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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gVmUkW8ZuYqRoP6M8Q8OpNqQpNoPlOoOmPeRrQxO8OoPoQMYnNuMNZnNzQ

◆鲜有报告参照原著的方法对中国消费社会进行系统性的时代划分，我们认为本篇报告提供了大量增量信息，对于中国消费社会

发展趋势的分析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第一章节

◆首先，《第四消费时代》根据社会背景、人口、出生率、老年人比率、国民价值观、消费取向、消费主题、消费承担者等多个

变量分析不同消费社会的特点及其成因，我们认为该方式变量过多且缺乏一定框架性，导致很难较为精准地将中国与日本进行

对标，分析其共性与特性。因此，本文将《第四消费时代》中的变量进行解构并重新搭建框架，力图得出一个适用于多数经济

体的消费社会分析框架。

◆其次，据此新建框架，我们从各个维度严谨综合分析搭建中国的消费社会划分方式，并从各维度分析其与日本消费社会的异同。

◆最后，市场上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已开始进入第四消费社会，尤其以无印良品、优衣库等品牌的热销作为论证，但我们认为，中

国整体消费社会尚处于第三消费社会初期，这类日系品牌的热销成因值得探讨，我们将在文中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三章节

◆对中日各消费社会的具体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首先是宏观经济背景，其次是宏观人口环境，再次是各阶段经济背景下的微观

家庭环境。宏观经济和宏观人口环境多数是大家已经熟知的内容，但是微观家庭环境部分分析了各阶段人群的成长历程和成长

环境的共性，或将为大家带来一些增量启发。

第四章节

◆基于上述结论详细分析了各消费社会的微观消费逻辑，并从产品、渠道、价格、营销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对于未来消费品企

业竞争力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更关键的是，我们在这一章节首先参考价值哲学中关于价值排序的理论进行了各代际的价值观梳

理分析，价值观是影响消费观的本源，对于消费者价值观变化的理解，对于投资者在未来筛选投资标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研究概览：不同于市场的观点

 

www.hibor.com.cn


研究概览：基本结论——投资方向

◆中国现阶段处于第三消费社会早期，基本消费逻辑与日本当时非常相似，即开始重视个人，注重更高的物质享受以及精神需求，

追求个性化→关注高端消费、品牌营销能力强的品牌、细分化消费各领域龙头；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慢于日本同期（但同时也受到中国户籍制度带来的统计失真影响），三四级市场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第二消

费社会）的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已开始接触第三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关注下沉市场消费升级；

◆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女性劳动就业率常年位居全球前列，女性经济独立远远早于日本，带来更高的离婚率，对社会价值观和消费

观有较大影响→关注女性消费；

◆家庭小型化、独居化是第三消费时代的重要特征→关注独居经济；

◆中国与日本相似，第二个婴儿潮是出生人口最多的阶段，而由第二或第三代婴儿潮人群进入生育高峰而引发的最新一代婴儿潮并

没有如期而至，并且医疗水平的提升不断在延长人们的寿命，日本已进入严重老龄化时期，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面临同样的风险→

关注养老与健康消费；

◆中国是否会进入类似日本的第四消费时代，还值得观望，中日经济环境在这一阶段有较大差异，日本由于未培育新兴产业而在危

机后进入滞涨期，而中国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培育出具备引领潜质的新经济，且对外部依赖性较低，或有望抵御中国进入滞

涨期，而跨越类似日本的第四消费时代，进入下一轮消费社会迭代；但同时，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龄化也确实是中国即将面临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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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品力变得更重要了，而且消费品产品力的要点在向品牌营销、外观设计方面转移。不同于第二消费时代批量消费、同

质化消费、从0到1的阶段，第三消费时代的消费者更加追求个性化、品质生活，简而言之就是更加挑剔，且面临更多选择。因

此品牌商需要调整战略、调整组织架构，在产品设计上迎合、取悦消费者，而非引领消费者，这将成为一大关键竞争因素。

◆营销：第二消费社会是“渠道为王”的时代，消费者同质化，商家无需在营销方面花费太多心思。但第三消费社会对于品牌商

营销能力的要求格外高，消费者的需求从理性、功能需求变为感性、情绪需求。对于多数技术壁垒不高的消费品行业，具备调

动消费者情绪、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的公司才有更高的胜出几率。

◆渠道：虽然渠道壁垒在第三消费社会有所降低，但由于渠道结构更加复杂，如何处理好各渠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进行各渠

道的取舍优化，成为品牌商面临的重要问题；此外，电商是进入壁垒非常低的渠道，也意味着竞争激烈，与电商平台的议价关

系也将对利润率产生重要影响。

总结及建议

◆在第二消费社会，渠道能力决定了收入（即能否卖出去），产品力（更多是基础品质和技术能力）对收入有重要影响；产品力

和营销能力也是加分项、是溢价能力的来源之一，影响了利润。而在第三消费社会，营销能力和产品能力（外观设计、高阶品

质）共同决定了收入（即能否卖出去），渠道能力则更多决定了利润。

◆因此建议关注上述在第三消费时代更具增长潜力的细分领域，重点关注符合新时代环境需求的能够在产品和营销上取悦消费者、

调动消费者情绪的企业（且具备相应的组织架构），并积极关注企业的渠道调整进程及电商渠道议价能力。

研究概览：基本结论——企业竞争力分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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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消费社会模型框架：步入第三消费社会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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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第四消费时代》中的变量进行解构并重新搭建
框架，力图得出适用于多数经济体的消费社会分析框架。

◆我们将原文中的各要素进一步归类为经济基础、人口环
境、消费基本逻辑。

◆《第四消费时代》所总结出的四个阶段，我们进一步概
况为：起步期、高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中国尚
未进入第四消费社会（衰退期），也未必一定会进入。

日本消费社会的四个时代以及消费特征

看日本：四个时代与三大要素

消费社会分析框架的三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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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中国：我国消费社会模型vs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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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环境：放缓但依然可观

2.1 经济增速：进入稳定增长期

2.2 人均GDP：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3 产业结构：警惕“去工业化”阵痛，服务业提质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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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完成复兴，迎来经济高速增长期，1956-1973年

平均增速9.1%，1955年日本自由党和民主党完成保守

合并，自由主义体制确立，日本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追

求以私家住宅、私家车为象征的美式批量生产、大量消

费的社会

◆ 1960年公布“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十年间，日本国

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都要实现翻番，即年均增长

率达到7.2%）

◆ 1964年承办东京奥运会，1970年举办大阪世博会，

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

第二消费社会（1945-1974）

◆ 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

争中取得胜利，一战大量

战时需求带来日本经济繁

荣，但严重通胀导致贫富

差距加大

◆ 大城市人口增加促进城市

消费增长，于是大众消费

社会诞生于大城市

第一消费社会（1912-1941）

◆ 低增长期，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

经济高速增长结束；1974年经济

负增长，1974-1990年平均增速

4.2%；消费从家庭转向个人

◆ 1993年土地价格下跌

◆ 1997、1998年北海道拓殖银行、

山一证券、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破

产

◆ 1998年，由于消费税上调，经济

再次负增长

第三消费社会（1975-2004）：

◆ 90年代至今，被称为“失去的30

年”的低速增长期

◆ 没有非常明显的转折点，总体在

于人口减少、经济能力和购买能

力降低，从而导致消费总额降低

◆ 孤立的人群——“非正规雇佣者”

开始增多，促进了重视联系的第

四消费社会诞生；1995年阪神淡

路大地震，人们认识到人与人之

间联系的重要性

第四消费社会（2005-2034）

消费社会四个阶段：日本（上）vs中国（下）

◆ 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平均实际增速约10%。基础消费品保有量大幅提升、大

量消费、批量生产的阶段，格力电器收入从1993年6亿元增至2015年1000亿元

（内销750亿），美的集团从1992年5亿元增至2015年1400亿元（内销800亿）

◆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世纪90年代，中国初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

对外开放格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

◆ 类似日本的“收入倍增政策”：1981年开始的20年内工农总产值翻两番，1991年

开始的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2000年开始的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

2012年提出的“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 2008年承办北京奥运会，2010年举办上海世博会

◆ 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消费社会（1945-1974）

◆ 探索初期，波动较大。1949年，新中

国成立，195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时期。消费率先兴起于北京上海等一

线城市，1949年左右上海电台数量激

增，收音机开始流行

◆ “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

表，收音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流行词。1978年改革开放，经济逐步

进入高速增长期；1984年，开放沿海

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增设海南经

济特区，1985年，城市改革全面展开，

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

第一消费社会（1949-1985）

◆ 经济趋于稳定增长，平均实际增

速约6.7%，略高于日本第三消费

社会初期（日本呈现阶梯式降

速）。个性化、小型化、精神需

求、品质消费走上消费历史舞台，

小家电、宠物、医美领域快速增

长，小众细分逐步取代大众化

◆ 2022年将举办北京冬奥会

第三消费社会（197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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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左）vs中国（右）实际GDP增速

◆中国与日本在各阶段的经济增速有着较高的相似之处，但中国在第二和第三消费社会的经济增速略高于日本同期水平，日本呈现阶梯式
降速，中国增速放缓的过程更趋于平稳。

◆此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过去40年未发生过较大的经济或金融危机，尚未出现增速大幅下滑的情况。

2.1 经济增速：进入稳定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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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左）vs中国（右）人均GDP（美元）

◆中国和日本都在第二消费社会实现人均GDP的快速增长，从100~200美元增长至6000~8000美元，并在第三消费社会初期突破1万美
元大关，进入可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点。

◆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原因：1）原有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的矛盾显露 2）低成本发展优势渐渐消失。

◆日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完成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尤其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将会在202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高科技力量崛起+庞大的消费市场助力，中国有望顺利跨越陷阱。

2.2 人均GDP：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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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左）vs中国（右产业结构变化——第二消费社会

◆第二消费社会对于中国和日本都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阶段。

2.3 产业结构：警惕“去工业化”阵痛，服务业提质扩容

◼ 第二产业：战后优先发展电力和钢铁产业，1970s达到出口顶峰；60年代引

进电子和机械领域先进技术，电子产业发展迅猛，索尼、东芝、日立等颇具

代表性，1980s达到顶峰，复印机全球市占率70%，全彩液晶显示器全球市

占率几乎100%。

◼ 第三产业：主要由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推动。

◼ 第二产业：人口红利和开放政策带动工业快速发展；80年代开始重点发展

轻工业，诸如彩电、冰箱等；90年代重点发展通信信息产业，到2004年电

子制造业全球第三。

◼ 第三产业：主要由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推动，对消费和投资造成一定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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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左）vs中国（右）产业结构变化——第三、四消费社会

◆第三消费社会开始经历“去工业化”的结构升级，同时也是阵痛，经济增长重心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二产业占比下降。

◆第四消费社会第二产业占比回升，第三产业健康发展。

2.3 产业结构：警惕“去工业化”阵痛，服务业提质扩容

◼ 第二产业：“去工业化”，搬离和淘汰部分失去竞争力的落

后和过剩产能，比如钢铁产业向具有劳动力优势的韩国等扩

展，从而逐步衰退；服务业：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对经济

贡献进一步上升，成为结构调整阵痛期稳定经济的重要支撑

◼ 第三产业：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占比收缩，科技和通信发

展迅速，大众消费占比下降。

◼ 第二产业：或面临“去工业化”与结构升级将带

来的阵痛，中低端制造业占工业营收比例持续收

缩，而高技术制造业提升速度趋缓；

◼ 第三产业：科技研究和社会服务类趋于提升，大

众消费占比提升趋缓，服务业持续提质扩容。

◼ 第二产业：经历过“去工

业化”优胜劣汰过程的企

业，成长为优秀的大企业

，第二产业占比回升。

◼ 第三产业：健康产业发展

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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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口环境：追求自我的时代

3.1 宏观人口环境：繁荣期之子成长，关注品质消费，警惕后期老龄化

3.1.1 人口数量和城镇化进程：迁徙的力量；关注下沉市场消费

3.1.2 出生率：生育意愿降低，警惕老龄化

3.1.3 老龄化：关注养老领域消费

3.2 微观家庭结构：小家庭、独居经济、女性经济、个性化、品质消费

3.2.1 从第一消费社会到第二消费社会：迁徙的一代

3.2.2 从第二消费社会到第三消费社会：成长环境优越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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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国和东京都的人口
◆中国和日本都在第一和第二消费社会经历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在第三消费增长趋
缓，日本在第四消费社会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大众消费在第一消费社会诞生于东京和上海一类的大城市；人口在第二消费社会
加速向大城市集中，大众消费从大城市扩大到全国。

◆第二消费社会的人口迁徙是导致家庭结构从大到小的变化、及人们居无定所缺乏
安全感带来的消费观的根本原因。

◆第三消费社会人们减少迁徙，成长于物质富足的生活环境中的他们，对物质带来
的安全感需求减少，也是这一阶段消费观形成的主要原因。

◆城镇化率方面：中国在各消费社会阶段的城镇化率均略低于同期的日本。

◼ 一方面，户籍制度或造成统计数据的失真，城镇化率低估

◼ 另一方面，农民工回农村置业消费+互联网红利，下沉市场消费需求值得更多关注

3.1.1 人口数量和城镇化进程：迁徙的力量；关注下沉市场消费

中国全国人口和北上广合计人口日本（左）vs中国（右）城镇化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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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出生率：生育意愿降低，警惕老龄化——看日本

日本每年新出生人口（万人）

◆中国与日本新生人口变化与消费社会对应情况在前期高度相似，最重要的婴儿潮（日本的一代和中国的二代）在第二消费社会或者第一消
费社会末期，且动因主要为生活安逸无聊；次重要的婴儿潮（日本的二代和中国的三代）也在第二消费社会，属于“回声婴儿潮”，是上
一代婴儿潮的后代。

◆第三消费社会生育意愿下降，日本在第三消费社会末期出现了严重老龄化问题，中国或面临类似的风险。养老领域消费值的高度关注。

婴儿潮一代（团块世代）（1947-1949出生）：

日本战败投降，大量军人复员，生活开始安定

闲逸；婴儿潮一代被称为”团块世代“，因为

他们“为了改善生活而默默地辛勤劳动，紧密

地聚在一起，支撑著日本社会和经济”；

婴儿潮二代（1968-1973出生

）：“团块世代”达到生育年

龄，日本经济跃居世界第二，

自己赚钱能力强，父母也不需

要用自己的钱，生育意愿陡增

◼ 第一消费社会（1912-1941）：二战时期，

日本鼓励全民生育，多生多奖，出生人口高峰。

战时经济动荡，战后复兴。

◼ 第二消费社会（1945-1974）：婴儿潮

一代出生、经历青年（中坚力量早期）；

婴儿潮二代出生。一代是向大城市迁移

的主力，建立新的小家庭，基础耐用品

保有量提升阶段。

◼ 第三消费社会（1975-2004）：婴儿

潮一代经历中年、步入老年（中坚力

量）；婴儿潮二代经历童年、青年、

步入中年（中坚力量早期），出生人

口持续下降。二代多出生于大城市，

长大后与父母在同一城市，加之经济

下滑，寄居啃老族增加，从小成长环

境优越，追求品质和个性化消费

◼ 第四消费社会（2005-今）：

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婴儿潮

二代经历中年、步入老年，出

生人口持续下降。老龄化严重，

加之经济下滑，消费意愿下降，

返朴归真，重视联系。

生育与消
费社会的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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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出生率：生育意愿降低，警惕老龄化——探中国
中国每年新出生人口（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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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潮一代（1950-

1954出生）：刚解

放的新中国鼓励生

育，通常一个家庭

生四五个

婴儿潮二代（1962-1973出生）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后开始

，国民经济好转、补偿性生育

为主，是我国出生人口最多、

影响最大的主力婴儿潮

婴儿潮三代（1986-1990出生）：

上一次婴儿潮人口到达生育年龄

，“回声婴儿潮”，1982年开始

计划生育政策

婴儿潮四代（2016-2017出生）：上

一次婴儿潮人口到达生育年龄，但

实际情况低于预期，8090后生育意

愿低，预想的婴儿潮没有如约而至

◼ 第一消费社会（1949-1985）：婴儿潮一代出生、经

历青年、步入中年阶段（中坚力量）；婴儿潮二代出

生、经历青年阶段。婴儿潮一代向大城市迁移。

◼ 第二消费社会（1985-2015）：婴儿潮一代经历中年、步

入老年阶段；婴儿潮二代经历青年、中年阶段（中坚力

量）；婴儿潮三代出生、经历青年、步入中年阶段（中坚

力量早期）。向大城市迁移的主要阶段，婴儿潮二代三代

是迁移主力，构建新家庭，基础耐用品保有量提升阶段。

婴儿潮三代在基础物质富足的环境中成长。

生育与消
费社会的
相关性

◼ 第三消费社会（2015-今）：婴儿潮一代步

入老年；婴儿潮二代经历中年、步入老年阶

段；婴儿潮三代经历中年（中坚力量）；婴

儿潮四代出生。到第三消费社会后期

（~2035年），人口庞大的婴儿潮二代三

代步入老年，伴随第三消费社会的生育意愿

降低，婴儿潮四代没有如期而至，社会面临

人口老龄化的风险。第二消费社会已完成大

规模的城镇化迁移，0010后多出生于大城

市，长大后与父母在同一城市，买房压力小，

消费能力提升，另外，寄居的可能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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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老龄化：关注养老领域消费

◆中国在第三消费社会后期和第四消费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风险。这一阶段的老年人将以
婴儿潮一代（50后）和二代（6070后）为主，尤其是婴儿潮二代的出生时间是出生人口
最多的阶段。

◆未来老年夫妻居住的比例或将增加。但在中国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即使只剩一个老人，出
现类似日本独居老人大幅增加的情况概率较低。

◆建议关注的投资领域为：相关的适合老年人的消费品、与健康长寿相关的消费品、养老相
关的服务或设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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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从第一消费社会到第二消费社会：迁徙的一代

◆中国和日本都在第二消费社会进入了迁徙的时代，中国从农村到城镇、从城镇到一线城市，日本从地方到大城市，最终结果就是在发达
地区重新组建核心家庭，因此小规模家庭在这个阶段占比大幅提升，同时，独居人群比例也开始增加。

日本（左）vs中国（右）家庭户规模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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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从第一消费社会到第二消费社会：迁徙的一代

日本家庭户规模构成变化

日本

◼ 第一消费社会：4人以上大家庭占主流，而年轻人在第一消费社会离开
原生大家庭，迁移到东京都、大阪等一线城市，组成新的夫妻+一两个
孩子的小家庭。

◼ 第二消费社会：4人以上的大家庭数量占比从过半降至约20%，而3~4
人的家庭数量占比从不到30%增至40%，1~2人的家庭数量占比从不
到25%增至约35%。其中，夫妻二人组建的核心家庭占比从不到7%增
至12%。

◼ 因此，在第二消费社会，居民的消费需求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叠加这个
阶段供给端工业化、批量生产的特征，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各类耐用品
从零到一的保有量提升过程，是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时代。

中国

◼ 第一消费社会：同样以各地区原生大家庭为主，北上广深率先开始高速
发展，年轻人逐步向一线城市迁移。

◼ 第二消费社会：4人以上家庭数量占比逐步降至仅15%，而3~4人家庭
数量占比则达到约50%，1~2人家庭数量也逐步攀升至35%。90年代
的单位分房和1982年开始的计划生育促进了3~4人小规模家庭的增长。

◼ 农村的大家庭比例更高，城镇的家庭户规模则日渐缩小。

◼ 中国的第二消费社会同样是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批量生产的阶段，
居民消费需求以家庭为主，各类耐用品保有量大规模提升，居民的基本
物质需求得到满足。

1982年之前中国家庭户规模构成变化

1982年人口普查10%抽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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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从第二消费社会到第三消费社会：成长环境优越的一代

日本

◼ 进入第三消费社会，日本经济告别高速增长（降至5%以下），并随着
工业化的进展，妇女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离婚率增长和结婚率降低

◼ 进入第三消费社会后，平均家庭人口从1975年的3.28人大幅降至2005
年的2.63人。源于：1）大都市的年轻人婚后不想生孩子导致夫妻二人
的核心家庭占比从从12%提升至21%；2）依靠父母生活的寄生人群也
在增多；3）离婚率快速上升。

◼ 消费社会的特点主要在于从家庭消费到个人消费，“一人食”等单身经
济开始出现，女性的消费角色从家庭主妇转向职场女性，且大家的基本
物质需求已在第二消费社会得到满足，因此开始注重品质、个性化、精
神需求。

中国

◼ 中国进入第三消费时代的初期，经济依然在繁荣增长（6%左右增速）。

◼ 离婚率上，中国在第二消费社会就已大幅提升。离婚率从1985年的
0.44‰升至2015年的2.79‰，高于日本峰值（2000年的2.1‰）。

◼ 中国离婚率高于日本的原因：1）日本的老龄化程度非常高，离婚意愿低
于年轻人；2）中国女性社会地位提升早于日本。

◼ 家庭结构的数据来看，中国在进入第三消费社会的初期（2019年），家庭
结构就已达到：4人以上家庭占比约15%，3~4人家庭占比降至约38%，
1~2人家庭占比增至约50%，已经达到接近日本第三消费社会末期的水平。

1）不婚+寄生，单身人群大幅增多

日本（左）vs中国（右）离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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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从第二消费社会到第三消费社会：成长环境优越的一代

2）停下奋斗的脚步，发现美

日本：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阶级跃迁难度加大导致贫富水平在这个阶段开始出现固化。人们也逐步放缓奋斗的脚步，开始享受生活。

◆ 1970年“从猛烈到美”和“重新发现日本”两个口号闪亮登场，意味着人们开始反思任何事情都以经济价值来判断的价值观，开始追
求淳朴的美的感受，“舒适生活”开始流行，人们开始反思社会追求速度、人心浮躁的生活状态。

中国：

◆年轻人不再以北上广深为首选目的地，而是开始倾向于成都、武汉、长沙、苏州等发达但生活节奏相对缓慢、注重生活品质的城市。

北上常住人口不再大幅增加 人口流向更宜居的“新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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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从第二消费社会到第三消费社会：成长环境优越的一代

3）中国女性劳动率全球最高，关注女性经济

◆与日本相似的方面在于，从家庭消费转向个人消费，女性的消
费角色从家庭主妇转向职场女性，从基本物质需求转向品质消
费、个性化消费、精神消费。

◆下面主要分析不同之处

不同点

◼ 中国的单身群体比例在第三消费社会中后期

或将比日本更高，“单身经济”需要得到更

多重视，且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消费力、

消费观念比日本更加超前，“女性经济”或

将成为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值得关注的重要

领域。

◼ 中国女性经济早于日本的一个体现在于：日

本在第三消费时代餐饮业得到发展，消费者

更多选择在外就餐而非自己买菜做饭，肯德

基和麦当劳于1970年左右登陆日本，成为独

自生活的年轻人吃饭的地方，外卖产业快速

扩张。而在中国，餐饮业营业额于第二消费

时代前半阶段就开始快速增长，肯德基于

1987年登陆北京，2002年已开业700家门店。

女性经济
中国vs日本

中国餐饮业营业额在第二消费时代即快速增长

从需求端的角度

◆ 一方面，1990年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即为73%，全球第一，

日本仅为约50%。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多数家庭会面临没有家

庭主妇在家做饭的情况，促进了餐饮业的快速增长；

◆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中国消费的社交属性的显现早于日

本，大家选择在餐厅聚会社交也是促进餐饮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供给端角度

◆ 日本女性在第四消费时代经济衰退时开始意识到，在家无偿做饭

不如去餐厅工作，而中国女性从第二消费时代就开始为餐饮业提

供了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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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从第二消费社会到第三消费社会：成长环境优越的一代

◆优秀的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日本和美国（过去30年以来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整体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参与男女比例 ◼ 日本女性在第三消费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职场女性升职志向显著提升。

◼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就业情况则较好，但高管比例可能仍较低，因此中国现状中，普通职
业女性型或占比最高，且高于日本，但占比在下降；

◼ 富婆型则与日本同样，处于不断提升的过程中；

◼ 主妇型比例或也在增加，但第三消费社会独生子女担任家庭主妇的消费观将不同于第二消费社
会，将更加注重品质消费与个性化。

◼ 普通职业女性型占比较高，面临更大压力，需要更多的情绪消费缓解负面情绪；富婆型占比不
断增加，收入高且注重自我，消费意愿强烈，是高端消费品的主力人群之一；主妇型占比同样
在增加，但更加注重品质与个性化，且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消费，有望成为美容院等场所的常客。
对应地，医美/美容消费、高端女性消费品、瑜伽健身等体验式消费、宠物消费等重点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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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部长 不想担任任何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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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性分化日本新进入企业的女性升职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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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观消费基本逻辑

4.1 价值观：经济→审美→社会

4.2 从第一消费社会到第二消费社会：批量而均质

4.2.1 产品：批量化，解决基本物质需求

4.2.2 营销：大众媒体开始出现

4.2.3 渠道：渠道为王的时代

4.3 从第二消费社会到第三消费社会：个性与品质

4.3.1 产品：从家庭到个人，个性与品质

4.3.2 价格：追求名牌与理性消费并存

4.3.3 营销：情绪需求的增加，从大众到小众

4.4 从第三消费社会到第四消费社会：中国会成为日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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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价值观：经济→审美→社会

◆参考较多价值哲学中关于价值排序的理论，选
取德国哲学家E.施普兰格尔区分的6种理想价值
型，包括：理论的（重经验、理性）、政治的
（重权力和影响）、经济的（重实用、功利）、
审美的（重形式、和谐）、社会的（重利他和
情爱）及宗教的（重宇宙奥秘）。

◆出生于第二消费社会早期或第一消费社会末期
的代际见证了经济起步并繁荣增长的过程，主
流价值观以经济和效率为重，在消费中也注重
实用性，并且崇尚“物质主义”，消费欲极强，
能够通过物质消费带来较高的满足感，追求名
牌、追求大众消费。

◆出生于第二消费社会末期的代际成长于物质富
足的环境，对“经济”和“效率”的追求降低，
更加注重审美等精神追求，且开始具备一定的
社会性（利他主义）（第四消费社会雏形），
而“审美”这一类价值取向意味着对大众化的
排斥，消费上追求颜值、小众、精致。

前文用了如此多的篇幅搭建框架、

分析经济环境和人口环境，都只

是铺垫，为分析消费做准备。因

为“消费”是人的行为，是社会

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共

同作用的产物，虽然前文中各阶

段的很多特征都是基础经济学常

识，但我们仍然花大篇幅赘述，

目的在于分析同一时间不同要素

相互作用从而产生的化学反应，

真实地还原每代消费者在他所在

的宏观背景下微观经历到的成长

环境，以及从而会带来的微观心

理变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探寻消费趋势变化的底层逻辑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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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中国

 

www.hibor.com.cn


0

20

40

60

80

100

1957 1961 1965 1969 1973 1977 1981 1985 1989 1993 1997 2001 2005 2009 2013

日本3C普及率%

彩色电视 空调 乗用車 微波炉

第二消费社会
1945~1974

第三消费社会
1975~2004

第四消费社会
2005~2034

0

20

40

60

80

100

1957 1961 1965 1969 1973 1977 1981 1985 1989 1993 1997 2001 2005 2009 2013

日本基础耐用品普及率%

洗衣机 冰箱 电视（黑白） 吸尘器

第二消费社会
1945~1974

第三消费社会
1975~2004

第四消费社会
2005~2034

4.2 从第一到第二消费社会：批量而均质
◆产品：批量化，解决基本物质需求

◼ 第一消费社会是经济起步的时期，大众消费在大城市诞生；第二消费社会大众消费开始普及，分为两个阶段，前半阶段的基础耐用品保有量增长（洗衣机、
冰箱、电视机等），和后半阶段的进阶耐用品保有量增长（汽车、空调、彩电等）。

◼ 中国农村的基础耐用品保有量提升在第二消费社会后半阶段才开始；吸尘器在日本第二消费社会就同冰箱等共同完成了保有量增长，而中国到了2017年
左右才正式开始吸尘器的保有量提升过程。中国与日本家庭的生活习惯其实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非常看好吸尘器行业保有量持续提升。

中国第二消费社会前半阶段：基础耐用品保有量(城镇)日本第二消费社会前半阶段：基础耐用品保有量

中国第二消费社会后半阶段：基础3C保有量（城镇）日本第二消费社会后半阶段：基础3C保有量 中国汽车和方便面销量

日本花冠和鱼肉火腿香肠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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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从第一到第二消费社会：批量而均质
◆营销：第一消费时代大众媒体开始出现

◼ 日本：1925年出现收音机广播，媒体迎来大众人群时代。
杂志方面，1922年，《周刊朝日》《Sunday每日》创刊；
1923年，《文艺春秋》《朝日俱乐部》创刊。

◼ 中国：1924年，上海出现无线电广播电台，收音机价格昂
贵（500-800大洋），之后产量激增价格下降，70年代开
始，全国各地收音机需求日增。杂志方面，1981年，《读
者》创刊；1979年，《故事会》复原。

◆渠道：渠道为王的时代

◼ 大众消费、批量生产的时代，商家最需要做的是渠道深耕、
触达消费者。

老式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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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从第二到第三消费社会：个性与品质
◆产品：从家庭到个人，个性与品质

◼ “独居经济”兴起，除了更适合独居的品类兴起，大家也更加注重个性化与品质，不再追求大众化的品牌与产品调性。

◼ 中国的消费者也开始追求品质消费。一方面，中国在第二消费社会末期，奢侈品销售额便开始高速增长，这与城镇化进程也高度相关。另一方面，高级方
便面、高级便携式咖啡（取代速溶咖啡）开始兴起（“拉面说” 2019年销售额2.5亿元，“三顿半”2018年入驻天猫一年，单月销售额级过千万）。

◼ 中国现阶段健康相关消费领域也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在第三消费时代前半阶段主要体现在生理健康方面，对应细分领域包括按摩类消费品（按摩椅 荣泰、
按摩仪breo）、健身房、健身类APP（Keep、FitTime等）、健身用品（lululemon）、健康饮食（轻食连锁、健康代餐如wonderlab）。在第三消费
时代后半阶段将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健康方面，对应细分领域包括瑜伽、冥想、心理健康（knowyourself）等，目前尚处于发展早期。

中国大陆个人奢侈品销售额 拉面说发展及融资历程

健康相关消费领域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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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从第二到第三消费社会：个性与品质

◆价格：追求名牌与理性消费并存
小红书2017年以来MAU快速增长

什么值得买2015年以来MAU快速增长

◼ 1968年美国出版《全球概览》，
产品目录介绍了“有用的道具”、
“有利于培养独立精神的教育”等
选择物品的标准。

◼ 由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不断扩大，
50年代后的美国消费者丧失了主
体性，该书的出发点是为了批判这
一现象。70年代后这类杂志开始
在日本兴起。

◼ 这类杂志后来却朝着年轻人的物欲
杂志和名牌杂志的方向发展。

日本：“产品目录文化”兴起 中国：选品指南类APP兴起

◼ 类似“产品目录文化”，中国的
“小红书”、“什么值得买”等
选品指南类app文化的出现与兴
起

◼ 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环境下，
这些app出现的出发点是帮助人
们实现理性消费同时，这类app
其实也更进一步助长了消费主义。

◼ 第三消费社会，人们对于基本物质需求已基本满足，但消费的欲望

并没有减少，于是一方面开始反思这种不理性、没有意义的消费。

◼ 另一方面在“产品目录文化”的帮助下，一是受它们帮助筛选适合

自己的消费品，以期实现“理性消费”，再者，“产品目录文化”

本身也是帮助消费者“种草”的过程，且为其提供了很好的消费理

由，使其认为自己并非“不理性消费”，从而进一步助长消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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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从第二到第三消费社会：个性与品质

◆营销：情绪需求的增加，从大众到小众
日本居民在第二消费社会的不满情绪达到顶峰

◼ 在第二消费社会随着经济高速增长，
人们的不满情绪反而大幅增加，原
因主要在于：公害和交通事故增多；
地狱般的通勤问题，；城市过于稠
密；日复一日的机械式劳动导致人
与人之间疏远等等。

◼ 在第三消费社会，日本消费从理性
走向感性和适合自我的时代，更多
开始关注其象征价值和自身心情。

◼ 日本家电70年代初开始发售外表色
彩纷呈而完全不考虑功能的产品，
80年代开始出现“有趣的商品”。

◼ 从“消费”到“创费”：消费者不
再是被动接受者，品牌商开始尊重
消费者的偏好并将“时尚”作为重
要因素融入产品设计。

日本 中国

◼ 中国消费品行业正经历同样的变
化，传统的小家电行业开始变得
“有趣”

◼ 购买小家电。更多可能为了满足
一时的情绪需求。这要求企业对
组织架构做出调整，在产品设计
中更多考虑颜值、消费者感受、
流行元素等，并且对上新速度要
求也大幅提升。

◼ 品牌调性、品牌故事也开始变得
尤为重要，定位高端小众、极度
关注消费者体验、极具情怀的国
产高端小家电品牌北鼎快速增长

◼ 互联网为营销助力，如内容平台
和直播电商。

◼ 但是第三消费则不同，消费者需求从大众化变为个性化，要求品牌

商在营销方面下苦功夫，且不止体现在广告营销方面，甚至在产品

外观设计、上新速度、组织架构等方面都需要做出比较大的调整，

这也是我们在2020年的中国消费品市场观察到的最为明显的变化。

日本“有趣的商品” 国内小家电变得“有趣”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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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从第三消费社会到第四消费社会：中国会成为日本吗？

◆根据《第四消费时代》，日本的第四消费社会核心特征在于从个人意识向社会意识的转变

◆表现：从利己主义到利他主义

从私有主义到共享意识

从追求名牌到追求简单休闲

从崇尚欧美及向往都市到日本意识及地方意识、对人更为重视

对价值的判断不再拘泥于单纯通过物质和服务的消费来满足，而是追求人与人之间通过共同完成某事而相识、相互交流

◆中国：1）无印良品和优衣库的兴起——或许对于日本文化和日系风格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些年轻人在追求个性化、展现自己
风格的过程，而非真的已经不在乎个性化这件事情了；2）ofo共享单车的失败体现出，中国大部分居民尚缺乏强烈的共享意识

◆综上，我们认为：一方面，中国的大部分消费社会具有非常强烈的第三消费社会初期特征，而尚未进入第四消费时代；

◆另一方面，日本出现第四消费社会，其很多特征是经济衰退的产物，而中国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是否会
进入与日本相似的第四消费时代，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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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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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投资方向

◆中国现阶段处于第三消费社会早期，基本消费逻辑与日本当时非常相似，即开始重视个人，注重更高的物质享受以及精神需求，

追求个性化→关注高端消费、品牌营销能力强的品牌、细分化消费各领域龙头；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慢于日本同期（但同时也受到中国户籍制度带来的统计失真影响），三四级市场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第二消

费社会）的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已开始接触第三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关注下沉市场消费升级；

◆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女性劳动就业率常年位居全球前列，女性经济独立远远早于日本，带来更高的离婚率，对社会价值观和消费

观有较大影响→关注女性消费；

◆家庭小型化、独居化是第三消费时代的重要特征→关注独居经济；

◆中国与日本相似，第二个婴儿潮是出生人口最多的阶段，而由第二或第三代婴儿潮人群进入生育高峰而引发的最新一代婴儿潮并

没有如期而至，并且医疗水平的提升不断在延长人们的寿命，日本已进入严重老龄化时期，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面临同样的风险→

关注养老与健康消费；

◆中国是否会进入类似日本的第四消费时代，还值得观望，中日经济环境在这一阶段有较大差异，日本由于未培育新兴产业而在危

机后进入滞涨期，而中国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培育出具备引领潜质的新经济，且对外部依赖性较低，或有望抵御中国进入滞

涨期，而跨越类似日本的第四消费时代，进入下一轮消费社会迭代；但同时，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龄化也确实是中国即将面临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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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品力变得更重要了，而且消费品产品力的要点在向品牌营销、外观设计方面转移。不同于第二消费时代批量消费、同

质化消费、从0到1的阶段，第三消费时代的消费者更加追求个性化、品质生活，简而言之就是更加挑剔，且面临更多选择。因

此品牌商需要调整战略、调整组织架构，在产品设计上迎合、取悦消费者，而非引领消费者，这将成为一大关键竞争因素。

◆营销：第二消费社会是“渠道为王”的时代，消费者同质化，商家无需在营销方面花费太多心思。但第三消费社会对于品牌商

营销能力的要求格外高，消费者的需求从理性、功能需求变为感性、情绪需求。对于多数技术壁垒不高的消费品行业，具备调

动消费者情绪、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的公司才有更高的胜出几率。

◆渠道：虽然渠道壁垒在第三消费社会有所降低，但由于渠道结构更加复杂，如何处理好各渠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进行各渠

道的取舍优化，成为品牌商面临的重要问题；此外，电商是进入壁垒非常低的渠道，也意味着竞争激烈，与电商平台的议价关

系也将对利润率产生重要影响。

总结及建议

◆在第二消费社会，渠道能力决定了收入（即能否卖出去），产品力（更多是基础品质和技术能力）对收入有重要影响；产品力

和营销能力也是加分项、是溢价能力的来源之一，影响了利润。而在第三消费社会，营销能力和产品能力（外观设计、高阶品

质）共同决定了收入（即能否卖出去），渠道能力则更多决定了利润。

◆因此建议关注上述在第三消费时代更具增长潜力的细分领域，重点关注符合新时代环境需求的能够在产品和营销上取悦消费者、

调动消费者情绪的企业（且具备相应的组织架构），并积极关注企业的渠道调整进程及电商渠道议价能力。

投资建议——企业竞争力分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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