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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消费关系随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和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巨大变化，

体现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层次、消费方式、消费矛盾等消费关系特征的变化。我国消费关系的演
变受社会再生产运动和消费系统中多重矛盾作用的影响，其中，社会再生产其他环节经济关系的演变
是消费关系演变的决定条件，消费系统中消费力升级是消费关系演变的直接动力，消费的支付能力差
异决定了不同群体间的消费关系，消费者的知识才能决定了不同群体的消费方式。绿色和谐消费关系
是消费关系演变的未来趋势。今后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优化消费模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升
居民消费支付能力；提升文化教育质量，提高消费者素质；完善消费相关法律和加强道德约束，构建和
谐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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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1978年党的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转移，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
新时期，走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我国消费关系也随着经济体制
的重大变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
消费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狭义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
①

的总和构成了广义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 。
早期对于消费关系的研究，大多学者从消费资料所有关系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阐述消费
关系内涵（王学文，1961；于光远，1980），或对生产与消费间的作用关系进行研究（陈湘舸，1986；
林文益，1990）。也有学者对消费力和消费关系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尹世杰，1983；程恩
富，1997）。后续对消费关系的研究主要转向将消费特征表现出的经济关系与消费主体的地位
区分开来，通过消费模式、消费方式演变等方面进行消费现状的宏观描述，梳理消费增长存在
的问题（徐长山，2001；刘乐山，2009；欧阳峣等，2016）。同时也有学者通过研究消费对象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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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阐述消费变化的原因，探讨促进消费增长的方法（杨春花，2009；尹华北和文国权，2010）。
可以看出，早期的消费关系研究主要是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消费理论框架下研究消费系统
内部运动以及消费与生产的相互作用及机理，后续的研究主要关注消费的宏观现状描述以厘
清现实存在的问题。现有研究侧重点单一，缺乏基于马克思消费理论从改革开放40年这一长期
历史演绎视角进行宏观梳理和内在演变机理的分析。
为弥补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消费关系演变的分析可从两方面进
行研究：一方面是消费资料的所有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消费的水平、方式、结构等表现出来
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消费者与消
费资料的结合是根据个人提供劳动的质与量以按劳分配的形式实现，消费者之间是平等的关
系，消费资料一部分归集体所有，即社会公共消费；另一部分归劳动者所有，即个人消费。在当
前我国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主要是通过按生产要素分配实现消费者与消费资料的结
合。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下的多种消费资料所有关系，都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起着不同的
作用，但不同消费阶层、消费群体间消费能力的差异使他们的消费存在量与质的差别，需要从
社会主义制度下居民消费演变过程中消费的特征变化来评价。
从消费关系的第二个方面来看，一切消费活动都是从需求开始的。高收入和低收入、脑力
劳动和体力劳动、城镇和农村等不同消费群体，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质量等
方面的消费活动的表现是有区别的，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消费中所处的地位和经济关
系，如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差异，实物消费和劳务消费差异等。
本文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消费理论框架，沿着历史逻辑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消费关系演变特征，阐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关系演变路径；分别从社会再生产运动和消费
系统内部两个层面，分析我国消费关系演变的内在机理；展望未来我国消费关系发展新趋势，
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关系演变特征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体制完成了计划经济至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制度优化极
大提升了经济效率，多元化经济主体促进技术水平升级，演变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
识经济——数字经济的经济发展路径，消费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消费水平实现跨越式增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国民经济伴随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呈阶段性增长，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宏观经济的改善，促进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升。1978年
开始，中国改革开放步入探索阶段，我国经济体制逐步在计划经济内引入市场机制，市场机制
作用使得经济效率取得初步提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大大提升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格局，居民消费水平尤其是农村居民消
费水平在制度优化过程中实现了突破性增长。1978年至1984年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
①

率达到14.48% ，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高达29.8%，是城镇居民的2倍多。经济改革
初期（1984–1992年），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过渡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中共中央明确提出
②

“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改革的重点由农村逐步转移到了城市，改
① 本文所有统计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8–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原始数据，或经由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得来。
②1984年10月20日召开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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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深度和广度较前一时期有显著发展，国民储蓄上升为居民潜在消费能力提供了动力，全国
居民消费水平大幅提升，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较前期增速放缓。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公有制经济实现方
式逐渐多样化，政府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市场化机制作用推动生产领域技术水平迅速提
升，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促进了国民财富积累。伴随迈入21世纪的脚步，我国完成了“三步走”战
略的前两步，城乡居民生活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
期，经济逐渐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一时期全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与农村居
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基本持平。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明确了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要让管理者才能、资本、信息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由此带来居民收入来源多样化，
即期消费能力快速上升，到2017年年底，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18 322元。

①

（二）消费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市场的作用刺激多元经济主体提高生产积极性和技术水平，
多种要素参与分配调动居民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居民财富积累，人民需求产生了由基本
温饱需求，到满足基本小康的高层次物质需求和基本精神需求，再到全面小康满足美好生活的
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转变，居民消费需求阶段性升级，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体
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居民基本生存需求占比逐渐减小。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水平低下，物质资源匮乏，
居民消费受物质资源限制且以满足生存需求为首要目标，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
很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释放出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物
质和服务日益丰富，使居民的消费由单一生存型消费逐渐被质量享受型消费取代。数据显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呈下降态势，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
②

降至2017年的28.6%，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至2017年的31.2%。 根据
③

联合国对恩格尔系数档次的划分 ，2003年我国总体达到小康水平。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
数达到29.3%，首次突破30%，居民用于食物的支出已不再是消费的主体部分，居民消费需求向
多元化转变。
第二，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趋于同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发展可以归结为
以重工业生产——侧重消费资料的轻工业生产——以先进工业技术为核心的生产——以现代
化建设为目标的生产的发展路径，随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加快，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呈
现与产业变迁同步的升级趋势，整体呈现追求基本生存物质资料——追求丰富物质文化资料——
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发展路径。
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以农业、手工业和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多由以农产品为生产资料的
生产为主导，消费品短缺且种类单一，一方面居民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其消费需求以生活必需品
为主，另一方面消费品匮乏无法支撑居民多样化消费，大多数产品需要以定量票据进行购买。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工业化战略选择从单纯发展重工业转向消费导向型工业化道路，
消费资料生产比重逐渐上升，轻工业增长逐渐由以农产品原材料生产为主导向以非农产品原
材料生产为主导过渡，居民流行消费品以自行车、缝纫机等初级非农产品为主。在20世纪90年
①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
t20180228_1585631.html。
③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发展阶段衡量的一般标准为：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
40%–50%为小康，30%–40%为相对富裕，30%以下为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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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随着居民收入和储蓄的增加，居民消费从基本温饱需求转向基本小康的高层次需求，电视
和冰箱等家用电器成为当时消费的风向标。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开始大
规模参与生产，带动我国汽车制造业、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等迅速发展，工业化规模迅速扩大，
服务业占比逐年上升，我国进入规模大、数量大、增速快的高速发展时期。汽车、电子产品、文
娱服务产品等成为消费的新重点，外国品牌及进口产品消费逐步占据较高比例。互联网时代
下，居民对精神消费需求有所提升，享受型消费成为主流。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确立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道路，以高质量、高技术为特征的现代化生产促进了产业结构和产品性能进一步优化，
居民的平等、绿色、个性化、体验性消费理念逐渐形成，从居民早期的物质满足上升至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从传统生存型、物质型消费向发展型、体验型消费转变，对消费过程中的服务体
验成为非物质消费需求的新方向。

（三）消费层次产生差异性分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差异和多种分配方式决定了居民劳动收入的差异，不同地区经济
发展程度形成区域间居民收入分级，从而对居民消费的支付能力产生直接影响，消费层次逐渐
呈现不平衡性的差异化分级。同时，消费理念、消费需求自然地构成差异性偏好的不同消费群
体，从而产生多样化消费层次。
第一，收入水平差异引致的消费层次分级。改革开放初期，公有制经济占主要地位，劳动收
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基本生活资料主要以定量票据凭票获取，消费水平受物资短缺制
约。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扩大了居民收入来源，多种
要素参与分配，逐渐引起城镇和农村不同行业居民收入水平分级，财富主要积累在从事智能化
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等复杂劳动行业人群，居民支付能力逐渐差异化分层。根据国家统计测算
①

划分 ，2017年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组的10.9倍，城镇居
②

民人均收入中位数是农村居民的2.8倍。城镇居民中高等收入群体 以及农村高收入组是全国
③

消费的主要动力人群，他们的人均消费约为城镇和农村低收入组的3倍。 居民消费能力受到收
入水平制约，呈现出高收入高消费、低收入低消费的消费分级。
第二，区域发展差异引致的消费层次分级。我国产业结构发展呈东、中、西三梯度，东部地
区作为早期改革开放的重要区域，非公有制经济活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化的产业结构促使
东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与中部、西部地区产生差距。西部地区生产主要以围绕自然资源开采的
基础工业和农业为主，资本、交通、市场资源等要素的短缺抑制了西部地区民营企业、个体企
④

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水平较低。从数据来看（见图1）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地
区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趋于一致，差异程度较低。此后，东部与中部和西部地区消费水平逐渐产
生差距，且该差距日趋扩大，截至2016年，东部地区的人均消费水平是中西部地区的1.6倍。
第三，消费需求群体差异引致的消费层次分级。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偏好导致需求差异
化。例如，从个体身份差异来看，由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的独生子女
家庭中，父母正逐渐进入退休阶段，中青年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压力形成巨大的高端养老服务
① 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平均分为五个等份，处于最高20%的收
入群体为高收入组，依此类推依次为中等偏上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低收入组。
② 此处中等收入群体包括五等份原则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
③ 数据来源：经由国家统计局网2017年全国居民收入五等划分人数和人均消费计算得出。
④ 数据来源：经由国家统计局网1993–2016年各省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口测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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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相应的消费人群。对于有适龄在校生的家庭，会对专业教育服务产生需求；从产品层级
差异来看，以品牌价值为偏好的群体相比以价格低廉为偏好的群体拥有更高的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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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16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消费水平演变

（四）消费方式产生技术性升级
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带来消费方式的技术性升级。计划经济时期，定量票据和现金是居民
获取消费资料的主要媒介，居民在物质条件约束下进行以解决基本温饱问题为目标的实物型
消费。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的革新带来居民消费方式多样化，满足消费个体精神体验的消费方
式逐渐占据重要地位。
第一，信用消费成为消费主要手段。改革开放前期，我国金融服务以线下现金业务为主，信
用消费在“银货两讫”的消费方式时期并不常见且通常以口头约定为主。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和
大数据应用构建了现代消费方式，信用制度逐渐应用于消费领域并影响消费者行为。一方面，
信用制度使得消费者在享受信用服务的同时也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现代消费是在有形或无
形的信用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居民在消费环节中发生信用违约会产生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另
一方面，信用评级的鼓励措施进一步促进消费者消费。信用服务受众广、门槛低，生产经营者
往往会加大优惠或为信用良好消费者提供以信用为担保的消费，比如高等级的消费者可在租
房、租车时享受免押服务等。
第二，信息消费成为消费主流。基于大数据平台，作为信息源头的消费资料供应者将所提
供的服务、商品信息提供至作为信息中转站的应用产品生产经营者，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终端对
所需信息进行筛选，通过移动支付平台或线下支付方式完成线上线下互动消费。当前，我国居
民在购物、住宿、交通、餐饮、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新型信息智能化消费快速增长，据统计，
②

2017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4.5万亿元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信息服务消费也从基本
① 根据国家统计划分东部地带、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
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11个省份；中部地带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
省8个省份；西部地带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2个省份。
② 数据源自2018年8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的《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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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需求转向应用服务和数字信息消费，居民版权意识也得到了跨越式提升。居民利用移动终
端实现线上消费、线上或线下体验的联动消费模式，消费逐渐趋于共享化、互动化、多元化。
第三，体验性消费成为消费主要趋势。新时代，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实现物质资
料的丰富，更多体现在个体心理的满足，居民的消费目的将由“满足欲望”逐渐转向“打造理
想”。随居民可消费支出上升，居民消费将呈现精神需求在居民消费中占比逐渐上升的态势，价
格因素不再成为消费的唯一参考标准，对产品自身特质的要求、品牌追求以及服务过程体验逐
渐成为消费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体现消费者个人差异性标签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是当前消费
者关心的焦点，表达消费者自身的价值主张逐渐成为年轻消费群体的新特点。
第四，追求使用权型消费成为消费新方向。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居民可通过移动终端应用
平台实现资源共享，线上交通工具、房屋、衣物、数码电子产品等新型租赁消费模式涌现，表明
消费不再是单一的支付——商品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移过程，产生了在信用制度框架下的信
用评级——产品使用权转移——支付的过程。比如，当消费者在应用平台信用评级合格，消费
者通过直接免押先获得商品的使用权，最后完成支付过程。这种新的消费方式涌现促进服务业
消费快速增长，成为大众消费新热点，共享型消费逐渐成为主流。

（五）消费矛盾凸显并趋于复杂化
消费关系包括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同时还蕴含消费过程中消费与自然的关
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者消费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逐步深化和拓展，消费过程中人的关
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复杂化。
第一，消费活动多元化，消费主体权益受到的侵害在加重。生产经营者逐利目的与消费者
对消费资料物美价廉的要求两者间的矛盾是持续存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消费者与生产者、经
营者之间形成强弱利益对比格局，消费过程中的不平等使消费者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一方面，
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决定交易的非公平性。现代生产商、经营者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实现信息垄
断，通过不正当宣传隐瞒服务缺陷、潜在危害，“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
影响市场秩序。另一方面，生产经营者失信成本较低，消费者交易安全无法保障。企业逐利的
特质驱使部分企业以交易消费者信息等手段，牟取不正当利益。独立消费个体经济实力较弱决
定了消费者处于消费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致使消费者维权困难。
第二，存在消费不经济行为，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
有限物资制约并实现基础建设和消费资料迅速提升，我国以重工业和以生活资料生产的轻工
业为发展重点，重数量和速度，轻质量和环境，这在促进工业化迅速发展和物质财富日渐丰富
的同时，也致使资源与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资源迅速枯竭，环境污染严重。消费者在享受工业
化带来物质资料丰富成果的同时，其消费行为也间接促使环境进一步恶化，生产不经济与消费
不经济同时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路径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科技创新和智能化发展有效地促进了
产业结构升级，落后产能逐渐迁移或淘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消费资料品质优化。
但同时，居民消费层次随生活水平提高进一步升级，更多人群追逐消费高端化、奢侈化，消费
过程中的过度消费、不文明消费等消费不经济行为成为普遍现象。外卖物流的过度包装、电子
数码产品更新周期缩短导致高淘汰、消费废旧处理严重滞后等问题日益严重。

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关系演变机理
消费关系，归根结底主要是物质利益关系，其中消费是人们物质利益的实现过程，消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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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最终实现。首先，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费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是
不能独立于社会生产的，必然受到生产、分配、交换的影响，消费关系演变是受生产关系、分配
关系和交换关系影响而变化的渐变过程。然后，消费系统中，消费力变化对消费关系演变起到
直接作用。最后，随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民文明程度提升，绿色和谐的消费关系是消费关系未来
的演变趋势。

（一）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的演变是消费关系演变的决定条件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过程中，“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
①

互间的一定关系” 。四环节相互作用，组成错综复杂、不断运动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发展
的再生产过程中，消费作为终点，其演变是由生产、分配、交换的作用决定的，一定的生产关
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形成了特定的消费关系。
首先，生产关系决定的消费资料丰富程度及其分配体现消费关系的性质。马克思认为，生
②

产“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 ，不同生产关系下，有着不同的消费关系。资本主
义社会，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通过消费活动的完成实现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占
有。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不是生产的直接目的，而成为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实
③

现手段，“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 ，存在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性
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不存在这种冲突矛盾，消费是全民的消费，生产的目的是
消费。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下，消费资料由政府主导的国营企业按指令进行
生产、分配，消费活动主要以供给制由国家计划统一进行，物质资料受落后生产力制约而非常
匮乏，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方式垄断消费资料，居民自主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较低。随着市场经
济制度改革，我国经济制度由单一公有制发展至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重要比重的多种所有制
结构，消费资料分配多元化，市场作用推动经济效率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进而实现了消费
资料的极大丰富化。非公有制经济范围内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差异以及不同居民集团、不同阶
层间的劳动差异和其他生产要素差别导致个体消费资料分配差异，消费关系日益复杂。
其次，分配关系决定的消费个体地位差异导致消费关系的消费力差异。马克思认为：居民
所拥有消费资料的质和量，取决于由特定分配关系决定的对消费资料的消费力，“社会消费力
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
④

基础的消费力” 。在资本主义按资分配制度下，劳动者的消费力服从于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剩余
价值的目的，资本家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动者工资以追求更多财富积累，资本家和劳动工人对消
费资料的占有存在极大的利益差距。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下，政府通过计划
指令调节消费资料的分配以控制物资不足限制下的居民需求，按劳分配是个人获得消费资料
的主要分配规律，不同阶层、不同居民通过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可以“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
⑤

社会全体成员支配” ，居民消费资料分配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居民劳动质和量的差异。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随着生产力发展，掌握核心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的劳动者逐渐开始参与生产经营活
动，资本由单一的物质资本扩展到包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更为复杂的资本组成并参与到生
产投入和产出利润的分配中，个人资本、技术、管理者才能等要素参与生产活动并参与分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④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27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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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大改善居民财富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使得居民收入水平产生分级，使得不同居民群体间产
生消费能力差异。
最后，交换关系决定的消费消费资料的过程体现着消费关系的实现。交换和消费受生产力
①

发展水平的影响，“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情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 ，交换
是产品生产到消费的流通环节，生产力越发达，交换的层次就越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换
经历了商品—货币—商品的过程，随着经济和技术不断发展，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不断升
级。计划经济时期物质资料短缺，消费资料以用于生存必须的生活消费品为主并以凭证为媒介
实现交换，交换规模小、层次低。随着市场机制在分配中作用的发挥，交换主体在个体经济、民
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逐渐发展过程中得以进一步扩大，交换客体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升级，具
体表现在消费品在科技创新和生产力推动下实现质量和数量上的提升。与此同时，交换方式从
以传统纸质货币为媒介向以电子货币及信用货币为媒介逐步深化。在以纸质货币作为交换媒
介条件下，消费者在向生产者或经营者支付货币的同时获得商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当前网
络信息化时代，交换载体的丰富和交换方式的升级使得消费跨越时间、空间阻碍，消费者以新
型租赁方式在无需支付高额成本的前提下获取消费资料使用权以及消费体验感，虚拟货币和
线上交易渠道的产生使信用消费和信息消费得以实现。

（二）消费力升级是消费关系演变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的消费力内涵，或者说消费能力的含义，并不等同于消费者购买力。它既包括购买
力，还包括消费者的知识才能等内容，“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
②

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们将消
费力划分为自然消费力、社会消费力和绝对消费力，即将消费力从居民自身需要、特定社会生
产关系以及购买力等角度进行划分。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来看，人的消费力可从三个方面
概括：第一，体现了不同分配关系下的人的支付能力；第二，体现了受消费者知识文化制约的
消费理念；第三，体现了由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的消费资料等级。与生产领域生产力的发展决定
生产关系一样，在消费领域中，由消费力决定的消费个体间的社会消费力和绝对消费力的差
异，决定了不同群体间的消费关系。
首先，消费的支付能力差异决定了不同群体间的消费关系。一般来说，收入水平直接决定
有消费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消费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要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
③

总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 ，收入水平直接
决定需求，也就决定了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力。一方面，生产条件和生产力水平不同决定了劳动
者收入水平差异，进而引起个体消费支付能力的差异。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高极大地
推动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积累，例如，城镇生产力水平高于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地区，城镇居民
货币收入、享受的保障福利高于农村居民，因而城镇居民商品性消费高于农村消费群体。另一
方面，生产中的劳动差异影响收入分配，从而导致个体间消费支付能力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掌握先进技术和拥有高知识水平的劳动者通过多种分配方式参与生产投入和利润分配，多
元化收入来源提高了脑力劳动者收入水平，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和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
间的支付能力逐渐产生差距。
其次，消费者的知识才能决定了不同群体的消费方式。消费力是“个人才能的发展”，消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
③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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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及其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 ，这种需要是以个人科学文化水平的
②

提高为基础的，其“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 消费者才能对消费的影响，可归纳为
两个方面：其一，消费者知识才能影响消费者消费消费资料的能力，消费者具备的知识水平决
定购买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的发挥。譬如，电脑消费群体中部分人以电脑作为工具使用，也同样
存在部分人将电脑视为影片播放器。其二，消费者文化水平影响个体消费理念的塑造。文化教
育水平培养、形成并提升了消费者愈加先进、文明的消费理念，人民不单纯满足于基本生理需
要追求，高品质物质消费、精神消费、发展消费成为当前消费热潮。消费者在获得消费带来满
足感的同时，逐渐树立权益意识，体现为消费者消费过程中的个人权益保护意识以及版权保护
意识。
第三，一定生产技术水平决定了消费发展趋势。特定的生产力决定了消费资料的范围、质
③

量以及消费方式的发展程度，“生产生产着消费” ，生产力发展趋于智能化，消费力也趋向智能
④

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 。科学技术发展，信息
化、智能化进程中产生了“这种新人”，他们拥有进行智能化消费的能力，广泛进行信息消费、
智能消费。信息化消费促使居民消费打破时空限制，通过信息技术，将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集
成为一体，消费者可通过互联网实现线上线下互动消费。智能化生活方式也逐渐融入居民生
活，消费者运用消费指令，通过后台大数据信息平台进行智能化操作，享受各种消费便利。科
学技术发展，决定了多元消费的集成消费关系。

（三）绿色和谐消费关系是消费关系演变的未来趋势
消费关系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相互影响和消费领域内部消费力的作用下，其演变路径归
根结底是基于人民需求沿着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道路演变的，政策制度的选择以解决各时期
主要矛盾为目的，消费关系演变与社会矛盾演化相适应。从我国消费关系演变实际来看，我国
消费关系演变是在消费主体间、消费主体与客体、消费与自然的矛盾作用下沿着满足人民物质
利益需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路径发展的，最终实现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自然间的
绿色和谐关系。
消费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问题的核心是人的生存利益。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中人与自
然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在人的生产活动中消费资源对自然产生影响的同时，自然会反
作用于人的生活生产，存在人类经济生活与生态自然发展的矛盾。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化生产
基于满足居民基本消费资料目标采取资源消耗式生产，短期内实现了消费资料的丰富，但也引
发资源过度消耗、环境破坏等问题，居民生活质量快速下降。人作为生产的主体也是消费的主
体，其过度消费行为使人与自然的矛盾进一步深化，自然环境恶化逐渐影响居民生存环境，同
时人为了改善环境付出了高昂成本，制约了生产力发展。随着技术进步以及人民文化水平的提
升，生产消费由量的满足升级至质的满足，环保、可持续的绿色消费理念将成为今后主流的消
费理念，居民将追求绿色出行、绿色旅游、绿色饮食等可持续消费。绿色消费理念引导消费者
将消费活动约束在不打破资源环境平衡可承受的范围内，实现消费与自然间的和谐。同时，绿
色消费是公平、适度的消费，居民在享受消费资料权利的同时要承担维持环境可持续的责任和
义务。公众通过居民消费方式和消费客体的选择对消费者进行素质道德评价，同时社会通过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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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和社会责任承担的评价进行监督，这就将人民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社会评价和自我
满足、权利和义务联系了起来，有利于促进人民知识才能和企业责任意识提升以及社会文明进步。

四、 总结及政策建议
①

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人的发
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其中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实现合理消
费，也就是说，消费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人”。
消费关系演变是一个渐变式过程。改革开放前期，由于物资匮乏，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无
法得到很好的满足，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进入新时代，人民
的需要不再局限于基本物质文化要求，经济的发展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此要解决
②

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使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
在消费领域，物质文化的“量”已不再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消费者追求
高质量、高科技、高服务的消费模式，在消费过程中不仅追求自身的物质和心理的满足感，而
且更加注重绿色可持续的消费产品和服务，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消费。因
此，构建以人为本的绿色和谐消费关系，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和目标。这就要求
消费资料的生产要实现量和质的双重提升。
第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优化消费模式。（1）加大对个人、企业科技创新的激励，提高创新
项目的成功率和转化率。先进的生产技术、信息技术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模式，随着科技不断创
新，将有大量的新产品、新服务涌现，这将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变革消费模式，催生跨越时
空、线上线下、体验共享等多种消费业态的兴起。（2）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
运用。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信息网络互联能够促进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高效耦合和精准对接，减
少消费者选择的时间与试错成本，同时将信息化数据转换为生产力，引导企业提供符合消费者
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促进消费模式重构，带动产品和服务创新升级。智能化为各行业提
供发展动力，使产品及服务更加贴近、适应消费者需求，减轻人的负担，改善居民生活方式，带
来新的生活体验。（3）完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加大对个人、企业创新科技的产权保护，提升全
民创新积极性和消费群体的文明消费意识。
第二，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升居民消费支付能力。（1）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要提高居
民收入水平，建立健全居民收入增长长效机制，力求实现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比增长，缩小
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差距。（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促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全和各
项标准的提高，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健全现行养老保险“双轨制”；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多渠道安置产业结构调整所影响的职工，加强对困难人群的就业援助和帮扶工作，
推进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扶贫工作，积极扶持生活困难群体自主脱贫，实现精准脱贫。（3）不断
提升就业水平。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满足多层次劳动者不同就业需求；规范劳动力市场
秩序，完善扶持自主创业政策，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促进多种形式就业；促进高
质量就业。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大对消费者的培训力度，提高消费者的综合素质。（1）加大文
化教育投入，提高消费者科学文化水平，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要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
果尤其是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必须增强需求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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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对供给侧结构优化升级的适应性，即随着供给侧结构优化升级，需求侧结构也必须跟着优
化升级。消费者的消费能力需要培养，消费需求需要创造。为此，要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培训，
使消费者积累丰富的消费知识，创造消费者新的消费偏好，开拓消费者新的消费领域，让消费
者更快接收新的消费资料，从而创造消费者对新消费品的需求。（2）通过宣传提高消费者的个
人权益保护意识和能力，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文化教育缺失的消费者，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
意 识 薄 弱 ， 容 易 遭 遇 欺 诈 ， 蒙 受 损 失 ， 难 以 维 护 自 身 合 法 权 益 。 （ 3） 培 养 消 费 者 合 理 的 消 费 理
念。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消费理念的支配，要努力使消费者树立合理的消费理念，使消费者不
盲目追求流行、奢侈、畸形消费，形成绿色、节约、和谐的消费行为。
第四，完善消费相关法律和加强道德约束，构建和谐消费环境。（1）通过制定并实施消费政
策来引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调节消费市场消费结构，进而促进经济绿色协调平稳较快发
展；（2）加强监管，在消费品生产责任上，增强生产者、销售者对于产品质量的法律责任，提高
违法成本，严惩违规违法企业，营造公平、安全、和谐的消费环境；（3）树立正确的消费道德规
范，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引导消费者自觉抵制浪费性消费、破坏环境性消费、不诚
信性消费，实现适度消费、低碳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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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consumption relations have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with major changes in economic operation: Firstly,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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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level achieves leapfrog growth, residents’ income sources are diversified, and
immediate consumption capacity is rising rapidly; secondly,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has
changed fundamentally, the proportion of residents’ basic living needs has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the consumption demand is synchronized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rdly, the consumption level produces differentiated classification, including the levels of
consumption caused by income differences, the levels of consumption caused by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and the levels of consumption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of consumer
demand groups; fifthly, consumption contradictions become highlighted and complicated,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nsumption activitie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re being violated
gradually, and there are consumption uneconomical behavior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consumption relations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contradictions in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movement and the consumption system, that i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nsumption relations,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 in other link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s its decisive condition, and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power is its driving force. Regulated by multiple factors and
people’s demands, China’s consumption relations will eventually show a green and harmonious
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We should follow the law of the consumption relation evolution and
base on the realization of a better life for the people in the new era to build green and harmonious
consumption relations. We should make efforts on optimizing consumption patterns under the
guid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roving residents’ consumption capability by firmly
enhancing the regul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developing the quality of consumers through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ultural educ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harmonious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by means of perfecting relevant laws and strengthening moral restraint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onsumption relations; consumption capability;
evolu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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