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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是促进市场活跃、拉

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最重要

动力。培育和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将为消费转型升级插

上翅膀，进而促进形成更加强

大的国内市场，推动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将成为

优质消费资源的集聚地。全球

优质商品、服务的引入，将优

化已有市场格局，同时激发和

带 动 本 土 品 牌 迅 速 崛 起 和 成

长。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相匹

配的消费市场，必定要以优质

的商品、优质的服务、优质的

消 费 环 境 和 体 验 赢 得 消 费 者

的心。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将成为

引领消费的风向标。引入国内

外重要消费品牌、发布最新产

品、提供最新服务，打造与国

际前沿接轨的新型商圈，必定

会促进时尚、创意等文化产业

新业态的发展，带来产品、服

务、消费场景和模式的不断更

新迭代，引领消费潮流风尚。

同时，五个城市本来就基础条

件好、消费潜力大、国际化水

平较高，具有立足本地、辐射

周边、面向全球的影响力，必

将带动周边地区消费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

培育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 市 需 要 软 件 和 硬 件 的 双 升

级。一方面，运用互联网、大

数据等科技手段，建设新型智

慧商圈，建立健全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优化购物全流程

体验；另一方面，对原有商业街区进行改造，提档升级，

打造一批商旅文体联动项目，促进“吃喝玩乐游娱购”融

合，丰富消费体验。

培育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需要开放思维。消费不

只涵盖商业购物，餐饮、旅游、住宿、交通、商演，都是

实实在在的消费。要从提高区域消费服务整体水平的高

度，综合统筹建设，方方面面同步提升，扎扎实实推进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备受瞩目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迈出

重要一步。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日前召开的培育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工作推进会上宣布，经国务

院批准，我国将在上海市、北京市、广州市、天

津市、重庆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

育建设。

“当前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

发展转型。”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在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提升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有利于引导上游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政策引导 科学布局

早在 2019 年，商务部等 14 部门就联合

印发了《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指导意见》，指导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

育建设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培育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各地推进落实这一目标

的积极性高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作出重要部署，对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首席分析师李政波表

示，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对

经济增长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2020 年最终

消费率为 54.3%。同时，我国有超大规模市

场，有 14 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4 亿，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部分重点

城市消费规模、经济发展、国际化程度显著提

升。与此同时，消费领域仍存在不少短板弱

项，最终消费率仍低于发达国家 70%至 80%

的水平，大中城市消费基础设施、中高端供给

与构建新发展格局还存在差距。

毫无疑问，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现代国

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功能之一。商务部国际

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

表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仅是全球消费资

源的聚集地，更是引领一国乃至全球消费创

新的制高点，具有很强的消费引领和带动

作用。

赵萍认为，我国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目标的提出，一方面是着眼于充分发挥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目前消费对经济拉

动作用逐步增强，并带动投资、进出口协同发

力。另一方面则是夯实强大国内市场优势，

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通过不断做大做强国

内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

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同时立足国内超大规模

市场，形成对外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

消费发力 特色鲜明

为何选择京津沪穗渝五地率先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这与五座城市的自身特色密不可分。

“五座城市居于战略要津，均为国家中

心城市，还囊括四个直辖市、四个服务业扩

大开放试点城市以及一个一线城市，在我国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综合影响力和

竞争力强劲。”高宝华表示，同时，这五座城

市长期以来在城市建设和消费促进等方面

成效明显，特别是在城市繁荣度、商业活跃

度、国际知名度、到达便利度和消费舒适度

方面名列前茅。

赵萍认为，首批选取五座城市试点有三

方面的因素十分重要。一是国际化水平较

高。这五座城市的国际品牌商品与服务、外

国人数量、国际航班和游轮量在全国都居于

前列，具有良好的国际化基础。二是消费规

模和质量较好。2020 年我国各大城市中，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前十位排名，上海、北京、

重庆、广州位居前四位。这些城市形成了独

特的消费文化，消费档次也在不断提高。各

自具有特色商业街，国际知名品牌云集，城

市消费发展的基础较好。三是消费聚集度

较高。这些城市具有较强的商业吸引力，具

有较强的政策吸引力，以及一定的消费话

语权。

不同地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如何

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赵萍分析认为，

一方面，要做好规划，突出特色，形成集聚效

应。要对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形成吸引力，就

要有在世界叫得响的产品和服务，能给外国

游客带来独特的消费体验。另一方面，在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中，还要做好不同景点、

不同商圈的差异化定位，不仅要让外地人、外

国人旅游丰富多彩，也要让本地居民的生活

更加舒适、便利。

李政波则强调，要推动城市群、都市圈消

费一体化发展和建设，围绕区域重大战略，突

出特色、发挥优势，科学布局。

转型升级 瞄准全球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关键是什么？

在多位专家看来，就是要在“国际”二字上做

文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要聚焦国际

化，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国际化产

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和对全球消费者吸引力

的提升。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这些城市已经获批

准的自贸试验区优势，大胆试、大胆创、自主

改，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对国际技

术、资金、人才、商品、服务等要素资源的吸引

力，提高国际化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要利

用好我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赵萍表示，

要吸引国外高端消费者，促进国际化消费者

主体数量的增长。通过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

放，推动服务领域专业资格互认吸引专才，便

利人才流动。同时，通过提高商务访问者、公

司内部人员、安装和服务人员、配偶家属等临

时入境和临时停留的政策透明便利度，提升

国际人员交流与自然人流动。

“国际化程度提高，意味着国内营商环境

持续改善，消费强度不断提高，进而推动国内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赵萍表示，超大规模国

内市场对全球投资的吸引力将不断提升，利

用全球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合作的

优势也会不断显现。

高宝华表示，通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试点，将有利于促进大宗及中高端消费品

的生产与流通，并有望在消费体制机制创新、

服务业扩大开放、营商环境优化、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新经验总结推广等方面形成一定示范

作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试点将以传统

消费的转型升级和新型消费的创新发展为切

入点，推动上下游、产供销等产业链、供应链

的协同融合发展，有力提振内需。同时，试点

又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优势，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通道，朝着“买全

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将充分发挥各

城市资源禀赋和优势，对标国际一流，补短

板，强弱项。”李政波分析认为，不仅为中高端

消费品牌跨国企业、国内外各层次优质品牌、

本土自有品牌、老字号等带来新发展机会，同

时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发展。此外，健

康医疗、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服务消费领域

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环境。

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市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培育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对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本报推

出“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系列报道，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对各地实践进行展示，以促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的建设。

你眼里的东北男人啥样？有网友留言，“大金

链子配金表，隔三差五去烧烤”。东北女人爱穿

啥？网络论坛上的饶舌歌曲《哈尔滨之子》中有这

样的描述——“夹小包，穿小貂”。

听到这样的说法，就职于辽宁省辽阳市一家央

企的邱皓表示：“那是过去时，现在的年轻人宁可买

一件新款的名牌羽绒服。”邱皓认为，好面子的东北

人现在变得更加注重实用了，每年“双 11”，温暖有

型的羽绒服在东北三省的销量都很高。

“90后”的邱皓是新晋奶爸，他与妻子每月到手

工资不到 8000 元，在辽阳市工薪族中算是中等收

入。“回想一下，婚后家里其实没再添置过什么大

件，自打生了孩子，消费就是长流水，家庭消费中养

娃与养车成了大头。”邱皓坦言。采访中记者发现，

“80后”“90后”的年轻父母是母婴市场的主要购买

人群，特别是网络直播带货兴起后，赶上网购促销，

很多年轻父母都选择囤几箱奶粉、尿不湿。

辽阳城市不大，却是东北最大的皮草集散地，

有着“中国皮草之都”的美誉。以前，很多外地人来

辽阳佟二堡皮装大市场买皮装，佟二堡火爆过许多

年。但如果本地人都开始不再“非皮草不取”，佟二

堡皮装大市场该怎么办？

曾经的佟二堡皮装大市场淡旺季明显，秋冬火

爆，春夏冷清。可现在是晚上火爆，白天冷清。为

啥？因为都改视频直播卖货了。每到晚间，这里灯

火通明。伴随着快手、抖音等直播平台的迅速兴

起，一时间佟二堡皮装大市场呈现出“全民主播”的

架势。海宁电商直播中心负责人胡守东告诉记者，

貂皮大衣已不是主打时装。目前直播电商的商品

扩大到箱包、鞋帽，同时还涵盖四季服装、化妆品、

食品、农产品、小家电等 1000 余个品类。据统计，

佟二堡大型电商直播中心面积已达 8.1 万平方米，

供应链上的企业、商户超 1000 户，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和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佟二堡皮装大市场

也有了新玩法，全年线上销售额达到50亿元。

东北人爱说，没什么事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的。街头烧烤撸串为啥流行？家住沈阳浑南区的

高千羽经常和家人朋友到中央公园附近撸串，他

说：“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到夜市，边消夏纳凉边有滋

有味地吃一顿，二三百块钱到头了，每个人还都十

分尽兴惬意。”

在沈阳，比较有名的夜市有十几个，如彩塔夜

市、塔湾夜市等。沈河区的歇马夜市作为夜经济的

一张名片，主打都市轻奢、时尚、慢生活元素。从傍

晚时分便有市民陆续入场，文创手作市集展示的木

器、铁艺、陶瓷及手作饰品独具特色，亲子游乐项目

让孩子们乐在其中。夜市上，当地居民登台表演自

编自演的节目，嘹亮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展现着夏

夜最动人的风景。从单纯烧烤到“食、购、游、娱、

文、体”多元化推进，夜间休闲消费已经成为越来越

多沈阳市民新的消费习惯。

“ 面 子 ”消 费 在 悄 然 改 变
本报记者 孙潜彤 通讯员 尹 林

市民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爱琴海购物公园购物市民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爱琴海购物公园购物。。 朱大军朱大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