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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海口 5 月 10 日电（记者王存福、吴
茂辉、罗江）5 月 7 日至 10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
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是一场消
费精品盛会——— 约 7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0
多个国内国际品牌，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参会。消博会透露了哪些消费市场新动向？

动向一：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
市买长鞭。”古人置办一身行头需要跑遍全城，
而今在首届消博会展馆内，消费者只需多走几
步，即可买遍全球。
　　从天价钻石到普通餐桌食品，从高端户外
旅游设备到日常用品，2600 多个参展品类琳
琅满目，让参展观众目不暇接。
　　在 5 号馆亮相的“Korloff Noir ”卡洛芙
同名传奇黑钻，是全球 5 颗顶级黑钻之一，估
值约 2.5 亿元人民币，具有 57 个切面，在聚光
灯照耀下，折射出耀眼光芒。该黑钻此前很少
在法国巴黎以外的地区展出，如今在海南华丽
亮相，引来无数参观者驻足观赏。
　　在 7、8 号馆，国内各省区市集中展示各地
优势产业、消费精品和中华老字号等。在这里，
消费者既可以看到茶叶、酒水等传统产品，也可
以看到代表前沿科技的新产品，比如在安徽馆的
显眼位置，科大讯飞新款翻译器被争相“试机”。
　　而在距离展馆几公里外的海口帆船基地公
共码头海面上，50 余个境内外品牌的 100 多
艘游艇次第排开，高端的游艇展示与丰富的配
套活动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新需求。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会上介绍说，我国
消费规模在稳步扩大。“十三五”期间，中国消费
品市场规模由 2015 年的 28.7 万亿元增加至
39.2 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6.5%。2020 年
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达到 54.3%。未
来，消费升级将进一步加快，消费潜力将进一步
释放，国内大市场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动向二：市场倒逼品牌厂商创新

　　消博会是各大品牌产品首发、首展、首秀的
最好平台，在新闻发布区，各大品牌频频亮相，
带来全新产品和全新模式。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局长韩圣健表示，本
届展会期间，国际品牌举办 80 余场首发首秀
活动，涵盖服饰箱包、美妆用品、食品酒饮、珠宝
钻石等几十个品类，10 个省区市也举办本地精
品发布活动。
　　有人带来了新产品。中国企业科大讯飞推

出新一代人工智能翻译产品——— 讯飞双屏翻译
机，强大的翻译功能吸引了多方关注。
　　有人带来了新模式。阿里巴巴旗下天猫国
际携手百余家海外品牌的趋势新品亮相首届消
博会，展示进口院线美妆、智能美容仪等进口消
费新趋势。“新产业带”下的天猫国际首个新世
界工厂也正式落地海口综合保税区，在海南推
进“保税进口+零售加工”大进口模式。
　　有人带来了新航线。中欧时尚快线平台

（CEFEP）框架协议签署仪式暨意大利米兰至
海口洲际货运航线推介会举行，随着这条航线
的开通，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的高端精品厂家的
产品，从厂家集货开始到国际直飞到海南免税
品销售柜台，全程最短 36 小时，较海运和原来
的国际中转空运大大减少时间和资金成本，让
中国的消费者在海南同步追逐欧洲前沿时尚。
　　不少品牌方表示，选择在这里发布新品，既
能节约成本，又能快速获取大范围关注，是很好
的新品发布平台。
　　“我国已经进入消费升级的重要阶段，消费
者对多样化、个性化和高品质商品的需求日益
增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
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品牌厂商持续创新
推出新品。

动向三：老字号力图吸引年轻人

　　国货“涅槃”，国潮来袭。中华老字号与国
际大牌同台竞技。
　　连日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展厅人潮涌动，
生产车间的老师傅在现场向观众展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十八街麻花搓制技艺。观众

先饱眼福后饱口福，品尝后拎上几件满载而归。
展会还没闭幕，带来的展品已宣告售罄。
　　“除了传统麻花，这次带来的加馅小麻花、
嘎巴菜和茶汤三款新品也深受好评。”该公司品
牌总监徐燕青说，公司近年来开发了小定量、精
致化包装产品，还将嘎巴菜、茶汤等天津特色市
井小吃休闲食品化，多元化的产品满足了不同
消费群体的需求。
　　跨界融合、打造 IP 联名款……顺应消费者
需求变中求新，老字号纷纷引爆新热度。拥有
80 多年历史的国民品牌冷酸灵，带来了与国家
博物馆联名的“新国宝”牙膏，还有令人啧啧称
奇的火锅味牙膏。老配方、老味道的玻璃瓶装
天府可乐唤起了消费者的“共同回忆”，新上市
的迷你款、草药加强版可乐同样赚足了眼球。
　　年轻一代撑起新国潮。“老字号擦亮新招
牌，既要传承又要创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说，消费升级为
老字号焕发新机带来机遇，在传承品质和文化
内涵的同时，创新理念、产品、服务，才能把年轻
人转化为“铁粉”。

动向四：服务型消费增长迅猛

　　“移动医疗，诊断到家。”搭载数字 X 光影
像系统、独立医学数据处理系统等设备，持 C1
驾照即可驾驶，让医生技师和医疗设备匮乏的
偏远地区百姓也能享受前沿医疗诊断服务……
由美时医疗有限公司与奇瑞汽车联合开发的移
动数字医疗诊断车吸引了不少人围观。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老龄化社会
的逐步到来，偏远农村地区的居民对高品质医

疗服务的消费需求也将释放，我们很看好这
块的服务消费市场。”美时医疗有限公司研发
工程师甘平生说。
　　安永、普华永道、毕马威等专业咨询服
务，携程一站式旅游购物服务，京东第三方品
质保障服务……漫步于服务消费展区，能真
切感受到服务型消费不断增长的势头。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们不仅
追求更高品质的实物型消费，也追求更加优
质的服务型消费和体验。当前，我国居民消
费率不到 40% ，国内消费需求潜力依旧巨
大。对此，专家表示，面向未来，要准确把握
消费需求升级的质量导向，以需求升级引领
新供给，以提升供给质量适应和创造新需求。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说，未来，我国服务型消费将更加全面快速增
长，企业不仅要专注产品生产，更要专注满足
消费者的服务需求，要推动企业从以生产产
品为主向“制造+服务”的转型升级。

动向五：绿色消费渐成主流

　　航空航天行业回收的碳纤维材料、钻石
切割技术、物理防蓝光技术……从用料、制造
到使用环节，集生态理念于一身的戴尔多款
首发笔记本电脑，成为展会电子类产品中的

“明星”。
　　绿色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展
会上，不少电子、珠宝、香化等产品品牌都向
观众展示它们的“绿色”理念。
　　在欧莱雅展览空间，一款限量产品的发
布吸引了许多关注环保的年轻人驻足。据了
解，这款产品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就是提高
消费者对于“气候变化如何威胁海洋浮游植
物健康”的认识。
　　欧莱雅北亚区总裁兼中国首席执行官费
博瑞介绍，该品牌目前正在号召公众与非政
府组织“地球自然基金会”一起，在海南开展
海滩清理活动。观展人可以通过展台的 360
度高科技沉浸式互动式体验，领略时尚美妆
产品的可持续发展承诺与海洋保护行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消
博会上表示，消费的绿色转型是收入水平提
高后人们对更好环境需要的体现，这一趋势
将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全面而深刻的
变化。

消博会透露中国消费市场五个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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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韩洁、赵叶苹、王雨萧

　　 10 日，是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闭
幕日，也是唯一的社会公众开放日。
　　早上开馆，数万名此前线上抢票成功的公
众涌入场馆，将会场热度一再推高；展馆中央
40 多家企业现场集中签约，争相预定明年消博
会展位……
　　短短 4 天，消博会，这一中国首个以消费
精品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以其独特魅力印刻
在约 70 个国家和地区 1500 多家参展企业的
记忆中，也打开了一扇新的深入洞察中国消费
之门。

消费主引擎，热力十足

　　“超大规模”“未来机遇”……走进消博会，
很多境外参展商言谈间不时出现的热词，道出
他们在中国积极寻觅商机的初衷。
　　消博会搭建了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的
平台。
　　 4 天来，全球 2600 多个品牌集中亮相消
博会，其中仅帆船游艇展区参展知名品牌就超
过 50 个，很多品牌收获满满订单，如爱丁顿洋
酒签署 1 亿元年度意向订单。
　　大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消费为主
引擎。增强消费引擎动力，正是中国构建新发展
格局、赢得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的关键所在。
　　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
费曾经是短板。但以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为
分水岭，受外需萎靡影响，中国加快调整经济结
构，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下降，消费贡献率不断
提升，2014 年至 2019 年，消费连续 6 年成为
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大引擎。
　　即便遭遇疫情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
现负增长，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
仍达 54.3%。今年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复苏，一
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超 30%。这
次消博会的火热人气，就是消费引擎发挥“压舱
石”作用的体现。
　　不过，对比主要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动辄超过 70% ，中国消费仍有提升
空间。
　　“十四五”规划纲要浓墨重彩部署构建新发
展格局，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消博会“四轮
驱动”，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做强中国消
费主引擎。
　　可以想象，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主

导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
潜力会不断释放。而这无疑将更有利于世界经
济复苏和增长。

消费新时代，彰显个性

　　走进消博会，时不时会看到参展企业正在
搞线上直播，电商平台邀请知名网红现场带货，
还有不少参观者举着自拍杆“直播”展会与网民
互动……新模式、新业态、新行业，尽显中国消
费之变。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报告显示，疫情后时代，
全球消费习惯更倾向线上购买、更理性、更健
康，而零售科技的创新和普及则推动整个零售
生态向数字化、智能化和高效化发展。

　　截至去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 9.89 亿，占
全球网民 20% 左右。今年一季度，中国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5.8% ，快递业务量仅
用 83 天就突破 200 亿件，比 2020 年缩短
45 天。
　　近十亿中国网民构成了全球最大的数字社
会，也加速助力中国消费不断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食品、服装、家
电、住房、汽车等商品消费“排浪式”扩张的浪
潮。如今，随着各类消费需求在数量上基本得到
满足，中国已进入消费升级新阶段，主要体现在
对更高质量商品与服务的需求，而非更多数量
的需求。
　　消博会上，“对自己好一点”成为消费升级
新看点：进口保健品和婴童食品展区参观者络

绎不绝；高档化妆品分类更趋精细化，男性护
肤品受青睐；数码设备、健身器械、智能家居
用品等高品质产品引人关注……
　　不仅如此，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
道、德勤、毕马威、安永齐聚一域成为一道独特
风景，他们带来的不是高端商品，而是一份份
对中国消费市场的分析报告、对未来消费趋势
的洞察和应对未来消费潮流的解决方案。
　　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全球最大网络零
售市场……中国消费市场的一举一动牵动全
球目光。透过消博会这扇大门，世界在这里把
握消费新产品新业态新趋势，更希望捕捉中
国大市场潜力无限的商机。

消费新面孔，潜力巨大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富有活力的消费市
场必须有强有力的消费主体支撑。
　　适应消费升级新趋势，支撑中国未来消
费的新面孔在哪里？
　　美国《商业周刊》调查发现，中国新生代
是最不慌、最有信心的一代。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析认为，随着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结束，“90 后”已成为社会
的中流砥柱，中国主力消费群体持续年轻化，
向“95 后”“00 后”转移。
　　此外，中国“Z 世代”（1995 年至 2009
年出生）正在取代千禧一代（1984 年至 1995
年出生）成为新的消费主力军。他们生活环境
更优越，并伴着互联网长大，对商品有了更多
维度的追求，更讲究个性化、多元性主观
体验。
　　而新增消费者中，“50 后”（50 岁至 70
岁人群）“新老年人”在逐步熟悉网络消费模
式后，消费能力开始显现。
　　“十四五”期间，中国老年人口预计突破
3 亿人。消博会上，不少老年参观者在高端保
健品和食品等展区咨询采购。
　　“小镇青年”“精致妈妈”“资深中产”“新
锐白领”“都市蓝领”……消博会上，中国更加
细分的消费群体，吸引海内外参展商更有针
对性推出高品质商品和服务，充分彰显中国
市场魅力。
　　 14 亿人口、超 4 亿中等收入群体，如何
充分挖掘中国消费市场潜力，将是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
　　迈入新发展阶段，如何增加居民收入，解
决好“有钱花”的问题；如何完善社会保障，消
除居民“敢花钱”的后顾之忧；如何改善消费
环境，解决好居民“花好钱”的问题，关系着中
国经济发展的未来。
     　　新华社海口 5 月 10 日电　

  5 月 10 日，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迎来公众开放日。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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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春风吹过毛乌素沙地，百
万亩柠条随风摇曳，泊江海子碧波荡漾，遗
鸥、蓑羽鹤等鸟类在水中嬉戏。如今的“候
鸟天堂”泊江海子曾一度干涸，当地从
2015 年开始采取多项措施恢复湿地生态
系统，使泊江海子重现生机。
　　“十三五”期间，内蒙古林业建设、草
原建设和沙化土地治理面积居全国第
一，森林覆盖率和草原植被盖度实现“双
提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
减少”。
　　作为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内
蒙古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着力探
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将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
　　大兴安岭林区正在进行从“卖木头”到

“卖碳汇”的转型。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碳
储总量约 17.2 亿吨，在 2015 年全面停止
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便开始探索实施碳
汇交易，迈出了生态效益转为经济效益的
重要步伐。
　　家住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阿拉坦
合力苏木的牧民特木热，见证了家乡草原

“由绿变黄，又由黄返绿”的变化。“十多年
前，家里草场比现在小很多，但羊的头数却
多了不止一倍。”特木热说，“超载破坏了草
原生态，也带不来好收入。”
　　当地政府为牧民科学核定载畜量，并
推广更精细、智能的养殖方式。如今，虽然
特木热家羊的数量只有以前的五分之一，
但品质得到提升，收入不降反增。
　　生态的好转为各地群众带来五彩斑斓
的生活，“黄沙沙”变“绿岭岭”“金蛋蛋”的
故事，在内蒙古各地发生。

  “人工挖”到“5G+”的绿色

能源之变

　　依靠“羊煤土气”的传统资源优势，
内蒙古曾连创 8 年经济增速全国第一的
奇迹。然而近十年，内蒙古一度面临“一
煤 独 大”、生 产 粗 放、动 力 不 足 等 发 展
难题。
　　为跳出“挖煤卖煤、挖土（稀土）卖土”
的发展天花板，内蒙古加快产业结构绿色
转型，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走出一条绿色“重生”
之路。
　　大路，是鄂尔多斯市黄河岸边一个
人烟稀少的小山村，却因现代能源经济
的发展而产生蝶变。大路工业园区内有
80 余个煤化工项目，乌黑的煤粉送入
生产线，就能生产出如矿泉水般清澈的
柴 油 ，或 转 化 为 保 鲜 膜 、塑 料 水 杯 等
产品。
　　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煤制甲
醇……近年来，内蒙古紧跟能源技术革命
趋势，加强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建成门类齐
全的现代煤化工生产基地，“大老粗”的传
统产业转型“精细化”。
　　坐在控制室内盯着屏幕上的数据变
化，通过手机实时监测井下采煤情况，是鄂
尔多斯市国源矿业龙王沟矿井“95 后”矿
工刘斌杰的日常工作。这座千万吨级特大
型煤矿，目前已实现智能采煤、智能掘进、
智能探放水。
　　这是内蒙古“5G+智慧矿山”建设的
一个缩影，通过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数
十万矿工实现从“人工挖”到“ 5G+”的
转变。
　　农牧业也在转型升级，古老草原与崭
新时代同步。以驼乳驼脂为原料的化妆品
生产线在阿拉善盟投产；全区草原肉羊、向
日葵产业跻身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天赋河套”绿色农畜产品通过电商畅销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 数 据、新 材 料、新 能 源、高 端 装
备……一个个新产业、新业态正在内蒙古
开枝散叶。“源网荷储”示范项目落地乌兰
察布、通辽“火风光储制研”一体化示范项
目开工建设、内蒙古首辆氢燃料重卡在包
头市下线、首批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在乌海
市投入使用。
　　脱胎换骨，向“绿”而行。摆脱传统能源
依赖的内蒙古，寻求新的经济动力，开启高
质量发展新征程。
  　　新华社呼和浩特 5 月 10 日电

  这是 5 月 9 日在消博会拍摄的瓷器。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既是企
业的消费品交易平台，也是文化的展示交
流平台。在消博会上，许多国内参展商品
蕴含着浓浓的中国文化气息。
       新华社记者丁洪法摄

消博会上的“中国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