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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赛道“内卷”，新品牌还有出路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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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钱荒”遇“新冠”，募资更更难

4

• 2016-2017年年，新成⽴立基⾦金金数量量连续突破万只，

并于2017年年达到峰值

• 2018年年资管新规实施以来，监管限制了了各类资

⾦金金的⼊入场通道，VC/PE⾏行行业进⼊入募资困难期

• “钱荒”遇上新冠，让募资难问题雪上加霜



投：投资市场降温，草创时代⽤用PPT融资的历史⼀一去不不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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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募资难问题加之品牌竞争激烈烈、优质项⽬目有限等问题， VC/PE机构投资出⼿手次数⾛走低， 投

资决策愈发冷静，草创时代⽤用PPT融资的历史⼀一去不不复返，初创企业融资迎来更更多挑战。



投：PreIPO阶段融资成功的项⽬目数量量⾦金金额⼤大幅度提升，种⼦子天使全⾯面减少

6
数据来源：IT桔⼦子

• VC/PE机构2021年年PreIPO阶段融资成功的项⽬目数量量⾦金金额⼤大幅度提升

• VC/PE机构2021年年种⼦子天使阶段融资成功的项⽬目数量量、⾦金金额均下降

• VC/PE机构2021年年A-C轮融资成功的项⽬目数量量少量量减少、⾦金金额持平

PreIPO阶段 种⼦子天使阶段

A-C成⻓长期



投：⻓长三⻆角地区投资活跃度领跑其他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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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投资机构动态信息

8

基⾦金金募集

利利好：险资、国家级⺟母基⾦金金

投⼊入其中

资⾦金金流动性变化：很多企业

LP，和部分⺟母基⾦金金，减少对基

⾦金金的投资，改为⾃自⼰己直投

最受关注的投资⾏行行业阶段

⾏行行业：科技、医疗、消费仍旧领

跑所有其他⾏行行业。由于受疫情影

响，“出海海”也成为去年年较受关注

的⾏行行业

项⽬目阶段：早期、后期机构逐渐

往中间靠拢。且单笔投资⾦金金额⼤大

幅提⾼高。

头部效应明显：机构普遍抱

怨，头部项⽬目份额愈发难抢且

贵。

活跃投资的机构

⽼老老牌⼀一线机构多数依旧活跃：

除了了少量量遇到难题的机构，多

数机构2020与2019投资数量量持

平

强者恒强：⼀一线机构新⼀一期基

⾦金金都募到了了更更多的钱，⼩小机构

受疫情影响更更难募资

企业战投（CVC）：越来越多

的企业建⽴立⾃自⼰己的战投部⻔门，

并且资源业务协同更更受项⽬目⽅方

⻘青睐

其他⾦金金融机构愈发活跃：险

资、信托、券商直投纷纷加⼊入

投资⼤大军，愈发活跃。



投：消费⾏行行业融资数量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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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年上半年年，由于其他⾏行行业的⻛风险性波动，导致⼤大量量投其他领域的投资⼈人转投消费，

造成消费⾏行行业⼤大热，估值原地起⻜飞；下半年年突然遇冷，消费企业融资迎来更更多挑战。

2021年年1-10⽉月消费领域融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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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投资⾏行行业现状

⼆二  新品牌的抉择
三  ⼤大众消费特点

四  品牌突围路路径

五  案例例分析：新消费头部品牌增⻓长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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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猫数据，2020年年7⽉月有近22万的品牌⼊入驻天猫，新品牌1年年存活率却不不到30%，且有持续下降的趋势。某

⼤大快消品牌亚太区营销负责⼈人曾表示，他们观察了了⼀一百多个新品牌，只有9%能存活下去，且增⻓长并不不可观。

众多新品牌接连退场，新品牌1年年存活率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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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牌接连退场，原因⼏几何？

品牌内卷严重

产品缺乏产

异化
营销难

资本市场 

热情不不再

竞争激烈烈 

极度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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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流量量成本增加，营销作⽤用显露露疲态

霸屏 内容

⼝口碑碑微博

微信 媒体

短视频

活动

⾃自媒体

精准⼴广
告

线上流量量导
⼊入体系

⽼老老品牌获客成本飙升

流量量红利利消失

新品牌营销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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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产品功能单⼀一，品牌同质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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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年国内⻝⾷食品饮料料投资事件同⽐比上涨51%，截⽌止2021年年7⽉月，2021年年消费⾏行行业融资⾦金金额同⽐比⼤大幅增⻓长147%

• 2021年年⼀一季度，新品牌⼊入驻数量量同⽐比增⻓长63%。截⾄至2021上半年年，共有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的29000多个海海外

品牌⼊入驻天猫国际。

天猫国际⼊入驻海海外品牌数量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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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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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9 2020 2021H1

29000
26000

22000
19000

品牌竞争愈发激烈烈，新品牌存活率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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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牌如何留留在市场

核⼼心竞争

⼒力力和资源

以正合

以奇胜

线上线下

双结合

线上品牌

线下创收

私域⾼高效

运营

提升⽤用户黏度

提⾼高复购

正确选择

赛道

选择的重要性

差异化且

⾜足够优质

新消费⼈人群

产品⼒力力

出海海可作

为新选择

品牌出海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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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双结合，多平台运营成趋势

• 线上流量量红利利⻅见顶，多品牌转向线下+线上双渠道

• 线下转线上易易，线上铺线下难

• 多平台运营模式在品牌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将产⽣生

更更⾼高的运营成本，并要求更更⾼高的数字化运营能⼒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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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力力配合私域运营，提升⽤用户黏性

• 精准关注消费者需求痛点

• 让⽤用户感受到品牌的价值、温度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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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核⼼心竞争⼒力力和资源

19

掌握核⼼心竞争⼒力力和资源，塑造品牌的外部壁垒

⼀一个新⽣生品牌的主要资源更更多来⾃自于创始⼈人和团队成员本身的能⼒力力，团队成员过往履履历中积累的⼈人脉和

资源，是新品牌从0-1的重要孵化器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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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出海海成为新⽅方向

• “中国制造”这个词的意义正在被更更正迭代

• 中国品牌正逐渐占领⼤大洋彼岸消费者的⼼心智

• 中国出⼝口跨境电商交易易规模预计2021年年将达到77343.53亿元，同⽐比增⻓长15.3%，2023年年将达到96870.33亿元，

复合增⻓长率到达13%。



21

• 谨慎选择⽹网络推⼴广，ROI⾄至少为正

     资本烧钱时代已过

     避免品牌死在路路上

慎重投放，优选推⼴广渠道

 谨 慎 选 择

微信：cyzone066

添加Sunny⽼老老师获取PPT



资本⻘青睐的消费类公司类型

踏实做产品

做运营

真正有收益

商业模式

团队能⼒力力

1. 产品⼒力力是核⼼心，精细化运营和渠道选择是关键

2. 商业模式成⽴立或经过验证

3. 正向现⾦金金流，整体是健康的

4. 团队不不能有明显的短板，优秀的管理理能⼒力力、组局能⼒力力



⼀一  投资⾏行行业现状

⼆二  新品牌的抉择

三  ⼤大众消费特点
四  品牌突围路路径

五  案例例分析：新消费头部品牌增⻓长秘密



新消费的特点：颜值经济、宠物经济、娱乐社交以及朋克养⽣生

消   费   特   点

颜值经济

宠物经济

娱乐社交

朋克养⽣生

24



新消费的特点：Z世代逐渐占据消费主流

“她经济”：悦⼰己式消费，体验式消费

“它经济”：情绪价值，胜似家⼈人

“朋克养⽣生”：关注身体健康，愿意为此消费

“娱乐⾄至上”：潮玩成新宠，热度只增不不减

Z世代为主流
的消费特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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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经济”：国内近4亿⼥女女性撑起的10万亿元消费市场

10万亿+
中国⼥女女性消费市场

市场价值趋势：少⼥女女>⼉儿童>少妇>⽼老老⼈人>宠物>男⼈人

• 国内拥有4亿20-60岁⼥女女性消费者

• 97%的⼥女女性负责家中的采购

• 87%的妈妈掌管“财政⼤大权”

• 中产新⼥女女性消费趋势指数130点远⾼高于全

国整体平均⽔水平的115点 

美妆个护 ⺟母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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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经济”：其中美妆个护⾏行行业市场规模超6000亿元

• 我国美妆个护⾏行行业⽬目前处于成⻓长期，2017年年以来，化妆品增速多⾼高于社零增速。

• 根据Euromonitor预测，中国美妆个护将在未来⼏几年年持续稳定增⻓长，2020年年美妆市场规模达到5078亿元，同⽐比增⻓长6.30%，

2016-2020年年复合增速为8.48%，预计到2021年年市场容量量即将达到6011亿元，2023年年突破7000亿元⼤大关。

中国化妆品零售总额(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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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经济”：多种因素驱动下，2021年年国内宠物市场规模或将达4000亿

 

• 2020年年全国城镇宠物⽝犬猫数量量达到10084万只，养宠⼈人数6294万⼈人

• 2021年年中国宠物市场规模接近3000亿元， 2015-2020年年6年年间复合増速达到32.8% 

中国宠物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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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经济”：宠物⻝⾷食品占⽐比最⼤大，⽽而宠物⽤用品发展迅速

• 宠物⻝⾷食品占⽐比最⼤大，宠物⽤用品发展迅速

2020年年宠物⻝⾷食品消费占⽐比达到54.7%，超过1200亿，预

计2023年年市场规模将达到6000亿；

• 中国宠物⽤用品⾏行行业较为分散，国内⼚厂商主要分为三类: 

1. ⾃自身不不⽣生产的品牌运营商

2. 有规模效应的⽣生产制造商

3. 缺乏竞争⼒力力的⼩小型⼯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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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克养⽣生”：年年轻⼈人养⽣生消费趋势

• ⻝⾷食补潮流进⾏行行时：熬夜下单、靶向进补、随时养⽣生、花样混搭、四季养⽣生

• 运动⾃自律律新“⻝⾷食”尚：代餐饮⻝⾷食成新宠、健身营养更更专业

• 妆⻝⾷食同源，吃出颜值：年年轻⼈人成防脱“代表”、美容成分不不断“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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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到2025年年，仅仅保健品市场规模就能达到3200亿元

• 31.61%的Z时代受访者表示⾃自⼰己⼗十分注重健康养⽣生，67.43%表示⾃自⼰己有⼀一定的养⽣生意识，只有不不到1%的

受访者称⾃自⼰己毫不不在意养⽣生观念。

“朋克养⽣生”：⾯面向Z世代消费者的健康养⽣生赛道被称为“万亿蓝海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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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上”：圈层⽂文化、精神消费、标签化

• 娱乐消费更更加垂直，喜爱种草，分享经济，⽤用消费⾏行行为交换“社交

货币”，同辈归属感较强，通过兴趣爱好结实朋友，找到属于⾃自⼰己

的圈⼦子，变得更更喜欢⽤用⾃自成⼀一派的语⾔言逻辑和体系建⽴立起⾃自⼰己的

社群。

• 以精神消费为驱动的实体消费，如明星周边、IP⼿手办。Z世代购买

⼒力力与⾃自主消费意识强，有购物话语权和⽀支配权。在优质物质⽣生活

下，Z世代更更愿意为兴趣买单，更更喜欢情感代⼊入感强的产品。

• ⽤用物质消费建⽴立⼈人设标签，缺少品牌忠诚，消费注重品质、消费

存在认同感，会带有很强的⾃自身的标签特⾊色，变得更更希望⽤用消费

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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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上”：潮玩IP产业⻜飞速发展，2024年年市场规模或将达763亿元
• 2015-2019 年年我国潮玩市场规模 CAGR （复合年年均增⻓长率）达到 34.6%，由 2015 年年的 63 亿增加

⾄至 2019 年年的 207 亿元，远⾼高于同期玩具市场增⻓长。

• 预计随着中国潮玩渗透率提升，将在 2024 年年达到 763 亿⼈人⺠民币的市场规模，对应2019-2024年年的

CAGR为29.8%。



⼀一  投资⾏行行业现状

⼆二  新品牌的抉择

三  ⼤大众消费特点

四  品牌突围路路径
五  案例例分析：新消费头部品牌增⻓长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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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牌想要杀出重围，要在⾏行行业、商业模式、团队上掌握核⼼心竞争⼒力力

⾏行行业

产品：选择差异化且⾜足够优质的产品，突出

产品⼒力力与市场的完美契合

渠道：线上线下双结合，出海海也是新选择

营销：线上流量量红利利⻅见顶，可转移⾄至ROI的

效率更更⾼高的线下；私域流量量承接公域流量量，

提⾼高复购，实现营销效率最⼤大化

供应链：强⼤大的供应链资源+完善的管理理体系

=雄厚的上游产业壁垒

■ Knowhow

■ ⾃自驱⼒力力

■ 团队搭建完整，股权架构合理理

■ 历史财务清晰

■ 好⻢马配好鞍

选择 > 努⼒力力

正确选择赛道，选择⽐比努⼒力力更更重要，

选⼀一个⻜飞速增⻓长且竞争并没有那么激

烈烈的市场，是创业成功的第⼀一步

商业模式

团  队

⾏行行  业

掌握核⼼心竞争⼒力力和资源

“以正合，以奇胜”
借助资源和能⼒力力优势，借⼒力力打⼒力力



⾏行行业：选择市场快速增⻓长的赛道，选择有⻓长期价值的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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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的成⻓长性，短期内市场规模可以不不⼤大，但是其

增⻓长性需保持为正且增速较快

• 新兴⾏行行业在海海外有对标的成熟市场，⽐比如市场规模

天花板、⾏行行业竞争程度、消费者画像、发展趋势等

等



商业模式：产品⼒力力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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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本质是⼀一种实现商品价

值的核⼼心逻辑和运⾏行行机制，主要

包括产品、渠道、供应链和营销。

核⼼心是产品⼒力力，以产品⼒力力驱动营

销，营销打造品牌获客能⼒力力，产

品⼒力力塑造品牌⽤用户留留存能⼒力力，两

者相辅相成，再辅以全渠道的销

售铺设和供应链，从⽽而完成品牌

全⽅方位的价值实现。

实⽤用性：产品能切实解决消费者的问题，并优于同类竞品

易易传达：产品提供的解决⽅方案易易于消费者理理解

简洁性：产品的使⽤用与功效简单易易懂

规模效应：产品可以规模化⽣生产及销售

⼼心智养成：产品获得消费者认可，消费者不不会轻易易转向竞品

创始团队渠道资源+渠道运营能⼒力力=⽴立体的销售渠道布局

经验丰富的品牌操盘⼿手+灵活丰富的运营模式=⾼高质量量的品牌认知

线下渠道+线上渠道+供应链能⼒力力=强⼤大的销售能⼒力力

创新的营销思维+内容⻛风趣的产品故事+积极地⽤用户互动=忠诚的品牌拥趸

强⼤大的供应链资源+完善的管理理体系=雄厚的上游产业壁垒

产
品

渠
道

营
销

供
应
链



团队：新品牌的孵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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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既有深刻的⾏行行业洞洞察
⼜又有⾼高效的执⾏行行⼒力力

团队搭建完整，股权结构合理理
研发、渠道、营销…

配置⻬齐全

历史财务清晰
实际控制⼈人清晰
股权激励合理理

⾃自驱⼒力力
创始⼈人⾃自驱⼒力力强，愿景清晰
同时拥有开放的思维和格局

Know how

好⻢马配好鞍
创始团队优秀

做的事同样也要合适



⼀一  投资⾏行行业现状

⼆二  新品牌的抉择

三  ⼤大众消费特点

四  品牌突围路路径

五  案例例分析：新消费头部品牌增⻓长秘密



案例例解析：海海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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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蛋⽩白+低脂肪海海洋蛋⽩白质零⻝⾷食，开创可为健康⽣生活赋能的海海洋蛋⽩白质零⻝⾷食新品类

海海洋蛋⽩白质零⻝⾷食引领者 千亿赛道的头号种⼦子 细分品类TOP

⼴广阔市场 2020年年海海洋休闲产品市场规模达千亿，年年复合增⻓长率13.4%

爆品打造 4个Top级别单品，碳烤鳕⻥鱼全⽹网Top1，⾁肉松海海苔卷全⽹网渠道Top3，⻩黄酥⻥鱼、鳗⻥鱼⽚片均领先同品类

品牌效应
⽹网红品牌效应，与多个头部主播（薇娅、罗永浩等）、明星进⾏行行了了直播带货、⼴广告合作，健康零⻝⾷食暂时没
有绝对的头部品牌，公司正在成为消费者的健康零⻝⾷食消费⾸首选，致⼒力力于成为“健康零⻝⾷食的引领者”

布局线下
已在⼤大连和沈沈阳开设5家直营店，北北京3家联营店，已进⼊入盒⻢马鲜⽣生、罗森、⻨麦凯乐、Today等线下商超、
便便利利店渠道，并持续积极推进线下渠道建设，线下渠道将成为业务重要增⻓长点之⼀一

快速增⻓长 2020年年实现营收翻倍，2021年年前8⽉月公司营收到达2020年年全年年营收⽔水平，全年年预估营收超1.5亿

公司团队
创始⼈人具有10年年以上的互联⽹网电商从业及创业经验，旗下TP公司曾位列列天猫⻝⾷食品Top3；营销、运营能⼒力力
强，⾏行行业敏敏感度⾼高，2020年年疫情期间完成收⼊入翻倍增⻓长



【限时9.9】百草味COO曹⻰龙伟：新消费下如何重塑品牌价值，创造增⻓长点



创业邦星际营部分校友，新锐品牌成⻓长营



与优秀创业者同⾏行行   掌握⽅方法 · 融资加速

微信：cyzone066

添加Sunny⽼老老师咨询

聚焦4⼤大融资难题
1. 没有融资渠道，不不清楚投资⼈人的投资领域、投资偏好。

2. 对资本市场缺乏了了解，不不懂融资知识。

3. 项⽬目尚未有⼀一个⽐比较清晰或经过验证的模式，就希望获得融资，低估了了融资

的难度。

4. 不不清楚投资⼈人的标准，不不善于梳理理商业计划书，更更不不知道如何与投资⼈人沟

通。收获4⼤大课程价值
1. 掌握融资必备的全部⼲干货知识

2. 理理清商业模式，盈利利模式升级

3. 学会撰写能融到钱的商业计划书

4. BP直递5家创投机构+投资⼈人反馈



融资第⼀一课   掌握⽅方法 · 融资加速

主题 内容 知识与技能

融资你必须知道的事 市场分析 创投市场动态及市场环境变化

融资必要知识：⼀一次性讲透专业概念 关键概念解读

融资具体流程

投资机构选择项⽬目的逻辑和关键

融资最重要的策略略

我的企业应该开始融资了了吗？

融资的“道”与“术” 让资本追你 成为可资本化的快速成⻓长企业

提升优化 BP、路路演、估值、股权结构
与投资⼈人共舞 揭开神秘⾯面纱 投资机构内部是怎么分⼯工的，他们的⽇日常状态是什什么样的

投资机构都⽐比项⽬目⽅方专业吗？引进投资的影响是什什么

如何与投资⼈人相处 对接投资机构时应该跟谁优先沟通，跟不不同职位的⼈人沟通应该注意
什什么

⼯工具：【版权】相关领域细分赛道研究报告   【版权】⻛风险投资⼈人名录

PART1 资本揭秘

微信：cyzone066

添加Sunny⽼老老师咨询



融资第⼀一课   掌握⽅方法 · 融资加速

PART2 融资之“道”

主题 内容 知识与技能

如何让你做的事情更更有价值 独⻆角兽商业的本质 商业的第⼀一性原理理，什什么是商业的本质

决定价值的底层逻辑：商业价值公式

如何成为可资本化的快速成⻓长
企业

新商业增⻓长模式的本质：三环价值模
型

创造价值盈利利区：客户定位-清晰找准你的客户需求定位-找到真正的刚需 产品定位-定位你
的产品和服务

交付价值盈利利区：找到你商业模式的独特价值定位 设计你的商业模式护城河 传递商业模
式价值的矩阵

获取价值盈利利区：如何设计多元创新型收⼊入来源 如何挖掘⼗十倍盈利利模式空间 如何确定公
司业务经营指北北针

⽤用⼀一⻚页纸梳理理你的商业价值 更更适合本⼟土创业者的商业模式梳理理⼯工具及⽅方法

⼯工具：【版权】三环价值模型【版权】本⼟土创业者实践型商业模式画布



融资第⼀一课   掌握⽅方法 · 融资加速

PART3 融资之“术”

主题 内容 知识与技能

完美商业计划书的形成 市场需求分析 你在解决什什么问题

解决⽅方案给出 你的产品or服务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运营展示技巧 ⽬目前的经营状况如何展示，投资⼈人看的是什什么

市场分析战术 怎样让投资⼈人信服，对市场空间树⽴立信⼼心

竞对分析策略略 为什什么投资⼈人要选择你⽽而不不是别⼈人？竞对分析中那些常陷⼊入的误区

未来规划设计 未来规划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融资需求规划 如何合理理制定融资⾦金金额

团队介绍关键 在做这件事情的⼈人是谁，如何介绍

融资案例例揭秘 如今的巨头企业，当年年的天使轮BP是怎么做的
融资路路演辅导 路路演技巧与关键注意事项

融资避雷雷针 融资协议中的关键条款解读

⼯工具：⼀一线⻛风投商业计划书模板    【版权】融资协议范本
微信：cyzone066

添加Sunny⽼老老师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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