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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熟悉市场上的消费信贷产品，而且很容易通过各种
在线金融服务获取此类贷款。然而，尽管面临着监管和竞争
环境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但信用卡市场依然对消费者保持着
不容小觑的吸引力。”
- 颜慧诗，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消费信贷的驱动力
重塑信用角色
以创新为优势

中国信贷市场不断发展演变，特别是5G技术的推出大大加快了科技进步的步伐，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迫使众多企业
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这都给整个市场带来了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一线城市的主要市场趋于饱和，银行不得不将目光
投向新的市场。一些大型银行开始更多地面对精通数字技术的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画像与其现有的信贷客户相去甚
远，为此银行必须克服了解新目标市场这一挑战，树立自身竞争优势，并向消费者选择信贷机构时关注的重点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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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探讨了消费者的信贷产品持有和使用情况、信贷支出及还款习惯以及他们对使用信贷产品的兴趣，进而帮助信用
卡营销人员确定该市场未来的发展机遇。另外，英敏特还研究了消费者对创新信贷理念的认知及其对信贷和消费贷款产
品的态度，尤其是预计新冠疫情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将影响到消费者对信贷产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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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银行的信用卡发卡量增长缓慢
数据12: 累计信用卡发卡量和人均信用卡数，2014-2019年
地方银行拓展信用卡业务
数据13: 信用卡业务占地方银行消费贷款的比例，2019年
5G技术推动移动支付和信贷服务向前发展
数据14: 中国各大银行的移动支付增长情况，交易量及交易金额，2015-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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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7: 六家主要银行的信用卡未还款余额增长率，2011-2019年
短期消费贷款出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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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巩固业务树立竞争优势

市场份额
大型银行的信用卡发卡量增长下滑
数据19: 主要银行的信用卡发卡量，2017-2019年

重点金融科技机构的表现
支付宝的花呗和借呗
数据20: 花呗和借呗在支付宝小额贷款业务中所占比例，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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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策略
消费者细分与定位
改变当前奖励模式，以激发现有客户的兴趣
高收入者的专享礼遇
数字化是吸引较低线城市的关键
投资发展金融科技

谁在创新？
中国民生银行推出创新的信用卡使用模式
数据21: 中国民生银行的“全民生活”App，提供“全民易分期”服务，2020年6月
WePlus微加卡：广发银行、腾讯公司及Visa联合推出的海外消费卡
数据22: WePlus微加卡，2020年5月
平安银行信用卡分部推出“88直播盛典”活动
数据23: 平安银行88直播盛典活动的宣传海报，2020年8月

消费者
消费者——您所需要了解的
您所需要了解的
在线消费信贷服务在中国占据主导
消费者习惯决定了信贷产品的使用情况
减少消费者对使用信贷产品的心理障碍
高潜力消费者营销
将保证个人数据安全作为差异点

消费信贷产品的使用情况
网上支付和信贷服务在中国占据主导
数据24: 信贷产品总体使用情况，2020年6月
消费信贷使用情况的人口统计特征差异
数据25: 消费信贷产品使用情况（按性别区分），2020年6月
数据26: 消费信贷产品使用情况（按代际区分），2020年6月
信用卡更受高收入者欢迎
数据27: 消费信贷产品使用情况（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20年6月
低线城市对信贷持开明态度
数据28: 消费信贷产品使用情况（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6月
消费贷款产品使用率较低
数据29: 借呗和微粒贷对比信用卡的使用情况（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6月
数据30: 借呗和微粒贷对比信用卡的使用情况（按区域区分），2020年6月

信贷消费
大多数消费者对信贷消费都持谨慎态度，特别是18-24岁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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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1: 月信贷账单总额，2020年6月
数据32: 每月信贷账单金额（按年龄区分），2020年6月
信贷消费的主力群体：年长群体和女性
数据33: 每月信贷账单金额（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0年6月
家庭结构影响信贷需求
数据34: 每月信贷账单金额（按家庭结构区分），2020年6月
收入和工作情况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信贷消费意愿
数据35: 每月信贷账单金额（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20年6月
数据36: 每月信贷账单金额（按工作情况区分），2020年6月

信贷账单还款
约有三分之二的被访者表示一直全额还款
数据37: 每月信贷账单还款情况，2020年6月
灵活的还款方式便于家庭管理不同现金流的需要
数据38: 每月信贷账单还款情况（按家庭结构区分），2020年6月
低线城市的用户利用分期还款缓解经济压力
数据39: 每月信贷账单还款情况（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6月

最常用的信用卡发卡行
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招商银行最受消费者欢迎
数据40: 最常用的信用卡，2020年6月
受欢迎的信用卡通常具有明确的消费者细分
数据41: 最常用的信用卡（按年龄段区分），2020年6月

选择信用卡发卡行的原因
使用方便是消费者的基本期望……
数据42: 选择信用卡发卡行的原因，2020年6月
……隐私保护是吸引部分消费者的差异化优势
数据43: 个人数据保护（按年龄、个人月收入、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6月
购物福利对女性用户和年长用户有吸引力
数据44: 选择信用卡发卡行的部分原因（按年龄和性别区分），2020年6月
更高的信贷额度是提升消费力的关键
数据45: 更高的信贷额度（按家庭月收入区分），2020年6月
高个人收入用户充分利用信用卡福利
数据46: 选择信用卡发卡行的原因（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20年6月

对联名信用卡合作方的偏好
总体而言，与线上和线下购物品牌联名仍然很受欢迎
数据47: 对联名信用卡合作方的兴趣，2020年6月
具体有形的福利和数字福利会吸引不同年龄段的用户
数据48: 对联名信用卡合作方的兴趣（按年龄区分），2020年6月
高收入者被健康和旅行礼遇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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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9: 对联名信用卡合作方的兴趣（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20年6月
利用生活服务吸引家庭消费者
数据50: 对联名信用卡合作方的兴趣（按家庭结构区分），2020年6月
创新的联名合作才能吸引年轻消费者
数据51: 对联名信用卡合作方的兴趣（按年龄区分），2020年6月

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是灵活的信贷用户
数据52: 信贷及消费贷款产品的使用情况（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6月
更低的分期还款利息和手续费
数据53: 每月信贷账单还款情况（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6月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隐私变得更加重要
数据54: 选择信用卡发卡行的原因（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6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的专享礼遇
数据55: 对联名信用卡合作方的兴趣（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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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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