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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人民生活消费水平大幅提

高，已经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进的历史性跨越，正在开

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

呈现“提质、转型、分化、创新、重塑”等五大消费新趋势、新

动力，不仅是当前乃至未来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压

舱石”，而且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都将发挥十分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将为促进

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的

新动能。

一、消费正在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动力

2021 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起步之年。

面对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外部发展环境的严峻挑战，中国政府提出

把“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规划的着

力点，明确要求“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将全面促进消

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作为十四五阶段的重要发展举措，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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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出消费在当前乃至中长期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一方面，消费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持续增强。长期

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在 GDP 中的

占比相对较低。但近年来，随着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自

2010 年以来，中国的消费率从 47.4%的低点持续回升，近 10 年

来总体稳定在 50%以上；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自 2014 年以

来，连续 6 年超过投资，总体保持在 60%左右。反映出最终消费

日益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见图 1）。

图 1 消费和投资需求对 GDP 及 GDP 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

另一方面，消费对未来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动力作用会进一步

提升。2019 年中国人均 GDP 和 GNI 均已经超过 1 万美元，预计

十四五规划末期，中国人均 GDP 将超过 14000 美元，迈过高收入



门槛线，2035 年有望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参照国际经验，从中

等收入迈入高收入发展阶段，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还

会进一步上升，未来中国的消费率将有望上升到 60%，从中长期

来看，消费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将持续增强。

表 1 美日韩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前后消费率的变化趋势

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前后

前十年均值 后十年均值

美 国

消费率
77.0

（1949－1958年）

76.2
（1959－1968年）

个人消费贡献率
55.1

（1949－1958年）

57.4
（1959－1968年）

日 本

消费率
63.6

（1963－1972年）

67.0
（1973－1982年）

居民消费率
55.8

（1963－1972年）

56.1
（1973－1982年）

居民消费贡献率
63.1

（1963－1972年）

74.7
（1973－1982年）

韩 国

消费率
62.0

（1984－1993年）

64.1
（1994－2003年）

居民消费率
51.3

（1984－1993年）

52.7
（1994－2003年）

居民消费贡献率
57.2

（1984－1993年）

59.6
（1994－2003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因此，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全面促进消费，既是中国应对当

前疫情冲击、加快经济恢复的重要政策措施，也是加快构建以国

内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促进中国

经济行稳致远的的战略选择。



二、五大消费新趋势将成为构建新发展的动力之源

深入来看，与传统依靠消费数量持续扩大为主要动力不同，

当前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作用的提升，其主要推动力量则

是来自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新消费，消费市场呈现“提质、转型、

分化、创新、重塑”等五大消费新趋势，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

增长点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一）提质：商品消费从有向好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居民在“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生活

消费水平得到较大提升，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正在告别以“有”

为标志的消费数量增长阶段，正在加速进入以“好”为标志的消

费提质新阶段。

一方面，以满足“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生活的消费数量增长

基本完成。在食品消费方面，以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为标志，中

国居民生活已经告别温饱，食物消费的数量增长已趋放缓乃至下

降。2019 年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首次突破 30%，比改革开放

之初下降超过 30个百分点。谷物、肉类、蔬果等主要食品消费

数量，在持续多年增长后自 2010年以来均不同程度出现下降。

其中谷物 2012-2019年期间年均降低 2.7％；人均食用植物油脂

消费量在 2014 年超过 11 千克后出现回落，人均肉类消费量在

2018年达到 31.8千克后首次出现下降。在家庭耐用消费品方面，

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及手机等主要家用电器目前

已基本形成城乡家庭的全覆盖（见表 1）。在住房方面，我国城

镇居民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从 1978年 6.7平方米增长到 2016



年的 39 平方米，农村居民从 8.1 平方米增长到 2016 年的 60 平

方米，已经接近欧洲、日本的住房水平。

表 1 2019 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普及率（每百户拥有量）

指标 城市家庭 农村家庭

家用汽车 (辆) 43.2 24.7
摩托车 (辆) 18.7 55.1
电动助力车 (辆) 59.4 70.1
洗衣机 (台) 99.2 91.6
电冰箱(柜) (台) 102.5 98.6
彩色电视机 (台) 122.8 117.6
空调 (台) 148.3 71.3
热水器 (台) 98.2 71.7
排油烟机 (台) 81.7 29.0
移动电话 (部) 247.4 261.2
计算机 (台) 72.2 27.5

资料来源：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在“衣

食住行用”显示出消费提质的新需求，突出表现在各类消费品的

购买和使用上，更加注重品质、体现品味、追求品牌和彰显个性。

例如，在食品方面更加注重新鲜、营养、健康、安全；在着装方

面更加注重功能、时尚、品牌及个性化。这些新需求，首先带动

了中国对全球中高端消费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反映在近年来中国

消费品进口呈现快速增长。截至 2020年 6月底，以天猫国际平

台为例，已引进 89 个国家、6000个类目、近 30000个国际品牌，

进入中国市场，其中八成以上是首次入华。2019 年，中国消费

品进口额达到 1.45 万亿元，自 2013 年以来平均增速超过 20%。

其次，提质消费也极大地促进国内的供给的创新。近年来在食品、

化妆品、服装服饰、数码产品等领域，中国品牌成长迅速，大量

创新产品快速涌现，形成了物美价廉“新国货”的消费潮流，带



动了中国消费品制造业从低端产品为主向中高端的加快调整升

级，为提质消费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支撑。

（二）扩容：消费重心从商品转向服务

伴随消费结构升级，旅游出行、文化娱乐、教育培训、健康

医疗、体育健身、家庭服务、养老育幼等服务成为城乡居民消费

的新热点，服务消费支出增速持续高于商品消费。2013—2019

年中国居民的服务消费支出年均增长超过 11％，显著快于 8%的

总消费增速，服务消费支出占全部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从 2013

年的 39.7％上升至 2019年的 45.9％（见图 2）。服务消费成为支

撑中国消费增长和服务业结构加快调整的新动力。

图 2 2013—2019 年居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支出的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服务消费的扩大，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居民希望提升生活质量，

享受更加便利、愉悦的新要求。如近年来中国出现的旅游热潮，

不仅形成了庞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也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游客

来源国家。2019年，中国国内游客人次达 60亿，在 2012年 29.6



亿的水平上实现翻番。2019年中国居民因私出境人次达 1.6亿，

也比 2012年实现翻番。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居民对个人发展

的新要求，这不仅表现对身体素质和生命质量的提升方面，也表

现在提升知识水平、就业技能等方面。2013年以来，中国城市

居民在教育文化、医疗健康的支出占比不断提升，2019年分别

达到 8.3%和达到 11.6％，年均增长达到 10.2%和 13%。

从发展阶段来看，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服

务消费支出比重的提升，是先发国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

不仅有利于消费结构的升级和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形成，也成为服

务业加快发展、服务经济形成的主要动力。如美国，从世纪 60

年代，服务消费比重就超过 50%，其后持续 30年保持稳步提升

态势，至 2000年达到 70%；进入本世纪，服务消费长期稳定在

70%以上（见图 2）。与服务消费比重提升向一致，美国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也在进入新世纪后超过 70%，实现了服务消费扩大

与服务业增长的相互促进。

图 3 中美服务消费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美国经济统计局



（三）创新：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的新消费方式发展迅猛

当前全球新新一轮技术革命持续演进，不仅推动了生产

方式的变革，形成大量新产品、新产业，也在相当大程度上

推动着消费方式的变革，形成了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一系

列新消费方式。特别是在数字消费方面，中国具有 14 亿人

口的庞大市场，为互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应用

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使得以网络购物、

线上消费、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数字消费新模式迅猛发展，推

动中国成为全球数字消费发展的新高地。

以网络购物为例，自 2010年以来，中国网络购物进入了持

续快速增长阶段。至 2019年，中国互联网购物的用户数量已达

7.07亿人，互联网络购物零售额达到 117601亿元，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 24.9%，比 2010年提升了近 20个百分点，

已经成为中国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而且，中国网络购物的

发展速度与水平已远超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网络购物虽然比中

国起步早，但经过 21年发展，网络购物零售额占比仅为 15.1％

（见图 4）



图 4 中美网络零售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比

资料来源：商务部，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注：美国数据为季度数据，中国为年度数据。

除网络购物之外，近年来中国服务消费数字化创新更为活跃，

移动支付、在线娱乐、线上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金融等呈

现加速发展态势。例如移动支付，出现了支付宝、微信、百度钱

包、云闪付等多个移动支付平台，移动支付普及率快速提高，已

在居民日常购物、出行、付费、购票等诸多生活场景中得到广泛

应用，移动支付金额和笔数均大幅上升，年均增速分别高达

81.7％和 98.2％（见图 5）。2017年，中国移动支付市场规模超

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019年中国移动支付金额达到 347.1万亿

元。



图 5 2013—2019 年中国移动支付业务金额及笔数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数字产业及基

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而且还培育出一大批互联网领域的全球领先

企业。目前中国共有超过 100家企业跻身全球“独角兽”行列，

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其中 80%以上的独角兽企业都

集中在新消费领域（见图 6）。

图 6 中国独角兽企业的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胡润研究院。



（四）分化：多层次、差异化的新消费群体加速形成。

受收入、年龄、教育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消费群体正

在加速分化，不同群体之间在消费能力、意愿及偏好等方面

存在较大差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分化，推动多

层次、多样化的消费新增长点不断涌现。

首先，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中国消费的主力军。虽然中国

目前还有 5.6 亿人的低收入群体，其人均月收入低于 1000

元，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加速扩大的趋势已经显现。按照

世界银行的标准，2018 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有 4.2

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30%，比 2014 年提高了 5.3 个

百分点，已经成为全球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国家。与此相

应，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规模占社会总消费额的

比重持续提升，从 2014 年的 43.5%上升到 2018 年的 50.9%。

3从收入消费弹性看，中等收入群体2014-2018年保持在0.6

左右，高于高收入群体的 0.23 和低收入群体的 0.38。说明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对促进消费增长的效应更为显著。

其次，80 后、90 后、00 后等新生代群体成为最具活力

和创新力的消费生力军。在中国，以 80 后、90 后及 00 后为

代表的新生代，普遍成长于生活相对富足、日益开放及互联

网加速创新的时代，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新事物新技

术接受能力强，追求个性、时尚，是最具创新活力的消费群

3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体，也是支撑中国中长期消费增长的主要人群。2019 年中国

20-40 岁的新生代人群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 28.9%，对未来

15 年中国消费增长的贡献将接近 40%（见图 7）。

图 7 2019 年中国人口结构分布（%）

资料来源：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三，银发群体的消费潜力不容忽视。随着中国老龄化

社会的快速到来，中国老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中国

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超过 2.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

超过 18%，2035年将达到 30%左右，银发群体未来将成为中

国最大的消费群体。与发达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银发群体

还相对年轻，2019年 60-75岁的老龄人口占全部老龄人口的

比重超过 70%（见图 5）。在社会保障日益完善的条件下，75

岁以下老龄人口享受生活、追求健康的消费意愿较为强烈，

在个人用品、健康产品与服务、文化旅游等方面有大量的新

需求，对未来 15 年对中国消费增长的贡献或将超过 20%，



其消费潜能及其对大量适老产品市场和服务业的带能力不

可忽视。

（五）重塑：大型中心城市将成为中国消费的重要增长

极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城市化水平已经接

近 60%，进入以城市群为主导的新阶段。伴随城市群的加快

发展，中国的消费市场进一步加快向城市群集聚，2019年中

国城市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已超过 85%，长三角、

珠三角及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占比超过 40%。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群内部消费市场一体化发展加快，

将推动中心城市的消费市场迈向中高端，消费能级得到迅速

提升，有望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能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自 2015年以来，中国已经有 10个城市进入全球最大的 140

个零售市场中，其中，北京、上海的消费品零售额已连续 2

年超过 1 万亿元，已进入全球前 10 的行列，成为全球知名

消费品牌开店最重要的首选城市（见表 4）。深圳、成都等 8

个城市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均超过 5000亿元。

表 4 全球消费城市零售商吸引力比较

排名
全球跨境零售商吸引

力
全球跨境奢侈品零售商吸引力

1 伦 敦 伦 敦

2 香 港 香 港



3 巴 黎 巴 黎

4 迪 拜 东 京

5 纽 约 纽 约

6 上 海 上 海

7 新加坡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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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来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仅是中高端消费释放

的大型市场，也是吸引全球消费资源、引领全球消费创新的

风向标，在促进各国乃至全球消费及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巨大。

如全球 140个最大零售市场，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仅为 13%，

但对全球 GDP及消费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一（见下图）。因此，

未来上海、北京等大型中心城市，也将成为促进中国乃至全

球消费的重要增长极。



图八 全球 140 个最大零售市场对消费及经济的贡献

综上，当前中国市场出现的一系列新消费及其蕴含的极

巨大潜力，将极大地带动中国供给体系的加快调整和升级，

引领制造业迈向中高端，促进服务业进一步加快发展，吸引

和带动中外企业的大量投资，推动现代流通体系的效率提升，

实现国内外市场的联通和互动，从而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动力之源。

三、加快释放消费新动能亟待改革创新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中国巨大的新消费潜能尚不得到充

分释放，面临着不少障碍或约束，特别是适应新消费的有效

和中高端供给仍然滞后，网络通讯、综合交通体系、新能源、

生态环保等新型基础设施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收入分配、

公平竞争、消费者保护社会保障以及对外开放等方面还存在

制约消费需求实现和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

因此，进一步扩大和更好满足中国人民的新消费，需要



采取进一步加快改革和政策创新，为扩大和更好满足新消费

提供支持。

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为扩大和更好

满足新消费提供更多选择和供给支撑。为此，十四五规划中

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

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这就需要从促创新、

增供给、补短板、畅流通、扩开放等方面发力，通过优化供

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另一方面，也要从消费端入手，加强需求侧的体制机制

改革和创新。在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从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的角度，提出要全面促进消费，重点是顺应消费升

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适当增

加公共消费，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同时，鼓励消

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以培育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为引领，进一步开拓城乡消费市场。更为重要的是，

要用改革的办法激活消费潜力，特别是通过稳定就业、优化收

入分配、改善消费环境、强化公共服务、创新消费促进机制

等方式，进一步提高消费能力、改善预期、提升信心，更好

地激发 14 亿中国人的巨大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形成需求牵引

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中国实现高质量

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大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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