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卖业务对餐饮业
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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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因方便、快捷特性成为百姓重要就餐方式

年轻人是餐饮外卖消费的主力， 80
后、90后及00后点过外卖的消费者占

比均超过98%。

67.9%的受访消费者认为餐饮外卖提
升了生活幸福感。

71.7%的受访消费者表示餐饮外卖服
务节省了厨房劳动时间。

学生和上班族在外卖消费者中占比较

高，分别达到37%和36%。



54.95%的受访消费者
表示因为餐饮外卖服
务而增加了每周的餐
饮支出。

增加餐饮消费支出

旅游景点和高铁成为
餐饮外卖新消费地点，
分别有23.58%和4.72%
的消费者在旅游景点
和高铁使用过外卖。

丰富餐饮消费场景

67.2%的受访消费者表
示可以通过餐饮外卖随
时吃到心仪的菜品。

满足即时消费需求

外卖使餐饮消费从一日
三餐衍生到下午茶、夜
宵等消费时段，五分之
一左右受访消费者使用
外卖享受下午茶与夜宵。

拓展餐饮消费时段

外卖创造新的餐饮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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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选择餐饮外
卖最关注的三大因
素是评分、销量和
品牌，三个因素相
应 关 注 率 分 别 为
69.7%、53.6%和50%。

有 40.04%的消费者
关注企业是否有线
下实体店，是影响
消费者选择的重要
因素之一。

菜品好吃、价格优
惠、卫生条件好是
获取回头客的重要
因素，分别有69.1%、
67.2%和 63.3%的消
费者因此再次购买
外卖。

77.8%消费者表示同
等条件下更愿意选
择提供“阳光餐厅”
（通过视频在线观
看后厨）服务的餐
饮外卖门店。

外卖消费倒逼餐饮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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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4.93% 95.07%96.31%

没点过外卖

点过外卖

非外卖平台

外卖平台

外卖平台是消费者点外卖最

主要的渠道，在一、二、三线
城市，有96.31%的参与调研消
费者使用过餐饮外卖服务，其
中使用外卖平台点餐的消费者
占比高达95.07%。

消费者认为外卖平台的评价

机制为其选择外卖商家提供了
可靠的参考依据。

外卖平台是消费者最信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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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外卖业务的餐饮门店

半数以上都实现了总营收、

总利润的正增长，未经营

外卖业务的门店仅有三分

之一实现了营收和利润的

正增长。

经营效益提升 门店扩张加速多种品类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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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营外卖业务的餐饮门

店中有 43.52%的门店在

2018年实现了门店数量的

扩张，是未经营外卖业务

门店的两倍。

传统中餐、小吃和饮品从

外卖业务中受益最大，在

经营外卖业务的餐饮门店

中，该三大品类的比重分

别为28.9%、24.8%和16.9%。

外卖提升餐饮企业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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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比重更高 乐观预期提升

有85.98%的连锁餐饮门店经营外卖

业务，比单店模式下经营外卖业务

的比重高11.17个百分点。

经营外卖业务的餐饮门店中，有

54.1%的门店认为2019年实现总营收

与总利润的增长，没有经营外卖业务

的门店中只有36.8%做出乐观预期。

外卖提升餐饮企业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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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3%
16.84%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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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对餐饮企业营收绝对贡献率显著上升

外卖显著提升餐饮企业营业收入

最近三年，在所有样本城市中，外
卖对营业收入的绝对贡献率都呈现逐

年增长趋势。

外卖业务正在改变着餐饮业收入增
量来源的格局，使餐饮企业在堂食以
外，又拓展了一个新的、成长性较好
的收入来源。至2019年，外卖对餐饮

行业的营收的绝对贡献率达到17.44%。

基于调研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结果显示：外卖收入增长率每增加1个
百分点，总营业收入增长率将增加
0.76个百分点。

近三年外卖对餐饮企业营收绝对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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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业务培育大量餐饮新生态

外卖
业务

跑腿
代购

共享
厨房

餐饮
供应链

外卖
代运营

外卖代运营服务商主要提供基础运营、
活动运营、数据分析、物流协调和报表
管理等服务。调查显示，41.53%的餐饮
门店与外卖代运营公司合作过。

共享厨房为餐饮外卖企业提供共同使用
的厨房，帮助餐饮企业降低选址成本、
装修成本和经营成本；极大缩短餐饮企
业开店所需时间；提升餐饮企业资金周
转效率，现金回收时间从T+7减少到T+3。

餐饮供应链平台面向餐饮商户推出食材
一站式采买渠道，帮助众多中小型餐饮
企业压缩成本，提高进货效率，减少餐
饮流通环节成本。

跑腿代购在外卖配送基础上，进一步扩
大餐饮企业的商圈半径，促进餐饮与其
他消费场景融合发展。调查显示，
11.71%的餐饮商户与代购公司合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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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准化

餐饮外卖的快速发展，会倒
逼传统餐饮企业不断提升标
准化水平，促进餐饮企业推
出标准化餐饮产品，提升服
务流程标准化水平。外卖平
台也会助推餐饮企业的标准
化进程，使外卖运营管理服
务和实体店管理服务实现融
合发展。

信息化

外卖业务的快速发展使外
卖平台积累了海量数据，
可以反哺餐饮行业，帮助
其优化选址，提升餐品生
产工艺与效率。同时，外
卖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
精准把握餐饮企业的客户
群体特征，帮助餐饮企业
改善经营策略。

创新性

餐饮外卖通常都有限时送
达服务和限时送达承诺，
倒逼餐饮企业加快创新发
展步伐。外卖平台在线评
价机制也倒逼餐饮企业提
升消费体验，丰富餐品品
类。调查显示，在增设外
卖业务后，39.27%的餐饮
企业增加了菜品数量。

品牌化

外卖业务延长企业的经
营半径、扩大客户群、
增加品牌的传播范围，
有助于餐饮企业重视品
牌建设，打造自有品牌。
调查显示，38.43%的外
卖门店拥有独立品牌的
半成品，无外卖业务门
店仅7.02%拥有独立品
牌半成品。

+

外卖促进餐饮企业升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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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餐饮企业分等

定级工作，加快完善餐

饮外卖标准统计工作，

夯实外卖业务发展的行

业基础。

对外卖新生态坚持包容

审慎监管, 加大对外卖

新生态政策支持力度，

提升外卖新业态对餐饮

行业高质量发展带动作

用。

加快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完善餐饮

相关基础设施服务，为

外卖业务的发展营造良

好的基础设施环境。

加强市场监管，规范餐

饮外卖行业市场准入标

准，严格执行外卖食品

相关卫生标准，消除外

卖消费者后顾之忧。

优化外卖业务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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