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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項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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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4年天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及其增長速度 

2010——2014年保定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及其增
長速度 

2010——-2014年河北消費品零售總額及其增長速度 

數據來源：天津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數據來源：保定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數據來源：河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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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研究目的 

本項目設定的主要目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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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天津及保定零售市場發展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 

 調查及分析天津及保定當地消費者的購買模式、消費結構變
化、消費偏好等消費行為特徵 

 瞭解天津及保定當地消費者對香港品牌瞭解程度，探索消費
者較為喜愛和熟悉的香港品牌及產品/服務類別 

 瞭解京津冀消費者對香港品牌印象及香港品牌在當地市場
的競爭優勢 

 探討香港品牌於社交媒體上的綜合表現及網上評價對京津冀居
民的品牌感知及購買行為的影響 

 瞭解與當地零售企業及供應商合作的相關注意事項，為港商挑選渠
道商及開展市場溝通活動提供寶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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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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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全面而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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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案分析（Desk Research） 

2.  商場購買行為觀察分析 

3.  消費者焦點小組座談（通過研究團 

隊關係網絡、當地合作夥伴及商會協助

聯繫，共舉辦三場） 

4.  渠道商座談（通過當地商會聯繫邀

請有關渠道商，主要包括批發商、零售

商和商場的負責人，共舉辦兩場） 

 

1.  消費者調查（合計12位保定

居民及24位天津居民參與） 

 

2.  渠道商調查（合計9位保定渠

道商及12位天津渠道商的代表參

與） 

 

 

品牌戰略及管理意見 

定性研究分析 
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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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研究結果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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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風格與消費需求 

生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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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就 

•經濟基礎 

男士 

•身心健康 

•家庭美滿 

女士 

保定：穩定的工作、收入 天津：強調健康 

•自由 

•外遊 

年輕 

•生活、工作平衡 

•實現自身價值 

中年人 
•家庭和睦 

•興趣愛好 

•強健體魄 

老年人 

主打家庭類的產品可能更會受當地居民垂青，而利用家庭溫馨及親情為
價值表述的品牌將較容易被當地消費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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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暖色性格 

保定 天津 總頻數 

  地區 

  

冷色性格 

保定 天津 總頻數 

活潑、開朗、樂觀 10 13 23 
  穩重、淡定、冷靜、

沉著 
4 6 10 

隨和、溫柔、友好 0 9 9   內向、少言 4 3 7 

大方、大氣、爽朗 3 5 8 
  謹慎、細緻、周密、

認真 
0 6 6 

美麗 1 7 8   樸素、自然、簡單 1 3 4 

熱情、交際 0 5 5   傳統務實 0 4 4 

幽默 1 3 4   幹練 0 3 3 

真誠、誠實 1 2 3   獨立、有主見 1 2 3 

堅強 0 3 3   低調 1 1 2 
  

  

總頻數 17 59 76   總頻數 14 33 47 

百分比 13.8% 48.0 % 61.8%   百分比 11.4% 26.8% 38.2% 

僅列舉首要項，完整數據請查閱報告 
 

生活風格與消費需求 

性格、形象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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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居民偏向於暖色性格；保定居民則較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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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居民的消費方式較保定多元化
和開放 

 

 保定：日常支出仍偏重於必需品消
費 

 

 天津：更強調體驗式消費，對服務
及情緒上的愉悅感有較高的期望。 

品牌及產品的購買行為 

開支分配及消費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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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年度開支分配情況（交通及住宿除外） 

注重健康和休閒娛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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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香港品牌的知識不足 
 

 購買香港品牌的商品種類一般限於黃金珠寶類及服裝類 
 
 
 

品牌及產品的購買行為 

 消費者品牌購買行為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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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口碑佳的香港餐飲店或打著港式餐飲的品牌門口常出現排
隊進餐現象，反映京津冀地區的消費者對香港餐飲品牌的接受
程度高，當地對餐飲服務需求潛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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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及產品的購買行為 

 消費者品牌購買行為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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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 

•喜歡追求新鮮刺激

的消費體驗，願意

多花銷於快速消費

品上，消費極具隨

意性 

70、80後 

•消費趨於務實和回

歸家庭 

•生活要求和生活品

味正隨著收入增長

逐步提升，對產品

品質有了更高要求。 

老年人 

•注重養生類產品、

兒童產品 

 受傳統中國家庭文化影響，加上生育政策使家庭消費以小孩為中心，父輩，祖輩可謂
對小孩的消費多有求必應 

 兒童相關產品及服務，例如食品保健類、教育類等的市場潛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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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已不是影響京津冀地區消費者購買行為的絕對因素，質量（對商品的滿意度）及
品牌（商品的知名度）亦是當地消費者所考慮的關鍵因素。 

 

 購物網「買家秀」的產品評價是影響購買決定的重要參考資訊，僅次於家人朋友真實
使用感受。 

 

 年長的消費者更加強調品質和售後服務 

品牌及產品的購買行為 

 挑選產品的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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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商挑選香港品牌
的「最看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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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成熟型消費者會透過電視了解品牌。以電

視節目的收視率來看，中央台的新聞類節目、普法

類節目、體育類節目及電影頻道最受歡迎，湖南衛

視，浙江衛視，東方衛視，江蘇衛視等綜藝類節目

亦深受喜愛 

品牌訊息渠道與推廣 

消費者瞭解香港品牌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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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調查」 

互聯網絡接入設備使用情況  

「手機」是京津冀消費者
常用的消費信息獲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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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 

•有說服力及催升

品牌喜愛度 

中年人 

•選購商品時最看

重的仍是品質 

品牌訊息渠道與推廣 

 代言人在品牌推廣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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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使用代言人宣傳應視乎

品牌的實際發展階段和目標

顧客而定。 

渠道商提到聘請明星代言對品牌形象並無明顯促進作用，反而廣告創意才

是吸引大眾眼球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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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好 

形象正面 

性價比高 信心保證 

安全衛生 

對香港品牌印象及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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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品牌印象及聯想 

消費者最熟悉的香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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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留意的是有約20%的受訪者未能憶起

任何香港品牌 

 此外，不少消費者甚至混淆了香港品牌和國

內品牌，將國內品牌誤以為是香港品牌； 

 

 總結而言，香港品牌整體能使京津冀消費者

產生美好聯想，但香港商家並未能善用這些

競爭優勢，並在此基礎上建立鮮明的品牌形

象，亦未能在消費者心中留下品牌來自香港

的深刻烙印。 



「京津冀」地區居民的消費趨勢及香港品牌之營銷策略 

對香港品牌印象及聯想 

 渠道商最熟悉的香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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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品牌印象及聯想 

 香港品牌在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的表現 

20 

渠道商和消費者認為網絡評價香港品牌之多寡程度的對比  

渠道商和消費者關於網絡評價對購買行為影響之程度的對比 

渠道商和消費者關於網絡評價的對比  

「香港品牌」在新媒體的宣

傳及教育活動並不活躍 

香港品牌享有源自香港所蘊含的正面形象這一

品牌來源地效應，以及良好的產品品質和優質

服務的競爭優勢，惜商戶並未將這些優勢轉化

成口碑以提升自家的品牌形象。 

港商應關注品牌的網絡宣傳活動和口碑

管理，及時回覆客人的諮詢和建議，以

表達對當地消費者的重視及承諾，為品

牌樹立正面形象，強化顧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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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品牌印象及聯想 

 最受歡迎的香港品牌產品/服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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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喜歡購買香港品牌的產品/服務類別 渠道商認為津冀地區顧客喜愛的香港品牌 

渠道商對消費者的了解和熟悉程度甚高，這給香港企業與渠道商合作提供了

有力的保證；借助當地的渠道商和分銷網絡將有利於香港企業瞭解京津冀市

場及更有效推廣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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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會在不了解品牌背景的情況下購買香港品牌產品，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某些香港品牌

產品/服務確有獨到之處，為京津冀居民喜愛。 

 長遠而言，制定加深當地消費者品牌認識的策略和樹立品牌形象，無疑是保持香港品牌競爭

力和持續發展的長久之策。 

購買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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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購買香港品牌的產品/服務的渠道 

48.8%的受訪者沒有購買
過香港品牌，曾購買過的
渠道方式比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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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城市 

•郊區居民貪圖方便及出於習慣性而樂於在「經貿市場」和「集市」選購商品； 

•城市居民常光顧「惠友超市」、「保百購物廣場」等。 

男士、女士 

•男士較熱衷網購； 

•女士則認為網購有退換貨煩惱，偏好在網上瀏覽信息，然後在實體店當場選購，以

服飾類產品為甚。 

購買渠道 

 保定居民的消費方式呈現多層次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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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十分普遍 

•除了年輕人熱衷網購之外，老年人即使不懂電腦操作，也會讓兒女幫忙在網上選購。 

•小件商品常會採用網購；大件商品則較謹慎，傾向到實體店購買，選購前會先看網

上評價，作為到實體店選購的參考依據，或者先到實體店體驗，再於網上下單。 

 

一站式購物中心 

•一站式購物中心是天津居民的首選（「樂天百貨」、「中糧大悅城」、「海信廣

場」、「樂賓百貨」、「友誼商廈」、「銀河購物中心」） 

購買渠道 

 天津居民的主要購買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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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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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用
品 

電
器
類 

購買者不一定是最終使用者，故企業在設計產品時

除了考慮用家的感受，亦不能忽視採購者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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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渠道 

 預期購買渠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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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發展移動端的同時，努力穩定電腦端及實體店是在港商在內地市
場進行渠道開拓與管理的｢大政方針｣。 

購買渠道變化趨勢—增長的移動端、

維持平穩的電腦端和實體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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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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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式消

費 

• 2013年和2014年的「雙11」「中糧大悅城」都採用了

線上消費線下體驗的銷售模式 

交通延伸 

•京津城際延伸線；津保鐵路；張唐鐵路 

虹吸效應 

•購買高檔和高價值商品時，保定消費者往往會選擇異

地消費 

從眾消費 

•保定消費者偏向保守，他們會選擇跟隨、模仿性、從

眾消費，有別於一、二線城市居民追求的個性化消費。 

可考慮採用以大城市帶

動周邊城市以城市帶動

鄉鎮農村的發展模式。 



「京津冀」地區居民的消費趨勢及香港品牌之營銷策略 

抱團 
•集合多個品牌，共同進入一個商場或商圈，形成一

個以「香港品牌」為賣點的主題商區甚至香港品牌

體驗區 

                         

商會 
•香港品牌在進入當地市場之前若能先與當地商會建

立聯繫，再善用商會資源優勢與當地商場、購物中

心謀求合作，或可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香港品牌與渠道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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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多元分割的市場現狀，切勿｢一本通書走天下｣。 
 2. 借助虹吸效應，有條件的香港企業可考慮在北京佈點。 
 3. 因地制宜，留意不同生活形態與消費者購物習慣的差異。 
 4. 善用｢香港品牌｣的槓桿效應（Leverage Effect），加速建立美好的品

 牌形象。 
 5. 以信譽及質量為定價基礎，緊貼放心、安心及物有所值的心理防線。 
 6.     善用渠道商。 
 7. 利用高鐵、地鐵及戶外廣告打造品牌知名度及品牌形象，輔以當地電視   

 廣告增強消費者信心。 
 8. 投資社會媒介，把握移動營銷的趨勢，切記「內容為王」。 
 9. 提升港店表現，增強與京津冀分店的聯動效應。 
 10. 中高檔（Middle to Upper Middle）產品及精品、保健、飲食、專業

 服務品牌大有可為。 
 11. 放眼老年市場，花開堪折直須折。 

V. 對創建及推廣品牌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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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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