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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购车偏好：智能配置的实用性与差异化的权重增加

“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的提高，低

• 营销形式：以产品为本与共创互动的机会

线城市车主的购车关注因素正由

• 车主生活：本地化内容与关联性汽车周边受欢迎
• 售后渠道：熟人经济和信任营销
• 新能源汽车接受度：趋势认同与顾虑并存
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的提高，低线城市车主的购车关注因素正由品牌导向转向具有实
用功能的智能化配置，他们希望通过差异化的智能配置来满足自己个性化的用车需
求。同时，充满科技感的颜值对低线城市车主也颇具吸引力。
新能源车的智能化程度、使用成本优势及环保理念受到了低线城市消费者的认可。越
来越多的玩家也涌入新能源智能车赛道，并开始争夺下沉市场。对于传统品牌而言，
加速电动智能化转型迫在眉睫，同时也是在低线城市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营销方面，低线城市车主对创新形式的营销活动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他们更期待能
够获得实际的价值。例如，他们希望通过与品牌共创的形式更好地参与到产品生产的
各个环节，将自己的诉求和建议应用到产品中去等。

品牌导向向实用性功能倾斜。差
异化的智能配置更能满足其个性
化的用车需求，以及对科技感的
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低线
城市车主对创新形式的营销活动
会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们仍更
期待实际的价值。在营销本质积
极正面的前提下，能够满足他们
实用、娱乐需求的营销活动存在
机会。”
– 袁淼，研究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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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
• 城镇化进入中后期，低线城市产业结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数据4: 各产业占GDP比重（按城市线级区分），2018-2020年
• 疫情对低线城市消费环境带来的影响略大于一线城市
数据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同比增长率（按城市线级区分），
2018-2020年
• 即使疫情的直接影响不大，低线城市的居民消费亦趋向保守
• 低线城市的财务状况信心回暖平稳，但会间接受到一、二线城市影
响
数据6: 对未来财务状况信心，非常有信心-比较有信心（按城市线
级区分），2020-2022年
• 消费者
• 购车偏好：智能配置的实用性与差异化的权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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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7: 关于购车关注因素的相关访谈节选，2022年
数据 8: 关于购车考虑过程中对品牌看重程度的相关访谈节选，
2022年
数据 9: 功能重要性（按年龄区分），2021年
• 营销形式：以产品为本与共创互动的机会
数据 10: 关于对营销新形式的态度的相关访谈节选，2022年
数据 11: 关于对品牌用户共创的态度的相关访谈节选，2022年
数据 12: 汽车营销和零售的态度——部分选项（按年龄区分），
2022年
• 车主生活：本地化内容与关联性汽车周边受欢迎
数据 13: 关于对品牌官方内容或线下活动兴趣度的相关访谈节选，
2022年
数据 14: 关于会员商城功能的相关访谈节选，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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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15: 感兴趣品牌官方渠道内容（按年龄区分），2022年
• 售后渠道：熟人经济和信任营销
数据 16: 关于维修保养渠道选择的相关访谈节选，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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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17: 关于更看重技师经验还是机器设备的相关访谈节选，2022
年
数据 18: 期望的售后服务内容（按年龄区分），2021年
• 新能源汽车接受度：趋势认同与顾虑并存
数据 19: 关于对新能源车态度的相关访谈节选，2022年

报告内容

数据 20: 关于30万左右高端电动车选择国产还是国外品牌的相关访

综述

谈节选，2022年
数据 21: 对纯电动车的态度——排前三（按年龄区分），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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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进入中后期，低线城市产业结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数据22: 各产业占GDP比重（按城市线级区分），2018-2020年
• 疫情对低线城市消费环境带来的影响略大于一线城市
数据2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同比增长率（按城市线级区分），
2018-2020年
• 低线城市实际收入增速放缓
数据24: 年人均工资（按城市线级区分），2018-2020年
• 低线城市中高收入人群中单身未婚比例已接近一线城市
数据25: 被访者家庭结构情况（按城市线级区分），2019-2022年
6月
• 汽车拥有率和健身房会员渗透率已与一、二线城市无异
数据26: 汽车拥有情况、健身房会员拥有率（按城市线级区分），
2017-2022年6月
市场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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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疫情的直接影响不大，低线城市的居民消费亦趋向保守
数据27: 疫情对生活的影响（按城市线级区分），2022年
数据28: 未来的防疫行为（按城市线级区分），2022年
• 低线城市的财务状况信心回暖平稳，但会间接受到一、二线城市影
响
数据29: 对未来财务状况信心，非常有信心-比较有信心（按城市线
级区分），2020-2022年
• 家电品类领跑消费升级市场，商业中心进军下沉市场
• 休闲娱乐市场空间大，“社交经济”潜力旺盛
数据30: 解压方式（按城市线级区分），2022年
• 疫情或减缓了汽车消费升级需求
数据31: 关于买车计划的影响（按收入区分），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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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车偏好：智能配置的实用性与差异化的权重增加
• 智能配置的实用性的考量和差异化体现
数据 32: 关于购车关注因素的相关访谈节选，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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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主义弱化了品牌导向意识
数据 33: 关于购车考虑过程中对品牌看重程度的相关访谈节选，
2022年
• 年长车主对智能化配置兴趣最高
数据 34: 功能重要性（按年龄区分），2021年
• 强化外观内饰上的差异化可以有效吸引低线城市年轻车主
数据 35: 购车关注因素（按年龄区分），2021年
• 通过差异化颜值设计满足专属需求
数据 36: 欧拉闪电猫 ，2022年
营销形式：以产品为本与共创互动的机会

报告内容
综述
PDF格式完整报告
演示文稿
互动式数据手册

• 营销创新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本质积极正面
数据 37: 关于对营销新形式的态度的相关访谈节选，2022年
• 用户思维拉近与车主距离
数据 38: 关于对品牌用户共创的态度的相关访谈节选，2022年
• 积极的官方活动和宣传更能有效触达低线城市车主
数据 39: 汽车营销和零售的态度——部分选项（按年龄区分），
2022年
• 30-39岁消费者对用户共创的感知度最深
数据 40: 品牌形象——携手用户共创 (c)（按年龄区分），2022年
• 携手用户共创实现双赢
数据 41: 北京越野BJ60 ，2022年
• 线上线下流量整合营销，提升品牌声量
数据 42: 抖音汽车嘉年华 ，2021年
数据 43: 超级818汽车狂欢夜海报，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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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生活：本地化内容与关联性汽车周边受欢迎
• 打造车主生活圈需贴近车主实际需求
数据 44: 关于对品牌官方内容或线下活动兴趣度的相关访谈节选，
2022年
• 汽车周边需在汽车使用的关联度上有更多考量
数据 45: 关于会员商城功能的相关访谈节选，2022年
• 生活出行服务和指南更吸引30多岁低线城市车主
数据 46: 感兴趣品牌官方渠道内容（按年龄区分），2022年
• 30多岁消费者对车主自驾游活动及专属app感兴趣
数据 47: 好感度提升活动（按年龄区分），2021年
• 生活化、本土化的汽车周边存在机会
数据 48: 宏光MINIEV马卡龙雪糕，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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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营风带动新生活方式
数据 49: 坦克300露营季宣传照，2022年
数据 50: 小度添添携手MINI发起的“开车唱歌去露营”活动，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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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51: 北京X7畅玩趣露营”活动，2022年
售后渠道：熟人经济和信任营销
• 具有信任优势的熟人渠道和专业性强的4S店分庭抗礼
数据 52: 关于维修保养渠道选择的相关访谈节选，2022年
• 更相信人，对智能设备的“单一”、”不灵活“和”性价比“存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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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53: 关于更看重技师经验还是机器设备的相关访谈节选，
2022年
• 具有保障属性的售后服务存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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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54: 期望的售后服务内容（按年龄区分），2021年
• “服务到位”和“价格优惠”是售后服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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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55: 对汽车售后的态度——部分选项（按年龄区分），2021年
• “小店”凭借灵活性及成本优势在下沉市场存在机会
数据 56: 途虎下沉市场门店，2022年
新能源汽车接受度：趋势认同与顾虑并存
• 对新能源车趋势的认可及纯电技术的瓶颈使得混动优势明显
数据 57: 关于对新能源车态度的相关访谈节选，2022年
• 国产品牌在新能源领域迎来弯道超车
数据 58: 关于30万左右高端电动车选择国产还是国外品牌的相关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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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节选，2022年
• 环保理念受到18-29岁的年轻消费者认可
数据 59: 购买动因（按年龄区分），2022年
• 查看汽车数据权限更吸引18-39岁的低线城市年轻车主
数据 60: 对纯电动车的态度——排前三（按年龄区分），2022年
• 进军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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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海外首家岚图空间于挪威开业，2022年
数据 62: 小鹏丹麦品牌直营体验店，2022年
• 借助用户数据优化产品，反馈用户数据实现共赢
数据 63: 智己汽车“原石计划”，2022年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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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写
• 被访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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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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