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融资掀起热潮

餐饮资本化进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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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餐饮行业的资本运作格外活跃，投融资事件频发。 餐饮与资本结合的这把火在当前环境背景下，确实给加速恢

复中的餐饮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但资本本身也是把双刃剑，在获得助力快速扩张的同时，企业要思考的还有很多。

餐饮行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链接

〉〉〉

数字化消费变革已成为推动餐饮

业前进的重要动力。 艾瑞咨询发布的

《新式消费连锁品牌数字化转型趋势

白皮书》称，疫情对餐饮行业造成冲击

的同时，也带来积极的影响，在线交易

将成为消费新增长点。 报告显示，2015

年到 2020 年，中国餐饮收入及增速下

滑，但外卖收入及增速暴涨。

业内人士表示， 餐饮数字化实际

上是一个运用数字技术和新能源对企

业业务持续优化的过程， 是一次系统

工程。 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化转型的企

业能够收获的是体验提升、效率提升及

模式创新。 首先，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

过集成各平台数据、“实时” 反馈、“随

需”调整、满足“自助”需求，由此为用户

带来更好的体验，这也是数字化转型的

首要目标。 另外，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效

率提升将对成本极大优化，最终构成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 最后，数字化平台带

来的能力使企业交易模式、 运作模式、

治理模式、组织模式都得以创新，从而

为企业运转提供更大的支持。

数字化转型也获得政策上的支持。

商务部此前表示，要推动实体商业企业

加快数字化、 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

发展智慧超市、智慧商店、智慧餐厅，推

进线上线下更广更深的融合。

如今，餐饮行业已经迎来数字化转

型的浪潮。海底捞一直探索以新技术改

变餐饮企业成本结构， 推出智慧餐厅，

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来提升顾客

体验、降本增效和保障食品安全。 百胜

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日前宣布正式启用

其位于上海、南京、西安三地的数字化

研发中心。该中心将整合并拓展专属资

源，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中台及数字

化餐饮云服务等技术，开发新的解决方

案及服务，进一步推动公司端到端数字

化建设。

更多的餐饮企业在获得融资后，将

数字化作为重要的升级方向。艾瑞咨询

的报告指出，在渠道数字化和新营销理

念的基础上，不断落地运营、营销、供应

链数字化解决方案，提升企业数字化水

平和部门间协同能力，是当前企业重点

关注的问题。其中供应链在新式消费企

业中属于核心痛点环节，数字化转型较

早，而运营数字化和营销数字化则是近

年来随着经营理念从关注产品到关注

用户的转变而受到企业重视。 未来，数

字化转型更应聚焦在企业的数据链接

环节，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墙，实现统一

管理和运营，提升企业整体经营效率。

（宗禾）

今年以来， 在促消费政策引导下，餐

饮行业逐步复苏。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

年 1-9 月， 全国餐饮收入 32750 亿元，同

比增长 29.8%； 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7553元，同比增长 34.8%。 加速恢复中的

餐饮行业， 也迎来了资本的高度关注，新

茶饮、面食、咖啡连锁、烘焙等领域投融资

均迎来热潮。据公开资料统计，截至 8月，

今年餐饮行业投融资件数达 86 起， 总投

资金额将近 500 亿元， 超过 2020 年全年

的两倍。

业内认为，在当前背景下，我国的餐

饮业进入时代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新的

特征， 也面临着一系列需要破解的难题。

资本与餐饮的融合，对餐饮企业和行业带

来的深远影响、重大变化，值得高度关注。

行业上演投融资热潮

回顾近几年国内餐饮行业的资本故

事，从 2018年的高度活跃，一年投资交易

超过百笔，总融资金额近百亿元，到 2019

年总体回落，线下连锁餐饮企业投资活动

明显减少， 再到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之

下，餐饮企业面对现金流问题，对资本转

向积极态度，而今年则迎来行业投融资的

爆发。

据公开数据统计，2020 年餐饮行业

发生了 115起投融资事件，融资金额超过

之前 5 年的总和。 进入今年以来，餐饮融

资热潮更是一浪接一浪。 截至 8 月，今年

餐饮行业投融资件数达 86 起， 总投资金

额将近 500 亿元， 超过 2020 年全年的两

倍。

从频率上来看，2020 年平均每 3 天

就有一家公司拿到融资， 但到了今年，完

成一个投融资项目时间， 平均只需要 2.8

天。这大半年中，无论是传统的餐饮品牌，

还是风头正盛的新品牌，均获得了资本的

青睐。

从金额上来看， 有 60%以上获投企

业，单轮次融资金额超过亿元。 5 亿元以

上融资事件共有 11 起；10 亿元以上的融

资事件有两起，均发生在茶饮领域，分别

是喜茶的 5亿美元 D 轮融资、蜜雪冰城 A

轮 20 亿元融资。

在投向餐饮行业的资本中，不乏知名

机构的身影。 如上半年，文和友接连被曝

出 B、C 两轮融资， 红杉中国、IDG 资本和

华平资本成为投资方，投后估值已经超过

100 亿元； 喜茶背后也站着 IDG 资本、高

瓴等投资机构，而喜茶的估值已达到 600

亿元。

互联网大厂也在以各种方式加速布

局。 近日，知乎旗下自有消费品牌知乎知

物打造的 3款挂耳咖啡宣布正式上线。上

线之前，知乎征集了一部分公众号文章读

者和多位知乎咖啡领域的优秀答主，对咖

啡进行试喝，同时也在平台上发起了咖啡

众测活动。

此前，字节跳动投资餐饮管理公司东

方鸿鹄，持股比例达 13%。此外，字节跳动

还投资了火锅食材店懒熊火锅、轻食品牌

鲨鱼菲特、 咖啡品牌 Manner 以及长沙柠

檬茶饮品牌柠季等餐饮品牌。

2020 年以来， 腾讯已经投资了 6 个

餐饮和食品零售品牌，包括加拿大国民咖

啡 Tims、网红店代数学家咖啡，今年又陆

续出手投资了卤味小吃盛香亭、和府捞面

等餐饮品牌。 B 站 7 月入股上海曾士餐

饮，成为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

达 14.9%。之前 B 站还相继投资了鹰集咖

啡、Charlie’s 粉红汉堡两个品牌。

餐饮企业主动拥抱资本

我国餐饮行业巨大的市场空间，是吸

引资本加速涌入的最重要原因。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中

国餐饮行业市场规模达 4.67 万亿元，较

2018 年同比增长 9.37%，2014-2019 年年

复合增长率保持在 10.86%， 已经成为仅

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餐饮市场。受疫情

影响，2020 年我国餐饮行业收入有所下

降，但仍然达到 3.95 万亿元。 今年以来，

餐饮市场正在加速恢复。

与此同时，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发

达国家之间仍有较大差距，而城镇居民人

均食品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具

有相对一致性。 因此，未来随着中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

断提升，将会持续促进餐饮行业规模继续

大幅增长。 此外，年轻一代消费观念的改

变，以及消费升级的带动，更是为餐饮行

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前瞻产业数据

预测，2020 年到 2026 年， 我国餐饮行业

收入增速将保持在 8%-9%之间，到 2026

年预计将达到 8万亿元。

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我国餐饮

行业的资本化程度却非常低，拥有宽广的

赛道。

我国餐饮行业菜系多样化，特别是中

式餐饮赛道尤为宽广，同时具有入场门槛

低、企业更新迭代速度快等特点。 相关数

据显示，2020 年全年餐饮相关企业注销、

吊销量为 32.1万家，同比下降 54.8%。 而

在餐饮相关企业注册量方面，2020 年全

年注册量达到 236.4 万家， 同比增长

25.5%。 从连锁餐饮发展来看，2020 年中

国餐饮的连锁率仅为 10%，而美国、日本

的连锁率在 50%左右。

从我国餐饮业上市公司情况来看，截

至今年 8月底，国内已上市餐饮企业数只

有 49 家（A 股 3 家+港股 46 家），且 2020

年上市餐企总收入不到 800 亿元，餐饮行

业的资本化率仅为 1.6%。 业内预估，如果

对照美、日两个国家的人口与餐饮企业上

市公司的比例来看， 中国应该分别有约

240 家（对标美国）和 1000 家（对标日本）

餐饮上市公司。

更重要的是， 在资本加速布局的同

时，餐饮企业也在主动拥抱资本。一方面，

与消费需求升级同步，餐饮供给端的基础

设施也日趋完善，借鉴零售行业的成功和

应对疫情冲击，餐饮行业对数字化转型接

受度极大提高，餐饮企业经营模式发生转

变。另一方面，疫情作为不确定性因素，也

给餐饮行业格局带来了直接影响，推动了

餐饮行业洗牌，头部品牌因抗风险能力更

强而存活，提升了行业资源集中度，加速

了品牌连锁化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餐饮

企业更加主动接纳资本， 强化自身的实

力。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邢颖

表示，餐饮业此前曾迎来过两次投资的热

潮。第一次资本潮是 2007年前后，得益于

连锁经营模式的突破和金融危机之后的

外部机遇。 2012 年前后迎来第二轮资本

潮，是政策导向和电商等外部因素带来的

连锁反应。从去年开始的第三次投资热潮

背后的主导原因，更多的是来自于餐饮产

业内部的纵深变革。

“金手指”赋能新发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拥抱资本，并且通

过资本的力量不断地扩张规模、优化公司

治理、打造品牌、打造护城河。 有专家认

为，资本对于餐饮业的重要性和实际价值

在当下正逐步显现出来。甚至有业内人士

认为，资本是助力餐饮品牌打开新发展的

“金手指”。

目前来看，资本无疑将助力餐饮行业

的快速发展。 在获得投资后，不少餐饮品

牌走上了规模化拓展之路，谋求“从地方

走向全国”，提高品牌市场占有率。Manner

在获得新一轮融资后，计划进入高速扩张

期，今年拟在全国新开 200 家门店；和府

捞面今年新增门店预计将较 2020 年翻

番； 遇见小面表示将继续挺进一线城市，

并加快二线城市布局， 预计 2024 年全国

门店总数突破 1000家。

消费升级时代，消费者对产品、服务、

场景等细节方面的要求日益严苛，这就倒

逼品牌进行多维度的升级。 如奈雪的茶、

喜茶等，在融资后开始发力多元消费场景

的打造，用高颜值、强体验的消费空间满

足更多消费者在消费场景上的需求。他们

还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数字化

升级，优化线上和线下顾客的消费体验。

餐饮品牌走向连锁规模化的背后，一

定是具备强大的供应链体系，而有了资本

的帮助，在强化供应链壁垒方面，餐饮品

牌可以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喜茶自建茶

园， 出资改善合作供应商的茶叶种植环

境，不仅提升了产品品质，还可以根据产

品的需求进行原料的定制。乡村基在融资

后也加大力度投入上游供应链的建设，以

更好地实现品牌对产品质量的聚焦。

一些实力强大的餐饮品牌已开始布

局多品牌战略。 有资本加持的西贝，不仅

自己推出新快餐品牌“弓长张”，主打中式

现炒快餐，还以投资形式，赋能其他快餐、

烘焙等餐饮品牌。这样的战略部署在一定

程度上强化了品牌的抗风险能力。

当然，资本也是把双刃剑，在获得助

力快速扩张的同时，企业要思考的还有很

多。

邢颖表示，中国的餐饮业已经迈向投

资主体多元化、经营业态多样化、经营模

式连锁化和行业发展产业化的新阶段。在

高度关注中国餐饮市场业态多样化和细

分化，品质消费提质增效的同时，更要充

分地认识到和高度关注到大众市场是餐

饮消费的主体，百姓消费是餐饮市场的主

力，餐饮供给侧要适应并满足日益增长的

差异化的餐饮消费需求。 （陈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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