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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让低线城市消费者的消费心态和
行为在短期内趋于谨慎，但他们对于高端品牌和产品品质的
追求仍在，“消费顾虑”并没有导致明显的“消费降级”，反而
可能让消费者对产品价值和消费意义有一个更高的衡量标
准。除了满足基本需要，超前消费能在日常消费场景中为消
费者带来累加的满足感，更个性化的高端产品则代表着质感
与情调。”
– 邵愉茜，初级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
•

消费信心的变化
超前消费的接受度
高端消费的态度
品牌的认知和选择
休闲消费的重视点

购买
这篇报告
地址
地址:
store.mintel.com

相比一、二线城市，低线城市消费者对新冠疫情的爆发和好转的反应都有所“滞后”。在现阶段，消费者倾向于谨慎消
费，但并不会选择消费降级。他们在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牌和商品时，会更多考虑使用场景、商品本身的意义和在精神需
求上的满足感，并在考量试错成本的前提下，寻求各种消费所带来的不同乐趣。
本报告通过定量（基于2019-2020年多份英敏特报告的定量数据）和定性分析（基于2020年对10个三线或以下城市的
20位被访者的深入访谈），分析不同线级城市消费者的异同。本报告主要探讨了低线城市消费者在新冠疫情后消费信心
的变化，以及反映在超前消费、高端产品消费、国货消费和休闲消费上的变化，同时结合一系列商业案例阐释了品牌在
低线城市增强竞争力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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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
消费信心的变化：转向谨慎但并非降级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不同？(What difference does quantitative data suggest)
数据 17: 对未来财务状况的信心（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
数据 18: 对控制支出的考虑——优先选择，2020年2月
数据 19: 对控制支出的考虑——优先选择，2020年6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这对品牌来说意味着什么?
数据 20: 得物APP，2020年
数据 21: 京东30天无忧体验服务，2020年

超前消费的接受度：带来
超前消费的接受度：带来“累加
累加”满足感
满足感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不同？
数据 22: 日常使用的信贷产品（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5月
数据 23: 信用卡联名活动（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5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这对品牌来说意味着什么?
数据 24: 交通银行信用卡“多样青年，交个朋友”主题活动，2020年

高端消费的态度：差异化和拓宽使用场景的需求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不同？
数据 25: 奢侈品消费的态度（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5月
数据 26: 奢侈品的购买因素（按城市线级区分），2019年2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这对品牌来说意味着什么?
数据 27: RIMOWA行李箱定制服务，2020年
数据 28: KOL身穿“米奇胶囊”系列畅游迪士尼，2020年

品牌的认知和选择：文化特色对品牌形象的提升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不同？
数据 29: 运动休闲产品的品牌选择（按城市线级区分），2019年12月
数据 30: 本土高端化品牌与国外品牌的印象对比，2019年12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这对品牌来说意味着什么?
数据 31: OPPO“色彩中国”广告片，2020年
数据 32: “百年马利，首次出道”快闪活动，2020年

休闲消费的重视点：线上内容和线下消费的结合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不同？
数据 33: 参加手工艺活动的原因（按城市线级区分），2019年10月
数据 34: 对手工艺的态度（按城市线级区分），2019年10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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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品牌来说意味着什么?
数据 35: 天猫新文创“中国礼物”，2020年
数据 36: 民生信用卡“因守艺而传承”，2020年

附录
附录——缩写
缩写
缩写

现在购买这篇报告

网址
网址: store.mintel.com
电话
电话: 欧洲，中东，非洲 +44 (0) 20 7606 4533
美洲 +1 (312) 943 5250
亚洲 +61 (0) 2 8284 8100
邮件
邮件: reports@mintel.com

巴西 0800 095 9094

中国 +86 (21) 6032 7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