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宠物主人们每天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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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赵霞）9 月 27
日，2018年政务微博“星火计划”
之V观地铁聚焦城市交通微博未
来之路在成都举行。本次活动吸
引了来自全国近30个城市地铁
交通单位、新媒体专家、本地交通
行业单位代表以及优秀自媒体负
责人，他们实地考察了成都地铁
微博运营，通过行业研讨会分享
交流，共同分享了城市交通微博
发展的经验和成果，一起探讨城

市交通未来新媒体发展策略。
“星火计划”旨在进一步激

发政务微博潜能和创新动力，探
讨政务新媒体发展方向。本次
活动还发起成立了城市交通发
布新媒体联盟，并举行了#地铁
正能量#启动仪式。未来，全国
地铁大V将共同挖掘发现#地铁
正能量#事件，打造优质的地铁
原创内容，营造良好的城市交通
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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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发布新媒体联盟成立

再见，府河桥市场！成都又一地标将搬迁
上世纪 90 年代建成的府河

桥市场，作为成都最早一批专业
建材市场，27年来几乎包揽了成
都人的家装建材。10月1日，此处
家居地标将关闭，停止经营，成为
记忆。

9月27日上午10点过，府河
桥市场内依然繁忙。“百年府河
升级改造”“10月1日起关闭停止
经营”，大大的横幅悬挂在市场上
空。许多商铺门口贴出“全场清
仓”“疯狂甩卖”等“豪言壮语”。

灯饰店内，陈女士正带着顾客
挑选灯具。陈女士说，自己从
2004年开始在府河市场开店，到现
在已经14年了。“我们这儿有老顾
客，要搬走了，还是有点舍不得的。”

“这些年，府河市场变化大
哟。”搬运工罗大爷还记得曾经大
门外的假山池，现在已被水泥填
平，变成了大路。那时候，铁轨就
从市场不远处经过，二环立交也
没有修建，空地上一排排瓦房，现
在已变成了林立的商铺。

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摄影刘陈平 实习生 高丽

9月27日，南都-京东消费研
究所发布JDND消费指数《2018宠
物消费趋势报告》发布，报告显
示，2017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达
已达1470亿元，预计到2018年其
市场规模可以达到1678亿元，而
且在未来 3-5 年内，宠物行业将
继续维持20%以上的高增长。

女性消费者更爱给宠物打扮

报告指出，目前宠物经济市
场，宠物主会更选择相信大品牌，
在各个细分品类中，大品牌持续
领跑宠物消费排行榜；不过正如
人们爱尝鲜，宠物主们也会不断
在测试爱宠的口味，因此小众新
兴品牌的增幅也不容忽视。

另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宠
物主愿意支付费用为其宠物提供
似人的生活方式，同时催生出更
多个性化服务。特别是医疗保
健、宠物服务因直接与宠物健康
相关，故而需求逐渐攀升，2018年
H1环比2017年H2销售额增幅分
别为90%和82%。

此外，数据显示，女性宠物主
的数量明显高于男性宠物主，而
对于爱宠的关怀，女性也显得更
有爱心和耐性。与别的榜单类
似，哪怕是对待宠物方面，女性
对于“颜值”消费的偏好还是大
大高于男性。而男性消费者在

“水族”和“小宠用品”方面的消费
明显较高。

四川排在第五

在新兴的宠物服务市场，
26-35岁人群占领绝对优势，这也
说明了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
程度较高。而现在独生子女家庭
增多，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宠
物已经普遍作为一起陪伴长大的
家人，宠物的陪伴属性更加明
显。数据显示，超7成消费者认为
宠物可以提供陪伴、宠物角色上
升，即使在现在这么快节奏的生
活中，超过76%的宠物主人们也
愿意每天花费超过1小时来陪伴
他们的“家人”。

在地域方面，在消费金额
TOP10 省市榜单，北京、广州、上
海、江苏和四川在狗和猫宠物消
费方面均为主力消费大省。从四
川的宠物消费画像与全站宠物消
费画像对比来看：16岁-25岁年龄
段年轻人群的宠物消费金额占比
高于全站，更爱为宠物花钱；女性
用户的宠物消费金额占比高于全
站，更爱为宠物花钱；未婚人群的
宠 物 消 费 金 额 占 比 高 出 全 站
6.5%，更爱为宠物花钱；对评价高
度敏感人群的消费金额占比高于
全站，更爱为宠物花钱。

天府早报记者 冷宏伟

2018宠物消费大数据出炉：

川人爱养猫狗 宠物消费排全国第五

2017年中国宠物市
场规模达已达1470亿元，
预计到2018年其市场规
模可以达到1678亿元

北京 广州 上海

江苏 四川

76%

超1小时
来陪伴“家人”

在新兴的宠物服务市场

宠物消费前五

26-35岁
人群占领绝对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