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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旅游产品品质与价格的平衡

“自然风光将成为推动周末消费的

• 负责任消费

主要引擎。新冠疫情后，消费者

• 消费者保护措施——如卫生措施、隐私保护等
• 自我提升和情绪健康
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国内游客人次较2019年锐减了52.1%。不过，主要节假日的游客
数量显示，消费者正在逐步回归旅游度假。尽管大众对旅游保持兴趣，但度假消费不
会迅速回弹。相比非必需品，消费者优先考虑长期和紧急的开支需求。

更渴望利用休闲时光亲近自然。
性价比和负责任的消费能吸引大
众参与旅游度假。对Z世代来
说，平价亲民变得越来越重要。
相比价格因素，旅游预算更高的
亲子家庭更看重负责任消费，相
关主题活动能吸引高预算的亲子
游客。”
– 赵凌波，高级研究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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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途游仍是市场复苏动力
数据 3: 旅游参与情况，2020年12月
• 中低收入消费者推动了度假出租屋的热度
数据 4: 各类休闲旅游住宿的使用情况，2020年12月
• 高端酒店优势源自非价格因素，价格便宜是度假出租屋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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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9岁女性的休闲旅游预算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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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质与价格间的明智取舍
数据 7: 旅游产品购买的关键因素，2020年12月
• 传统的OTA渠道适合推广高端产品
数据 8: 对不同销售渠道的看法——对应分析，2020年12月
• 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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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最全面、客观和可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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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与洞察
• 搭乘旅游度假趋势，定位Z世代游客
•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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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9: 影响Z世代工作选择的最重要的因素，2020年12月
数据 10: 万豪国际面向中国市场的Moxy品牌介绍，2021年
数据 11: 亚朵酒店面向年轻群体推出了首个电子竞技主题客房，
2021年
• 推出负责任消费相关主题活动，吸引高预算亲子游客
• 现状
• 启示
数据 12: 万豪国际在中国市场推出以道德价值观作为主题的活动，
2021年
• 自然风光驱动本地休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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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您所需要了解的
• 尽管总量锐减，但市场正在缓慢复苏
• 消费复苏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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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疫情得到完全控制，市场会始终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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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文稿

• 主要节假日的客流量显示消费正在回暖

互动式数据手册

数据 13: 中国主要节假日期间的客流量，2019-2020年
• 消费复苏需要更多时间

同主题过往报告

数据 14: 在旅游度假上的消费——花费更多，2020年4月-2021年1
月
• 消费重点倾向于长期需求
数据 15: 消费重心，2019-2020
• 市场和消费者仍对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保持警惕
消费者 ——您所需要了解的
• 短途游驱动国内市场复苏
• 中低收入消费者推动了度假出租屋的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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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酒店凭借专业服务和保护措施吸引游客
• 价格因素对Z世代非常重要
• 高预算消费者更看重旅游度假产品的品质
旅游参与情况
• 短途休闲游仍是市场复苏主力

英敏特2020年报告均包含专门
针对新冠疫情的研究和预测。
世界领先品牌依靠英敏特报告
获取最全面、客观和可操作的
市场情报。

数据 16: 旅游参与情况，2020年12月
• 跨省游信心上涨
数据 17: 不同旅游类型组合的参与度，2020年8月和12月对比
• 亲子家庭是主要的长途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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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18: 跨省长途休闲旅游的参与情况*（按人口统计特征区分），
2020年12月

数据 19: 休闲旅游时各类住宿的使用情况，2020年12月
• 中低收入消费者带动度假出租屋使用率提升
• 度假出租屋消费人群从年轻家庭拓展到较年长的家庭
数据 20: 和家人一起旅游时各类住宿的使用情况，2018和2020年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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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1: 家庭游客的度假出租屋（a）使用情况（按人口统计特征
区分），2018和2020年对比
• 独自出游和与朋友同游场景下，中低收入Z世代带动度假出租屋使
用率增长
数据 22: 与朋友一起旅游时各类住宿的使用情况，2018和2020年
对比
数据 23: 与朋友一起旅游时度假出租屋（a）的使用情况（按人口
统计特征区分），2018和2020年对比
数据 24: 独自出游时各类住宿的使用情况，2018和2020年对比
数据 25: 独自出游时度假出租屋（a）的使用情况（按人口统计特
征区分），2018和2020年对比
• 经济型住宿在商务差旅场景下使用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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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6: 商务住宿情况，2018和2020年对比
选择特定休闲住宿的原因
• 消费者保护措施是高端酒店的竞争优势
数据 27: 选择特定休闲住宿的原因，2020年12月
• 卫生防护措施能够吸引高收入家庭
数据 28: 选择高端酒店（a）的原因——专业卫生防护措施（按人
口统计特征区分），2020年12月
• 高端酒店的隐私保护措施迎合年轻人群的需求
数据 29: 选择高端酒店（a）的原因——保护隐私（按人口统计特
征区分），2020年12月
• 可持续性与高收入亲子家庭
数据30: 选择特定类型住宿的原因——采取环保措施（a）（按人
口统计特征区分），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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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世代比以往更看重度假出租屋的性价比
数据 31: Z世代眼中度假出租屋和以下各项的关联度（a），2018和
2020年对比
数据 32: 认为度假出租屋（a）性价比高（按年龄区分），201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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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33: 对旅游消费的态度（按年龄区分），2020年5月
未来的休闲旅游预算
• 30多岁的女性愿意拨出的预算最多
数据 34: 未来的休闲旅游预算，2020年12月
数据 35: 未来的平均休闲旅游预算（按年龄和性别区分），2020
年12月
• 高预算人群是高端住宿和长途旅游的潜在消费者
数据 36: 在2020年2月至12月期间的国内旅游参与情况（按未来旅
游预算区分），2020年12月

reports.mintel.com

© 2021 Mintel Group Ltd. 所有版权归英敏特公司所有

度假趋势 - 中国 - 2021年3月
报告价格: £3302.97 | $4460.00 | €3717.16
以上是报告发表时的价格，可能受汇率波动影响而有变动.

数据 37: 休闲旅游时各类住宿的使用情况（按未来旅游预算区
分），2020年12月
数据 38: 休闲旅游中选择高端酒店*的原因（按未来旅游预算区
分），2020年12月
旅游产品购买的关键因素
• 品质与价格间的明智取舍
数据 39: 购买旅游产品的关键因素，2020年12月
• 年轻人更容易受到价格实惠的吸引
数据 40: Z世代购买旅游产品的关键因素，2020年12月
数据 41: 购买旅游产品的关键因素——价格实惠（按年龄区分），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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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42: 把价格实惠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的Z世代（按城市线级区
分），2020年12月
• 高预算消费者：以品牌知名度判断品质，购买受道德价值观驱动
• 价格敏感度不高
数据 43: 购买旅游产品的关键因素——价格实惠和奢华体验（按未
来的旅游预算区分），2020年12月
• 从多角度判断产品品质
数据 44: 购买旅游产品的关键因素——品质保证（按未来的旅游预
算区分），2020年12月
• 更有可能在购买决策中考虑道德价值
数据 45: 购买旅游产品的关键因素——道德价值（按未来的旅游预
算区分），2020年12月
• 可持续性会吸引高收入亲子家庭
数据 46: 购买旅游产品的关键因素——环境保护（按年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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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
对不同销售渠道的看法
• 传统OTA渠道更适合推广高端产品
数据 47: 对不同销售渠道的看法——对应分析，2020年12月
• 年轻人追求新鲜、趣味、平价，但尚未出现满足需求的平台
数据 48: Z世代对不同销售渠道的看法，2020年12月
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 国内休闲长途游参与度更高
数据 49: 2020年2月至12月期间的国内休闲游情况（按消费者分类
区分），2020年12月
• 旅行预算明显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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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50: 未来6个月内的休闲旅游预算（按消费者分类区分），
2020年12月
• 道德价值观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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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51: 购买旅游产品的关键因素（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
12月
数据 52: 休闲旅游中选择高档或豪华型酒店的原因——可持续性
（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12月
附录——研究方法和缩写
• 研究方法
• 缩写
附录——其他消费者数据
• 旅游住宿
• 度假出租屋消费群体从年轻家庭拓展到较年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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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53: 家庭旅游时度假出租屋（a）的使用情况（按人口统计特
征区分），2018和2020年对比
• 未来的休闲旅游预算
数据 54: 休闲旅游的平均预算，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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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敏特
英敏特是洞悉消费者需求、熟谙背后原因的专
家。作为世界领先的市场情报公司，我们对消费
者、市场、产品创新和竞争形势进行分析，提供
关于全球和各国经济的独特视角。自1972年起，
英敏特通过预测分析和专家推荐，让客户更快 做
出更优的商业决策。

我们的目标是助力企业与人的成长。要了解我 们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请点击minte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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