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宠物店老板老李
细分下的宠物“场景式消费”受追捧

萌宠经济遇上“智能+”
敲开“铲屎官”的潮流生活之门

近年来，你会发现身边的“铲
屎官”“捡屎官”越来越多，茶余饭
后不聊几句猫猫狗狗，感觉自己已
经开始与朋友脱节了。紧接着，以
喵星人、汪星人为主的宠物大军，
开始大面积“侵入”家庭，迅速占领
年轻人的生活，特别是在单身一族
当中备受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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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宠物消费市
场规模达1708亿元，比2017年增长了
27%。2019年中国的宠物数量预计会
突破1亿只，到2020年，消费市场规模
可能达到2000亿元。而中国的“五大
宠物之城”为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广
州，在这些城市中，人们每年在宠物身
上的花费平均超出6000元，并且多数
都通过互联网进行消费。

与国外不同，我国的宠物人群主要
是年轻、高学历、女性和未婚群体。在
中国，年轻人才是是养宠的主力军。有
数据显示，30岁以下养宠者占总体的
54.81%，而近60%的养宠者无子女，约
67%养宠人士受教育程度较高，且58%
的养宠者是女性，消费意愿较强。

再看看邻国日本，近年来日本经济
界甚至形成了一个定论：无论涉及哪种
领域，只要用好了猫咪，就一定能够获
利，即猫咪等于经济。

目前在中国，人工智能、IoT、5G等
新技术正处在落地阶段，相关产品已经
开始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而对于不少

“铲屎官”来说，智能生活体验竟然是从

给自己宠物买的第一件智能家居开始
的，从此打开了自己的潮流生活之门。

今年苏宁焕新节，从3月1日到3月10
日，宠物基础必备品同比增长1352%。
其中猫粮增长2173%，猫砂增长1016%，
猫罐头增长1285%；基础必备品之外的
清洁及出行等相关产品同比增长
2312%，其中清洁用品增长2285%，猫盆
增长1779%。从一年来的女性消费数据
来看，67%的猫粮由南方姑娘购买，北方
姑娘买狗粮占比66%。由此可见，南方姑
娘偏好于养猫，北方姑娘则偏好于养狗。

生活的焕新往往伴随着家电、家居
等产品需求的焕新，本次全民焕新节是
苏宁易购联合100个品牌，1000款产品，
开年推出的重量级“焕新大作战”，这也
是今年的首场大促，本次活动以家电、
3C、家装厨卫、生活家居、百货、超市等
品类的上新为主，围绕新品上新、以旧换
新、服务用心三大板块，是焕新生活不可
错过的大促。同时，在维护消费者权益
方面，苏宁宣布今年将投入十亿补贴以
旧换新，促进消费者家电更新换代，用最
实在的补贴，助力生活品质焕新。

家住成都的张浩是一位猫奴，最近
他新加了一个群，这个微信的群主老李
经营着一家宠物用品店。老李把群里
面的人称之为“家长”，因为每一个猫奴
们都用养孩子的耐心，热烈讨论着自己
家猫咪。

张浩每个月在老李处消费1000元
左右，如果不买冻干食品可能要便宜
点，但张浩显然不在乎这笔开销。而在
这个群里，类似于张浩这样的家长有
100多位，而这只是老李众多群里的一
个。

近年来，找老李购买宠物用品的人
越来越多，老李也只有不断地标注1群、

2群、3群，而他更多的时间也用在了和
客户的沟通之中，老李告诉记者，前往
他这里购买的群体主要是大城市的80
后和90后，每月花费在1000左右，多一
点会超过2000，但并不是常态。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日本的猫咪经
济在2015年创造了2.3万亿日元（折合
人民币1394亿元），而欧睿信息咨询预
测中国将会在2022年超过日本。

小倩也是老李群里的一员，她比张
浩更加奢侈一点，在小倩的家里，你可
以看到日本的宠物沐浴液、英国的宠物
玩具球，美国的宠物钙片，全球买买买
只为博得猫主子的欢欣。

老李说自己也在关注猫咪的服务
业，因为卖产品的竞争越来越大，但他
还没有想好该如何做。事实上，一些更
为敏感的商家早已嗅到了这款商机，仅
就猫咪经济而言，一些位于产业链上游
的商家们将猫咪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细
分，挖掘出研发专门产品的可能，琳琅满
目的宠物用品、食品和服务，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被推到了养宠人群的面前。

作为网罗了众多特色商家的平台，
这些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猫粮、猫舍、猫
玩具、猫零食等猫咪用品，猫医疗、猫美
容、猫寄养、猫殡葬等猫服务业，还有猫
咖啡馆、猫书店、猫周边……

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开启苏宁焕新节。

三位上班族“铲屎官”
养的不是猫咪而是噬元兽

萌宠文化盛行，宠物消费成为年轻
人的新时尚。伴随生活节奏加快、社会
竞争压力加大，千禧一代尤其需要陪伴
和寄托，宠物已经变为“孩子”“亲人”般
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宠物作
为一种情感寄托方式，宠物消费成为年
轻人的新时尚。

在成都的三位上班族“铲屎官”，向
记者道出了自己和猫的故事。在他们
看来，是猫和自己一起组成了现在的
家，因为猫主人的存在，让自己觉得被
依赖、被期待回家，生活也才会变得更
加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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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屎官一
新疆妹子小越

春节回家全靠摄像头“看家”

来成都两年的新疆妹子小越，是个
重度猫粉，现在养了两只英短VN和
EZ。只有一有空，她都会上网逛一圈，
看看有什么可以为自家猫主人添置的

“宝贝”。
小越外婆是四川人，当年去了新

疆，现在一大家子人都在新疆生活。因
为对故土思念，再加上对成都美食的喜
爱，小越大学毕业后便来到了成都工
作。“一个人在这边上班，每天回来都冷
冷清清的，有了VN和EZ终于觉得有了
点家的味道。”在朋友的游说下，小越一
次性养了两只猫。

小越基本每天回去都会给两只猫
咪做好吃的，忙碌一天后回到家，两只
猫就蹲在门口迎接，她觉得特别治愈特
别幸福。但一个人养两只猫，有时候也
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春节回家！

“春节我要回新疆，但飞机上又不
能带宠物，周围好多寄养店都关门，同
事也都要回老家，可把我难着了。”就因
为这个问题，去年临近过年那段时间，
小越整个人都忧心忡忡的，直到同事给
她出了个主意。

原来，同事让她买个智能喂食器。
小越在苏宁易购看一圈，立马就下单了
一个智能喂食器，顺带买了个远程摄像
头。“回家前，我在喂食器里面添了足够

的猫粮，远程摄像头也放在了客厅，随
时查看两只猫的情况，顺便也帮我‘看
家’。”小越说，这种智能的小玩意儿确
实很方便，而且家人很支持她养猫，爸
爸妈妈平时没在身边，有两只猫的陪伴
也算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我很支持年轻人养宠物，特别是
像我这种空巢年轻人。”对于年轻人养
猫，小越认为，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定，
猫主子一生很短，它们比男女朋友更忠
诚，陪伴你的时间也更久。最重要的是
要有始有终，要对它们负责。

铲屎官二
销售经理Jane

扫地机器人解决了大半的烦恼

最近刚拿到扫地机器人的Jane，长
舒了一口气：“这下家里的猫毛终于可
以解决了。”

Jane，成都本地人，销售经理，有一
只养了七年的英短蓝猫Even。每天早
出晚归，回家之后还有几个写了一半的
方案等待补充，手机长时间开机，充电
宝也是随身携带……这就是Jane的持
续多年的生活状态。

“我一直很喜欢猫，但是念书的时
候完全没机会养。后来工作了租了一
个很大的loft，于是就买了一只小猫，这
一养就是七年。”谈起自己养的猫，Jane
有些滔滔不绝。

大学毕业到现在，Jane就一直从事
销售工作。这份工作对女孩子来说尤
为辛苦，在Even的陪伴下，她一直坚持
到现在。“我的猫不仅是我的家人，还是
我工作烦心事的倾听者。”Jane告诉记
者，由于工作的特性，她经常要面对形
形色色的客户，在家的时候她经常把工
作上的事情向Even吐槽，心情瞬间开
朗很多。

工作上的困难自己从来不怕，但一
屋子的猫毛却让她有些犯愁！以前，
Jane只是一般销售员，上下班还比较固
定，工作之余时间比较灵活，遇到换季
Even脱毛，自己用扫帚、拖把、胶布都
还能清理干净。但自从坐上的销售经
理的位置，自己的时间完全不由自己掌
控，家里的猫毛到处都是，完全不敢请
朋友来家里做客。

直到最近，在苏宁商城上看到了扫
地机器人，翻看了评论原来好多网友都
用它解决家里的头发、宠物毛，她也毫

不犹豫地下了单。“在家里用的时候，
Even起初很怕，用了几天它也习惯了，
困扰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Jane告诉
笔者，她现在每天出门都给扫地机器人
设定好时间，家里的浮毛至少减少了
70%。像她这种工作性质，又是资深猫
粉，完全不能做到工作生活完美兼顾，
类似扫地机器人这种智能产品，让她这
种“铲屎官”省去了很多烦恼。

Jane说，猫咪生活用品的变化反而
带动了自己生活品质的提升。她向记者
展示了自己近期在苏宁焕新节的购物清
单，智能空调、料理机、自动猫厕所等等，
只零星有一两件是为自己添置的物品。

“以前一直在南方生活，冬天虽然
冷但那么多年都过来了，也就习惯了。
但是今年春节的时候带Even去朋友家
玩，发现它一直赖在朋友家的暖气片附
近不肯走，我才意识到它需要一个更暖
和的窝。于是咬咬牙，决定近期将空调
换新。”Jane笑称，跟着Even，自己也过
上了拥有各种最新智能家居设备的精
致生活。

“父母一开始不太理解，觉得在宠
物上花费略多，怕影响自己的生活质
量。”对于这种担心，Jane觉得完全能理
解。“父母也是担心，怕我照顾不好自
己。但自从他们发现养猫后过得比以
前更自律、更好之后，也就从一开始的
小担忧转变为跟我一起当猫奴了。”

“我觉得养猫不是一件赶潮流的事
情，而是一件一做就是要坚持十几年的
大事。和猫猫长期相处，你或许会变得
更有爱心，心情也会变得更加平静。但
要知道你的决定影响的是一只小动物
的一生，年轻人养宠物，需要更理性地
去做判断。”

铲屎官三
广告策划阿顺

理性吸猫大价钱换来“大便宜”

广告人阿顺，现在养了一只一岁的
蓝猫，取名叫臭臭，她经常会在网上翻
看有关猫的各种食物、清洁用品、智能
喂养器具……“我们有个‘光荣铲屎官’
的微信群，里面都是一些养猫的年轻
人，大家经常会在里面推荐好的产品，
有时间还会约出来一起吃饭、玩桌游。”

阿顺在成都工作，租了一个离公司
比较近的房子，因为做广告策划经常都
面临着加班，但周末时间还是比较自由

的，去年在朋友的带动下，她也加入了
“铲屎官”队伍。

“我属于那种比较宅的女生，周末
时间基本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看剧。”阿
顺说，在养猫之前每天就上班回家两点一
线，然后周末也是一个人待在房里看书、
上网、看电影，这种生活感觉像是被社会
遗忘了一样。“别误会啊，我一点也不孤
独，只是单纯地觉得可以不被人打扰，自
己宅着想干嘛就干嘛的状态很舒服”。

后来有了臭臭，她的闲暇时光开始
发生了变化。现在，她经常会和自己猫
友约出去看电影、逛商场，经常的分享在
网上淘到的好货。“宅有宅的舒服，但跟
猫友们出去玩玩聊聊天也不错。因为有
共同的话题，所以也不怕尴尬和冷场。”

这一系列的变化也正切中了新一
代猫奴的内心。阿顺告诉记者，她经常
会在苏宁易购APP上买一些猫粮、猫
砂。在最近的苏宁3·15全民焕新节上，
她又买了戴森的除螨吸尘器和科沃斯
的扫地机器人，下单当日到货后就开始
用起来了。她常常跟朋友开玩笑说，人
生中第一款戴森居然是为了猫买的。

这样的花费真的值吗？面对这样
的问题阿顺算了一笔账，猫春夏季换毛
严重，买了戴森除尘吸尘器和科沃斯的
扫地机器人，分别是1500元和2200元；
买过一个猫用饮水机180元；500左右
的猫粮可以吃4-5个月，猫砂大概一个
月100块，偶尔买营养膏化毛膏。“当然
这也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看，
虽然比较贵，但是吸尘器和扫地机器人
一方面解决猫毛问题，同时也解放双
手，可以节约很多整理家里的时间。而
且，多用几年算下来一天才一两块钱。”

在阿顺看来，对养宠物的人来说，
宠物是一种情感寄托，也许猫不是猫，
而是“毛孩子”。“铲屎官”往往会将它带
到人的消费逻辑中去，希望它也得到享
受。同时，智能喂养充分解放“铲屎
官”，反过来说还是人的享受，既享受了

“毛孩子”带来的乐趣，又享受了尽可能
简便的生活。

随着Z世代年轻人的成长，这个群
体对于宠物的支付力也在持续增长，

“萌宠经济”有望迎来新的发展，围绕着
这些宠物产生的一系列消费品，包括食
物、用具、智能家居等，可以说撑起了超
过千亿元的市场规模。和过去的“吃饱
式”喂养相比，时下年轻人对自己宠物
的喂养，更加注重智能化、品质化，在这
种彼此相互“抱团取暖”中，也让他们的
生活焕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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