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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考
杜朝运，马彧菲
（厦门大学 金融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消费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然而多年来消费对厦门经济的驱动作用较为乏力，
其最终消费率低于福建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2009年5 月，厦门市政府发布并实施了《厦门市贯彻落实国务院搞
活流通扩大消费政策的实施意见》，该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拉动消费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从短期
和长期两个方面提出了拉动厦门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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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是保持稳定和发

主推动力还是投资。 （详见表 1）

展的重要途径，厦门市政府在 2009 年的工作计划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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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 消费是经济
发展的动力源泉，扩大内需的关键就是在于扩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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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消费需求是一种最终需求，它对于经济增长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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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然而多年来消费对厦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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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驱动作用一直较为乏力。 因此，研究厦门消费需求

2003 

100%

28.52%

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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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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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9%

49.86%

11.25%

2007 

100%

37.70%

54.32%

7.98%

的情况， 探寻如何拉动消费需求以扩大经济增长，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厦门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和现状特征
（一）拉动 GDP 的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需求的作

数据来源：2008 年厦门经济特区年鉴

（二）居民消费，尤其是城市消费，是最终消费的

用居次席
从社会经济发展上看，消费需求是构成社会总需

主体

求的重要方面。 2000年至 2007 年期间，厦门投资需求

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组成，其中居民

的绝对数额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消费又可分为农村消费和城市消费。 2000年至 2007年

19.48% ；消费需求从绝对量上少于投资需求，但发展

期间，居民消费的比重逐渐增加；在居民消费中，城市

速度也很快。 从比例上看，消费占 GDP 的三分之一强，

消费的比重明显上升，农村消费的比重很低，城市消

且近些年比较稳定，而净出口下降较快，厦门 GDP 的

费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构成。 （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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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08年厦门经济特区年鉴，福建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

二、厦门消费需求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数据来源：2008 年厦门经济特区年鉴

（一）收入的差距制约消费需求的增长

（三）最终消费率总体略有增长，但农村消费率下
降较快

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最直接、最根本的
因素。 2007年，厦门市城镇居民高低收入组人均可支

最终消费率 = 最终消费 / 支出法生产总值 ×100% ，

配收入绝对数额差距增至 43978.27 元，比 2006 年扩大

它衡量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在 2000 年至

了8792.79元。 从高低收入差距比看，2007年高低收入

2007 年期间，厦门市的国民消费率略有增长，政府消

差距之比为 7∶1，而 2006 年为 6.8∶1，高低收入差距进一

费率基本稳定，城市消费率快速增长，同时农村消费

步拉大。
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消费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

率下降较多。 （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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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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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以温饱为主，消费结构升级任务艰巨；另一方面
高收入阶层因为消费愿望实现程度较高，边际消费倾

100%

向递减，对社会总消费的贡献有限。

[1]

这就造成了想

花钱的没钱花、有钱的不花钱的现象，制约了消费需
求的增长。
（二）房价偏高抑制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

数据来源：2008 年厦门经济特区年鉴

2000年以来，房地产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

（四）厦门市的最终消费率低于福建省和全国的
平均水平，但厦门市消费的增长速度较快

进入上升轨道。 经济增长和过多的流动性，推动房产
需求的持续增长和房地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 。 2004

厦门市的最终消费率在大多数年份都处于福建

年，厦门房地产销售均价分别为岛内 4625 元/ 平，岛外

省的最低水平，说明厦门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

2924元/平。 2007年，厦门房地产岛内均价 10600.75元/

对较低。 同时厦门市的最终消费率也远低于全国的平

平，岛外均价 6326.81元/ 平，房价直追上海和北京。 由

均水平。 但是我们注意到福建省和全国的平均最终消

于房价的持续增高， 很多家庭为了尽快解决住房问

费率都有下降的趋势，而厦门市的最终消费率却是略
微上升， 说明福建省和全国的消费增长速度落后于

GDP 增长的速度，而厦门市消费增长的速度则略大于
GDP增长的速度。 事实上，2000年至2007年期间，GDP

题，不得不控制其他方面的消费。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
虚高的房价会抑制居民正常、 健康的社会投资和消
费，透支居民的未来消费。
（三）社会保障不完善“挤压”中低收入阶层的即
期消费

年均增长 15.64% ，消费年均增幅达 17.83% ，高于 GDP
增速 2.19个百分点。 （详见表 4）

2007 年 ， 厦 门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参 保 人 数 113.39 万
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18.86 万人，同全市 243 万
的常住人口相比，覆盖面仍然不高。 相当多的消费者
尤其是中低收入消费者对未来支出预期不稳定，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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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总额增加，也不愿增加即期消费，而为可能出现

活动在厦门正式启动。 和国内其它地区的火爆相比，

的失业、医疗支出及养老等进行储蓄。

厦门家电下乡启动初期却显得颇为平淡，原因在于厦

近两年来，厦门市政府为完善社会保障做了不少

门市农村相对富裕，低端、低价的家电产品对于提升

努力， 包括 2008 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体

厦门农村消费意义并不大。 不过，相关产品的销售在 5

系 、2009 年 降 低 被 征 地 人 员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参 保 门 槛

月份以后出现了快速增长。 对于家电下乡活动在厦门

等，使得厦门市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覆盖面

的渐趋火热，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和商家对家电下乡

达到了 90％。 社会保险覆盖面的提高自然会使更多的

优惠政策宣传的逐步到位与商家相关服务的逐步完

居民受益， 然而保障金额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 以

备；另一方面，第二批家电下乡活动新增了电脑等产

2009年厦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例，城市低保标准为

品，迎合了厦门本地农民的需求。

330 元/人/月； 城镇为 300 元/人/月； 农村为 200 元/人/

厦门要有效刺激消费需求，必须先对当前需求状

月。 而消费指数略低于厦门的杭州市，其市区城镇居

况有清楚认识。 厦门市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 2007

民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 400元， 市区农村居民为每人

年已达 0.347，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标准已进入富裕

每月 300元。

阶段，在此条件下，厦门居民的消费已趋向发展型和

三、现行刺激厦门消费需求的政策反思

享受型，意味着消费结构需要提升，如对教育文化娱

（一）现行刺激厦门消费需求的政策

乐服务有较大需求，居民更注重提升自身的素质。 但

2009年5月厦门市政府发布并实施 《厦门市贯彻

从前述的《厦门市贯彻落实国务院搞活流通扩大消费

落实国务院搞活流通扩大消费政策的实施意见》，内

政策的实施意见》可以看出，厦门市刺激消费的政策

容包括：（1）健全农村流通网络，拉动农村消费。 （2）增

仍停留在传统阶段，未能引导正确的消费方向、培育

强社区服务功能，扩大城市消费。 （3）提高市场调控能

新的消费热点、提升居民的消费结构，以此促进经济

力，切实改善市场环境。（4）促进流通企业发展。（5）引

的发展。 另外，《厦门市贯彻落实国务院搞活流通扩大

导开展各种促消费活动，扩大消费。 （6）切实改善市场

消费政策的实施意见》也多是应急性、治标性的措施，

环境，促进安全消费。 （7）落实商贸流通业扶持政策，

更深层次的政策，如提高居民保障水平等都未涉及。

支持流通业发展。

[2]

四、提振厦门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这些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拉动消费

的效果，消费品零售市场稳步增长。 2009年 1~8 月，全

（一）提振厦门消费需求的短期建议

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3.48 亿元，比去年同期

1．灵活设计消费券种类，拉动厦门地区内需

增长 11.3%。

厦门是一座风景优美的港口城市，旅游资源极为

以第5条促消费活动为例。 厦门市7月 举 行 了

丰富。 厦门市政府在 2009年的工作计划中提出积极发

“2009厦门购物节”活动，此项活动已经被商务部正式

展森林旅游、温泉旅游等项目，鼓励发展“农家乐”，旨

列入“扩大消费、创新生活”全国 50 项重点活动之一。

在推动旅游消费。 如果在选择适当的时期发放旅游消

借由购物节提供的商机，2009 年 7、8 两个月厦门市社

费券，相信对于推动地区消费增长，具有很好的杠杆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80亿元， 其中 8 月份更成为消

作用。 此外，还可根据不同的对象发放不同类型的消

费增长最高的一个月。 此次购物节在全球金融危机后

费券，可以推出社会消费券、转移性消费券、教育培训

的消费淡季里发挥出刺激消费欲望、提振消费信心的

消费券等，用于企事业单位职工保收入，支持困难家

作用。

庭孩子上学，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应届毕业生等群体
的就业培训等，从而起到快速增加消费的作用。

（二）政策实施的反思
厦门推出的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虽然取得了积

2．切实做好家电下乡工作，扩大农村消费

极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问题的根本在于未能精

家电下乡，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扩大农村消费

准把握市场需求，所以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具

的一项重要举措。 总体来说其对农村消费的拉动效应

体实施的内容与市场需求不相符的现象。 以目的在于

是立竿见影的。 因此，有必要继续做好家电下乡这项

拉动农村消费的家电下乡为例。 2009年2月，家电下乡

工作，通过加强信息宣传，完善监督机制，严把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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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简化补贴手续等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 同时要深

局则是推出了“信心、放心、诚心、贴心”“四心”服务，

入了解农民的需求特点，设计相应的产品，以及创新

构建食品安全防线，健全消费维权机制，加强经营行

补贴方式， 如通过卖家直接将补贴发放到农民手中

业自律，着力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等，提高农民购买的积极性，使得家电下乡真正普惠

7． 合理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潜在消费能力释放

于民。

消费信贷能够优化居民跨期消费选择 ， 促进潜

3.增强社区服务功能，扩大城市消费

在消费能力提前释放。 鼓励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

建立家政服务网络服务平台， 促进家政服务企

构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结合已经出台的促进

业的发展。 现代社会的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都

消费的政策，开发多样化的消费信贷产品。 如可参照

使家政服务成为消费的热点。 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家

房地产消费优惠信贷利率，在一定期限内（暂定 1 年）

政服务网络建设， 依托大型服务企业建设家政服务

对居民购买 1.6 升及以下排量国产汽车的消费信贷提

网络中心；要对家政服务企业制定标准和规范，按照

供优惠利率。 探索加快发展居民一般用途个人消费

要求对员工进行培训， 提高服务质量、 形成服务特

贷款， 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和实行利率优惠等措施扩

色，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需求，为居民提供安全便利

大覆盖范围。

[3]

8．细分消费市场，促进老年消费

的家政服务。

4．组织大型购物活动，促进居民消费

据统计， 至 2010 年我国老年人消费将超过 1.4 万

组织引导大中型零售、 餐饮企业采用多种形式，

亿元，我国老年人消费群体正在不断壮大，而老年人

开展多层次、多主题的促销活动，让利于民。 紧紧抓住

消费有其特征。 例如在日常食品方面，食品卫生和营

元旦、春节、五一、国庆等旺销时机，积极策划，精心组

养价值是老年消费群体首要关注的问题。 如果餐饮市

织，不断掀起营销高潮。 销售淡季的时候，商家企业要

场细分定位，针对老年人身体特点，设计低胆固醇、低

营造消费氛围难度比较大， 如果政府出来搭一个平

糖、低盐且具有一定的滋补作用的菜谱，提供个性化

台，营造一个比较浓厚的商业氛围，就能拉动整个消

服务，如桌椅多设置扶手，餐厅播放一些怀旧音乐等，

费。 厦门购物节已经证明了在淡季拉动消费效果很明

将会吸引老年人聚会聚餐，年轻人也会乐意带父母到

显，应该继续举办。

老人餐厅消费，以尽孝心。

5． 鼓励商旅结合，加大旅游线路产品的创 新 ，发
展外来消费

近些年来出现了“候鸟型养老”。 老年人对健康
尤其关注，一些患有哮喘、气管炎等季节性疾病的老

加强商贸与旅游的结合，促进旅游景点、交通节

人认为，与其花钱住院，不如花钱做“候鸟”，夏季、冬

点商业设施的配套完善，发展特色商业街区，推出适

季到气候宜人的地区生活。 厦门市气候宜人，在人们

在突出“鼓浪屿”和

心目中是温馨祥和、 适宜居住的城市， 能够吸引大

“金门游” 两大重点的同时， 加大旅游线路产品的创

陆、台湾等地的老年人来厦门候鸟型养老。 因此，开

新。 博饼是厦门的地方文化特色，可以把现有的鼓浪

拓有利于老人享受候鸟生活的生活配套设施也会成

屿博饼节升级为厦门狂欢节， 吸引游客来参加博饼，

为商机。 比如，建立条件较好的养 ( 敬 ) 老院和老年公

从而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 以厦门城市特色，吸引

寓，还可以为候鸟型老人建立属地化的社区，在这个

外来消费。

社 区 里 ，大 家 说 的 是 家 乡 话 ，吃 的 是 家 乡 菜 ，听 的 是

合旅客消费特色的商品和服务。

[3]

6． 政府有关部门积极表态，通过舆论和实际工作

家乡戏曲，等等。

来引导和支持居民消费

（二）提振厦门消费需求的长期建议

1.积极搭建平台，拓宽就业渠道

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表态，可以通过舆论增加居
民消费的信心和欲望，通过做好实际工作塑造出好的

积极搭建平台，拓宽就业渠道，把扩大就业作为

消费环境，让人们放心消费。 例如台湾的马英九在台

稳定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增长的重要途径。 政府部门应

北市服饰批发商圈购买大衣、 牛仔裤等服饰用品，并

该积极搭建就业信息共享平台，随时掌握不同企业的

呼吁人们多消费，提振买气。 而杭州市工商局上城分

用工变化，并在裁员企业和用工企业之间进行积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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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为对接就业提供可能。 政府部门应该建立再就业

员的利益。

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机制，提供相关的政策和资金扶

5．跟踪消费需求，引导消费方向

持，让更多的失业人员通过自主创业来实现就业。 对

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如何刺激消费，

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地方政府也应该尽其所能进行

对政府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需要花力气研究的课题。 过

扶持。

去的经济发展中，关于扩大投资、关于发展外向型经

2.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济，探讨得非常多，但关于如何促进消费，毋须讳言，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提高国民消费率的一项长

政府并未有太多的、专门的研究和举措。 因为一般的

期政策。 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居民收

观点是，经济发展了，消费自然跟上，政府只要把精力

入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应改革收入分配政策。

放在发展经济上， 如何消费似乎就是老百姓自己的

对于收入分配政策，具体来说，一是在国民收入
初次分配中提高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 二是在国

事。 在温饱阶段，这种思维确实没太多问题，但是进入
富裕阶段，消费面临着升级，政府就要有所作为。

民收入再分配环节，提高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完善

所以，政府要密切跟踪消费需求，加强正确的舆

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扭转居民部门收入在

论导向，提升居民的消费结构，如引导居民消费进入

再分配中的恶化态势。

提高自身素质领域，鼓励精神文化消费，这样既可以

[4]

3.提高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培育高端消费市场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又可以促进

针对厦门市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特点，提高城镇人口的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消费水平， 对于提高国民消费的效果要远超过农村。
提高城市人口消费水平，将是提高国民消费的一项可
长期依赖的政策。
培育高端消费品市场可以促进高收入阶层的消
费，对消费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作用。 厦门是海峡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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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树立居民消费信心
由于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增加了人们的
预期风险支出，从而导致人们倾向于更多的储蓄和更
少的消费。 逐步完善包括住房、医疗、养老等在内的社
会保障体系， 可以减少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
逐步树立消费信心，提升边际消费倾向，变远期的消
费倾向为即期的消费热情。

[1]

因此，应该做好社会保

障工作，减轻企业、家庭负担，切实维护就业、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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