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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食品的重要性与食品是否有节庆主题的外包装无关，
而是食品与节庆之间最根本的关联。正是这些关联驱策消费
者在节庆期间自用或赠送节庆食品。虽然在口味、包装、配
方等层面上有创新的必要，但品牌仍不该忘失其产品需更能
彰显各个节庆所代表的社会价值与意涵。”
– 李玉梅，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从更多节庆背后探寻商机
品牌须为传统节庆的教导及护卫者
传统品牌节节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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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因素
购物为节庆期间主要休闲活动
数据11: 春节期间零售餐饮总销售额（除夕至正月初六），中国，2014-18年
食品为传统节庆最大花销
网购节更进一步开展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电子礼品券让赠礼更容易
数据12: 星巴克虚拟中秋礼品卡，中国，2017年
有更多节庆花销流向旅游之用

市场趋势
传统节庆食品迎向非传统口味
数据13: 稻香村新口味月饼实例，中国，2017年
数据14: 水果蔬菜口味汤圆实例，中国，2017年
品牌开始寻求更深层文化意涵
新入场品牌点燃战火
数据15: 非食品饮料公司推出的月饼实例，中国，2017年

谁在创新？
搭上零食的顺风车
数据16: 奥利奥月饼实例，中国，2017年
数据17: 百草味裹果粽实例，中国，2017年
个性化赠礼
数据18: 个性化奇巧Chocollabo实例，日本
数据19: Our/Vodka套组实例，西欧，2016年
新款圣诞日历
数据20: 圣诞节巧克力圣诞日历实例，香港和美国，2017年
数据21: Ilchester奶酪圣诞日历，英国，2017年
数据22: 茶叶、咖啡圣诞日历实例，德国和英国，2017年

消费者
消费者——您所需要了解的
您所需要了解的
月饼、粽子、汤圆皆为节庆必需品
父亲节/母亲节成赠送食品的重要节庆
收礼者不同，礼品不同
花销不同，标准不同
对跨界品牌尚无信心
三分之二的消费者节庆食品花销提升

对传统节庆食品的态度
总体而言，传统力量仍强大
数据23: 对传统节庆食品的态度，2017年12月
年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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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消费者仍重视月饼和粽子
50岁消费者为酒精饮料目标客群
25-39岁消费者最可能庆祝情人节
数据24: 对传统节庆食品的态度（＂是必须的＂）（按年龄区分），2017年12月

赠礼习惯
春节、中秋最常赠送食品
数据25: 消费者购买食品作为节庆礼物送给别人的节日，2017年12月
消费者在哪些节日的赠礼增多？
数据26: 消费者购买食品作为节庆礼物送给别人的节日，2017年 vs. 2015年
数据27: 消费者购买食品作为节庆礼物送给别人的节日（按花销趋势区分），2017年12月
谁最经常赠礼？
数据28: 消费者购买食品作为节庆礼物送给别人的节日（按年龄区分，与平均值相比），2017年12月

礼品选择偏好
赠礼选择因收礼者而异
数据29: 节庆礼物的选择（按收礼人区分），2017年12月
女性更经常赠送食品；男性更经常赠送饮料
数据30: 节庆礼物热门指数^（按性别区分），2017年12月
以食品作为给朋友/同事的节庆赠礼并不理想
数据31: 送给朋友/同事的节庆礼物排名（按年龄区分），2017年12月
私营业主/公司管理人员的商务赠礼需求更强烈
数据32: 赠送给生意/商务伙伴的节庆礼物（按就业类型区分），2017年12月

购买因素
消费者购物中心思想：价格是否实惠
数据33: 节庆食品购买因素（按场合区分），2017年12月
偏好经典节庆食品……
数据34: 与品牌和口味相关的）节庆食品购买因素（按场合区分），2017年12月
数据35: 徐福记新年糖实例，中国，2017年
……但是年轻消费者自用时寻求的是流行品牌
数据36: 与品牌和口味相关的）节庆食品购买因素（按场合区分），20-24岁者，2017年12月

对传统节庆食品的品牌偏好
对跨品类品牌持保守态度
数据37: 传统节庆食品品牌偏好，2017年12月
超市/大卖场最受欢迎
数据38: 对超市/大卖场的中国传统节庆食品具有购买意愿的消费者（按人口统计特征区分），2017年12月
餐饮品牌具有吸引年轻消费者的潜力
数据39: 传统节庆食品品牌偏好（按年龄区分），2017年12月
网购消费者对咖啡店更有兴趣
数据40: 以购买传统节庆食品品牌的偏好来看，偏好到店购买及偏好网购的消费者（为基准）之间的差距，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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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趋势
节庆食品支出增加
数据41: 购买趋势（按场合区分），2017年12月
25-29岁的消费者的自用花销提高；而50岁以上者的赠礼花销提高
数据42: 购买趋势（按年龄区分），2017年12月
低线城市具有高潜力，尤其以赠礼而言
数据43: 购买趋势（按城市级别区分），2017年12月
当面以实体礼物赠礼仍然常见
数据44: 赠礼偏好（按年龄区分），2017年12月
数据45: Muskoka Brewery冬季生存者啤酒样品组，加拿大，2017年
数据46: 蒙牛礼品卡实例，中国，2017年

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显著更常在西方节庆赠礼
数据47: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和非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为基准）购买食品作为节庆礼物送给别人的节日，2017年12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更常赠酒
数据48: 为不同对象选购节庆礼品，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与非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之间的差距，2017年12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对高档酒店的节庆食品更表示兴趣
数据49: 传统节庆食品品牌偏好，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与非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之间的差距，2017年12月

附录
附录——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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