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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人出境消费日渐释放出强劲的购买力。通过追踪国人出境消费行为习

惯，发现国人在消费观念、消费心理、消费趋势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境外消费将迈入新篇章。 

为此，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联合招行信用卡、Visa共同发布《2016中国出境消费趋势报告》，从形

象表现、人群特征、地域特征、消费类型、理念变化五大方面，对中国出境消费者进行全面的透视

和解读。 

  前   言 



招行信用卡是业内最早发力境外消费的金融机构，已连续8年位居信用卡境外交易市场首位，独揽

25%以上市场份额。经由Visa支付数据显示，中国持卡人平均每100美元的信用卡境外交易中，有

约36美元来自招行信用卡客人，招行信用卡已成为国人出境消费的首选。 

 

Visa是全球最大的卡组织，也是全球领先的电子支付公司，其数据处理网络连接着遍布全世界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数以十亿计的Visa持卡人可在全球4000多万

家商户和250万ATM机消费或者取现。 

 

本报告以招行信用卡、Visa出境消费数据为样本，对中国出境消费的特征及变化进行解读。 

  前   言 



本报告主要基于招行信用卡和Visa的交易数据，以及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网络舆论监测数据进行分

析。数据分析维度涵盖2012年1月至2016年8月期间的出境消费人数、消费金额、消费地点、消费

类型以及与出境消费相关的新闻报道和网络言论等。 

其中，招行信用卡的数据不仅限于招行Visa信用卡，也包括其他卡组织；Visa的数据不仅限于招行

Visa信用卡，也包括中国其他发卡银行Visa信用卡。本报告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对上述信息进行

挖掘和统计，力求为读者呈现出国人出境消费的整体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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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境消费舆论环境 

. 



• 近年来，随着购物渠道的畅通及消费结构的升级，国人对于出境消费的热情升温明显，其超强

的消费能力也引爆媒体关注，相关报道呈现井喷式的发展态势。 

 

• 本章以媒体报道为基础，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近5年的监测数据为依据，探索出境消费的传播效

应及消费者形象。 

  本 章 概 述 



2013 2015 

2014 2016 

奶粉 

国人2012年、2013年掀起
奶粉抢购风潮，使得美国、
英国、香港等地纷纷出台奶
粉限购政策。 

马桶盖、大米、电饭煲 

2015年春节，“去日本抢购
马桶盖”迅速引爆舆论场，
大米、电饭煲也成为当年的
抢购热点。 

奢侈品 

随着出境旅游的快速发展，出境购
买奢侈品成为2013年、2014年的
出境消费主流。据统计，国人
2014年奢侈品消费总额约为3800
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增长的
部分主要来源于出境奢侈品消费。 

感冒药、纸尿裤、化妆品 

2016年起，感冒药、纸尿裤、化
妆品等日常消耗用品也成为国人
抢购的目标。 

 境外“抢货”目标的迭代 



广受欢迎的经济“拯救者” 有钱任性的“超级客人” 

时间高度集中的“候鸟” 

危险的“移动钱包” 素质堪忧的消费者 

极小部分消费者在出境消费过程中的不文明行为被舆论放大，国人出境消费正面传播明显缺乏。 

“土豪”、“任性”、“素质低”等标签都已成为国人出境消费的“形象阴影”。 

 出境消费者的形象标签 



时间 发生地 “中国大妈”相关报道 

2013.02 加拿大 中国大妈加拿大地铁吵架，网友呼吁不要在国外丢人现眼 

2013.08 美国、欧洲 中国大妈抢滩海外房产，买房不一定有永久居住权 

2015.02 意大利 中国大妈在国外奢侈品店前吃泡面 

2015.02 日本 丢人丢到国外！赴日旅游中国大妈让儿子当街便溺 

2015.04 泰国 中国大妈泰国打牌遭批又给国人丢脸 

2015.10 英国 疑似中国大妈在英国店门口抱孩子大便 

2016.02 伦敦 海外媒体：中国大妈重出江湖狂买黄金，伦敦也现抢金潮 

2016.03 澳洲 海外置业倍增：中国大妈把澳洲买光了 

2016.08 美国 中国大妈美国又闹机场，国人为什么爱在机场打架 

“中国大妈”的被黑之路 



 出境消费者亟需“去标签” 

不排队 

大声喧闹 

有钱没品味 

乱刻乱画 

疯狂购物 

没礼貌 

个人卫生差 

实际上，中国出境消费者的整体形象并非如此。

相关研究发现，“中国游客在各国是最受欢迎的

游客之一，绝大多数中国游客的言行大方得体，

其文明素养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差”。 

 

对于一些确实存在不文明行为的消费者，国内监

管机构已出台相关法规、措施进行规范，并得到

广泛好评。同时，部分国外机构与媒体也积极协

调中国游客融入当地社会环境。 



2. 出境消费人群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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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章 概 述 

出境消费人群特征—— 

• 年龄特征：80后是主力，90后异军突起 

• 性别特征：与同龄男性相比，80后、90后女性购买力强 

• 学历特征：高学历人群占比显著 

• 星座特征：天秤座、天蝎座和处女座成为“剁手党”前三位 

• 地域特征：三四线城市出境消费增长迅猛 



90后 正异军突起，在出境人群中已超过

60后，直逼70后，是出境消费年轻化趋势的

代表人群。 

80后 是出境消费的主力，在出境人群中

占比超过一半。 
60+ 70+ 80+ 90+ 其他 

18.3% 

59.5% 

 年龄特征：80后是消费主力 



招行信用卡数据显示，女性消费人数略多于男性，而男性的人均消费额则高于女性。其中，

与同龄男性相比，80后、90后女性购买力强；随着年龄增长，男性购买力逐渐超过女性。 

 性别特征：80后、90后女性购买力强于同龄男性 

49% 

51% 

消费人数 

男 女 

60+

70+

80+

90+

人均消费金额 

男 女 



招行信用卡数据显示，本科及以上的高

学历人群占出境消费者总量的62%，成

为出境消费的主力，这部分人群在出境

消费中更具有“超前消费”意识。从人

均消费来看，硕士及以上人群花费高于

本科，反映出学历越高的人群出境消费

能力越强。 

 学历特征：高学历人群占比显著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及以上 

出境客户数量 人均消费金额 



从各星座消费人数来看，天秤座、天蝎座、

处女座成出境消费“剁手榜”三强。天秤

座购买欲旺盛；天蝎座目标明确，性格果

断，看中就买；处女座有追求完美的特质，

对生活品质要求高，购买力较强。 

 星座特征：天秤座成“剁手”冠军 



从招行信用卡2016年上半年交易情况来看，上海出境消费户数位居第一，北京、深圳位列

第二、三名。与2015年上半年相比，一、二线城市增长缓慢，其中，成都市出现了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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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特征：一二线城市增长缓慢 



三四线城市出境消费户数虽基数较小，但发展较为迅猛。许昌市、连云港市、安庆市等消费

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多。可以预见，随着三四线城市人群消费能力的激活，未来国人出

境消费的增长趋势还将持续。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及以下 

2015年上半年交易户数 2016年上半年交易户数 户数同比 

 地域特征：三四线城市增长迅猛 



3. 出境消费地域特征 

. 



  本 章 概 述 

出境消费地域特征—— 

• 香港、美国、日本位居出境消费总额前三 

• 美国是消费者停留时间最长的出境消费地区 

• 奢侈品的三大购买地为香港、美国、意大利，多数地区为负增长 



招行信用卡数据显示，我国出境消费者的足迹遍布20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香港、美国、

日本成2016年上半年出境消费金额前三甲。 

从增速上看，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地消费金额上涨幅度较为明显，英国由于“脱欧”

导致汇率下跌，引发短期内的“消费狂欢”，自6月后消费力呈直线上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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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美国、日本位居出境消费金额前三 



Visa数据显示，我国出境消费者在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地停留时间较长，其

次为香港、法国和日本。 

 美国是消费者停留时间最长的国家和地区 

澳大利亚 

德国 

韩国 

英国 

比利时 

日本 

法国 

香港 

加拿大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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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出境奢侈品购买地仅澳门、日本增长 

招行信用卡数据显示，香港、美国、意大利占据出境奢侈品消费金额的前三位，是消费者最

青睐的奢侈品消费地。从金额增长率来看，消费金额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中除澳门、日本外，

奢侈品消费均为负增长。 



4. 消费商品结构特征 

. 



  本 章 概 述 

消费商品结构特征—— 

• 购物方面，服饰消费集中在美国、香港；保健品消费金额大幅上升，深受珠三角地

区人群欢迎，购买人群呈年轻化态势；日韩在日用百货、化妆品的消费上优势明显 

• 饮食方面，60后消费意愿更强；男性消费金额明显高于女性 

• 出行方面，境外租车热潮正在兴起 

• 娱乐方面，文艺之旅全面开花 



 出境人群消费结构 

买 吃 行 玩 



北上深消费者占比最大 

在出境消费金额中，北上深消费者购
买力强劲，三地总占比超过50%。 

珠三角消费者爱买保健品 

珠三角地区消费者，因靠近香港的地
理优势，其在化妆品、电子产品、药
品保健品类消费中相对靠前。 

环渤海百货类消费力强劲 

环渤海地区消费者在百货类出境消费
中占据主力地位。 

 买：珠三角消费者钟爱保健品 



港澳台：38% 

北美：15% 

新马泰：6.3% 

澳新：2.5% 

西欧：15% 

日韩：21% 

 买：港澳台、日韩为消费金额较高的地点 



日本 

日用百货类消费金额

上升同样迅速。 

韩国 

日用百货类消费金额

占全球22%，较去年

同期增长33%。 

↑33% 

↑23% 

香港 

日用百货类消费金额呈

现一定的下降趋势。 

↓15% 

美国 

日用百货类消费金额

与去年同期相比稳步

增长。 
法国 

日用百货类消费金

额降幅较为明显。 

↓27% 

泰国 

日用百货类消费金额

小幅上扬。 

↑8% 

 买：韩、日百货受欢迎，法国、香港大幅下滑  

 ↑9% 



日本 

服饰消费金额占比

较小，但上升幅度

较明显。 

香港 

服饰消费金额占比最

大，但较去年同期仍

呈现下降趋势。 

↓8% 

↑17% 

英国 

受汇率影响，服饰类

消费增长。 

↑10% 

美国 

美国的小众时尚

品牌深受内地游

客青睐。 

↑2% 

意大利 

奢侈品消费低迷，名牌

服饰消费下降。 

↓7% 

新加坡 

服饰类消费上涨较

为明显。 

↑22% 

 买：服饰消费新加坡、日本大幅上涨，香港下降 



香港    ↑12% 

最大的药品保健品出

境消费市场。 

日本    ↑54% 

随着日本感冒药的声

名大噪，日本药品再

掀购物潮。 

澳大利亚    ↑96% 

保健品种类繁多价格适

中，深受国人青睐。 

美国    ↓14% 

药品保健品消费占比较

小，出现下降趋势。 

德国    ↑40% 

药品保健品日益受

到国人青睐。 

澳门    ↑22% 

药品保健品消费有明显

的上升趋势。 

 买：药品及保健品消费上升幅度明显 



韩国    ↑24% 

化妆品消费增长较快。 

日本    ↑45% 

化妆品消费增长明显。 

香港    ↓9% 

化妆品消费占比超过

全球50%，但出现下

滑趋势。 

美国    ↑9% 

化妆品消费小幅上升。 

法国    ↓11% 

高档化妆品的主要消费国，

同比有所下降。 

澳门    ↑5% 

化妆品消费略有上升。 

 买：化妆品消费日韩上升，欧洲下降 



60后、70后在出境消费中更加注重商品的实用性和

符号感，热衷于黄金珠宝、服饰、箱包等品类。80

后逐渐开始以享受生活、追求时尚作为消费目的。

作为拥有超前消费意识与追逐新鲜事物的群体，初

入职场的90后对购买化妆品和电子产品毫不手软。 

 

在传统印象中，“药品及保健品”的消费群体多为

中老年人，但在实际的消费占比中，年纪较轻的80、

90后购买金额却相对较高。 

 买：保健品购买人群呈年轻化趋势 

60+ 70+ 80+ 90+

各年龄段消费种类金额占比 

百货超市 服饰 黄金珠宝钟表 

电子产品 药品及保健品 化妆品 

箱包 食品 



90+ 80+ 70+ 60+

人均消费金额 

女性 男性  

招行信用卡数据显示，在餐饮方面，60后、70后相较于80后、90后更舍得花钱，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年龄较大的人群对于餐饮文化的认可度更高。而男性在饮食消费中的表现更为积极，

这或许与中国男性主动买单的习惯有关。 

 吃： 60后注重饮食 



在出行工具的选择上，飞机仍然是出境消费者的第一选择，

其消费金额占出境出行总额的36%。出租车、租车与火

车占比分别为23%、16%和8%。 

 

随着国外各类互联网租车平台使用更为便捷，出境自驾游

逐渐增多，“深度游”开始成为人们追逐的重点。据相关

机构统计，2015年中国出境自驾游人次同比增长130%，

其中租车平台境外租车需求同比增长近600%，境外租车

成为亟需满足和填补的需求缺口，而2015年中国互联网

境外租车市场交易规模已达到131.3亿元，预计2016年

还将增长88.6%。 

36% 

23% 

16% 

8% 

 行：境外租车热潮宣告“深度游”时代到来 



在出境文娱类消费中，文化艺术类项目（包括工艺美术

商店、文艺展览、书店等）成为消费的重点，金额占比

为36%。其次为体育消费，占比8%。游戏和演出也受

到出境消费人群青睐，在消费金额中分别占比6%和2%。 

 

随着体育大年的到来以及奥运会、欧锦赛等重大赛事的

举行，“体育游”正掀起一股热潮，也拉动门票、官方

球衣、纪念品的出售屡创新高。 

36% 

8% 

6% 

2% 

 玩：“文艺之旅”全面开花 



5. 出境消费变化趋势 

. 



  本 章 概 述 

出境消费变化趋势—— 

• 出境消费“全民化”趋势逐渐显现 

• 在近5年的消费地图中，消费者脚步逐渐走向欧美，而亚洲区域仍平稳发展，显示出

短线出国消费的增长潜力 

• 品质消费成为重要驱动力；“奢侈品消费”正转向“多元化消费” 

• 体验型消费逐步被国人所接受；文化消费大幅增长，四年间增长20倍 

 



2012-01 2013-01 2014-01 2015-01 2016-01

金额 户数 

随着出境消费人数及交易总额的增长，各区域人均消费金额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各区域人群

出境消费逐渐趋于理性。 

 出境消费“全民化”趋势逐渐显现 

人均金额 



经济较为发达的华东地区出境消费人数基数庞大，几乎占据整个出境人群的一半，成为出境

消费人群的“绝对主力”。近年来西南地区出境消费人数增长迅猛，西南地区出境消费人数5

年内增长7倍多，其出境目的地多为东南亚。 

 西南地区消费人数增长迅猛 

西南 西北 华中 东北 华东 华北 华南 

5年内增长倍数 

2012-01 2013-01 2014-01 2015-01 2016-01

各区域消费人数 

华东 华南 华北 西南 

华中 东北 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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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指除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以外的亚洲地区 

2012-01 2013-01 2014-01 2015-01 2016-01

澳新 港澳台 欧美 亚洲 

在近5年的消费地图中，消费者脚步逐渐

走向欧美，欧美消费人群5年内增长近3

倍，但人均消费开始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结合消费人数和人均消费两项数据来看，

虽然亚洲人均消费平稳，但消费人数以近

4倍的速度迅猛增长，显示出短线出国消

费的增长潜力。 

 亚洲短线出境仍具增长潜力 

消费人数 

人均消费 



中国消费者出境从购买箱包、电子产品等向

购买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日用品转变。 

日用百货在出国消费人群中的受欢迎程度自

2014年6月起呈现井喷式的发展态势，5年

内增长近7倍。  

化妆品出境消费人数增长了近15倍，而药

品及保健品、食品类消费人数也以近10倍

的增速迅猛发展。 

随着国内电子产业的蓬勃发展，出国购买电

子产品的需求近年来已经出现明显的下降趋

势，仅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消费人

数就下降了一半。  

2012-01 2013-01 2014-01 2015-01 2016-01

各商品类型消费人数 

日用百货 服饰 黄金珠宝钟表 

电子产品 药品及保健品 箱包 

化妆品 食品 

 “品质消费”成重要驱动力 



在国人偏爱的出境购买商品类型中，服饰、

箱包、黄金珠宝钟表等的优势地位遭遇撼

动，药品、食品、保健品成购物“新宠”。

澳大利亚以其对保健品原材料的严格检验，

受到国人信赖，近两年药品及保健品消费

人群上升趋势明显。 

 

产自新西兰的绿色天然食品同样深受国人

青睐，新西兰乳制品曾掀起国内“抢购

潮”，而当地精湛的养蜂技术也使其蜂蜜

制品受到国人喜爱。 

2012-01 2013-01 2014-01 2015-01 2016-01

澳新各类商品消费人数 

日用百货 服饰 黄金珠宝钟表 

电子产品 药品及保健品 箱包 

化妆品 食品 

 医药保健品成“新宠” 



Visa数据显示，2016年奢侈品消费金额同期降

幅达到21%，与之相反，国人在美容、SPA、

景点、娱乐等体验方面的花费呈现出不同程度的

上升趋势。 

随着消费观念的变化，国人出境消费的品牌架构

也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奢侈品已不再成为国人出

境追逐的重点，一些轻奢、新兴及中档品牌也逐

渐进入国人购买的行列，国人对品牌的接受和认

知程度逐渐提升，品牌多元化偏好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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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消费同比增长率 

 “奢侈品消费”正转向“多元化消费” 



随着国人对文艺、体育、游戏等方面的

兴趣逐渐升高，五年来，文娱类消费人

数出现近9倍的增长，上升态势明显。 

 出境消费“文艺范”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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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消费人数 

餐饮 住宿 文娱 交通 购物 



自2014年暑期开始，所有文娱类消费

人数都有明显的上升，从音乐到体育，

从电影到文艺演出，“文化消费”呈现

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其中，工艺美术

商店、文艺展览、书店等文化艺术类消

费人数增长最为明显，四年之间暴增

20倍以上，体育消费方面的增速也呈

现9倍之多。 

2012-01 2013-01 2014-01 2015-01 2016-01

文娱消费类型人数统计 

音乐 体育 电影 
文化艺术 游戏 演出 

 文化艺术消费骤增20倍，体育消费增长9倍 

*文化艺术类包括工艺美术商店、文艺展览、书店等 



招行信用卡数据显示，国人在出境饮食、

住宿上的花费稳步提升，2016年较

2012年已增长了近一倍。同时，人们

对于国外餐饮和星级酒店的要求越来越

高，也愿意为提高出境生活品质承担更

多的费用，体验型消费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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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住宿餐饮消费人数 

高级住宿 高级餐饮 

 体验型消费增加 



在支付方式上，信用卡境外交易近年来蓬勃发展。

Visa数据显示，信用卡境外交易一直保持较高的

增长率，2014年年增长率达到35%，2015年达

到33%，截至2016年6月中旬，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率已达17%，尽管增长势头有所放缓，但是

消费金额预计将再创新高。 

招行信用卡数据显示，国人出境携带的信用卡已

由早期流行的双币卡向全币卡转变，其交易金额

占信用卡境外消费总额的比例四年内增至20%，

不断升级的消费体验使得全币卡成为出境消费人

群的又一新宠。 

 全币卡引领出境消费新潮流 

2013-08 2014-08 2015-08 2016-08

全币卡交易金额占比 



数据显示，中国出境消费者正以文明、理性、健康的姿态拥抱世界，他们已不再单纯追求物质层面

的满足，精神享受正成为新的驱动内核。 

 

未来，随着支付方式的便捷和多元，出境消费或将持续增长，体验型消费、品质消费、文化消费也

将逐步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升级”的主旋律将伴随整个转变过程。 

  结   论 



感谢您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