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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餐饮行业转型升级行业发展态势与投资战略报告》共二

十章。首先介绍了餐饮转型升级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餐饮转型升级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

析了餐饮转型升级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餐饮转型升级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

告对餐饮转型升级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餐饮转型升级行业发展趋势与投

资预测。您若想对餐饮转型升级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餐饮转型升级行业，本报告

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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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转型升级策略         

三、浙江主要城市转型升级策略         

（一）杭州     

（二）宁波     

（三）温州     

（四）舟山     

四、工业转型升级成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第六节 北京市       

第七节 河北省       

第八节 湖北省       

第九节 甘肃省       

第十节 河南省       

 

第二部分 餐饮行业转型升级现状及形势分析     

第六章 国际餐饮行业转型升级发展情况分析     

第一节 世界餐饮业发展环境分析       

一、世界经济形势分析         

二、世界人口形势分析         

第二节 世界餐饮文化介绍 

一、世界三大饮食体系与健康     

二、全球餐饮文化与习惯介绍     

三、全球食品安全现状分析         

第三节 世界餐饮行业发展概况 

一、世界餐饮历史发展概况         

二、世界餐饮市场发展特征         

三、世界餐饮企业经营情况         

四、世界餐饮业的发展趋势         

五、世界餐饮业发展趋势意义     

第四节 世界主要国家餐饮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美国         

（一）美国餐饮发展历程     

（二）美国餐饮市场分析     

（三）美国餐饮业竞争力     

（四）美国休闲餐饮发展     

（五）美国餐饮业发展趋势         

二、俄罗斯     

（一）俄罗斯的饮食习惯     

（二）俄罗斯餐饮市场分析         

三、日本         



（一）日本餐饮发展历程     

（二）日本餐饮市场分析     

（三）日本餐饮业竞争力     

（四）日本餐饮发展预测     

四、印度         

（一）印度餐饮市场发展     

（二）印度餐饮市场态势     

（三）印度餐饮消费预测     

五、加拿大     

六、法国         

 

第七章 我国餐饮行业发展现状及形势 

第一节 中国餐饮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一、餐饮企业景气情况         

二、中国餐饮业总体规模分析     

三、中国餐饮业资产负债统计     

四、中国餐饮业固定资产投资     

五、中国餐饮业经营情况分析     

六、中国餐饮行业经济效益分析         

七、中国餐饮业市场规模统计     

八、中国餐饮百强企业营业额     

第二节 中国餐饮行业发展障碍分析 

一、以来中国餐饮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餐饮行业存在四大问题亟待解决         

三、餐饮市场要关注4个方面问题     

四、中国餐饮行业面临五大挑战         

第三节 我国餐饮企业行业危机原因分析 

一、中国餐饮业濒临的危机点评         

二、中国餐饮业面临亏损危机     

三、改善餐饮企业经营环境三个建议         

 

第八章 我国餐饮行业转型升级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 我国餐饮行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及迫切性 

一、餐饮行业亟需转型         

二、餐饮产业的科技创新和资源整合是必然选择     

第二节 我国餐饮行业经济转型升级环境分析 

一、我国明确加快推动餐饮工业转型升级         

二、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对餐饮业的影响         

三、&ldquo;十四五&rdquo;推动餐饮业健康持续发展 

第三节 我国餐饮行业经济转型升级现状分析 

一、餐饮业转型调整成关键词     

二、餐饮业进入全面过剩促进企业转型     

三、餐饮业已经走到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第三部分 餐饮行业转型升级下竞争格局      

第九章 餐饮行业转型升级下竞争形势分析

第一节 世界餐饮行业竞争状况分析 

一、百胜餐饮集团         

二、麦当劳     

三、肯德基     

四、星巴克     

五、全球典型餐饮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二节 中国餐饮行业国内竞争概况 

一、全球餐饮业并购重组解析     

二、中国餐饮行业企业重组并购情况         

三、中国餐饮行业企业重组并购情况         

四、中国餐饮企业重组并购的紧迫性分析         

第三节 中国餐饮竞争力分析       

一、中国餐饮百强企业分析         

二、中国餐饮行业10大知名品牌       

三、中国餐饮企业竞争力分析     

四、中国餐饮市场空间分析         

第四节 中国餐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思路和对策       

一、提升餐饮业战略决策的能力         



二、提升餐饮业技术开发的能力         

三、提升餐饮业营销方式的能力         

第五节 餐饮业未来竞争的定位 

一、中国餐饮业竞争形势分析     

二、中国餐饮业竞争模式分析     

 

第十章 餐饮行业重点省市分析       

第一节 河北省餐饮产业       

一、河北省餐饮产业发展分析     

二、河北省餐饮产业发展分析     

三、河北省餐饮行业存在问题     

第二节 湖北省餐饮产业       

一、湖北省餐饮业发展分析         

二、湖北餐饮的特色分析     

第三节 山东省餐饮产业       

一、山东省餐饮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山东鲁菜经营发展情况分析         

三、山东省鲁菜产业问题与对策         

四、山东省鲁菜产业发展前景分析     

第四节 江苏省餐饮产业       

一、江苏省餐饮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江苏省餐饮企业主要问题     

三、江苏餐饮企业发展政策建议         

第五节 广东省餐饮产业       

一、广东省餐饮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广东省餐饮企业发展新模式         

三、广东省粤菜发展情况分析     

四、广东省餐饮业发展新政策与经验         

五、十三五广东餐饮业发展政策建议         

第六节 江西省餐饮产业       

一、江西省餐饮业运行分析         

二、江西餐饮业发展特色分析     



三、江西省进一步加快发展餐饮业意见     

 

第十一章 餐饮行业重点企业转型升级分析

第一节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二节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三节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四节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五节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六节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七节 成都谭鱼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三、企业组织业务结构         

四、企业竞争力评价     

五、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六、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第八节 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三、企业竞争力评价     

四、企业标准化运营体系     

五、企业经营发展特点         

六、企业未来发展展望         

第九节 重庆小天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发展历程         

三、企业经营发展策略         

四、企业组织结构评价         



五、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六、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第十节 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发展历程         

三、企业经营发展策略         

四、企业组织结构评价         

五、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六、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第四部分 餐饮行业转型升级趋势预测 

第十二章 2022-2028年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趋势    

第一节 工业转型升级规划 

一、&ldquo;十三五&rdquo;工业发展回顾和&ldquo;十四五&rdquo;形势分析       

二、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二）主要目标     

三、工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任务     

（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二）加强企业技术改造     

（三）提高工业信息化水平         

（四）促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五）实施质量和品牌战略         

（六）推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协调发展     

（七）优化工业空间布局     

（八）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         

四、重点领域发展导向         

（一）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         

（二）调整优化原材料工业         

（三）改造提升消费品工业         

（四）增强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         

（五）提高国防科技工业现代化水平         



（六）加快发展面向工业生产的相关服务业     

五、保障措施及实施机制     

（一）完善保障措施     

（二）健全实施机制     

第二节 转型升级是&ldquo;十三五&rdquo;工业发展中心任务 

一、中国工业转型升级规划明确未来政策取向         

二、转型升级要适当放缓工业发展速度     

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四、发展实体经济，防止产业&ldquo;空心化&rdquo;         

第三节 2022-2028年工业转型升级规划研究分析     

一、以质量和效益提升为中心     

二、着力内涵式发展     

三、切实营造有利制度环境         

第四节 2022-2028年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探讨         

一、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战略标志     

（一）推动绿色发展     

（二）从&ldquo;中国制造&rdquo;向&ldquo;中国创造&rdquo;提升     

二、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结构特征     

（一）内外结构：由出口导向消费主导、内外联动转型提升         

（二）产业结构：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型提升         

（三）区域结构：由板块崛起向区域协调转型提升         

（四）城乡结构：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发展转型提升         

 

第十三章 2022-2028年餐饮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22-2028年餐饮业展趋势分析     

一、世界餐饮业创新管理新趋势         

二、餐饮行业整体发展趋势分析         

三、餐饮市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四、未来餐饮企业营销趋势分析         

五、餐饮市场需求变化趋势分析         

六、未来餐饮业的发展格局分析         

第二节 2022-2028年餐饮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餐饮业市场发展前景看好     

二、未来连锁餐饮发展前景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餐饮市场规模预测     

 

第十四章 国外经济转型升级成功案例及经验借鉴     

第一节 德国经济转型升级成功案例及经验借鉴       

一、实行市场经济是经济转型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         

（一）经济全球化是德国经济转型的主要背景         

（二）具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成功经验     

（三）经济转型的主体是企业     

二、服务化趋势是经济转型的主要导向     

（一）产业结构的优化趋势非常符合发展规律         

（二）现代服务业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三）注重新兴产业发展     

（四）强调总部经济的作用         

三、因地制宜是经济转型的重要策略         

（一）不同城市产业特色十分鲜明     

（二）传统产业继续发扬光大     

（三）落后产业综合改造升级     

（四）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四、高水平的教育培训是经济转型的支撑条件         

（一）颇具特色的教育体系         

（二）转型升级教育先行     

（三）德国高等教育留有缺憾     

五、政策支持是经济转型的助推力量         

（一）加强组织和规划         

（二）注重科技和环保         

（三）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         

六、完善的社会保障是经济转型的稳定机制     

（一）德国是社会保障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         

（二）极其重视结构转型中的就业矛盾调处     

（三）德国的社保制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二节 日本经济转型升级成功案例及经验借鉴       

一、日本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历程     

二、日本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经验     

（一）产业政策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推动力         

（二）技术进步是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三）依法调整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手段     

（四）注重产业组织政策与产业结构政策相辅相成、协调运作     

（五）政府对衰退产业进行转型和援助     

第三节 韩国经济转型升级成功案例及经验借鉴       

一、韩国产业升级的历程     

二、韩国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策略     

（一）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         

（二）推行企业集团化战略         

（三）优先发展&ldquo;战略产业&rdquo;     

（四）实行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的财税政策         

（五）注重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         

第四节 台湾经济转型升级成功案例及经验借鉴       

一、保持农业稳定发展         

二、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三、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四、提升科技水平与人力素质     

五、扶持中小企业         

六、推动民营化和金融自由化改革     

七、实施能源节约措施         

 

第十五章 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成功案例及经验借鉴     

第一节 从外销到内销转型升级成功案例及经验借鉴       

一、成功案例         

二、经验借鉴         

第二节 从代工到自主品牌转型升级成功案例及经验借鉴       

一、成功案例         

二、经验借鉴         



第三节 从低端到高端转型升级成功案例及经验借鉴       

一、成功案例         

二、经验借鉴         

第四节 从制造到服务转型升级成功案例及经验借鉴       

一、成功案例         

二、经验借鉴         

第五节 整合产业链资源转型升级成功案例及经验借鉴 

一、成功案例         

二、经验借鉴         

第六节 从粗放经营到精细管理转型升级成功案例及经验借鉴       

一、成功案例         

二、经验借鉴         

 

第十六章 2022-2028年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战略研究    

第一节 复杂世界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一、建立消费导向、环境友好、内向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     

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思考     

三、以全球价值链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四、以创新驱动内需的扩张         

五、以创新和服务业的发展促进转型升级         

（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业竞争，大力发展服务业     

（二）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不断促进产业升级         

（三）打造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为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提供重要保障     

（四）加强官产学研合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六、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转型升级     

七、如何实现无衰退转型升级     

第二节 经济转型升级产业化路径研究       

一、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ldquo;微笑曲线&rdquo;的产业链整体替代，提升产业国

际竞争力 

二、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攀升&ldquo;微笑曲线&rdquo;高端环节，提升产业价值创造能力    

三、突出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改造，拉平&ldquo;微笑曲线&rdquo;，提升综合制造能力和制



造环节的价值含量 

四、工业转型升级须靠消费转型升级         

五、创新发展促进转型升级         

六、健全产业转型升级的倒逼和激励机制         

第三节 2022-2028年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研究     

一、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矛盾特征与&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结构调整面临的起点     

（一）我国产业结构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向关键环节和生产性服务业滞后的制约         

（二）&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面临新的起点 

二、&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要求 

（一）基本原则     

（二）调整目标和思路         

（三）战略任务     

三、&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 

（一）以突破关键环节为重点，提升产业分工层级         

（二）推进产业之间融合与互动，提高产业发展的协调性     

（三）支持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群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相关政策建议         

（一）政策重心由结构性政策为主向支持关键环节的功能性政策为主、兼顾结构性政策转变 

（二）强化制度创新，为促进分工细化深化和向主要依靠非价格竞争转变提供制度性条件 

（三）促进自主创新，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四）继续加大对教育、职业培训的支持力度，提升要素禀赋     

（五）加强金融创新和公共平台建设，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六）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和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         

（七）支持建立我国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         

第四节 央企转型升级需全球视野与顶层设计 

一、主动全球化，面向全球配置资源         

二、要转型升级，更要注重顶层设计         

第五节 转型升级期中小企业管理创新的思考 

一、转型升级期中小企业管理创新的意义         

（一）转型升级期中小企业管理创新的目的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管理创新可以导致竞争力转移，为中小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         

二、正确理解管理创新内涵，纠正管理创新误区     



（一）中小企业管理创新的误区         

（二）努力构建中小企业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互动效应         

三、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促进中小企业管理创新         

（一）中小企业具有广阔的信息化市场，信息化建设是中小企业各项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二）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具有个性化服务、差异化实施的特点         

（三）采用便捷高效的&ldquo;云计算&rdquo;模式开拓中小企业信息化市场         

四、构建优秀企业文化，实现从中小企业行政文化向企业文化转型     

（一）建设符合本企业特点的组织文化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文化模式         

五、推进中小企业的管理战略创新     

第六节 财务人员职能转型升级的路径探讨       

一、营造财务人员职能转型的有利环境     

（一）优化现有的财务核算流程和方法     

（二）加强决策支撑模型工具的建设         

（三）加强财务系统横向集成和纵向一体化     

二、财务人员职能转型升级的方法     

（一）参与制订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计划     

（二）参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退市的全过程管理     

（三）协助营销部门进行市场营销管理     

（四）参与投资决策的全过程管理     

 

第十七章 2022-2028年餐饮行业转型升级战略研究    

第一节 2022-2028年中国餐饮行业转型升级策略     

一、2022-2028年中国餐饮行业微利时代发展态势探讨 

二、2022-2028年国内餐饮行业转型升级发展态势分析 

三、2022-2028年中国餐饮行业转型升级策略 

（一）产业亟须科学投入     

（二）&ldquo;差异化&rdquo;品牌经营 

（三）政府需加强政策引导         

（四）实现品牌化与规模化经营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餐饮工业转型升级下结构调整策略         

一、逐步向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二、去产能化将成为餐饮业的未来趋势     

三、提升附加值是餐饮行业发展趋势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餐饮工业转型升级下多元化策略     

一、避免进入&ldquo;多元化陷阱&rdquo;     

二、加快优化整合，大力培育优势其他产业     

三、加快由&ldquo;内生型&rdquo;转向&ldquo;市场型&rdquo;     

四、建立适合其他产业发展的管理体制     

五、造就一批促进其他产业发展的领军人才     

第四节 节能减排是促进餐饮行业转变的发展方式 

一、餐饮业成为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调控重点目标     

二、节能降耗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三、餐饮行业节能减排的有效措施     

第五节 餐饮行业：绿色之路是根本 

一、依靠科技创新 努力转型升级       

二、绿色低碳技术 餐饮必由之路       

 

第十八章 2022-2028年餐饮行业经济转型期下投资策略探讨 

第一节 2022-2028年把握经济转型期下的投资机会         

一、看整体大势     

二、新兴产业         

三、科技创新         

四、服务性消费     

五、节能减排         

（一）餐饮行业节能减排的必要性     

（二）餐饮行业节能减排参考方案     

六、低碳环保         

第二节 餐饮行业进入退出壁垒分析 

一、我国行业进入退出壁垒现状分析         

二、我国餐饮行业进入退出壁垒现状分析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餐饮行业投资环境     

一、投资国内餐饮行业的有利因素分析     

二、投资国内餐饮行业的不利因素分析     



第四节 2022-2028年餐饮行业经济转型期下投资策略建议     

一、餐饮行业投资领域建议         

二、餐饮行业转型升级建议         

三、餐饮企业转型升级建议         

 

第十九章 2022-2028年餐饮行业发展风险评估    

第一节 2022-2028年企业转型的风险与机会     

一、公司转型的全面观点     

二、以鞋业追赶为例谈转型八步骤     

三、转型--风险与机会 

第二节 政策风险及防范措施       

一、宏观经济政策         

二、产业政策         

三、风险防范措施         

第三节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措施       

一、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二、风险防范措施         

第四节 技术风险及防范措施       

一、技术风险         

二、风险防范措施         

第五节 原材料风险及防范措施 

第六节 竞争风险及防范措施       

第七节 食品安全风险及防范措施       

 

第二十章 行业研究部建议        

第一节 餐饮业转型升级发展态势探讨分析       

第二节 餐饮企业管理转型升级须对症下药       

第三节 餐饮投资策略及建议       

一、国内连锁餐饮投资选址建议         （）

二、餐饮企业的风投与上市策略         

三、餐饮投资经营策略分析         

第四节 餐饮企业IPO上市的规划实施        



一、上市费用规划和团队组建     

二、尽职调查及问题解决方案     

三、改制重组需关注重点问题     

四、企业上市辅导及注意事项     

五、上市申报材料制作及要求     

六、网上路演推介及询价发行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209/320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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