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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已经进入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三年，上半年期间，奥密克戎疫情在香港、深

圳、广州、上海、长春、北京等地暴发，先后有6个国内超大型城市实施了“封闭式

管理”、“全域静态管理”，其他数十个城市因为疫情需要增加了限制性措施。

各行各业都在关心，2022年的疫情对市场需求产生了哪些影响？下半年乃至明年的产

品规划与市场营销应该有哪些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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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普索拥有成熟的市场策略分析团队

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格局和新的市场力

量进行宏观分析和案例积累，并结合

内外部大量数据对比分析，实时把握

大众观念变化，以下是我们的发现。

我们的关注点

• 短期无法逆转的变化要素

哪些事情改变了，1-2年内很难变回来

• 不可忽视的新市场力量

逐渐成型并显示出潜力的新市场要素

我们的分析维度

• 宏观环境

• 消费需求

• 产品、营销与运营

战略层面

消费者层面

战术层面

我们的数据来源

尽可能采用多种不同来源的数据，结合
国内和全球数据，从不同角度论证趋势
可能性

• 益普索内部的一手调研数据

长期监测数据

宏观势能变化 大众观念变化

新技术 新模式 新平台/流量

社会化聆听

专项调研数据 专家访谈

• 国内外新闻/研究报告二手数据

统计数据 调研数据

我们关注的行业领域

家居家电 健康医疗

出行旅游 运动娱乐

时尚美妆 食品饮料

房地产 科技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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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宏观环境的趋势与机会

01
就业困难/失业风险加大带来的消费信心不足，正在逐
渐回暖
会导致消费意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2 全球性通胀，带来的原材料与物流成本飞涨
企业运营需要做哪些相应的变化？

03 00后就业流向新一线城市，带来的城市市场格局变化
企业的市场布局需要做哪些相应的变化？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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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困难/失业风险加大带来的
消费信心不足，正在逐渐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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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消费者信心指数共有就业指数、预期指数和投资指数三个子集。就业指数代表工作保障、
失业经验、就业情景；预期指数反映个人理财、社区经济、就业前景；投资指数显示消费者对
投资环境的购买和投资信心、个人财务状况和前景。

本调查结果基于汤森路透/益普索Ipsos主要消费者信心指数（PCSI）的调研数据，数据来源于
益普索Ipsos全球@Advisor线上调研平台在23个市场进行的消费者月度调研。每月有超过
17000多名年龄在18-74岁的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土耳其和南非，以及年龄在16-74岁的
世界其他市场的受访者被访问。每月的受访者在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大陆、法国、
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分别都超过1000名，在阿根廷、比利时、匈牙利、
印度、以色列、墨西哥、波兰、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瑞典和土耳其则分别超过500名。

益普索每月持续跟踪的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2022
年5月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相对疫情刚爆发的2020年1
月，有显著降低，主要源于就业指数的降幅较大。而到
2022年7月则出现一定程度回暖

上半年出现了就业指数下降带来的消费信心不足，但7月开始回暖

疫情对不同行业就业形势带来的冲击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数据来源：益普索新冠疫情消费者在线调研第一期（2020.02），第二期（2020.04），第三期（2021.12） ,第四期（2022.05）
问题：受本次疫情影响，您对自己个人职业发展有哪些担忧？

53 %

担心行业发展困难

42 %

担心公司裁员

50 %

担心未来就业难度增加

48 %

担心公司减薪

相比2020年2月 14% 18% 9% 23%

住宿业 餐饮业

房地产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

制造业 技术服务业

采矿业 科学研究

金融业

房地产业

商务服务业

教育业 住宿业

餐饮业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2年5月指数

2022年7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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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通胀
带来的原材料与物流成本飞涨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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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通胀推动原材料成本持续上涨，进而带来制造业危机

最近火爆全网根据5月CPI制作的全球通胀行星图
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虽然处于通胀的平稳区，但全球通胀带来的原材料
成本持续上涨，仍然对中国的制造业带来巨大冲击

通胀的根源显然是原材料。许多初级商品翻了
1-3倍。相比疫情前，美国塑料价格高了71%，
欧洲112%。美国钢铁高了76%，欧洲184%。
LME铝的现货价格高了98%。中国到北欧航线
的波罗的海指数，高了822%。
新闻来源：“为什么除了中国，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通胀？”，观察者网，
2022-06-16

60% 企业反映原材料成本高连续3个月超过
新闻来源：“4月制造业PMI降至47.4%，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一财网，2022/04/30

原油、天然气、铜等全球定价的大宗商品、资源
品价格暴涨贯穿2021年全年，引起了全球范围内
的输入性通胀，疫情未得到完全控制，海运运价
暴涨和劳动力短缺造成供应链瓶颈。
新闻来源：“宏观洞见 | 今年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会好转吗？”，新浪财经，2022-
01-12

汽车制造业生产模式的重塑
70%的主要汽车制造商曾在2021年宣布暂停生产线，2022年企业开始重塑
自己的供应链，从以前的“即时生产模式（Just-in-Time）”转变成“预
先生产制/以防万一模式（Just-in-Case）”。

新闻来源：“原材料涨价叠加疫情影响 一季度家电市场大幅回落”，大众证券报，2022/04/21

家电制造业终端零售价普涨
3月份以来，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热
水器等在内的家电产品，终端零售价格普涨，
涨价幅度普遍为5%-15%不等，厨卫小家电
等涨价幅度则可能达到20%。

新闻来源：““家电“涨”声再起，此轮涨价潮可能持
续全年”，上海家电网，2022-04-26

国内与国际的物流成本均大幅上涨，成为企业成本压力源

燃油成本通常是总运输成本的30%多，而现在逼近40%甚至超过40%。今
年受全球石油供需关系、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国际油价连续高涨。
国内成品0号柴油的价格早已突破8元大关。此外，国内多地疫情并发，高
速封控限行，多重因素推动了物流成本的增加。不少卡车司机的工作接近
停滞状态。

新闻来源：“物流企业成本上涨，能链团油用“一站式”加油方案应对挑战”，《中国物流与采
购》，2022/05

国内物流成本上涨：国内疫情叠加石油价格上涨 国际物流的集装箱运费飙升
国际航运研究及咨询机构德鲁里发布的数据
显示，集装箱运价指数从2021年3月份的
5000美元/40ft箱一路上涨，到9月份超过
10000美元，创下历史高点；随后保持在
9000美元上方微幅波动。2022年4月份的运
价指数约为8000美元左右，但整体来看仍处
于历史高位。

新闻来源：“日赚1亿美元！这个行业为何能“富得流
油”？”，中新财经，2022-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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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就业流向新一线城市
带来的城市市场格局变化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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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代际的集中大规模人口流动

• 2022年是00后应届毕业生大规模进
入社会的元年

• 应届毕业生就业已经成为每年上千
万级的人口流动现象

2022年应届毕业生规模

相比2021年 18%

1076万

2023年预计应届毕业生规模1174万

2022年疫情挤压一线城市就业岗位

-41%

-20%

-39%
-30%

1%

29%
15% 18%

-41%

-25% -23%

-38%
-50%

-56%

-39%
-33%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各城市职位需求量 22年1-4月与21年同期对比

1月 2月 3月 4月

数据来源：2022年5月18日拉勾招聘发布《2022疫情期间上海人才趋势报告》

• 2022年1-4月，受疫情影响，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职位需求量相比2021年同期均降低了20%以
上，尤其是上海和北京4月职位需求量降低了一半
以上。

相较疫情前，新一线城市正逐渐取代一线城市，成为人口流入首选地

如果未来5年00后的就业流向不出现大的逆
转因素，则城市的市场格局会发生变化
• 近5年年轻市场可能会逐渐转向新一线城
市，而一线城市将进一步老龄化

• 就业人群将在未来5年后逐渐转变为新家
庭人群，5年后家庭市场增量也将更多来
自新一线城市

00后毕业生首选城市占比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6%

10%

10%

12%

杭州 12%

西安 9%

长沙 9%

成都 8%

青岛 8%

武汉 6%

重庆 5%

数据来源：58同城、赶集直招《2022年
毕业季调研分析报告》

2021年不同城市常住人口增量情况

城市 2021年常住人口数量（万人） 增加（万人）

武汉 1364.89 120.12
（有疫情回流因素影响）

成都 2119.2 24.5

杭州 1220.4 23.9

西安 1316.3 20.3

南昌 643.75 18.25

长沙 1028.93 18.1

青岛 1025.67 15.1

郑州 1274.2 12.5

宁波 954.4 12.4

贵阳 610.23 11.38

广州 1881.06 7.03

深圳 1768.16 4.78

上海 2489.43 1.07

北京 2188.6 -0.4

新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势头，明显超过
了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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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消费需求的趋势与机会

01 对美好生活的重新定义，从“大未来”转向“小确幸”
消费品类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2 长期主义&回归本质，更趋向于产品的基本核心价值
消费决策思路在发生什么变化？

03 去伪存真，更倾向高信任度、高社会责任感的品牌
对品牌的态度在发生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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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居家”概念的健康化，丰富化，融合化和品质化
生活方式在发生什么变化？

05 大健康产业进一步升级，家庭和互联网医疗双线并进
健康观念在发生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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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好生活的重新定义
从“大未来”转向“小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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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海人谈论的美好生活是小确幸2021年上海人谈论的美好生活是大未来

2022年疫情后，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小确幸”转变

疫情后大众的生活与消费态度更偏向审慎

支撑我日复一日努力工作的，也有对上海这座城市恢复如初
的向往和期盼。等战胜疫情后，要马上回家和家人拥抱，再
带着宠物逛逛吴江路……为此，付诸的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

数据来源：益普索Social listening监测数据

“你可以在上海的几所一流大学里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与此同时，
上海还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有很多外国人生活在这里，是一个
跨文化交流的好地方。”在上海，我感觉自己离梦想更近了。

19%

27%

12%

23%

68%

51%

这次疫情让我觉得人生无常，
不如及时行乐

这次疫情让我觉得应该为将来好
好打算，以备不时之需

我认为人生就是要搏出精彩 我认为人生平平淡淡才是真

疫情后的大众生活态度
（2022年5月数据，N=1503）

疫情后的大众消费态度
（ 2022年5月与2020年2月的数据对比，N=1503）

数据来源：益普索新冠疫情消费者在线调研第一期（2020.4）第三期（2021.12） ,第四期（2022.05）

2020.02 2020.04 2021.12 2022.05

41%
41%

49%
42%

34% 34%

17% 26%
17%

整体支出会有所减少，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保持整体支出水平，对未来有信心维持稳定

整体支出会有所增加，更注重提高生活质量

35%

40%

24%

2022年疫情后，大众的消费态度相对2020年疫情后更加审慎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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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主义&回归本质
更趋向于产品的基本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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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埃森哲《2022中国消费者洞察》

消费观转向长期主义投资：理财、健康、教育

愿意增加投入的消费者占比变化（2021年减去2017年）

过去几年是新消费风口之年，新创品牌纷纷入场，当流
量红利不再，消费者的追求又转向长期主义的时候，如
何体现产品和品牌带来消费者的基本核心价值，是企业
面对这一趋势需要思考的问题。

成分主义：美妆、保健、医药的消费者沟通从功效宣传回归成分认知

2020年疫情后，在美妆、保健和医药领域均出现了“成分爆品”现象。这与消费者对产品
的认知从功效回归到所含成分的基本核心价值认知有关。成分拉动内容传播，成分拉动销
量增长。通过医生、科普博主、行业知识博主的短视频宣传拉动消费者的成分认知，从而
推动“成分爆品”的产生。

数据来源： “数据 | 2022美妆成分趋势洞察，成分主义/科学护肤成风尚”，巨量引擎营销观察，202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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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伪存真
更倾向高信任度、高社会责任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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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疫情期间大件商品售后问题频出，推动了消费者对高信任度品牌的选择偏好

环保成为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重要维度，碳中和产品与包装设计成为新热点

77.56%

新闻来源：“南都调研数据：疫情期间大件商品售后顾虑多 77.56%受访者遇到问题”，参考
消息，2022-06-18

中国受访者在疫情期间
购买大件商品时曾遇到
问题

疫情到来加剧了人们对大件商
品品质、售后的担忧。上门维
修不便、退换货不便、坏掉后
使用断档等原因，让消费者更
加谨慎。不同品类看重的服务
不同保真保质成为关键词，
因此，价保、正品鉴定等服务
成为电商的发力重点。

最突出的是商品质量问题，遇到过
的受访者达49.1%；受访者中有
42.11%碰到过建材、家具等商品退
货难，40.91%买到过破损的配送商
品，32.5%表示所购的大件商品超
过保障期、索赔难。

数据来源：《益普索2021全球趋势报告》

全球消费者均体现出对企业环保举措的
关注度远高于合法纳税的趋势，说明环
保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重要议题，
人们最有可能做出的减少个人碳排放的
改变是避免使用过度包装的产品。

担忧企业是否正常纳税担忧企业是否尽其所能减少对环境的危害

45%

全球受访者会“尽量购买
负责任的品牌产品，即
使要花更多的钱”

数据来源：《益普索2021全球趋势报告》

60%

受访者会根据价值观购
买品牌

数据来源：《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

希望企业在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
劳动力再培训和种族不公正方面发挥
更大的作用。

数据来源：益普索Global Advisor 线上调研（2022年2月18日至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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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概念的
健康化、丰富化、融合化与品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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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家电新刚需
洗碗机、烘干机、智能马桶

重新定义厨房的重要性：疫情使厨房
从一个功能空间变为生活核心，76%
的家庭每天要在厨房待2小时以上

数据来源：好好住《2022中国家庭家居生活消费趋势报告》

数据来源：好好住《2022中国家庭家居生活消费趋势报告》 数据来源：鲸参谋，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中国小家电新增长极
扫地机器人、空气炸锅

中国家电的新刚需 “懒人+健康”家电在疫情期间保持高速增长，形成新刚需

中国家居的新空间需求
重新定义“家庭的社交场景”：人们逐渐将居住环
境与办公环境、学习环境、健身空间等属于公共社
交领域的环境相结合，家居的社交属性越来越强

高热度的家居设计内容创作方向都在往如何提高家
居社交属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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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产业进一步升级
家庭和互联网医疗双线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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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疗

抗原自测已成为核酸检测外的有效补
充手段，并已大量推广

3月11日，国务院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发布《关于印发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试行）的
通知》，明确在核酸检测基础上，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
社区居民有自我检测需求的，可通过零售药店、网络销售
平台等渠道，自行购买抗原检测试剂进行自测。
——新闻来源：上观新闻，“抗原试剂自测会是一个新风口吗？核酸试剂检

测盒生产企业有话说”，2022-03-15

4月29日，国家药监局再次审查批准1个新冠病毒抗原检测
试剂产品，至此，国家药监局已批准31个新冠病毒抗原检
测试剂产品。
5月11日的北京疫情防控发布会上通知，重点区域、重点行
业人员要开展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工作。
——新闻来源：北京商报，“抗原检测+15分钟“采样圈”全民核检时代吹

起风口和泡沫？”，2022-05-12

27.9%家用医疗设备市场规模增速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蓝皮书（2020）》显示，2020年我国
家用医疗器械的市场规模已达1521亿元，2016年至2020
年的五年间，市场规模的年均增速约为25.94%。受疫情影
响，2020年家用医疗设备的市场规模同比上涨27.9%左右，
预计此后几年也会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互联网医疗

线上医药高速增长，已成为不可忽视
的“第四终端”

17倍互联网诊疗人次数增长

全国互联网医院在2018年12月时只有100 多家，到2020年
12月已发展至1100余家，2021年上半年又新增约500家。
国家卫生健康委调研统计，2020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 44 
家委属(管)医院互联网诊疗人次数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了 17 倍，第三方平台互联网诊疗咨询量增长了20多倍。

新闻来源：南方Plus，“2021年医药健康年终盘点：迎变局探新机”，
2021-12-31

疫情后互联网诊疗高速增长

75.6% 网上药店销售额增幅

南方所网监中心监测的最新数据显示，网上药店市场药品
销售额从2013年的13亿元骤增到2020年的243亿元，尤其
在2020年实现同比增长75.6%。2020年医药第一终端（公
立医院终端）受疫情、集采和医保控费等政策叠加影响，
近些年第一次增长为负数；第三终端（公立基层医疗终端）
萎缩明显，全年同比增长-11.8%。而因疫情因素逆势增长
的第二终端（零售药店终端）分化加剧，药品零售线下销
售额较上年增长6%，而线上药品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59%。

新闻来源：《医药经济报》，“为四大终端鼓与呼，与产业共生共振”，
2021-05-09
中商情报网，“2021年上半年中国医药终端市场现状汇总：销售额同比增
长8.8%”，2021-12-03

16%家用医疗设备市场产值增速

欧美等国家的家用医疗设备产值达到260多亿美元，年
增加率超过16%，已被列入未来10年增长最快的行业之
一。

国外数据对比

疫情前后购买药品的渠道

（N=1529）

疫情前

实体药店

医院

线上药店

电商平台

疫情后

100806040200100 80 60 40 20 0

70.8%

46.4%

44.3%

41.0%

64.0%

52.5%

58.9%

43.2%

↓

↑

↑

↑

消费者疫情前后
购买药品的渠道变化

线上医疗和远程医疗
的兴起，将给家庭生
活带来哪些新的场景？
这对营销、产品设计
和渠道布局带来了哪
些思路的改变？

数据来源：益普索新冠疫情消费者在线调研第三期（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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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产品、营销与运营的趋势与机会

01 产品设计的新自然风与治愈风兴起
设计风格在往什么方向转变？

02 虚实结合、新一代地图，技术革新带来的新商业入口
实体经济的流量入口、商业模式可以发生怎样的改变？

03 营销投入的进一步审慎，品与效的再平衡
营销投入的思路需要发生哪些变化？

14 ‒ © Ipsos | 2022疫情后商业趋势分析与企业对策建议

04 更贴近消费者的销售渠道，与更具韧性的物流方案
销售渠道与物流体系需要发生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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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的
新自然风与治愈风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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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品类大热体现出大众对自然的向往

“自然+科技”的新自然风与治愈风设计
开始兴起

Saint Laurent 2022年春夏男装秀，艺术家 Doug Aitken 
打造的“绿镜”

由马岩松带领的MAD建筑事务所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的“垂直峡谷”(One River North)住宅设计

“随着人们长期与世隔绝，自然及其生机活力性将具有明显的吸引力，通
过数字工具建立联系，已成为日常生活中更必要和更有价值的一部分。新
一季的主色调反映了这种双重性，但摒弃艳丽浮华的人工基调，更加贴近
自然。”

——色彩趋势机构 WGSN 2022年春夏季流行色预测

多乐士2022全球色彩趋
势，以“生活，畅快呼吸”
为年度主题，以清新明朗
的“晴空蓝”作为年度色
彩，希望把自由广袤的户
外气息引入室内环境中，
鼓励人们打开眼界与思维，
换一种方式去生活。

天猫2022年五一消费趋势报告
数据维度：4.20-5.04期间同比去年

中国：疫情反向推动了露营产品的热销

封控措施带来的对自然与自由的向往，在世界各
国都逐渐体现在将自然元素与科技元素相结合的
新自然风设计风格中。

天幕

2100%

户外营地车

1400%

帆板

670%

户外咖啡馆

460%

户外桌子

400%

烧烤盘

310%

“与自然共生”成为
最先锋的设计主题

2022年第60届米兰国际家具展的
主题为“与自然共生（DESIGN 
WITH NATURE）”。在今年的展
会上，环保共生、模块化以及自然
灵动成为关注焦点。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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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结合、新一代地图
技术革新带来的新商业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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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Google I/O 2022开发人
员活动中，谷歌推出了一种全新的地图
模式，叫做Immersive View ，也就是
“沉浸式视图”。将数十亿张街景和航
拍图像融合在一起，利用计算机视觉和
人工智能的技术，让用户在3D建模中
体验全球各地的真实场景，实时视图
(Live View)则通过AR技术，帮助用户
在诸如机场、商场和火车站等室内区域
导航。该地图将在洛杉矶、伦敦、纽约、
旧金山和东京推出。

疫情隔离促进了云端视频生产与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

2022年6月8日百度旗下的智能汽车公司品牌——集度的首款概念车发
布会在名为“希壤”的元宇宙举办

2022年6月，生活用纸品牌“清风”的元宇宙虚拟发布会

疫情的不断反复，很多企业品牌线下活动
都被迫转为线上，“元宇宙”概念迅速崛
起，推动了虚拟直播、虚拟发布会、虚拟
论坛会议等形式迅速扩张，依靠虚拟演播
室技术打造的虚拟线上活动逐渐受到市场
追捧。虚拟线上活动正在慢慢显露出庞大
的市场潜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品牌都在
积极尝试这种模式

虚拟直播、虚拟发布会、虚拟
论坛会议的快速发展

我们对比了QuestMobile公布的2020年疫
情期间和2022年疫情期间的典型视频APP
直播流量占比，抖音和快手的直播流量占
比从2020年的20～50%，提升到了2022年
的80%以上。线上流量的直播渗透率在不
断加深。

疫情后直播渗透率的不断加深

80%以上占典型视频APP流量的

地图是实体业态的入口，新一代“虚实结合”地图技术将带来全新商业模式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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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投入的进一步审慎
品与效的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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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营销投入的进一步审慎

数据来源： WARC《2022年营销达人攻关册》

44 %
受访营销人表示会提高2022年的总体营销预算，
超过一半的受访营销人会保持观望或降低预算

私域

视频

小程序

会增加投资的受访者占比

移动领域

68%

65%

64%

移动APP53%

信息流广告53%

资料来源： QuestMobile2022消费品牌私域布局策略洞察

品牌广告与效果广告的再平衡

数据来源： WARC《2022年营销达人攻关册》

随着公域流量的成本越来越高，而稳定性逐渐变差，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布局低成本转换
的私域流量。

相比追求内容爆款，品牌的持续性
内容输出带来的长尾效应可能更加
显著。去年7月，韩束和鸿星尔克先
后因舆论话题出圈，今年年初，这
股话题热又涌向了白象，但内容话
题带来的「野性消费」一闪即逝，
最终检验品牌能力，恐怕仍要看热
度退潮后，那些真正因品牌持续性
内容输出而留存下来的粉丝。

资料来源： SocialBeta 《2022数字营销10大趋势报告——重拾长期主义 》

可口可乐公司财报显示，继今年一
季度“销量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之
后，可口可乐中国在今年二季度已
经“超过疫情前水平”

具有长期品牌资产积累的品牌，受疫情封控
的影响相对较小

一些中小饮料品牌在3、
4月销售比同期减少了 30% 左右

效果广告是过去几年的投放热点和重点，而品牌广告的重要性在疫情之后得到了重新审视。
封控和静态管理后，“能否被消费者想起你的品牌”，成为品牌力的试金石和品牌的生存
线，秉承长期主义打造品牌资产，与快速带来流量和转化的流量广告同等重要。

资料来源： “过去两个月，没被上海人想起的品牌要如何反思？”，新消费
Daily，202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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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贴近消费者的销售渠道
与更具韧性的物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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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更贴近消费者的销售渠道将更有机会

社区团购、OTO等更贴近消费者的消费渠道，将迎来新一波渠道发展机会。

从商业网点供应到居民家庭的“最后100米”成为
保供问题焦点
2022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联合发
布《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寄递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全力保障末端寄递服务正常运转，畅通“最后一
百米”服务。

在多种保供模式的探索，社区自主集单模式成为接
受度最高和满意度最高的保供模式
目前国内各地主要有三种保供模式在封控初期进行了探索，而最终
社区自主集单模式获得了最高的接受度和认可。

• 商超保供套餐
• 社区自主集单
• 居委组织集单

13万个保供型团长

65万个改善型团长

全国约有200万个社区团购团长

上海约有80万

个社区团购团长

2022年社区团购在疫情保供任务的推
动下，相比2020年的生鲜电商商业模
式发生了变化
主要特点有：a、“预售+自提”模式；
b、社交关系为枢纽的“团长”模式；
c、聚焦家庭，SKU 较少。

新商业链路人群已成规模

更具韧性的物流方案应当成为疫情后需要迅速解决的风险管控措施

专业快递和外卖小哥的出现，改变了中国
人的餐饮和购物的习惯，团长人群的规模
化出现，未来可能带来哪些全新的商业渠
道和商业模式？

传统渠道模式

新渠道模式

资料来源： “疫情下的团购，食品品牌值得抓住的DTC转型机会？”，FBIF食品饮料创新， 2022-05-24

在新冠疫情仍未退
散，猴痘疫情又开
始抬头的时候，为
尽可能降低企业受
到疫情管控措施的
影响，建立更具韧
性的原材料与渠道
物流方案，是疫情
后企业需要关注的
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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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疫情后的7大商业机会点

1. 新市场崛起

随着新新人群大幅流入，未来5年是新一线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我
国的城市格局将迎来变化，值得企业提早布局。

2. 新价值观念

大众的生活价值观，品牌价值观与产品价值观在疫情后均发生了转变，企业需要将
更多重心放在打造产品和服务的“基本核心价值”。

3. 新居家经济

居家饮食，居家办公，居家运动娱乐，是全球疫情反复下的新常态，“宅经济”成
为疫情后的风口；品牌应针对各种细分居家场景，提供更丰富更有品质的解决方案。

4. 新健康入口

大众对健康前所未有的高关注度，促进大健康产业进一步升级，家庭医疗和互联网
医疗双线并进，平台服务深度和用户黏性在疫情平稳后仍会显著提升。

5. 新营销触点

社区团购、OTO、私域渠道因贴近终端消费者，将在疫情平稳后继续发展推进；
全面的营销触点数字化将成为趋势；各类沟通方式将重新平衡品和效，品牌价值仍
是消费决策的核心驱动力。

6. 新技术赋能

新技术让品牌有机会重构“人，货，场”，虚实结合，给受限的实体经济提供新的

可能和想象空间。

7. 新产品设计

长疫情时期，在产品和服务的设计中加强“自然主义”“疗愈心灵”和“低碳绿色”
因素，可以更好的契合消费者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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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与您合作，共同度过新冠
疫情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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