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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数字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实现
新旧动能转换的巨大推动力之一。接下来
数字消费会向哪些领域进行拓展？该如何
打造更安全可信、公平有序的数字消费环
境？在 2022 年，数字消费会呈现怎样的发
展趋势？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
了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许英
明，他对此做出相关解答。

问：随着数字消费范围的不断扩大，未
来数字消费会有哪些新的拓展空间？

许英明：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
的背景下，线下消费仍然受限，线上消费渠
道比重快速提升，以网络购物、直播、视
频、娱乐和数字文化、在线医疗等为代表的
数字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发展，其在居民
日常消费过程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未来，数
字消费主要是向数字内容服务消费、传统消
费数字化赋能和下沉市场数字消费潜力等方

面拓展。
向数字内容服务消费拓展。随着数字消

费带来的参与感、仪式感和幸福感的提升，
以及数字化渠道的多样化和多元化，消费者
对在线文娱、在线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可
穿戴设备、智能健身器械等数字服务和产品
的需求会进一步提升。

向传统消费数字化赋能拓展。传统商业
企业和商圈将进一步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
加强数字化、信息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推广，
进行智慧化改造，持续打造沉浸式、体验
式、互动式消费场景，涌现出更多智慧商
店、智慧餐厅、无接触配送、情景式消费等
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新体验。

向下沉市场数字消费潜力拓展。以广大
乡镇和农村为代表的下沉市场是新一轮消费
升级的主战场。目前，在下沉市场，智能手
机已成为新消费工具，电商和直播已成为新

消费渠道，数字有望成为新消费内容。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
将逐步完善，农产品可电商化水平将大幅提
高，下沉市场的数字产品和服务需求将得到
进一步激发。

问：随着人们对数字消费的安全意识、
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应从哪些方面打造更安
全可信、公平有序的数字消费环境？

许英明：安全可信、公平有序的数字消
费环境是推动数字消费市场健康发展的保
障。可以从创新数字消费监管方式、畅通生
产—流通—消费循环、强化数据安全和隐私
保护等方面更好维护数字消费秩序、构建数
字消费生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创新数字消费监管方式，维护数字消费
秩序。针对数字消费与传统消费在商业模式
和监管难度等方面的差异，围绕数据、竞
争、平台等领域，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

《电子商务法》《数据安全法》《关于促进平
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
规，健全行业标准，推动数字化赋能监管方
式，创新信用监管、标准监管和风险监管方
式，打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畅通生产—流通—消费循环，构建数字
消费生态。开展数字化转型赋能行动，推动数
字商务技术创新，促进数据资源赋能实体经
济。开展“数商兴农”行动，推动电商与快递
物流协同发展，提升新型消费基础设施通达
性。开展消费数字化升级行动，培育消费新模
式新业态，促进品牌消费、品质消费等。

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保障消费者
权益。针对信息不对称、算法设局、数字鸿
沟等可能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途径，利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化工具，
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相关主体的数据收集、存
储、传输和使用行为，同时，充分发挥行业

组织作用推动行业自律，并加大对违法违规
和侵害消费者行为的惩处力度，形成对不法
行为足够的震慑力。

问：在新的一年，数字消费发展趋势如
何，将在哪些方面承担更大的作用？

许英明：数字经济正改变人们消费理
念、行为和行动。在数字化助力下，更多高
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供给，将更好满足和激发
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

2022年，促进数字消费将成为北京、上
海、广州、天津、重庆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建设的重要内容，沉浸式体验、AR 购物、
跨界融合服务等情景式、场景化的数字消费
将持续快速发展，进一步提升消费品质、引
领消费趋势、促进消费升级。

2022年，数字消费仍将成为新型消费的
亮点，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下，进一步推动消
费供给的优化、消费体验的提升、消费仪式感
和幸福感的增加，助力消费回暖。

2022 年，数字消费将打开内需增长的
新空间，持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
性作用，可为中国稳定国内消费、推动经
济持续复苏、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方面承担
更大作用。

（采访/整理 本报记者 李 贞）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十四
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指
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
任务和保障措施。在提到打造智慧共
享的新型数字生活时，《规划》提到

“培育一批新型消费示范城市和领先企
业”“培养全民数字消费意识和习惯”。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去
年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
书》，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9.2万亿元，占GDP的38.6%，居世
界第二位；增速同比上升9.7%，位居
全球第一，这标志着数字经济产业已
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

其中，数字消费是推动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促进国内需
求加快恢复、持续扩大的重要力量。近
年来，以网络购物、网络直播、数字文
化、在线医疗等为代表的数字消费新业
态、新模式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人们
的消费习惯。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数
字消费新亮点频出，各项新技术加速落
地应用，发展前景令人期待。

催生新业态
助力城市空间改造

“数字消费是指消费市场针对商
品的数字内涵而发生的消费。”清华
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朱岩认为，数字
经济时代，无论是工程机械还是日用
百货，都需要具备数字内涵、文化内
涵。当产品被赋予数字性能之后，消
费模式就会相应发生很多改变，继而
给市场注入新的活力，给企业带来新
的发展机会。

许多城市已经看到数字消费的潜
力，大力支持相关新业态的发展。

年逾八旬的浙江省宁波市市民张
林，患有高血压，并发肾功能减弱。

去年，家人为他注册了“宁波云医
院”系统，能够在线预约专家医生云
问诊。到了约定时间，张林在家中通
过视频和医生讲述自己的症状。医生
调阅他的健康档案，结合确诊信息，
开出了电子处方并将处方提交至“云
端”。一天后，张林收到了配送到家
的控制高血压的药物，很轻松就完成
了看诊。

除了在线医疗，宁波市还在去年
10 月举办的信息消费体验日活动
上，展示了 27 项数字消费体验互动
项目，涉及通信、医疗、民生、金
融、娱乐等消费场景；并发布了宁波
移动天宁旗舰店、宁波市智慧城市科
技馆等 13 个市级信息消费体验中
心，培育引导市民数字消费。宁波市
经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打造信息消
费体验中心，不仅能提供丰富的数字
生活新体验、促进数字消费发展，还
能带动信息技术产品、服务加快向产
业链高端迈进，提升百姓在信息消费
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数字消费还能够推动城市空间的
升级改造。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大厦，这座昔
日的百货商场如今已成为了“文化+
科技”深度融合的消费新地标。书
店、美术馆、精品咖啡店、潮流艺术
市集……老建筑转身变为时尚的网红
打卡地，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与
文化体验消费在此完美融合。将于今
年开业的隆福寺街区修缮更新二期项
目之一——长虹影院，包括飞行影
院、“走入中国”、文创体验区三大功
能区。北京隆福文创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仝韬介绍，改造后的长
虹影院将成为一个全新的飞行影院，
设置 70 座体感座椅和巨型球幕，悬
空式动感飞行平台可将乘客的座椅推
进巨大球幕中，创造沉浸式的文娱体
验。此外，长虹影院还计划在外立面
安装曲面裸眼3D屏幕，进一步增加
建筑的科技感。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陈
焕文表示，在加速构建数字消费全新
场景方面，北京市将在重点区域积极
培育不少于15个信息消费体验中心。
布局无人零售、智慧零售等新零售技
术与传统零售业的融合示范，推动智
慧停车、无人驾驶出租车等新型数字
化出行服务，构建新型消费服务场景。

扩大覆盖面
拉动乡村消费升级

数字消费也成为撬动乡村消费升
级、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没想到这么方便，碰一碰就付完
钱了！”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迎
湖村村民沈才玲，拿着数字人民币实
体卡在超市买了几样日用品后表示，

“尝鲜”数字人民币让她感到很惊喜。
去年 10 月，迎湖村搭上数字经

济的快车，在农家乐、酒店、超市等
商户设置多个数字人民币消费场景，

还陆续向村民发放近千张数字人民币
实体卡，让更多村民能零距离接触数
字人民币，体验到数字消费的便利。

如今，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
进，农村地区数字消费增长迅速，城
乡差异不断变小。以网络购物为例，
2014年，中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为1800
亿元；到 2020 年，已增至 1.79 万亿
元。全国建设县级电商公共服务和物
流配送中心2000多个，村级电商服务
站点超过13万个。快递网点已覆盖全
国3万多个乡镇，覆盖率达97.6%。

数字消费在乡村的普及，让村民
们享受到更丰富、优质的商品，收获
了更好的购物体验。“以前给孩子买
奶粉，要骑摩托车到镇上，好麻烦，
品牌又少。现在手机上网，一下就买
到了，邮政还能给送到家里来。”湖
南省衡阳市衡东县江坪村村民李美珠
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地工作，她在老
家带着孙子和孙女生活。前几年，村
镇里卖母婴用品的商店很少，为了不
耽误孩子们吃的用的，李美珠学会了
网购。“现在，看短视频、从直播间

下单领优惠，我都能操作明白。越买
越熟练，我还帮村里其他老年人‘代
购’，大家一起拼单，实惠更多了！”

在村民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发
生转变的同时，还有越来越多乡村
借力数字消费需求，走出了致富增
收的新路子。

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瑞濠村，
在周围人的口中，更响亮的名号是

“吉他淘宝村”。这个地处山区的村
庄曾深陷贫困。村民唐玉江记得，
自家最困难的时候，种庄稼的种子
都要借钱买。但后来，县里兴起了
吉他产业，并通过电商平台打开销
路，每年有几百万把吉他从这里走
向世界。2020 年初，正安县正式脱
贫。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
副研究员洪勇表示，正是因为电子
商务改变了传统经济布局，才促成
了瑞濠村的蜕变。

瑞濠村的变化并非个例。根据阿
里研究院制定的标准，在农村地区，
以行政村为单元，电子商务年销售额
达到1000万元，本村活跃网店数量达

到100家或当地家庭户数的10%，可认
定为“淘宝村”。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淘宝村”数量已达到7023个，同
比增长近30%。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罗震东认为，这表明
数字经济与乡村深度融合仍然具有较
大潜力空间，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淘
宝村”将为共同富裕提供可行路径。

落地新技术
赋能传统消费场景

中国数字消费的提质增量，离不
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指
出，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全
球领先。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光
纤网络和4G网络，到2020年底，固
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 96%。5G 网络
建设速度和规模位居全球第一，已建
成5G基站达到71.8万个，5G终端连
接数超过2亿。

更多新技术的应用为数字消费升
级带来新机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江小涓指出，在新一代技术支撑
下，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先进机器人、3D制造等，数
字消费、数字生产、数字网链、数字化
资源配置都会显著提升，到“十四五”
末期，数字经济整体形态就会初步形
成，持续演进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些走在前列的地区，正加速各
类新技术的落地应用，让数字技术为
传统消费场景赋能。

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坊商圈打
造了全球首个“5G+虚拟现实”智慧
商圈。由华为公司提供的“河图技术+
5G”，实现了商圈内三维实景步行导航
功能。消费者在手机上可以看到各个
网红打卡点的位置，便于游览；走进
地下车库，能收到导航提醒，轻松找
到自己的停车位。此外，利用AR（增
强现实）技术，地图上会显示精彩纷
呈的虚拟数字内容，与周围真实环境
叠加在一起，让消费者能够同虚拟元
素互动。比如，双击虚拟商铺就能参
与抽奖，并领取真实商家发放的消费
券，还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同卡通人物
合影，在线看到绚丽的烟花等。

“数字消费推动了产业提质增
效、拉动了经济增长，是推进北京培
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支
撑。”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北京市将对更多传统商
圈进行数字化改造，利用数字技术推
动线上排队、智慧会员、在线直播、
智能停车等智慧应用落地，通过大数
据分析消费者驻留时间、出行时段、
消费偏好等数据，及时调整运营方
向，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
此外，还将积极推动以5G、千兆光
网为代表的“双千兆”网络在重点商
圈全覆盖，“不仅可以让百姓通过互
联网获取各种数字内容提供更好的网
络服务，还可以满足智能网联汽车、
无人配送车等新型数字消费智能终端
对于高速率、高可靠网络的新需求。”

新业态、新技术——

数字消费生活新体验
本报记者 李 贞

数字消费打开内需增长新空间
——访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许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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