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17日
责任编辑 王伟 美编 荣晔声音11

埃森哲公司注册成立埃森哲公司注册成立

于 爱 尔 兰于 爱 尔 兰 ，， 是 一 家 全 球是 一 家 全 球

领先的专业服务公司领先的专业服务公司，，依依

靠卓越的数字化能力靠卓越的数字化能力，，为为

客户提供战略与咨询客户提供战略与咨询、、互互

动营销动营销、、技术和运营服务技术和运营服务

及解决方案及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业务涵盖 4040

多个行业多个行业，，以及企业日常以及企业日常

运 营 部 门 的 各 个 职 能运 营 部 门 的 各 个 职 能 。。

埃森哲是埃森哲是《《财富财富》》全球全球500500

强企业之一强企业之一，，目前拥有约目前拥有约

5050..66万名员工万名员工，，服务于服务于120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

埃森哲在大中华区开埃森哲在大中华区开

展业务展业务3030余年余年，，并在该区并在该区

域拥有一支域拥有一支11..77万多人的员万多人的员

工 队 伍工 队 伍 ，， 分 布 于 多 个 城分 布 于 多 个 城

市市。。作为可信赖的数字化作为可信赖的数字化

转型卓越伙伴转型卓越伙伴，，埃森哲正埃森哲正

在更创新地参与商业和技在更创新地参与商业和技

术生态圈的建设术生态圈的建设，，帮助中帮助中

国企业和政府把握数字化国企业和政府把握数字化

力量力量，，实现转型实现转型，，提升全提升全

球竞争力球竞争力。。

品牌营销领域的五大变化

图一：从传统营销漏斗，到无限体验旅程

近日，埃森哲和巨量引

擎在2021引擎大会上联合发

布 《2020 年数字营销与商业

增长白皮书》——这是一次

营销领域面向各行业的大扫

描、大洞察。引擎大会是由

巨量引擎举办，面向品牌、

广告主、代理商等商业化全

生态合作伙伴的年度营销大

会。期待本次研究发现，能

够给更多的中国企业经营者

带来启发，让企业获得成倍

势能，逆风高飞。（以下内容

节选自埃森哲与巨量引擎联

合发布的《2020年数字营销

与商业增长白皮书》）

在“注意力经济”的时

代，能够将客户有限的注意

力更持久地吸引到品牌身上

是商业成功的关键，承载着

丰富有趣信息的营销内容逐

渐成为全方位触达消费者、

创造业务增长空间的关键所

在。

通过分析不同行业、不

同企业的思考和经验，我们

总结出当下中国市场品牌营

销领域的五大洞察。

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消

费市场，然而，巨大的规模

背后，是极度个性化、多元

化的需求。看似国际品牌、

本土国货和数字化“原住

民”品牌都能在中国市场中

轻易分得一杯羹，但实际

上，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并

非是人人可乘坐的顺风车。

根据埃森哲的调研，25%

的消费者表示不愿意购买

“不懂自己”的商品；64%的

消费者表示，如果企业无法

持续提供强关联度，他们将

更换使用其他更相关的品牌。

动态的消费者旅程、快

速变化的兴趣、不断演变的

消费者角色，是流动消费者

的三大特征。

企业想要通过静态的、

一成不变的内容对消费者造

成长期的影响十分困难，因

此，品牌需要敏锐捕捉消费

需求的变化，与消费者的变

化保持同步，围绕消费者的

动态需求设计内容、渠道、

产品，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忠

诚度，驱动业务长期增长

（图一）。

营销内容承载了丰富的

品牌信息，是企业与消费者

沟通的所有产品、服务和渠

道的总和，是企业的核心资

产，更关系到企业业务增长

的核心战略。

营销内容只有做到打动

人心，才能驱动增长。73%的

CMO 认为，创造力和好创意

是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应拥

抱新兴技术，适应消费者的

行为变化，在营销内容上大

胆尝试新形式和新渠道，以

更丰富的角度、更多维的展

现形式、更立体的内容场景

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

融入消费者的生活（图二）。

学而思网校——全面培

养组织内容的能力

在 K12 教育行业的用户

争夺中，短视频营销逐渐成

为常规运营举措，被企业纳

入到规划当中。好未来旗下

学而思网校于2019年入驻抖

音平台，利用全面内容能力

打造“一超多强”的内容矩

阵 。 截 至 2020 年 11 月 26

日，学而思网校相关账号数

量超过50个，全网粉丝数量

接近1500万。

通过官方企业号打造超

级IP形象：学而思网校及其

外部团队创作了大量内容素

材，优质内容为其带来了更

多的消费者关注与信任。在

短短5个月内，他们成功增

粉59万，获赞318万次。

“多强”账号共同构建品

牌影响力：除了官方品牌对

外输出，学而思网校还与专

业组织合作。例如，与市场

上的意见领袖合作，提升内

容的专业度和传播力度。

短视频内容“品效合

一”带来更大的消费者认

同：其短视频内容更为直接

地向观众呈现了课程产品，

让消费者更加认同学而思品

牌的理念、服务和价值。

数字化如此发达的今

天，企业所面对的经营大环

境也发生了改变。企业不论

规模大小、无论位居何处，

在提升消费者体验以及品牌

建设上拥有更多选择，采用

更加创新和多元化的做法。

例如，以短视频和直播

为代表的新互动形式，打破

过往传统营销局限，或以内

容为抓手，或将“高性价

比”做到极致，为消费者带

来前所未有的体验，助力企

业触达更广泛的消费群体。

企业应将营销思维转向

长效经营思维，通过精准的

用户洞察以及持续有效的阵

地运营，对消费者忠诚度进

行长期投资，让消费者不再

是过客，而是沉淀下来成为

企业的长期客户，获得更深

度的品牌认可，从而获得持

续稳定的价值。

宝 马—— 深 耕 粉 丝 经

营，赢得年轻消费群体

近年来，汽车销售整体

承压，包括宝马在内的部分

豪华车品牌通过更新品牌定

位及营销策略等方式，以期

赢得日趋年轻的中国豪华车

消费者群体。从2018年起，

宝马开始在抖音平台上进行

“阵地”式经营，并成功实现

连续105周位居汽车粉丝榜

榜首。

通过阵地经营，全面拥

抱新媒体和年轻群体：2020

年8-9月份，宝马在抖音上

官宣易烊千玺为新一代代言

人，同时在抖音平台推出年

度品牌大片和年度品牌发布

会等活动。宝马借助抖音成

熟的短视频和直播的内容创

作模式，长期占据抖音汽车

品牌粉丝规模榜榜首。

从高质量内容到高质量

粉丝：宝马通过持续产出高

质量的内容吸引抖音用户

“看、赞、评、转”，并由此

逐渐扩大粉丝规模。在这个

过程中，宝马逐步掌握了与

年轻消费者沟通的方法，满

足了年轻消费者对内容的需

要，使品牌方和消费者相向

而行。

关注全链路数据分析，

获得更多消费者洞察：宝马

通过线上、线下活动和互

动，全面深耕粉丝的运营。

在 2020 年 11 月的广州车展

上，宝马在抖音平台发起

“花城花式秀宝马”互动活

动。活动中，粉丝创作的大

量视频内容补充了宝马在抖

音上的内容池。此外，宝马

经销商还通过视频内容，跟

进服务有购车意向的用户，

为拓展新生意做好准备。

对于企业而言，尽管了

解消费者行为和偏好的渠道

越来越多，但精准营销却依

旧难上加难。

一方面，企业依旧难以

在海量的数据以及信息中快

速定位消费者，理解消费者

的行为逻辑与潜在需求；另

一方面，在繁密的信息轰炸

中，企业很难维持自身品牌

对消费者的长效吸引力，品

牌忠诚度越来越难以维持。

为重塑产品的竞争力，

企业需要更为审慎地决策，

量化分析营销策略的效果。

面对新的营销难题，当

传统营销方式逐渐失效，企

业可以选择拥抱科技的力

量，借助营销科学（Market-

ing Science） 实现全营销

链路的拆解与洞察，通过数

据驱动和科学决策的营销技

术，复合输出营销产品和服

务，深入业务链条，更为科

学和精准地打造消费者体

验，从而重塑消费者与自身

品牌的长期忠诚。

吉列——将最合适的产

品送达给最需要的人

吉列开始试水短视频平

台的时候，发现难以通过传

统的营销方式在新兴媒体平

台定位消费者。在消费者定

位不清晰的情况下，难以制

作出能够对消费者产生吸引

力的内容，从而获取更广泛

的消费者群体。

因此，吉列急需找到新

的营销方式，精准洞察消费

者，从而抓住全新的生意可

能。

基于对用户数据的观

察，吉列发现不仅男性用户

有使用剃须刀的需求，女性

消费者也有购买剃须刀作为

亲密关系礼物的潜在需求。

基于此，吉列启用了全新的

传播策略。

首先，将品牌扩散至女

性消费者群体；同时加大了

对消费者的归因分析基数，

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找出

了观看品牌广告而发生转化

的消费者，以及非广告因

素，从而实现了短视频营销

效果的真正归因。

这一举措实现了品牌搜

索量增加2.5倍、销售份额增

加80%的成果。

生态系统开启了全新的

伙伴关系，企业可以通过生

态伙伴为消费者开启产品扩

展和互动的新世界，为企业

自身及消费者带来大量新增

价值。

苹果的应用市场推出之

初，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它会

给商业生态系统带来如此颠

覆性的发展。时至今日，我

们已经理解并将其视为生态

系统创新的最佳实践：除了

核心设备收入外，新的内容

和价值变现手段创造了一个

新的利基市场，改变了移动

软件开发模式并推动其成为

一种文化符号。

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生态

系统模式中，类似的创新同

样值得期待。

企业想要长期沉淀消费

者，需要将营销着陆于阵地

经营。基于数字经济的互联

网原生平台也在不断地聚合

各个维度的消费者和各色各

样的企业，构建起全新的数

字化生态。

在这个新生态中，消费

者将获得更舒适、贴心的体

验；企业将获得新洞察，创

造新价值，发现新生意；平

台会立足消费者和企业，不

断推进从生活到生意的全场

景演进。

图二：营销形式更多维

流动的消费者

内容即生产力

营销着陆于经营
让科学驱动艺术

建立价值观相合的

新合作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