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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消费
——当前消费收缩的机理与政策应对

王宏淼 程锦锥

摘要：新冠疫情大流行三年来，中国居民消费严重收缩，原先稳定增长的加速度荡然无存，偏离了

常规消费波动的合理区间，经测算消费的“消失”每年多达 2.2 - 3.3万亿元。严控应疫条件下社会

经济出现停滞、居民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原先的“消费难”转化为“低消费”甚至“不消费”，消费信

心严重不足，经济增长动力缺失，社会风险陡然上升。伴随大疫之后的社会重启，会出现消费的某

些报复性反弹，但长期制约消费的根源难以扭转，同时经济元气的颓势、创新动力的缺失和消费者

信心的挫伤，也决非短期内就能够修复，应警惕疫情的“临时性冲击”变成“永久性损伤”。宏观政策

宜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着手，先“稳消费”，再促“升级”，短期促消费回归正常化，长期宜建立长效

机制，转变发展模式，以人为中心实施“三大战略”，通过持续的消费升级来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和

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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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appearing" of consumption:
Mechanism and Policy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Consumption Recession

WANG Hong‐miao; CHENG Jin‐z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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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since the COVID-19 pandemic, consumption in China has contracted severely. The previous

steady acceleration in consumption has evaporated, deviating from the reasonable range of regular consumption fluctuations.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disappearance" of consumption is as much as 2.2 trillion to 3.3 trillion yuan every year in pandemic.

Under the strict controls of anti-pandemic, the social economy has stagnated, the people's balance sheet has deteriorated, the

long-term "difficult to consume"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less to consume" or even "unwilling to consume", consumer

confidence is seriously insufficient, the impetus for economic growth is lacking, and social risks are rising abruptly. With the

reactivation of society after the pandemic, there will be some retaliatory rebound in consumption, but the long-term

constraints on consumption are difficult to reverse. Meanwhile, the decline in economic vitality, the lack of innovation

impetus and the damage to consumer confidence are by no means able to be repair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we should

be vigilant that the "temporary impact" of the pandemic becomes "permanent damag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aspects. Firstly "stabilize consumption" and then "promote

upgrading"——The urgent task is to bring consumption back to normal; 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implement the "three strategies" under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pattern, so that achieve the people's

aspiration for a better life and all-round progress through continuous consumption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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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过研究测算，2020-2022年新冠疫情冲击下我国居民消费收缩严重，每年“消失”平均多

达 2.2 - 3.3万亿元。长期困扰消费增长和升级的根本性症结一时难解，又叠加了疫情“大流行”的

突然意外打击，驱使消费偏离了常态运行轨道而失速向下。三年来市场运行时断时续，社会一度出

现停滞，居民资产负债状况恶化，使得不同经济主体更加深陷“没钱可以花、钱少不敢花、存钱不

愿花、有钱没处花”等四大困扰，从原先的“消费难”转向了“低消费”甚至“不消费”，消费总

量下滑，结构明显分化，消费信心不足，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并导致社会不稳定风险上升。随

着 2022年底社会重新开放，消费有望得到部分修复，但仍应警惕疫情“临时性冲击”变成“永久性

损伤”。宏观政策宜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着手，针对不同居民群体和行业，采取相应策略。短期促

社会经济尽快恢复常态，关注弱势群体动向并在必要时实施救援，同时可发放消费券等一次性补贴

形式来提振信心、推动消费回归正常化；长期宜建立长效机制，转变发展模式，以人为中心实施“增

长与分享”（共同富裕）、 “统一大市场”、“社会投资”等三大战略，调整收入分配，改善服务

业供给，加大社会投资，促进消费升级，推动现代消费社会转型，迈向高质量增长和中国式现代化。

一、“消失”的消费：当前经济中居民消费收缩严重

自 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受到的干扰不断，增长波动加大。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 2017-2019

年分别为 6.9%、6.6%、6.1%，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面爆发，当年经济增速急剧下降至 2.3％。

2021年随发达经济体疫后逐步重启，外需有所恢复，中国年度经济增长达到 8.1％，但其中包含低

基数效应，实际情况是从年初到年末经济景气一直下行，四季度 GDP增速同比仅 4.0%（低于两年

的平均值 5.1%）。2021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

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论断。2022年延续上年末趋势，但 3月后因新一轮奥密克隆疫情在中国

多地继起，实际困难大超预期，上海等几个中心城市的经济活动遭受重创，社会生活进入“非常”

状态，不确定性加剧，生产、流通和投资普遍停滞，市场一片萧条，失业上升，打击了信心，“预

期转弱”演变为“预期转负”，直接抑制了需求，消费严重下滑，经济数据“惨淡”，经济陷入萎

靡和急剧收缩，“失速”的风险直面而来[1]。5月底国务院召开全国“稳经济大盘”会议，6月后经

济增长有所恢复，稳投资见效，但消费仍显著低于疫前水平，消费景气依然不振。2022年底防疫政

策重大转向，社会重新开放，然而从城市到乡村的迅速大面积感染及之后的“阳康”，再次使得消

费大幅波动，预期需要较长时间的修复，才能逐渐向疫前常态回归。

（一）消费总量“显著萎缩”，成为影响经济下滑的重要因素。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2022年一季度同比增长 3.3%（低于同期 GDP、工业增加值、固定

资产投资和进出口的增速）。3月至 5月份因疫而失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当月同比增速为-6%、

-14%、-9.7%。5月底全国“稳经济大盘”会议后，情况有所好转，6月至 8月转负为正，实际当月

同比为-0.6%、0.8%、2.23%，而经过季调月度环比增速则为 3.11%、-0.07%、-0.35%。可见消费依

然显现收缩态势，相对于出口稳定、投资回升，消费成为 GDP增速的主要拖累。三季度末之后，9

月和 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0.5%，处于弱势徘徊，11月和 12月再次负增长（-5.6%

和-1.8%），2022全年同比增长为-0.2%,是多年罕见的负增长，显然属于显著的“失常”状态。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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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月萎缩，季调环比月度增速分别为-0.79%、-0.08%、-0.14%，

恶化状况并未扭转。202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估计为 33%，与 2021年的 65.4%相比，几乎接

近腰斩。政府消费税收入也大受影响，2022年 3月至 9月大幅度减少（同比为-0.2%、-47.3%、-38.1%、

-21.2%、-8.3%、0.6%、-4.38%)。10月和 11月的消费税均出现了罕见的约 1.5倍暴增，其原因并非

源自消费复苏，而主因是去年同期基数下滑，以及与中央财政恢复消费税正常入库有关。

（二）新冠疫情带来“临时冲击”，直接导致居民消费每年减少 2.2 - 3.3 万亿元。

我国经济自快速实现工业化后，从 2010年开始， 终消费在 GDP中的占比（消费率）稳步提

升。但这一势头自 2020年遭遇疫情而中断。2019年消费率为 55.8%，2020-2022年分别为 54.7%、

54.5%、53.8%，三年间不升反降，疫情冲击明显。

就 2010-2019年的平均变动幅度看，消费率在 9年里提升了 6.4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升 0.72

个百分点。如果按此平均增速简单外推(估计 1)，2020-2022年的消费率理论值应达到 56.5%、57.2%、

58.0%，按各年 GDP数据测算，可得各年消费的理论值 1（如表 1）。由此可知因疫情冲击，2020-2022

年的消费分别“消失”了 1.89万亿元、3.18万亿元、4.86 万亿元，三年累计 9.9 万亿元，年均约 3.3

万亿元。

表 1 疫情冲击下 2020-2022年消费的“消失”规模估计

指标 2022 2021 2020 2019

支出法 GDP（万亿元） 117.46 114.03 102.56 99.07

GDP增速 3.0% 8.1% 2.2% 6.0%

终消费-实际值（万亿元） 63.21 62.09 56.08 55.26

终消费率-实际值 53.8% 54.5% 54.7% 55.8%

无疫情冲击估计 1（按疫前十年速度，消费率年均增加 0.72个百分点）

终消费率-理论值 1 58.0% 57.2% 56.5%

终消费-理论值 1（万亿元） 68.08 65.27 57.97

消费缺口 1（万亿元） -4.86 -3.18 -1.89

无疫情冲击估计 2（按疫前三年速度，消费率年均增加 0.233个百分点）

终消费-理论值 2（万亿元） 66.35 64.16 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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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消费率-理论值 2 56.5% 56.3% 56.0%

消费缺口 2（万亿元） -3.14 -2.06 -1.3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作者的估计

但考虑到疫情之前几年，消费增速已经趋于缓慢。因此这里按疫情之前三年的消费增长情况作

更保守的推算(估计 2)。2019年的实际消费率(55.8%)比 2016年（55.1%）高出 0.7个百分点，年平

均增加 0.233个百分点。依此速度简单外推，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2020-2022年的消费率（理论值

2）应为 56.0%、56.3%和 56.5%。同样按各年 GDP数据测得各年消费的理论值 2（如表 1）。进而

可知由于疫情冲击，2020-2022年的消费分别“消失”了 1.38万亿、2.06万亿、3.14万亿，三年累计

约 6.6万亿，年均约 2.2万亿。

图 1：消费率（消费占 GDP比重）上升势头因疫而逆转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作者的测算

综上可知，2022年是受疫情冲击 为严重的一年。若无疫情的外生冲击，2022年消费率应达到

56.5%-58%，比实际值高出 2.7至 4.2个百分点。而由于疫情冲击，2022年消费收缩或“消失”的规

模高达 3.14万亿至 4.86万亿元。

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数据显示政府消费占 GDP比重没有减少，甚至还略有提高，说

明疫情对政府消费的冲击不大。因此，问题出在居民消费。以 2022年为例 ，我们估算疫情对居民

消费的冲击，使得当年人均消费减少约 2200元-3500元。统计局数据也显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

幅从 2021年下半年的 8.7%，下降到 2022年上半年的 0.8%以及全年的-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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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收缩显现“结构分化”，餐饮业、运输业和旅游业最为严重。

从分行业 GDP核算法分析，2017-2019年第三产业中的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住宿

和餐饮业”两项占 GDP的比重平均为 6.19%，2020-2021年平均为 5.59%，减少了 0.6个百分点，按

照 2021年 114万亿 GDP计算，减少了约 7000亿元增加值。2021年，这两大行业创造的 GDP为 6.49

万亿，保守估算仅为理论值的 90.4%。可见这两个行业是受到疫情冲击 为严重的。从旅游业看，

疫情前 5年，旅游人数（次）平均增速为 10.7%。但 2021年旅游人次比 2019年减少了 46%，如果

按照线性推算，理论值应达到 72.9亿人次，实际值仅为 32.5亿人次。2022年清明节、五一、国庆

七天长假，全国国内旅游出行和旅游收入仍然大幅度减少，清明节假期全国发送旅客人数下降 62.7%，

“五一”期间全国旅游出行人数下降 30%，国庆七天长假全国出游同比减少 18.2%，旅游收入不到

2019年的一半。 近公布的各大航空公司数据，普遍显现较大亏损。因此综合来看，受疫情冲击

严重的是交通业、餐饮业和旅游业。

二、从“消费难”到“不消费”：当前消费收缩的机制分析

由上述数据分析可知，疫情大流行三年来，消费萎缩或消费的“消失”已经非常严重，人们从

原先的“消费难”已经转向了“低消费”甚至“不消费”，不仅总量下滑，结构分化，而且消费信

心严重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寻求其内在机制以促消费回归常态，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 迫切需

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我们认为，当前影响消费波动的因素，既有“消费能力”（收入保障）之因，

也与“消费选择”（消费品供给状况和消费体验感受）以及“消费信心”有关。

（一）从消费能力看，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支付能力不足。

经济学理论关于消费函数的研究，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2]到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3]，从

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4]到莫迪里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5]，都认为收入是决定消费的 重要因素。

从 简单的凯恩斯消费公式 C = a + bY可知，消费 C由维持生存的“自发消费”a与提高生命质量的“引

致消费”bY两部分组成，前者相对稳定，后者则受到边际消费倾向 b和个人净财富流量（可支配收

入）Y的约束。一般说来，一定时期内个人的消费习惯或者边际消费倾向 b是大致稳定的，这样决

定消费的因素就主要来自 Y。个人净财富流量或者可支配收入 Y，是指各种居民实际净收入之和（工

资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收入、转移收入），是各项收入减除了必须支付的税收、利息等支出后的

剩余部分。由此不难理解，可支配收入 Y的大小与国民财富初次分配（要素报酬）、二次分配（税

收与转移支付）、利率与利息、通货膨胀等都有关系。

这其中， 为重要的是包含税负与非税的宏观税负率，它代表着经济主体的社会负担。长期以

来在政府干预的赶超模式下，我国经济增长由投资与出口双轮驱动，它偏向于“国家积累”和“生

产者积累”，从而使得留给消费者的“剩余”相对有限。以我们课题组所作的厦门降成本课题测算

为例，按全口径政府收入计，厦门市 GDP中有接近一半的比重（宏观税负率 48%）流向了政府，企

业和个人仅剩一半（其中留给个人的比重当然更少）[6]。如此情形，必然使得居民的消费能力受到

了很大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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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1-2021年间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累计上升近 34个百分点，

债务扩张速度居全球首位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居民负债及利息也影响可支配收入，从而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实际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债务

扩张速度已经远超收入增速，负债压力不断增长，这也使得人们的消费能力下降。根据人总行的金

融统计推算，2000年中国的居民债务-收入比接近 2%，2010年增加到 67%，此后一路上行至 2020

年的约 120%，超过了日本、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022年以来在前所未有的居民主动降

杠杆情形下，由于收入下降，居民债务-收入比和居民杠杆率（债务余额/年化 GDP）仍继续上升，

2022年 9月底人民银行口径的中国居民杠杆率为 62.1%，较去年同期的 60.8%增加了 1.3个百分点；

债务-收入比为 143%，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9个百分点。若加上小贷、网贷等居民负债，我国全口径

的居民杠杆率为 70.2%（比美国高 5.2个百分点），债务-收入比为 161.5%（比美国高 41.7个百分点），

如此之高的债务-收入比，已经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和几乎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接近于债务风险的

边缘。

（二）我国消费者的选择权和可选择空间并不充分。

居民的消费可分为三个递进层次：消费 I,是维持生命的食品消费（狭义恩格尔系数）；消费 II，

基本生存要求的衣食住行消费（广义恩格尔系数）；消费 III，提升生活质量要求的健康、教育、养

老、文化、旅游等非标准型中高层次服务品消费（发展与享受型支出）。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消

费 I（狭义恩格尔系数）近年约为 28%，疫情以来反弹至 30%以上。而日本的这一比重约为 20%，

美国约为 10%。消费 II（广义恩格尔系数），欧美不到 50%，而我国的比重超过 3/4，这与住和行的

负担较高有关。消费 III（发展与享受型支出），我国居民可选择的中高层次服务品不多，而且价格

较高。其原因是中国的科教文卫体等服务业属于政府管制领域，存在较多的行业进入限制、市场壁

垒和地方保护，要素流动度低，使得竞争有限、供给不足、质量不高、价格高企，以至限制了消费

者的选择。来自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巨大负担，被坊间戏称为“四座大山”，其高成本、高

价格即与要素供给限制与行业管制有很大关系。

（三）从消费信心看，这是当前经济最主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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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制约消费增长和升级的上述根本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而且更因疫情大流行等原因导

致消费不增长甚至收缩，从“消费难”转向了“少消费”甚至“不消费”。其表现是当前经济主体

深受“没钱可以花、钱少不敢花、存钱不愿花、有钱没处花”等四大因素的困扰，居民消费信心严

重不足。

其一，“没钱可以花”，因失业裁员等引发生现金流困难，导致消费支出减少。疫情大流行以

来，失业、断供的风险始终挥之不去。零售、餐饮、生活服务、旅游、酒店、客运等广泛的服务业，

吸纳了大量社会就业，疫情之下被迫裁员关店，使得失业率陡升。从官方统计数据看，16-24岁人口

失业率从 2019年的 12.4%大增到当前约 18%，2022年高校毕业生有 1000多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

关，就业压力极大，许多高校为保“就业率”，而要求学生采取签订虚假就业接收单位等办法，使

得相关的大学生就业数据失真。互联网一直是引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引擎，也是吸纳大量就业的部

门，但近几年互联网大厂也纷纷加入到大规模裁员的行列。疫后重启会改善就业和收入，但产业与

企业的重组有一个调整周期，劳动力市场弹性的修复也尚待时日，某些领域的打击破坏或许再难恢

复而成为“永久性损伤”。

与失业相关的是断供风险。由于应疫在家待岗、失业而没有收入，许多个人与家庭的现金流出

现恶化，无法偿还高额的房贷月供，因断供而被银行起诉，法拍的结果使得房价几乎腰斩，借款者

还得继续努力偿还房贷款与法拍价之间的缺口部分。如此情形，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形成一种恶

性循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资不抵债”风险，现金流量表不断失衡并导致的“入不敷出”风险，

才是中国居民部门面临的首要问题[7]。随之而来的，是刚性增加的偿本付息支出，持续“挤出消费”，

并将在中长期内拖累总需求。这抑制了居民收入端的改善，加剧居民部门现金流量表的失衡状态，

进而在中长期使得居民债务更加不可持续。

其二，“钱少不敢花”，消费降级比较严重，生活质量难以提升。疫情冲击下，生产、市场和

就业一片萧条，打击了消费者信心，“预期转弱”演变为“预期转负”。在预期悲观的情况下，买

房、买车、买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改善性需求”自然萎缩，消费与订单出现显著下滑。大众

消费观念发生改变，开始主动寻找性价比更高的产品，物美价廉的日用商品则成为青睐。以开拓“偏

远下沉市场”的拼多多为例，其 2022年二季度财报显示，2021年活跃买家年支出从 2115元上升到

2810元，同比增长 32.85%，2022年一季度活跃买家数 8.82亿人，同比增长 7.05%。类似的指标还

有很多，比如：在没有其他因素干扰的正常情况下，电力消费会保持增长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视为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的一个指标。但 2022年 9月份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了 2.8%，进

入第四季度，即使居民供暖需求上升，10月份和 11月份也仅同比增长 2.2%、0.4%。

其三，“存钱不愿花”，居民预防性动机上升，消费信心严重不足。在国民核算中，消费的对

立面即储蓄。疫情大流行三年来，人们出于安全和预防动机，越来越不愿意化钱，这导致储蓄率上

升。金融机构新增居民存款 2019-2021年分别为 9.7万亿、11.3万亿、9.9万亿，2022年骤然增加 17.8

万亿，显示居民避险情绪严重。2022年 4月份上海封城后，消费者信心指数(CCI)骤降至 86.7左右，

此后半年始终在 87左右徘徊，远远低于 100点荣枯线, 11月再次下行至 85.5的历史“冰点”，显现

信心极度不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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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消费信心指数直线跌落至历史“冰点”（1991-2022）

图 3（b）： 近五年的月度消费者信心指数

数据来源：Wind

其四，“有钱无处花”，许多中高收入者虽有现金流，但疫情抑制了他们的更高层次消费。居

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因不同人群有很大差异。一般而言，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收入变动

将极大影响到其消费水准和生活质量。中产阶层，其消费倾向大致稳定，在收入不变情况下，疫情

也会干扰限制其子女教育、文体、旅游等消费支出。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疫情等外生

冲击对于其基本生活支出和质量影响不大，但极大抑制了他们的保健、奢侈品和出境旅游等高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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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底我国防疫政策重大调整、社会和边境重新开放，中高收入者的高层次消费有望得到释放而

逐步回升，却又遭遇到因中国感染人数上升而面临多国的入关控制等困扰。因此，在大量中低收入

因疫而挣扎的同时，也有一些中高收入阶层面临着无处可去、去处有限、没法像以前那样化钱的困

扰。

三、促使消费“回归”常态化的政策选择

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模式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为基准的，它要

求我国经济从高度国际依赖转向以内需为主、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的新体系，它以要素优化和效率持

续改进为要求，向全民共享的“消费型增长”模式转型：

（一）从主体上，它是消费者偏向的（与传统的物质积累相对立），人成为新时代的发展主体

和目的，要通过持续的消费升级来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全面发展。

（二）从内涵说，它不仅体现为消费的绝对规模增加；体现为消费在经济中的相对比重增长；

更体现为消费升级或质量提升。“物”的质量和“人”的质量同步提升、相互促进，成为经济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动力。更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共享，能够优化劳动者素质，深化人力资本积累；更

高的人口质量，能够提升“创新”能力，促使经济向更高形态迈进。

（三）从机制说，它既包括持续的“消费能力”（有稳定收入保障），更多样的“消费选择”

（良好的消费品供给状况和消费体验感受），还包括强劲的“消费信心”（ 消费者对经济环境、个

人状况和支出的乐观程度）。

但中国经济当前的紧急之处，并不是消费升级，而是消费仍然失其常态，偏离了常规居民消费

波动的合理区间，原来消费稳定增长的加速度荡然无存，甚至滑入萎缩的负区间。按历史规律和国

际经验，大疫之后的社会重启，会出现消费的某种报复性反弹，但经济元气的颓势和消费者信心的

挫伤，决非短期内就能够修复。为促使消费“回归”正常状态，我们有如下建议：

（一）警惕疫情“临时性冲击”变成“永久性损伤”。

在防疫中，多地出现了层层加“码”，以致正常社会经济秩序遭受严重干扰，生产不稳，生活

不安，消费不振。要再次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势头、创新动力和社会信心一旦挫伤，在相当长的时

期内都无法复原，而成为永久性损伤。由于“流动性陷阱”效应，在经济主体采取“躺平”或“守

藏”策略、被动或主动退出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此时无论出台再宽松的刺激政策，可能都难以一时

见效。因此，在安全和发展双原则下，对三年来围追堵截的防疫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这是当前的

大“政治”，应加紧督促清理和取消先前的各种不合理管控举措，促使干预政策全面“退出”，避

免“临时措施”变成“永久存在”，从而 大限度降低社会成本,尽快提振信心，恢复市场秩序，修

复经济元气，使社会回归原有轨道——这是稳定消费的前提。

（二）针对不同居民群体和行业，采取相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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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不同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对中产阶层来说，疫情对其冲击因体制内外而

有很大不同：政府、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员工，因工作相对稳定，收入有保障，没有

太多后顾之忧，疫情对其虽有干扰，但基本生活水平不致于变化太大；体制外的“市场化”企业员

工和自雇佣者，则因疫情冲击、行业重整而面临工作与收入不稳定风险，随着原先生活轨迹骤变，

生活质量下降，而房贷、车贷、教育、医疗等负担加重。同时由于他们是国家税收的净贡献者，又

缺乏高收入资本所有者的诸多避税手段，因此疫情大流行对体制外中产阶层的伤害更大，从长期看

抗疫成本将多由其来承担。而随着体制外中低收入者“无奈沦陷”与体制内 “旱涝保收”形成巨大

反差，社会不稳定因素会上升。西方国家疫情以来怨气、戾气上升，各种游行抗议不断很大程度上

与此相关。因此，针对不同主体，采取相应施策，形成“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模式，不仅是稳定

消费的关键，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三）面对消费颓势，宜出台大规模短期“稳消费”政策，以提振消费信心。

一是加大发放“消费券”力度。过去两年我国一些城市陆续发放消费券撬动消费，以旅游券和

餐饮券 为普遍。消费券绝大部分流向小微市场主体，受疫情冲击越大的商家和行业，消费券带来

的杠杆效应就越显著，民众参与意愿高、带动作用大，尤其是中青年消费者的消费乘数更高。存在

问题是发放规模太小，对消费拉动作用有限，影响力小。建议有关方面会商各大省市，加大消费券

发放，扩大社会宣传声势，提振消费信心。比如：面向毛利率较高、商家参与意愿高的行业，由商

家、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按 50%、25%、25%共同承担。按回归消费常态化简单计算，5000亿元稳

消费规模，其中商家承担 2500亿元，地方政府承担 1250亿元，中央政府承担 1250亿元。一次性带

动总消费 1万亿元以上，带动 GDP增长 2万亿。政府总共承担 2500亿，回收税费可达上千亿元，

给财政带来的一次性压力并不很大，但带来的乘数效应可观。

二是针对高速公路收费，视情况采取“减半“或者“免收”三个月到六个月政策，以鼓励各种

出行。

二是针对景区门票，建议各地方政府针对常住人口，每人发放远郊景区免费券，全免门票费，

带动旅游、餐饮、住宿等相关行业回升。

四是继续减负降费。推动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协调合作，针对中小商户贷款，采取“减租减息”

措施，以稳定中小市场主体，恢复市场信心。

总之，在制定短期大规模“稳消费”政策时，应贯彻“着眼增量，优化存量”原则，精准施策，

扶持保护特定市场主体和群体, 注重短期见效的乘数效应发挥，同时要避免消费替代和政策扭曲，

避免西方国家发放现金、超发货币带来的高通胀等副作用，避免刺激政策难以退出等问题。发放消

费券，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稳消费政策抓手和选项。

四、构建消费升级的长效机制

消费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我言说”，是人们用货币来自我表达或实现个性彰显的方式。中国

已迈过了中等收入区间并正向高收入发展阶段攀升，比照发达国家百年消费变迁史[8]，可以判断当

前中国社会大致处于以家庭大件耐用品为中心、求大求多的“第二消费时代”，并正向以私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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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个性精致的“第三消费时代”演进，同时中国社会还具有以简约与共享为核心、返璞归真

的“第四消费时代”的一些特征。种种信息，都显示当下中国消费者偏好已变得复杂多样。只有持

续的消费升级或质量改进，转向全面分享的消费型增长，才能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的目的，也是国家发展的意义所在。为此宜下大决心纠正“赶超增长”

中的扭曲，推动实施三大战略，以构建消费升级的长效机制。

（一）改善收入分配，实施“经济稳定增长与普遍分享战略”（共同富裕）。

在高收入阶段必须更加关注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制约消费稳定增长和消费升级

重要因素，其根源在于两大方面: 第一是长期以来经济赶超目标下的政府（包括国企和事业单位）

收入和支出所占比重较大，投资积累率和国家汲取率较高，居民收入受限，消费能力有限。第二是

传统身份社会难以破除，改革中还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诸如官民不平等、工农不平等、区域不平

等，使得不同人群在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呈现不平等待遇，甚至形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化

与对立，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

因此，首先应当转变赶超式增长战略，改变偏向性的经济建设目标和考核，降低政府投资率和

宏观税率，转向更为均衡增长和普遍分享的体制，把经济租金留在民间，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

持续发展。其次，要激发企业家精神和投资信心，政府少折腾、少下场，而是通过市场化来“持续

做大蛋糕”，同时抑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和不法经营。其三，是解除体制内外藩篱和身份标识，减少

制度性差距，实现新时代更大的机会平等。其四，是改善和提升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收入份额占比，

提高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水平。在收入再分配阶段，宜加大政府向低收入群体的直接转移支付力度。

2020-2021两年，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较疫情“大流行”前增加了 16万亿美元，其中约 70%直接用于

补贴居民福利。而我国近年为了稳增长而大幅度增加政府债务和财政支出，其面向仍是各种大型工

程，效率非常低下，应疫援助或直接补贴的比例极为有限，反而增加了社会总成本和居民长期负担。

总之，共同富裕是必经之路，其中 “持续做大蛋糕”是首要前提条件，其次是调整政府与民间、体

制内与体制外的分配比例，做到藏富于民， 后才是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关系调整。

（二）畅通国内大循环，继续推进“构建统一大市场战略”。

消费的本质是商品与服务的交换、使用和精神体验，它需要借助于有形和无形市场才能实现。

与实物商品的标准化、可贸易不同，中高层次服务品消费大多具有“主体不可分割性”和“地域性”

特征，它在国际间则“不可贸易”或难以交易，但在一国之内却可以通过语言、标准和规则等的统

一来实现地区间交易，达成规模经济。中国现实的情况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一个统一的国内大

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但仍存在诸多行政垄断和交易壁垒，条块分割、地方保护严重。这就给消除要

素流动障碍，建设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国外两个“大循环”提出了要求。“统一”，并不是消除

产品和服务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不是定价与交易交由计划管制，而是特指运用市场与政府的合力

达成契约以改造现状，消除歧视，通过市场规则的融合和标准的规范，促进人、财和物自由流动，

实现全国经济一体化。因此，面对大量的“市场内”壁垒、“市场间”分割之困，面对制约经济长期发

展的“半市场化”“非市场化”顽疾，应加快重启市场化进程，进一步推动完成各类价格改革，打破行

业垄断，实现政企分开，还利于民，以此推动优化服务业供给，提升竞争性供给的量与质，降低中

高层次服务品价格[9]。尤其要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等与人力资本积累有关的事业单位或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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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发展相关行业，以激发各类资本活力，提高服务业供给能力，

加快促进消费升级，这是通过降低市场摩擦和制度成本，来实现高质量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

突破方向。

（三）提高人口质量，实施“未来社会投资战略”。

社会投资，也叫社会权利投资或社会责任投资（简称 SRI），是以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社

会公义、地区贡献、行使股东权利等为目的的投资行为。随着我国经济向创新引领的高质量发展阶

段跃迁，国民的人力资本提升更为迫切，人居环境、保健休闲和知识支出等中高层次消费的扩展，

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高生命质量，相关的权利保护也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因此要调整

政策，促使各类资本从“物”的投资转向对“人”的投资，比如科、教、文、卫、体、环境，以及

消费者保护、青年发展、老人与幼儿照顾、社区建设、金融普惠和保障性住房等广泛领域投资，这

些领域将是未来“新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宜注重劳动者职业技能持续培训，拓宽教育培训

渠道，通过劳动者教育水平提升优化就业质量，通过人力资本梯度升级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

夯实“消费型社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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