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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变化视角下 

我国未来消费新趋势＊ 

 

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加快、人口老龄化加剧，这

将对我国未来消费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人口回流

加快将使得我国下沉市场消费潜力继续增大，小镇青

年成为下沉市场消费主要力量。同时，互联网推动下

沉市场零售模式转变，有利于丰富下沉市场消费者选

择、降低成本，促进下沉市场消费潜力释放。另一方

面，人口老龄化加深背景下，未来老年人边际消费倾

向下降可能并没有想象的严重，新一代老年人有钱有

闲，有望继续维持较高消费水平。同时，少子化背景

下的中青年人，将在宠物、小家电等领域加大消费，

并将从过去的注重物质消费转向注重精神满足。未

来，在人口变化趋势下为激发我国消费潜力，建议优

化农村消费的硬件设施和软环境建设；完善配套政

策，释放老年人消费活力；积极培育新型消费市场，

打造消费新增长点。 

 

研究院 

 



 

 

人口结构变化视角下我国未来消费新趋势  

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加快、人口老龄化加剧，这将对我国未来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一方面，人口回流加快将使得我国下沉市场消费潜力继续增大，小镇青年成为下沉市

场消费主要力量。同时，互联网推动下沉市场零售模式转变，有利于丰富下沉市场消

费者选择、降低成本，促进下沉市场消费潜力释放。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深背景

下，未来老年人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可能并没有想象的严重，新一代老年人有钱有闲，

有望继续维持较高消费水平。同时，少子化背景下的中青年人，将在宠物、小家电等

领域加大消费，并将从过去的注重物质消费转向注重精神满足。未来，在人口变化趋

势下为激发我国消费潜力，建议优化农村消费的硬件设施和软环境建设；完善配套政

策，释放老年人消费活力；积极培育新型消费市场，打造消费新增长点。 

一、人口流动视角下的消费新趋势 

（一）人口回流加快，下沉市场消费潜力增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根据历年人口普查数据，流动人口

规模从 1982 年的 675 万增长到 2020 年的近 3.8 亿人（2010 年为 2.3 亿人），与上一

个 10 年流动人口增长 1 亿人相比，我国流动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产业在区域间的转

移、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等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农民工老龄化和城乡产融结合等

原因导致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加快回流，这提高了下沉市场的消费能力。 

第一，下沉市场网络消费增速呈领跑态势。关于什么是下沉市场，当前并没有明

确的定义和范围。市场普遍认为，下沉市场是除了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以外的市

场，具体指三线及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市场，具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等发

展特征。近年来，随着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商业业态与消费人口的不断成熟和壮大，

下沉市场消费快速增长，普惠升级特征逐步显现。当前，我国下沉市场人口 10.04 亿

人，占总人口数 72%，分散在中国广阔的市、县、乡、村当中。我国下沉市场网络消

费已经呈现领跑态势。近年来，农村网上消费增速始终显著高于整体网上消费增速

（图 1）。在消费增速领先的背后，是下沉市场新增用户规模的快速扩大。以 2020 年



                                                                                                    

 

二季度为例，全国移动互联网新增用户中，下沉市场增量占比达 86.6%（图 2）。 

图 1：整体和农村网上消费增速 图 2：2020年二季度移动互联网月活跃净增用户规模 

 

资料来源：《2020下沉市场新消费研究报告》 

第二，小镇青年是下沉市场消费主要力量。《2020 下沉市场新消费研究报告》调

查结果显示，下沉市场消费者平均年龄为 28.7岁，已婚人士占比较大，个人月收入主

要集中在 6000 元以下，偏好视频娱乐，自由个性突出（图 3）。这反映出，当前下沉

市场网购消费主要由个性鲜明的 90 后引领，消费主力主要是当地收入较高的青年群

体，俗称“小镇青年”。具体来看，根据下沉市场消费者的网上购物、娱乐习惯，可

将其分为几个典型类型，各类消费者都有明显的偏好和特征。例如，空闲娱乐类（网

上娱乐时间长，网购频率高）、囤货爱好者（打折季进行家居用品等大量囤货）、超

级羊毛党（对价格十分敏感，关注比价、促销、性价比）、社交消费达人（积极参与

拼团、好友助力等促销活动）、品质追求者（偏爱高质量商品）。由此可见，下沉市

场消费者的需求十分多样，既有对价格的追求，也有对产品品质的追求，还有对社交

和娱乐的追求。 

  



 

 

图 3：下沉市场消费者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2020下沉市场新消费研究报告》 

（二）互联网时代下沉市场零售模式新变化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 

第一，互联网推动传统的“纺锤型”下沉市场零售模式向“杠铃型”转变，丰富

消费者选择、降低商品成本。传统下沉市场零售主要依赖于传统线下实体销售渠道，

销售渠道的话语权和议价权十分集中。上游供应端可选择的下游分销渠道有限，并且

分销点分散，覆盖面窄。因此，消费者的选择也较为有限，消费选择仅限于当地分销

渠道内的商品。整体来看，传统下沉市场零售呈现出中间渠道强、供需两端弱的“纺

锤型”结构。互联网时代下，互联网购物平台承担原本的实体线下销售渠道功能，并

且不同于传统的层层分销结构，互联网购物平台直接联系供需两端，快速响应，精准

匹配，甚至能够做到按需定制，实现连接供需的最短路径，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创造新

需求、撬动新供给。 

第二，C2M 生产供给模式有利于满足下沉市场多样化、追求性价比的消费需求，

促进下沉市场消费升级。C2M（Customer-to-Manufacturer）指用户直连制造商，消费

者直达工厂，强调制造业与消费者的衔接，除去所有中间流通加价环节，连接设计师、

制造商，为用户提供“大牌品质，工厂价格”的商品。在C2M模式下，消费者直接通

过平台下单，工厂接收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订单，然后根据需求设计、采购、生产、

发货送到消费者手中，主要包括纯柔性生产，小批量多批次的快速供应链反应。这是



                                                                                                    

 

一种由用户驱动生产的反向生产模式，有助于推动创造新品类，培育新品牌，丰富商

品选择。由 C2M 模式驱动的“特价经济”，有助于支撑下沉市场的消费升级。通过

C2M 整合，优化成本、降低价格，而产品的品质不变，从而让广大下沉市场消费者用

上低价优质的产品。 

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视角下的消费新趋势 

（一）有钱有闲的老年人 

第一，老年人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可能并没有想象的严重。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2020 年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13.5%，较 2010 年上升 5 个百分点，接近

中度老龄化水平。从经济的角度看，个人对物质的消费在出生后逐步增加，在中年达

到顶峰，并在进入老年后逐步减少（图 4）。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若老年人口较为

富裕，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不直接意味着消费下降。近年来，在日本整体消费下滑的同

时，老年人的消费占比不断提升。2019年，日本 60岁以上家庭消费占比达到 46.9%，

比 2000 年提升 17 个百分点，而同期日本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仅提升 11 个百分点（图

5）。在具体消费领域方面，进入老年后，各个细分领域的消费将有升有降，其中，

医疗保健、食品、居住等消费上升，教育、交通通信等消费下降（图 6）。 

图 4：日本 1950-1954年出生户主的        图 5：按户主年龄分的 

家庭人均月度消费随年龄变化情况                家庭消费占比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6：日本 1950-1954年出生户主人均月度家庭详细消费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二，新一代老年人有钱有闲，有望继续维持较高消费水平。日本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出生的人群，得益于日本经济腾飞期，退休金、储蓄较为充足。2019 年日本统计

局调查显示，储蓄额最高的家庭为 60-69 岁户主家庭。在退休后旅游等休闲娱乐支出

较 50岁以前大幅提升。我国建国后第一批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期至七十年代中期），得益于改革开放红利，其收入水平较高、财富积累较多，有较

好的经济基础，有望成为银发经济的重要支撑（图 7）。同时，随着年轻一代思想观

念、生活习惯改变以及家政、保姆、幼托等服务业发展加快，未来老年人将从繁重的

带娃生活中解脱出来，更加关注自身生活质量，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享受老年

生活当中去，继续成为消费主力军。同时，随着我国银发产业的发展，老年人的消费

需求也将得到更好的满足。不仅传统的医疗、养老、健康、食品、居住等消费将有所

增加，旅游、摄影、兴趣班等文化娱乐消费将成为新一代老年人退休生活的新亮点。 

图 7：家庭户均资产负债情况（左图为总资产、右图为负债率） 

 

资料来源：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为兴趣买单的年轻一代 

第一，少子化背景下，人的情感需求带来宠物等消费增长。少子化问题可以分为



                                                                                                    

 

三个维度：一是晚婚，即女性初婚年龄上升导致婚姻内生育年龄时长缩短；二是少子， 

即婚后生育子女数减少且丁克族增加；三是不婚，即在非婚生子占比较小的情况下，

不婚直接导致新生人口数减少。无论是晚婚、少子还是不婚，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带来

人情感上的空虚，从而带动宠物消费快速增长（图 8）。 

图 8：2020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2020年宠物行业白皮书》 

根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联合天猫宠物发布的《2020 宠物医疗消

费洞察》，年轻一代的宠物医疗消费贡献度较高。此外，淘宝天猫数据也显示 18-25

岁的消费者为线上购买宠物零食最多的人群。《2020 年宠物行业白皮书》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0 年全国城镇宠物猫和宠物狗的数量达 10084 万只，同比增长 1.7%；2020

年我国城镇宠物（猫狗）消费市场规模达 2065 亿元，同比增长 2%，近十年复合年均

增长率高达 28.9%。目前中国家庭的养宠比例在 12%左右，对比美国、日本 60%、30%

的宠物拥有率，中国的宠物家庭渗透率提升空间十分广阔。 

第二，老龄化不利于家具家电消费，但户均人口下降和消费升级背景下，小家电

等消费仍有增长机会。从各国经验上来看，老龄化程度加深将对家具、家电消费带来

负面影响。但相关消费在老龄化趋势下并非没有机遇。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我国户均

人口数由 2010年的 3.1人下降至 2020年的 2.62人，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明显。家庭

规模小型化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小家电等消费。同时，家庭对于家电产品的功能需

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变得更加多样化，这也将增加对功能各异小家电的需求。当

前，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小家电户均拥有量不足 10 件，这与日本（17 件/户）、欧美

（20件/户以上）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增长空间（图 9）。常见的扫地机器人、



 

 

电动牙刷、加湿器、吸尘器等升级类小家电户均保有量也与日本等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图 10）。 

图 9：各国户均小家电保有量              图 10：常见小家电保有量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三，越来越低欲望的年轻人，只是将消费重点从外在的物质消费转向内在的精

神满足消费。当前，“宅文化”“低欲望”文化在年轻一代中不断蔓延，引发对于年

轻一代消费增长的担忧。对于“低欲望社会”，日本是个非常好的例子。与印象中日

本年轻一代“躺平”“低欲望”所不同的是，当前，日本年轻人的消费支出仍在增长，

只是消费内容从原来外在的、社会认可型的物质消费（例如购买奢侈品等），逐渐转

为内在满足、兴趣式、体验式消费，例如演出、体育和旅游等。未来，我国年轻一代

的消费行为可能也将沿着这一方向转变，因此关于年轻一代对奢侈品、名牌产品等物

质商品的兴趣逐渐减弱，不必过于担忧，应注重加快相关服务业的多样化、高质量发

展，更好地满足年轻人对于精神消费的需求。 

三、宏观政策建议 

（一）优化农村消费硬设施和软环境 

第一，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扩大电商进农村覆盖面，完善农村物流基础设施

网络。引导电商、物流、商贸、金融、供销、邮政、快递等各类电子商务主体到乡村

布局，构建农村购物网络平台。依托农家店、农村综合服务社、村邮站、快递网点、

农产品购销代办站等发展农村电商末端网点。推动城乡高效配送，推进物流配送车辆

标准化等。 



                                                                                                    

 

第二，拓展农民增收渠道，重视低收入群体收入受疫情冲击更大，且修复能力偏

弱这一问题。通过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带动农民收入提高，扩大农业保险、农民社会保

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加大对低收入困难群体的政策支持。 

第三，优化农村消费环境。重视农村消费市场在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行业发展缺乏自律和标准、消费投诉明显增多等问题。加强农村消费者保护等消

费软环境建设，提高农村消费者的信心和满意度。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

击假冒伪劣等行为。 

（二）完善配套政策，释放老年人消费活力 

第一，以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一是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快推动社区完善多样化养老服务，为老

年人提供助餐、助医、助行、助洁等便捷服务。二是调动社会力量发展适合老年人消

费的旅游、养生等服务，鼓励企业研发生产优质适用的老年用品。三是完善养老护理

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教育培训制度，大规模培养养老院长、护理员、社工等。 

第二，加大金融对养老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加快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

支持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建立保险、福利和救助相衔接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加大对

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补贴。另一方面，加大对养老服务机构的融资

支持，扩大养老服务产业相关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全面落实外资举办养老服务机构国

民待遇。 

第三，加强养老产品和服务质量监测。加大联合执法力度，组织开展对老年人产

品和服务消费领域侵权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处向老年人欺诈销售各类产品和

服务的违法行为，便利老年消费者维权途径。 

（三）积极培育新型消费市场，打造消费新增长点 

第一，丰富培育受年轻人喜爱的新消费市场。新一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发生较大变

化，为所爱花钱、为兴趣买单的行为突出。宠物、盲盒等悦己式消费，以及汉服等国

潮消费不断兴起。建议通过活跃线上专题社区、话题小组等形式，以及举办线下文化

节、游园会等大型活动，打造集社交、消费、娱乐于一体的年轻人消费场景，激发年



 

 

轻人消费热情。 

第二，优化满足年轻群体审美、需求的产品供给。在产品设计时，重点考虑当前

年轻人独居、单身、工作节奏快等特点，以及年轻一代对于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更

好地满足其对家电、家具、生活用品等的需求。除了在产品功能、质量上更贴近年轻

一代的使用需求外，在产品外观设计时，更加现年轻化、时尚化，采用主题 IP合作等

新形式，提高对年轻消费者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