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Economics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新媒体时代下宠物消费的商业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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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国际市场,全球宠物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快速进程,而东亚地区市场商业模式尚未完全
成熟,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行业乱象与社会问题。本文针对宠物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痛点,提出促进该行业规
范、健康发展的创新宠物消费商业模式,深入挖掘市场和用户需求,顺从市场的差异化、标新化潮流趋势,
创新独具特色的运营模式。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创新宠物消费商业模式以解决当下“宠物难养”
“就业困
难”等一系列问题。构建新型养宠、驯宠模式,为宠物消费发展创造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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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Pet Consumpt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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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out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global pet economy is in a rapid process of vigorous
development, while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East Asian market is not fully mature, resulting in a variety of
industrial chaos and social problems. Aiming at the pain point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et econom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ve pet consumption business model to promote the standar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deeply excavates the market and user needs, obeys the market differentiation and
standard innovation trend, and innovates the unique operation model.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media era, the
business model of pet consumption should be innovated to solve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 pet
maintenance" and "difficult employment". To build a new model of pet raising and training to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t consumption.
[Key words] new media; pet consumpti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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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线下业态,渗透率都大幅反弹,在
未来线下业态的渗透率还会持续性提
升。同时,宠物主健康意识一直在提升,
宠物每年都需打疫苗,未来宠物医疗的
市场空间还很大。由此可见,线下宠物实
体店拥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3 新媒体时代下宠物消费的可
行创新商业模式
新式宠物消费商业模式将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以下以图解与文字结
合的形式展示本项目的可行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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