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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产品和服务的实用功能，消费者在追求自我表达中越
来越关注品牌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新奇体验。融入中国元素
是最近期且最瞩目的趋势，这与消费者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
自信心的提升息息相关。消费者对品牌线下或线上活动、甚
至广告中的文化相关参与都展现出极大兴趣，并期待将其予
以现代化的语境进行呈现。”
– 甘倩，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
•
•

偏好的文化风格
产品和广告适用的文化风格
提升品牌形象的活动
文化相关活动的参与度
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因素
对生活方式中文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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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国潮” 首次出现在中国时尚界之后，从食品、美容到科技产品，中国元素在多个领域逐渐普及。在民族自豪感
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文化自信心的推动下，消费者对蕴含本国文化元素的产品和服务展现极大的兴趣和支持。文化不再
是仅限于纯粹的艺术话题，而是越来越多地作为强有力的创新策略应用到商业中，从而与目标消费者建立联系。
本报告探讨了消费者对文化营销的态度，涵盖其在娱乐和消费上偏好的文化风格。为了帮助品牌打造行之有效的文化营
销策略，本报告也探究了消费者线上、线下参与文化活动的情况，有助于提高品牌好感度的企业文化，消费者对生活方
式中文化的态度以及吸引消费者参与的营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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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平台上宣传文化故事
现状
启示
数据13: 姚建萍的故事和苏绣作品
在产品设计中采用深度文化表达
现状
启示
数据14: 毛戈平故宫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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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疫情爆发，消费者的线上文化参与情况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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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兴趣在娱乐和消费方面飞涨
消费者期待营销内容中有更多现代表达
线下营销和线上广告同等重要
深度品牌文化营销在消费者强烈兴趣的支持下具有巨大潜力
“有社会责任感”在提升企业文化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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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的文化风格
从娱乐和消费两个角度，消费者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兴趣大增
数据21: 生活各个方面偏好的文化风格，2020年
传统经典风格对年长一代更具吸引力
数据22: 音乐和影视方面偏好的文化风格（按年龄区分），2020年11月
低线城市消费者对亚文化的喜爱程度较高
数据23: 服饰方面偏好的文化风格（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11月
高收入消费者期待更多反映文化的休闲和外出餐饮体验
数据24: 酒店/餐厅方面偏好的文化风格（按家庭月收入区分），2020年11月

产品和广告适用的文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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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内容更期待现代的表达
数据25: 产品和广告适用的文化风格，2020年11月
产品创新中独有的中国元素对瞄准年轻人最有效
数据26: 基于产品适用文化风格的消费者细分（按年龄区分），2020年11月
一致的亚文化营销理念在低线城市更奏效
数据27: 广告适用的部分文化风格（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11月
Z世代的注意力不再聚焦于动漫/二次元
数据28: 广告适用的部分文化风格（按年龄区分），2020年11月

提升品牌形象的活动
线下营销和线上广告同等重要
数据29: 提升品牌形象的活动，2020年11月
代言和产品植入能更有效地吸引较年轻的消费者
数据30: 线上广告活动（按年龄区分），2020年11月
三线及以下城市消费者对快闪店和粉丝见面会的兴趣与一线城市相一致
数据31: 线下活动（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11月
IP联名限量款带来的独占性拥有广泛受众
数据32: 提供限量版（按年龄区分），2020年11月

文化相关活动的参与度
深度品牌文化营销在消费者强烈兴趣的支持下具有巨大潜力
数据33: 文化相关活动的参与情况，2020年11月
品牌餐厅和博物馆有助于建立与家庭的情感联系
数据34: 线下文化相关活动的参与情况（按家庭结构区分），2020年11月
文化活动数字化有效吸引低线城市的消费者
数据35: 文化相关活动的参与情况（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11月

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因素
“有社会责任感”在提升企业文化好感度中排名第一
数据36: 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因素，2020年11月
Z世代期待国产品牌走向国际化的同时仍保持亲民形象
数据37: 企业文化建设的部分影响因素（按年龄区分），2020年11月
以客户为导向和亲民有助于吸引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消费者
数据38: 企业文化建设的部分影响因素（按城市级别区分），2020年11月

对生活方式中文化的态度
民族自豪感显著提高
数据39: 对生活方式中文化的的态度，中国，2020年11月
中等收入的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对中国文化体验的追求最为活跃
数据40: 态度变化（按家庭月收入区分），2020年11月
时代文化元素带来的认同感对Z世代很重要
数据41: 购买原因（按年龄区分），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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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2: 耐克SB Dunk Low Pro QS
潮流和地域文化特色在低线城市更受青睐
数据43: 消费者期待（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11月

附录
附录——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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