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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菜、粤菜和湘菜在国内区域美食中占主导地位，日本和
韩国料理则是中国主流消费者最受欢迎的外国美食。尽管消
费者对不同区域美食的偏好变化甚微，消费者仍普遍追求味
道地道的美食体验，这表明餐厅应该打破陈规，通过进一步
区域细分来彰显特色。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居家烹饪成为趋
势，为餐厅带创造了更多出售包装产品的零售机遇。”
– 俞文，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
•

国内和国外美食市场现状如何？不同区域美食的渗透率和兴趣度是如何变化的？
新冠疫情爆发后的一年中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
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将如何影响区域美食市场？
在产品创新和营销策略方面，餐馆和品牌将如何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区域美食餐厅有哪些零售化的机会？

从渗透率和消费者的兴趣度来看，区域美食市场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国内和国外美食仍由几类热门美食主导。新冠疫情
冲击了线下餐饮服务业，但疫情期间居家烹饪趋势兴起，零售产品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因此，英敏特认为，零售化是一大关键市场趋势。餐厅和品牌可以致力于开发预加工食品和从区域美食中获得灵感的零
食产品。此外，区域美食专注于推广更独特的区域美食细分，渗入到新兴的用餐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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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亮点
融合的信息渠道提高客群触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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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4: 火烧云自有品牌酱料产品实例
数据25: 市场上大品牌的寿喜烧酱产品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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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区域美食的接受程度
主流美食基本保持不变，表明差异化是新入局者的制胜关键
数据26: 国内区域美食的接受程度，2020年11月
数据27: 中国前五大美食的渗透率，2014-2021年
某些区域美食在一级城市不太受欢迎
数据28: 中国区域美食的客群流失率，2020年11月
南北地区仍有差异
数据29: 在过去6个月内“吃过且喜欢”中国区域美食的消费者（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11月

国外区域美食的接受程度
东亚美食继续占主导
数据30: 国外区域美食的接受程度，2020年11月
数据31: 国外区域美食的接受程度，2018-2021年
渗透率最低的美食可瞄准具有潜力的一线城市，提高认知度
数据32: 德国、墨西哥和西班牙美食的接受度（按一线城市区分），2020年11月
数据33: 不同美食在一线城市的餐厅数量
国外美食的消费者日趋成熟
数据34: 国外区域美食的客群流失率，2018年5月和2020年11月

搭配食物的饮料
健康意识的提高也反映在饮料选择上
数据35: 搭配食物的饮料，2020年11月
40多岁的女性群体是葡萄酒和啤酒的潜力客群
数据36: 搭配食物的饮料——“酒精饮料”（按性别和年龄分类），2020年11月
甜米酒有潜力赢得女性客群
数据37: 餐厅甜酒酿的实例

信息渠道
对图像和视频丰富的平台依赖度高
数据38: 信息渠道, 2020年11月
外卖平台正在塑造用户习惯，尤其是对于18-24岁的消费者
数据39: 信息渠道——“朋友 / 家人”和“外卖平台”（按年龄区分），2020年11月
数据40: 饿了么的用户界面

区域美食的烹饪偏好
对烹饪大有兴趣，一些消费者也追求捷径
数据41: 居家烹饪的偏好，2020年11月
消费者偏好反映了时间和金钱的平衡
数据42: 居家烹饪的偏好（按个人月收入和居住状况区分），2020年11月

对区域美食的态度
相比根据本地口味改良过的美食，消费者追求正宗和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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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3: 对区域美食的态度，2020年11月
餐厅将加码零售化
数据44: 对区域美食的态度，2020年11月

附录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研究方法与缩写
研究方法
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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