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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经济中，消费是增长支柱，是动力引

擎。201 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76.2%；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7790
亿元，同比增长8.3%。

在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在城市和乡
村，在男女老少不同的人群身上，消费又以其细
致、多元和变动构成一道壮丽的景观。小到一包榨
菜、大到一辆汽车，其背后的故事都意味深长，为
全球的供应商密切关注，也为海内外所有关心中国

经济成长的人所津津乐道。
描述这个海一般大市场中的消费绝非易事。但

如果要从今天近14亿个体日复一日的消费行为中
寻找出一些共性，则非“消费升级”莫属。

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尝试切开一些剖面，
看看中国消费升级的故事如何具体而微地呈现在每
个人的日常中，又以前所未有的阵势推动着消费大
潮继续滚滚向前。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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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端午，上海多了项
全民新时尚——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本不是什么
新鲜事。但在很多地方，

“你分他不分”“扔时分、
收时不分”的现象使垃圾
分类难以真正落实。围绕
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
机制、推动习惯养成，上
海推进垃圾分类，逐一破
解难点。同时，上海的垃
圾分类也被寄予厚望——
为其他城市探索出可复制
可操作的实用经验。

撤去垃圾桶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
理局环卫管理处副处长齐
玉梅说，垃圾分类普遍存
在“知行不一”，市民理念
上支持，操作时嫌麻烦。

“定时定点”，被实践
证明是在推广垃圾分类初
期比较有效的管理方法。
首先要做的就是“撤筒”，
但肯定会给习惯随时扔垃
圾的居民带来不便。

上海市闵行区东苑半
岛花园从5月27日起实行
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
撤销原有 79个点位的 168
个垃圾筒，在小区设立 4
个定时定点集中投放点和
1 个 24 小时开放垃圾箱
房。定时定点投放点每天
早晨 7 至 9 点、傍晚 6 点
至 8 点半开放，由 150 名
党员、楼组长等组成的志
愿者队伍轮流执勤，指导
居民分类投放。

小区所在的平吉三村
居委会党总支书记马雪花
说，分类投放实行 10 多
天，效果比预期好得多，
绝大多数居民给予理解和
配合。5 个投放点分别位
于小区东南西北中，方便
居民就近投放，并针对钟
点工、租客、加班族等特
殊需要群体的需求，设立
24 小 时 开 放 垃 圾 箱 房 。
考虑到居民习惯养成和志
愿者时间安排，没有采取阶段式撤筒，而是等大家
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后，再对投放时间等做出调整。
而关于志愿者是否要帮助湿垃圾“破袋”——将湿
垃圾从包装袋倒入垃圾筒？在争论后，最终决定让
居民自行“破袋”，这也是为了“一步到位”培养
分类行为习惯。

与此同时，物业、业委会等各司其职，做好保
障。在垃圾投放点设置洗手池，避免居民怕弄脏手
而不愿“破袋”。定点投放结束后，及时对投放点
进行清扫、消毒，不留异味。保洁人员还自发对清
运车进行改装，做到干、湿、可回收垃圾分运，增
加居民对分类后续处理的信心。今年，上海还将改
造 1.7 万个垃圾箱，同时在定时定点的大约束下，
尽可能“缩短居民与垃圾箱的距离”。

绿色账户积分激励居民

在上海众多小区，垃圾分类正在成为社区治理
的新契机。

去年 12月，上海市长宁区程家桥街道 42个小
区全部实现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成为上海
垃圾分类“样板”。

街道下辖的上航居民区住宅产权类型多样、人
员构成复杂。建于 1996 年的虹桥机场边检站家属
楼48户居民中，有39家是外来租户，出租率高达9
成。第一次听说小区要搞垃圾分类，居民普遍觉得，

“房子又不是自己的，小区环境和自己关系不大。”
上航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朱雪菊为每家每户设计

了台账，通过分类知识宣讲、送分类垃圾筒和绿色
积分账户卡，3次进入居民家中，掌握各家对垃圾
分类的态度和可能碰到的困难。通过走访，朱雪菊
的手机里存下小区200多户居民的电话。居民从不
配合到主动做志愿者；小区的“垃圾角”变成居民
议事“聊天角”。非试点小区居民看到试点小区的
明显变化，主动跟社区干部说：“啥时候到我们小
区来试点呢？”

在上航居民区，绿色账户积分不仅可以兑换米
面纸油，还是申请老年兴趣班、暑期托幼班等社区
紧缺资源的评分依据。

年内建成5000个回收网点

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垃圾减量和提高资源化利
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垃圾回收利用推行较
好，废纸、鸡毛、牙膏皮，甚至乌龟壳，都是物质
匮乏年代可以换钱的“宝贝”。

在物质过剩年代，如何提高生活垃圾回收利
用？上海提出推进“居住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与

“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两网融合。根据 《上海
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 （2018—
2020年）》，全市将建立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中
转站、集散场等从源头到末端的全过程体系，2019
年建成5000个回收网点和170座中转站；2020年建
成8000个回收网点和210个中转站，基本实现两网
融合，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达到35%。

上海还在探索生活垃圾收费制度。上海市绿化
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近日表示，上海从 2004
年就对单位收取垃圾处置费用。而对市民群众，这
笔费用是由各区政府在买单。以中心城区为例，每
1吨垃圾的处置费要向区政府收 221 块钱，同时没
有垃圾处置设施的中心城区，因为要将垃圾送至其
他区处置，还要支出每吨100元的环境补偿费给垃
圾接收区。未来将在这方面探索改革。

3225亿元——不久前的“五一”小长假，仅仅只是通
过银联网络交易，中国人平均每天就消费了这么多钱。中
国消费市场正呈现前所未有的活力，而其中的品质升级、
结构调整等诸多变化，就发生在这一笔笔具体的消费中。
因此，观察中国消费，我们首先从家庭入手，透过一个个
家庭账本，来感受中国消费的细节。

这里有 3 个家庭的故事，他们有许多不同——主人公
身处不同城市，分布在老中青不同年龄段，消费习惯、支
出重点大不同；但他们也有许多相同——都属于构成中国
消费升级最大动力的中等收入群体，都享受着消费升级为
家庭增添的福利，都越来越乐于为幸福“买单”。

年轻小家的智能体验
——智能、便捷、享受，许多家

庭借着一笔笔中意的消费改造生活，
拥有更多便捷和自由支配的时间

“您好，您下的单到了。”门铃叮咚响起，北京的小杨
1小时前在手机上下单的水果和肉菜已经送货上门了。

便利的“指尖”服务，让这位带着半岁宝宝的新晋妈
妈生活便利了许多。她几乎每周都通过每日优鲜、京东到
家等电商平台采购几次生鲜菜品，省去了带娃出门的麻
烦。刚回国一年多，她和丈夫还沉浸在国内购物之方便带
来的惊喜中。“消费体验简直好太多了！不用再每周出门当
购物‘搬运工’，甚至出门都不用带钱包，这在国外是无法
想象的。”小杨说。

小杨和丈夫都是30出头的年纪，这个年轻的家庭每月
80%的收入都花在消费上，消费体验好不好很紧要。小杨
给简单算了一笔账，之前在国外，线上消费顶多占全家消
费的 1%，现在蹭蹭蹿到了 70%。买得方便，自然买得更
多，许多消费者跟他们一样——2018年，全国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增长 25.4%，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 16.4
个百分点。

刚迎来新生宝宝，这个小家庭消费变化可不小。育儿
支出成了消费单项里的“黑马”，而这一条，也最让小杨惊
讶于今天消费的变化。“以前养娃啥都是自助，现在可多硬
件设施需要买买买啦！”小杨举了个简单的例子，宝宝饮食
过去全是人工做，零花费，现在则需要购买专门的辅食
机，还要配齐全套的餐具，一套下来不少钱，但孩子的事
儿，父母乐意来买单。

“智能”也是这个小家消费的新趋势。
颇让小杨得意的，是刚花1800多元购入的一款扫地机

器人。“出门打开，回来家里就干干净净的，还会自己找地
方充电，至少给我每天节省半小时。”除此之外，家里还陆
续添置了可以用手机控制的智能台灯；可以联结手机24小
时观察宝宝的摄像头；烤箱和微波炉一体的光波炉……这
些越来越智能的产品，让小杨一家感受到细节处的幸福。
从全国来看，扫地机器人、智能手表、智能音像等消费升
级类商品销售增长也快于其它商品。未来，他们还考虑更
换全屋的智能家居，就盼着市场上产品越来越好，消费者
只管挣钱来买。

“智能、便捷、享受”，这是主妇小杨对自家消费的总
结。许许多多家庭也跟他们一样，正借着一笔笔中意的消
费改造生活，拥有更多便捷、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

中年夫妻的品质生活
——大到汽车小到球拍，样样在

升级，愿意为高性能、高品质的产品
和服务买单

说到家里的消费变化，江苏南京的周女士一家感触颇
多。眼下家中代步的两辆新能源汽车，就是去年刚换的。

过去十几年，周女士家的车换了 3次，一次高出一个
档次。第一次买车是2000年左右，经济能力有限，市场上
的车型也远不如今天丰富，当时花了 6-7万元买了一辆小
车，图的就是个代步；第二次是2008年，开始考虑汽车的
性能、安全、品牌，价格也涨到 20万元；到这回，口碑、
性能的比较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的好品牌，最后看准未来
趋势买了新能源车，两辆车总共花了60多万元。

周女士和丈夫年近50岁，他们的购车经历，也与中国
市场的发展一一呼应。截至去年，全国私家车保有量达
1.89亿辆，近 5年年均增长近 20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比上年增长70%。

汽车这样的大件在升级，洗衣做饭的日用家电也没落
下。洗衣机由过去的单一清洁功能升级为能够除菌除味、
针对不同面料专业洗护的机型，一台价格3000多元。没有
去国外“海淘”电饭煲，但也换成了国产的内置智能菜
单、语音导航的“高配”版本，价格过千元，质量很满
意。“家居设备在更新换代，我们现在会更注重性能、效

果，价格并不是我们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了。”周女士说。
的确，满足基本需求之外，“高端”“节能”“品质”“专业
化”是当下消费者选购家电的关键词，功能升级型家电就
是2018年家电销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周女士夫妇孩子刚上大学，综合下来，家庭每月消费
大概占到收入的三成左右，他们不追赶潮流，但对品质有
着刚性需求。周女士还举了很多例子——

夫妇二人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打羽毛球，那会儿没啥讲
究，有副拍子和球，找个空地趁没风的时候就运动起来。
现在则是进球馆、买球具，装备早已“鸟枪换炮”，球拍用
全碳素的，球选纯鹅毛的，球包球鞋也不凑合，要买专用
的，一套配齐了也要几千元。买衣服不赶时髦，但一定是
面料好、品相佳、做工精致的。闲暇时，会挑选口碑不错
的电影，全家一起观赏，听说现在影院推出适合家庭、朋
友包场的专属小厅，他们也想去体验一下……运动健身、
文化消费，这些也都是当下消费的新热点。

谈到消费升级，周女士说，从居家生活的角度，确实
感触很深。随着科技进步，各类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产品和
服务越来越多进入生活，品质生活更有保障。

退休老人的多元消费
——吃土鸡蛋、用智能手机、出

国旅游，别说老年人不喜欢花钱

每天清晨散步后，去附近的菜市场挑选采买，这是内
蒙古赤峰市的孙老和老伴的固定作息。说起买菜心得，孙
老头头是道，是否新鲜无公害，是否质检过关都要十分关
注。“一般买农户家散养土鸡下的笨鸡蛋，吃五谷的‘粮食
猪’肉质好，家里人都喜欢。”孙老说。

70 多岁的孙老夫妇早已过上退休生活，近几年二老
用在食品上的支出多了不少，对价格不像以往那么敏
感。一盒 12 枚的土鸡蛋，比同样数量的普通鸡蛋价格要
高出 5、6 元，差不多能吃一周，这样的价格差在二老看
来不是事儿、很值得。“买能放心、口味好的产品比什么
都重要。”

随着社会发展，许多老年人的消费观念有所转变，越
来越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让孙老感受最深的，也是“生
活中消费的领域更宽了，消费支出更大了。”

2012 年，孙老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智能手机，单价
3000 多元。体验过不少知名品牌智能机的他，算得上是
一名大龄“手机发烧友”。拍照清晰、交流方便，智能手
机让孙老和子女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群聊、朋友
圈处处活跃，小视频、表情包也不在话下。“比不了你们年
轻人，但我玩得也不差。”孙老一脸骄傲。他说，等5G手
机出来了，价格如果在5、6千元可接受的范围内，他也会
更换。

旅游则是孙老夫妇晚年生活里的另一件大事，也成为
其日常消费中最大的一笔，平均每年1—3万元不等。从10
年前的一趟欧洲深度游开始，孙老二人的足迹遍布国内
外。“国外的东南亚去过，欧洲到过德、法、意大利、比利
时、奥地利、荷兰、芬兰、卢森堡等十来个国家，国内的主
要地方都走过了，还剩新疆和西藏，有机会也得去看看！”

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孙老对今昔消费翻天覆地的
变化有着再深刻不过的体会。“年轻时没有旅游这个词。”
孙老回忆起他第一次去北京的场景，坐是硬座火车，住是
几元一夜的招待所，食是饭馆里千篇一律的面条，哪里赶
得上今天，飞机、高铁、普客列车、各式酒店、民宿、餐
厅任君挑选。

“社会进步了，科学技术发展了，生活水准提高了；收
入增加了，有支付能力了，消费领域更宽了。我们感到很
幸福，好满足。”孙老说。最近，孙老和老伴正计划着下一
次的旅程，要把更多风景留在心里。越来越多银发族也跟
他们一样，用适度消费为晚年生活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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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正在海南省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购物。一季度海南离岛免税销售快速增长。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顾客正在海南省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购物。一季度海南离岛免税销售快速增长。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消费形态：实物消费⇨服务消费

▶餐饮收入增速高于商品零售
2018 年，餐饮收入市场规模首次超过 4 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9.5%，增速比商品零售高0.6个百
分点。

▶旅游、文化、信息等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旅游——2018 年全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超过

55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 5 万亿元，分别增长
10.8%和12.3%。

文化——2018年内地票房超过600亿元，比上
年增长约9%；内地城市院线观影人次超过17亿。

信息——2018 年信息消费比上年增长 11%，
信息服务消费规模首次超过信息产品消费。

消费结构：基本生存型⇨发展享受型

▶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快于其它商品
2018 年，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通讯器材和家

用电器类商品比上年分别增长 9.6%、7.1%和 8.9%，
同期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平均增速为5.7%。

▶汽车类商品中代表升级方向的运动型和新能
源汽车销售比重提高

2018 年，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SUV） 销售量
增速比基本型乘用车 （轿车） 增速高 0.2 个百分点，
SUV 占全部乘用车销量的 42.2%，占比比上年提高
0.7个百分点；

2018 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突破百万辆大关，比
上年增速超过80%。

▶网上零售快速增长

2018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5.4%，
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16.4个百分点。

数说消费升级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基础消费得到满足后，越来越
多中国家庭追求便捷、品质和
安 全 ， 更 乐 于 为 幸 福 “ 买
单”——

消费方式：网上零售快速增长，线上线下加速融合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2018年，限额以上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

售额占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达10.2%。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2018年，限额以上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

售额占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达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