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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零售额有望达2963亿元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
化妆品消费也迅速崛起。数据显示，
截至 2019年前 11月，中国化妆品零售
额达到 2708 亿元，同比增长 12.7%。
根据预测，2019 年全国化妆品零售额
将达到 2963 亿元，未来 5 年年均复合
增长率约为 8.23%；2023 年全国化妆
品零售额将突破 4000亿元，达到 4065
亿元左右。

我国化妆品行业早已今非昔比，
逐步形成了庞大的化妆品经济格局。
但与此同时，化妆品市场竞争也日趋
激烈。

调查报告显示，在国内市场，化妆
品行业主要由国际品牌占主导。尤其
在高端彩妆市场，几乎被国际品牌所
垄断。国际化妆品品牌凭借其在全球
范围内形成的品牌优势、日积月累的
人气口碑、稳定的产品质量以及成熟
的渠道铺设等优势，在中国高端市场
上赢得了庞大且稳定的客户群。对本
土品牌造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

在国际市场，中国化妆品品牌在
高端消费类市场占有率仅为 2%，在全
球市场销售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化妆
品公司里，没有国产品牌的身影。

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中国化妆
品行业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竞争格
局，其国内企业数量有近 4000 家，但
普遍规模较小，一直以来在市场竞争
中处于劣势地位。且随着市场的不断
扩大，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鱼目
混珠的行业乱象。

一些自主研发能力差、科技含量
低的小品牌，常常以模仿成功品牌为

生，相比在我国化妆品市场上占据着
主导地位的国际品牌而言，市场竞争
实力严重不足。

“新国货”渐成气候
年轻人爱上“中国风”

虽然我国本土化妆品企业面临
“洋品牌”巨大的竞争压力，但在 2019
年，很多消费者也明显感受到“新国
货”化妆品的崛起为本土企业圈带来
的蓬勃朝气。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持续将近一年的国家形象展示，
前所未有地壮大了年轻消费者的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在这一时代背景
下，“新国货”锐意创新，在营销环节加
强与年轻人沟通，并利用社交媒介工
具集中造势。

2019 年，故宫和敦煌元素成为本
土品牌最爱的 IP。例如，主打古风元
素、在 2019年翻红的故宫文创系列彩
妆、花西子等新晋品牌；主打国风营销
的百雀羚、自然堂、六神等品牌。无论
是传统国货美妆的新转型，还是新国
货美妆的强势崛起，或是和本土符号
的联名跨界，中国风、中国潮，已成为
新时代消费者的普遍选择。

“他经济”时代到来

随着大众对多元文化接受程度的
提升，爱美不再是女性专利，更多男性
开始关注美妆领域。在男士化妆品成
为“新蓝海”之时，2019 年，男性化妆
品市场进一步拓宽。

调查报告显示，在男性美妆领域，

年轻男性更加活跃，95 后占比最大，
是线上男性美妆消费的主力军，消费
潜力十足。

数据显示，2018 年全年男士化妆
品类销售中，彩妆品销售额的同比增
长 速 度 居 于 化 妆 品 类 之 首 ，高 达
89.0% 。 其 中 ，男 士 眉 笔 增 速 达
214.0%，男士专用 BB霜/CC霜增速达
185.0%，男士口红增速达 278%。

利好政策密集出台
服务企业 规范行业

2019年 4月 1日起，我国下调进口
货物增值税率。进口货物原适用 16%
增值税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
用 10%增值税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

同年 4月 8日，财政部官网再次公
布了有关进口税（行邮税）下调的通
知，这也是继去年 11月以来我国第二
次下调行邮税，涉及化妆品、食品、药
品等消费者需求集中的诸多领域。包
括香水、唇彩、睫毛膏、眼影、防晒霜、
面膜等在内的美妆护肤品，也根据价
格有所区别，除了完税价格每毫升
（克）在 10元及以上、或者每片（张）在
15元以上的商品仍维持原 50%的税率
外，其余价格低于上述标准的商品税
率一律由 25%降至 20%。

上述两种税率的下调，切实为化
妆品进口企业减负，进一步激发化妆
品市场活力。跨境化妆品商家关税成
本降低，有助于化妆品扩大进口，同时
将进一步促进化妆品消费，满足人民
群众化妆品消费升级的需求。

2019 年 5 月 29 日，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官网发布关于实施特殊用途化
妆品行政许可延续承诺制审批有关事
宜的公告。业内人士认为，此项《公
告》的落地，将解决长期以来几乎令所
有化妆品企业头疼的“办证难”问题。

因为，根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
例》规定，生产特殊用途化妆品必须经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取得批准
文号后方可生产。国内企业申请和延
续注册，几乎是以年为单位，审批时效
远长于产品上市周期。有的企业早早
研发出了新配方或者启用了新原料，
但就因为特证迟迟没有批下来，耽误
了上市周期，甚至在此期间竞争对手
的特证还先颁下来，品牌遭受极大损
失。

2019 年 8 月 30 日，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发布多份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
设指导原则。该导则旨在加强对药
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类型检验检测机
构在能力建设方面的指导，提升检验
检测能力 ，为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
监管体系提供有力保障。

2019 年 9 月 10 日，国家食品和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化妆品注册和
备案检验工作规范》。根据规范，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各有关单位只可
通过化妆品注册和备案检验信息管理
系统网上办理化妆品注册和备案检验
有关事宜。此前获原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资格认定的化妆品检验机构的相关
资格自动终止，现在化妆品送检的机
构必须具备承担化妆品注册和备案检
验工作的资质与条件。

业内认为，该政策将规范化妆品注
册和备案检验工作，保证化妆品注册和
备案检验工作公开、公平、公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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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消费回眸消费回眸系列系列（（四四））

□ 本报记者 史晓菲 文/摄

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置办“年货”是传统习
俗，糕点、糖果及各种食品是春节年货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元旦、春节同在1月份，元旦到小年只有半个月时
间。记者在市场上看到，许多年货产品从 2019年 12月中
旬就陆续上市，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让消费者按需选货
年货流行“组合购”

今年节日年货产品种类多，有中西糕点、熟食、干果、
主食、糖果、元宵、汤圆、蜜饯果脯、饮品、休闲食品、京味小
吃等礼盒产品以及进口食品等十几大类。在品质上，各企
业精心优选原料食材，严格生产工艺标准。无论是规格外
观，还是口味口感都优于往年。年货产品总体上立足传
统，又积极创新，在礼盒内产品搭配组合上充分考虑到了
消费者的需求。

比如，北京稻香村推出了 8款糕点礼盒和 3款熟食礼
盒。糕点礼盒各有特色，有纯手工制作产品的礼盒，也有
传统京味糕点的组合，熟食礼盒也都是经典产品，是团圆
家宴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除此之外，糕点、熟食和元宵、汤
圆都有自装款的礼盒可供消费者选择。

北京味多美今年推出的年货礼盒，创意讲究，以精美
特色的中式、西式糕点和糖果等组合，更加吸引年轻人购
买。

老字号全聚德仿膳、丰泽园今年推出了独具特色的年货食品，不但有真空烤
鸭系列、酱鸭系列，还有主食礼盒，宫廷糕点礼盒。在年货食品上，今年突出的特
点便是满足个性需求，让消费者根据自己需要进行选购。

包装简约环保
每盒价格在100元—350元

礼盒装的年货会不会太贵？2020年北京焙烤行业春节年货展示推介会上，
记者获悉，在价格方面，由于受市场环境影响，各种原材料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企业在各项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下，今年有部分产品价格上升，熟食礼盒普遍有
所调整，但涨幅不大，在 3%—5%。150元左右的糕点礼盒最多，占总量 90%左
右。今年年货礼盒价格总体在100元/盒—350元/盒之间。

产量上，今年上市的年货总量与去年基本持平，企业力求做到不积压、不退
货。据介绍，知名大企业将有3%左右的计划增长。

记者从行业协会了解到，今年年货礼盒包装的风格依然以传统喜庆的中国红为
主色调，以简约环保为目标。同时，简约并不简单，各企业在包装设计上下了很大功
夫，着力体现春节喜庆文化、企业文化、品牌定位，形成了各企业礼盒的不同风格，具
有明显的企业符号和文化特色。包装材质以纸盒为主，体现绿色环保。记者看到，北
京味多美的包装使用大面积的中国红，并加入了传统的烟花元素。把味多美的品牌
logo和麦穗交织在一起，寓意“穗穗平安”，既简洁又大气。

创新发展成突破点
老字号、知名品牌主导市场

近年来，由于老字号、知名品牌企业不断创新发展，无论产品质量，食品安全
都做得越来越好，广大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这些企业产品的市场
占有率也不断扩大，占据了大半江山。

在 2020年北京焙烤行业春节年货展示推介会上，行业专家举例，如：宫颐府
推出的鼠年大吉大礼包，礼盒内以罐装的糕点为主，配自有品牌酸辣粉，是宫颐府
传统礼盒风格的一个突破。御食园的北京特产“老北京十三绝礼盒”“冰糖葫芦”

“北京果脯”；北京稻香春的眉毛肉饺；桂香村的桂子飘香、龙凤糕点礼盒和北京康
贝尔的多种联名款酒心巧克力、糖果
等，都将是年货市场受到青睐的佳品。

专家预测，2020 年北京春节年货
礼品市场将呈现平稳有序、安全优质、
价格合理、种类多样、品种丰富的特征，
预计北京焙烤行业整体销售业绩会有
不同程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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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素面朝天的年代相比，如今可谓一个

“颜值当道”的时代——美丽而精致正成为越

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化妆品行业迎来了“大展拳脚”的历史机遇。

2019年，在化妆品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

行业监管持续加强，利好政策不断助力行业

进步。

时代在走，年轮在添。站在2020年的门

槛上回望2019年，中国化妆品行业正面临产

业竞争格局的时代性变革。

□ 本报记者 张丽娜

编者按 穿新衣、逛大集，欢欢喜喜迎新年。元旦刚过，春节

已然临近，各家各户也准备置办年货了。什么东西抢手、好卖？什

么东西流行、新鲜？针对这些您惦记的问题，记者走访了多个年货

大集、商场和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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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 2019
年1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连续两个月扩张，非制造业商务活
动指数也保持继续扩张。

2019年12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
50.2%，与上月持平，连续两个月位于荣
枯线以上，制造业延续上月扩张态势，景
气稳中有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
15个行业生产指数位于扩张区间，其中
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纺织服装服饰、医
药、汽车、电气机械器材、计算机通讯设
备等制造业生产指数位于55.0%以上较
高景气区间。

另外，进出口状况改善使得国外订
单明显增长，原材料进口继续回暖。12
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3%，高于上月
1.5个百分点，自2018年6月以来首次升
至扩张区间；进口指数为49.9%，环比上
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供需
状况有所改善，推动价格指数双双回升。

监测数据还显示，制造业转型升级
持续推进，新兴产业增势良好。从重点
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消
费品行业PMI为52.8%、51.3%和51.4%，
分别高于制造业总体2.6、1.1和1.2个百
分点，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且景气
水平连续上升。

转型升级持续推进 新兴产业增势良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两个月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