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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希望直接聆听旅游品牌的声音，而非二手消息。道
德价值观影响消费者选择“种草”渠道以及购买决策。消费者
也希望品牌能够在沟通中保持透明。从文化角度切入，提供
旅游“种草”内容，有利于品牌脱颖而出。因为该领域将驱动
未来旅行体验，特别是瞄准Z世代人群，但目前尚未着力开
发。”
- 赵凌波，高级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道德价值观将成为影响旅游决策和购买的下一个催化剂
以透明化建立信任连接消费者
借力文化类旅游
借力文化类旅游“种草
种草“内容增强品牌竞争力
内容增强品牌竞争力

大众选择旅游目的地时，KOL（关键意见领袖）的“种草“效果或低于预期。知名旅游景点才是硬核代言人。
短视频App在旅游“种草”和直播带货两方面表现出色。短视频App现已成为景点、餐饮等体验式活动的热门信息渠道。
短视频App的直播带货收视率和转化率都很高，转化主要由大幅度优惠促销驱动。
消费者对旅游景点、本地美食和路线规划的信息有明显的渠道偏好。但目前尚无文化相关的信息渠道成为消费者偏爱的
选择。鉴于知识和学习将成为未来旅游体验的驱动因素，尤其是Z世代，给消费者“种草”的媒体可在该领域挖掘机会。
消费者更希望直接通过品牌获取信息，而非二手渠道。坦率透明、文化修养高、亲切友好的风格受到青睐。此外，道德
价值观在消费者沟通和购买决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价值观不仅有利于品牌塑造良好形象，如今还会对消费者的
购买决策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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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文化类旅游“种草“内容增强品牌竞争力
现状
启示
数据9: 大英博物馆在飞猪和淘宝开展导游直播，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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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新兴旅游目的地
视频对旅游决策有重要影响
旅游内容营销中值得关注的主题

市场概述
旅游度假消费有所恢复, 但仍保持谨慎态度
数据10: 旅游度假支出变化, 2020年7-12月
热门目的地不变，新选择不断涌现
数据11: 丁真出镜短视频宣传理塘旅游，2020年
消费者更希望与品牌直接沟通，而不是获取二手信息
数据12: 获取产品推荐和促销时偏好的途径，2020年12月4日
视频内容广受欢迎
视频展示扎根目的地营销
马蜂窝积极推进旅游攻略“视频化”
抖音加强打造旅游灵感渠道
数据13: 抖音云端旅游局直播，2020年
飞猪邀请大众“云出境游”
数据14: 飞猪直播欧洲旅游目的地，2020年
旅游直播带货走红
数据15: 2020年旅游市场各企业的直播带货活动
旅游内容营销值得关注的主题
道德价值观影响消费者好感度和购买决策
消费者希望直接聆听品牌的声音
直播带货是把双刃剑
新冠疫情对旅游内容营销和消费的影响
数据16: 新冠疫情对旅游内容营销和渠道影响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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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需要了解的
知名景点是选择目的地的重要推动力
短视频App在旅游“种草”和直播带货领域有竞争力
价格因素影响直播带货转化率
有机会通过提供文化相关的旅游内容来参与竞争
道德价值观引导受众甄选旅游意见领袖
对营销内容透明度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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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参与情况
交通便利的地方是最近一次出游的热门选择
数据17: 最近一次旅游的目的地（由开放题得出），2020年10月
总体上，出游热度高
数据18: 旅游参与情况（由开放题得出）（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0年10月
数据19: 旅游参与情况（由开放题得出）（按人口统计特征区分），2020年10月
有孩子的家庭是核心出境游人群
数据20: 出境游参与情况（由开放题得出）（按人口统计特征区分），2020年10月

选择旅游目的地的灵感来源
知名景点是目的地宣传大使
数据21: 目的地灵感来源，2020年4月
视频有助于吸引人们关注出境游目的地
数据22: 目的地灵感来源（按最近一次旅游去过的目的地区分），2020年10月
数据23: 选择旅游目的地的灵感来源——影视剧/电影中看到过（按年龄和性别区分），2020年10月

旅游活动信息渠道
当地文化类内容有机会脱颖而出
数据24: 旅游活动信息渠道，2020年10月
如何吸引Z世代：高线城市以社交媒体为主，低线城市采用主流渠道
数据25: 旅游活动信息渠道（按人口统计特征区分），2020年10月

旅游意见领袖的理想形象
道德价值观发挥影响力
数据26: 旅游意见领袖的理想形象，2020年10月
销售平台应关注社会责任感
数据27: 旅游意见领袖的理想形象（按信息渠道使用情况区分），2020年10月

旅游直播带货
短视频的直播带货竞争力强
数据28: 旅游直播带货的收视率和转化率，2020年10月
数据29: 通过特定渠道直播间购买的产品，2020年10月
小额产品最畅销
数据30: 通过直播间购买的产品，2020年10月
优惠的价格是主要购买动机
数据31: 直播购物消费者对直播带货的态度，2020年10月
KOL推广民宿比推广酒店更有优势
数据32: KOL对直播带货住宿类产品的影响——酒店vs度假民宿，2020年10月

对旅游营销内容与购买的态度
对社交媒体互动持保留态度
数据33: 对社交媒体互动的态度，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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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有望成为旅游内容营销下一个差异化方向
数据34: 对旅游传播内容的态度，2020年10月
数据35: 对于旅游传播内容的广告和产品展示的态度（按人口统计特征区分），2020年10月
数据36: 对于旅游传播内容的态度——为真实旅游攻略付费（按人口统计特征区分），2020年10月
数据37: 有利于塑造品牌/公司良好形象的五项行为，2020年10月8日
数据38: 对社交媒体上旅游广告的态度（按信息渠道使用情况区分），2020年10月
数据39: 为真实旅游攻略付费的态度（按信息渠道使用情况区分），2020年10月
25-29岁的高收入男性最容易受优惠价格吸引
数据40: 对“囤货”旅游产品的态度（按年龄和性别区分），2020年10月
数据41: 年轻男性对“囤货”旅游产品的态度，2020年10月

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低线城市的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更倾向于选择综艺节目中出现的目的地
数据42: 选择旅游目的地的灵感来源（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10月
数据43: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的目的地灵感来源——电视节目中出镜（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10月
酒店和景点门票：针对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提高直播转化率
数据44: 在直播间购买的产品（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10月
数据45: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对电商直播的态度，2020年10月
数据46: 对直播间价格促销的态度（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10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希望营销内容更透明
数据47: 对旅游内容透明度的态度（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10月

附录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研究方法与缩写
研究方法
缩写

附录
附录——其他数据
其他数据
旅游直播卖货
数据48: 旅游直播卖货，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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