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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调查报告
一、知名品牌、安全可靠、态度良好

是消费者选择金融服务机构的三大主
要因素。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品牌知名度

（92.1%）、安全保密措施（88.5%）、服务
态度（83.9%）三大因素位列消费者选择
金融服务机构的前三位。

在消费者心目中，品牌知名度成为
其选择金融服务机构的最重要因素，有
92.1%的消费者在多项决定因素中首选
“品牌知名度”一项。当今银行业市场
竞争异常激烈，各行推出的产品及业务
差别较小。在这样的行业竞争背景下，
品牌形象及口碑成为客户选择服务企
业的重要标准。因此，塑造良好的品牌
形象成为各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与准
则。另外，认为“安全保密措施”与“员
工服务态度”是决定因素的消费者比例
也较高，分别占到了88.5%和83.9%，金
融服务机构的员工职业素养、客户私密
性的保护以及安全保卫工作也成为消
费者关注的重点。

在选择金融服务机构时，男性与女
性的考虑因素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
异。有87.1%的男性消费者认为员工服
务态度是其选择金融机构的决定性因
素，而多数女性消费者（86.6%）认为安
全保密措施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由
此可见，男性消费者更加关注金融机构
员工的服务意识。良好的服务态度和
精神面貌，可以提升男性客户的业务体
验，使其感到被重视、被尊重。而女性
消费者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安全保
密措施方面，相比男性，女性偏于弱势，
自我保护意识与防范意识相对较强，因
此对金融机构的安保工作以及私密性
的保护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
二、消费者更加青睐于线上渠道。
无论是了解产品的方式还是办理

业务、购买产品的渠道，选择“自媒体平
台”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的消费者
占比均超过六成（61.5%和62.1%）。

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在疫情防控
期间，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的线上化、
数字化积极推进，“非接触式”金融服务
快速发展，进一步强化了银行业金融机
构加快数字化转型的共识。

三、办理业务排队等候时间仍较长，
柜台业务办理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通过调查得知，消费者对银行等金

融机构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办理业务排
队等候时间较长这一方面。开放窗口
数量少、业务手续繁琐等顽疾也让消费
者为之诟病。

结合调查结果分析，银行的厅堂服
务人员对客户引导分流的力度还需加
强，网点智能自助设备的使用效率也应
进一步得到提升。特别是在疫情的影响
下，提高业务办理效率、增加客户分流频
次也是符合减少封闭空间人员聚集这一
“非常时期”“特殊要求”的应有之意。

四、疫情对消费者的投保选择产生
了一定影响，“健康险”“疾病险”等险种
颇受青睐。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提

高了人们对疾病的自我防范意识，也唤
醒了大众的健康风险保障意识。

回顾历史数据，2003年“非典”疫情
推动以“健康险”为代表的保险业保费收
入快速增长，5至8月在“非典”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期间，“健康险”单月保费同比
增速高达309%、265%、158%、131%，
疫情稳定后逐步恢复正常增速水平。

虽然当下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
随着此次疫情防控的需求增加，民众对
健康、意外、医疗、重疾及终身寿险的需
求也在增加，随着保险意识的增强，我
国保险尤其是互联网“健康险”的渗透
率也在逐步提高，另一方面也倒逼各大
保险公司不断创新保险产品，优化结构
配置、提升理赔服务，以迎合消费者对
保险行业的新一轮认知和理性需求。
五、“夸大收益”“隐瞒风险”等现象

屡禁不止，保险销售行为仍需加强行业
自律与外部监督。
随着基金、理财产品收益的持续下

滑，预期收益较高的保险产品成为近期
客户经理推荐的重点。但是在销售过
程中，部分销售人员存在着夸大保险产
品收益、未向客户清楚全面介绍合同条
款、隐瞒风险和费用扣除等违规行为。

针对屡禁不止的保险业顽疾，首
先，应完善顶层设计，深化管理体制改
革，明确监管权责、加强行业自律；其
次，把功夫下在产品上，提升产品品质，
减少恶性竞争；最后，银行和合作机构
明确各自责任和义务，联合建立售后服
务机制，让消费者的购保行为省心、放
心、舒心。

一、“网络购物”发展势头迅猛，成
为主流购物渠道。

调查显示，实体商超（50.8%）、网络
购物（48.9%）是目前消费者的主流购物
渠道，另有0.3%的消费者经常使用其他
购物渠道，如电视购物等。疫情对人们
的消费习惯产生了深远影响，商场线上
购物迅速发展，网络购物不再只是年轻
人的选择，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零售
使得消费者能够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
购买所需商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多
样化需求。随着网络的广泛普及，网络
购物因其方便快捷、品种齐全、物美价
廉等特点深受消费者青睐。数据显示，
超过九成的消费者在近一年都有过网
络购物的经历。
与此同时，网络直播带货如火如

荼，无论是以淘宝、拼多多为代表的电
商平台，还是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
视频平台，甚至百度等传统互联网公
司，都陆续加大对直播电商的布局力
度，电商直播对激发消费潜力起到了良
好的促进作用。直播带货虽火爆，但也
对商家的售后服务能力提出了不小的
挑战。不少消费者在购买主播推荐的
货物时，会遇到商品质量参差不齐、货
品与宣传品不一致等问题，很容易产生

消费纠纷。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有关
部门应强化后续服务与监管，用法律手
段坚决扫除直播带货中有名无实的各
种“乱象”，为直播电商的发展创造良好
产业发展环境。
二、价格合理是消费者购物时首要

的关注因素。

调查显示，选择购物渠道时，超过
九成的消费者认为价格合理是首要关
注因素，其次是商品质量（79.7%）和商
品种类丰富度（73.8%）。另外，商家信
用度（42.3%）也是消费者购物时非常看
重的因素。近几年，网络诈骗案件高
发，网络贷款、投资理财、网络购物、冒
充电商客服、网络交友、设置虚假网站
等各类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给群众的经
济及财产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产生极其
恶劣的负面影响。因此，消费者在网购
时，会更加关注商家的信用指数。商家
良好的信誉度会提升消费者的忠诚度，
增加用户粘性进而带动销量的增长。
三、打折、降价、直减现金等促销方

式更具吸引力。

数据显示，相比于加价换购或赠送
优惠券、奖品这类的促销方式，打折
（83.3%）、降价（76.7%）、直减现金
（74.5%）的优惠更加直接，对消费者更具
有吸引力。购物时，超过八成的消费者
经常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支付，其中，超过
九成的消费者认为支付宝、微信等网络
支付手段比较放心，方便快捷又安全。
但网络支付方式依赖于技术支撑，不断
更新迭代，消费者仍要时刻提高安全意
识，注意保护个人信息，防患于未然。
四、商品质量存在瑕疵、实物与描

述不符、服务态度差等购物侵权问题仍
时有发生。

调查显示，由于网络环境的信息不
对称、市场不确定性等原因，网购商品
质量存在瑕疵（78.3%）、实际商品与描
述不符（55.6%）等问题仍屡见不鲜。
另外，服务态度差（45.7%）也给消费者
带来了不好的购物体验。由此可见，
消费者对商品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随着消费的持续升级，消费者的
关注点从价格转移到了品质。品质消
费不仅能满足消费者物质的需求，更
能满足精神的需求。品质还体现在消
费氛围和良好体验上。因此，生产经
营者应多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通
过增品种、创品牌、稳价格、优服务等
方面入手提升产品品质，让消费者可
以选择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增强消费
者的消费意愿和信心。

商业零售行业调查报告

3月31日，“2021（第十一届）和谐天
津·诚信调查”落下帷幕，本次调查涉及了商
业、交通、地产、金融、健康、文旅多个领域，
哈啰出行荣膺消费者最信赖品牌之一，同时
在2021年度，哈啰出行连续两个月获得天
津道路运输管理局服务质量考核第一的荣
誉，代表着哈啰出行在天津拥有优秀公众品
牌形象、良好口碑和社会评价，是一家对自
身品牌服务有着不断强化意识的企业。

哈啰天津负责人马宇青表示，目前天
津运营团队针对监管的重点、难点不断地
调整更新管理运营方式，有效改善了车辆
停放秩序，避免因为单车乱停放问题给路
面带来安全隐患，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政府
主管部门和企业的管理成本。哈啰出行
将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天津市
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出行服务。

作为一家具有突出社会属性的出行
企业，哈啰始终认为真正的社会责任应
该深深根植于为用户的每一次服务中，
共享单车为解决“城市最后一公里”而
生，在一二线城市，它已经成为人们日常
通勤的短途接驳工具，让上班族的通勤
时间更加可控，同时降低高峰期城市道
路的人均占有量，缓解交通拥堵，成为必
不可少的代步工具。

除了作为出行工具，共享出行更代
表了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态度。骑行已
不仅仅是上班、学习的通勤方式，更成为
人们日常休闲娱乐、锻炼放松的一种形
式，不少年轻人甚至选择举行共享单车
婚礼，传递出一种简约、绿色的生活态
度。在共享单车风潮引领下，两轮出行
正在悄然回归我们的城市，它不仅有效
缓解了城市面临的各种出行痛点，由此
带来的绿色、低碳的潮流生活方式，也正
日益受到市民欢迎。作为零排放交通工
具，骑行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
新事物也会带来新问题，城市乱停乱放

现象一度让共享单车面临诟病，为解决这一
难题，哈啰出行结合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
率先推出行业首个应用级别的自适应蓝牙
电子围栏——“蓝牙道钉”，从而引导用户在
规定区域内有序停车，实现单车停放智能化
管理，并全面接入北斗高精度导航定位，引
导用户规范停放，用技术手段优化车辆在市
政道路上的停放秩序。哈啰推出为助力政
府的交通智能管理，哈啰独家研发的Argus
智能视觉交互系统，可实时识别、智能判断
并管理所在区域的各家共享单车和社会车
辆，实现总体单车数量、骑行需求、停放管理
之间的动态平衡，助力解决区域内车辆超额
停放、随意停放、车辆故意破坏等问题。

近两年来，共享出行行业发生着深
刻的变化，这个行业正变得更加健康。
哈啰出行从创立之初即提出了“车辆全
生命周期管理”的理念，在车辆“设计、生
产、投放、管理、回收、再生”等各个生命
环节，贯彻国际循环经济中标准的“3R”
原则（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尽可能
地优化资源利用，减少浪费。在车辆服
役期，我们通过智能化的运营避免过度
投放，对于报废的零件，通过与专业机构
合作进行无害化处理和循环利用。

与此同时，哈啰持续践行公益，倡导
文明骑行、文明用车，向用户传递“出行有
态度，更有温度”的责任理念，引导广大用
户文明使用共享单车，遵守停车规范，携
手共建美丽天津。

哈啰荣膺最信赖品牌连续两月获服务考核第一

2021年金融行业
●威海市商业银行天津分行
●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
●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
●渤海银行天津分行
●招商银行天津分行
●交通银行天津市分行
●民生银行天津分行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
●浦发银行天津分行
●上海银行天津分行
●平安银行天津分行
●兴业银行天津分行
●新华人寿天津分公司
●太平人寿天津分公司
●中国人寿天津市分公司
●中国人寿财险天津市分公司
●泰康人寿天津分公司
●富德生命人寿天津分公司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2021年交通出行
●哈啰出行
●广汽本田
●一汽大众
●东风日产
●广汽丰田
●比亚迪
●吉利汽车
●奔驰
●宝马
●天津捷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利星行中北店
●壳牌华北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中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市永濠奥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市津维瑞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波士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波士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波士盛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汽本田天津凯通店
●天津市信德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之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利星行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汇裕永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捷通达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凯利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市美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源宝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天津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博兴亚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食品健康医疗
●天津利达粮油有限公司
●天津海河乳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桂顺斋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津酒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利民调料有限公司
●天津山海关豆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食品集团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大天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七十二沽酒业有限公司
●天津王朝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市广源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天津正泰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鑫悦华实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兄弟烟酒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市裕隆达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涛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瑞金威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津誉酒业有限公司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医药集团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乐仁堂制药厂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达仁堂制药厂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隆顺榕制药厂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中药厂

●天津隆顺榕发展制药有限公司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海德堡联合口腔医院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
●美年大健康天津公司
●天津河北现代和美医院

2021年文旅康养
●天津大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天津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天津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国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分公司

●天津北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天津景鹏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嘉信商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天津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天津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天津清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天津市众信旅行社有限公司
●天津市中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1年商业零售
●劝业场
●南开大悦城
●华润万家
●友谊商厦
●滨江商厦
●恒隆广场
●乐宾百货
●国美电器
●苏宁电器
●友谊新天地广场
●和平大悦城
●中原百货
●新业广场
●天津鲁能城购物中心
●天津世纪都会
●天津万象城
●万达广场
●天津天佑城
●格力电器
●津南吾悦广场
●伊势丹百货
●佛罗伦萨小镇

2021年地产家装
家居卖场

●环渤海装饰城
●红星美凯龙
●居然之家
●登发装饰城
●弘阳家居·天津加宜店
●金海马家具城
●珠江装饰城
●宜家家居
●欧亚达家居
●恒信家私

建筑装饰企业

●力天装饰
●盛世怡家装饰
●印象装饰
●全包圆装饰
●融发装饰
●塞纳春天装饰
●实创天津装饰
●艺堂装饰
●龙发装饰
●东易日盛装饰

其他相关企业

●天津赛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赛金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长城万汇厨房设备商贸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