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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引领投资升级换代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居

民收入水平也稳步增长，中国居民已经

度过了温饱阶段，不少家庭进入了富裕

的生活标准。 居民收入的增长，带来了

消费的升级换代， 而消费的升级换代，

也必然会带来投资的升级换代。

消费由“有”

转向“有品质”

日前， 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表示，我

国消费升级步伐正在加快。

2016

年我

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0.1%

， 比

2012

年下降

2.9

个百分点，已接近联合国划

分的

20%

至

30%

的富足标准。与之相对

应的是，

5

年来， 这一表征食物支出占

消费支出比重的指标稳步降低，与富足

的标准也只差了

0.1

个百分点。

在解决温饱阶段，中国居民的消费

主要是解决“有”的问题。在生活消费和

生产消费稀缺的年代， 很多消费品，居

民都“没有”。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目

的，是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没有

吃的到有吃的； 没有穿的到有穿的；吃

不饱到吃饱了。但是否吃好了，穿暖了，

住得舒适了，这些还是后话。 在物质生

活不丰富的年代，一颗糖、一个橘子，都

可能会让一个小孩兴奋一两天。这样的

生活经历， 相信不少生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

60

年代的人都有。

再比如，小时候，我们农村人住的

大多是小土屋，刮风下雨时，外面刮大

风，屋里刮小风；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

雨。 随着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现在

大部分农村人都住上了楼房。 吃穿住

行，过去是“无”，或者很差，如今，这些

基本的物质需求都解决了，也就是解决

了“有”的问题。

再后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进一步

提高，老百姓的消费，逐渐由“有”向

“有品质”过渡。 比如，有了楼房住，还

要配备热水器、 空调、 舒服的家具等

等。 有了衣服穿，还希望穿质地好的、

外观漂亮的衣服。 而对消费水平更高

的中国居民来说，品质生活、品牌消费

更成为他们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追

求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不仅仅是物质

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投资思维

也要升级换代

随着中国居民消费的升级换代，在

投资市场，投资的思维和策略也要跟着

消费变动，否则，投资就大概率会遭遇

失败。 过去，消费类上市公司只要适合

普通消费者的需求，企业业绩就会大幅

增长，上市公司的股价，也会一路上涨。

而在消费升级换代的过程中，各种产品

慢慢变得过剩，各个行业的集中度越来

越高，品牌企业才会最终胜出。 比如服

装行业，大多数服装类上市公司早起都

经历了股价上涨的牛市，但那是服装品

类相对不饱和的条件下。 而今，服装行

业越来越细分化、集中化，比如专门生

产男装的上市公司、专门生产童装的上

市公司，只有那些在垂直细分领域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上市公司才具有投资价

值，而更多小而散的企业，则会被投资

者抛弃。

消费的升级换代也会有不同的层级。

中国居民最富裕的一类，物质消费更偏向

于高品质消费，比如跨境旅游、品质吃穿

住用行；同时，他们的精神性消费支出，也

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比如未来的心理危

机干预与疏导，文化休闲类，这些领域会

产生新的上市公司，相关的投资机会不容

忽视。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消费正在

由大众消费向品质消费转型升级的过程。

比如城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城市化的

持续，这些领域的相关上市公司会有不少

投资机会。 而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

代，中国居民的消费更多地和“网”有关

系，比如

5G

时代的到来，万物互联、新能

源汽车等等，这些都是消费升级换代带来

的投资机会。

而在消费升级换代的过程中，

80

后、

90

后越来越成为消费的主力军，这

些年轻一代的消费心理特征、 消费行

为、 消费偏好， 将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动

向，因此，要做好消费升级时代的投资，

深入研究年轻一代的消费特征， 也是必

不可少的。

消费升级

要与技术进步合拍

程喻

财富自由，你已修炼到哪一层？一般

有这几个层次：一、超市自由，去超市想

买啥不用考虑价格；二、数码自由，买数

码产品不用考虑价格；三、汽车自由，买

汽车不用考虑价格；四、房子自由，买房

子不用考虑价格。

我应该还停留在第一层。 想当年，

念书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控制在

600

元，尽量多吃食堂少下馆子，买件衣服

都要纠结半天。 直到工作了才发现，只

要不是顿顿澳洲龙虾日本菜， 吃东西

的花费都是小头。 想必大多数人都进

入了衣食不愁的生活，不然

2016

年国

内的恩格斯怎会低至

30.1%

， 接近联

合国划分的富足标准？ 接近富足的表

现有很多，比如吃。 家里有亲戚刚生完

宝宝，指明要澳洲产某品牌奶粉，没想

到进口商品超市被买断货， 退而求其

次买入了同系列的德国产奶粉。 后来

才知道，此系列进口奶粉都是爆款，需

提前和售货员搞好关系， 才能获得货

到短信通知的

VIP

待遇。 再比如旅游，

与

10

年前相比，已从奢侈品进入到必

需品。 昨天看电视上的相亲节目，发现

90%

的男女爱好都是“旅游”，有的女

嘉宾甚至白纸黑字地写道： 希望婚后

每年出国旅游两次。 还有办公室的女

同事，在购物

APP

上订购了鲜花，每月

4

束，

1

周

1

束， 半年都不重样儿。 过

去，送花给到人，这是礼物；现在，送花

给自己，这是日子。

日子富足了，消费升级就会自然而

然地发生， 因为人天生就有 “好逸恶

劳”、“喜新厌旧”的天性，这也是推动社

会进步的原动力。 问题是，当消费升级

成为大家都知晓、 并且认可的观点，谁

都知道这一趋势势不可挡，什么样的企

业才能抓住这一机遇快速成长呢？ 这里有

两个听来的小例子。

第一件事情是，百年前，牛奶还是奢

侈品，只有住在养牛场周边

50

公里的人

才能够喝到。 直到上个世纪

60

年代

~70

年代，低温杀菌技术进步，出现了方便运

输、存储的利乐包装，牛奶才可以运输到

成百上千公里之外的地方。

90

年代中后

期，中国有两家企业引进了利乐包装，很

快就从地方品牌成长为全国乳业巨头。

这两个品牌是伊利和蒙牛， 而因为中国

市场的快速增长， 利乐中国区也成为其

全球布局最重要的一块。 这个大多数人

都没有听说过的外企， 至今在上海过得

风生水起。

第二件事情是，十多年前，我们偶尔

才会从商贸市场的小摊贩那里买一些熟

食、卤制品来吃。随着消费能力的提高，我

们逐渐希望经常能在家里吃到卤制品，还

希望这些东西不含防腐剂，更健康、更新

鲜。有个商家敏感地捕捉到了这种需求的

变化，并想办法改进了后台供应链。 他们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研究了充氮气的保鲜

包装，让产品在不添加防腐剂、不用冷冻

的情况下，

7

天内可以保持比较好的口

感，不会显著丢失水分。同时，中后台的屠

宰、切割、清洗、烹制等步骤也变得工业化

了。这个品牌就是后来遍布大街小巷的周

黑鸭。

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点在于，技术的进

步优化了商品从生产、 流通到销售的过

程，使得一些原来看起来不切实际的用户

需求得到了满足，掌握技术的品牌，也顺

势成为了大品牌。 这种技术，可以是自己

研发，也可以借助外脑，但必须有决断的

勇气。 想想二十多前，内蒙古两家小小的

乳制品企业，有魄力花大价钱引入外企生

产线和产品，也是相当有战略眼光的。 当

然，获得的回报也是惊人的。

2016年，我国居民恩格尔

系数为30.1%， 比2012年下降

了2.9个百分点， 距离联合国

粮农组织划分的20%至30%的

富足标准只差0.1%。 恩格尔系

数确实在降低，是不是意味着

我国的居民生活离富足只差

0.1%的距离？

从恩格尔系数“离富足只差0.1%” 说起

证券时报记者 刘禹成

2016

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

为

30.1%

，比

2012

年下降了

2.9

个

百分点， 距离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分

的

20%

至

30%

的富足标准只差

0.1%

。 恩格尔系数确实在降低，但

“离富足只差

0.1%

” 似乎与居民的

真实感受还有一定差距。

由经济学理论解释实际的社

会规律 ， 首先要明白理论的基

础、 先决条件与适用范围。 据资

料显示，

19

世纪中叶， 德国统计

学家恩斯特阐明， 随着家庭和个

人收入的增加， 收入中用于食品

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这

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 根据

这一定律， 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

出的比例就是恩格尔系数

.

当经

济学定律衍生出的工具， 反过来

开始评估人类感受时， 其先决条

件与适用范围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我国， 区域间发展水平不均

衡、 商品价格因素、 居民消费习

惯不同等各种原因都会导致恩格

尔系数的失灵。

如今的实际情况可能并没有

“离富裕只差

0.1%

” 看上去这么乐

观。 事实上， 近几年房地产高歌猛

进， 居民收入中绝大部分用于住房

消费；与此同时，教育、医疗所占居

民消费中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 在

收入上涨相对缓慢的情况下， 其他

支出对一般的商品型消费就存在明

显的挤出效应。因此，在当前社会保

障体系差异较大的情况下， 恩格尔

系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

同样是恩格尔系数， 其合理性

往往在发达国家能够得到更好的解

释。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往往人口稀

少，并且有农业补贴政策，社会保障

制度较为健全， 居民消费观念也大

致相同，在这样的条件下，恩格尔系

数的降低往往代表居民用于服务的

消费水平增加， 意味着居民生活质

量的提升。

在我国， 农业人口占

60%

以

上，并且政府往往重工轻农，造成工

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工业产品价

格相对偏高、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

此时， 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不仅不能

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反而可

能意味着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扩

大。因此，仅用这一个指标得出富足

的结论显得缺乏说服力。

需要意识到，恩格尔系数并非

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唯一标准，

生活质量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 与此同

时，不可否认的是，通过恩格尔系

数的纵向比较得出的一种长期趋

势，是评价一个地区贫富变化的重

要参考依据，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

尔系数自

1978

年来一直呈现下降

趋势。 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的

发展带动人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

高，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这也意

味着居民总体消费水平由温饱迈

入了小康。

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是一个

模糊的概念，考察居民生活水平的

时候，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客观情

况，将可支配收入、人均居住面积

等绝对的指标， 与恩格尔系数、基

尼指数等一些相对的指标相结合

一起评价。 同时，经济指标也只是

居民生活的一个方面，居民的生活

质量应该是经济、社会、文化的和

谐统一。

官兵/漫画

谈谈恩格尔定律里的

“教育小律”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2016

年中国居

民恩格尔系数为

30.1%

，比

2012

年下降

2.9

个百分

点，接近联合国划分的

20%

至

30%

的富足标准。 这

里提到的“恩格尔系数”，指的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

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系数中的分母，就是中国人

平均有多少钱用于“衣食住行”；分子则是这些花出

去的钱当中，有多少仅仅是用于吃饭的。

既然是两个指标的比值， 那么恩格尔系数的变

化就可能取决于分子与分母的不同变动。 这个定律

既可表明“饭吃得饱不饱”，也可以表明“钱赚得多不

多”———在正常情况下，人类为生存需要而摄入的食

物是基本固定的，那么系数值的下降，则更多意味着

收入的增长趋势。 居民收入增加之后， 对华丽的衣

服、便捷的交通通讯、宽敞的住房以及对精神生活的

追求自然也就更高。至于吃饭和读书，当然是都要兼

顾的。

读书即是教育。自古至今，中国就有尊师重教的

优良传统。 上世纪

80

年代恢复高考后，教育已经为

新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曾经有一个很时髦的说法叫 “千军万马过独木

桥”，那是我当年读高中时父母最常说的一句话。 从

现状来看，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正与日俱增，未来

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

前几天， 我参加了一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东

大会，他们的主业是油墨印刷相关的。在此前股票停

牌的半年期间，公司与龙门教育达成

50%

左右股份

的收购合作协议。这意味着并购事宜全部完成后，龙

门教育将从新三板市场（不摘牌）登陆到

A

股市场。

在研读龙门教育相关财务数据时发现， 教育行

业在中国真可谓是一个巨大产业， 从某些趋势来看

并不输给“吃饭行当”。从业内人士处了解到，目前已

经在国内及海外登陆各级资本市场的教育类上市公

司，已达到

170

家左右。但那些为市场熟知的新东方

（

EDU.N

）、“学而思”母公司好未来（

TAL.N

）、学大教

育、精锐教育等品牌，他们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仅为全

部份额中很小的一部分。 真正充斥市场的恰是那些

大量分散的、小规模的“作坊式”家教，比如说学校老

师自己开办的辅导班以及各类不知名的托管辅导机

构等。据专业部门预测，中国教育市场的总规模应超

过

1

万亿元。

仅以重点从事

K9-K12

教育（即中、高考培训）

的龙门教育为例， 其主打的全封闭短期培训业务，

2015

年收入

1.3

亿元，招生人数

7900

人，人均收费

1.65

万元；

2016

年收入

1.85

亿元， 人均收费增至

2.18

万元；

2017

年预计收入

2.4

亿元，人均收费进一

步上升至

2.5

万元。

回到恩格尔系数上，这种“吃饭

/

消费支出”的系

数构成，其最初目的之一，或是为了通过比较居民用

于饮食这一最基本消费支出比例的变动情况， 来分

析判断不同国家与地区居民的收入增长。 但中国的

特殊性在于，一方面既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历

史传承，另一方面又有“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样的当

代意识宣传，因此总让人觉得，比起教育来吃饭并不

是什么大事。

其实， 尊重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过上衣食

无忧的生活，这似乎又回到“吃饭”的问题上来。但不

管怎样，中国人尤其是当前社会“焦虑的中国妈妈”，

对小孩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再到海外留学深

造的教育投入，从来就是不遗余力的。这对于中国未

来的教育产业来说，无疑又是一块巨大蛋糕。

从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来看，中国社会不仅有“教

育定律”，一定还可以衍生出“住房定律”、“汽车定律”

等。 这些东西研究好了，对个人投资也是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