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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热点

海鲜餐饮行业恢复迅速
线上订单需求上升
■ 本报记者 刘旭颖

进行了深度剖析。

海鲜餐饮市场集中度低

大 闸 蟹 、小 龙 虾 、贝 类 小 食 、新 鲜 海
鱼 ……对于如今的人们来说，吃海鲜已不
是什么新鲜事。那么，
中国海鲜餐饮行业情
况如何？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更偏爱海鲜？
品牌市场占有率怎样？
近日，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海鲜餐饮
行业市场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海鲜餐饮行
业增长率在 10%~30%之间，根据行业生
命周期理论，行业正处于成长期。不过，一
方面，市场集中度仍较低，海鲜餐饮业排名
前十的品牌市场占比不足 3%。另一方面，
目前只有 42%的中国人经常食用海产品，
其余的 58%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内陆地区，
海鲜消费很低。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观念改变，海鲜餐饮消
费上涨势头迅猛。未来，消费升级、数字化
创新以及降本增效的智能化将成为海鲜餐
饮业发展的重点。
报告由研究机构中研普华数据支持，
以
国内海鲜餐饮大型连锁品牌为对象，
详尽阐
述了中国海鲜餐饮行业的发展运行、产业
链、供应链及市场竞争环境，通过科学的统
计指标与详实的数据反映了中国海鲜餐饮
行业发展情况与走向，
对餐饮行业发展趋势
与国家新政进行详细解读、给出相关发展建
议，并对全国领先海鲜餐饮品牌、区域领先
海鲜餐饮品牌、全国海鲜餐饮品牌影响力等

报告显示，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水产品生
产国、消费国、进出口国之一，
年消费量超过
6000 万吨。近年来，我国人均海鲜消费呈
现上升趋势，2019 年人均消费超过 30 公
斤。受疫情影响，2020 年约为 26.42 公斤。
值得关注的是，
城镇居民猪、牛、羊肉等畜肉
消费比重已从过去超 60%降至 50%以下，
而水产品消费比重则从过去的 23%提升至
目前的 30%左右。虽然消费结构转变较为
缓慢，但随着消费水平提升、水产品营养和
健康价值得到更多认知，
以海鲜为代表的水
产品消费潜力还会继续得到提升。
目前哪些海鲜最受青睐？报告显示，
国
内流行的进口海水产品包括波龙、珍宝蟹、
面包蟹、鳕鱼、鱿鱼、鲽鱼和鲭鱼等；加工贝
类、对虾和巴沙鱼片越来越受生活繁忙的城
市消费者欢迎；
高档进口海鲜，
如龙虾、银鳕
鱼、三文鱼和帝王蟹等则被酒店和餐馆广泛
用于高端消费者。
近年来，
大众餐饮在业态上更加丰富多
元，以海鲜为主题的餐饮业态更是不断融入
大众消费。报告显示，
各地海鲜大排档已成
为消费者外出餐饮的热门之选，
而以海鲜自
助餐厅、海鲜火锅和日式料理店等为代表的
海鲜餐饮业态迅速成为流行趋势，
海鲜主题

餐饮尤其受到 80 后、90 后年轻消费群体的
热捧。从地区来看，
华东地区是我国最大的
海鲜餐饮消费市场，年消费海鲜达 837.88
万吨；其次是华南，消费量为 455.01 万吨；
西北、西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原因，海鲜餐
饮消费量较低。中国饮食文化深厚，
从消费
者年龄层来看，海鲜消费已经普及到从 00
后到 50 后的整个年龄段，如今海鲜已经成
为消费者摄入蛋白质的重要来源。
报告分析认为，
虽然人们的消费结构改
变、消费水平提升，
海鲜品牌成长加速，
但目
前海鲜餐饮业市场集中度较低，
大多以个体
经营为主。2020 年，海鲜餐饮业排名前十
的品牌市场份额之和不足 3%。这对入局
企业来说，
是挑战也是机会。

主要消费场景转至线上

点评平均星级、大众点评评论数、市场认知
程度等指标进行精细测算、综合分析，发布
了
“中国海鲜餐饮行业综合影响力”
排行榜，
徐记海鲜、唐宫海鲜舫、珍宝海鲜分别位列
前三。
报告还对 2021-2026 年海鲜餐饮行业
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报告认为，
随着市场竞
争不断升级，
一线城市海鲜餐饮消费转型主
要出现正餐快餐化、外卖占比较高等趋
势。此外，主要消费场景逐渐从线下
转移到了线上，相较于过去在店
内用餐，线上订单需求量逐
渐上升，商家规模也将随
之增多。预计 2025
年 ，我 国 海 鲜 餐
饮市场规模将
达 10043
亿元。

总体来看，我国海鲜餐饮需求潜力巨
大。但疫情期间，
海鲜餐饮行业还是不可避
免地受到不小冲击。报告分析认为，这主
要是受人流管控和海鲜曾经成为病毒传染
源之一的影响，部分海鲜餐饮企业损失
惨重，部分企业被迫淘汰出局。2021
年，随着疫情防控措施到位，疫情逐
步稳定，海鲜餐饮行业已迅速恢复
生机。
报告对品牌销售额、直营
门店数量、荣誉资质、大众

北京持续推进商业提质升级
本报讯 在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城市更
新的推动下，
近两年，北京新增供应几乎均
来自非核心商圈，而核心商圈也在持续推
进老旧项目升级改造，商业环境提质升级
明显加速。
10 月 11 日，戴德梁行发布《2021 年三
季度北京写字楼零售市场报告》。报告显
示，三季度，龙湖熙悦天街开业为北京市场
带来约 10.5 万平方米的优质零售空间。
截至本季度末，全市优质零售物业总存量
上升至 1473 万平方米，其中购物中心存量
达 1288 万平方米，占比达 87.4%。
随着疫情常态化，北京各购物中心客
流及消费活力基本恢复正常，各商场也基
本完成了一轮品牌及业态调整。本季度新
开业门店主力业态逐渐由餐饮、儿童娱乐
等转向服饰、生活方式、潮流、集合店等时
尚及生活零售。同时，老字号品牌寻求产
品创新的步伐仍在继续，通过寻求新的增
长点增强与年轻消费者之间的黏性。另
外，伴随着北京环球影城的开业，30 多家

老字号品牌通过伴手礼集合平台——
“北
京有礼”
进入环球度假区，
极大地推动了老
字号品牌的传承与创新形象宣传。
2021 年四个季度，北京零售市场预计
将迎来五个优质项目的开业，为市场带来
约 26.6 万平方米的新增零售空间。其中，
太古里西区的开业和北侧北京公交集团维
修站的改造将进一步丰富三里屯商圈品
牌，提供更多优质的零售空间，
助力北京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戴德梁行北区商业地产部主管孟祎认
为：
“未来，
北京零售市场也将围绕北京
‘十
四五’
规划中关于
‘城市更新’
及
‘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的主题持续推进传统商圈和老
旧商业项目的升级改造、首店经济以及新
消费品牌孵化试点等的发展。
”
此外，
三季度，
位于中央商务区的阳光
金融中心和燕莎的霄云路 33 号入市，共计
为北京甲级写字楼市场带来约 9.7 万平方
米的新增供应。得益于五大核心商圈 8.8
万平方米的季度净吸纳量，新项目的入市

并未对核心市场空置率造成影响，继续与
上季度稳定保持在 10.0%。
同时，由于中央商务区、望京-酒仙桥
和丽泽金融商务区的活跃表现，全市季度
净吸纳量高达 24.2 万平方米，为自 2018
年二季度以来单季最高值。受此影响，全
市整体市场空置率环比下降 1.3 个百分点
至 16.2%。持续活跃的市场和强劲需求使
整体市场租金企稳回升，北京全市和五大
核心商圈市场租金在连续十个季度持续下
跌后首次迎来小幅上扬，分别环比上升
1.8%和 1.7%至每月每平方米 332.0 元和
384.7 元。
戴德梁行北区项目及企业服务部主管
廉峰哲表示：
“从全市写字楼租赁成交方面
来看，
本季度高科技企业表现继续活跃，
成
交占所有行业总成交面积的 50.8%，其次
为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其中，
中关村、望
京-酒仙桥和丽泽金融商务区备受知名高
科技企业的青睐。
”
（李子晨）

蛋价四季度或延续偏弱走势
■ 本报记者 何晓曦
“鸡蛋价格最近每斤下跌了几毛钱。”物美
超市方庄店的理货员对记者表示。
10 月开始，鸡蛋价格延续下滑走势，由月初
的 4.19 元/斤跌至 4.06 元/斤，累计跌幅 3.10%，
跌幅比前期缩小，目前产区鸡蛋主流到户价在
4.00~4.10 元/斤。卓创资讯张文萍表示，
“十
一”假期期间，产区多数地区持续阴雨天气，少
数市场鸡蛋成交受阻，生产、流通环节余货增
加，鸡蛋走货压力增大，
蛋价承压走低。
随着天气好转，市场流通基本恢复正常，各
地余货逐渐被消化，加之饲料成本持续高位，养
殖单位抵触低价，
蛋价触底小幅反弹。但受低价
猪肉冲击，终端对蛋价涨幅的接受程度有限，因
此近期蛋价涨幅或有限。目前在产蛋鸡存栏量
依旧低于往年同期，鸡蛋供应能力一般，因此供
应面也将继续对蛋价形成支撑。供需、需求相互
制约，
近期蛋价或延续窄幅调整的态势。

市场供需博弈
三季度蛋价先涨后跌
卓创资讯分析师黄子轩表示，7 月在市场供
需均利好的情况下，蛋价涨势偏强。随着蛋价
走高、终端消化能力减弱，以及猪肉等相关产品
价格降低，8-9 月蛋价高位震荡下滑。截至 9 月
31 日，全国主产区鸡蛋日均价 4.25 元/斤，比 7

月初上涨 0.24 元/斤，比 8 月上旬高价降低 0.86
元/斤。
2021 年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普遍低于去年
同期。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9月，
全国在
产 蛋 鸡 存 栏 量 环 比 跌 幅 0.98% ，同 比 跌 幅
8.59%。在产蛋鸡存栏量长期处于低位，鸡蛋供
应量并不充裕，
养殖单位低价惜售，
因此在供应面
利好支撑下，
三季度蛋价比往年同期高位运行。
需求方面，终端需求有限，下游环节接受高
价货源能力不强，市场销售情况并不乐观。卓
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三季度主产区代表市场
月均发货量呈缩减趋势，其中 9 月发货量环比跌
幅 3.08%，同比跌幅 13.84%。9 月受中秋节备
货提振，局部市场走货速度稍快，但市场整体需
求不及预期。另外，中秋过后临近国庆长假，终
端及下游环节对后市信心不足，要货量逐渐缩
减，
各产地发货量明显降低。
综合来看，三季度鸡蛋供需量均低于去年
同期，但由于终端需求疲软、市场高价货源消化
不快，以及相关产品对蛋价缺乏利好因素等，供
应面对市场的影响由强减弱，
蛋价先涨后跌。

四季度进入消费淡季
供应量难有增多
年内饲料成本居高难降，养殖单位补栏积
极性不高，预计四季度鸡蛋供应量难有增多，供
应面或继续利好蛋价在养殖成本线及以上整

理 。
需 求 方
面 ，10 月 鸡
蛋市场或进入传
统 销 售 淡 季 ，短 期
内因无节假日刺激，市
场流通或不畅；另外学校
及相关行业需求趋于平稳，
预计 10-11 月蛋价或延续偏弱
走势。12 月受“双 12”
“ 双旦”等
节 日 备 货 提 振 ，市 场 流 通 有 望 加
快，
鸡蛋价格或窄幅震荡上涨。
方正中期期货分析师表示，在产蛋
鸡存栏量依旧低于往年同期，供应面将继
续对鸡蛋期货价格形成一定支撑，鸡蛋价
格整体也将好于去年，而需求形势随季节性
变动，长期看每年元旦、春节需求为全年次
高，叠加中秋前后老鸡淘汰小高峰减少了后市
产能，
供需边际改善，
也将提振远期市场行情。

汽车销售与售后服务
口碑指数双升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分析，本月经销商在销售环节的细节提升
比较明显。
《报告》分析了汽车售后服务消费者
10 月 9 日，中国汽车
评价样本共计 19517 个，来自于 138 个城
售后服务质量监测大数据
市的 321 家经销商，覆盖了 39 个汽车品
平台（CADA 云数聚）发布了
牌。
《2021 年 9 月中国汽车消费者
本月汽车售后服务口碑指数为 94.72
口碑指数报告》。
《报告》分析了
分，环比提升 1.32 分。各维度得分环比 8
汽车销售服务口碑指数和售后服
月均有提升。其中服务设施维度表现最
务口碑指数，并发布 9 月中国汽车
弱，得分 91.04 分，环比提升 1.75 分；其次
售后服务质量消费者口碑优选汽车
是维修时间维度，得分 92.40 分，环比提升
品牌。
2.02 分。
本月汽车销售服务口碑指数为
《报告》通过对服务设施维度各细项
96.52 分，环比提升了 2.48 分。消费者
指标分析发现，消费者进店后的体验仍是
评价样本来自于 131 个城市中的 238 家
最弱项，但环比 8 月提升了 2.14 分。另外，
汽车经销商，共计 2294 个样本，覆盖了
消费者对店内的环境设施评价得分环比
29 个汽车品牌。
提升最明显，提升了 3.36 分。对消费者进
在销售服务各环节中，销售顾问在交
店的体验情况进一步分析发现，做到“有
车环节向消费者介绍产品或服务的表现
服务人员询问进店意向并引导停车”的比
得分仍然最低，为 88.30 分，但环比 8 月提
例环比有所提升，
提升了 4.55%。
升幅度较大，提升了 4.15 分。其次是销售
《报告》对消费者在店面接受服务的
顾问在交车环节向消费者做的工作得分
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常规判断认为
为 94.67 分，
提升了 5.52 分。
会与消费者产生黏性较高的两个方面
《报告》对“销售顾问有没有
——
“和工作人员熟悉”和“门店购买或赠
向您介绍以下产品或服务”深入
送的保养套餐”并不是主要原因。在消费
分析，发现销售顾问对经销商水
者看来，除地理位置便利的硬性条件外，
平业务的介绍比例均提升较多， “服务态度”和“维修技术专业”才是消费
其中延长保修期服务的介绍表
者选择的最核心因素。
现得分仍然最低，为 72.98 分，
另外，
《报告》对消费者预约进店的情
但环比 8 月提升了 14.95%。
况进行了分析，消费者主动预约进店占比
销售顾问交车时主要做的
达 到 68.27% ，门 店 邀 约 进 店 占 比
服务内容中，各环节均有所提升，
23.17%。再对接受邀约进店的消费者进
且提升幅度较大。其中，
“讲解车辆
一步探查发现，最打动消费者接受门店邀
三包政策”环节虽为最弱环节，但提升
约的服务内容是主动提醒保养时间，占比
幅度最大，提升 18.19%。结合“销售顾
75.40%。此外，通过车主活动和优惠活动
问有没有向您介绍以下产品或服务”
指标
邀约进店的占比分别为 18.14%和 4.54%。

二手车市场需求正逐步释放
本报讯 日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
布全国二手车市场深度分析显示，8 月是
行业传统淡季，市场属于不景气区间，同
时南方暴雨灾害与全国疫情反弹影响仍
未完全消退，河南省灾后大量受损车仍在
紧急维修处理，
二手车交易未完全恢复。
8 月，全国二手车交易量为 149.82 万
辆，
同比增长 12.08%，
增速持续放缓。
“8 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市场客流逐
步回升。郑州暴雨灾害造成了大量的机
动车受损，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带
来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缺口。随着受损车
辆得到妥善处理，汽车消费需求会逐步释
放。
”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数据显示，今年 1-8 月，二手车交易
量 为 1139.15 万 辆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40.38%。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全国二
手车交易量为 811 万辆，参考 2019 年同
期数据，二手车交易量比 2019 年同期
增长了 22.84%。
8 月，交易量排名前五位的省
份中，山东省比去年同期增长最
为明显，同比增长 31.15%，共交
易二手车 14.40 万辆；其次是

浙江省，同比增长 27.42%，共交易二手车
15.44 万辆；广东省下降较为明显，同比下
降 11.27%，共交易二手车 20.23 万辆；四
川省同比下降 5.85%，共交易二手车 8.09
万辆；江苏省同比下降 0.14%，二手车交易
量为 7.91 万辆。
1-8 月，全国二手车市场累计交易量
1139.15 万辆，同比增长 40.38%，各车型
同比也均有明显增长。从二手车销量城
市占比分布来看，一线城市占比 11.18%，
比 去 年 下 降 1.32% ；二 线 城 市 占 比
43.59%，比去年增长 0.48%；三线城市占
比 18.24%，比去年增长 0.53%；四线城市
占比 15.84%，比去年下降 0.01%；五线城
市占比 11.15%，
比去年增长 0.33%。
同时，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上述负责人
表示，从 9 月二手车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
二手车市场正处于持续恢复、稳中有进的
发展态势，市场活力依然强劲。
“很多品牌
的库存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在新车市
场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消费者把需要现车
的需求转向了二手车市场，因此 9 月的二
手车终端价格也普遍上涨。
”
（王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