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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增长的发展,奢侈品消费群体的年龄越来越小,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
市场之一。根据相关调查,千禧一代的消费者是消费奢侈品的主要群体。为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奢侈品
公司应该对这些潜在客户有更深入的了解。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比较了中国与英国两国的千禧一
代消费者群体的特征,并为奢侈品公司提供实用建议,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奢侈品消费提供
了指导,同时也为奢侈品企业在营销策略规划中探索了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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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正成为主要消费者,并影

因为大多数中国千禧一代是家庭中被父

都被数字世界所围绕(毕马威,2016)。

响整个奢侈品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

母宠坏的独生子女,在这种情况下,这群

他们变得依赖互联网,喜欢玩游戏、购

种情况下,对中国和英国千禧一代在奢

青少年只在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心情,

物、交流、在线观看视频。因此,在线

侈品消费动机上的比较研究对于奢侈品

而不是担心他人(Moore,2005)。大多数

购 物 是 千禧一代消费者的主要特征

行业了解他们未来的主要客户是有价值

千禧一代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坚持自

(Ismail,2014)。同样,欧洲学生也习惯

的。通过比较英国和中国千禧一代对奢

己的梦想或见解,很少听取别人的判断,

于通过互联网购物,因为大多数奢侈品

侈品消费动机的影响,能为企业带来更

刻板印象是他们最不喜欢的特征,同时

网站(如Vente-Privee,SHOWROOMPRIVE,

好地规划有效市场策略的建议。

他们也很难被说服,因为他们不愿意受

Mytheresa)通常会提供相当可观的折扣,

到各种规则和原则的束缚。

从而吸引他们更频繁地消费。

1 千禧一代的定义
根据《韦氏词典》的定义,“千禧一

2.1.2创新性

2.2中英千禧一代之间差异

代”一词是指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80年代的中

2.2.1依赖与独立

生的人群。这种人口统计学也被称为Y

国人被众多创新的思想所包围,他们得

由于中国父母努力为子女提供最好

世代,因为他们是在1960年代初至1980

到了更多探索未知的西方文化和环境的

的物质条件,因此80后的年龄只需要专

年代初出生的X世代之后出现的。在中国,

机会。出于对挖掘更多西方信息的好奇

注于学业,而在学习时无需考虑暴涨的

这一群体的定义是80年代以后或仍然依

心和对自由的渴望,中国千禧一代喜欢

学费和房租。在这种生活环境下,中国千

靠父母的经济支持的一代人。尽管很难

出国旅行,出国学习和出境移民。在这种

禧一代逐渐越来越依赖父母,并将其视

描述一个世代的个体差异,但千禧一代

情况下,他们逐渐拥抱并接受差异化的

为理所当然(He,2013)。

的总体状况是受特定社会环境影响的,

西方文化,以及西化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因此他们的特征可以作为广泛的趋势被

现代中国千禧一代大多数人思想开阔,

着自2008年和2016年英国脱欧以来的

观察和研究。

就英国千禧一代而言,他们正遭受

大胆,敢于尝试新事物。因此,中英两国

经济危机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同时,英

2 中英千禧一代消费者的异同

的年轻人在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环境下,

国的毕业生现在每年支付高达9,000英

2.1中英千禧一代之间的相似性

都拥有很强的创新思维(Raines,2002)。

镑的费用,据估计他们平均留下44,000

2.1.1个人主义

2.1.3精通技术

英镑的债务。据预测,英国千禧一代至

在西方社会文化中,人们强调个人

随着数字化,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

少需要30年才能偿还贷款。有19％的千

自由,自我发展和个人精神的特征。对于

发展,中英两国的千禧一代在日常生活

禧一代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工作,他们

英国人而言,独立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信

中深受这项技术的影响,在线购物已成

必须成为多份工作才能负担生活费用。

条,他们将个人利益视为独立于集体利

为千禧一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80后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在正式毕业之

益以外的更高利益。在中国,大众媒体现

中国人几乎不能离开网络,智能手机,计

前就工作,并且从成年起就必须在财务

在经常评论80后“个人主义”的特征,

算机和应用程序,这使他们的整个生活

上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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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虚荣与品质

释放压力或奖励自己而不是取悦他人

消费。例如：奢侈包装可以更加精致,

大多数中国千禧一代认为奢侈品

的一种方式。他们自我馈赠奢侈品的

不仅可以代表奢侈品牌的优雅设计,还

代表拥有社会权利的所有者。因此,许

动 机是 在长期工作后激励自己,并鼓

可以使顾客意识到拥有这种高端产品非

多80后购买昂贵的高端产品并不是纯

励自己进入下一个挑战的礼物。因此,

常有价值。同时,为了使顾客感到受到关

粹出于欣赏产品的功能或对此类产品

他 们几 乎不关心家人和朋友的喜好,

注,这家英国奢侈品公司应通过短信和

有需求,而是希望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尊

而是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奢侈礼物

电子邮件向消费者发送折扣信息或推出

重。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他们沉迷

(Dubios,2001)。

新产品,特别是在圣诞节,节礼日和其他

于消费过程中的充实状态,而忽略了购

3 中英两国奢侈品消费的建议

买该产品的必要性,享受购物过程中带

3.1中国奢侈品消费的建议

来的乐趣。

首先,多数情况下,中国千禧一代购

选择与自己的风格相匹配的奢侈品。因

主要节日等。
其次,英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更喜欢

但是,欧洲人很少购买奢侈品,而

买豪华商品的原因是大众媒体上的传

此,奢侈品牌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营销

他们更喜欢某些具有成本效益的产品

播。在这种情况下,奢侈品牌应该继续追

策略：一是奢侈品公司可以推出各种风

与服务,而不会关注标有奢侈品牌的产

随中国近代市场的流行趋势,并邀请知

格来满足不同类别的顾客,风格可以包

品。根据英克林(Inkling)进行的调查,

名人士或网络明星为其产品加签。应用

括时尚,正式,成熟,可爱等。另一个方面

它发现55％的英国千禧一代受访者选

各种社交社区来生成用户生成的内容,

是,奢侈品市场部门应定期进行市场研

择了高品质的品牌(Eastman,2013)。大

并激发潜在客户对其产品的兴趣。

究,以了解消费者最近喜欢的款式和商

多数年 轻 人 对 奢 侈品 的 兴 趣 最 小,因

其次,由于在社交中其他人会称赞

品类别。同时,奢侈品公司可以应用大数

为他们认为这类产品对于如此暴涨的

他们的奢侈品,因此中国人有强烈的动

据科学来追踪他们现有的消费者的购买

价格并不合理。此外,还有各种大众品

力来炫耀自己购买的信誉产品。因此,

记录,然后通过各种社交交流将匹配的

牌,例如APC,Pimkie,Topshop,它们以

奢侈品牌应努力为客户提供体贴和个

商品信息发送给他们。该建议可以帮助

可承受的价格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

性化的服务。人们购买奢侈品时,不仅

奢侈品牌定位新的归类,以通过从潜在

品和优 良 的 售 后 服务 ,这 些 品 牌受 到

要购买产品,还要享受信誉服务。完善

消费者那里收集数据来满足顾客的需

青少年的欢迎。另外,产品设计是80年

的售前服务和周到的服务会使客户垂

求。最后一个方面是,奢侈品公司可以更

后西方人选择产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涎其所重视。同时,顾客购买商品时必

多地关注个性定制化产品,因为这类产

(Eastman,2013),因此,80年代西方人不

须提供退货或退款服务,因为顾客会感

品可以彰显客户的个人风格。因此,带有

仅关注产品质量,还注重产品风格。

觉到安全感。

雕刻名称的产品、针对不同客户群体推

2.2.3社交与自我奖励

第三,定期与客户沟通。折扣或免费

出限定的颜色和款式等,可以激发消费

对于新入职的千禧一代,他们不仅

提供别致的礼物可以巩固与客户的关系

要以出色的能力和个性,还要以体面的

并增强客户的忠诚度。最近,越来越多的

第三,英国的奢侈品消费者购买奢

外貌打动同事或领导人。购买奢侈品是

年轻人更喜欢每个月或每个特殊日期

侈品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商品。可以看

与他人进行社交的一种方式,因为穿着

(例如情人节,圣诞节)购买奢侈品,因此,

出,奢侈品企业应保证其商品的质量,包

豪华的服装出席正式场合可以增强他

定期活动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在奢侈

括优质的材料和优良的做工。同时,周到

们的个人魅力并吸引更多关注。此外,

品上花费更多。对于品牌的官方网站,

的售后服务应包括长期保修服务,例如

由于声望品牌易于识别并象征着财富

品牌营销经理应提供体贴和即时的服务,

免费维修,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请在

和权力,因此潜在客户会认为拥有这些

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同时增强在线用户

30天内退货。

品牌的人比其他着装通常更值得信赖,

体验。为了吸引更多的千禧一代,数字营

总体而言,中国和英国千禧一代购

这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商机。在这种情

销应该尝试更多的媒体方式来激发他们

买奢侈品的动机是不同的。对于英国千

况下,大多数中国千禧一代都会购买奢

的好奇心,例如定期发送电子邮件时事

禧一代来说,他们购买豪华商品的主要

侈品。凭借其卓越的品质和信誉品牌,

通讯,为新注册客户提供额外折扣或免

原因是追求高品质的产品、个人风格以

奢侈品被视为表达对您的朋友和客户

费送货,每日电子邮件以及最新发布的

及与对自己的回馈密切相关。对于中国

的真诚关注和尊重的体面礼物。人们在

收藏品的第一手信息。

千禧一代,他们购买豪华物品主要是为

者对奢侈品消费的兴趣。

3.2英国奢侈品消费的建议

了社交,这象征着他们的经济实力或地

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向业

首先,英国千禧一代更注重服务本

位,并得到同伴的认可。基于中英两国千

务合作伙伴赠送奢侈品是取悦潜在客

身,因此奢侈品公司应尝试提供更多体

禧一代之间奢侈品消费动机的显著差异,

户的有效方法。

贴的服务,以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奢侈品企业应制定具体的营销策略,分

这可能会刺激消费者进行更多的“多重”

别对待每个群体。

收到奢侈品牌后会感到高兴,它可以增

西方千禧一代认为,购买奢侈品是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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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企业发展的,必须重视人力资源信息的统计分析,并且对企业人力资源数据的统计分析,找
出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不足。合理分配工作,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不断加强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可
以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本文阐述了人力资源信息统计的作用,对人力资源
信息统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 人力资源；信息统计；改进建议
中图分类号：F222.31 文献标识码：A
1 人力资源信息统计的作用

好 地发 现人力资源利用的不足,合理

当前企业对人力资源工作的重视程

1.1人力资源管理决策

地 调整 和分配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

度逐渐提高,但是有些企业对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决策需要对人力资源

源利用效率。

信息统计的了解还不够全面,没有充分

的结构和数量进行全面分析,其中涉及

1.3反映人力资源管理情况分析

认识人力资源信息的统计。人力资源的

大量的人力资源数据解析分析。在人力

人力资源信息统计有不同的指标,

利用和分配仍然基于职位数量或工作经

资源信息统计对企业的人力资源进行了

它们以定量的形式反映了人力资源管

验和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这种人力资

非常详尽的统计和分析,可以为人力资

理状况。人力资源信息统计的定量指

源决策缺乏人力资源信息统计,在一定

源管理提供系统的理论和数据分析,为

标可以反映人力资源的数量和工作条

程度上影响了决策的正确性,没有充分

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提供依据,提高人力

件 ,可 以 充分反映人力资源的总体规

发挥每个员工的潜力,在一定程度上浪

资源水平管理分析。

模。人力资源信息统计中的结构指标

费了人力资源。

1.2合理的利用人力资源

可 以 反 映人力资源的分布和利用,人

2.2人力资源信息统计系统的指标

人力资源信息统计可以对人力资

力资源利用率可以反映人力资源管理

源的利 用 情 况 进 行更 详 细 的 分 析,并

的 效 果 ,质量指标主要反映人力资源

对各个人力资源的信息进行详细的分

职能绩效分析。

人力资源数量,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学

析,从而 可 以 反 映出 整 个 人 力 资源 状
况。在一定程度上,人力资源的分配和

2 人力资源信息统计中存在的
问题

力资源决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是,

利用是基于对人力资源信息的统计。

2.1对 人 力 资 源 信 息 统 计 的 关 注

当前企业所需的人才正在逐渐呈现出多

不健全
人力资源信息的统计指标主要包括
历,工作经验等。对这些指标的分析为人

不足

样化的现象,需要对人力资源进行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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