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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未来自我提升的领域与生活重心

“现代女性不再被‘女超人’的理想

• 对生活选择中女性独立的理解

形象所束缚，不管是关于适婚年

• 休闲娱乐活动的结伴选择
• 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个人追求

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还是周

• 对社会传统准则与性别刻板印象的态度

遭对于外表的高要求。相反，确

• 展现理想女性形象的吸引人的品牌宣传语

立职业发展规划与创造更多的‘独

受教育机会和经济机会的改善使得现代女性成为中国市场中具有突出购买力的群体，

处时光’来实现个人追求，对单身

她们也比以往更加积极主动、更加独立。她们有能力在工作场合、感情关系和家庭生

和已婚的现代女性来说都至关重

活中为自己争取更公平的机会与选择。因此，传统意义上理想的家庭妇女的形象愈发

要。”

不适用于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多数女性被访者希望在电影、电视剧和品

– ——邵愉茜，研究分析师
邵愉茜，研究分析师

牌活动中看到更多独立女性的形象。
另一方面，尽管关于性别平等和性别包容的广泛讨论使得社会环境对女性更加友好，
但性别差距仍然存在，且需要品牌通过优化产品、服务甚至企业政策来实现更平等的
两性环境。品牌应持续关注性别不平等这一社会议题，反映女性日常所面对的真实的
挣扎与挑战，为女性赋能，让她们有信心全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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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3: 有吸引力的品牌宣传语（按婚姻状况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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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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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助力企业与人的成长。要了解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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