区分），2020年5月
需建立年长一代的忠诚度
数据35: 线上零售商需改进的方面，2020年5月

消费者细分分析
实用主义者是主要消费群体
数据36: 聚类分析，2020年5月
实用主义者对渠道的忠诚度最低
数据37: 三个消费群体的渠道光顾频率，2020年5月
数据 38: 三个消费群体的部分采购渠道，2020年5月
高端生活方式追求者受知识驱动
数据39: 部分线上购物行为（按消费者群体区分），2020年5月
实用主义者更青睐店内体验
数据40: 部分线下购买动力（按消费者群体区分），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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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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