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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餐饮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八章。报告介绍

了餐饮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餐饮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餐饮行业的现状、中国餐饮行业

竞争格局、对中国餐饮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餐饮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

。您若想对餐饮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餐饮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

    餐饮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一是饮食，比如经营餐饮，提供餐饮。二是指提供餐饮的行业或

者机构，满足食客的饮食需求，从而获取相应的服务收入。由于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

下，不同的人群饮食习惯、口味的不同，因此，世界各地的餐饮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餐饮市场将进入品牌消费时代，中国餐饮业将以百分之十六的增速继续对扩大消费、促进

就业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餐饮企业而言，品牌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餐饮市场的竞争最后必将是品牌之间的竞争

，谁的品牌力更强，谁就能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品牌力成为餐饮企业逐鹿市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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