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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疫下打油詩

寂寂度假村

迎賓碼頭人寥寥，
經理笑言客包島。
疫情三年未復常，
十二閒船水上漂。

餐企迎戰春節檔
期待年後更好復甦 

2022年12月31日，遊客在位於河南鄭州市中牟縣的電影小鎮餐廳就餐。

「您前面還有58桌，預計等位1個小時以

上。」

2022年跨年夜晚上6點，北京簋街知名餐

飲品牌胡大飯館的門前已經排起等候用餐的

長隊，即便如此，門口接待處還在陸續有人

前來取號。

剛剛過去的元旦，餐飲人熟悉的「煙火

氣」又回來了。據胡大方面介紹，跨年夜排

隊等位一直持續到凌晨3點半，排隊等位1836

桌，翻檯率達到600％，目前的客流已經回升

至去年同期的九成。

火爆的不僅僅是這一家店，走訪發現，

元旦期間的北京，三里屯、合生匯、長楹天

街、西單大悅城等知名商圈內的餐館幾乎家

家爆滿，尤其是火鍋，在這輪餐飲消費中一

馬當先。

但事實上，餐飲人的悲喜並不相通，有

的門店動輒排隊數小時，有的老闆卻早早地

給員工放了假。不同地域、不同城市、不同

餐飲業態，命運並不相同。

煙火氣的復甦，是生活歸回常態典型的

縮影，但這種復甦也是漫長複雜的。目前來

看，消費的復甦，更多的是疫情壓制解除後

的反彈回補，市場仍在期待「報復性反彈」

的來臨。

餐飲老闆內參創始人、CEO秦朝預測，

（疫情管控）放開後的三個月，可能會變成

全行業「最難熬」的一個季度，如同航天員

在安全返回地球的時候，一定會經歷一個

「黑障區」。

不是所有消費都能被「報復」
跨年夜的海底撈北京西單店，等位從中

午12點一直持續到次日凌晨2點半，等位時長

超14個小時；呷哺呷哺元旦期間的客流量也

十分可觀，同店營業額達到2021年的114％，

翻檯率較疫情放開前增長3倍；跨年夜當天，

巴奴毛肚火鍋北京通州萬達店翻了9次台，全

國門店平均翻6次台，整個元旦假期期間，巴

奴營業額也創了新高。

堂食的恢復與元旦的帶動，讓餐飲業看

見了復甦與反彈的希望。美團數據顯示，元

旦假期前兩日，全國堂食線上交易額較上周

增長超一倍。

然而，餐飲業已經迎來「報復性消費」

了嗎？資深連鎖經營專家文志宏告訴，雖然

元旦期間餐飲消費勢頭不錯，但更多算是疫

情壓制解除後的反彈回補，還談不上「報復

性消費」。嘩啦啦大數據顯示，2023年元旦

期間，堂食訂單量同比下降8％，營收下降

6％。

在他看來，目前餐飲業復甦呈現出點

狀佈局。「餐飲消費恢復的快慢，與所處的

商圈和所屬的品類有很大關係。客流恢復較

好的，基本都是重點商圈內的社交性以及剛

需性餐飲，特別是火鍋，是恢復速度最為明

顯的一個品類。但對於非知名商圈的餐飲而

言，堂食雖已恢復，但距離消費者真正無

所顧忌地進店消費，或許還要等上一段時

間。」

事實上，與胡大、海底撈等餐飲頂流相

比，不少餐廳在這次堂食恢復後，經營狀況

並不理想，部分餐廳已經提前放假，準備年

後再戰。

1月2日，北京藍色港灣燈光節暨慶賀新

年活動期間，巡演演員與遊客互動。圖/視覺

中國

位於北京東三環和東四環之間的團結湖

雞蛋灌餅，被譽為朝陽區的早點之光。老闆

告訴，沒有疫情的時候，一天能賣1500~2000

個雞蛋灌餅。然而2022年12月8日重新營業

後，銷量只有七八百個，下降了一半都不

止。由於下午沒有什麼生意，這家店還將原

來的閉店時間從晚上8點提前到下午2點。

坐落在北京崇文門商圈附近的天天潮牛

潮汕牛肉火鍋店，在大眾點評App上綜合評

分高達4.8分（滿分5分），極佳的口碑吸引

了不少吃貨前來打卡。12月31日，當記者來

到這家店舖時，餐廳大門緊鎖，絲毫不見往

日的煙火氣。通過窗戶上的歇業告示可以得

知，餐廳從12月16日起便已放假，一直持續

到2023年1月28日。撥打餐廳電話，一位工作

人員表示，堂食恢復以後客流很少，而且員

工也陽了，所以老闆直接放假了。

這樣的情況並非只發生在北京。河南省

餐飲與住宿行業協會負責人告訴，河南省自

去年年底堂食恢復以後，不同餐飲業態恢復

情況差異很大。「剛需屬性的快餐，尤其是

品牌連鎖快餐上座率能到80％，已經接近上

年同期。相比之下，更側重於正餐宴會場景

的中餐酒樓恢復情況差很多，上座率只有三

到四成左右，雖然元旦有所改善，差不多翻

了一倍，但比起正常年份的爆滿仍然差距巨

大。」

除了商圈和品類，影響餐飲業復甦的還

有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消費能力，這

意味著越往下沉市場走，餐飲業的復甦情況

可能越差。據嘩啦啦大數據，元旦期間，從

城市排名來看，北上廣三地的餐飲業店均營

收位列全國前三位；而從城市等級看，新一

線城市下降幅度最小為4％，二線城市下降幅

度最大為17％。

山西省烹飪餐飲飯店行業協會告訴，

省內兩大消費重鎮太原和大同，在疫情管控

放開後，餐飲業的恢復情況遠不如北上廣

理想，恢復營業的餐飲商家比例僅在50％左

右，整體上座率也只有正常年份的四成。

12月16日，中國非遺麵食大會在太原開

幕，同期太原市政府發放230萬元文化旅遊惠

民券，惠及各縣（市、區）、開發區各酒店

賓館、特色餐飲、非遺美食以及文化旅遊經

營單位。但據協會調研瞭解，消費情況並沒

有達到預期。

要賬比消費先來
對於餐飲人而言，時下最大的困難或許

不是報復性消費沒來，而是報復性要賬先來

了。

12月7日，隨著「新十條」的發佈，西安

餐飲業也隨即進入堂食全面恢復的倒計時，

然而這一消息並沒有讓張宏偉（化名）高興

起來。他在當地經營一家連鎖中餐廳，目前

共有5家門店。

張宏偉告訴，之前疫情嚴重的時候，

還可以用疫情作為拖欠各種費用的理由，如

今疫情管控徹底放開了，自己也再沒有借口

了。

果不其然，恢復堂食的第一天，張宏偉

還沒等到一個客人，就接到了三個要賬的電

話，分別是房東和兩個供貨商，加起來將近

20萬元。

然而這還只是張宏偉全部債務的冰山一

角。房租、供貨商的貨款、員工的工資以及

銀行的利息，他粗略盤了一下，對外欠賬已

經高達800多萬元了。「為了籌措資金，這三

年我把車和房都抵押出去了，但長久下去，

不是個事兒。」

更要命的是，隨著餐飲業的逐步恢復，

資金鏈的壓力或許還會進一步加大。

疫情前的2019年，北京知名餐飲老字號

萃華樓會在整個春節期間營業，但今年春節

除了崇文門店外，其他門店一律從初一放假

到初七。

1月7日，旅客在遼寧瀋陽火車站乘車。

當日，2023年春運啟動。攝影/本刊記者 於海

洋

萃華樓集團總經理王培欣告訴，之所

以放棄春節檔，主要原因就是成本太高了。

「根據規定，春節期間如果要繼續營業，那

麼公司就需要按照300％給員工支付工資。這

麼算下來，1個店1天的工資開支就是4萬塊

錢，再加上食材、水電費等支出，單店一天

的成本高達10萬元。按照目前的客流量，想

要回本難度太大。」

餐飲業為什麼這麼缺錢？從本質上看，

餐飲業是一門高度依賴現金流的行業，房

租、貨款、員工工資都需要定期支付。正常

年份下，餐飲業的現金流相對充裕，因為只

要能夠正常營業就會有現金持續流入。正如

餐飲業的一句俗話：「現金流治百病，營業

額解千愁。」

然而疫情中斷了此前的良性循環，餐飲

業客流量大幅下滑，客流量沒了營業額也就

沒了，現金流因此也就斷了。

收入大幅減少的同時，餐飲業的各項成

本卻並沒有因為疫情降低。文志宏指出，餐

飲業向來有「三高一低」的說法：房租高、

人力成本高、食材價格高，利潤率低。房

租、人力、食材這三項支出基本佔到了總成

本的70％~75％，再扣去稅負、固定資產折舊

與其他損耗，利潤率通常只有5％~10％。

三大成本中，食材可以按需購買，一

定程度上可以控制支出，但房租和人工卻不

行。位於北京鼓樓腳下的鼓樓金記，是京城

知名的涮肉館，有著「南有聚寶源，北有老

金頭」的美名。該店老闆告訴，疫情下的餐

飲業，難就難在即便不營業，房租也得出，

員工也得養著，虧損也基本出自這兩塊。

生意不好為什麼不裁員呢？鼓樓金記

的老闆表示，疫情期間餐廳沒有開除一名員

工，因為不能開。「你不能說這個月店不開

了，就讓人家回老家去，否則一開門員工准

跑路了。所以你還得想辦法，如何在不能

開門的情況下，還能讓員工有班上，有錢

賺。」

值得注意的是，餐飲業高度依賴現金

流的同時，對外融資的渠道和能力卻比較

弱。一位銀行系統人士向分析，餐飲企業貸

款難，根源在於餐飲企業普遍無法提供值錢

的抵押物。經營場所是租來的，不具備所有

權，前期投入巨大的裝修、炊具、餐具，回

收殘值也都很低。

去年12月14日，中原銀行與河南省餐飲

與住宿行業協會達成戰略合作，授信50億元

支持河南餐飲業復甦。據協會介紹，這次貸

款的發放考慮到了餐飲企業的現實困難，數

額不大的情況下可以採取信用貸的模式，即

不需要抵押物，主要參考企業的品牌知名度

和年營收規模。「已經有不少企業拿到了貸

款，數額從100萬元到500萬元不等。」

不過另一位地方餐飲行業協會負責人認

為，享受到政策紅利並拿到貸款的主要還是

中小規模的餐飲企業，而行業中占主流的小

微餐企仍處在困境中。「從貸款金額上就能

看得出，夫妻店和個體戶用得著貸款上百萬

嗎？」

我國餐飲市場集中度極低。據國家統計

局數據，2020年我國限額以上餐飲企業（指

年主營業務收入200萬元及以上的餐飲單位）

數量為3.29萬家，而同期我國餐飲企業數量

為1013萬家，換句話說，99.9％的餐飲企業年

收入都不足200萬元，其中不乏個體戶和夫妻

店。而這部分恰好也是受疫情影響最大的群

體，其現金流儲備不足，又大多在投入期，

利潤的沉積難以支撐太久。

上述銀行系統人士表示，餐飲企業貸

款難，本質上反映的還是小微企業貸款難的

問題。銀行放一筆幾萬元或者十幾萬元的貸

款，從成本角度看，甚至要比操作一筆金額

上億的大企業貸款還要高。

但過度貸款，也有可能進一步加大企

業負債。西安飯店與餐飲行業協會會長宋凱

華，曾擔任過北京一家商業銀行的支行長。

過去這三年，他已經記不清組織了多少場餐

飲企業與金融機構的座談會。他向坦言，自

己內心其實也很糾結，一邊幫大家想辦法籌

錢，另一邊又在勸大家不要過度負債，因為

擔心企業最終還不上錢，反倒進一步加重企

業負擔和風險。

消費信心從何而來
外部輸血存在困難，餐飲業還是得指望

自我造血。餐飲業到底何時才能完全復甦？

從短期來看，影響餐飲消費恢復的因素

還是疫情。文志宏表示，管控政策的調整，

不代表疫情就沒有了。相反的是，沒有了強

力管控和物理隔絕，部分市民更加不敢外

出，而且陽過的人依舊存在復陽的可能，所

以指望客流量立刻回升並不現實。

而從長期來看，影響餐飲消費復甦的根

本因素還是居民消費信心。星圖金融研究院

副院長薛洪言指出，通常來說，因消費場景

消失造成的消費下滑會隨著消費場景恢復而

復甦，典型如餐飲消費，隨著堂食的恢復，

餐飲業收入會有明顯改善，旅行出遊和其他

線下聚集性消費場景均是如此。但改善幅度

難以回到常態水平，因為消費信心的恢復很

難一蹴而就。

據尚普咨詢市場調研數據顯示，2022年

1~7月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為87.90，而2021年

該值為119.80。2010年~2021年，中國消費者

信心指數年均值為111.83。其中2019年指數最

高，達到了126.60。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寧

吉□表示，2020年至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5.1％，與經濟增長

基本同步，但明顯低於疫情前2013年至2019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的年均實際增長

率。

大眾對收入增長預期轉弱的最直接表現

就是，減少消費，增加儲蓄。2022年，我國

居民儲蓄存款將創下歷史性新高。央行數據

顯示，2022年1月份至11月份，新增居民存款

累計14.9萬億元，如果加上12月份住戶存款

金額，全年居民部門新增存款或將超16萬億

元。

在2019年至2021年間，我國居民部門年

增存款均在10萬億元左右，再往前則普遍低

於5萬億元。

星圖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付一夫告

訴，參考海外其他國家的經驗，線下消費的

加速修復大多出現在防控政策優化之後的第

二個季度，從管控政策確定調整到消費基本

恢復正常，同樣需要經過2~4個季度不等的週

期。

海通證券研究認為，經濟活動尤其是

消費活動要「正常化」，勢必會伴隨著人口

流動的正常化。通過考察中國香港、中國台

灣、越南等地在疫情政策優化後人口流動恢

復的時間，可以得到一定的借鑒和啟示。從

政策調整到恢復，香港用了約3~4個月的時

間，台灣用了4個月左右的時間。

越南於2021年10月調整了防疫政策，其

交通客運量也隨之回升，到了去年4月基本回

到了正常水平，總計用時約6個月。不過，相

較疫情前的水平仍有不小的差距。

豪蝦傳創始人蔣毅針對餐飲業復甦給出

了三個比較具體的節點預期。他表示，春節

到3月是靜待期、3月到5月是觀望期、5月之

後則是慎重期。「類似小吃快餐這類剛需和

一些淺社交的品類或許恢復的速度會更快，

在春天到來的時候就能迎來比較樂觀的經營

狀況，但其他的品類確實需要靜待更長的時

間以尋找機會。」

如何為餐飲業解「燃眉之急」？

疫情三年，餐飲從業者苦不堪言，承受

了巨大的經營和生存壓力。餐飲業也成了最

早被確定，並被給予針對性政策幫扶的特困

行業之一。

2022年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部

門制定出台了《關於促進服務業領域困難行

業恢復發展的若干政策》，針對5個特殊困難

行業分別提出紓困扶持措施，其中餐飲位列5

個特殊困難行業第一位。

在付一夫看來，餐飲業是現代服務業的

重要組成部分，事關穩就業、保民生。拋開

2020年，餐飲業收入已經連續多年超過4萬

億元，在滿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作用巨

大；另一方面，作為傳統服務業，餐飲業是

勞動密集型行業，在吸納就業方面發揮了很

大作用，直接就業人員接近3000萬。

更重要的是，餐飲已經成為當下促消費

的重要抓手。

從2022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到

12月15日至16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

放出的一系列信號看，全力拼經濟正在成為

2023年的主旋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

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增強消

費能力，改善消費條件，創新消費場景。

商務部數據顯示，2021年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超44萬億元，其中餐飲收入占10.6％。

薛洪言指出，餐飲、汽車、家電受居民收入

影響，需求波動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