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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水领跑软饮料，消费升级前景可期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全球瓶装水市场快速增长，2000-2014 年 CAGR 达 7.1%：人体的三

分之二由水组成，其中大脑、肌肉、血液等组织中 70%以上为水，

人体的结构决定了饮用水的刚性需求。相比于其他类型的软饮料和

自来水，瓶装水具有健康、自然、可负担、方便等特点，根据 BMG

的数据，全球瓶装水市场规模从 2000 年的 286 亿加仑增长到 2014

年的 747 亿加仑，14 年间的 CAGR 为 7.1%，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美国瓶装水消费量 2016 年将取代碳酸饮料成为第一大品类：面对不

断攀升的肥胖患病率和糖尿病确诊比例，美国消费者开始注重饮料

的健康性，瓶装水迎合低糖低热诉求。2005-2015 年间，美国瓶装水

的人均消费量从 25.4 加仑上升至 36.5 加仑，成为全美饮料行业第二，

市场规模从 61 亿美元增长到 142 亿美元实现翻倍增长。从产品结构

看，PET 瓶装水占比 66.5%，办公室和家庭消费占比 11.8%排第二。 

日本健康饮料需求旺盛，老龄化推动瓶装水发展：瓶装水充分迎合

了日本国内的健康消费诉求，符合日本软饮料市场向保健型饮料发

展的趋势和日本人口老龄化趋势。从总消费量来看，1982 年日本瓶

装水消费量只有不到 9 万千升，1988-2007 年经历了一波 CAGR 达

18%的高速增长，2010 年受福岛核泄漏影响，瓶装水消费量再次上

升，至 2015 年总量已达到 339 万千升，是 1982 年的 39 倍。 

中国瓶装水行业人均消费量低，至少还有 3 倍增长空间：根据 BMC

数据，2014 年中国瓶装水人均消费量仅 8.4 加仑，远低于美国（34.1

加仑）、法国（37.4 加仑）、德国（39.2 加仑）等发达国家，参考发

达国家中国瓶装水至少还有 3 倍增长空间，预计未来五年瓶装水行

业仍将保持 15%增长，到 2020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2547 亿元。 

瓶装水将迎消费升级，看好天然矿泉水与功能性产品：成熟市场中

天然矿泉水在瓶装水中占比高（日本 80%、德国 98%、意大利 100%、

法国 54%、西班牙 93%），中国占比低于 30%，消费升级将带动瓶装

天然矿泉水发展。气泡水在保留碳酸饮料气泡口感的同时，符合天

然健康理念，参考美国、日本市场，中国气泡水市场迎来高速发展

期，2012-2016 年市场规模从 180 万元增至 3600 万元，CAGR111%。 

第二次消费升级推动中国瓶装水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中国瓶装

水行业经历了两轮消费升级，第一轮由其他瓶装水（主要是矿物质

水，以康师傅、娃哈哈为代表）向纯净水（怡宝为代表）的消费升

级，标志为怡宝市占率持续增长超过康师傅和娃哈哈。未来五年中

国将迎来由纯净水向天然矿泉水（景田、泉阳泉）的转变的第二轮

消费升级，这将推动中国瓶装水市场集中度（CR3，24.9%）向成熟

市场看齐（法国 65%、意大利 53%、日本 52%、美国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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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收益 -1.11% 7.71% 27.96% 

相对收益 -0.25% 6.18%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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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瓶装水健康安全属性凸显，替代高糖饮料与自来水 

饮用水需求刚性，我国潜在市场空间大。根据国际瓶装水协会，人体约三分之二由

水构成，其中大脑、肌肉、血液等组织中 70%以上为水，骨骼中的含水量也达到了

22%。人体的结构决定了饮用水的刚性需求。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除食物以外，

男性每天至少应摄入 2L 水，女性每天至少应摄入 1.6L 水。2016 年我国饮用水的潜

在市场规模为 9.11 亿吨，而当年软饮料行业的产量为 1.83 亿吨，仅占潜在市场规模

的 20%，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图 1：水在人体中占比高  图 2：日均饮水量至少 1.6L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IBWA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FSA 

 

全球瓶装水市场稳健增长，2000-2010 年消费量实现翻倍。相比于其他类型的软饮

料与自来水，瓶装水具有健康、自然、可负担、方便等特点。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

瓶装水在发达国家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逐渐成为饮用水的主要消费品类。根据 BMG

的数据，全球瓶装水市场规模从 2000 年的 286 亿加仑增长至 2014 年的 747 亿加仑，

14 年间的 CAGR 为 7.1%，呈现稳健增长的趋势。 

 

图 3：全球瓶装水行市场稳健增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everage Marketing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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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国：瓶装水迎合健康诉求，将成为第一大饮料品类 

1.1.1. 瓶装水成为健康消费主流，抢占高糖高热饮料市场 

对比其他软饮料，瓶装水更加天然健康。瓶装水具有不含糖、低热量的特点。而在

碳酸饮料、咖啡等典型的软饮料中，能量均在 120 千焦/100ml 以上，碳水化合物的

含量也均在 7g/100ml 以上。在肥胖现象愈加严重的当下，零糖低热的瓶装水更迎合

消费者的健康诉求。同时，瓶装水通常不添加食品添加剂，更遵循天然健康的消费

理念。 

 

表 1：瓶装水零糖、低热量、无添加剂 

品类 代表品牌 能量（kJ/100ml） 碳水化合物（g/100ml) 添加剂 

瓶装水 perrier 含气天然矿泉水 0 0 无 

碳酸饮料 可口可乐 180 10.6 二氧化碳、焦糖色、磷酸、咖啡因  

咖啡 雀巢咖啡 250 7.9 增稠剂、稳定剂、乳化剂 

果汁 乐天芒果汁 216 12.6 柠檬酸、柠檬酸钠 

运动饮料 Monster 122 7.3 苯甲酸钠、柠檬酸钠、牛磺酸等 

茶饮料 农夫山泉茶π 139 8 柠檬酸、柠檬酸钠、甜菊糖苷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互联网公开信息 

 

美国是碳酸饮料的发源地，两大碳酸饮料巨头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均是美国公司，

美国的碳酸饮料消费量巨大。根据 BMC，2000 年美国的饮料消费量中碳酸饮料占

比达到 28%（该统计包含酒精饮料），是第一大饮料品类。 

由于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高热的碳酸饮料及其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国人的肥胖

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1999-2000 年间美国成

人与青年的肥胖患病率分别为 30.5%和 13.9%，而 2013-2014 年间的比例分别为

37.7%和 17.2%，成人和青年的肥胖患病率在 14 年间分别上升了 7.2%和 3.3%。与

邻近的加拿大相比，针对 3-19 岁这一碳酸饮料的喜好群体，美国儿童的肥胖率在

1976-1980 年与加拿大基本持平，但近 30 年来增长明显高于加拿大。 

 

图 4：美国成人与青年的肥胖患病率上升  图 5：美国 3-19 岁群体肥胖率增长更快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CDC/NCHS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CDC/NCHS 

 

大量摄入高糖高热饮料同时使得美国的糖尿病确诊患者持续上升。美国糖尿病确诊

患者从 1992 年的 740 万人增长至 2014 年的 2190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3%上升

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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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美国糖尿病确诊数与占比上升  图 7：9-12 岁儿童每天一杯含糖饮料的比例下降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CDC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CDC 

 

面对不断攀升的肥胖患病率与糖尿病确诊比例，美国消费者开始注重饮料的健康

性，低糖低热量逐渐成为饮料的消费诉求。根据 CDC 的调查，在 9-12 岁的儿童中，

每天至少喝一杯含糖饮料的比例从 2007 年的 33.8%下降至 2013 年的 27%。儿童的

这一变化也反映出父母等成年人对于低糖低热饮料的选择转变。 

瓶装水迎合低糖低热的健康诉求，消费量将超过碳酸饮料。瓶装水除具有低糖低热

且通常含有矿物质等健康特点外，同时还具备方便、相对便宜等优势。2005-2015

年间，美国瓶装水的人均消费量从 25.4 加仑上升至 36.5 加仑，而碳酸饮料的人均

消费量从 51.5 加仑下滑至 38.9 加仑。消费者的偏好从传统的碳酸饮料向健康的瓶

装水转变。从整个市场来看，碳酸饮料的消费量从 2000 年的 150 亿加仑下降至 2008

年的 141 亿加仑然后又下降至 2015 年的 126 亿加仑，占整个饮料市场的比例比从

28%下降至 24%再跌落至 20.4%。瓶装水则呈现上升趋势，消费量从 47 亿加仑上升

至 87 亿加仑再增至 117 亿加仑，占比也从 9%上升到 15%再上升到 19%。2015 年瓶

装水消费量比碳酸饮料只少不到十亿吨，2016 年有望实现对碳酸饮料的反超。 

 

图 8：美国瓶装水人均消费量上升，碳酸饮料下降

（加仑）  

图 9：瓶装水消费量与占比上升，碳酸饮料下降

（十亿加仑）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MC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MC 

 

表 2：瓶装水健康、方便、相对便宜 

优势 对比 表现 

健康 碳酸饮料、果汁、咖啡等 低糖低热量，且含有矿物质元素有益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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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 咖啡、茶 不需要加热或者冰镇 

相对便宜 葡萄酒 价格具有竞争力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2015 年瓶装水消费量已位居全美饮料行业第二，将取代碳酸饮料成为第一大品类。

2000 年美国瓶装水消费量占整个饮料市场的 9%，这一比例低于碳酸饮料、啤酒、

咖啡和牛奶等高糖高热量的饮料，仅为饮料市场第五大的品类。但随着消费者开始

追求低糖低热量的健康饮品，瓶装水在 2015 年占比上升到 19%，远高于第三位的

咖啡饮料，距离第一位且消费量不断减少的碳酸饮料只差 1.4 个 pct。随着消费者对

于肥胖与糖尿病等的担忧，瓶装水的低糖低热量优势更能吸引消费者，其有望在

2016 年成为美国最大的饮料品类。 

 

图 10：2015 年瓶装水消费量位居全美饮料行业第二位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everage Marketing Corporation 

 

1.1.2. 瓶装水安全性更高，逐步替代自来水饮用功能 

瓶装水监管要求更严，安全事件影响远小于自来水。美国瓶装水和自来水的监管分

别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美国环保署（EPA）负责。根据饮用水研究基

金会，从污染物水平来看，瓶装水有 18 项标准比自来水严格，而自来水所包含的

多的 11 项污染物标准则不可能出现在瓶装水中。超标的瓶装水将不会再市场上流

通，而超标的自来水仍会流向公共供水系统。从超标事件的数量及波及的人数来看，

自来水的影响也远大于瓶装水。因此，瓶装水比自来水更安全。 

 

表 3：瓶装水比自来水更安全 

 瓶装水 自来水 

污染物水平 4项关于污染物或水质属性的标准是自来水不具备

的，14 项污染物的标准比自来水严格。瓶装水的

标准更严格。 

11 项污染物标准是瓶装水不具备的，但该 11 类污染物

不可能出现在瓶装水中。 

超标后果 超标产品不会被发往消费市场，市场上的产品将被

召回。 

告知公众警惕污染物超标，指导避免接触污染物，但

超标水会持续流向公共供水系统。 

超标事件 过去 22 年间 6 起召回事件。 2010 年约 11000 起超标事件发生在超过 5200 个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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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系统中，波及 2300 万人。 

引发疾病 2009 年调查发现近 5 年来自瓶装水的食源性疾病

爆发数为 0。 

2006 年 CDC 估计每年有 1640 万人因自来水患病。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DWRF 

 

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瓶装水代替自来水迎合饮用水安全诉求。1990-2016 年

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7 万美元上升至 4.3 万美元，除 2009 年和 2013 年外

其他年份均实现增长。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随着收入提升，消费者将从基本

的生理需求转而寻求高层次的安全诉求。相对于便宜的自来水，更加安全的瓶装水

将逐渐取代其作为消费者的日常饮用水。 

 

图 11：1990 年以来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CAGR 为 3.6%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办公室与家庭配送量提升，瓶装水将逐渐替代自来水。从细分市场看，办公室与家

庭配送这一消费场景替代了自来水在生活中的日常饮用功能。2014 年，零售优质

PET 瓶装水占据市场 66.5%的比例，高居第一并且占比逐年上升。办公室与家庭配

送量占比 11.8%，是第二大的细分品类。2010-2015 年办公室与家庭配送量从 11.6

亿加仑上升至 13 亿加仑，CAGR 为 2.6%。瓶装水正逐渐替代自来水在消费者日常

饮用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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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014 年办公室与家庭配送占比第二  图 13：办公室与家庭配送量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MC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MC 

 

1.1.3. 美国瓶装水市场稳定增长 

瓶装水人均消费量与消费总量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由于瓶装水健康安全的属性，

其不断抢占高糖高热量的饮料与自来水的市场。1997-2015 年，美国人均瓶装水的

消费量从 13.5 加仑上升至 36.5 加仑，CAGR 为 5.7%。除 2008 和 2009 年受经济不

景气影响，其他时间瓶装水消费量均呈上升趋势。瓶装水消费总量也呈现相同趋势，

2000-2015 年间消费总量从 47.3 亿加仑上升至 117.4 亿加仑，CAGR 为 6.3%。 

 

图 14：美国瓶装水人均消费量上升  图 15：美国瓶装水消费总量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MC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MC 

 

消费量增加拉动市值增长，2015 年规模突破 140 亿美元。2000 年瓶装水市值为 61

亿美元，受消费量不断增加的影响，2015 年瓶装水市场达到 142 亿美元，对比 2000

年实现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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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美国瓶装水市值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MC 

 

1.2. 日本：健康饮料需求旺盛，老龄化推动瓶装水发展 
1.2.1. 健康饮料受亲睐，瓶装水行业迎爆发 

日本消费者健康意识提升明显，饮料进入保健时代。日本男性的肥胖率从 1980 年

的 17.8%开始上升，至 2009 年达到 30.5%的峰值，肥胖比例上升明显。2010 年开始

由于公众健康意识的增强，肥胖率呈下降趋势，到 2014 年跌至 28.7%。日本糖尿病

患者的人数在 2007 年前也呈上升趋势，强疑似病例与确诊患者由 1997 年的 1370

万人上升至 2007 年的 2210 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从 10.9%增至 17.3%。随后在 2012

年人数跌落至 2050 万人，占比下降至 16.1%。同时，日本男性和女性运动习惯者的

比例在 1993-2013 年间分别提升了 9.5 和 6.3 个 pct。伴随健康意识的增强，消费者

对于饮料的选择因素由口感变化为健康，低糖低热量的健康饮料逐渐受到消费者的

青睐。 

 

图 17：1980-2009 年日本男性肥胖比率上升明显  

图 18：1997-2007 年日本糖尿病患者人数与占比

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厚生劳动省（注：肥胖定义为 BMI

≥25）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厚生劳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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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日本有运动习惯的人占比上升  图 20：日本饮料市场由口感向健康发展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厚生劳动省（运动习惯者定义为一

次运动大于 30 分钟，每周两次以上且持续时间超过一年）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注：矿泉水占日本瓶装水产量的 90%

左右） 

 

日本瓶装水产量迎爆发，增速远超其他软饮料品类。根据全国清凉饮料工业会的数

据，1980 年的日本软饮料市场中，碳酸饮料产量占比达 46.9%高居第一，其次是果

汁饮料（29.6%）、咖啡饮料（10.2%）、乳饮料（5.8%），瓶装水占比极低。从 90 年

代开始，消费者逐渐注重饮料的健康性，以矿泉水为代表的瓶装水开始快速增长，

抢夺其他软饮料市场份额。1996-2015 年，瓶装水在软饮料市场中的产量占比从 4%

暴涨至 15%，成为除碳酸饮料外最大的品类。同时期其他软饮料占比均出现不同程

度下滑，其中碳酸饮料受益特定保健用类型的增长，从 1996 年的 22%下降至 2006

年的 15%后又回升至 2015 年的 18%。而咖啡饮料占比从 19%下降至 15%，果汁饮

料从 14%下降至 9%。从产量增速来看，瓶装水在大部分时间内均处于领先。

1996-2015 年瓶装水产量的 CAGR 高达 10.1%，其后是运动饮料（2.2%）、碳酸饮料

（1.3%）、咖啡饮料（1%）和果汁饮料（-0.2%）。整个软饮料市场产量的增速为 2.4%，

主要是受瓶装水产量爆发推动。 

 

图 21：日本瓶装水产量占比大幅上升  图 22：瓶装水产量增速领先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全国清凉饮料工业会（注：全国清

凉饮料工业会统计口径为国内产量，不包括进口）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全国清凉饮料工业会 

 

1.2.2. 家庭瓶装水消费支出上升，老龄消费者推动增长 

瓶装水在日本家庭迅速普及，替代自来水与高糖高热量软饮料。上世纪 90 年代是

日本瓶装水家庭市场快速发展的时期。根据三得利的市场调研，1996 年受访者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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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在家中饮用瓶装水已超过 2 年，32%的受访者从 2 年前开始饮用，占比最高。

而到 1998 年，在家饮用瓶装水 2 年以上的占比上升至 66%，家庭饮用瓶装水时间

为 2 年、1 年和低于 1 年的饮用者占比均出现大幅下滑，瓶装水已成为家庭中的必

需品。从家庭支出来看，2000-2015 年，日本家庭的绿茶支出从 6820 日元下降至 4083

日元；咖啡饮料支出从 448 日元上升至 2003 年的 637 日元后再下降至 381 日元；

果蔬饮料支出从 10914 日元大幅下降至 7947 日元；碳酸饮料受益特定保健用类型

新品，从 2639 日元下降至 2006 年的 2352 日元后再上升至 4867 日元。瓶装水由于

健康因素取代高糖高热量的软饮料，同时由于其安全性替代部分日常生活中的自来

水，瓶装水的家庭支出从 2005 年的 2029 日元上升至 2015 年的 3012 日元，增长近

50%。 

 

图 23：90 年代瓶装水在日本家庭迅速普及  图 24：日本家庭瓶装水支出上升（日元）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三得利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总务省统计局 

 

高龄消费者偏好瓶装水，人口老龄化将推动瓶装水发展。中老年群体健康诉求更强

烈，由于年龄较大，其偏好瓶装水等低糖低热量的健康饮品，而对于高能量、高负

荷的饮品则消费较少。根据日本家计调查，2005-2010 年，50-70 岁的消费者对瓶装

水的支出金额超过平均值 10%-20%，而 40 岁以下的消费者对瓶装水的支出至少低

于平均值 10%。2011 年开始受福岛核泄漏的影响，自来水的安全性受到质疑，年轻

一代瓶装水的消费支出才开始接近中老年群体。同时从高糖高能量的果蔬饮料的消

费支出来看，50 岁以下的消费群体支出高于平均值 20%以上，而 60-70 岁的消费者

支出一直低于平均值 10%以上。 

日本人口呈现老龄化趋势，中老年占比不断提升。1990-2015 年，日本 45 岁以上人

口的占比从 38%上升至 53%。这类消费者偏好瓶装水等健康低负荷饮品，推动了瓶

装水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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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50 岁以上人群瓶装水支出高于平均值  图 26：50 岁以下人群果蔬饮料支出高于平均值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总务省统计局（注：70 岁以上群体

饮食需求下降明显，不进行对比）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总务省统计局 

 

图 27：日本中老年人口占比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1.2.3. 日本瓶装水市场快速增长 

90 年代以来日本瓶装水市场增长强劲。瓶装水充分迎合了日本国内的健康消费诉

求，符合日本软饮料市场向保健型饮料发展的趋势及日本人口的老龄化趋势。

1982-1987 年，日本瓶装水人均消费量维持在 0.7 升左右。1988-2007 年，日本瓶装

水进入快速成长期，人均消费量从 0.8L 猛增至 19.6L，CAGR 高达 18%，维持了长

期且高速的增长。2010 年后受福岛核泄漏的影响，瓶装水消费量再次上升，至 2015

年人均消费量已达到 26.7 升。从总消费量（国内生产加进口）来看，1982 年日本

瓶装水消费量只有不到 9 万千升，1988-2007 年经历了一波 CAGR 达 18%的高速增

长，至 2015 年总量已达到了 339 万千升，是 1982 年的 3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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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日本瓶装水人均消费量快速增长  图 29：日本瓶装水总消费量 30 年增长约 40 倍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日本矿泉水协会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日本矿泉水协会 

 

受消费量快速上升的影响，日本瓶装水市场规模增长。2000-2015 年，瓶装水市场

规模从 977 亿日元增长至 2670 亿日元，CAGR 为 7%。而同时期整个软饮料市场增

长缓慢，瓶装水占软饮料市场的比例从 2.8%上升至 7.3%，拉动了整个饮料行业的

增长。 

 

图 30：日本瓶装水市场规模增长  图 31：瓶装水占软饮料市场规模比例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伊藤园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伊藤园 

 

1.3. 中国：收入增长健康诉求强烈，瓶装水正逢增长时 
我国肥胖与糖尿病患病率上升，饮食健康问题显现。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

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02-2012 年的十年间我国超重率和肥胖率上升明

显。成人超重率从 22.8%上升至 30.1%，肥胖率从 7.1%上升至 11.9%。而作为各种

含糖饮料拥趸的儿童青少年面临同样的问题，6-17 岁的超重率从 4.5%上升至 9.6%，

肥胖率从 2.1%上升至 6.4%。超重和肥胖问题逐渐受到中国消费者的重视。根据 IDF，

2000 年我国 20-79 岁的人群中糖尿病患者仅 0.23 亿人，患病率 2.7%。而 2015 年我

国 20-79 岁的人群中糖尿病患者达到了 1.1 亿人，接近 2000 年患者数量的四倍，患

病率大幅上升至 10.6%。糖尿病患者爆发式增长，使我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数量居全

球第一，且远高于第二名印度的 6920 万人。由于肥胖与糖尿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

的出现，我国消费者开始重视饮食的健康问题，逐渐向低糖低热量的饮食习惯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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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率上升  图 33：中国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率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2015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2015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 

 

图 34：中国成年人（20-79 岁）糖尿病病例数与患病率爆发式增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国际糖尿病联盟(IDF) 

 

收入提升后上层中产与富裕阶层崛起，将带动健康饮料增长。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 2000 年的 6280 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31790 元，CAGR 为 11.4%。收入

保持中高速增长，使居民基础的生理需求得以满足，开始逐步寻求更高层次的健康

诉求。根据波士顿咨询，我国上层中产阶层（家庭可支配月收入为 12500-24000 元）

及富裕阶层（家庭可支配月收入在 24000 元以上）的数量将急剧增长，有望从 2015

年的 5000 万户增长至 2020 年的 1 亿户，占中国家庭总数的比例将从 2010 年的 7%

上升至 2015 年的 17%再跃升至 2020 年的 30%。而根据艾瑞咨询，中高收入群体更

偏好瓶装水等健康饮料，而低收入群体则对碳酸饮料的偏好明显。健康诉求更强上

层中产与富裕阶层的崛起后将推动瓶装水的快速增长，同时高端瓶装水也能满足中

高收入群体身份象征、社会认同感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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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图 36：中国上层中产及富裕家庭崛起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CG 

 

图 37：高收入群体偏好瓶装水，低收入群体偏好碳酸饮料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艾瑞咨询 

 

我国人口老龄化显现，瓶装水迎合 60 后需求。60 后由于年龄达到 50 岁以上，更注

重健康饮食的观念。2011-2015 年，0-29 岁、30-39 岁和 40-49 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比

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其中 0-29 岁下降最大达 2.1%。而 50-59 岁、60-69 岁和 70 岁

以上人口占比出现上升，其中 50-59 岁和 60-69 岁分别上升了 1.5 和 1.9 个 pct。我

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开始显现，借鉴日本，中老年消费者偏爱的瓶装水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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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我国中老年人口占比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受健康诉求提升、收入增长与人口老龄化三重因素推动，对比美国和日本，我们认

为瓶装水行业将获得发展机遇，增长将来自于对高糖高热量饮料和自来水的替代。 

一方面，消费者偏好健康瓶装水，增长高于高糖高热量饮料。根据《2016 年饮料行

业满意度》报告，我国消费者最偏好的饮料为瓶装水，偏好度为 24%；偏好度最低

的饮料为碳酸饮料，偏好度仅 7%。受益消费者对健康饮料的追求，2007-2015 年瓶

装水的产量增长迅速，并在大部分时间内高于其他品类。尤其在 2014 和 2015 年，

受经济环境影响碳酸饮料、乳饮料和茶饮料的产量增速都下滑到个位数甚至出现负

增长，但瓶装水仍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2007-2015 年间，瓶装水产量的 CAGR 高

达 22%，高于茶饮料（14%）、乳饮料（7%）和碳酸饮料（7%）的复合增速。 

 

图 39：消费者对瓶装水的偏好度最高  图 40：瓶装水产量增速快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2016 年饮料行业满意度》，中国质

量协会用户委员会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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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007-2015 年瓶装水产量 CAGR 最高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国家统计局 

 

另一方面，我国水质污染严重且持续恶化，消费者开始习惯用瓶装水代替自来水作

为日常饮用水。根据《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5 年全国 5118 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

中，水质呈优良级的监测点占比仅 9.1%，呈良好级的占 25%，呈较好级的占 4.6%，

而呈较差级和极差级的分别占到了 42.5%和 18.8%。主要超标组分为总硬度、溶解

性总固体、铁、锰、“三氮”、氟化物、硫酸盐等，我国地下水水质堪忧。且从 2010

年以来，我国地下水水质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优良级、良好级和较好级占比从 42.8%

下降到 38.7%，而较差级和极差级占比上升。受地下水水质恶化的影响，消费者随

着收入提升开始饮用瓶装水来代替公共供水系统中廉价的自来水。根据《中国公众

健康饮水蓝皮书》，61%的消费者已开始习惯用瓶装水（纯净水和天然矿泉水）作为

日常饮用水，而以自来水或净化直饮水作为日常饮用水的比例只有 25%和 12%。瓶

装水由于安全属性有望进一步代替自来水成为日常饮用水。 

 

图 42：我国地下水水质差且持续恶化  图 43：消费者开始习惯以瓶装水为日常饮用水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国土资源部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中国公众健康饮水蓝皮书》，凯迪

数据研究中心 

 

我国瓶装水人均消费量低，行业有望持续放量。根据 BMC，2014 年我国瓶装水人

均消费量仅 8.4 加仑，远低于美国（34.1 加仑）、法国（37.4 加仑）、德国（39.2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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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等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0.3 加仑）。以发达国家为参考，

我国瓶装水行业的量至少还有 3 倍的增长空间。同时，我国瓶装水产量 2007 年以

来增长迅速，从 1812 万吨增至 8766 万吨，CAGR 达到了 22%。近年受经济环境影

响增速有所放缓，但受益其健康安全属性迎合消费诉求，估计未来 5 年瓶装水量的

增速将保持在 12%左右。 

 

图 44：我国人均瓶装水消费量远低于发达国家（加

仑）  图 45：我国瓶装水产量增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MC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国家统计局 

 

瓶装水行业收入将保持中高速增长，2020 年有望突破 2500 亿元。2006 年以来饮料

行业 CPI 保持正的增长，由于瓶装水将逐渐取代高糖高热量饮料成为主流，且伴随

高端水的消费升级，预计未来五年瓶装水的价格增速将达到 3%以上。结合 12%量

的增长，预计未来五年瓶装水行业的收入增速将达到 15%，至 2020 年行业收入有

望达到 2547 亿元。 

 

图 46：饮料行业 CPI 保持增长（%）  图 47：预计 2020 年瓶装水行业收入超 2500 亿元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2015 年数据由估计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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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瓶装水将迎消费升级，看好天然矿泉水与功能性产品 

2.1. 天然矿泉水符合消费升级，主流换挡与高端化并行 

新国标规范包装饮用水名称，助力天然矿泉水发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

水》(GB19298-2014)自 2015 年 5 月 24 日开始实施。新国标适用于除天然矿泉水外

的包装饮用水，规定包装饮用水的名称应当真实、科学，不得以水以外的一种或若

干种成分来命名包装饮用水。因此，新国标实施后我国市场上瓶装水的名称只有三

种——天然矿泉水、饮用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如富氧水、离子水、矿物质水等名

称被取消。 

我国消费者对天然矿泉水与矿物质水的认识较为缺乏。前者取自天然的矿泉水源，

而后者多以城市自来水为生产用源水，再经过处理和矿化。因此天然矿泉水才符合

天然健康的消费诉求。受益于矿物质水的淘汰，天然矿泉水迎来发展机遇。 

天然矿泉水自然、健康，符合消费升级趋势。天然矿泉水取自地下矿泉，水源本身

就是珍贵的自然资源，须获得采矿许可证后才可开采，费时长且价格高。而纯净水

等来源于自来水、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相对较差，水源无稀缺性。从生产工艺看，

纯净水可采用蒸馏法、电渗析法、离子交换法、反渗透法或其他适当的水净化工艺，

其他饮用水还可适量添加食品添加剂，而天然矿泉水只允许加入或去除二氧化碳。

天然矿泉水含有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与微量元素，呈弱碱性适合人体。纯净水由于

生产工艺，通常不含矿物质与微量元素且呈弱酸性，不适宜饮用。因此，天然矿泉

水更符合健康的消费升级趋势。 

 

表 4：天然矿泉水自然健康 

种类 水源 矿物质 微量元素 PH 值  添加剂 

天然矿泉水 地下矿泉 有 有 碱性 二氧化碳 

纯净水 自来水、地表水、地下水 无 无 酸性 无 

其他饮用水 自来水、地表水、地下水 可能有 可能有 不确定 除甜味剂、香精香料或者其他食品配料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2.1.1. 主流换挡：天然矿泉水将成为瓶装水消费主流 

成熟市场中天然矿泉水占比高。根据日本矿泉水协会，2004-2015 年日本的瓶装水

产量中天然矿泉水一直占据 80%左右的比例，最低的 2008 年也占到了 79.3%，而最

高的 2014 年一度达到 88%。日本瓶装水市场中天然矿泉水占比高且稳定。 

作为全球天然矿泉水的起源地，欧洲的矿泉水市场最为成熟。在欧洲，瓶装水被分

为天然矿泉水、泉水和其他瓶装水三种。天然矿泉水来自于不受污染的地下泉，有

稳定的矿物质组合；泉水也有高品质标准，但相比矿泉水不需要稳定的矿物质平衡；

其他瓶装水来源于自来水、地表水、地下水，通常需要消毒，品质最低。根据 Canadean

的调查，2015 年欧洲 83%的消费者选择天然矿泉水作为饮用水，而选择泉水和其他

瓶装水的比例仅有 14%和 3%。在经济发达的欧洲市场，天然矿泉水已成为消费者

日常习惯的饮用水。从欧洲主要瓶装水生产国的产量看，最大的德国天然矿泉水占

到了 97.8%的产量，第二大的意大利几乎占到了 100%，第三的法国由于泉水产量较

大天然矿泉水占比为 54.4%，第四的西班牙天然矿泉水也占到了 93%的比例。总体

看来，欧洲瓶装水市场以天然矿泉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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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日本天然矿泉水占据 80%以上产量  图 49：欧洲 83%的消费者选择天然矿泉水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日本矿泉水协会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Canadean 

 

图 50：欧洲主要瓶装水生产国中天然矿泉水产量均占比高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Canadean 

 

天然矿泉水在我国已具备良好的消费基础，主流换挡势在必行。天然矿泉水由于自

然健康的属性是消费升级的必然方向。近年来我国消费者也逐渐开始以天然矿泉水

作为日常饮用水，根据《中国公众健康饮水蓝皮书》，日常饮用瓶装水的受访者中，

75%选择天然矿泉水作为日常饮用水，只有 25%选择纯净水作为日常饮用水。同时，

45%的受访者对天然矿泉水的主观定价为 3 元，这一价格高于农夫山泉（天然水）、

怡宝（纯净水）等主流非天然矿泉水的终端价，表现出消费者愿意为天然矿泉水支

付更高的溢价，对水的诉求已由解渴向健康、品质转变。受消费者对天然矿泉水的

了解与健康诉求不断增加，其已具备良好的消费基础，从其他饮用水到纯净水再到

天然矿泉水的主流换挡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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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5%的瓶装水饮用者选择天然矿泉水作为

日常饮用水  

图 52：45%的受访者对天然矿泉水主观定价为 3

元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中国公众健康饮水蓝皮书》，凯迪

数据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中国公众健康饮水蓝皮书》，凯迪

数据研究中心 

 

其他瓶装水向纯净水的升级已完成，下一步将向更健康的天然矿泉水换挡。在 2010

年以前，其他瓶装水（主要是矿物质水）占据了我国瓶装水市场的绝大部分；但从

2010 年开始，从其他瓶装水向纯净水的主流换挡开始。康师傅、娃哈哈等主打其他

瓶装水的品牌市占率持续下降，2010-2016 年间分别下降了 8.1 和 6.9 个 pct；而主

打纯净水的怡宝市占率上升了 6.4 个 pct，2016 年市占率已达到 9.6%，超过康师傅

和娃哈哈，标志着从其他瓶装水向纯净水的主流换挡已成熟。下一步，主流瓶装水

将从纯净水向更健康的天然矿泉水换挡。以主打天然矿泉水的景田为例，2013 年以

来其市占率从 1.9%上升至 2.6%，开始显现出提升趋势。我们认为，未来五年我国

瓶装水市场将会出现从纯净水向天然矿泉水的主流换挡趋势。 

 

图 53：其他瓶装水向纯净水换挡已完成，下一步将向天然矿泉水换挡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uromonitor 

 

我国天然矿泉水占比不到 30%，提升空间大。根据中国饮料工业协会，2007-2014

年我国天然矿泉水产量从 680 万吨增至 2144 万吨，CAGR 为 18%，呈中高速增长。

但这一增速低于我国瓶装水行业的整体增速，导致天然矿泉水在瓶装水中的占比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22 / 43 

[Table_PageTop] 行业深度报告 
 

有下滑。2009 年以来，天然矿泉水的占比一直低于 30%，而在欧美日等成熟市场中

天然矿泉水的占比一直高达 80%以上，且目前我国向天然矿泉水主流换挡的趋势已

开始体现。因此，天然矿泉水的占比有望大幅提升，对比成熟市场还有 2 倍左右的

市场空间。 

 

图 54：我国天然矿泉水占瓶装水产量比例不到 30%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国家统计局，中国饮料工业协会 

 

2.1.2. 高端化：消费升级动力强劲，高端水市场发展可期 

高收入群体占比上升，富裕家庭增长迅速。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与中位

数在 2012-2015 年间保持增长，且中位数占均值的比例持续上升，从 89.5%增至

93.4%。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改变，高收入的群体占比增加。根据波士顿

咨询，富裕家庭的数量在 2015 年和 2020 年达到 1000 万户和超过 2000 万户，增长

迅速且占比提升明显。我国收入结构的改变将为消费升级后的高端化产品提供强劲

的增长动力。 

 

图 55：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占均值比例上

升（元）  图 56：富裕家庭占比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CG（注：富裕阶层指家庭可支配

月收入在 24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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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意愿明显，瓶装水价格中枢上移。BCG 中国消费者信心调查显示，2010

年以来受访者中持消费升级意愿的比例高于持降级意愿的比例，且在大部分时期内

还高于持平的比例。根据《中国公众健康饮水蓝皮书》，消费者在购买瓶装水时最

看重的因素是水质（41%），其次是个人习惯（15%）、水源地（11%）、品牌（11%）、

口感（10%），价格（9%）只排在关注因素的第六位。更多的关注水质、水源地、

品牌，而对价格越来越不敏感，使高端水具备了发展的客观条件。在 2012-2014 年

间，瓶装水均价年增长率达到 6.4%，高于年均 2.5%的通胀率且排在贝恩调查的 26

类快消品中的第 6 位，瓶装水的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图 57：中国消费者消费升级意愿高  图 58：选购瓶装水时价格不是敏感因素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CG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中国公众健康饮水蓝皮书》，凯迪

数据研究中心 

 

图 59：2012-2014 年瓶装水均价年增长率高于年均通胀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AIN 

 

高端水与大众水市场差异化定位，众多中国企业开始跑马圈地。早期我国高端水市

场上主要是一些进口品牌，如法国的依云和巴黎水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进入中国

市场。相比大众水，进口高端水的护城河在于优质闻名的水源地，精美的包装以及

悠久的水文化。高端水定位于高端的消费群体，售价也远高于大众水 1-2 元的价格

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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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0：我国高端水市场早期主要为进口品牌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京东商城 

 

受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及高端水高利润率的吸引，近十年来众多国产高端水企业开始

跑马圈地。国产高端水主要来源于西藏冰川、青海昆仑山、长白山、广西巴马、新

疆天山等优质水源地，为高端品牌背书。而这些产品也多定位于消费能力较强的群

体，铺货集中在高档场所。高端水的消费在健康诉求的基础上，更多的是一种社会

地位的体现及身份的象征。 

 

图 61：高端水毛利率接近高端白酒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表 5：国产高端水企业纷纷跑马圈地 

高端水品牌 市场价 水源地 目标人群 销售渠道 上市时间 

巴马丽琅 10.6 元

/500ml 

广西巴马长绿山 30 岁以上，收入稳定，注重

生活品质的人 

高级饭店、酒店；机场，大、

中型超市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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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5100 11 元

/500ml 

西藏念青唐古拉山脉海拔

5100 米的原始冰川 

32 岁左右的"萌叔" 与中铁快运、国航等大机构

合作，赞助政府活动 

2007 

阿尔山 4.5 元

/500ml 

内蒙古阿尔山市五里泉、

白狼泉 

偏好美容瘦身的时尚女性和

处于亚健康状态白领们 

采用了代言人传播方式，抢

“健康水”的地盘 

2009 

昆仑山 5 元

/510ml 

青藏高原海拔 6000米昆仑

雪山 

都市新贵族，即年龄在 25-39

岁，都市新富人群 

销售渠道大众化，依托加多

宝的渠道优势，开展批发、

零售和即饮业务 

2009 

巴马泉 15 元

/500ml 

巴马县赐福村水源地 品位人士 依托统一集团进行全网营销 2013 

农夫山泉 35-40元

/750ml 

吉林长白山莫涯泉 追求品牌文化内涵的高知高

消费人士 

主要在高端超市、酒店等 2015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凤凰网 

 

高端水市场经过孕育期，或将迎来快速增长。2005-2010 年是我国高端水市场的孕

育期，大量国产高端水品牌在这一时期涌现，开始培育高端水市场。根据欧睿咨询，

2005-2010 年高端水销量的 CAGR 为 21%，高于同期大众水 13.6%的复合增速。而

根据尼尔森的数据，2014 年高端水的增长在 46%-50%，低端水只有 11%-12%的增

长率。从高端水企业来看，国外老牌高端水品牌依云在国内零售终端的销量从 2007

年的 14.9 百万升增长到 2016 年的 63.3 百万升，CAGR 达到了 17%。而国内新兴的

高端水品牌昆仑山更是在 2009 年上市后爆发式增长，销量从 3.6 百万升猛增至 214

百万升，CAGR 高达 79%。随着 2016 年高端白酒市场的复苏，大众消费者对高端

产品的消费能力已充分体现。我们认为同样定位于社会地位、身份标识的高端水，

也将充分受益于大众消费升级的推动而迎来快速增长。 

 

图 62：2005-2010 年是高端水市场的孕育期（千吨）  图 63：高端水品牌销量增长迅速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欧睿咨询（注：高端水定义为零售

价通常不低于 5 元/500ml）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uromonitor 

 

2.2. 瓶装水功能化趋势显现，气泡水增长潜力可期 
在成熟的瓶装水市场中，除矿泉水占比高、高端水市场相对发达外，另一个特点是

细分产品丰富，发展出如气泡水、母婴水、医疗矿泉水等功能性产品以迎合不同消

费需求。目前，我国瓶装水市场种类单一，仍以满足基础的解渴需求为主，功能性

瓶装水市场处于空白。在众多功能性产品中，气泡水在保留气泡口感的同时符合低

糖低热量的健康诉求，是碳酸饮料理想的替代品，我们认为其在中国市场具有良好

的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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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气泡水市场最成熟，部分国家已养成消费习惯。作为最成熟的瓶装水消费市场，

欧洲的气泡水市场相对成熟，消费者众多。在欧洲，有 40%的消费者更偏好饮用气

泡水。而在主要的瓶装水生产国中，德国由于饮用充气矿泉水的传统，气泡水产量

占比达到 78%。在意大利和法国，气泡水的产量占比也有 33%和 18%。 

图 64：欧洲 40%的消费者偏好气泡水  图 65：欧洲主要瓶装水生产国中气泡水占比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Canadean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Canadean 

 

2010 年开始美国气泡水市场进入高速增长期，成为碳酸饮料替代品。2000-2009 年，

美国气泡水的销量增长较慢，增速低于瓶装水行业整体。出于对健康和绿色生活方

式的追求，美国消费者逐渐转向饮用低热量的饮料，碳酸饮料行业逐年下滑，天然

气泡水因此受益。气泡水在保留碳酸饮料气泡口感的同时，又不添加人工甜味剂，

符合低糖低热、天然健康的理念。2009-2015 年美国气泡水的销量从 202 百万加仑

增至 424 百万加仑，CAGR 为 13.1%，高于同期瓶装水行业 5.6%的复合增速，是增

长最快的细分品类。同时，气泡水的市场占比不断上升，从 2.4%增长到 3.6%。 

 

图 66：美国气泡水市场 2010 年以来增长迅速  图 67：美国气泡水销量占瓶装水比例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MC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MC 

 

气泡水在日本市场迅速普及，消费者集中在年轻群体。根据三得利的市场调查，2006

年有过气泡水饮用经历的受访者占比只有 19%，至 2010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 61.2%，

气泡水在日本市场迅速流行。有 65%的受访者是出于想喝碳酸饮料但同时又考虑到

健康因素因而选择气泡水。从消费群体来看，20-29 岁年龄段最近一年饮用过气泡

水的比例最高（29.4%），而 30-39 岁年龄段有过气泡水饮用经历的比例最高（50%）。

40-49 岁在饮用过后通常选择不再饮用气泡水（一年以前占比高于最近一年），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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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未饮用的比例则超过 70%。总体看来，气泡水的消费群体集中在 20-49 岁，尤其

是 20-29 岁年龄段将是未来的气泡水消费主力。 

图 68：日本具有气泡水饮用经历受访者占比上升  图 69：日本气泡水饮用者多为 20-39 岁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三得利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三得利 

 

气泡水单价高，主要定位于年轻、富裕的消费群体。欧睿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气

泡水的零售价格约为 30 元/升，而瓶装水整体的零售价格为 3.3 元/升，仅为气泡水

的 1/10 左右。由于单价高，气泡水与高端水同样属于小众市场，主要定位于年轻富

裕的消费群体。根据英敏特在 2014 年对 20 到 49 岁间共 2941 个受访者的调查结果

显示，在过去半年中有 50%的人都消费过气泡水，表明气泡水在年青一代中接受程

度高。同时，气泡水在家庭月收入超过 1.6 万元的人群中渗透率达到 39%，这一比

率高于整体的 29%。 

 

图 70：气泡水单价接近瓶装水整体 10 倍（元/升）  图 71：气泡水在高收入群体中的渗透率更高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uromonitor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Mintel 

 

中国气泡水市场处于发展初期，规模尚小成长空间大。气泡水进入中国市场有近 20

年的时间，但一开始主要在高端餐饮、进口超市等渠道流通，主要客户也是在华居

住的外国人。根据欧睿对零售终端的统计，2016 年我国气泡水销量占瓶装水市场的

比例不到万分之一，远落后于成熟的欧洲市场以及后起的美日等国家，还有巨大的

成长空间。 

千禧一代消费能力强，推动气泡水高速增长。千禧一代指 1985-1995 年出生的一代

人，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期且多为独生子女，大多数已开始工作。借鉴气

泡水在美国和日本市场的发展经验，基于以下三点，我们认为千禧一代将是气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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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主要推动群体：第一，千禧一代受教育程度高、具有个性，容易接受新奇的

事物。中国的千禧一代成长于高考扩招之后，大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出国留学的

机会也较多，因此思想相对开放。且独生子女的环境造就了其个性化、追求时尚的

一面，因此他们乐于接受新奇的事物，尤其是气泡水等西式产品。第二，千禧一代

物质生活相对富足，具备极强的消费能力。千禧一代目前多数已开始工作，具备自

己的收入，且大部分作为独生子女能够很大程度上转移其父母的购买力。同时，千

禧一代的消费观念发生改变，不再是传统的性价比追随者，愿意以较高的支付购买

自己喜欢的商品。第三，千禧一代注重生活品质，追求健康。千禧一代多为碳酸饮

料的拥趸，但当其成年后也开始注重生活品质，拥有较高的健康诉求。气泡水保留

了碳酸饮料的口感，又具有零糖零热量的优点，是碳酸饮料的理想替代品。 

我国气泡水迎来快速增长，千禧一代将推动市场继续扩容。从 2013 年开始，我国

气泡水市场进入高速成长期。根据欧睿对零售终端的统计，气泡水的销量从 2012

年的 10 万升增长到 2016 年的 120 万升，CAGR 达到 86%；气泡水的销售规模从 2012

年的 180 万元增至 2016 年的 3600 万元，CAGR 高达 111%。不管是销量还是销售

额的增速均远高于瓶装水行业整体。目前我国气泡水市场份额仍极低，参考美国和

日本市场仍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受益于千禧一代的推动我们认为气泡水的高速增

长还将持续。 

 

图 72：2013 年开始气泡水销量快速增长  图 73：2013 年开始气泡水市场规模快速扩容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uromonitor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uro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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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瓶装水集中度提升空间大，消费升级推动行业洗牌 

我国瓶装水市场集中度远低于成熟市场。2016 年中国瓶装水市场份额的前五家公司

分别是怡宝（9.6%），农夫山泉（8.8%），顶新国际（6.5%），娃哈哈（6.1%）和可

口可乐（5.4%）。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我国瓶装水行业的集中度明显偏低。在瓶

装水行业最成熟的欧洲，法国、意大利、德国的 CR3 分别为 65%、53%、41%；在

日本和美国市场中，CR3 也达到了 53%和 40%。而我国瓶装水市场的 CR3 仅为 25%，

对比成熟市场，我国瓶装水行业的集中度还要较大的提升空间。 

 

图 74：中国瓶装水市场 CR5 为 36%  图 75：中国瓶装水市场集中度远低于发达国家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uromonitor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uromonitor 

 

我国瓶装水行业可根据定位差异分为四个梯队。根据定位，第一梯队是进口和国产

的高端天然矿泉水，售价基本在 5 元/500ml 以上，主要包括依云、巴黎水、西藏 5100、

昆仑山等品牌，这一梯队的企业通常规模较小但增长迅速。第二梯队是大众天然矿

泉水品牌，最典型的代表是景田百岁山，这一梯队的产品多定位于 3-5 元，近两年

增长较快，是未来主流换挡的方向。第三梯队是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中相对高端的

产品（如天然水），代表是怡宝和农夫山泉这两个目前国内市场份额最高的品牌。

第四梯队则是 2010 年之前的主流产品，主要是康师傅、娃哈哈等主打矿物质水的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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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中国瓶装水行业的主要品牌的定位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消费升级推动行业洗牌，一二梯队的市占率有望提升。从 2010 年开始的消费升级

使行业进入了第一轮洗牌。第四梯队中的康师傅和娃哈哈的市占率均大幅下滑 6%

以上。而第三梯队中的怡宝和农夫山泉的市占率均出现明显上升，市占率均接近

10%，成为目前我国瓶装水市场体量最大的两个品牌。第二梯队尤其是第一梯队目

前基数较小，但近年来维持较快的增长。 

我们认为向大众天然矿泉水和高端水的消费升级将导致行业的第二轮洗牌，一二梯

队中品牌的市占率有望大幅提升。一方面，原本处于一二梯队的品牌如景田百岁山、

昆仑山等的销售快速增长，从而带动市场份额的上升；另一方面，目前市场份额处

于领先的第三梯队中的企业，如怡宝、农夫山泉均开始开拓自身的矿泉水业务以迎

合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农夫山泉在 2015 年推出了三款矿泉水产品，分别是玻璃瓶

装、运动盖装和婴幼儿水，水源地均来为长白山莫涯泉；怡宝则收购了加林山，从

原本单一的纯净水业务拓展到矿泉水业务上。 

 

图 77：第四梯队市占率大幅下降（%）  图 78：第三梯队成为目前的主流（%）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uromonitor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uro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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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一二梯队近年来增长迅速（%）  图 80：怡宝和农夫山泉开拓矿泉水业务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uromonitor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4. 主要瓶装水公司分析 

4.1. 雀巢：聚焦核心品牌，高端气泡水和大众水双轮驱动 
雀巢优势区域在发达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雀巢是全球最大的瓶装水生产商，2015

年其 28.5%的收入来自于美国市场，第二大的中国市场占比仅有 8%，与第一差距较

大。且在雀巢最大的六个市场中，4 个是发达国家市场。因此，雀巢主要的优势区

域在发达市场尤其是美国。根据欧睿对零售端的统计，2016 年雀巢占据美国瓶装水

市场 25.2%的份额，远领先于第二的可口可乐。作为雀巢最大的销售国，美国瓶装

水市场的稳定增长为雀巢的水业务提供了发展机会。 

 

图 81：雀巢接近 30%的收入来自美国  图 82：雀巢在美国瓶装水市场领先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loomberg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uromonitor 

 

雀巢在 1969 年收购了法国伟图矿泉水品牌，标志着公司正式进入矿泉水领域。90

年代雀巢陆续收购了巴黎水和圣培露两个天然气泡矿泉水国际品牌，并推出了雀巢

优活这一大众品牌。此后公司还进行了一系列并购与新品推出。但从 2014 年开始，

雀巢的水业务部门停止收购，并剥离一些非核心的小品牌以专注于法国国内品牌和

国际品牌，雀巢旗下的瓶装水品牌从 63 个减少到 52 个。目前，雀巢的核心国际品

牌有三个，其中巴黎水和圣培露定位高端，雀巢优活则定位于大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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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雀巢瓶装水业务的发展历程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官网 

 

雀巢水收入稳定增长，非核心品牌剥离后利润率上升。雀巢水（Nestle waters）是

雀巢旗下独立运营的水业务公司。2008-2009 年受全球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其

收入出现下滑。但 2010 年以来，受益于主要的美国市场稳定增长，雀巢水的收入

一直保持增长趋势，年均有机增长为 4.9%。这主要是由销量推动，2010-2016 年雀

巢水公司销量所致营收变动为年均 4.7%，而价格所致营收变动仅为年均 0.3%。受

益于剥离非核心的小品牌而聚焦于盈利能力强的核心品牌，雀巢水经调整营业利润

率从 2014 年的 9.7%上升至 2016 年的 11.9%，增长明显快于剥离前。 

 

图 84：雀巢水收入保持稳定增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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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雀巢水收入增长由销量推动  图 86：雀巢水经调整营业利润率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loomberg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loomberg 

 

雀巢拥有三个核心的国际品牌：巴黎水、圣培露和雀巢优活。雀巢水拥有的品牌根

据定位的不同覆盖了全价位段，并且含有国际品牌、泛区域性品牌和地方性品牌，

但最核心的品牌是巴黎水、圣培露和雀巢优活。雀巢优活定位低端，属于其他饮用

水类。作为大众品牌，其覆盖范围广，销量巨大。基于其定位，雀巢优活在传统渠

道和现代渠道均有销售，还开展了配送业务。巴黎水定位高端，是全球天然气泡矿

泉水的领导品牌，主要在现代渠道及一些相对高档的休闲场所销售。圣培露与巴黎

水同样是天然气泡矿泉水，但定位更高，由于口感属性主要在高端餐饮渠道销售。 

 

表 6：雀巢核心的三个国际品牌 

品牌 商标 定位 介绍 主要渠道 

雀 巢 优 活

(Pure Life) 

 

定位低端 旨在以合理的价格迎合全球对安全饮

用水的需求，并且具有好的味道。是

世界最大的瓶装水品牌之一，在五个

大洲共 40 多个国家销售。 

覆盖除高端零售外的其

他零售渠道，桶装满足办

公室和家庭配送的需求 

巴 黎 水

(Perrier) 

 

定位高端 拥有独特的矿物质与气泡平衡，全球

天然气泡矿泉水领导品牌。气泡感强

烈，适合休闲的消费场景。 

超市和便利店等现代零

售渠道，咖啡店、酒吧等

较高端的消费场所 

圣 培 露

(S.Pellegrino) 

 

定位高端 来源于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盐度、酸

度和气泡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气泡感

相对柔和，适合佐餐饮用。 

高端餐饮渠道，世界顶级

餐厅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官网 

 

雀巢在天然气泡水市场强势发力。巴黎水是雀巢布局最广泛的品牌，在全球 140 个

国家销售。在许多发展中市场，饮用巴黎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根据欧睿，2015

年巴黎水销量达到 562 百万升，在全球的气泡水品牌中保持领先，且维持 6.6%的较

高增速。而雀巢的另一品牌圣培露也有 339 百万升的销量，增速接近 3%。2014 年

雀巢开始剥离旗下非核心的小品牌，在巴黎水和圣培露上投入更多费用以实现两个

品牌的全球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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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雀巢在气泡水市场中优势地位明显  图 88：雀巢优活销售量全球第二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uromonitor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uromonitor 

 

雀巢优活在美国和新兴市场增长较快。雀巢优活是雀巢旗下销售量最大的瓶装水品

牌，覆盖美国市场和新兴市场，在成熟的欧洲市场几乎没有布局，是一款低端的泛

全球性产品。该品牌是一种多水源地的水，适应当地的口味是该品牌的一大卖点，

且主要满足基础的饮水需求，因此有办公室和家庭配送业务。2015 年雀巢优活零售

端销量为 6456 百万升，排名第二，受益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增速接近 5%。 

 

4.2. 达能：新兴市场推动增长，构建国际与地方品牌双层体系 
新兴市场是达能优势区域。2015 年达能生产瓶装水 260 亿升，是全球第二大瓶装水

生产商。公司 2016 年的收入中超过 40%来自亚太、拉美、中东和非洲市场，再加

上独联体中的部分国家，达能有超过 50%的收入来自于新兴市场。亚洲市场是全球

最大的新兴市场，在亚洲瓶装水市场中，达能占据 16.4%的市场份额，处于领先地

位。 

 

图 89：达能来自新兴市场的收入占比高  图 90：达能在亚洲瓶装水市场处于领先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loomberg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Euromonitor 

 

新兴市场推动达能瓶装水业务快速增长，量价齐升利润率稳定。新兴市场是全球瓶

装水市场乃至食品饮料行业增长最强劲的地区，2013 年以来达能在亚太、拉美、中

东和非洲市场的收入增速在 8%左右，高于欧洲市场以及北美和独联体市场的增速。

由于充分享受了新兴市场快速发展的红利，达能的瓶装水业务收入在金融危机前后

均有较高的增速，2010-2016 年达能瓶装水的年均有机增长达到 9%，高于雀巢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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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增长。 

 

图 91：达能在新兴市场的收入增速高  图 92：2010 以来达能瓶装水业务收入快速增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loomberg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loomberg 

 

2010 年-2016 年，达能的瓶装水业务量价齐升，销量所致营收变动为年均 6.4%，价

格所致营收变动为年均 2.7%。一方面，新兴市场扩张更快，所以达能的销量增速高

于雀巢；另一方面，达能的价格上升，而雀巢的水业务仅由销量增长推动。达能调

整后的营业利润率近两年有所下滑，2016 年与雀巢接近。 

 

图 93：达能瓶装水业务量价齐升  图 94：达能调整后营业边际较高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loomberg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Bloomberg 

 

依云（evian）、富维克（Volvic）和波多（Badoit）是达能的三个领先的国际品牌，

主要覆盖欧洲和美日等发达市场，在新兴市场也有少量的销量。其中依云和富维克

是天然矿泉水顶级品牌，波多是天然气泡水品牌。同时，达能还在世界各地多个市

场拥有地方性的领导品牌，包括印度尼西亚的 Auqa、墨西哥的 Bonafont、阿根廷的

Villa del Sur、西班牙的 Fontvella 等。其中印度尼西亚（瓶装水消费量全球第四）和

墨西哥（瓶装水消费量全球第三）都是典型的瓶装水消费量巨大的新兴市场，Auqa

和 Bonafont 在两个市场中分别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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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达能的瓶装水品牌分为国际品牌和地方品牌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官网 

 

表 7：达能的代表性瓶装水品牌 

分类 品牌 定位 介绍 主要渠道 

国 际 领

先品牌 

依云（evian）  
顶级天然

矿泉水 

在 143 个国家和地区有售。经过 15 年

的天然过滤，矿物平衡达到 309mg/L。

依云的低钠含量和独特的矿物均衡使

其非常适合婴儿使用。 

主要在高档餐饮和商超、

便利店等现代渠道销售 

富维克（Volvic）  
顶级天然

矿泉水 

富维克天然矿泉水透过六层火山岩层

天然过滤，成分纯度稳定。至 2001 年，

富维克矿泉水已经在 65 个国家里销

售，每年的销售量达到 10 亿升。 

现代渠道 

波多（Badoit） 
高端气泡

水 

波多产生的气泡比一般的同类产品更

加细腻，给人带来的口感也更柔顺，

多用于西餐中的佐餐水。 

餐饮渠道，尤其是高档餐

饮 

地 方 领

导品牌 

Aqua 

印度尼西

亚领先品

牌 

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瓶装水品牌，也是

全球产量最高的瓶装水品牌。2014 年

产量达到 110 亿升（占达能瓶装水产

量 40%以上）。 

多种零售渠道，桶装进行

办公室和家庭配送。 

Bonafont 
墨西哥领

先品牌 

1992 年创立，墨西哥国内销售第一的

瓶装水品牌，第二受欢迎品牌。

2007-2011 年五年实现销售翻倍。 

多种零售渠道，桶装进行

办公室和家庭配送。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官网 

 

依云定位高端，在中国市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依云水源来自于阿尔卑斯山脉，

历经多年天然过滤和冰川岩层矿化，未经过任何化学处理，矿物含量均衡，水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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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就被法国当局保护。同时依云矿泉水的钠含量低，含有均衡的矿物成分，特

别适合母亲和婴儿饮用。 

 

图 96：依云矿泉水成分  图 97：依云矿泉水的三个系列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天猫商城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天猫商城 

 

1986 年依云矿泉水进入中国市场。目前，依云矿泉水在中国主要有 PET 瓶、玻璃

瓶、纪念瓶三个系列。依云作为高端进口水的领先品牌，一直锁定一线城市的高端

受众，定位于成功人士和白领阶层，主要在较高端的现代零售渠道和高档餐饮渠道

销售。相对中国的同类型产品，依云矿泉水的价格处于较高位臵。 

 

4.3. 怡宝：地域扩张造就行业龙头，顺应时代进军天然矿泉水 
1990 年，华润怡宝在国内率先推出纯净水，是国内最早的纯净水企业，也是国内最

早专业化生产和销售瓶装水的企业之一。其销量多年在广东省位列第一，近年来受

益于外阜市场的开拓，迅速成长为中国瓶装水行业的龙头。 

 

图 98：华润怡宝发展历程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官网 

 

华润怡宝旗下怡宝水产品专注于生产饮用纯净水，有多种规格。其中小瓶装适合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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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携带饮用，中瓶装适合运动人群，大瓶装适用于办公室与家庭配送。 

 

表 8：怡宝瓶装水产品规格 

类别 350ml 555ml 1.555L 4.5L 5 加仑 

用途 随身携带 随身携带 运动 家庭或办公室饮用 家庭或办公室饮用 

产品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天猫商城 

 

打破地域跻身全国品牌，拉动业绩快速增长。2007 年怡宝销量突破 100 万吨，在成

为广东地区的瓶装水领导品牌后，开启全国化进程。2008 年公司江门新厂投产，为

全国化提供了充足产能。在 2007-2014 年间，怡宝除不断加固自身在广东市场的领

先地位外，还逐步扩张到邻近的广西、福建市场，成为华南地区的领导品牌。更重

要的是公司全国化布局，在省外建立起了湖南和四川两大核心市场，同时在江苏实

现了快速增长，北方则重点布局了北京为代表的华北市场。怡宝从一个地方性品牌

转变为了全国性品牌。受益于地域扩张，公司业绩也出现高速增长。怡宝销量从 2007

年的 107 万吨增长至 2014 年的 656 万吨，七年间的 CAGR 达到了 29.5%；而怡宝

的销售额从 2007 年的 9.59 亿港元增至 2014 年的 98.9 亿港元，CAGR 高达 39.6%，

实现了长期且高速的增长。 

 

图 99：怡宝销量快速增长  图 100：怡宝销售额快速增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公告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公告 

 

进军矿泉水市场，扩展产品线。怡宝主营纯净水，产品单一，价格较低。面对消费

升级和中高端矿泉水的市场冲击，2010 年华润怡宝收购加林山矿泉水。加林山是珠

海瓶装水领先品牌，主营“加林山”和“永隆”两个品牌的矿泉水、蒸馏水、纯净

水，并覆盖了广州、东莞、江门、佛山等重点市场。收购加林山后，华润怡宝将改

变单一的纯净水业务，有助于扩大其市场范围，增加矿泉水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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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农夫山泉：跟进高端天然矿泉水市场 

农夫山泉是中国饮料 20 强之一，专注于研发、推广饮用天然水、果蔬汁饮料、特

殊用途饮料和茶饮料等各类软饮料。公司总部位于浙江杭州，1996 年第一个生产基

地在千岛湖动工。农夫山泉拥有八大优质水源地，通过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将各

产品分销至全国各地。 

 

图 101：农夫山泉发展历程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官网 

 

图 102：农夫山泉八大水源地  图 103：农夫山泉产品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官网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农夫山泉传统瓶装水产品为饮用天然水，具备多种规格以满足消费者各种需求。

2015 年公司推出三款新品：农夫山泉天然饮用水（婴幼儿）、农夫山泉学生天然矿

泉水和农夫山泉玻璃瓶高端矿泉水。其中，玻璃瓶高端矿泉水的包装设计历时三年，

邀请了 3 个国家 5 家设计事务所进行创作，经历了 50 余稿、300 多个设计。时尚化、

高端化的品牌策划使农夫山泉的高端产品在饮用水本土市场上占据一席，而其他两

款产品精准定位“安全、天然、健康”的消费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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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泉阳泉：天然矿泉水区域龙头，全国扩张蓄势待发 
泉阳泉拥有丰富的优质水源，开采规模迅速攀升。泉阳泉主要生产和销售长白山天

然饮用矿泉水，而长白山是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地之一，为公司提供了优质水源。泉

阳泉在长白山核心区拥有 5 处优质矿泉水源，许可年生产规模达到 83 万立方米。

其中泉阳泉、峡谷泉和长白山天泉为优质偏硅酸型矿泉水，世稀泉和仙人泉为复合

型天然矿泉水，目前泉阳泉、世稀泉和峡谷泉已投产，长白山天泉和仙人泉已开工

建设。2011-2015 年，由于天然矿泉水行业发展迅速，泉阳泉需求量上升，公司的

矿泉水开采规模从 11.2 万立方米快速增长至 39.2 万立方米，CAGR 达到了 37%。 

 

图 104：2011-2015 年泉阳泉开采规模迅速上升  图 105：泉阳泉收入快速增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公告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公告 

 

图 106：泉阳泉净利润爆发式增长  图 107：泉阳泉净利率与毛利率快速提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公告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公告 

 

需求增加拉动收入快速提升，成本下降带动利润爆发式增长。由于天然矿泉水符合

消费升级的趋势，需求不断攀升，泉阳泉的收入快速增长，从 2014 年的 2.6 亿元增

加至 2015 年的 3.2 亿元再增至 2016 年上半年的 2 亿元，其中 2014 和 2015 年的增

速分别为 51%和 23%。而公司的净利润更是出现爆发式增长，从 2014 年的 3000 万

增至 2015 年的 5000 万再到 2016 年上半年的 5300 万，其中各阶段的增速分别高达

113%、68%和 132%。2014 年以来，泉阳泉的毛利率和净利率都明显上升，分别提

升了 11.8 和 14.6 个 pct，主要是受益于 PET 瓶等原材料的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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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阳泉产品线丰富，满足各类消费者需求。泉阳泉的矿泉水分为传统产品系列、细

分产品系列和高端产品系列。其中传统产品系列包含了 350ml 至 18.9L 多种规格，

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饮用水用途；细分产品包含母婴用水和美容喷雾等定位于

精确消费群体的产品；高端产品则包括了气泡水和泡茶专用水等高附加值产品。 

 

表 9：泉阳泉产品线覆盖种类齐全 

类别 产品 规格 包装 价格 定位  

传统 

矿泉水产品 

普通装 600ml 

 

2 元/瓶 运动便携 

家庭装 3L 

 

9 元/瓶 适用于家庭日常用水 

细分 

矿泉水产品 

母婴专用 2L 

 

15 元/瓶 母婴用水、婴儿辅食用水 

美容喷雾 150ml 

 

58 元/瓶 补水护肤，年轻女性 

高端 

矿泉水产品 

气泡水 330ml 

 

14 元/瓶 高端复合含气矿泉水 

语茶观水 3L 

 

80 元/瓶 泡茶专用水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互联网公开信息 

 

从大包装桶装水切入市场，未来将依靠桶装水与瓶装水双轮驱动。相比小规格的瓶

装水市场，针对办公室与家庭用水的大规格桶装水市场竞争相对缓和。桶装水缺少

全国性品牌，呈现地域性强的特点，大多数是以当地水源为主导的区域性品牌，且

多以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为主。 

泉阳泉前期主要布局东北大本营市场，从竞争相对缓和的大规格桶装水市场切入，

其桶装水销售收入占到 90%以上。并且其天然矿泉水的定位也高于大部分桶装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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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具有品质优势。近年来，在整体收入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泉阳泉瓶装水收入占

比提升，增长比桶装水更快。未来，泉阳泉将形成桶装水和瓶装水双轮驱动的格局。 

一方面，泉阳泉通过桶装水抢占家庭用水市场，以供水站为切入点，培养了大量品

牌忠诚度高的用户，并着手对桶装水市场进行整合，建立与大客户的合作。另一方

面，泉阳泉未来将发力小规格瓶装水，通过桶装水建立起来的品牌形象与消费群体

带动瓶装水的销售增长，并且将在异业合作中大量推广瓶装水来布局全国市场。 

 

图 108：泉阳泉以桶装水为主，瓶装水增长更快  图 109：泉阳泉销售人员全国布局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公告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公司公告 

 

深耕东北大本营市场，大力开拓华北市场，开始布局全国市场。泉阳泉在东北地区

矿泉水市场占有率第一，并开始布局外阜市场，准备进军全国。目前，泉阳泉有销

售人员 751 名，其中接近 80%在东北地区，15%在华北地区，4%在华东地区。相应，

以北京为代表的华北市场将是泉阳泉主要发展的外阜市场，其次是以上海为代表的

华东市场，主要以合作模式展开，再次是其他地区的二线城市。 

在泉阳泉的销售区域战略中，第一是要深耕吉林和辽宁市场，彻底打开黑龙江市场，

在巩固桶装水市场的同时发力瓶装水市场，扩大在东北地区的领先优势；第二是要

深度挖掘京津为主的华北市场，快速布局，依托桶装水建立的优势开拓瓶装水市场，

带动业绩快速增长；第三是要完成对全国主要二线城市的布局，利用优势的桶装水

站稳脚跟，最终实现区域品牌向全国品牌的转变。 

同业整合与异业合作并进，加速泉阳泉全国化进程。一方面，泉阳泉通过整合体量

相当的地方性品牌以实现快速的全国化扩张，建立完善的全国网络。另一方面，泉

阳泉与中石化合作开拓外阜市场，准备进驻其 28000 余家超市，依靠瓶装水实现突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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