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

“消费比把钱存着强”

徐 朗 毕业一年 无业 男 26岁

我现在不挣钱，也没法存钱。以后赚了
钱，一开始应该也不会存钱，估计不够花的，
但是花完如果有剩余，钱不就自动存下来了吗？

我觉得消费还是很重要的。为了自己的兴
趣爱好消费，比把钱存着强。存钱做什么？这
我倒没想过，就先存着。

我平时也用支付宝“花呗”，没钱的时候只
能用它来预支。现在父母帮我还款，所以没有
想过信用额度和还款能力的问题。

（李和君 采访整理）

“有了收入肯定会存钱”

张 菲 高校学生 女 23岁

我目前存不下钱，因为没有额外收入；但也
不会提前消费，就算用支付宝“花呗”贷款或做
分期付款，也要保证当下能够还上。

以后有了收入，我肯定会存钱。具体存多少
倒没想过，但肯定不会大手大脚花钱。比如一个
月挣2万元，抛开必要开支，我至少要存1万元。

存钱做什么？当然是为了买房、买车，或者
应急。我觉得存钱是安全感的一个很大来源，意
味着更强的风险应对能力和更多的未来选择，反
正我是不敢当“月光族”。

消费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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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保障足，年轻人心态好，自
然就敢“买买买”

“没收入的时候不会存钱，有收入之后也没有刻意存
钱。”24岁的娄云已经工作两年了，每个月她都会把工资
放到支付宝中。还完上月该还的钱，剩下的钱她会购买
定期理财或基金定投。在她看来，要想让钱增多，只能
多赚一些，而不是多存一些。

如今，和娄云持相似观念的人正在增多。中国人民
银行日前发布的 《2019 年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简要报
告》 显示，当被问到对消费和储蓄的态度时，虽然大部
分人 （79.03%） 对于“今天有钱今天花完，明天的事情
明天再说”持“不太同意”或“完全不同意”的观点，
但是与 2017 年相比，消费者对延迟消费的偏好略有下
降，整体上选择“不太同意”或“完全不同意”的比例
降低了0.37个百分点。

延迟消费，就是把自己的部分财物存储起来，然后
安排在未来多个时间点进行消费。延迟消费偏好下降，
意味着一部分人不再存钱，而是把钱即时花掉。相关统
计也显示，中国居民储蓄率高峰时曾达到 37.3% （2008
年），近年来有所下滑。

咋看这种现象？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贸易系
教授杨军分析说，一般来讲，导致延迟消费的原因主要
有两个：一是应对未来支出和各种不确定性，二是获取
更高金融收益。目前，中国新生代消费者逐渐成为劳动
市场主体，更强调个体当前的生活质量。同时，随着生
活水平提高、社会保障体制完善，减税降费政策红利不
断释放，未来的就业、教育和健康医疗等不确定性降
低，人们整体消费能力提升。此外，现代金融的快速发
展使个人和家庭更容易获得短期和中长期资金，以应对
各种急需支出，而且成本明显下降。

简单来说，如今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心态好、很
自信，自然敢“买买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4%。其
中，年轻人正成为消费主力军。蚂蚁金服和富达国际发
布的 《2018 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 显示，18—34 岁年
轻人的月储蓄平均为1339元。

在北京某高校读书的刘烨从小学就存钱，也喜欢花
钱。她说，存钱一方面是为了应急，另一方面是满足一
些小心愿，比如买一些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奖励自己。
不过，在购买一些高价产品时，即使有能力直接付款，
她也会选择用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做分期付款，这在年
轻人中间正成为时尚。“消费容易冲动，要控制好自
己。”刘烨为此设置了一条消费红线——每月不能超过
4000元，因为“欠钱太多会有压力”。

“‘95 后’和‘00 后’生长于富裕时代与移动互联
网时代，当他们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延迟消费偏好下降
是符合逻辑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王军表示，随着更多孩子长大，今后这一现象会进一步
增多。

需要指出的是，房价多年上涨、居民改善居住条
件、养老与医疗等刚性支出增加，也是近年来延迟消费
偏好下降、居民储蓄率降低的重要原因。王军认为，延
迟消费偏好下降与储蓄率降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为
追求美好生活必然导致即期消费动力提升、储蓄率降低。

他同时指出，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
比，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都持续位于世界前列，并未出现
断崖式下跌。当然，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程度、
金融市场完善程度和居民收入水平等与发达国家尚存差
距，特别是居民消费习惯的改变还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
期，做好风险防范和相关政策调整准备还是很必要的。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认为，储蓄率下降有一定

好处，表明内需增强，但也需要关注隔代之间的储蓄率变
化。在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消费信贷发展较快，会诱导
年轻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这不仅是一种经济、金
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人口现象，可能会带来重要
影响”。

“花明天的钱，买今天的东西”
会成为消费陷阱吗？

在众多消费形式中，刷信用卡或者使用支付宝“花
呗”等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等进行提前消费、借贷消费
现象值得关注。这种“花明天的钱，买今天的东西”的
消费形式，在一些年轻人中很普遍。

在北京某高校读硕士的任欢，最近终于下决心关掉
了一款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原来，在这款产品的诱导
下，他一个月最多时花了 4.5 万元。他说：“它总是给我

提升信用额度，并且在付钱的时候默认使用这款产品，
让我经常无节制消费，花钱像流水一样。”

信用卡、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越来越多，导致未偿
信贷数额大幅增加，推高了金融风险。央行发布的

《2019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今
年一季度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 797.43 亿
元。而在 9 年前的 2010 年，这个数字还只是 88.04 亿元。
另据统计，近1.7亿“90后”中，开通“花呗”的人数超
过4500万。信用卡“卡奴”“花奴”现象开始出现。

王军认为，商业银行信用卡发卡量高速增长和金融
科技快速发展，同时也导致信用卡、基于互联网的信用
类产品、消费金融类贷款、现金贷等信用类消费贷款多
头共债与相关风险急剧上升，造成信用卡逾期未偿数额
增加。特别是在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宏观背景
下，部分信用卡持卡客户个人财务状况变化较大，而部
分商业银行过度追求商业利益，未能及时掌握这些变
化，导致相关问题和风险较为突出。

一些商家的不当营销方式也在推波助澜。有的广告
将消费与身份、阶层、品位、智商、爱情、亲情等联系
起来，诱导人们过度消费。

正常来说，合理的超前消费有利于改变传统的长辈
积累资本和财富、子孙不劳而获的现象，还能有效扩大
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然而，不合理的超前消费可
能走向反面，对个人来说，加大经济压力，影响心理健
康、生活稳定；对国家和社会来说，会诱发产生极具破
坏性的享乐主义之风和不切实际的浪费文化，造成社会

“信用危机”，加大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美国上世纪
30年代的大萧条、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都是前
车之鉴。

那么，这种超前消费模式在中国会成为“消费陷
阱”吗？多名专家和受访者认为，防范风险的关键在于
培养人们养成良好、健康的消费习惯。

“未来 10 年，我国居民未偿信贷数额总量会有所增
长，但会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杨军认为，这是由于
年轻群体总体知识水平在提升，获得更高收入的能力在
增强；同时金融部门控制风险的手段也会更先进。

在任欢看来，结婚会成为他是否存钱的门槛。他
说，结婚后存钱不是单纯为了享受型消费，而是出于家
人生病、养老等开支考虑。“这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家本
位文化的延续，背后是一种文化韧性。”

从全生命周期角度平衡好储蓄与
消费的关系

为加快推动消费向绿色转型，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
部门 3年前曾发布 《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意
见提出，坚决抵制生活奢靡、贪图享乐等不正之风，大
力破除讲排场、比阔气等陋习，抵制过度消费，改变

“自己掏钱、丰俭由我”的错误观念，形成“节约光荣、
浪费可耻”的社会氛围。意见还从法律法规、标准体
系、标识认证体系、经济政策、金融支持等方面提出了
具体措施。

如今，更多年轻人在平衡储蓄和消费方面有了认识
自觉。“我会根据稳定的收入来决定支出。”对于未来的
消费观，刘烨回答得很笃定。她说，工作后肯定会存
钱，不存钱没有安全感，因为中国人常说，“钱到用时方
恨少”。

不过，随着金融服务越来越唾手可得，提升人们的
金融素养已显得刻不容缓。央行发布的 《2019 年消费者
金融素养调查简要报告》 建议，要关注低收入、低学
历、非就业、老少等群体的金融素养状况，结合群体特
性开展适宜的金融教育活动，着重提升消费者的金融知
识和技能，改善消费者的金融行为。同时，积极应对数
字技术带来的挑战。对部分消费者而言，数字技术在促
进金融素养的提升方面存在滞后效应，应开发更多与数
字时代和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金融教育工具。

“良好金融素养和消费观念的养成需要从学校教育入
手，从娃娃抓起，这应当是每一个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
质。”王军认为，应引导居民树立可持续的消费观，量入
为出，适度消费，从全生命周期角度安排好、平衡好储
蓄与消费的关系。

杨军认为，对个人而言，依然需要倡导勤俭节约的
消费理念，合理安排各种消费支出。在较大金额的借贷
上，需要平衡未来收入与当前借贷的关系，尽量让当前
借贷金额控制在未来合理收入预期当期折现值以内。政
府应推进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国民的金融
投资素养；同时，健全金融监管体系，促进金融部门运
行效率提升，控制社会金融风险。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提及的张菲、徐朗、娄云、
刘烨、任欢皆为化名。）

提前消费、借贷消费增多

中国人不爱存钱了吗？
彭训文 李和君

“今天有钱今天花完，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对于这种说法，大部分中国人（79.03%）并不赞成，但和
两年前相比，延迟消费偏好略有下降。日前，央行发布的《2019年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简要报告》引发社会
关注。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另一组数据：去年中国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增长近两成；今年一季度，
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达797.43亿元，是9年前的近10倍。

有人认为，延迟消费偏好下降，信用卡未偿信贷猛增，意味着中国人不爱存钱、爱花钱了。
专家表示，不应简单作此总结。与其他国家对比，中国储蓄率仍然位居前列。人们储蓄态度的转变说明

中国内需型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建立。不过，一些人特别是年轻群体应实现从信用卡“卡奴”到“卡主”的转
变，避免过度消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

他山之石

8月16日，消费者在重庆市渝北艺术欢享夜市集现场举杯欢聚。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美国：
居民不爱存钱

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8 年底，美国居民储蓄率为
7.6%。近十来年，美国居民储蓄率都
在 3%至 9%区间内徘徊，2005 年一度触
及最低点 3.2%；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后，美国居民储蓄率缓慢上升，2012 年
曾到达最高点 8.9%。美国一项调查显示，
2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没有存款，21%的受访
者说自己根本没有存款账户，还有13%的
受访者表示自己存款少于1000美元。

另有调查显示，美国人的储蓄习
惯与年龄、性别相关，比如女性会更
倾向于存一笔小钱。居民存款金额
在1000美元到1万美元范围内，男
女差异并不大。在超过 1 万美元
的存款人群中，男性比例比女性
高六成。

澳大利亚：
家庭存款少

相关统计数据显
示，1/7 的澳大利亚人
（约 260 万 人）没 有 存
款。据澳大利亚统计局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
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存进
银行的比例仅有约 2%。

另外，澳大利亚一家银行
调查发现，25%的家庭在

银行的存款甚至不到
1000澳币。相关研究显

示，澳大利亚人不爱存钱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政府补助体制完善，
二是教育免费，三是医疗

免费，四是其随性的消费
观和慢节奏的生活方式。

泰国：
1/4收入吃玩买

泰国中央银行去
年对外公布的数据显
示，泰国民众有包括储
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存
款账户9450万个。其中
储蓄账户内存款不到 5
万铢 （约合人民币1万

元） 的 账 户 高 达 7300
万。在储蓄方法上，定

期存款也较少。
另据研究发现，泰

国人一旦失业，个人储
蓄 大 多 只 能 维 持 6 个

月。泰国居民 25%的收
入用于吃、玩、买，并

不得不为提前消费支付
各种利息。

英国：
存钱为了消费

相关报告显示，
在英国，平均每个家庭
所持有的存款和投资约
为5000英镑。英国人仅
将其收入的约7%存入银
行。万一有急需，1/3的
英国人的储蓄撑得过 3

个月。同时，1/4以上的
英国人没有任何储蓄。

调查 显 示 ， 英 国
本地民众并没有把存

钱看得十分重要，他
们存钱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旅游度假、圣诞
消费或者购买大件商

品等。
（李和君整理）

法国：
年轻人更爱储蓄

法国人特别是年
轻人很爱储蓄。法国全
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的
数据显示，法国 30岁以
下年轻人每年可存储个人
可支配收入的 10％。法
国安盛银行一项关于青年

储 蓄 的 统 计 研 究 表 明 ，
41％的法国年轻人存钱是

“ 为 了 以 后 ”（长 期 计
划），38％的人想要准备

一笔重大开销 （驾驶执
照 、 首 次 租 赁 、 学 习

等），11％的人为了“安
全”而这样做。在法国

青年看来，财产储蓄、
为人谨慎是安全之母。

日本：
存钱不如买理财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最新数据统计，作为亚
洲发达国家的日本，储蓄
占 GDP 的 4.5%。原来，从
1990 年经济泡沫崩盘以
后，日本储蓄的人口数量
就开始大幅下降，导致银

行存储利率一路下跌，到
2014年，甚至出现了负利

息的情况。这就是说：你
在日本银行里存了钱，银

行不仅不给你利息，还要
找你要钱。因为存款利率

太低，大部分日本人会用
钱买股票，债券，理财，

保险等。此外，很多人不
会特别准备应急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