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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女士則視家
中一隻寵物小狗為

孩子，天天抱在懷裡十分疼愛，她
說，狗主要食狗糧每月約500元
（人民幣，下同）支出，但為營養
均衡，還額外購買牛肉、三文
魚、深海魚油、羊奶粉、酸奶等
各種食品，加上這部分費用一
個月伙食支出約1,000元。此

外狗的健康開銷很大，每年去犬管
辦的疫苗打針費和犬證費用420
元，去商業寵物醫院體檢費用
1,200元一次。有一年狗因誤食有
毒物住院，每天住院費500元，住
院約10天加上醫藥費和護理費，那
次給狗看病一次就花了1.9萬元。

另外，張女士表示帶狗外出
費用比人更高，通

常中國接受寵

物進入室內的餐廳或酒
店，都是中高檔為主。但進去的
話，寵物的費用開銷必定更大，如
上海唯一接受狗入住的五星級崇明
金茂酒店，人住的普通客房每晚
1,100元，但寵物客房則高達每晚
1,600元。很多可攜帶寵物入內的
餐廳，人均消費不過百元，但如果
給寵物點上幾道菜，牠們的餐飲費
就會超過主人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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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喜寵人士數量龐大。

今年A股市場上首度

出現2隻純正的寵物消費

類股票，被認為是寵物行

業正式資本化的元年。有

“A股狗糧第一股”之稱

的佩蒂股份和中國寵物食

品龍頭企業的中寵股份

（相繼在A股順利IPO。

此外，新三板寵物概念今

年亦大熱，7家企業均處

於盈利狀態。業內稱，如

今的寵物行業不僅成為大

消費的主要一翼，更晉升

為資本市場上的新貴。

以往僅有投資寵物行

業的A股公司，但今年起

直接生產和銷售寵物食品

的公司相繼登陸A股市

場。

從事寵物食品生產

和銷售的溫州企業佩蒂

股份，去年光是寵物零

食就賣出5億元（人民

幣，下同），今年7月

11日開盤當天漲停價報32.17元，

漲幅44%，並連續5個交易日漲

停。另一家專注寵物食品研發的

煙台企業中寵股份，在8月21日

掛牌首日開盤後上漲43.98%，之

後創下連續9個一字漲停板紀錄。

資本市場相信押注寵物股可

贏得豐厚回報，數據顯示2017年

中國養寵家庭近6,000萬，養寵年

度人均總消費達6,436元，龐大的

數字規模使得投資寵物行業的投

資者和機構都在迅速擴大。

華泰證券在一份關於寵物股

的研報中指出，中國寵物用品市

場現狀是被外資巨頭搶佔份額的

局面。從食品類來看，美國瑪

氏、雀巢普瑞納以及高露潔希爾

思三大寵物食品巨頭全球市佔率

高達45%，外資品牌在中國市佔

率超過50%。

不過，差距也意味着國產寵

物行業有大量提升空間，華泰

稱，隨着中國寵物市場的快速增

長，本土寵物企業存在提升市場

份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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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科技創

新的迅猛發展，

寵物用品也頻頻出現高科技產品。在今年的亞

洲寵物展上可見，從日用品、醫藥乃至寵物克

隆服務上，科創產品正吸引養寵者越來越多的

目光。

可以自動控溫的貓窩、能記錄路徑的狗

繩、智能檢測寵物運動量的佩牌，在今年的亞

洲寵物展上，科技類產品大受歡迎，展台前熙

熙攘攘擠滿為自己寶貝挑選產品的主人們，收

銀處一度大排長龍，發貨員打包產品到手軟。

這正是目前中國寵物科技產品市場的現狀。

提升寵物生活質量
記者看到，有用戶一次性將展覽上大部

分推介的科技產品買下，塞滿兩個28寸拉桿

箱和一個32英寸特大拉桿箱，一次花費接近

萬元（人民幣，下同）。該寵主向記者表示，

消費升級了，寵物也需要享受，單單追求貓狗

溫飽的日子已經是過去式，現在最希望讓寵物

們可以獲得最佳的生活質量。

另外，從中國主打寵物智能用品的小佩

Petkit寵物透露的數據來看，每當公司新推寵

物科技用品時，第一年銷量都超過10萬，如第

一代智能掛件P1，曾在4個月內賣出10萬個，

去年推出的寵物智能飲水機全渠道銷量逾10萬

台，可稱重智能抗菌碗銷量超過20萬個。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生物醫藥領域的科

技巨頭亦開始青睞中國寵物市場。就在今年寵

物展前夕，國際製藥巨頭勃林格殷格翰帶着首

個犬類口服體外驅蟲藥尼可信前往中國，宣佈

正式上市銷售。

勃林格中國寵物業務負責人王德謀接受

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寵主消費行為正向歐美

等發達國家靠攏，開始為寵物健康買單，年均

寵物健康消費達2,387元，佔比寵物服務消費

中最高部分，而在美國，寵物醫藥的開支亦佔

據寵物消費最多比例。

寵物克隆成新契機
此外，更前衛的“黑科技”技術今年亦在

中國寵物市場上亮相。世界上首例基因編輯克

隆犬在中國誕生，有動物醫院在10月宣佈推出

寵物克隆服務，冀再造寵物來緩解喪寵者的悲

痛，亦不失為寵物行業一種全新發展契機。

■消費者精心為其寵物挑選智能科技產品。

貓狗享受高科技 智能產品受青睞

讓可愛的寵

物“養家餬口”

在中國也成為現實，或許牠們

賺的錢要比普通上班族還多。

王思聰的愛犬王可可是中

國知名網紅，牠在微博上有239

萬粉絲，並擁有“狗生贏家”

的微博認證。當以王可可名義

在淘寶上開設寵物周邊店舖

後，上線第一天便有 13 萬元

（人民幣，下同）營收，當年

銷售額超過千萬元，預計今年

是逾3,000萬元。要知道，這家

店舖才開了一年多。

網紅寵物身價不菲
此外，隨着中國打賞文化的

盛行，在社交網絡上通過晒貓晒

狗亦可獲得不菲收入。有寵主表

示，會將自己愛犬的日常照片配

上文字上傳微信公號，不久後驚

奇地發現很多不認識的網友會因

為狗狗的可愛而隨手給一筆“小

費”，最大方的單筆有200元打

賞，隨着閱讀者越來越多，打賞

的總額也水漲船高。

艾媒咨詢有報告指，隨着

網紅變現模式的多元化，即使

是寵物也取得了變現手段。有

不完全統計指，目前的網紅寵

物中，身價多的已經達到七位

數，少的也有幾萬至幾十萬元

不等，由於利潤驚人，已經出

現不少主人辭職專心經營網紅

寵物的多個案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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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賺錢“養主人”

全球廠商拓華市場

■■寵物試吃滿意的話寵物試吃滿意的話，，再貴的再貴的
價格主人也願意買單價格主人也願意買單。。

正是

中國寵物

消費擁有

巨大潛力，目前全球範圍寵物行

業商家，都想極力把握在中國市

場的機遇。上海一年一度的亞洲

寵物展是寵物行業的盛會，今年

展覽參展商從去年的800多家擴

大到950家，帶來3,000多個品

牌，並吸引到超過8萬名養寵消

費者的規模，展館面積也從4個

擴容到8個，這些數字都是寵物

展舉辦以來的歷史新高。

每年，瑪氏、雀巢等國際知

名品牌都會千里迢迢趕赴中國市

場作寵物產品推薦，他們極看重

這個新興的陣地，每次展覽都花

血本送出大量試吃產品給中國的

寵物們。雀巢旗下的冠能寵物食

品展台人員向記者表示，進入中

國僅僅幾年後，這裡就成為其主

要銷售市場，目前中國在冊貓狗

寵物數量接近1億隻，10年間規

模擴大了超過700%，大有可為。

另外，中國許多知名企業亦

開始向寵物行業靠攏。京東在近

幾年悄然佈局了“京東寵物”項

目，並在今次寵物展上亮相設置

展台，天貓也在今年 8 月開出

“淘寵寶平台”。中國平安、中

國人保等大型險資企業也都推出

過相關寵物的保險。廣發銀行則

在試水“愛寵信用卡”用於購買

寵物商品享受優惠折扣。國內農

業產業巨頭新希望集團則於“雙

十一”節前成立貓寧寵控正式涉

足寵物行業。

消費規模破千億 結合創科新元素

■可愛小寵物支撐起“萌經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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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隻寵物服務類
年均消費（人民幣）

寵物醫療 2,387.4元

洗澡美容 2,199.1元

寵物殯葬 1,133.1元

行為訓練 1,105.4元

寄養 505元

寵物商品年度平均消費（人民幣）

主糧 3,841.8元

零食 1,932.1元

保健品 993.4元

藥品 908.9元

寵物用品 753.4元

註：以每隻寵物平均消費計算

數據來源：狗民網 | 鈴鐺寵物

沈小姐向來視家中的貓
是家庭成員，一直非常捨得

在貓身上花錢，她表示，除去玩具和硬
件升級，家貓一個月口糧費用就高達
1,200元（人民幣，下同），這部分是固
定支出。此外，為盡量讓貓高興，她一直
購買智能互動類的寵物玩具，一個平均
售價200元，一年起碼買上4至6次。加
上貓的飲水機、自動投食機、貓爬架之
類的，保守估算一年開銷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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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小姐沈小姐

翻看中國用戶在社交網

絡上的內容，晒出自

家寵物消費的行為越來越

多，比如帶愛犬到寵物餐廳享

用美食、到貓狗美容院洗澡美

容、甚至前往專門接待寵物的

高星級賓館住宿等。為寵物掏

錢，在不少中國養寵者眼裡正

變得稀鬆尋常。

高消費行為由炫富到認可
回顧過去幾年，不少人在當

時還無法理解為寵物高消費的行

為。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之子

王思聰，常愛在微博上晒寵物犬

的日常用品，最初獲得的評價大

都是“炫富”。如今，王思聰晒

出一些昂貴物品時，已經能夠收

到中肯的評價，不少網友會留言

“ 哪 裡 買 的 ” 、 “ 什 麼 牌

子”、“好不好用”之類，潛

意識裡覺得用較高的消費來對

待寵物，是一件能夠認可的事

情。

對於寵物消費的提高，有機構

用數據來證明這點。狗民網|鈴鐺寵

物近期發佈過《2017年中國寵物行

業白皮書》，提及今年寵物商品及

服務消費規模達到了1,340億元，

年均增速超過30%。養寵家庭佔比

17%，大約每6戶人家就有1家飼

養寵物。

狗民網|鈴鐺寵物CEO賈彤認

為，消費的提高和養寵人群特徵有

關，總體而言，當前養寵人群的收

入和職業層次高，個人收入在

6,000元至2萬元的人群中，養寵要

多於不養寵。

■■賈彤賈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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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蒸日上的寵物經濟正

在中國經歷前所未有的旺盛時期，隨着中

產階級壯大，去年行業規模破千億元（人民幣，

下同）後一直持續向好。相較以往，今年的寵物市場

出現行業首度登陸A股、創新科技結合寵物消費、新興

服務模式發酵等特徵。業內稱，養寵在中國變得普遍起

來，越來越多高收入、高職位人群，為追求精神和情感

的需求，有望將相關可愛寵物的“萌經濟”推向一個

全新高度。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寵物篇
經濟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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