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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是全球领先的管

理咨询公司，其以帮助领先

的企业机构实现显著、持久

的经营业绩改善为使命，在

全球 44 个国家设立了 80 多

家 分 公 司 。 在 过 去 10 年

中，麦肯锡在大中华区完成

了800多个项目，涉及公司

整体与业务单元战略、企业

金融、营销/销售与渠道、

组织架构、制造/采购/供应

链、技术、产品研发等领

域。

近些年，中国经济的

“三驾马车”——投资、出口

和消费增速均有所放缓，但

中国消费者信心依然坚挺，

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在

2018年下半年出现下滑后，

2019年年初重拾升势、创下

10年来新高。

2019 年“双 11”交易

额再次刷新纪录，所有平台

的 总 交 易 额 较 上 年 增 长

31%，达到4100亿元，远高

于“网购星期一”和“黑色

星期五”线上交易额的总和。

但中国农村人口的消费

贡献相对较低，消费增长几

乎都来自城市；城市特别是

一二线城市消费者为中国贡

献了60%以上的GDP增长，这

说明中低线城市和农村市场

大有潜力可挖。

从全球来看，中国消费者

也是一支强劲的消费主力军。

2010年至2017年，全球家庭

消费增长的31%来自中国。

中国消费者行为正在分

化，由过去那种各消费群

“普涨”的态势转变为不同消

费群体“个性化”和“差异

化”的消费行为。

“千人千面”的消费分级

现象，值得所有在中国的消

费品企业关注与研究，从而

调整其现有产品策略和营销

策略，通过市场深耕，向精

细化、个性化和全渠道模式

转型。

①趋势一：中低线城市

消费新生代成为增长新引擎

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消

费群体——中低线城市“年

轻购物达人”。

这些年轻消费者都是

“数字化原住民”，他们主要

居住在生活成本较低的三四

线城市。他们对未来保持乐

观并充满希望，极为容易

“种草”最新潮流事物，小红

书和抖音是他们的“常驻

地”。

他们往往在下午五六点

钟便会结束工作，从而回到

家中，路上通勤时间远远低

于大城市消费者。因此，他

们拥有更多空闲时间用于外

出就餐、追逐最新潮流趋

势、购买高档产品，提高生

活品质。

最近几年，在知名度不

高的三四线城市 （如绵阳、

盐城和自贡等），中上层中产

阶级消费者数量快速增长。

2010 年至 2018 年，在三四

线城市中，年可支配收入达

到 14 万至 30 万元人民币的

家 庭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达 到

38% ， 高 于 一 二 线 城 市 的

23%。这些较富裕家庭占到三

四线城市人口数量的 34%以

上，接近高线城市5年前的

水平（见图）。

实际上，中低线城市消

费者之所以日益壮大，与京

东、天猫、拼多多等电商平

台的崛起息息相关。

②趋势二：多数消费者

出现消费分级，在升级的同

时，有的更关注品质，有的

更关注性价比等

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似乎

并未影响到“年轻购物达

人”，但多数中国消费者并非

如此。绝大多数受访者在支

出方面表现得更加谨慎。

“品味中产”：这一群体

以忙碌而富有的中年人为代

表，他们和消费新生代一

样乐于支出。但与后者不同

的是，“品味中产”群体更加

看重品质，他们愿意为高品

质商品付出昂贵的价钱。

“精明买家”：这一群体

也青睐更高品质的产品，但

由于其收入略低于“品味中

产”和“购物达人”，因此，

他们时刻追求最高的性价

比，既要品质过关，又要价

格合理。事实上，他们减少

支出的品类已经超过了增加

支出的品类。

“精明买家”生活稳定，

所以无论是在经济还是个人

生活上，他们都有大把时间

和足够动力去仔细评估不同

产品，找到物美价廉、经久

耐用的商品。如果给这类消

费群体画像的话，他们往往

是已婚、中年、女性、生活

在成本较高的一线城市。

“奋斗青年”：是我们新

观察到的一类消费群体。他

们全面缩减了支出。其中，

缩减幅度最大的是非必需消

费品。这一消费群体的收入

低于其他群体，他们主要居

住在一二线城市，因此对他

们而言，低价和省钱比品质

和品牌更具有吸引力。这一

消费群体以年轻单身人群为

主。

③趋势三：健康生活理

念继续升温

面对城市生活中的压

力、拥堵和污染，受访者表

示，他们将会增加与健康生

活方式相关的支出。

大城市中，60%的消费者

表示会经常查看包装食品的

成分表，会购买看起来更健

康的产品。

有趣的是，高线城市和

低线城市消费者的健康理念

有着微妙差别。低线城市消

费者也崇尚健康生活方式，

但他们支出增长最多的品类

却包括碳酸饮料和果汁。可

见，他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

理解不同于高线城市消费者。

④趋势四：旅行消费更

注重体验

中国消费者的旅行热情

非 常 高 。 2014 年 至 2018

年，中国城市消费者旅行支

出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4%，

超过GDP增长率（7%）。

在国内游方面，超过

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现在

更偏爱自助游，而非10年前

流行的大型团队游。这在一

线城市尤其明显（80%的受访

者更青睐自助游）。如果选择

团队游，越来越多的中国旅

行者会选择小型、高端旅行

团。45岁及以上年龄的消费

者更喜欢小型团队游。

⑤趋势五：本土高端品

牌崛起

西方品牌曾经是舒适、

现代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的标志。但最近几年，情况

大为改观。很多中国企业不

再着眼于生产低价产品，而

是努力升级产品的品质、性

能和价值。

本次调研共涉及19个品

类，受访者在其中13个品类

中偏好本土品牌，而非国外

品牌。这其中包括面巾纸、

家庭清洁用品、乳制品和生

鲜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

与身份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的产品，如手机、平板电

脑、电冰箱等家用电器。

新趋势在于，许多消费

者还会在高端产品上选择本

土品牌。消费者甚至开始对

中国时装感兴趣——这里所

说的并非普通服装，而是制

作精良的设计师品牌。这些

时装品牌如今与西方顶尖品

牌一同现身于中国奢侈品百

货商场。

目前，大部分全球品牌

还是将大量营销资源分配到

北京、上海等中国最大的城

市。我们预计，中低线城市

消费新生代的购买力将越来

越强，因此会成为许多品类

的新增长引擎。

①加倍关注中低线城市

消费新生代

品牌商应该花时间进行

消费者画像，了解其主要购

买动因，然后制订明确的触

达策略。要实现这些计划，

关键是要开发出能够吸引这

类消费者的优质产品，并聚

焦于开拓低线市场和分销渠

道。

由于许多中低线城市的

年轻消费者不仅热衷于网

购，还喜欢流连于时尚购物

中心，因此品牌商要仔细考

虑全渠道战略。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三

四线城市的消费者比一二线

城市的消费者更看重社交性

和产品独家性。因此，聚会

和展览可能比传统营销活动

更能吸引他们。那些能令消

费者感到自己与众不同的产

品也将更具吸引力，因此品

牌商需要更有创造性地利用

社交媒体。

微信和抖音等平台提供

了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新渠道

或小程序，品牌商可以借此

影响消费者并与之互动，从

而推升销量。我们发现，一

些品牌商推出了很多有创意

的活动，比如热门游戏和智

力竞赛、爆品限购，以及邀

请消费者参与产品设计或专

享个性化服务等。

总之，如果品牌商想赢

得年轻的消费新生代，那么

其社交媒体互动能力就不可

或缺，应重视并在组织内打

造这种能力。

②关注“消费分级”群

体，尤其是高线城市

品牌商需要在战略上做

出 判 断 ， 是 否 将 精 明 型

（“精明买家”）和节俭型

消费者（“奋斗青年”）也

作为目标客群。这两个群体

合计占到中国城市人口的

31%，他们主要居住在高线

城市。

如果品牌商决定瞄准这

部分消费者，那就应该与能

够有效触达这类群体的实体

零售与电商企业开展战略合

作。借助这些平台，品牌商

既能了解和接触到这类消费

者，又不会破坏其在其他渠

道的品牌定位和定价。

③善于利用健康消费趋

势

除了出售健康产品外，

企业还可以突出体验式服务

对健康生活方式的作用。

④为更成熟的中国消费

者带来惊喜和愉悦

许多中国旅行者都厌倦

了标准化的大型团队游，这

进一步表明消费者不只是寻

找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还

在寻找新奇的体验。为了响

应这一需求，一些零售品牌

为消费者创造了沉浸式体验。

⑤把中国元素巧妙融入

产品

随着国潮风的兴起，融

入中国本土文化元素的商品

受到热捧。国际品牌应该通

过创新，巧妙地在产品和品

牌中融入中国元素，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使品牌给人一

种既成熟又真实的感受。

例如，欧莱雅（L’Ore-

al） 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合作

推出了5款口红，其设计灵

感来自博物馆内藏品《千秋

绝艳图》，5款口红色号分别

对应中国古代的五大美女。

要实现这种创新，跨国公司

应该赋权本土团队，让他们

有更大自由度和灵活性。

而中国本土企业“近水

楼台”，更应该拥抱这一趋

势，将中国本土文化元素融

入到产品设计中。与此同

时，企业还应该持续提升产

品品质和吸引力，打造出竞

争对手难以超越的独特价值

主张。

消费群“普涨”转为“个性化、差异化”

低线城市富裕消费者显著增加

低线城市宽裕小康和
大众富裕家庭的百分
比几乎达到高线城市
5年前的水平

宽裕小康和大众富裕
家庭数量年复合增长率
2010-2018

宽裕小康和大众富裕家庭百分比

%

一二线 三四线

对品牌商的启示

五大关键消费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