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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线下媒体广告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线下媒

体广告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线下媒体广告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线下媒体广告行业的现

状、中国线下媒体广告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线下媒体广告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及中国线下媒体广告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线下媒体广告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

或者想投资线下媒体广告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线下传媒聚焦于终端销售，直接接触到消费者，对于消费者品牌感受、产品体验的塑造有

着重大影响，从而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最终购买决策的达成。同时，线下传媒力求实

现&quot;一对一&quot;式营销服务，对于特定消费者的定制化、精准化营销投放也将增加消费

者的购买几率。由于线下传媒能够帮助企业深入了解消费者、提升消费体验、最终促进销售

，近年来企业愈发重视线下传媒投入，由此产生了大量线下传媒的需求。线下传媒市场规模

由2015年的549.90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768.00亿元，复合增长率达18.20%。未来，随着线下传

媒的使用率及认可度的提高，线下传媒服务市场的规模将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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