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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食品饮料行业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扩容式增长阶段，结构性增长阶段和挤压式增长阶段。

  扩容式增长阶段：顾名思义就是有产品不愁卖，市场容量不断扩大。研究食品行业有两个节

点，1978年作为一个研究节点，1978年的食品工业产值是400多亿，有的人喜欢从1992年开始

研究，92年是食品工业产值是3044亿。当时正好中国打开国门引进国外的机器设备。

  其实从78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是食品饮料行业扩容式增长阶段，因为到2017年食品行业的总

产值达到12万亿，大家可以想一下，从78年到17年，食品工业总产值翻了几百倍。

  所以在这个阶段只要你从事食品加工行业，有产品、多建设工厂，市场容量能够很快扩大。

现在许多大的品牌，比如伊利、娃哈哈，实际上都是在这个阶段奠定的基础，成长起来的。

  结构性增长阶段：结构性增长顾名思义就是符合需求的品类增长。08年之后，结构性增长阶

段的表现比较典型了，比如说像以饮料为例，当时像碳酸饮料，大家已经意识到不健康销量

停滞或者下滑。但是像一些中国风的饮料，像凉茶、核桃乳，在这个阶段高速增长。

  08年之后，整个食品饮料行业进入了结构性增长阶段。挤压性增长阶段：挤压性增长阶段，

其实目前如果来看整个大食品行业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但是有些类别已经进入了挤压式增长

阶段。

  所谓挤压式增长就是整个大市场的增长速度放缓，你要增长就把别人的市场抢占了，把别人

口袋的钱，掏在自己口袋里头来。比如说典型的像啤酒行业进入了挤压式增长阶段。

  食品饮料行业有的细分门类，进入了挤压式增长阶段，比如像乳制品，这两年的常温酸奶，

比如说安慕希快速增长，实际上在快速增长过程中也挤压了莫斯利安的市场。

  2015年开始食品行业出现了拐点，从高速增长期进入了低速增长期，表现的特征就是一些领

导品牌，一些老大哥的品牌销量出现了大幅下滑，甚至有的大单品出现了百分之二十、百分

之三十下滑的幅度，所以基于对产业周期的分析，消费换代渠道变化的分析，糖烟酒周刊

在2015年底提出来：食品饮料行业进入重构期，把2016-2020年称为整个食品饮料行业重构的

关键时期。

未来我觉得食品饮料行业有的门类将陆续进入挤压式增长阶段，资本的作用会越来越重。

  食品饮料分板块年度收益率分析食品饮料分板块年度收益率食品饮料板块超额收益（相对于

万得全A）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食品饮料市场深度分析与战略咨询报告》共

十二章。首先介绍了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食品饮料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

了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食品饮料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食

品饮料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

若想对食品饮料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食品饮料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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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至今，我国经历过两次较为明显的 CPI 抬升周期，分别为 2007-2008 年、 2010-2011 年

。在这一期间，食品饮料板块总体呈现出普遍提价的趋势，其中大众品行 业的集中提价时点

分别为2008年、2011年、2019年；白酒的提价周期主要为2006-2012 年、2016 年至今。总体来



说，大众品提价周期与 CPI 相关性较强（体现出与民生的高 相关性），而白酒的价格周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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