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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餐饮旅游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餐饮旅游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餐饮旅游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餐饮旅游行业的现状、中国餐饮旅游

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餐饮旅游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餐饮旅游产业发展前

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餐饮旅游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餐饮旅游行业，本报告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9年初以来餐饮旅游板块涨幅落后沪深300指数，在各大板块中表现位于中上游，当前餐

饮旅游板块处于历史估值底部。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确定和实行以来，我国开始全面深化改

革、不断释放发展动力，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居民消费结构得以不断改善、升

级。面向未来，各领域品质消费升级的趋势将持续。

     综合全国众多旅游城市的美食占比，64%为地方特色，35%为连锁品牌，剩余1%为酒店餐

饮。其中，在三亚、重庆和天津等本土餐饮特色明显的城市，地方特色美食占比尤其拔高。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旅游城市，小吃是当之无愧最受欢迎的品类，占比大幅度领先其他品类

。

     中餐、面包甜点、西餐、火锅等也是热门品类，但在不同类型旅游城市的表现不尽相同。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餐饮旅游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表明：2015-2019年

期间我国旅游收入总体呈逐年增长态势，增速波动放缓。2019年我国旅游收入近6.52亿元，同

比增长9.21%。2015-2019年中国旅游收入及增速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旅游收入(万亿元)   4.1   4.7   5.4   6   6.5       增速（%）   　   13.56   15.14   10.56   9.21   数据来源

：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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