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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中国消费增长前景依旧光明，低线城市消费者成为关键驱动力。
• 有利的人口结构、快速的收入增长、通达性的改善以及较低的渗透率正在释
放中国低线城市的潜在消费需求。
• 消费品公司开始进军低线城市市场，在消费升级和追求体验的消费趋势中挖
掘增长潜力，确保了消费市场的持续增长。
中国近期的经济数据令观察者们开始怀疑中国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是否有足够的动力。不仅 2018 年经济同比增长 6.6%，为 1990 年以来的最低水
平，而且零售销售额增长也从上一年的 10.2% 下降至 9.0%。1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消费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可靠驱动力。现在是时候让
低线城市在推动中国消费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了，随着消费者对更高质量、
更高价格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加剧，低线城市将与一线城市一起推动中国消
费市场的“升级”。

1. 中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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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市场现状
我们对中国消费增长的乐观态度基于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而不仅仅是新闻报
道。虽然零售销售额有所下滑，但这是由于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结束之后，汽车
销售额锐减造成的。与此同时，零售销售额数据不包含占消费总额一半以上的服
务消费数据。例如，家庭医疗保健支出仍在上涨。其增长在2018 年为 15.1%，
而 2017 年的增长仅为 9%。2总体来看，2017 年底，中国的个人消费总额达到约
5 万亿美元，占全世界消费总额的 10% 以上，使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消费品市
场。
中国消费市场仍大有潜力。数据表明，
中国个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
落后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2017
年，中国 GDP 个人消费占比为 39.1%，
低于美国的 68%、印度的 62.2% 和欧盟
的 55.8%。3与此同时，在持续高速经
济增长和政府扶持政策的推动下，居
民实际收入有望继续增加。中国劳动
者实际收入的强劲增长是过去几年推
动中国消费市场快速增长的关键因
素。这些趋势表明，使中国成为全球
最大消费市场的有利因素将继续发
力。
但是与之前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消费
市场的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改变：低线
城市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消费引擎的
另一个关键动力源。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40年间，一线大
城市一直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起着带
头作用。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这些
一线城市成为了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发
展的中心。这些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
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支持，催生了大量
就业机会。这些城市的居民收入快速
增加，进而推动了消费市场的增长。
现在，根据世界银行人均收入
12,236 美元的定义，这些一线城市
的薪资已达到高收入水平。4

中国城市层级解析
中国城市通常划分为多个层级，但目前尚
无确切定义，因为官方并未发布正式名
单。不同的组织对城市层级都有着自己的
定义，界定城市层级的因素有很多，通常
主要包含以下三类因素：
• GDP：中国一线城市 GDP 为 350 亿美

元，小城市 GDP 在 200 亿美元以下。

• 政治：城市的行政管理方式。直辖市通

常属于一线城市，其次是省会城市、地
级市和县级市。

• 人口：包括城市核心区及主城区周边的

城镇区域。一线城市人口通常在 1500 万
以上。
基于以上因素，中国城市层级通常划分
如下：
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二线城市：主要省会城市和副省会城市，
例如成都、南京、杭州、西安、武汉、哈
尔滨等。
三线城市：主要的地级市和县级市，例如
温州、桂林、东莞、呼和浩特等。

如今，中国消费市场要持续增长，很可能需要借力低线城市的崛起。低线城市被
定义为二线及以下城市或地级和县级城市中心，在有利的经济形势下，这些城市
将成为驱动中国下一阶段消费增长的推进器。低线城市在推动中国总体消费增长
方面的作用已初见端倪：低线城市的消费增长正在赶超一线城市（图 1）。以中
国四川省省会成都为例，成都现有人口 1600 万，2013年至2017年五年间的平
均零售销售额增长达到了 11.6%。相比之下，北京现有人口 2200 万，但同一时
期的平均零售销售额增长仅为 7.4%。

2.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消费增长放缓，但分析师认为不必担忧”，CNBC，2019 年 2 月 19
日。查阅时间：2019 年 3 月 13 日。
3. 截至 2019 年 1 月从 CEIC 获取的各国最新数据。
4.《激发中国市场消费热潮》(Unleashing China’s Consumption Boom)，花旗集团，2018 年 1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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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低线城市的消费增长高于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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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Wind、中国国家统计局、高盛。2018 年 8 月更新。

低线城市发力
下面，我们将详细分析推动低线城市消费增长的原因。

有利的人口结构
中国人口增长的重心正在转移。现在，中国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低线城市，而中国
大部分的新增城市人口均来自这些城市（图 2）。这种改变促进了低线城市消费
市场的繁荣。
图 2: 低线城市新增人口占中国总体新增人口的一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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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摩根斯坦利。计算基于常住人口数量。

低线城市的人口出生率往往更高，这是由于独身子女政策的放宽以及较低的生活
成本增加了夫妻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意愿，这为低线城市消费群体的增长提供了动
力。事实上，三线及以下城市的自然人口增长高于一线城市。5
与此同时，有些城市的政策（例如更加灵活的户籍制度）也对低线城市消费市场
的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低线城市利用这些政策调整积极引进优秀人才。例如，
中国江苏省省会南京在 2018 年推出了一项人才引进政策，吸引拥有学士学位且
年龄不超过 40 岁的人才落户南京。6南京市政府还扩展了人才计划，为最需要的
潜在新居民提供 300 万元的住房津贴，帮助他们在南京定居，同时所有到南京参
加求职面试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可申领 1,000 元的补贴。7

5. 《低线城市 – 更大、更富、更愿意消费》(Lower-tier Cities – Bigger, Richer, More Eager to Spend)，
摩根斯坦利公司，2017 年 5 月 25 日。
6. 《南京市关于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来宁落户实施办法》，南京市公安局，2018
年 3 月 1 日。查阅时间：2019 年 3 月 5 日。
7. “中国城市寻求年轻血液,正在变老的南京怎样吸引人才”，《卫报》，2019 年 1 月 30 日。查阅
时间：2019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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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收入增长
低线城市的经济增速比一线城市更快。例如，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 2018 年的
经济增长率为 6.6%。而成都和西安等较小城市的增长率分别为 8% 和 8.2%，增
长比一线城市更快，并且高于全国增长率。8
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更快的收入增长。2018 年全年，农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率为 8.8%，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仅为 7.8%。9
与此同时，低线城市和一线城市中与收入增长相关的房地产行业的表现也会影响
消费。在房价上涨时，财富效应将使得屋主感觉更加富裕进而提高消费，但是高
房贷也能对屋主的消费欲望产生消极作用。我们认为，低线城市可以在房价与可
支配收入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通达性的改善
中国低线城市良好的消费市场前景还得益于通达性和连通性的显著改善。大城市群
的规划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的改善都有利于更高效地输送商品和服务，满
足低线城市消费群体的消费欲望，从而挖掘潜在消费需求。
中国政府计划兴建多个城市群，更打算在2020年以前将其中三个发展成为世界级
城市群。这三个城市群分别为：大湾区（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香港、深圳、广
州和澳门为最大的城市）、长江三角洲（主要城市包括上海、杭州）以及京津冀
（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省）。这些城市群着力在本地区创造经济发展机遇和就
业机会，一些支持性的基础设施项目已投入建设，以加速这些城市群的发展。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表示，这些城市群将促进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10我们认为，这说明了中国政府希望加快这些
大城市群城镇化速度的愿望，这些城市群中的低线城市无疑将从快速增长和发展
中获益。
中国改善高速铁路网络的规划也将会推动低线城市的经济增长。截至 2012 年
底，中国高速铁路总里程仅为 9,356 公里。11六年后，高速铁路网已达到 29,000
公里。12随着高速铁路网的延伸，多个低线城市也将进入重点城市的经济范围里，
从而为低线城市居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或休闲选择。例如，在大湾区，佛山市的
居民可以轻松到香港或深圳工作或休闲，因为从佛山乘坐高铁到这些一线城市只
需 70 分钟。过去，从南京到上海要坐五个小时的火车，而现在坐高铁只需一个多
小时。
与此同时，通信基础设施的改善让低线城市居民可以轻松加入消费大潮。几十年
来，低线城市由于基础设施网络的质量和规模远远落后于一线城市，经济发展严
重受阻。如今，随着速度更快的互联网和移动数据的应用，移动电话和 App 的广
泛普及，以及轻松便利的线上和移动支付的兴起，使低线城市克服了基础设施的
限制，那里的消费者也能够像一线城市的消费者一样进行消费，解锁了三四线城
市的潜在消费需求。尽管 2017 年一线城市在线渗透率最高，达到 73%，但如今
在线渗透率的增长已开始转向低线城市。13低线城市中的电子支付用户比例相比一
线城市有所增加。2017 年：低线城市用户在中国所有电子支付用户中占 78.5%，
一年后，这个比例增加至 84.3%。14

较低的产品渗透率
由于商品和服务的可及性较差，低线城市中大型零售商和消费品公司的产品渗透
率往往较低（图 3）。通达性和连通性的改善正在改变这一现状：现在，零售商
和经销商能够找到适当的途径接触到中国低线城市的广大消费群体，发掘他们的
潜在需求。

8. 中国国家统计局。查阅时间：2019 年 3 月 4 日。
9.“2018 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6.5%”，新华社，2019 年 1 月 21 日。查阅时间：
2019 年 3 月 4 日。
10.“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2017 年 10 月 18
日。查阅时间：2019 年 3 月 5 日。
11. 2013 年中国铁道年鉴，中国铁道部，2014 年 8 月。查阅时间：2019 年 3 月 4 日。
12.“中国经济：2019 年铁路确保投产新线 6,800 公里，较去年增长五成”，路透社
（中文），2019 年 1 月 2 日。查阅时间：2019 年 3 月 4 日。
13. 购物者消费升级,市场增长反弹，贝恩公司，2018 年 7 月 6 日。查阅时间：2019 年 3 月 5 日。
14.“2018 年移动支付用户调研报告，中国支付清算协会，2018 年 12 月 24 日。查阅时间：
2019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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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快餐连锁店渗透率依然较低，尤其在低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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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摩根斯坦利，2017年5月。

对于低线城市而言，零售连锁店算是新生事物。如果拥有强大的品牌、出色的管
理和执行能力，零售连锁店很有可能在低线城市找到目标受众。一项有关婴幼儿
用品的调查发现，中国 60% 不满三周岁的婴幼儿生活在低线城市，但低线城市的
婴幼儿用品消费支出仅是一线城市的三分之二。婴儿配方奶粉、婴幼儿纸尿裤和
婴幼儿护肤品的领先品牌在低线城市依然无法像在一线城市那样占据很大的市场
份额 。15
推动中国低线城市消费增长的趋势
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企业将可以在低线城市为他们的产品找到适合的消费群
体。我们相信，低线城市消费市场的崛起将会导致这些城市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出
现两种明显趋势：消费习惯升级和“体验型”消费。

低线城市居民追求更高端的产品
中国低线城市的居民正在变得越来越富有。那里的消费者越来越喜欢购买更好的
产品和品牌，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公司进军这些市场。除了财富水平的提
高，较低的产品渗透率和通达性的改善也在鼓励这些公司进军低线城市市场。
我们已在多个消费细分市场看到了高端化趋势。消费品公司通过产品创新和多样
化以及推出更高端的产品来响应这些市场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某些情况下，那些
在中国一线城市拥有稳定市场的消费品公司在低线城市消费者中推广与一线城市
一样的高端产品会比较容易。
方便面市场在中国是一个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通常给人的感觉不会与中国市场
转向高端产品的“消费升级”趋势有什么关系。然而，价格的上涨同样推动了方
便面市场的增长（图 4）。方便面制造商在高端方便面市场中的增长超越了中端
和主流市场。2017 年，高端方便面市场占到了中国方便面市场总价值的 12%，
而在 2015 年这一数字仅为 7%（图 5）。
图 4: 平均销售价格上涨推动中国方便
面市场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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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高端方便面市场价值增长超过其他
细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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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低线城市婴幼儿市场增长潜力”，Kantar World Panel，2018 年 9 月 27 日。查阅时间：
2019 年 3 月 4 日。

中国消费升级，低线城市发力   5

我们认为，方便面高端化得益于方便面公司积极开展创新和品牌投资，改善中国
消费者对方便面产品的印象，让消费者渐渐将方便面视为高端消遣零食而非低端
速食。方便面公司意识到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在不断改变，生活标准在逐步提升。
这大大改变了消费者对食品消费的期望。
不断变化的消费习惯不仅适用于一线城市消费者，也适用于低线城市消费者，他
们渴望买到更健康的高端产品。我们发现，在方便面市场中，大型厂商都在着力
研究和推广高端方便面。例如，一家重量级的方便面制造商开发了一种新的包装
方式，将面饼与红烧进口牛肉分开包装。这给消费者提供了一种非油炸、更营养
的吃面方式。
低线城市日渐流行的外出就餐趋势推动了火锅店市场的发展。2017 年至 2022 年
间，一线城市火锅店的市场规模预计将从 414 亿元增长到 685 亿元，而低线城市
的市场规模预计将会从 3948 亿元增至 6392 亿元。低线城市火锅店市场规模的预
期增长将是一线城市增长的九倍以上。
在低线城市强大增长潜力的吸引下，领先火锅店运营商正在深化在这些城市的渗
透。凭借出色的服务质量和为候餐客人提供一些免费服务（例如，美甲和擦鞋服
务），他们开辟了自己的利基市场，这将为他们产品的渗透提供帮助。此外，领
先运营商还能够以优惠的价格提供高品质的食品和配料。这可以消除消费者对食
品安全的担忧，创造良好的整体用餐体验。通过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经验和强
大的品牌，这些领先运营商能够很快在低线城市立足。

低线城市消费者寻求“体验型”消费
低线城市消费者在旅游时也越来越追求更多的无形体验。
这种趋势将让线上旅行社受益。中国出境游渗透率仍然较低，我们相信，低线城
市的游客将成为旅游行业未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16 年，中国出境游渗透率仅
为 8.8% 或 4%（香港游、澳门游或台湾游除外），这水平与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
相比仍非常低。益普索（一家全球市场调研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出境游
游客主要来自一线城市，相较而言，内陆省份依然未得到充分开发。这是因为上
海和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机场能够更好地连接更多国际航线，而且居民的可支配收
入水平更高。但是，目前低线城市正在努力发展更多连接国际旅游目的地的航
线。2016 年，低线城市的国际航班占中国新开设国际航班的 56%（图 6）。
图 6: 低线城市国际航班在新开设国际航班中的占比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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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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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OAG、摩根斯坦利。备注：数据取自2016年发布的OAG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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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低线城市的手机渗透率和收入水平，有可能推动线上旅行社在这些城市的增
长。在中国的整体旅游预订中，手机预订渗透率是美国的 16 倍以上（图 7）。16
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2018 年一家大型线上旅行服务提供商积极进军低线城市，
设立了线下加盟店。在这家公司设立的 1,500 个加盟店中，80% 在低线城市。
图 7: 中国旅游手机预订渗透率远高于美国
2015 年至 2021 年渗透率变化（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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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麦肯锡，2018年9月。

结论
中国的经济在这发展的几十年中整体上已变得更多样化。中国消费市场的格局也
是如此，而接下来更需要更多的动力源来持续发展。
低线城市为消费市场提供了的巨大增长空间。无论是人口趋势、财富的增长、更
快的城市化步伐、通达性和连通性的改善以及较低的产品渗透率，都在推动着低
线城市消费市场的增长。在上述发展因素的推动下，低线城市居民也和一线城市
居民一样，开始追求高端产品，寻求多样化的消费体验。
我们相信，这些趋势将为敏锐的消费品公司进军中国低线城市铺平道路。而且我
们认为，他们的努力加上一线城市消费市场的平稳增长，将有助于中国消费市场
继续引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16. 《中国游客：迷思与真相——中国出境旅游市场深度观察》，麦肯锡咨询公司，2018 年 9 月。查
阅时间：2019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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