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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春节，在合肥汽车客运总站，从合肥回阜南过
年的姚保运用宠物箱带着心爱的宠物犬回家过年。

杨晓原摄 （新华社发）

▲2017 年春节，在合肥汽车客运总站，从合肥回阜南过
年的姚保运用宠物箱带着心爱的宠物犬回家过年。

杨晓原摄 （新华社发）

▲在 2017 年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宠
物用品展览会上，参观者观看智能项圈。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南街道海宁社区，一只宠
物狗在“宠物公厕”里“方便”。

耿玉和摄 （人民视觉）

细分市场空间广阔

家住北京的侯伟是一名资深的宠物
主人，养有两只爱宠。他对笔者表示，
在宠物身上的开销平均每月 2500 元人民
币左右。“包括平时吃的，还有疫苗、驱
虫药，偶尔得个小病的话得开药打针。
狗狗一年两次体检，每次 1000 到 1500 元
左右。”

随着宠物用品和宠物美容成为重要的
消费领域，商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也越来
越细化。一些宠物商店会根据宠物体型和
年龄细分食品、洗浴用品，宠物美容服务
也按照宠物的品种和体型细分出洗澡、护
理、修剪毛发的不同价位。

近日，阿里巴巴旗下生活服务平台
“口碑”发布的 2017 年消费数据显示，该
平台上宠物相关消费在 2017 年增长了 10
倍。根据亚洲宠物展、狗民网等联合发布
的 《2017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我国
宠物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宠物商
品及服务消费规模达到了1340亿元，宠物
食品、用品、玩具、服装、美容、医疗、

寄养等领域不断拓展，人们正在往宠物身
上投入更多的财力。

此外，有市场机构预计，在未来的几
年，我国宠物经济会进入每年以15%-20%
速度增长的高速增长期。对比美国宠物行
业4000亿元的市场规模，中国的发展空间
仍很大。

宠物经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吸引了
更多企业进入。日前，中国最大的农牧企
业之一新希望集团加码宠物经济，收购了
澳大利亚本土最大的宠物食品企业，进行
宠物行业全产业链布局。

消费升级是根本逻辑

对于宠物美容师黄小帅来说，近年来
宠物美容市场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消费观
念的改变，“我 2008 年给狗剪毛只要 150
元，现在都是 450 元起，人们越来越舍得
花钱了。”黄小帅说。

作为近年来宠物经济不断升温的见证
者，黄小帅认为，现在宠物对于主人的角
色从“附属品”逐渐向“陪伴者”转变，
在附加了情感因素后，人们在宠物用品的

选择上也会更追求质量。
刚工作两年的罗立鹤就认为，养宠物

特别“治愈”。他说，“工作压力比较大、
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就把脸埋在我家猫
的肚子里，这能让我从平常的工作中抽离
出来。”

对于宠物产业的火爆，智研咨询分析
师曹思明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宠物产
业是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较高水平时衍生出
来的。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居民收入增
加，宠物产业的兴起是件十分自然的事
情。”

投资机构毅达资本的合伙人羌先锋则
认为，宠物经济火热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
经济水平的上升，民众的消费能力提高、
消费方式多样化。宠物经济兴旺的根本逻
辑还是消费升级。

未来发展需文明理性

宠物经济越来越“热”，但也暴露出
一些问题。

过度消费，或许是其中之一。宠物用
品商店内，一条幼犬用的嘴下防脏围布标

价是49元，市面上镶着施华洛世奇水晶的
狗链也并不稀奇。罗立鹤也曾经为宠物买
过衣服和鞋子，但现在主要消费都在食品
和医疗上。“我觉得那些都不太需要，最
重要是耐心。你得经常观察它，然后再去
给它配备它比较中意的东西。”

文明养宠也成为社会对养宠人的呼
吁。养宠人不及时处理宠物排泄物、宠物
叫声扰民等现象屡见不鲜。而社会对文明
公共空间的需求，也对养宠人妥善管理宠
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宠物行业
准入门槛低，一些宠物医疗、寄养机构资
质不明，存在“乱收费”现象，亟待政府
规范监管。而在行业内部，专业人才不足
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基础人才和专业人
才的引入都远远不能满足行业扩张的速
度，目前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增加现有人员
的培训，同时不断培养新的人才。”美联
众合京西动物医院院长张伟伟说。

对此，分析师曹思明认为，应规范宠
物行业营销，加强宠物行业建设，同时，
政府应通过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导向
正确的宠物观念，让宠物行业得到更健康
的发展。

宠物行业步入消费前沿
张晓琳 马田园

“一岁用零食”“超可爱小帽子”“水果精华沐浴液”……这些看上去像是专
门提供给婴儿使用的物品，事实上却是宠物商店的“爆款”。近年来，随着“云
吸猫”在社交平台上成为热词，萌宠内容成为巨大的流量入口，中国的宠物经
济不断升温。线上的宠物电商平台不断获得融资，线下的宠物医院、宠物美
容、宠物用品等一系列服务的营业额也迎来了持续性增长。宠物经济成了线下
市场新的消费增长点。

神州速览神州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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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旭的心定了。今后的 5 年，家里的马
铃薯有了固定的“大客户”。“干农活，我不
怕辛苦，因为种庄稼是农民本分。最怕的是
卖不出去。”杨旭说。

种出来就不愁卖，不仅给老杨带来了安
心，更坚定了脱贫的信心。杨旭家的万斤马
铃薯收入9000多元，脱贫在望。

贵州省去年 2 月发起脱贫攻坚“春季攻
势”，雷山县大塘镇乔兑村发动村民种植110
亩马铃薯，种子和肥料由专项扶贫计划免费
提供。正在当地为卖而愁之际，5 月，贵州
省司法厅与雷山县签订“全面同步小康保障
蔬菜供给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建设 5000 亩
高产蔬菜供应基地，直供省司法厅管理的有
关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保种保收、现场

结账。保底订单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不愁种不了，就怕卖不出。”贵州省司

法厅党委书记孙学雷说，对于农村产业脱贫
而言，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是销路问题，卖
不出、卖不好，既影响农民的种植积极性，
也影响农民的直接收益。贵州是全国脱贫的
主战场，在这场脱贫攻坚大战中，省司法厅
该怎么积极作为？经过调研，贵州省司法厅
决定发挥司法系统各监所人员集中、生活统
一、消费量大、便于采购等优势，给农户或
合作社固定订单，建立蔬菜直供模式，对口
帮扶贫困乡镇特别是极贫乡镇。

大塘镇镇长陈明府说：“这几个监所有
5000 人的需求总量，从去年 6 月送出第一批
蔬菜以来，我们基本保持一星期一次的频率

供应蔬菜。”参考同期市场价格，监所的收
购价能够保证菜农只赚不亏。根据合作框架
协议，在市场较好时，采购方将以市场价格
收购农户蔬菜；当市场价格低迷时，则按照
种植成本价再加上适当利润从村民手中采
购，确保村民的收入只增不减。

目前，贵州省司法厅管辖的省内各监所
每天需要 40 万斤食材，其中主要以蔬菜为
主。根据实际，贵州省司法厅相继与镇宁
县、雷山县、凤冈县、长顺县签订为期 5 年
的协议，蔬菜产业基地规模达到1.6万亩。

下一步全省监狱、戒毒所将实现所属地
区对口扶贫工作全覆盖，按照因地制宜、就
近安排原则，对口联系极贫乡镇，协助当地
干部、指导群众按照订单要求种植蔬菜。

订单成了脱贫“保单”
本报记者 汪志球

本报呼和浩特1月 15日电 （记者张枨）
1 月 15 日，记者从在呼和浩特市举办的内蒙
古自治区农牧业工作会议上获悉，2017 年，
内蒙古粮食产量达到 553.68 亿斤，实现了

“十四连丰”，牧业年度全区牲畜存栏 1.26 亿
头只，实现“十三连稳”。

内蒙古农牧业经济稳中向好，产业化经
营平稳运行，全区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农畜
产品加工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3052亿元，增长
7.2%，农畜产品加工率达到62%，农畜水产品
总体合格率稳定在96%以上。

本报赣州电（记者任江华）“顺丰速运全
国首列中欧班列 （芬兰—赣州港、赣州港—
俄罗斯） 双向对开仪式”1 月 14 日上午在江
西赣州港举行，伴随着汽笛声，“顺丰号”国
际班列正式起航。

此次，芬兰至赣州港班列装载着 41个集
装箱总价值约70万美元的芬兰松，经过16天
左右的路程，由满洲里入境到达赣州港。同
时，赣州港至俄罗斯班列则装载着 41个集装
箱总价值约 360万美元的家具、服装、家电、
厨具等货物，由满洲里出境，约 12天后到达
莫斯科的沃尔西诺站。

内蒙古粮食“十四连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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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中欧班列双向对开

本报广州电 （记者李刚） 记者 1 月 14 日
从广州空港经济区获悉，广州白云机场综合
保税区整合优化规划布局方案获国务院批复。

调整后，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规划
面积 2.943 平方公里，分为两个区块。在发
展定位上，白云机场综保区将着力构建以仓
储物流、展览销售为主导，现代金融、航空
培训为支撑，检测维修、研发设计、加工制
造为补充的产业体系，重点打造全球保税物
流中心、全球保税维修中心、亚太贸易展览
销售中心，实现“空港与南沙海港”的联动
发展。

广州机场综保区调整获批

中央财政支持广西外经贸中央财政支持广西外经贸

本报南宁电 （记者李纵） 记者日前从广
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日前中央下达
24475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广西2018年外经
贸发展。

根据计划，本次下达的全部资金中，1亿
元将用于促进加工贸易发展；9175 万元将用
于优化贸易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3000 万
元将用于提升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支
持企业“走出去”。

1 月 15 日，在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越冬的候鸟数量达到高
峰，每年都有超过600只的丹顶鹤从我国东北、俄罗斯等地迁徙至此越冬。

图为丹顶鹤在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内飞舞、休憩。
王健民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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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上欢乐多

11月月1515日日，，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江面冰封雪覆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江面冰封雪覆。。但严寒挡不住市民但严寒挡不住市民、、游客在冰面上游冰玩雪的热情游客在冰面上游冰玩雪的热情，，冰冻的江面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冰冻的江面变成了一个天然的
冰雪乐园冰雪乐园。。图为游客在江面上玩冰橇图为游客在江面上玩冰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王建威摄摄

“文艺轻骑兵”送戏到车间

1月15日，由安徽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文艺轻骑兵”优秀戏剧专场演出
在亳州古井集团酿造车间内举行，演员们为一线工人送去精彩剧目。图为车
间内，酿酒工人观看传统优秀剧目。

刘勤利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