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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消费有望实现恢复性增长，投资仍将发挥

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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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既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又是两个百年计划的衔接点，在“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下，扩大内需仍将是年内重点工作之一，在全面促进消

费、扩大投资需求路径下，预计消费有望实现恢复性增长，而投资仍将发挥关键

作用，增长后劲不减。 

消费：随着国内疫情影响逐渐消退，消费需求有望实现恢复性增长 

去年春节期间爆发的新冠疫情对消费需求造成巨大冲击，除食品、医药等必

须品外，汽车、家电、服装等非必需品以及餐饮、旅游等服务需求均有不同程度

下滑，线下实体消费低迷，而线上消费得到快速发展，步入常态化防控后，居民

消费心理及消费能力逐渐走出疫情带来的负面状态，消费市场由低迷逐步转暖。

2020年，居民消费支出呈“V”字反弹态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

零”）当月同比增速在 2月跌至谷底后持续回升，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当季同比

的拉动自三季度实现由负转正，但全年社零累计同比增速仍为负（-3.9%），最终

消费支出拖累 GDP 累计增速 0.5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尚未实现全面复苏。 

具体来看，疫情冲击下的国内消费市场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疫情初期，在严格防疫隔离措施下，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意愿均受到较大抑

制，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一季度大幅下跌至负值，食品、医药等必选

消费品显现强防御性，可选消费品受到较大冲击，餐饮、旅游等线下服务业基本

停滞，“云办公”、“宅经济”等“互联网+消费”成为隔离期间更多人的选择，实

物商品网上消费占比快速增长。 

疫情趋稳后，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开始推进，就业需求转好带动消费能力持续

改善，线下消费场所限制措施逐步放宽，配合补贴、消费券以及各类消费季活动

等线上线下配套促销活动，促使线下商品零售及服务消费开始升温。特别是中秋

国庆双节期间，全国旅游消费在景区 70%的限流措施下超预期恢复约到去年八成。

线下消费成为拉动社零持续改善的主要力量，社零自 8 月当月同比增速转正后，

持续保持正增长。 

此外，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退。在就业、民生政策支持下，全年居

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但与去年相比速度有所放缓，其中

占比过半的工资性收入增速较去年全年下滑 4.3个百分点，收入增速放缓是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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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缓后消费回升速度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而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在疫情时有反

弹的情况下较往年有所加强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的即期消费能力，全年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仍未转正，其与居民可支配收入虽实现同步恢复，但两

者间差距较往年进一步拉大。 

图 1：疫情期间消费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2021 年，预计随着国内疫情影响逐渐消退，居民消费心理及行为基本回归

常态，消费能力有望得到恢复性增长，线上线下消费双向深度融合成为发展大趋

势；低基数效应下，预计增速在一季度达到高点后逐渐回落。 

国内疫情大概率稳中趋好，居民消费行为再次因疫情大规模受限的可能性极

低。近期，国内本土疫情呈现多点散发的特点，疫情防控压力有所加大，但在精

细化防控下绝大多数地区生产生活运转正常，1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虽较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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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下滑但仍位于荣枯线以上（52.4%），居民消费行为受疫情影响程度有限；从

长期看，境外输入病例、冷链物流仍是全年疫情防范工作重点，但在严密高效的

防控机制下，国内疫情大概率稳中趋好，随着疫苗普遍接种工作的开展，下半年

景区、影院、商超等线下消费场景防控力度以及人员流动限制措施或将而进一步

放松，居民线下消费需求能够得到有效承接。 

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望增长，消费能力或将进一步改善。去年城镇调查失业率

均值（5.6%）低于预期且已基本回落至疫前平均水平，而农村外出务工人数亦有

快速反弹，预计今年在疫情基本受控的前提下，稳就业政策支持下的居民失业情

况或将继续改善，可支配收入有望进一步增长，而疫苗接种工作的有序展开，叠

加扩大医保、调控房价、乡村振兴等民生政策推进，或将改善居民对未来的预期，

减弱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进一步恢复。 

图 2：城乡居民就业变动情况（%，万人）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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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重点消费累计同比变动情况-限额以上（%）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线上线下消费的双向深度融合发展是未来发展大趋势。一方面，疫情影响下

消费模式发生的变化仍将延续，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通过 5G、大数据等信息技

术，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线上化转变，而线上医疗健康、数字智慧文旅、

在线教育培训、智能体育等“互联网+服务”等个性化、定制化创新模式不断涌

出，为线上消费创造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电商平台的引流效应有望带动线下

商品及服务加速恢复，预计年内在精细化防控下，餐饮、旅游、住宿、商超等接

触式线下消费场景承接能力大概率向好，通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跨境电商等

线上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组合促销活动，有望带动线下商品及服务加速恢复。 

图 4  线上消费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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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连续保持增长态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达到 2.9%；民间固定资

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直至 11月转正，且占投资整体比重进一步下滑。 

从投资三大门类来看，疫情冲击下投资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50

-40

-30

-20

-10

0

10

收入总额:餐饮 零售额:汽车类 零售额:家具类

零售额: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零售额: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21.5 23.6 24.1 24.3 25.2 25.0 24.6 24.3 24.2 25.0 24.9 

-40

-20

0

2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累计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右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右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累计同比（右轴） 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累计同比（右轴）



                                       宏观展望 | 消费、投资 

 5 / 8 

制造业投资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因其顺周期特性，二季度以来随经济复苏

逐步恢复但速度相对滞后，制造业投资完成额 2020 年全年增速仍为负，是拖累

投资整体增长的主要因素，民间制造业投资热度略有下滑。但与此同时，高技术

制造业累计同比增速自 5月转正后始终高于制造业整体，医药制造、电子及通信

设备、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等高技术制造业是拉动制造业整体投资恢复的主要动力。 

基建投资在疫情冲击下 2月累计同比降至历史最低值，但随着项目开工和资

金到位，整体恢复相对较快，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自 9 月转正后趋于平缓。其中，

“两新一重”在两会后成为基建投资热点，在充电桩、特高压、5G等新老基建项

目带动下，信息传输、铁路等新老基建相关领域快速回升；而夏季汛期过后，水

利管理成为另一增长点，防洪减灾、节水灌溉、智慧水利等重大工程带动水利相

关行业投资热度上涨。 

房地产开发投资在疫情冲击下表现强韧，6月累计同比增速在三大门类中率

先转正。疫情期间，“房住不炒”仍是地产行业调控政策的总基调，疫情发生后

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一度使部分城市出现房价、地价过热征兆，但随着调控政策

趋于收紧快速回归理性，特别是 8月起出台的“三道红线”融资新规，促使企业

为加快资金回笼而谨慎拿地且推盘力度加大，房地产投资增速整体较为平稳，未

出现明显波动。 

图 5：关键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变动（%）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2021 年，预计在需求转暖、政策红利等因素影响下，投资增长后劲不减，

仍将发挥关键作用，制造业投资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将成为投资增长的重要动力，

基建投资规模将延续平台期以来平稳增长特点，而房地产投资规模在融资管控

政策收紧趋势下不会呈现过热增长态势；同样受低基数效应扰动，投资增速同比

数据整体将偏高，且在一季度出现峰值后逐步回归常态。 

制造业投资在下游需求向好、利润回升以及政策红利带动下有望企稳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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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制造业投资热情，内需随着国内疫情影响消退将进一步回升，而外贸虽仍面

临复杂形势，但由于全球经济在疫苗实现大范围接种的前提下有望实现全面渐进

复苏，考虑到上半年供给替代效应，外需大概率持续走强，而下半年或逐渐放缓。

从利润看，去年 11 月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速已回正，而 12月产能利用率已升至

2018 年以来最高点，预计在需求拉动下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速将趋于平稳，民间

投资意愿有望加强。从政策来看，“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

济根基”，“深入提升制造业质量”是今年重点工作之一，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制造业“质”与“量”的同步提升将是这一阶段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政策红利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基础再造等工程有望推动制造业投资规模

进一步回升，而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

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有望获得更多政策倾斜，成为提

振制造业整体回暖的重要动力。 

图 6：制造业投资、利润及产能利用率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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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人工智能、城际高铁等新基建因其对投资、消费增长的两头促进作用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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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基础设施固定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变动（%）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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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因地制宜、租购并举，通过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以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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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等资金供给方的分级监管，而针对融资需求的“三道红线”政策若在年内

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将使得更多房企被动调整债务结构、转变运营模式。房企

融资管控政策收紧趋势下，企业在资金压力下拿地更趋谨慎，一线城市以及优质

项目竞争更为激烈，项目建设周期或将进一步压缩，叠加因疫情、洪水延期的积

压项目陆续竣工，或使企业库存压力承压，并促使推盘力度进一步加大以快速回

笼资金，房地产投资整体不会呈现过热增长态势。 

图 8：房地产开发投资及库存变化（%、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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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年初以来的精细化防控下，疫情多点散发时有发生但影响可控，且对居民正

常生产生活影响较低，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未改变，预计随着新冠疫苗

接种覆盖人群逐步拓展，政策支持从供给端转向需求端，内需增长动力将持续显

现，居民消费心理及行为基本回归常态，消费升级发挥助推作用成为促进消费回

升的重要动力，线上线下消费双向深度融合成为发展大趋势，消费规模有望实现

恢复性增长；投资仍将发挥关键作用，增长后劲不减，制造业投资尤其是高技术

产业将成为投资增长的重要动力，基建投资规模将延续平台期以来平稳增长特点，

而房地产投资规模在“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以及融资管控政策收紧趋

势下不会呈现过热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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