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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前的消费升级

证券时报记者 张扬

投资、 出口和消费是拉动国

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在之

前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经济的增

长更多的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

动。当前看来，投资的拉动效应已

经不明显， 而由于贸易摩擦的加

剧，出口方面也基本保持稳定。因

此，拉动消费，成为扩大内需、改

善民生的当务之急。

由于国人固有的重视储蓄的

习惯， 内需在中国是一直是个大

难题。但如果消费需求不足，投资

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扩大便无用武

之地，加之出口薄弱，经济循环就

难以再续。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

长的拉动主要依靠消费。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也观察

到一个现象：同样品类的商品，倾

向于买国外进口的； 同是国产品

牌， 倾向于买价格更高的。 我们

说，消费升级了。

民以食为天。 改革开放初期

的居民餐桌上， 多菜少肉比较常

见；后来逐渐变的多肉少菜了，蛋

白质多了，粗纤维少了，我们说这

是消费升级。近年来，人们开始注

重养生了， 餐桌上又变得多菜少

肉了。不仅如此，菜换成了有机蔬

菜，猪肉换成了牛肉、海鲜。 更有

甚者， 出现了素食主义者、“食草

一族”，而这些素食、草类食品，价

格比肉还贵不少。于是，消费再一

次升级。

不仅如此， 同一品类的产

品，也追求更高品质，相应的也

有了更高的定价。 拿酸奶为例，

一盒无添加的酸奶比加了增稠

剂的酸奶价格高出

20%

，如果还

是有机酸奶，那价格又会再高出

30%

。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购买酸奶时，会看成分表，倾向

于购买无添加的酸奶。

其他方面亦然。 衣服箱包都

倾向买国外品牌，意大利、法国

制造， 本土品牌就失去了竞争

力。 时下许多本土品牌都面临着

业绩不佳，负债累累，甚至破产

倒逼的局面。 产品还是那些产

品， 但无奈消费者的选择升级

了。 纵观好多三四线城市，国内

品牌销售情况都不容乐观，更不

用提一二线大城市。 通过国内酒

店类上市公司的年报我们也可

以看出，去年一年，中档酒店收

入增速最大。 这说明在住宿服务

上， 消费者的选择也出现了升

级，低档次的快捷酒店已经不是

人们出行的首选。

然而，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所

谓消费升级究竟是真升级还是假

升级，究竟是表面的升级还是本质

的升级：同一品类的商品，国外进

口的， 是不是都比国产商品品质

好，更不用提那些打着国外品牌的

国产商品；同是国产品牌，是不是

价格高的就一定好。有的商品在外

包装上做的美观点，商品做得精致

小巧点，就贴上“小资”的标签，卖

出高于同品质产品不少的价格，而

其实却是换汤不换药。随着收入的

增加，人们变得更“讲究”了，但可

不能一味奔着消费升级而去，而罔

顾商品的真实品质。

此外，当前许多与人们生存

和发展息息相关的领域，除了价

格上升之外，“升级” 并不明显，

譬如教育与医疗。 中国是人口大

国，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和

医疗资源都非常短缺。 近年来，

伴随人们对更高品质生活的追

求，其在教育和健康保健上更舍

得花钱。 父母为了子女教育投入

大量时间和金钱， 报各种补习

班；为了享受更好的服务选择价

格高昂的私立医院等等。 这些一

方面只有极少一部分人群可以

承担， 另一方面即使是价格高

昂，其真实品质也不一定就高很

多，这其实更是反映出国内教育

和医疗资源的匮乏。

要解决这些问题， 离不开国家

层面的政策扶持与引导， 要设法提

高国民福利、社会保障水平，消除人

们的后顾之忧。 更重要的，是国内生

产力水平的转型升级。 单纯的提高

价格，不应算是消费升级；花更高的

价格享受更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方

可算是消费升级。生产力提升，是国

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也是居民消

费升级的基础和保障。 离开生产力

的升级而发生的消费升级， 那真就

是无源之水，不可持续。而教育和医

疗，这两个最该升级的部门，是提升

国民素质， 进而提升国内生产力的

保障。

近期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也给

我们敲响了警钟：不能再简单依靠低

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发展经济

了，必须依靠高素质人才，掌握核心

技术，提升生产力水平，方可挺直腰

板，走向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

真正的消费升级， 消费如何升级，哪

些方面更需要升级，一目了然。

消费升级时商家在做什么？

程喻

人人都在喊的“消费升级”到底是

什么？一个流行的答案是：消费者愿意

花更多的钱，买品质更高的东西。

这话没毛病， 消费的本质在于被

满足，换句流行的广告词：要对自己和

家人更好一点。仓廪实而知礼节，人类

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除非发生疾病、战

争等不可预期事件， 消费在大环境稳

定的社会中是不会降级的。 那如何解

释拼多多等软件的飞速发展？第一，这

部分消费群体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

是始终存在的， 二三线城市的小商品

市场、 各类展销会就是拼多多们的线

下战场；第二，人类天性中除了有无止

境的欲望， 还有贪小便宜的心理。 所

以，消费升级是个大概率事件，我们除

了要知道它源自人类内心的冲动，还

要知道商家如如何运用这一心理的。

初级阶段：买买买，代表作品消费

主义公众号，“没有什么不开心是一支

口红解决不了的， 如果不行， 那就两

只”“做一个精致女孩就是要花钱”“女

生一定要有几个包包”，这种鼓励消费

购物的话语充斥着整个互联网社交

圈。但请不要为此感到大惊小怪，这是

消费市场的必然产物。上世纪

50

年代

的美国， 一个广播电台录制了一首五

声合唱曲，结尾是：“买买买，今天需要

什么你就买什么”，每天都要反复播放

70

次。 那个年代，是一个消费主义盛

行的年代，也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年代。

波音

707

、彩色电视、呼啦圈、肯德基、

摇滚乐、夜总会都是这个年代的产物，

这一切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美国人民

及全球人民的生活。

但这种以图片和言语刺激人们购

买心理的行为，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

广泛的群众基础， 但由于其手段单一，

入门门槛低，尚处于初级阶段，下一个

阶段是满足需求，扩大市场。

举个例子，瑞幸咖啡（

luckin cof－

fee

），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咖啡品牌

进入了一二线城市白领的视野。 用的

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注册就送一杯免

费咖啡。如果你推荐朋友注册，还会再

送你一杯， 但只能通过

APP

购买，不

接受现金， 这种典型高补贴互联网营

销方式， 使得在朋友圈里频繁看到他

们的信息，效果可谓相当显著。瑞幸咖

啡的投资人说， 它们刚在银河

SOHO

店开店的时候， 旁边一家重庆小面的

老板说，“这地方根本就没人， 我卖重

庆小面一天都没卖到

50

碗，你开咖啡

馆肯定没戏。 ”从这一家店开始，它们

开始采用赠送的方式，第一天只有

23

杯， 而且这

23

杯都是首杯免费喝，没

有人二次消费。 而现在一天的销量好

到让旁边的重庆小面店老板 “看不懂

哪里来的订单”， 是整个银河

SOHO

最火的咖啡店。

对于消费者来说， 从白水到速溶

咖啡是一次升级， 下次升级是从速溶

到现磨， 但有的人觉得速溶就已经够

了，但是对商家们永远绝对不够，告诉

消费者：来升级吧，一切我们都准备好

了，而且第一杯免费哦。于是消费升级

就这样自然而然发生了。 但这还不是

最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无中生有，创

造需求。

最近观看一个女性偶像团体的选

秀节目，亚洲女团的源头是在日本，她

们不同于高高在上的明星， 是可以握

手、日常交流、相互鼓劲的偶像，围绕

这一产业，可以开发一系列的产品，如

小剧场、餐厅、写真、影视剧、原创歌曲

等等。 但有意思的是， 日本女团粉丝

90%

是男性，中国

70%

是女性。究其原

因，是因为中国的宅文化刚刚才开始，

女团的男粉丝往往会被打上 “宅男”、

“不谙世事”、“幼稚”的标签，所以按照

日本路线打造的女团多走于困境，但

并没有全部死亡。 在北京、上海、广州

等一线城市， 都还有女团剧场活跃的

身影，他们背后的投资人还在等待、培

养着宅男市场需求，等待开花结果。

这一坚持是有理论基础的，很早

之前，投资过阿里巴巴的孙正义就提

出过“时光机理论”，就是指美国、日

本、中国这些国家的

IT

行业发展阶段

不同。 在日本、中国这些国家的发展

还不成熟时，先在比较发达的市场如

美国开展业务，然后等时机成熟后再

杀回日本，进军中国、印度，就仿佛坐

上了时间机器， 回到几年前的美国。

所以，对于这些投资人来说，看到了

日本，等于提前看到了消费市场升级

的未来。 而对于中国来说，消费升级

是必然会发生的， 只是这三十年来，

经济发展太快，快得我们来不及慢慢

改变消费习惯，这一波消费升级是陡

然的，并且出现了与逐步升级诸多截

然不同的特质，这才是当今消费市场

的真面目。

“消费升级” 一直是

一个很热门的词， 对于

中国经济来说， 扩大内

需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

消费升级。 那么，到底什

么才是消费升级？ 消费

升级对老百姓又有怎样

的影响呢？

消费理性化并非“消费降级”

证券时报记者 岩雪

我的一位同事深深地感慨过

消费的变化

:

奔驰

4S

店人头攒

动，知识付费蔚然成风，去巴厘岛

看火山说走就走。就连今年春节，

见多识广的券商研究员都被家乡

消费升级所震撼， 回来纷纷分享

他们的回乡见闻。

最近又有一种声音，举了不

少例证来说明消费在“降级”：名

牌服装店、 名牌包包不再受宠，

反而去选择一些品质更好的小

众品牌或者性价比更高的新国

货；更多去吃经济实惠的兰州拉

面、重庆小面；滴滴，共享单车布

满街头、闲鱼这种闲置二手平台

大量涌现……引起了很多人对

现在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

的讨论。

消费升级是近几年比较热、

谈论又比较多的词， 其重要性也

不言而喻

,

不仅中国经济发展靠

它、制造业升级靠它，人民的高质

量幸福生活也靠它。

近几年，中国人民的消费升

级表现很明显，仅从商务部近几

年长假期间统计的数据以及对

消费的表述就可以看出来，在

2014

年以前每逢长假只有对餐

饮、零售的消费数据，

2015

年以

后开始增加旅游方面， 到

2016

年还有文体娱乐，

2017

年更是直

接说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等

消费新时尚。

当然，被拿来做所谓“消费降

级” 的这些例证现象存在而且还

不少，那么，通过这些现象能得出

消费降级的结论吗？先从“消费降

级”这个词说，“消费降级”主要是

发生在经济衰退期的现象。 其本

意是降低消费、没有消费欲望，唯

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存钱”。

现在讨论所谓的 “消费降

级”：对名牌不那么热衷其实就是

更在乎个性化产品，去品牌化，不

在乎一个

LOGO

带来的溢价；选

择更多经济实惠餐馆、 二手闲置

平台的出现只能说明理性消费；

滴滴等绿色出行更能说绿色消费

模式的变化。

这些也与国家经济发展速

度、倡导的理念相关。 在经济处

在发展阶段，好多产品无论制作

工艺还是创新性上都不够成熟，

而有些产品或者品牌稍稍表现

差异性就能更高溢价卖出。 所有

的产品技术成熟之后，特别现在

是互联网社会，消费信息是畅通

透明的，消费者为溢价买单会越

来越少。 而且近几年国家倡导勤

俭节约的消费理念，绿色的消费

模式。

从这些现象更多观察到的

是， 人们逐渐意识到消费的本质

是更理性化的消费。 也可以说是

消费升级的延展， 降的不是品质

而是更多要求价格的合理性。 还

有就是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消费

观念、消费模式的升级。

另一方面的现实却是， 人们

的消费欲望并没有因此在缩减。

今年一季度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77096

亿元， 同比增长

9.7%

；乡

村消费品零售额

13179

亿元， 增长

10.7%

。去年我国更是世界第二大消

费市场。

一直以来作为消费升级代表的

文化类的消费更是争霸全球，

2018

年一季度， 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总收

入达到

202.17

亿元，超过北美同期

的

28.9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83

亿

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一。 对整个文

化娱乐消费支出也在大幅提高。

2017

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

乐消费支出为

2086

元，占全部支出

的

11.4%

。

毋庸置疑，消费升级是大趋势。

而且也能清晰的感受到， 现在的消

费趋势是从炫耀性消费到轻奢主

义

;

从追求价格到追求品质

;

从购买

商品向购买服务转变

;

从满足物质

消费到精神消费的迁移。

未来随着消费理性化多样化，

可以说所有涉及个人消费、 家庭消

费相关的领域都会有巨大的发展机

会，特别是与精神消费相关的领域，

潜力更加巨大。 消费升级的方向是

产业升级的重要导向， 对于投资者

来说， 只有围绕消费市场的变化趋

势进行投资，抓住机会，才能提高投

资效率。

比如餐饮业、文化行业。 餐饮

领域中， 整体品牌趋势开始健康

化、品质化、年轻化，人们在意的并

不是吃饱喝足，比如现在流行的沙

拉轻食店、咖啡店等。 新的娱乐场

景也是大有可为的，人们更需要碎

片化的时间来进行休闲娱乐，这方

面已经有所表现，未来更是产业的

机会。

中国更需建设

成为消费强国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为什么美国总能在全世界打贸易战？

靠的是美国自身就是全球上最大的最终消

费市场。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

2017

年全年，

美国贸易逆差

7961.7

亿美元。

反观中国，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

最大的顺差国， 属于大进大出类型的贸易

型国家， 而作为最终消费市场的地位并不

靠前。 曾经英国人认为，“只要中国人每年

需用一顶棉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

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 ”可是，英国人错

了，东亚文化天然不是消费文化。

过去

40

年， 国内消费主要是政府和

企业，居民占比很低。 即使到今天，中国居

民消费占比为全球主要新兴市场排名最

低的国家之一， 低收入人群没钱消费，中

等收入人群不敢消费，高收入人群不想消

费，那么为谁生产？

更多依靠海外市场。 查理芒格说，中

国经济的奇迹在于穷人会存钱。 中国穷

人的储蓄支撑了中国投资热潮， 进一步

强化了出口导向的增长特征。 然而，所谓

经济危机，无非是说当供给超过需求，投

资回报率大大下降。 当中国为全球市场

制造的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 积压的供

给，就要寻找需求缺口来弥补。 所以，每

当遇到出口面临大面积下滑时， 总要再

提扩大内需。

但是，历史上扩内需，除了刺激“铁公

基”和楼市之外，更多是向市场发出了加大

供给的信号。 比如，制造业强国，加大各类

高精尖投资等等。这些投资归因到一点，都

是在增加潜在供给。要知道，后工业时代的

最大特点就是供给过剩。 无论你的需求是

什么，供给总是能轻易超过你的需求。

后工业时代，需求才是王道。制造业改

变了中国，而消费将重塑中国，也将重塑世

界。 只有中国随着消费实力的上升成为世

界级的最终消费中心， 才有重塑世界贸易

体系的实力， 才能最终推动人民币成为主

要国际货币。

所以，比制造业强国更迫切的是，中国

要尽快建设成为全世界消费强国。 特别是

当下，中国正处在有利的窗口期，正处在进

入深度老龄化之前的过渡期。 人口老龄化

的结果，往往是带来储蓄下降，消费抬升，

国家经常项目的恶化。

当前，中国双顺差时代正在结束，储蓄

率刚刚步入下降通道。在深度老龄化之前，

中国必须有更强的紧迫感， 加大对需求侧

消费升级的制度性安排。 增加居民的消费

能力，降低中产阶层的负担是应有之义，中

国的中产阶级太少，只有

20%

，至少要达到

60%

的橄榄型社会指标。

但是， 更重要的是加强个人财产权和

尊严的保护，有恒产才有恒心，不能因为对

于制造业的保护， 而选择性忽视对于个人

财产权和尊严的保护， 营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才是最重要的。大家都知道，美国一个老

太太在麦当劳喝咖啡，被烫到嘴，都能获得

巨额赔偿金。 美国类似惩罚性赔偿案例举

不胜举。 而国内消费者往往在强大的企业

面前，处于绝对弱势地位，而民事赔偿法规

改革更是步履艰难。凡此种种，都极不利于

消费强国的建设。

官兵/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