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消费增

速趋缓，消费结构逐步优化，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蓬勃发展，城乡

居民消费不断升级，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变为追求质的提升，推动

广东消费市场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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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消费结构持续优

化，市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网络

零售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消费提质升级，消费市场持续平稳增长。

一、经济步入新常态，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全面推动稳增长、调结构、提质量，

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市场供给不断创新，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广

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2012 年的 21954.29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44187.71 亿元，连续 38 年稳居全国首位，2013—2021 年

年均增长 8.1%。

（一）城乡融合推动乡村振兴，乡村市场增速快于城镇。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城乡融合，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让农村美起来，让农民富起来。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相比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大幅提

升。2014—2021 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9.2%，比城镇高 1.2 个百分点，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年均增长

10.6%，比城镇高 3.8 个百分点。从零售经营单位所在地看，2021

年，乡村市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263.78 亿元，较 2012

年年均增长 8.7%，年均增速比城镇市场快 0.7 个百分点，乡村

市场占比较 2012 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

（二）居民外出消费需求增加，餐饮收入增长好于商品零售。

随着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市场供给创新



发展，居民外出消费需求明显增加。大众餐饮、亲子娱乐、休闲

旅游、教育培训等服务消费成为消费热点，居民在外用餐的消费

习惯逐渐巩固，各类音乐餐厅、亲子餐厅、网红餐饮、老字号等

特色餐饮受到青睐，餐饮收入保持快速增长。在疫情暴发前，2013

—2019 年广东餐饮收入年均增长 11.6%，比商品零售快 1.7 个百

分点；受疫情影响，消费者外出聚餐受限制，2020 年餐饮收入

下降 18.7%，2013—2021 年餐饮收入年均增长 8.2%，年均增速

仍比商品零售高 0.1 个百分点。

（三）商品结构持续优化，居民消费提质升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商品消费结构持

续优化，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加快向追求质的提升转变，发

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不断攀升。从限额以上单位商品类别消费看，

吃、穿、日用等基本生活类商品保持平稳增长，化妆品类、金银

珠宝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和通讯器材类等消费升级类占比稳步提

高，汽车类耐用品快速增长。

2013—2021 年，广东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

类、日用品类等基本生活类商品消费合计年均增长 6.1%，增速

比限额以上单位商品低 0.9 个百分点，占限额以上单位商品消费

比重比 2012 年下降 1.5 个百分点。金银珠宝类、化妆品类、通

讯器材类和体育娱乐用品类等消费升级类需求旺盛，年均分别增

长 7.9%、13.1%、17.2%和 17.7%，消费比重分别比 2012 年提高

0.2 个、0.9 个、3.2 个和 0.6 个百分点。汽车类发展型耐用消



费品进入普及时代，年均增长 10.0%，占限额以上单位商品消费

比重比 2012 年提高 7.5 个百分点，汽车类消费成为消费市场的

主要增长点。2021 年末，广东常住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家

用汽车 47.63 辆，比 2013 年增加 28.17 辆。

二、市场主体发展壮大，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添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主体更具活

力，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为消费升

级提供支撑增添活力。

（一）市场主体做大做强，限额以上单位数两倍增长。

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纵深推进，经济发展内在潜力充分释放，

广东商品流通规模急剧扩大，商贸市场主体不断做大做强。2021

年，广东批发和零售业单位实现商品销售额 16.48 万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1.3 倍，年均增长 9.9%。截至 2021 年末，广东限额

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 4.6 万家，比 2012 年末增长 2.3 倍，

实现商品销售额 14.06 万亿元，比 2012 年末增长 1.8 倍，限额

以上销售额占全省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额的 85.3%，比 2012

年提高 13.3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市场占有率

进一步提高。

（二）商品交易市场联动产业集聚，规模化、专业化更趋明

显。

商品交易市场是基本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的重要集散地和

价格信息发源地，是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保证农产品和工业品供



应的重要阵地，在活跃商品流通、方便居民生活、扩大城乡就业、

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目前广东已形成一批聚集

度、辐射力强的大型商品交易市场，并不断向规模化、专业化经

营方式发展。如中大国际创新谷、江南果蔬批发市场、东莞信立

农副产品批发中心、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樟木头塑胶原料市

场、西樵轻纺城等。截至 2021年末，广东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

场 267 个，年成交额 5534.20亿元，其中年成交额达 20 亿元及

以上的超大型商品交易市场 52 家，实现成交额 4451.02 亿元，

占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的 80.4%。

广东大型商品交易市场相对集中于广州、东莞、深圳、佛山

和湛江等市，对提升产业集聚、辐射带动周边城市效应强。其中，

广州 112个、东莞 48 个、深圳 26 个、佛山 16 个、湛江 14 个，

五市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合计数量占全省总数的 80.9%，合计

成交额占全省成交额的 88.2%。

商品交易市场规模化发展的同时，专业化更趋明显。2021

年末，广东亿元以上专业市场 217个，实现成交额 4937.01亿元，

占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的 89.2%。

（三）实体商业业态多样化，连锁经营发展壮大。

伴随消费品市场繁荣活跃，实体商业食杂店、便利店、折扣

店、超市、百货店、专业店、专卖店等多业态齐头并进、共同发

展，连锁经营模式迅速推广、发展壮大。

1.零售业态更趋专业化、品牌化。2021 年，广东限额以上单



位专业店、专卖店实现零售额 8771.55亿元，2013—2021 年年均

增长 7.3%，专业店、专卖店数量占有店铺零售单位的 82.0%，比

2012 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实现零售额占有店铺零售额比重较

2012 年提高 9.8 个百分点。

2.连锁经营规模化发展尽显品牌特色优势。2021 年，广东限

额以上连锁总店 416 家，连锁门店 3.5 万家，分别比 2012 年增

长 11.8%和 39.1%。其中，50 亿元以上连锁单位年销售额占限额

以上批发和零售业连锁单位销售额的 55.8%；10 亿元以上连锁单

位年营业额占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连锁单位营业额的 61.8%，

其中涵盖西式、中式、正餐、快餐、茶点、火锅等各类经营主体，

各品牌凭借品牌效应、质量、服务等优势，迅速布局城市各大商

圈，直营店、加盟店等连锁规模化发展尽显品牌特色。

（四）网络零售蓬勃发展，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发展迅猛。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托信息技术应用和经济发展需求建立起

来的电子商务行业迅猛发展。广东作为贸易大省，凭借庞大的网

络用户、便捷的物流系统、区位产品优势以及各级政府和企业的

共同探索改革创新，网络零售蓬勃发展，传统零售积极转型，“互

联网+”新零售、城市商业综合体等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发展迅速。

1.网络零售高速增长，规模稳居全国首位。2013—2021 年，

广东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由 0.42 万亿元增加到 2.46 万亿元，年

均增长 24.7%，年均增速比同期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 17.1

个百分点，网上零售市场规模稳居全国首位，市场规模地位优势



明显。

2.传统零售积极转型，线上线下渠道加快融合。经济发展新

常态下，为应对消费市场新特点新变化，传统零售业积极转型，

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部分企业利用自媒体运营、移动商城、

体验式消费等方式开展新零售；从限额以上零售业、住宿和餐饮

业经营情况看，越来越多的商贸企业选择拓展线上渠道，2021

年，通过公共网络进行销售的企业比例达 22.6%，较 2014 年（此

年开始统计）提高 10.1 个百分点。

3.城市商业综合体快速增长，成为消费新亮点、主力军。近

年来，受线上消费冲击，线下消费市场中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

融合零售、餐饮、娱乐、文化、教育等多种服务功能的新商业模

式——城市商业综合体应运而生、迅速发展，成为实体消费市场

的新亮点，为消费升级提供了有效支撑。2021 年，广东有 182

家城市商业综合体纳入统计，比 2020 年增加 10 家，综合体商户

数 3.32 万个，从业人员 25.38 万人，全年总客流量 1.90 亿人次，

每个城市商业综合体日均客流量 2.9 万人次，比 2020 年增长

28.0%。全部商户实现营业额 1330.16亿元，比 2020年增长 22.5%，

增速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 12.6 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消费结构不断提质升级，新业态、新

商业模式创新发展，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起

到重要作用。展望未来，广东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



极贯彻落实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的系列政策，让消费拉动经

济增长的主引擎更强劲，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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