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广东消费品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 2019 年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主要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影响消费的因素，并对消费市场高

质量平稳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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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广东积极推进促进消费体制机制举措落实，合理

调整消费结构，大力发展新业态新商业模式零售业和餐饮业，广

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平稳增长。2019 年,广东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42664.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8.0%，增幅比前三季

度提高 0.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 0.8 个百分点。

一、广东消费品市场基本运行情况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保持平稳增长。从发展趋势

看，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增速逐季提高，呈明显的前低后高的

发展趋势。从第四季度当季情况看，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趋势明显好于全国和主要省市，增速高于全国 0.7 个百分点，

也比江苏、上海、山东分别高 4.0 个、4.1 个和 2.8 个百分点，

仅比浙江低 0.3 个百分点。2019 年全年，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8.0%，增速和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分别高于上海、江

苏和山东 1.5 个、1.8 个和 1.6 个百分点；在全国 31 个省、市、

自治区中排第 13 位。（见表 1）

表 1 全国主要省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

单位：%

地区 2019 年 2019 年四季度

全国 8.0 8.0

上海 6.5 4.6

江苏 6.2 4.7

浙江 8.7 9.0

山东 6.4 5.9

广东 8.0 8.7

（二）乡村消费异军突起，乡村增速快于城镇。虽然乡村消



费规模小，但增速明显高于城镇。随着电子支付的普及，新业态

新商业模式的发展，乡村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消

费产业链延伸至乡村消费市场，广大的乡村将受益明显，引领广

东消费再上新台阶。2019 年，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广东城镇

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7.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9.8%，乡

村增幅比城镇增幅快 2.0个百分点，乡村占比由 2018 年的 12.6%

提高到 2019 年的 12.8%，提高 0.2 个百分点。

（三）汽车及石油类商品消费下降，消费升级类商品较快增

长。2019 年，汽车、石油及其制品类商品零售下降，对整体消

费增长影响较大。日用品类及部分消费升级商品保持较快增长，

但穿着及家装类消费增长仍然乏力。

汽车及石油类降幅扩大。2019 年，汽车类、石油及制品类

共完成零售总额 6746.38 亿元，占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的

49.5%，由于汽车类和石油及制品类比上年分别下降 2.1%和

5.9%，降幅均比前三季度扩大 0.2 个百分点，比上年分别扩大

1.1 个和 19.3 个百分点，若扣除汽车类和石油及制品类，广东

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增长 3.4%，高于全年实际增长 3 个百

分点。

日用品及部分消费升级类商品较快增长。2019 年，日用品

类、中西药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共完成零售总额

2206.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2%。四季度，大型电商企业在国

庆、“双十一”、“双十二”和元旦文化类商品优惠促销带动下，



日用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和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增速提

高。2019 年，广东限额以上日用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

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分别增长 10.0%、12.7%、10.8%，增幅比前

三季度分别提高 2.5 个、1.1 个、5.4 个百分点。在网络药品零

售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拉动下，中西药品类商品零售继续保持快速

增长。2019 年，广东限额以上单位中西药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18.3%，拉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增长 0.5 个百分点。通讯器

材类商品零售额较快增长。2019 年，广东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

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0.7%，增幅比前三季度回落1.7个百分点，

拉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增长 0.5 个百分点。（见表 2）

表 2 2019 年部分商品类值零售完成情况

分类
商品零售额（亿元）

2018 年 增速（%） 2019 年 增速（%）

日用品类 584.25 14.7 669.20 10.0

中西药品类 360.88 13.7 469.89 18.3

文化办公用品类 338.84 10.9 388.22 12.7

通讯器材类 582.20 14.7 679.37 10.7

穿着及家装类商品增长乏力。2019 年，服装鞋帽及纺织品

类、书报杂志类、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五金电料类共完成零售总额 2086.83 亿元，比上年下降 2.6%。

在四季度电商企业大力促销影响下，家用电器音像器材类和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增速有所回升。2019 年，广东限额以

上单位家用电器类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下降 2.7%，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0.4%，均比前三季度提高 0.5 个百

分点，这两类商品拉低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增速 0.1 个百分

点，拉动作用比前三季度增强 0.1 个百分点。（见表 3）

表 3 2019 年部分商品类值零售完成情况

分类
商品零售额（亿元）

2018 年 增速（%） 2019 年 增速（%）

服装鞋帽及纺织品类 1072.91 1.9 1040.00 0.4

书报杂志类 44.84 -0.5 52.00 0.8

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 816.60 1.6 865.60 -2.7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80.19 -1.2 76.00 -17.8

五金电料类 99.27 -13.0 53.23 -27.3

（四）餐饮收人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户）较好。2019 年，

广东实现餐饮收入 4307.2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0%，餐饮收入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 9.7%提升至 10.1%。其

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1147.18 亿元，增长 4.9%。2019 年，

餐饮收入特别是小微和个体餐饮经营者发展迅速，增速较高，全

年限额以下单位餐饮收入增长 13.4%。

（五）消费主要集中在珠三角核心区。广东经济发达吸引人

流集聚，消费群体日益扩大，与此同时，珠三角强消费地区辐射

粤东西北地区，推动沿海经济带的汕头、湛江和茂名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较快增长。2019 年，广东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2664.46 亿元，珠三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发展区

总量占比分别为 71.5%、20.4%和 8.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

大的 3 个地市分别是广州（9975.59 亿元）、深圳（6582.85 亿



元）和佛山（3516.33 亿元）；增速前三的地市分别是东莞（9.4%）、

湛江（8.4%）、惠州（8.2%）、茂名（8.2%）和潮州（8.2%）。

（见图 1）

图 1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区域占比

二、现阶段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新的消费增长点亟需培育。受产能持续扩大和限购、

限行等措施的影响，广东汽车消费出现饱和态势。2019 年，广

东汽车类商品消费比上年下降 2.1%；石油及制品业零售总额

2018 年虽然增长 13.4%，但 2019 年以来明显下降且存在继续下

行趋势，由一季度同比下降 1.9%到全年下降 5.9%；传统的鞋帽、

音像、五金、建材等商品零售也不景气，2019 年全部下降，影

响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持续增长。（见图 2）



图 2 2019 年以来石油和汽车零售增长情况（%）

（二）关注区域协调发展，培育乡村消费新导向。利用资源

优势，加大扶持力度发展粤东西北地区消费。粤东西北共 12 个

地市拥有广东广阔的地域和庞大的人口数量。截止 2018 年，粤

东西北占全省人口比重户籍为 61.9%、常住人口比重为 44.5%，

土地面积占全省的 69.5%。但 2019 年，粤东西北完成的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仅占全省的 28.5%，粤东西北地区的消费潜力有待

进一步挖掘。

三、消费发展趋势及政策建议

现阶段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最有力的“三驾马车”之一，

未来走势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广东必须做到扬长避短、多措并举，

保持消费稳定增长，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一）消费未来发展趋势。

1.有利因素。2018 年 9 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消费体制机



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中，特别要求优化休

假安排，鼓励弹性作息，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意见实施以

来，对激发广东居民消费潜力起关键性指导作用。2019 年 5 月，

《广东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出台并得以贯彻落

实，对广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果，推动消费平稳增长起明

显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由稳定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投资对

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有所减弱，消费的主导作用、支撑作用将日趋

显著。随着粤东西北和广大乡村消费环境的改善、消费人群的集

聚并形成合力以及珠三角地区消费溢出的影响，消费热点、亮点

频出将带动消费逐步走向繁荣稳定。

2.不利因素。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打压中国、制造各种摩擦给我国经济发展添堵成为常态，必须做

足准备应对长期存在的贸易战。汽车仍处于销库存阶段。新能源

汽车消费在逐步普及过程中，普通汽车消费处在供大于求的现

状，国内汽车厂商也处在研发核心技术、升级换代过程中。石油

价格受国际局势动荡、主要输出国限制产量等因素的影响波动较

大。中国是石油消费最大国，如何减少油价波动影响、如何发展

石油替代品成为当务之急。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购物

中心、传统商场、餐饮住宿受疫情的影响最大，加上春节本是传

统消费旺季，但影响较大的时间预计主要在一季度，随着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和市场消费信心的增强，后期消费有望得到较快恢

复。



综上所述，预计 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呈前低

后稳态势。

（二）几点建议。

一是发挥社会消费品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切实发

展社会必需品消费，释放内需潜力，形成国内强大的需求市场，

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积极促进社会消费品升级换代，出台促消费的政策措

施，鼓励放宽民间资本大力发展养老、教育、医疗等消费领域，

促进网络购物、远程医疗、新零售等加快发展。

三是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以满足社会各阶层对消费的不同

需求，发展大型消费商圈，鼓励汽车消费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新

能源汽车和二手车交易市场、做好汽车售后服务，培育教育文化

信息、休闲、体育等消费市场，丰富文体旅游等消费供给，鼓励

带薪休假、发展全域旅游。

四是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健全乡村

消费网络体系，提升乡村吃穿住行消费，落实电子商务进乡村行

动，支持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进一步开拓乡村消费市场。

五是培育出口品牌、优化进口结构，保持进出口平衡发展；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外贸特别是跨境电商发展，放宽外资准

入条件，探索实施跨境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做好“一带一路”

及周边贸易市场、合作园区建设，实施多元发展战略，鼓励进一

步对外开放和走出去战略，建设广东贸易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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