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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重

大课题，所有人都在问，“进入老龄化社会后，

当失去庞大的主力消费人口支撑，经济还会

继续快速发展吗？”对于酒业来说，这同样是

一个问题。最新预测显示，到 2050 年左右，

我国 65 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四分

之一，那么，主要由中青年支撑的酒业消费，

未来会呈现怎样的变化？

老龄化加速，酒业增长空间还有多大
业界认为，酒类企业借助于“大健康”的理念，可有效对冲老龄化造成的适龄消费人口下降的影
响，从而使中国酒业以更为多元的形象面向新时代。

本报首席记者 杨孟涵 发自北京

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无疑提

升了传统产业的效率，也激活

了消费，而对于中国酒业来说，

快速发展的大健康产业也将在

一定程度上“对冲”老龄化带来

的负面影响。

“悲观的人都是看到压力

和不利的地方，乐观的人总是

能看到机遇。人口老龄化实际

上是中国大健康产业的黄金爆

发期。”花长春表示，随着技术

发展，社会保障完善，老年人观

念也会升级，医疗用品、保健

品、饮料服装会成为大的需求。

他认为，白酒在海外不认

为是健康产业，但是中国文化

里面认为白酒行业是健康产

业。老年人在家里面小酌三杯

是有益身体健康的。酒怎么和

大健康结合也是值得挖掘的。

不光要面向年轻人群体，还要

面向老年人，酒业仍有很大的

空间。

“我们认为，大健康产业在

未来五到十年有一个明显的上

升。这是值得我们市场去挖掘

的。”花长春对大健康产业的未

来表达了乐观。

数据显示，2014年～2019

年，中国的大健康产业整体营

收保持持续增长，规模大概是7

万亿元左右，占GDP比重6到

7%。当前这个产业在美国占

到 17%～18%。预计 2020 年

将 超 过 9 万 亿 元 ，增 幅 达

32.1%。那么，落实到酒业，“健

康”概念的产品到底发展到什

么程度？

在业界看来，传统上主打

“健康”概念的，多为各类保健

酒。2010年，全国保健酒产量

仅为18.42万千升，市场规模为

67.50 亿元，2018 年则上升为

97.68万千升和345.40亿元，9

年时间分别增长 4.3 倍和 4.1

倍。有专家预计，2020年中国

保健酒行业市场规模将达437

亿元。

其中，劲牌更是超过了百

亿体量，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其

推出的劲牌毛铺苦荞酒，上市

一年半即在2014年当年实现

收入超过5亿元，目前已经迈向

了数十亿级体量。传统的白酒

企业也纷纷涉足大健康领域，

泸州老窖开发绿豆大曲、汾酒

助力大健康产业项目增资竹叶

青品牌、五粮液等名酒企业也

在“大健康”领域有所行动……

业界认为，酒类企业借助

于“大健康”的理念，可有效对

冲老龄化造成的适龄消费人口

下降的影响，从而使中国酒业

以更为多元的形象面向新时

代。

大健康产业对冲老龄化影响

一方面，老龄化的程度在

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世界第

一的人口基数以及经济转型

带来的发展前景，都有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化解业界的担忧。

在花长春等经济学家看

来，我国的老龄化虽然在加

剧，但是未来还会出现新生人

口的高潮——90年代新生儿

下降，是因为60年代末70年

代初初生小孩下降，下一个波

次的高峰，会在 2025 年～

2028年出现。

初生人口的几个波次高

峰，势必会给今后的消费市场

构成正面影响。

“毕竟中国总人口还没有

负增长，我们还是持续上涨。

随着人口老龄化消费力会持

续提升，这个对于消费服务业

带来明显影响，消费在未来五

到十年是非常好的发展黄金

期。”花长春如是表示。

此外，中国庞大的人口基

数，也成为消费市场的基础所

在。14亿的人口，4亿的中等

收入群体。按照花长春的说

法：“虽然中国的人均GDP、可

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额度仍

然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但是

基于庞大基数，中国已经成为

或者说和美国并列的全球最

大的消费市场之一。”

依照资本市场角度来看，

中国过去的高增长在很大程

度上源于投资驱动，但是在如

今新经济条件下，在国际国内

双循环格局下，这个趋势发生

着变化。“我们的总体投资需

求将会在未来几年持续回落，

所以，这个经济结构有一个自

然而然的变化，需要由投资驱

动型经济向非驱动型经济转

化。”花长春认为，在这样的态

势下，“内循环”就显得分外重

要。

一改投资驱动为非驱动

型经济，既有中国经济大转型

的内在推动，更有新技术、新

经济条件下的多元因素融

合。

“新技术变革将会颠覆旧

的生活生产方”，5G、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

等正快速融入经济的各个领

域与消费的各个方面，就连此

前依赖于现场消费的生鲜，都

在借助于互联网和物流业的

发展而快速实现电商化。

业界认为，无论是酒业还

是其他产业，都将依托庞大的

人口基数和成功转型的经济

模式而继续得到提升。

“双循环”下消费仍有上升潜力

“65岁以上的人口将急剧

上升，到2050年左右将超过3

亿人，甚至这个结构在2030

年左右也可以大体看到。”国

泰君安安全所全球首席经济

学家、董事总经理花长春日前

出席在泸州举办的“国际酒业

发展论坛”时，做出上述预测。

“国际酒业发展论坛”的

主题立足于国际国内双循环

背景下的高质量发展，花长春

当日的演讲，则侧重于从资本

市场角度怎么看待经济和消

费行业。

实际上，从资本角度看待

消费行业，既着眼于当下，也

着眼于中长期趋势。

按照短期表现来看，此前

业界认为疫情冲击过后，国内

消费市场会出现爆发性增长，

或报复性消费。但是，根据相

关调查，这样的状况并未出

现。花长春总结称，“因为中

低收入阶层整体收入水平受

到很明显影响，尤其是我们服

务业、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就

业率下降10到15%。收入增

速也偏低导致整体消费偏

弱。”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今年

前9个月中国储蓄存款新增

10.1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新

增1.6万亿元。正常情况下，

新的储蓄存款应该在5万亿元

左右，现在是10万亿元。储

蓄存款增加反映着消费市场

的变化——其一是收入下降

而导致的消费能力不足，其二

则是因疫情限制而消费不出

去。

来自资本市场的观点显

示：从中长期来看，对消费影

响最大的，一为人口，二为新

经济。人口因素被置于首要

位置，在花长春等经济学家看

来，未来20到50岁人群，也即

主力消费人口将会持续下降。

按照一般统计，25岁～55

岁的人群是酒业的主要消费

者，他们处于事业初期、上升

期、稳固期，对酒类的社交性

消费、礼仪性消费需求较大。

而小于、超过这个年龄段的人

士，或为求学期、或为退休人

士，出于学业、健康等考虑，加

上经济能力的限制，对酒类的

消费需求大为下降。

根据 1956 年联合国《人

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

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

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

时，则意味着已经进入老龄化

社会。

也就是说，按照我国的老

龄人口数量，现在以及未来很

长时间内，都会受到老龄化社

会带来的消费力下降问题的

困扰。

2050年老龄人口或达3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