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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报告发表时候的价格，但是也可能因为汇率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中国消费者活跃于社交和媒体网络。为了准确定位目标群
体，网上兴趣小组可以作为市场营销的有效渠道。利用意见
领袖公众号能够帮助品牌增加曝光度；公众号推广促销优惠
活动可以有效提高消费者的参与度。”
– 徐天韵，高级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回答了以下问题:
•
•
•

借力意见领袖
品牌如何使用公众号？
通过网上兴趣小组进行营销

社交和媒体网络俨然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大核心运营商（如QQ聊天软件、微信、QQ
空间和微博）继续领衔市场发展，有望延续发展势头。
然而，中国消费者也愿意加入网上兴趣小组。通过网上兴趣小组，他们可以获取信息，与志趣相投的人进行交流与互
动。网上兴趣小组作为营销渠道是覆盖特定消费群体的有效策略。
公司和品牌可以通过公众号增加品牌的曝光度；通过促销活动，提升消费者的参与度。公司和品牌应该提供值得信赖的
品牌或产品信息，而不仅仅是单纯进行广告宣传，从而增加品牌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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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活动可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消费者也可以帮助公众号扩大影响力
数据7: 通过公众号进行的活动，2016年1月
促销提升公众号的用户参与度，专家意见也非常重要
消费者对明星发布的广告接受度较高
数据8: 对公众号的态度，2016年1月
通过公众号发布广告并不一定会提升信誉
数据9: 公众号推荐产品的信任度，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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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有潜力成为营销传播载体
通过网上兴趣小组进行营销的发展契机

市场趋势
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稳步增加
数据10: 中国互联网用户和年同比增长率，2008-2015年
智能手机是用户浏览社交和媒体网络的主要工具
数据11: 不同设备上的网络活动，2015年12月
网络基建确保社交和媒体网络发展
网络直播有潜力成为营销传播载体
通过网上兴趣小组进行宣传的发展契机

重点企业
重点企业——您所需要了解的
您所需要了解的
腾讯继续领衔社交网络市场的发展
新浪微博为公司和品牌扩大影响力助力
百度贴吧快速发展，但应该采取谨慎策略保障信誉度
陌陌面临用户流失的挑战
豆瓣应该保持独一无二的形象
整合社交/媒体网络和传统休闲和娱乐活动
人气应用程序推出创意营销活动，提升消费者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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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瞄准小众群体

重点企业
QQ聊天软件“兴趣”和“QQ钱包”功能有助于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
数据: 12QQ聊天软件的月活跃用户，2013年12月-2015年12月
QQ空间的移动用户有所增加
数据13: QQ空间的月活跃用户，2013年12月-2015年12月
随着微信致力于构建在线生态系统，平台获得持续快速的发展
数据14: 微信月活跃用户，2013年12月-2015年12月
新浪微博为公司和品牌扩大影响力助力
数据15: 新浪微博月活跃用户，2013年12月-2015年12月
2015年百度贴吧快速发展
陌陌面临用户流失的挑战
豆瓣应该保持独一无二的形象

谁在创新？
品牌利用社交网络覆盖更广泛的消费群体
更多交流，更多互动
虚拟现实电视节目
通过弹幕进行营销
以创新提升用户参与度
微信朋友圈推出为期一天的“红包照片”活动
支付宝推出收集福卡的活动
社交网络瞄准小众群体
移动社交应用程序瞄准非异性恋群体
陌生人热线

消费者
消费者——你需要了解什么？
你需要了解什么？
腾讯持续主导市场，大多数消费者是社交和媒体网络的高频用户
消费者愿意参与网上兴趣小组，其中购物类网上兴趣小组人气最高
除了与朋友进行互动，社交和媒体网络的购物功能日益流行
社交和媒体网络已成为信息渠道
消费者偏爱的微信和微博公众号各不相同，但新闻类在两大平台均受欢迎
公众号有助于提升知名度，促销活动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
消费者帮助传播公众号的影响力
促销活动帮助公众号提升用户参与度，专家意见也至关重要
通过公众号发布广告并不一定会提升信誉度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更有热情参与网上兴趣小组

社交和媒体网络的使用
腾讯主导社交和媒体网络
数据16: 领先社交和媒体网络的渗透率，2016年1月和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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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在保持用户忠实度和吸引新用户方面面临挑战
陌陌应该致力于提高交流质量
领英在打造独一无二特色时遇到挑战
数据17: 领先社交和媒体网络的渗透率（续），2016年1月
97%的消费者是社交和媒体网络的高频用户
数据18: 领先社交和媒体网络的高频用户，2016年1月和2015年
领先社交和媒体网络高频用户类型
数据19: 领先社交和媒体网络的高频用户（按人口特征区分），2016年1月

网上兴趣小组的渗透率
消费者愿意加入网上兴趣小组
购物类社交网络最有引力
数据20: 网上兴趣小组的渗透率，2016年1月
30多岁的消费者有兴趣加入网上兴趣小组
数据21: 网上兴趣小组的用户类型（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16年1月
更多一线城市消费者参加网上兴趣小组
数据22: 网上兴趣小组的用户类型（按个人月收入和城市级别区分），2016年1月

社交和媒体网络上的活动
除了与朋友互动，消费者购物热情高涨
数据23: 社交和媒体网络上的活动，2016年1月
主打电子商务特色的社交和媒体网络可以锁定二线城市居民和中等家庭收入群体
通过社交和媒体网络推广和分销家庭为主的产品
数据24: 通过社交和媒体网络进行网上购物（按人口统计区分），2016年1月
消费者已习惯于通过社交和媒体网络转账
社交和媒体网络已成为信息渠道
数据25: 社交和媒体网络上的活动（续），2016年1月

订阅的公众号类型
微博和微信平台中新闻公众号赚足人气
数据26: 订阅的公众号类型，2016年1月
本地信息、金融理财类、健康养生类公众号以及品牌的公众号在微信平台深受欢迎
数据27: 微信上订阅的公众号类型，2016年1月
除了新闻和明星，消费者对微博公众号的偏好不一
数据28: 新浪微博上订阅的公众号类型，2016年1月

通过公众号进行的活动
促销活动能够为公众号造势
公众号有利于提高知名度
消费者帮助传播公众号的影响力
数据29: 通过公众号进行的活动，2016年1月
公众号吸引订阅者参加线上活动，而非线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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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0: 参加线上、线下活动（按人口统计区分），2016年1月

对公众号的态度
促销活动能够提升公众号用户参与度
专家意见也非常重要
数据31: 对公众号的态度，2016年1月
消费者对明星发布的广告接受度较高
数据32: 对明星公众号的态度，2016年1月
通过公众号发布广告并不一定会提升信誉度
数据33: 公众号推荐产品的信任度，2016年1月

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是社交和媒体网络的更高频用户
数据34: 领先社交和媒体网络的高频用户（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1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更有热情参与网上兴趣小组
数据35: 网上兴趣小组的渗透率（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1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愿意加入在线讨论
数据36: 社交和媒体网络上的活动（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1月

附录
附录——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为什么要定义“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他们是谁？
数据37: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和其他人群的人口特征（按性别、年龄和个人收入区分）
数据38: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和其他人群的人口特征（按婚姻状况、城市级别和教育水平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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