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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茶餐厅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告

》介绍了茶餐厅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茶餐厅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茶餐厅行业的现状、

中国茶餐厅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茶餐厅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茶餐厅产业

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茶餐厅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茶餐厅行业，本报告

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部分 行业发展现状

 

   第一章 茶餐厅行业概述

 

   　　第一节 餐饮业的介绍

 

   　　　　一、餐饮业的定义

   　　　　二、餐饮业的分类

   　　　　三、餐饮消费的六种类型

   　　　　四、餐饮业的经济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 茶餐厅业的概述

 

   　　　　一、茶餐厅的定义

   　　　　二、茶餐厅简单分类

   　　　　三、茶餐厅业的特点

   　　　　四、茶餐厅的经营形式

   　　第三节 茶餐厅特色分析

 

   　　　　一、食品多样化

   　　　　二、讲求效率

   　　　　三、食品价钱相宜

   　　第四节 茶餐厅食品

 

   　　　　一、咖啡



   　　　　二、奶茶

   　　　　三、其它

   　　第五节 茶餐厅的其他概念

 

   　　　　一、茶餐厅起源

   　　　　二、我国茶餐厅发展历程

   　　　　三、现代茶餐厅企业概述

   　　　　四、茶餐厅的作用与地位

   　　　　五、茶餐厅产业化的内涵

   　　　　六、茶餐厅业的发展规律

   　　　　七、茶餐厅的健康问题

   　　　　八、茶餐厅的概念

  

  第二章 2015-2019年国际茶餐厅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国际茶餐厅行业概况

 

   　　　　一、国际茶餐厅行业发展历程

   　　　　二、国际茶餐厅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三、国际茶餐厅行业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

   　　第二节 2015-2019年国际茶餐厅的发展状况

 

   　　　　一、国际茶餐厅开进机场分析

   　　　　二、国际西餐全天候餐厅成为新宠

   　　　　三、肯德基与麦当劳的启迪

   　　第三节 2015-2019年国际茶餐厅的投资策略

 

   　　　　一、国际茶餐厅的制胜之道

   　　　　二、国际茶餐厅本土化发展

   　　　　三、美式茶餐厅的中国市场战略

   　　第四节 2019年主要国家茶餐厅行业发展借鉴

 



   　　　　一、美国

   　　　　二、英国

   　　　　三、日本

  

  第三章 2015-2019年中国茶餐厅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茶餐厅行业整体发展概况

 

   　　　　一、2015-2019年餐饮业利润情况

   　　　　二、餐饮业经营陷入困境

   　　　　三、餐饮业服务水平和餐饮卫生质量

   　　　　四、方便快速的要求

   　　第二节 我国茶餐厅业市场发展的状况

 

   　　　　一、我国茶餐厅业起步和发展速度

   　　　　二、我国茶餐厅业经营主体

   　　　　三、我国茶餐厅业经营方式分析

   　　　　四、我国茶餐厅业服务领域分析

   　　第三节 2019年中国新茶餐厅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一、定位不准北京茶餐厅遭遇尴尬

   　　　　二、24小时茶餐厅重庆遇寒流

   　　　　三、杭城茶餐厅卷土重来

   　　第四节 2015-2019年我国茶餐厅业市场发展分析

 

   　　　　一、欧债危机对茶餐厅业市场发展的影响

   　　　　二、2015-2019年茶餐厅市场价格情况

   　　　　三、2015-2019年茶餐厅价格分析

   　　　　四、2015-2019年茶餐厅业成本问题分析

   　　　　五、2015-2019年休闲茶餐厅产业发展潜力分析

   　　第五节 中国茶餐厅业市场形势分析

 



   　　　　一、到2019年中国茶餐厅业的市场发展态势

   　　　　二、茶餐厅品牌以集群形式发展态势

   　　　　三、联合采购中的保密问题

   　　　　四、茶餐厅的休闲化发展趋势

   　　第六节 2015-2019年中国茶餐厅行业市场消费者调查分析

 

   　　　　一、消费者对国际茶餐厅的偏好程度分析

   　　　　二、消费者对国际茶餐厅就餐形式的选择

   　　　　三、消费者到国际茶餐厅消费的周期

   　　　　四、消费者中去国际茶餐厅消费的金额

   　　　　五、写字楼里的公司员工人数分布情况

   　　　　六、写字楼里的公司员工更换订餐公司的频繁程度

   　　　　七、消费者对午饭的满意情况和抱怨因素

   　　　　八、消费者对不同价格的午饭接受情况

   　　　　九、消费者最喜欢的茶餐厅食品

   　　　　十、消费者选择茶餐厅的决定因素

   　　第七节 2015-2019年中国茶餐厅发民中存在的热点问题探讨

 

  

  第四章 我国茶餐厅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茶餐厅市场标准化分析

 

   　　　　一、茶餐厅产业化、标准化情况

   　　　　二、茶餐厅标准化问题及其影响

   　　　　三、茶餐厅市场标准化投资策略

   　　第二节 茶餐厅市场发展状况

 

   　　　　一、2015-2019年茶餐厅市场发展情况

   　　　　二、茶餐厅发展的有利因素

   　　　　三、茶餐厅发展制约因素

   　　　　四、茶餐厅的全球化发展



   　　第三节 茶餐厅趋势预测和机遇

 

   　　　　一、茶餐厅长期趋势预测分析

   　　　　二、2019-2025年茶餐厅市场趋势预测

   　　　　三、茶餐厅发展的新机遇

   　　第四节 2015-2019年中国地区特色快餐食品的发展形式

 

   　　　　一、云南的过桥米线

   　　　　二、新疆的烤羊肉串

   　　　　三、北京的烤鸭

   　　　　四、河南的烩面

   　　　　五、福建的沙县小吃

   　　　　六、陕西的凉皮肉夹馍

   　　　　七、兰州的牛肉拉面

  

  第五章 2019年中国茶餐厅市场消费情况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茶餐厅消费现状分析

 

   　　　　一、茶餐厅消费时间特性分析

   　　　　二、茶餐厅：乡镇居民消费新去处

   　　　　三、茶餐厅消费人群

   　　　　四、茶餐厅的&ldquo;贵族消费&rdquo;

   　　第二节 2019年中国高端茶餐厅走红的消费行为研究

 

   　　　　一、茶楼功能多元化

   　　　　二、新型社交模式兴起

   　　　　三、圣淘沙消费需求的层级应用

  

  第六章 2019年中国茶餐厅细分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西式茶餐厅



 

   　　　　一、西式茶餐厅的经营特点

   　　　　二、西式茶餐厅在中国市场的目标消费群体

   　　　　三、西式茶餐厅在中国市场的主要业态现状

   　　　　四、2019年中国西式茶餐厅市场规模分析

   　　　　五、2019年中国西式茶餐厅市场的竞争分析

   　　　　六、西式茶餐厅在中国茶餐厅市场竞争力swot分析

   　　第二节 港式茶餐厅

 

   　　　　一、港式茶餐厅的经营特点

   　　　　二、港式茶餐厅在中国市场的目标消费群体

   　　　　三、港式茶餐厅在中国市场的主要业态现状

   　　　　四、2019年中国港式茶餐厅市场规模分析

   　　　　五、2019年中国港式茶餐厅市场的竞争分析

   　　　　六、港式茶餐厅在中国茶餐厅市场竞争力swot分析

   　　第三节 中国澳门茶餐厅

 

   　　　　一、中国澳门茶餐厅的经营特点

   　　　　二、中国澳门茶餐厅在中国市场的目标消费群体

   　　　　三、中国澳门茶餐厅在中国市场的主要业态现状

   　　　　四、2019年中国澳门茶餐厅市场规模分析

   　　　　五、2019年中国澳门茶餐厅市场的竞争分析

   　　　　六、中国澳门茶餐厅在中国茶餐厅市场竞争力swot分析

   　　第四节 九龙茶餐厅

 

   　　　　一、九龙茶餐厅的经营特点

   　　　　二、九龙茶餐厅在中国市场的目标消费群体

   　　　　三、九龙茶餐厅在中国市场的主要业态现状

   　　　　四、2019年中国九龙茶餐厅市场规模分析

   　　　　五、2019年中国九龙茶餐厅市场的竞争分析

   　　　　六、九龙茶餐厅在中国茶餐厅市场竞争力swot分析

  



  第七章 我国茶餐厅行业区域市场调研

 

   　　第一节 北京市

 

   　　　　一 、东八区

   　　　　　　1、东八区基础概述

   　　　　　　2、东八区茶餐厅特色分析

   　　　　　　3、东八区经营现状

   　　　　　　4、消费人群

   　　　　　　5、盈利分析

    　　　　二、狮子山下

   　　　　　　1、狮子山下茶餐厅基础概述

   　　　　　　2、狮子山下茶餐厅特色分析

   　　　　　　3、狮子山下经营现状

   　　　　　　4、消费人群

   　　　　　　5、盈利分析

   　　　　三、火麒麟

   　　　　四、港丽餐厅

   　　　　五、一茶一坐

   　　　　六、地茂馆

   　　　　七、先到先等

   　　　　八、日昌

   　　　　九、又一栈

   　　　　十、写意人生港式茶餐厅

   　　　　十一、金湖

   　　　　十二、彩色盘

   　　第二节 上海市

 

   　　　　一、2019年上海茶餐厅运行分析

   　　　　　　1、沪上茶餐厅面面观

   　　　　　　2、上海茶餐厅特色推荐

   　　　　二、2019年上海部分茶餐厅运行分析



   　　　　　　1、新旺

   　　　　　　2、葡京茶餐厅

   　　　　　　3、新发记

   　　　　　　4、避风塘

   　　　　　　5、优客休闲餐厅

   　　　　　　6、广莲香

   　　　　　　7、其它

   　　　　三、茶餐厅消费者分析

   　　　　四、茶餐厅行业发展趋势

   　　第三节 广州市

 

   　　　　一、茶餐厅行业现状

   　　　　二、茶餐厅市场格局

   　　　　三、茶餐厅消费者分析

   　　　　四、茶餐厅行业发展趋势

   　　第四节 深圳市

 

   　　　　一、茶餐厅行业现状

   　　　　二、茶餐厅市场格局

   　　　　三、茶餐厅消费者分析

   　　　　四、茶餐厅行业发展趋势

   　　第五节 成都市

 

   　　　　一、茶餐厅行业现状

   　　　　二、茶餐厅市场格局

   　　　　三、茶餐厅消费者分析 

   　　　　四、茶餐厅行业发展趋势

  

  第八章 2015-2019年茶餐厅业的经营管理

 

   　　第一节 茶餐厅业经营管理概况

 



   　　　　一、茶餐厅经营自身模式建立的探索

   　　　　二、茶餐厅业的员工管理方案探析

   　　　　三、茶餐厅经营的关键准备

   　　第二节 茶餐厅业的选址模式剖析

 

   　　　　一、茶餐厅选址中应当考虑的因素

   　　　　二、茶餐厅选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三、茶餐厅选址的模式及方法运用

   　　　　四、国际茶餐厅加盟店的选址

   　　第三节 茶餐厅经营的商圈分析

 

   　　　　一、商圈的一般性原则

   　　　　二、餐饮业商圈的特殊性

   　　　　三、肯德基商圈策略的借鉴

   　　　　四、茶餐厅企业扩张过程中商圈情况分析

   　　　　五、商圈内茶餐厅饮企业单店取得相对竞争优势策略

   　　第四节 茶餐厅业顾客关系管理研究

 

   　　　　一、顾客关系管理概念

   　　　　二、顾客消费行为特征及影响就餐的因素

   　　　　三、顾客需求信息的管理

   　　　　四、顾客关系管理的对策建议

   　　第五节 茶餐厅企业外卖服务模式案例分析

 

   　　　　一、麦当劳麦乐送业务供应链流程解析

   　　　　二、麦当劳外卖业务供应链流程解析

   　　　　三、茶餐厅企业外卖服务面临的难点及挑战

  

  第九章 2015-2019年茶餐厅信息化分析

 

   　　第一节 茶餐厅业的信息化

 



   　　　　一、茶餐厅企业实施信息化的原则

   　　　　二、茶餐厅企业信息化平台的选择

   　　　　三、信息化对茶餐厅企业的利益回报

   　　　　四、发展茶餐厅信息化的软件与技术

   　　　　五、影响茶餐厅企业信息系统建设因素

   　　　　六、茶餐厅信息化管理的三大趋势

   　　第二节 2015-2019年茶餐厅信息化分析

 

   　　　　一、茶餐厅信息化的模式

   　　　　二、茶餐厅传统方式制约信息化发展

   　　　　三、茶餐厅企业的信息化管理

   　　　　四、茶餐厅信息化解决方案

   　　　　五、茶餐厅信息化建议

   　　第三节 茶餐厅企业信息技术的运用分析

 

   　　　　一、茶餐厅业信息化技术应用概述

   　　　　二、信息网络技术对茶餐厅业的必要性

   　　　　三、先进信息技术运用促进现代化茶餐厅业发展

   　　　　四、信息技术应用于茶餐厅业的策略

   　　第四节 茶餐厅信息化集团管理

 

   　　　　一、集团管理系统的组成

   　　　　二、集团连锁信息化的目标

   　　　　三、远程查询子系统

   　　　　四、连锁管理子系统

   　　　　五、集团管理方案的实施

  

  第十章 2019年中国茶餐厅相关产业运行分析&mdash;&mdash;酒吧

 

   　　第一节 2019年中国酒吧业经营新亮点

 

   　　　　一、酒吧客流量大，销售服务随机性强



   　　　　二、酒吧规模小，对服务人员的素质要求高

   　　　　三、酒吧投资大，回报高

   　　　　四、酒吧经营利润高，控制难度大

   　　第二节 2019年中国酒吧的酒品分析

 

   　　　　一、产品原料品种多，储存难度大

   　　　　二、产品生产时间短，生产量难以预测

   　　　　三、产品品种规格多，批量小

   　　　　四、业务技巧要求高，管理难度大

    　　第三节 2019年中国酒吧的销售特点分析

 

   　　　　一、销售量受活动场所的限制

   　　　　二、销售单位小，销售服务过程标准化

   　　　　三、销售毛利率高，资金周转快

   　　　　四、固定成本高，开支比重较大

  

  第二部分 行业竞争格局

 

   第十一章 茶餐厅行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 茶餐厅业竞争分析

 

   　　　　一、中国茶餐厅业竞争格局

   　　　　二、2019年茶餐厅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三、茶餐厅行业中国际竞争现状

   　　　　四、2019年外企早餐市场竞争动态

   　　　　五、2019年中外企业奥运茶餐厅市场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9年茶餐厅竞争分析

 

   　　　　一、2019年茶餐厅市场竞争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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