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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底，互联网的渗透率达到47.4%。使用移动终
端设备连接互联网的消费者的人数与日俱增。中国社交和媒
体网络用户正“抛弃”微博，转而选择即时通信型社交网络
（如微信）。”
– 姜雨微，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回答了以下问题:
•
•
•
•
•

除了微信和新浪微博，品牌和公司应该关注的其他新兴社交和媒体网络有哪些？
消费者如何同品牌在社交和媒体网络上的官方账号进行互动？
消费者是否对社交媒体网络购物做好了准备？
什么样的社交和媒体网络广告能够吸引更多消费者的注意力？
不同人口特征群体（如性别和城市级别）在社交和媒体平台的表现如何？不同人口特征群体对社交和媒体网络的态
度有何不同？

领先社交和媒体网络（如微信和新浪微博）通过提供综合性服务（如在线支付、购物、网游），向全方位的服务供应商
转型。中国消费者正积极使用网络搜索信息、发布评论和在线网购，这表明品牌可以尽其所能通过社交和媒体网络提升
品牌的知名度，构建品牌形象。
市场中专业性社交和媒体网络的数量不断攀升，这类网络通过瞄准特定群体或满足特殊用户需求使其有别于领先社交和
媒体网络。相比服务大众的综合性全功能的社交和媒体网络，这些小众平台由于颇具针对性的受众群体和独一无二的功
能，为品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营销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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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如何利用专业性社交和媒体网络，直接与目标群体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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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化网购将成为发展趋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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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和媒体网络的客户服务有多重要？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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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与应用
客户评价带来品牌广告效益
推广定制化服务和产品，引导消费者做出选择
促销活动打破“低价”形象，更具趣味性

市场趋势
要点
截至2014年，中国互联网用户突破6.5亿
数据9: 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和渗透率，2010-14年
4G网络带动移动社交和媒体网络的发展
超过五分之四的互联网用户通过手机连接互联网
数据10: 中国使用互联网的设备情况，2013-14年
即时通信社交网络拉动市场发展
数据11: 即时通信和微博客平台在中国的渗透率，2013-14年
数据12: 领先社交网络月活跃用户数量，截至每年的12月31日，2013-14年
众多小众社交和媒体网络正在兴起
媒体网站通过自制节目，获得竞争优势
以“弹幕评论”的形式吐槽节目
微视频分享愈加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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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运动定位营销有更多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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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社交和媒体网络
数据13: 领先社交和媒体网络用户类型（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15年3月
数据14: 领先社交和媒体网络用户类型（按个人月收入和城市级别区分），2015年3月
数据15: 领先社交和媒体网络用户类型（按教育程度和就职企业类型区分），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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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6: 新晋社交和媒体网络用户类型（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15年3月
数据17: 新晋社交和媒体网络用户类型（按个人月收入和城市级别区分），2015年3月
数据18: 新晋社交和媒体网络用户类型（按教育程度和就职企业类型区分），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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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
消费者——社交和媒体网络的使用情况
社交和媒体网络的使用情况
要点
领先社交和媒体网络的使用趋势
数据19: 主要的社交网络和媒体网络的使用频率，2014年2月和2015年3月
移动应用程序拉动社交和媒体网络的普及
数据20: 领先社交网络的使用频率（续），2015年3月
消费者关注较少网络的迹象初现
数据21: 社交网络和媒体网络的使用数量，2015年2月
多平台用户通过社交和媒体网络满足各种需求
数据22: 使用社交网络和媒体网络的原因（按领先社交和媒体使用数量区分），2015年3月
中国消费者乐于尝试不同新晋社交和媒体网络
数据23: 新晋的社交网络和媒体网络的渗透率，2015年3月

消费者
消费者——社交和媒体网络使用情况和态度综述
社交和媒体网络使用情况和态度综述
要点
在线购物成为社交和媒体网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功能
数据24: 使用社交网络和媒体网络的原因，2015年3月
一半消费者乐于向其他人推荐最喜爱的公众号...
数据25: 消费者对公众账号的态度和行为，2015年3月
...不过，个人信息仍是消费者最大的担忧
数据26: 消费者对公众号的担忧，2015年3月
社交/媒体网络成为必不可少的在线信息渠道
数据27: 社交网络和媒体网络上的购买行为，2015年3月
创意广告和相关度高的广告更吸引消费者
数据28: 消费者对社交媒体网络广告的态度（按内容相关的问题区分），2015年3月
品牌推广互动型广告应该更加谨慎
数据29: 消费者对社交媒体网络广告的态度（按形式相关的问题区分），2015年3月

消费者
消费者——性别和年龄
性别和年龄
要点
男性对在社交和媒体网络结交新朋友更感兴趣
数据30: 使用社交网络和媒体网络的部分原因（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15年3月
男性使用更多类型的网络
数据31: 使用社交和媒体网络的数量（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15年3月
女性青睐从公众号中获取促销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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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网购趋势中，拥抱25-29岁消费群体
数据32: 社交网络和媒体网络上的购买行为（按年龄区分），2015年3月
男性通过社交和媒体网络购物后，流失率更高
数据33: 社交网络和媒体网络上的购买行为（按“通过直接点击社交/媒体网络上的广告进行购买”区分），2015年3月
男性更青睐有针对性、互动性的广告
数据34: 消费者对社交媒体网络广告的部分态度（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15年3月

消费者
消费者——收入、教育程度和就职情况
收入、教育程度和就职情况
要点
高收入者使用更多社交和媒体网络
数据35: 使用社交和媒体网络的数量（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15年3月
数据36: 领先社交和媒体网络的部分使用情况（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15年3月
数据37: 新晋社交和媒体网络的部分使用情况（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15年3月
高收入者参与更多在线讨论
数据38: 社交和媒体网络的部分使用原因（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15年3月
数据39: 使用社交网络和媒体网络的部分原因（按教育程度和就职企业类型区分），2015年3月
高收入者对品牌社交和媒体网络的公众号态度更积极...
数据40: 消费者对公众账号的部分行为（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15年3月
...他们更频繁地网购和发表评论
数据41: 社交网络和媒体网络上的购买行为（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15年3月
高收入消费者青睐定制化广告
数据42: 消费者对社交媒体网络广告的部分态度，2015年3月

消费者
消费者——城市级别
城市级别
要点
QQ空间、百度贴吧和人人网在较低线级城市消费者当中倍受欢迎
数据43: 领先社交和媒体网络的部分使用情况（按城市级别区分），2015年3月
低线级城市消费者更加追求娱乐性
数据44: 新晋社交和媒体网络的部分使用情况（按城市级别区分），2015年3月
通过网络推出促销活动对于一线城市消费者更有吸引力
数据45: 社交网络和媒体网络上的部分购买行为（按城市级别区分），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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