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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信用卡市场分析报告-市场营销环境与发展规划趋势》涵盖
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
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
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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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春节临近，包括交通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长沙银行、宁波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相继
推出"笔笔返现""新春红包""大礼包"等活动，加大信用卡营销力度，力争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多分一杯羹。例如平安银行信用卡携手抖音、京东、支付宝三大平台开启支付满减等活动，
推出多重支付优惠：抖音支付笔笔随机减，最高可减88元；京东商城随机立减最高888元；
支付宝首绑领8元红包。民生银行信用卡向持卡人推出笔笔享返现活动，1月14日—3月31日
，持卡人在该行全民生活App、云闪付等平台消费单笔满18元即可获得一个领奖资质，最高
可享受2022元的消费金券。
除了通过丰厚奖励回报刺激持卡人刷卡消费之外，引导持卡人推荐用户办卡，抢占新客户也
是银行主要发力的方向。例如浙江农信推出跨年福利新户礼：12月16日至2022年6月30日，
办理丰收信用卡并任意消费一笔，T+2日后可通过“丰收互联APP-生活-
福利社”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
多家银行关于春节信用卡营销活动情况 银行机构 营销活动 平安银行 携手抖音、京东、支付
宝三大平台开启支付满减等活动，推出多重支付优惠：抖音支付笔笔随机减，最高可减88元
；京东商城随机立减最高888元；支付宝首绑领8元红包。 民生银行 向持卡人推出笔笔享返
现活动，1月14日—3月31日，持卡人在该行全民生活App、云闪付等平台消费单笔满18元
即可获得一个领奖资质，最高可享受2022元的消费金券。 农业银行 将信用卡会员权益进行
了更新，1月8日-2月7日，持卡人使用名下信用卡绑定OBU设备，支付ETC通行费，享受笔
笔返刷卡金优惠，每月优惠上限25元。 交通银行 推出“最红权益新年大升级”：2022年1月1
日至6月24日，领取并激活最红星期五秒减额度，即可享秒减福利，每周五乐享加油站、超
市、便利店秒减特权。今年10月1日后核卡的新客户无需满足上月消费门槛领取即可直接激
活秒减额度。浦发银行推出“66生活你来秀”抖音挑战赛：12月22日至28日，打开抖音搜索“
66生活你来秀”进入话题页参与挑战有惊喜，使用指定背景音乐及指定贴纸完成66手势舞，
发布文案带话题并at浦发银行信用卡官方抖音账号。 邮储银行 推出绿色低碳主题信用卡：
活动期间，持卡人完成1笔绿色消费，即可在消费当季领取首刷惊喜，包括10元云闪付消费
券及5元云闪付还款金；参加“银联绿色低碳主题卡之低碳行动”活动，通过绿色消费、环保
知识问答、环保趣味游戏三种方式，获得绿色低碳能量，可兑换多重精彩权益，具体包括美
食、娱乐、出行、消费四大类权益。持卡人还可积攒碳减排量，解锁环保勋章，兑换碳减排
荣誉证书。 兴业银行 推出辽篮DIY信用卡：分别以辽宁男子篮球队主教练杨鸣，和主力球
员韩德君、郭艾伦、赵继伟、张镇麟、付豪的形象为卡面，充分展现了辽宁人民勇毅果敢、
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兴业银行沈阳分行与辽篮体育的合作，是兴业银行链接本土体育产业
、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深度服务广大客户的开始，也体现兴业银行属地DIY联名卡品牌的深
入推进。 恒丰银行 推出“观影5折狂欢”活动：12月10日至2022年3月6日，持卡人每周五、
六、日三天登陆云闪付APP“生活”频道购买电影票，使用该行信用卡支付购票，可享5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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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单笔最高补贴不超过40元。 浙江农信 推出跨年福利新户礼：12月16日至2022年6月30
日，办理丰收信用卡并任意消费一笔，T+2日后可通过“丰收互联APP-生活-
福利社”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北京银行推出首绑支付宝领红包活动：12月13日至2022年1
月31日，首次通过支付宝渠道绑定北京银行信用卡的客户，即有机会获得9.99元消费红包，
客户消费满10元及以上且通过支付宝渠道使用该行信用卡全额支付，即可抵扣红包权益。
长沙银行 推出年货节活动：12月24日至30日每天上午10点开始，客户可参与每天1元秒杀
活动，唐人神商品三选一；指定时间段累计消费满888元，且消费笔数满5笔，可参与每周
五9.9元秒杀活动，包括百草味礼盒、唐人神礼盒、吹风机、橄榄油等。 江西银行 推出“一
分购惊喜”活动：12月15日至12月31日，客户在指定活动页面使用该行信用卡支付1分钱，
即可购买行庆专属电子券一张，包括天猫超市10元券、饿了么会员月卡、爱奇艺会员月卡等
。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观研天下整理
对于上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信用卡是春节消费的主要“工具”，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在
2021年春节期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约8210亿，同比增长28.7％，较2019年
增加4.9％。春节消费同比增长接近30％，通过银联的刷卡交易额再一次突破1万亿元，总额
度为1.18万亿，创下历年春节新高。
因此春节是信用卡营销必争的时间节点，各大银行信用卡中心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做用户营
销，推出返现、积分购物去提升办卡量以及用户黏性。
文章延伸阅读：
信用卡又叫贷记卡，是由商业银行或信用卡公司对信用合格的消费者发行的信用证明。持有
信用卡的消费者可以到特约商业服务部门购物或消费，再由银行同商户和持卡人进行结算，
持卡人可以在规定额度内透支。信用卡是各家银行个人信贷业务的基础工具之一，是银行零
售业务的发力重点，在零售转型中一度承担起冲锋重任。
一张卡具有信贷属性，能够实现提前消费，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具有划时代的变革意义。
1985年3月，身处沿海开放特区的中国银行珠海市分行成立了我国境内第一家信用卡经营公
司——珠海市信用卡有限公司，并发行了境内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这是信用卡市场
在我国的起步时刻，如今，我国信用卡及借贷合一卡已迈过7亿张大关。
近年来，我国随着提前消费观念不断普及，信用卡市场不断扩大。虽然自2017年以来，受
市场饱和度提升、监管日趋完善影响，信用卡市场增速开始下降，但目前依然保持正增长。
根据央行发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信用
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7.98亿张，环比增长0.97%。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观研天下整理
与此同时，从人均持卡量角度来看，2021年三季度末我国人均持有信用和借贷合一卡0.57
张，我国信用卡行业发展依然存在较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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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观研天下整理
另外随着信用卡用户增长红利消退，以及风险周期的到来，我国信用卡市场已进入激烈竞争
时代，各大银行以信用卡服务场景为抓手，紧盯信用卡零售转型，在信用卡类别、权益、优
惠活动等方面大做文章，精细化运营和差异化服务成为品牌竞争的关键因素，行业竞争愈演
愈烈。在后疫情时代，诸多消费场景由线下移至线上，互联网企业迅速抢占先机，布局线上
营销体系，与银行业抢占C端市场。例如，抖音、快手等头部平台纷纷加码“带货”业务，通
过用户流量快速变现。
因此"场景化"趋势成为一个重要特点，大到一个商圈，小到一个购物APP，嵌入各类消费场
景成为银行更好服务客户的重要手段，而场景化的"魔力"在于能准确抓住用户需求。
例如民生银行信用卡消费或分期达标的持卡人每周四至指定星巴克门店购买任意杯型店内指
定现场手工调制饮品，使用该行全民生活App付款二维码并在支付时选择民生信用卡付款，
即可享买一赠一权益。浦发银行信用卡推出的66生活贺新春活动面向"有车一族"，1月14日
至7月12日，持卡人通过"ETCP""捷停车"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或微信扫描支持"ETCP""
捷停车"的车场停车交费码，选择浦发信用卡通过微信支付结算停车费用且单笔消费订单金
额满5元即可享6.6折优惠。
但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下，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仅在信用卡产品设计方面场景化已远远不
够，还需要走好特色场景化道路，考虑利用科技来提升卡片使用体验，此外还可以考虑信用
卡产品的其他权益及附加功能等。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WW）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信用卡市场分析报告-市场营销环境与发展规划趋势》涵盖
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
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
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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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信用卡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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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 中国信用卡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六章2018-2022年中国信用卡市场格局分析
第一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中国信用卡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二、中国信用卡行业主要品牌分析
第二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中国信用卡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二、中国信用卡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五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钻石模型分析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五、政府的作用
 
第七章2018-2022年中国信用卡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消费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 信用卡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 信用卡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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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渠道因素
四、其他因素
第五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信用卡行业价格影响因素
二、中国信用卡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三、中国信用卡行业平均价格增速预测
 
第八章2018-2022年中国信用卡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布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信用卡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信用卡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东地区信用卡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 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信用卡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中地区信用卡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 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信用卡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南地区信用卡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 华北地区信用卡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信用卡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北地区信用卡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 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信用卡市场规模分析
四、东北地区信用卡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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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西部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部地区概述
二、西部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部地区信用卡市场规模分析
四、西部地区信用卡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章2018-2022年中国信用卡行业竞争情况
第一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SCP分析
一、理论介绍
二、SCP范式
三、SCP分析框架
第三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政策环境
二、经济环境
三、社会环境
四、技术环境
 
第十章 信用卡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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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2022-2027年中国信用卡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信用卡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信用卡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信用卡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市场发展预测
一、中国信用卡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信用卡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信用卡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信用卡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信用卡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一、中国信用卡行业毛利润同比增速预测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二、中国信用卡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预测
 
第十二章2022-2027年中国信用卡行业投资风险与营销分析
第一节 信用卡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信用卡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二、信用卡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三、信用卡行业竞争风险分析
四、信用卡行业其他风险分析
第二节 信用卡行业应对策略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十三章2022-2027年中国信用卡行业发展战略及规划建议
第一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品牌战略分析
一、信用卡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信用卡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信用卡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信用卡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信用卡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二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战略综合规划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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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2022-2027年中国信用卡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产品策略分析
一、服务/产品开发策略
二、市场细分策略
三、目标市场的选择
第二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营销渠道策略
一、信用卡行业渠道选择策略
二、信用卡行业营销策略
第三节 中国信用卡行业价格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行业分析师投资建议
一、中国信用卡行业重点投资区域分析
二、中国信用卡行业重点投资产品分析
图表详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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