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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Guide] 本报告导读： 

本篇报告聚焦对美国消费的分析，消费是美国 GDP 的基础，在 GDP 中占比 70%。

我们对于消费的分析分为短期和长期视角，短期视角包括居民收入、财富、储蓄和消

费者信心等因素，而长期视角则包括杠杆率、收入差距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 

摘要： 

[Table_Summary]  个人消费支出是美国 GDP 的基础 

1）个人消费支出在美国 GDP 中占比约 70%，对 GDP 的拉动最大，消

费增速与 GDP 增速高度一致，直接决定了 GDP 的走势。 

2）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与国内消费结构差异较大，美国服务消费占

比 60%，远高于国内，汽车和地产后周期消费链占比也远低于国内，

分析美国消费不能盲目套用国内分析框架。 

3）美国商品消费与中国对美出口增速高度相关。中国对美出口增速

领先其消费增速约 3 个月，相关系数约为 0.72，领先滞后关系可能

与航运时间和美国进口商提前备货有关。 

 

 美国消费的短期分析视角：收入、财富、储蓄和信心 

1）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从历史数据来看，收入与消费的相关性较高，

2000 年以来的相关系数约为 0.3。美国居民消费最根本的动能来自

于雇员报酬收入的提升，这又与与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 

2）财富也是消费的基础，从历史数据来看，美国居民资产增速与消

费增速高度相关，且居民资产增速领先消费增速约 1 个季度，1960 年

以来的相关系数约为 0.66。房地产和股票是居民核心资产。 

3）储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财富效应，但并不等同于财富效应，是

一个流量的概念，而非类似于财富的存量概念。疫情期间美国居民预

防性储蓄的规模约 2.5 万亿美元，相当于 1.8 个月的消费支出。 

4）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或信心也会影响当期消费。密歇根大学消费

者信心指数是市场上关注最广泛的有关消费者信心的调查数据。该指

数在趋势上领先于消费支出，是指示经济走势的重要指标。 

 

 美国消费的长期分析视角：杠杆率、基尼系数、老龄化水平 

1）居民微观杠杆率与居民的投资和消费行为关联度更高，影响美国

居民的中长期消费，尤其是耐用品消费。 

2）居民收入不平等影响居民的长期消费行为，收入越高的人群，边

际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越低相反，因此在经济“总蛋糕”不变的情

况下，收入差距越大，经济中总的消费水平越低。 

3）人口老龄化的提升将抑制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 

 

 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数据与个人消费支出数据高度相关，且公

布时间早于个人消费支出数据，可以通过该数据对美国消费数据和

GDP 数据进行短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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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消费支出是美国 GDP 的基础 

 

个人消费支出（PCE）衡量了美国经济中消费者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既包括

了商品消费，也包括了服务消费，是衡量美国消费最全面和最准确的指标。这里

的个人消费支出中，既包括家庭的支出，也包括服务家庭的非营利机构（NPISHs）

的净支出。PCE 统计范围包括既实际位于美国并且已经或预计将在美国居住 1 年

或更长时间的人，还包括驻扎在国外的美国政府文职和军事人员的购买（无论其

任务期限如何），以及在国外旅行或工作少于 1 年的美国居民的购买。个人消费

支出在美国 GDP 中占比最大，大约为三分之二，对 GDP 的拉动也最大，从历史

数据来看，消费增速与 GDP 增速高度一致，甚至直接决定了 GDP 的走势。 

 

图 1：消费在美国 GDP 中占比最大，且呈上升趋势 图 2：消费对 GDP 拉动最大，与 GDP 走势高度一致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美国商品消费与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美国商品消费高时代表国

内需求旺盛或经济周期向上，对应的中国对美出口也会受到美国商品消费的拉动，

中国对美出口增速领先其消费增速约 3 个月，相关系数约为 0.72，这可能与航运

时间有关，中国货物通过海运到美国一般需要 25 到 40 天，叠加美国进口商提前

备货的时间，所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速一般略领先于其国内消费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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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美国商品消费与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密切相关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月度个人消费支出数据：除了跟随 GDP 公布的季度个人消费支出外，BEA 每月

月底还会公布上个月的个人收支数据，其中就包括个人消费支出数据。其中大多

数商品消费类别的源数据是使用月度零售调查数据（monthly retail trade survey ，

MRTS），而服务消费的数据源则多样化，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估计数值。 

 

从 2002 年以来的数据来看，GDP 中的个人消费支出数据与加总后的按月公布的

个人消费支出数据完全一致。但因为每个季度最后一个月的个人收支数据的公布

时间会晚于该季度 GDP 数据公布的时间，因此在 GDP 数据公布前，只有该季度

前两个月的个人消费支出数据，但前两个月个人消费支出数据的环比依然能够高

度拟合 GDP 中个人消费支出的环比变化，对预测 GDP 中的个人消费支出具有重

要意义。 

 

图 4：GDP 中个人消费支出与月度加总后的数据一致 图 5：月度个人消费支出能较好预测 GDP 中消费支出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个人消费支出的统计范围： 

（1）由家庭从私营企业、政府和政府企业购买新商品和服务构成，这是个人消费

支出最主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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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居民在国外旅行、工作或上学时商品和服务的购买，相反，外国居民在

美国旅行、工作、上学时的购买不包括在个人消费支出中； 

（3）由第三方付款人代表家庭资助的支出，例如雇主支付的健康保险和通过政

府计划资助的医疗保健，包括与人寿保险以及私人和政府雇员养老金计划相关的

费用； 

（4）包括估算购买，使个人消费支出不受某些经济活动方式变化的影响。例如，

住房是租用还是拥有，员工是以现金还是实物支付； 

（5）家庭从企业和政府净购买的二手物品； 

（6）个人消费支出以市场价格计价，因此还包括了销售税和消费税； 

（7）服务于家庭的非营利性机构（NPISHs）代表家庭提供服务所产生的成本； 

 

服务于家庭的非营利性机构（NPISHs）的最终消费支出是 NPISHs 向家庭提供的

服务而不收取明确费用的部分（例如，非营利性大学提供的教育服务的价值超过

学生家庭支付的学费和其他费用）。它等于 NPISHs 的总产出（衡量标准是他们目

前的业务费用，不包括购买被视为私人固定投资的建筑物和设备），减去他们向

家庭和其他经济部门的销售（例如向雇主出售教育服务），减去 NPISH 直接生产

的任何投资产品（如软件）的价值。 

 

消费结构：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与国内消费结构差异较大，例如国内服务消费占

比约 50%，而美国占比则为 60%；国内汽车消费占比约为 12%，而美国汽车消费

占比仅约 3%；国内地产后周期行业消费占比约为 6%，而美国地产后周期行业消

费占比仅约 3%。 

 

具体而言，美国服务消费大约占比 60%，其中住房和公用事业（16%）、医疗护理

（16%）是服务消费中占比最大的分类，餐饮住宿和金融服务占比都约为 6%，交

通运输和娱乐占比都约为 3%，其他服务占比 8%。商品消费占比总消费比重约为

41%，其中耐用品（平均使用寿命长于 3 年的商品）消费占比约 16%，汽车及零

部件、家具及家用设备、娱乐商品及休闲车站别分别约为 4%、4%和 6%。非耐用

品（平均使用寿命少于 3 年的商品）消费品占比约 25%，其中食品饮料、服装和

鞋、汽油等能源产品分别约为 8%、4%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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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结构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 美国消费的分析框架 

 

对于消费的分析，短期视角包括收入、财富、储蓄和消费者信心等因素，而长期

视角则包括杠杆率、收入差距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 

 

2.1. 消费的短期视角：收入、财富、储蓄与信心 

 

1、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从历史数据来看，收入与消费的相关性较高，2000

年以来的相关系数约为 0.3。 

 

Line 指标名称
金额（美元-链式

加权）

占个人消费支出

比重

2 个人消费支出（PCE) 13,732.4 100%

3 商品消费 5,518.3 40%

4 耐用消费品 2,158.5 16%

5 汽车及零部件 576.0 4%

6 家具及家用设备 502.3 4%

7 娱乐商品及休闲车 801.7 6%

8 其他耐用消费品 336.7 2%

9 非耐用消费品 3,394.0 25%

10 食品饮料 1,111.2 8%

11 服装和鞋 504.3 4%

12 汽油和其他能源产品 437.1 3%

13 其他耐用消费品 1,303.6 9%

14 服务消费 8,378.5 61%

15 家庭服务消费支出 8,031.4 58%

16 住房和公用事业 2,152.5 16%

17 医疗护理 2,219.8 16%

18 交通运输 405.2 3%

19 娱乐 428.9 3%

20 餐饮住宿 851.6 6%

21 金融服务和保险 876.6 6%

22 其他服务 1,107.2 8%

23 服务于家庭的非营利性机构消费支出 349.1 3%

24 非营利机构产出 1,378.4 10%

25 减：非营利机构收入 1,030.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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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美国收入与消费的相关性较高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美国个人收支统计采用 T 型账户体系，该体系通过将个人收支分列账户两侧，分

别展示个人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右侧个人收入由六大部分构成，分别为雇员报酬、

经营者收入、租金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同时还需要扣除政府社会

保险缴款： 

 雇员报酬主要包括来自私人和政府部门的薪酬以及养老金、保险、社保等补

充收入，雇员报酬是美国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占居民收入的约 62%，其

中直接的工资薪金占比约 51%，补充工资薪金占比约 11%。雇员报酬也与经

济周期密切相关，经济周期下行时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从而导致雇员报酬下

降，收入下降，进而影响消费，而消费的走弱又会引发经济周期下行和企业

经济效益下降，如此循环传导，最终导致经济到达一个新的更低的稳定增长

水平。 

 经营者收入和租金收入都需要经过存货和资本消耗的调整，以体现“净”收

入的概念，分别占美国居民收入的 9%和 4%。 

 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个人利息收入和股利收入，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不包括来

自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资本利得。财产性收入占美国居民收入的约 14%。 

 转移支付收入主要包括政府的社会福利支付以及其他商业转移收入（净额），

其中政府社会福利是最终主要的部分。转移支付收入占美国居民收入的约

19%。 

 政府社会保险缴款（对社会保障等社会保险项目的强制性缴款）在衡量个人

收入时被扣除，因为这些缴款所产生的利益已经反映在当期转移支付中。政

府社会保险缴款占美国居民收入的约-8%。 

 

左侧支出项目主要包括个人税费支出、个人支出（personal outlays）和个人储蓄三

个部分，其中个人支出包括消费支出（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利息支

付和经常性转移支付（包括个人向政府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转移支付。向政府支付

的款项包括向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支付的捐款、费用和罚款）。其中核心是个人消

费支出，占整个支出项目的约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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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美国个人收支 T 型账户表（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美国居民消费最根本的动能来自于雇员报酬收入的提升。美国居民收入中的62%

都来源于雇员报酬，而雇员报酬与失业率和经济动能又密切相关。美国个人实际

可支配收入同比与职位空缺率和失业率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73 和-0.47。 

 

美国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与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经济周期上行时企

业经济效益上升，从而导致雇员报酬上升，收入上升，进而拉动消费，而消费的

走强又会带动经济周期上行和企业经济效益上升，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最终导致

经济到达一个新的更高的稳定增长水平。但这个循环过程也可以是一个负向循环，

最终导致经济到达一个新的更低的稳定水平。理论上在均衡状态下，这些变量同

时相互决定，疫情、战争、能源危机、政策冲击等外生冲击将会使得这些变量发

动变动，并在正向或负向循环中达到新的均衡点。 

 

图 9：美国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与职位空缺率和失业率高度相关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以 2008 年金融危机对经济、收入和消费的冲击为例，由房地产市场次级贷款引

支出项目 支出金额 支出占比 收入项目 收入金额 收入占比

1. 个人所得税 2,746 13% 1. 雇员报酬 13,082 62%

2. 个人支出 16,806 80%    1.1. 工资薪金 10,777 51%

   2.1. 个人消费支出 16,306 78%    1.2. 补充工资薪金 2,304 11%

   2.2. 个人利息支出 277 1%       1.2.1. 养老金及保险基金 1,548 7%

   2.3. 个人转移支付 223 1%       1.2.2. 政府社会保险 756 4%

3. 个人储蓄 1,435 7% 2. 经营者收入 1,833 9%

3. 租金收入 756 4%

4. 个人财产性收入 3,003 14%

   4.1. 利息收入 1,662 8%

   4.2. 股息收入 1,341 6%

5. 个人转移支付收入 3,962 19%

   5.1. 政府社会福利 3,895 19%

   5.2. 其他商业转移支付 67 0%

6. 政府社会保险缴款 -1,650 -8%

个人总支出 20,987 100% 个人总收入 20,9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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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实体经济，企业盈利下降甚至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

工资增长乏力，个人总收入和消费支出出现明显下滑，但下滑之后并没有回到原

来的增长趋势线上，而是在新的均衡点上，按照新的增长趋势增长。以此为参照，

2020 至 2021 年疫情期间美国及时有效的政策刺激，或将使得美国经济、居民收

入和消费跳升到了一个新的均衡点上，并在这个新的均衡点上按照新的增长趋势

增长。 

 

图 1：金融危机使收入下降到了一个新的均衡点  图 2：金融危机使消费下降到了一个新的均衡点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疫情期间财政转移支付大幅增加，使得个人总收入不降反升，带动消费支出上行。

疫情期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既包括直接的现金补贴和新增额外的失业救济金等主

动财政支出项目，还包括了传统失业救济金、社会保障等被动型财政支出项目，

使得疫情期间财政对个人的转移支付大幅增加，使得个人总收入不降反升，带动

消费支出上行，甚至超出趋势水平。这与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形成了鲜明，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财政反应并不及时，同时规模较小，使得居民收入和消

费均收到较大冲击，进一步加深了危机持续的广度、深度和时间。而 2020-2021

年疫情期间，美国财政则反应非常及时，使得居民收入和消费不降反升，甚至超

过了趋势水平。 

 

图 12：疫情期间财政大量补贴，使居民收入不降反升 图 13：财政现金发放和失业救济占比提升最大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财富：财富是居民消费的又一大基础，从历史数据来看，居民资产增速与消费

增速高度相关，且居民资产增速领先消费增速约 1 个季度，1960 年以来的相关系

数约为 0.66（作为对比，收入与消费的相关系数约为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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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和股票是美国居民的核心资产，与中国居民资产分布差别较大。截止2021

年三季度，房地产、养老金和股票是构成了居民资产中的近 65%，其中房地产占

比约为 25%，养老金和股票占比分别约为 19%。存款、非上市公司股权、共同基

建和债券占比分别约为 13%、9%、8%和 2%。从变化趋势来看，股票在居民资产

中占比呈上升趋势，从 2009 年的约 9%，至 2021 年三季度上升到约 19%。 

 

股票在美国居民资产中的实际占比更高，对经济预期和美联储政策反应更灵敏。

虽然从账面上来看，股票占比仅约 19%，但在美国养老金体系和共同基金体系中，

股票资产仍占据了较大比例，所以股票在美国居民资产中的实际占比要高于（甚

至远高于）账面公布的 19%。而股票对经济预期和美联储货币政策反应非常灵敏，

美联储货币政策重要的传导渠道就是居民的财富效应（或者称之为居民的资产负

债表渠道），通过放松或收紧货币政策影响股市、房地产市场等，进而影响居民财

富效应，并最终传导至居民消费和实体经济。 

 

本轮疫情期间，美国居民消费快速上升，原因除了大规模财政补贴外，还与美联

储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而推升资产价格和居民财富效应密切相关。疫情

期间，美国居民财富增长了约 22%，远远超出居民正常资产增速，股票和房地产

价格上涨是最主要的贡献力量。 

 

图 14：疫情期间资产价格上涨使居民财富快速增加 图 15：居民资产增速与消费增速高度相关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16：股票在居民资产中占比呈上升趋势 图 17：房产、养老金、股票在居民资产中占比较大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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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疫情期间资产价格上涨使居民财富快速增加 图 19：疫情期间，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对居民财富

增长贡献最大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3、储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财富效应，但并不等同于财富效应，因为 BEA 公

布的美国个人收支账户中，储蓄指的是居民每期所储存下来的收入，是一个流量

的概念，而非类似于财富的存量概念，但即便如此，积累的储蓄仍能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财富效应，尤其是在持续释放的过程中。储蓄率的上升一般代表了经济前

景较差，消费者风险偏好下降，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经济低迷所带来的收入下降

甚至失业。而储蓄率的下降则代表了消费者看好未来经济前景，风险偏好上升，

储蓄释放的过程将带动消费增长。 

 

疫情期间美国居民预防性储蓄的规模约 2.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1.8个月的消

费支出。疫情期间，由于美国政府大量财政补贴和疫情风险，美国居民积累了大

量预防性储蓄，根据对无疫情情况下个人收入和储蓄增长的基准假设测算，疫情

期间美国居民大约积累了 2.5 万亿美元的预防性储蓄，相当于美国 1.8 个月的消

费支出。美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其实在 10-11 月已经有所释放，因为这两个月的

居民的储蓄率分别为 7.1%和 6.9%，已经为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也明显低

于 2011 年至 2019 年 7.4%的平均储蓄率。若以 7.4%的平均储蓄率为比较基准，

10-11 月释放的预防性储蓄分别拉动当月消费约 0.4%和 0.6%。美国 10-11 月预防

性储蓄小幅释放的原因在于国内疫情大幅缓解，同时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前景良好，

居民感知到的风险有所下降，带动预防性储蓄的下幅下降，预防性储蓄的下降，

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四季度居民消费的小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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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美国居民在疫情期间积累了约 2.5 万亿美元的预防性储蓄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4、消费者信心：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市场上关注最广泛的有关消费者信心的调查数据，

其他数据如咨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彭博消费者舒适指数等关注度较低，这里不

再予以一一介绍。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每月在第 2 和第 4 个周五分别发布

本月的初步数据和最终数据，该指数调查了国内大约 500 名成年人，代表了 500

个家庭样本，调查周期为一个月的 1-28 日。调查问卷包括了商业状况、失业率、

利率、物价水平、个人财务状况、家庭收入、房屋购买意愿、耐用品汽车等购买

意愿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当前情况、未来一年、未来五年的预期。在计算综

合指数时，需要用到其中的 5 个问题： 

 

X1：你或你的家庭财务状况是比一年前变好了，还是变差了，还是不变？ 

X2：你认为一年后，你或你的家庭财务状况会变好，还是变差，还是不变？ 

X3：你认为接下来 12月，商业状况会变好、有条件的好、变差或有条件的差？ 

X4：你认为接下来的 5 年，商业状况会持续良好，还是陷入萧条，还是不变？ 

X5：你认为现在是人们购买大型家庭用品(如家具家电)的好时机还是坏时机？ 

 

指数使用扩散指数的计算方法，将回答好的百分比减去回答差的百分比，再加上

100，计算出单一项目的指数，然后按照公式分别计算消费者当前、预期和信心指

数： 

 

消费者现状指数(𝐼𝐶𝐶) =
X1 + X5
2.6424

+ 2 

消费者预期指数(𝐼𝐶𝐸) =
X2 + X3 +X4

4.1134
+ 2 

消费者信心指数(𝐼𝐶𝑆) =
X1 +X2 + X3 +X4 + X5

6.7558
+ 2 

 

 



 

 

专题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3 of 17 

消费者现状指数：ICC，Index of Current Economic Conditions 

消费者预期指数：ICE，Index of Consumer Expectation 

消费者信心指数：ICS，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 

 

该指数以 1966 年作为基期 100，因此分母除以常数 6.7558 作为调整，加 2 是为

了修正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样本改变。 

 

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会明显受到对现状判断的影响，预期指数并不能指示未来1

到 5 年的经济或消费走势。从指数的走势来看，消费者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高度

相关，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会明显受到对现状判断的影响，因此消费者预期指数

不能指示未来 1 到 5 年的经济或消费走势。 

 

消费者信心指数在趋势上略领先于消费支出同比，是指示经济走强走弱的重要指

标。虽然从单月数据来看，消费者信心与消费支出增速的相关仅约 0.22，但从趋

势上来看，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时，一般会对应消费者支出增速的提升，并且具

有 1 到 3 个月的趋势性领先，而消费又是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一项，因此消费者

信心指数的走势对经济走势仍具重要的指示作用。 

 

图 21：三个指数走势高度一致 图 22：消费者信心指数在趋势上略领先于消费支出同比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2. 消费的中长期视角：杠杆率、基尼系数、老龄化水平 

 

1、居民杠杆率：影响美国居民的中长期消费，尤其是耐用品消费，但对于分析短

期消费行为的参考意义较小。居民杠杆率对房地产的影响更显著，但居民购买房

地产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被归类为投资。 

 

居民部门杠杆率分为宏观杠杆率和微观杠杆率，微观杠杆率与居民的投资和消费

行为关联度更高，而宏观杠杆率与宏观风险和可持续性分析（例如 2008 年房地

产的次贷危机）联系更加密切。居民宏观杠杆率是指居民部门的总债务除以当期

GDP，是一个存量除以流量的概念；而居民微观杠杆率是指居民部门的总债务除

以居民部门的净资产，是一个存量除以存量的概念。从数据来看，居民的宏观和

微观杠杆率走势基本一致，在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都出现了明显去杠杆。但在

疫情期间，两者走势有所分化，主要与两者的计算方式有关，因为疫情期间美国

GDP 增速下行明显，分母变小导致居民宏观杠杆率被动变大，而由于疫情期间资

产价格的上升，居民净资产增加，导致居民微观杠杆率快速下降，下降速度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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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疫情前。 

 

图 23：美国居民部门宏观杠杆率在 2008 年之后下降 图 24：居民部门微观杠杆率在 2008 年之后总体下降 

  

数据来源：BIS，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收入不平等：居民收入不平等也将影响居民的长期消费行为，因为一般而言，

收入越高的人群，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越低的人群，边际消费倾向越高，

因此在经济“总蛋糕”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差距越大，经济中总的消费水平越低。

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来，而疫情又加剧了这一

现象，截止 2020 年，美国家庭住户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经由 20 世纪 70 年代的约

0.35，上升到了约 0.46。同时美国收入前 5%的人群收入占比由 20 世纪 80 年代

提升到 2020 年的约 22%，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图 25：美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 图 26：美国各收入分层的收入占比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3、人口老龄化：当社会整体的人口老龄化提高时，一方面是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总

体较弱，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会导致社会负担加重，经济增速放缓，造成收入

增速放缓，从而导致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下降。所以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程度

越高，社会总体消费能力越弱。美国 65 岁人口比例从 2003 年开始提高，到 2020

年占比约为 16.5%，并且从人口结构来看，后续仍将进一步上升，对美国长期消

费能力将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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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美国 65 及以上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收入分配差距、人口老龄化、国际贸易和央行调控被普遍认为是 21 世纪以来遏

制长期通胀的四大主要因素。其中前两项是从需求端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

而国际贸易则从供给端打压了通胀，通过更高效率的全球分工（包括利用部分经

济体的剩余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拉平和拉低了各国之间的通胀”；央行调控

则引导长期通胀预期保持在合理水平。但疫情目前并没有扭转上述四大因素的发

展趋势，收入分配差距在疫情期间进一步拉大，人口老龄化仍在持续，国际贸易

在疫情期间不降反升，央行的调控能力和信誉没有发生较大改变，上述遏制长期

通胀的四大因素在疫情期间没有发生逆转，所以有理由相信，在疫后复苏结束、

经济重新进入新的均衡水平后，全球又会重新进入低通胀时代。 

 

3. 其他消费指标 

 

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Sales for Retail and Food Services，以下简称零售数据）：

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按月发布，一般在每月的 15号左右发布上个月的零售消费额。

该数据对全美零售行业进行随机抽样，选取约 12000 家零售店进行统计。因为零

售数据在时间上领先了个人消费支出数据（一般在月底发布）大约 2 周，同时零

售数据环比与个人消费支出环比高度相关，相关系数约为 0.93，因此可以通过每

月零售数据的变化，来大致推断个人消费支出数据。 

 

但零售数据与个人消费支出又存在较大差别，使用时还需要注意： 

 零售数据主要体现了商品消费，而基本不体现服务消费，仅包含餐饮消费

额和商品销售时附带的服务，对服务消费的代表性严重缺失。而个人消费

支出同时包括商品和服务消费，其中服务消费占比约 60%。 

 零售数据只发布名义值，而没有实际值，使得在由零售数据推算实际个人

消费数据时还需要手动调整通胀，容易出现较大误差；而个人消费支出既

有名义值又有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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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数据的分类与个人消费数据不同，零售数据是以商店（establishment）

类别为标准，而个人消费数据则按照商品类别进行公布。 

 

红皮书商业零售销售：由美国红皮书研究公司调查并发布，该数据统计了美国约

9000 家营业时间在 12 个月以上的零售店周度数据，样本为固定样本，而非随机

样本，一般在每周二公布上一周零售数据。因为红皮书零售销售数据的统计范围

与零售数据相似，主要体现了商品消费，而基本不体现服务消费，同时虽然红皮

书销售同比和消费支出同比高度相关，但相关性并没有零售数据和个人消费支出

数据强，因此红皮书销售数据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在判断预判个人消费支出时，

也一般更倾向于零售数据，而不是红皮书销售数据。 

 

图 28：美国消费支出环比与零售销售环比高度相关 图 29：消费支出、零售额、红皮书零售额同比高度相关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BE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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