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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收入有望达3.9万亿元——

餐饮业需求强劲买卖正红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目前，我国餐饮市场需求动力强劲，品牌引领效应明显，全行业从快速回暖步入稳定发展阶段，对

扩内需、促消费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面对成本居高不下、利润空间严重挤压的困境，餐饮企业还需

不断调整管理模式，以转型求突破。未来，餐饮企业要继续从满足普通消费者需求出发，构建多层次多

样化消费结构，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首条新能源特高压输电工程投运
可满足湖南四分之一用电需求

谨 防 机 器 人 产 业 低 端 同 质
梁 睿

虽然近年来机器人产业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背后仍然存在着低端同

质化加剧、产业链缺失、关键技术落后等一系列问题。作为行业内的企业，

亟须静下心、腾出手来加快软硬件的研发，破解高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

尴尬——

预计到 2020年产值超 3000亿元——

天津汽车产业聚集效应凸显

本版编辑 李 景

本报讯 记者刘蓉报道：近日，由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和普洱学院联合推
出 的《 中 国 餐 饮 产 业 发 展 报 告

（2017）》在第二届世界厨师艺术节开
幕式上发布。

报告指出，推动餐饮回归大众化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也是中国
餐饮业趋稳回暖的动力源。2014 年至
2016 年，在高端餐饮萎靡之际，大众化
餐饮逆势增长，餐饮市场份额由 2014
年的 75%增加到 2016 年的 85%，提前

实现了商务部 2014 年《加快发展大众
化餐饮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大众化餐饮
5年发展目标。2016年，以大众化为特
色的餐饮百强企业增加到 28 家，营业
收入占全国餐饮百强总营业收入的
一半。

报告显示，餐饮 O2O 模式已经深
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外卖市场从
2015 年 的 1400 亿 元 增 至 2016 年 的
2000 亿元，预计未来几年，餐饮 O2O
市场将出现几何级增长。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7 年 1 月至 5 月，全国餐饮收入 15293
亿元，同比增长 11.0%；限额以上单位餐
饮收入 3712 亿元，同比增长 7.8%，比上
年同期大幅提升 1.1 个百分点，品牌餐饮
引领作用明显。

需求强劲发展趋稳

随着国民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
好，餐饮行业也由快速回暖步入稳定发展
阶段。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认为，当
前餐饮行业发展速度处于合理区间，继续
对 扩 内 需 、促 消 费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2017 年 1 月份至 5 月份，餐饮收入总规模
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0.7%，餐饮
市场对整个消费市场增长贡献率达到
11.4%，拉动消费市场增长 1.2%。

数据显示，尽管今年前 5 月全国餐饮
收入增速较上年同期略降 0.3 个百分点，
但延续了 2016 年底以来的向好趋势，逐
月稳中回升。5 月份，全国餐饮业收入
3211 亿元，同比增长 11.6%；限额以上单
位餐饮收入 779 亿元，同比增长 9.2%。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 5 月份餐饮收入增
速同比提高 0.7 个百分点，这是今年以来
首次超越上年同期，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增
速与上年同期的差距也达到今年最大值
3.9 个百分点。这表明，餐饮行业在稳定
发展中进入一个小高潮。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在餐饮业的应用
逐步深入，“互联网+餐饮”发展日渐成
熟，大数据应用于运营管理当中，外卖外
送市场需求普遍增加，行业加快了相关标
准的出台。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无线网络订餐的
外卖比重迅速增长。2015 年我国餐饮外
卖市场占整个餐饮市场消费的比重是
7.4%；2016 年外卖市场占整个餐饮市场
消费的比重达 10%，达到 3500 亿元。根
据中国烹饪协会的预测，到 2018 年外卖
市场占整个餐饮市场消费的比重有望达
到 15%左右。得益于线上消费发力和送
餐能力提升，外卖呈现爆发式增长，越来
越成为餐饮企业一个重要的销售渠道。

细分市场亮点频现

“餐饮市场发展仍有巨大空间。”姜俊
贤表示，我国餐饮需求继续扩大，多样化、
多层次的需求会得到更大的释放，消费需
求的升级带来了新机遇。

中国烹饪协会在市场调查中发现，有
50.7%的消费者表示每周有 1 天到 3 天的
一日三餐由社会餐饮解决。实际上，在日
常生活中，众多年轻人倾向于在外面解决

吃饭问题而非自己做饭，不少中老年人周
末也都安排在餐馆就餐。

随着居民外出就餐越来越普遍，餐饮
消费活动频繁，普遍需求强劲，不仅大众
化需求旺盛，其他市场需求表现同样不容
小觑。在普遍需求驱动下，餐饮市场呈现
出新的发展特点。休闲简餐、咖啡面包、
风味小吃等轻餐饮强势崛起，团餐发展迅
速，农村聚餐市场潜力巨大，整个行业展
现出新的发展活力。并且，普遍需求持续
向纵深、精细化方向延展。

“市场繁荣带来的消费偏好开始走向
多元化、体验型。”姜俊贤表示，在市场调
查中，有五成的消费者表示自己的品牌忠
诚度较高，会反复光顾心目中 3 家到 5 家
餐饮企业。同时，又有超过 30%的消费
者想不断尝试新的消费体验。餐饮消费
在青睐老风味、老品牌的同时，催生着新
的味道与品牌。

调查还显示，消费者在选择品牌的时
候，选择因素依次是环境、口味、食品安
全、价格水平。价格的敏感度在降低，追
求更好消费体验的特征更加突出。此外，
一些特殊需求正在成为餐饮业未来发展
的重要趋势。随着中产阶层的活跃，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营养、低油、少盐
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性化要求越来
越高，市场的细分化不断催生出餐饮的新
业态。

积极转型做大市场

当前，面对成本居高不下、利润空间
严重挤压的困境，餐饮企业不断调整管理
模式，以转型求突破。小南国由原来的中
央厨房开拓为 OEM 生产方式；山东凯瑞
中央厨房的生产自配供不应求；大董秉持
着“少用人少用地”的理念开辟副品牌“小
大董”，效益明显；长沙冰火楼通过数字化
管理，使每餐时段的食材准备精确到个
位，既保证了食品安全，又降低了成本；科
技公司推出的自动售饭机，践行中央厨房
——冷链配送——复热服务，得到管理部
门的“管理创新、包容谨慎”支持，已成为
餐饮分享经济新模式。

对于下半年的行业发展，中国烹饪协
会表示，期待暑期、“十一黄金周”市场效
应继续发酵，充分发挥餐饮品牌企业的行
业典范和标杆作用，抓住质量安全提升工
程，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建立健全品牌建
设系统工程。同时，“中餐走出去”面临新
的机遇与挑战，要搭乘“一带一路”建设快
车，有效传播中华饮食文化，进一步提升
中餐的国际影响力和认知度。行业协会
需认真谋划，深入抓好改革试点，积极推
广成功经验，以带动改革。

据悉，为适应餐饮行业结构性改革需
要，中国烹饪协会着力打造精准的全产业
链服务平台，共建餐饮供给侧产业链生态
圈。同时，为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厉行勤俭节约、反对
铺张浪费”的号召，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倡导餐桌上的光盘行动，并长期坚持形成
良好习惯，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预计全年餐饮业运行稳中向好，向
着 3.9 万亿元收入目标全力冲刺。”姜俊
贤对餐饮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中国餐饮产业发展报告（2017）》显示——

大众化是餐饮发展突破口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5

月份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为 10057 台/

套，同比实现了 47%的高速增长，今年前

5 月，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50.4%。然而，

在高速增长的背后，机器人产业低端同

质化加剧值得警惕。

产业链缺失是当前机器人产业的

痛中之痛。在机器人产业链上，国内还

没有能够提供规模化且性能可靠的减

速机等机器人核心部件企业，产品基本

被国外公司垄断，国内机器人整机制造

没有议价能力，导致国内机器人成本较

高；中游方面，本体等核心技术也被外

资品牌控制，大量企业集中在下游的系

统集成上互相竞争。由于产业链不完

整，导致国产机器人的装备应用主要集

中在搬运、码垛、上下料等一般工业领

域，以及扫地、擦窗、儿童玩具等一些简

单生活应用领域，在高端市场上则被边

缘化。统计数据显示，在多关节机器人

市场上，国外公司占了 90%的市场份额，

在 高 难 度 的 焊 接 领 域 ，国 外 公 司 占 了

84%;较为高端的汽车制造行业，国外公

司占了 90%。国产机器人出货量大而利

薄，外国机器人整机虽然数量不多但利

润丰厚。

国内机器人产业低端同质化加剧的

背后是急功近利的思维作祟。近年来，

中国机器人产量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去年 9 万台的销量已接近全球市场份额

的 1/3，并连续 4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

机器人市场。有数据预测，到 2018 年，中

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 15 万台。

快速膨胀的市场让一大批风险投资基金

跻身其中欲分得一杯羹，某些创业团队

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搭个草台班子便在

风投支持下造起了机器人；有的地方政

府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下，跟风追逐

机器人产业，通过大量的财税补贴和优

惠条件吸引机器人企业落户，只求速度、

规模，忽略了机器人产业自身发展规律，

导致部分产业园区只能吸引零星企业，

很难形成规模集聚，浪费了有限的财政

资源。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目前中

国生产机器人的企业超过了 800 多家，但

大部分以组装和代加工为主，处于产业

链的低端，产业集中度较低，总体规模较

小。同时，各地还有超过 40 个以发展机

器 人 为 主 的 产 业 园 区 ，低 端 过 剩 已 现

端倪。

机器人是高技术高集成高投资的工

业产品，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

珠”。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面对中上游

产业链缺失的现状，亟须静下心、腾出手

来加快上游部件的研发，破解高端核心

技术受制于人的尴尬。从政策层面看，

需要进一步整合产业的创新资源，推动

建立机器人创新中心，重点支持关键零

部件质量及可靠性能的提升，并开展机

器人试点示范、推广应用和人才培育。

同时，从加强规划引领、提高准入门槛、

制定行业标准等方面着手防止无序扩

张、规范行业发展。

在资金支持上，要改变当前对机器

人产业的支持方式，当前各级政府对工

业机器人的研发扶持多以财政拨款为

主；对应用环节的扶持主要集中在购置

价格补助和应用奖励，以及园区土地出

让金优惠等。由于国外企业牢牢占据了

产业链高端和高级机器人领域，导致大

量财政资金实质上补贴了他们，让强者

愈强，不利于国内机器人产业的培育。

财政资金应将补助重点向研发阶段倾

斜，重点攻克关键技术，给予企业所得税

优惠减免、技术转让税收优惠、技术开发

费加计扣除等政策，提高企业自主研发

能力。

同时，企业也应树立错位竞争的理

念，加强对机器人上游产业的投资，加快

核心部件的研发，在机器人产业链条上

形成自己的特色产品和核心竞争力。如

此，才能有效破解机器人产业低端同质

化格局，实现机器人产业的良性发展。

本报北京 6 月 27 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近日，“酒泉
—湖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该工
程是重点服务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送出的跨区输电
通道，工程全面采用我国自主开发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
和装备。工程投运后，将有力促进甘肃能源基地开发与外
送，缓解华中地区电力供需矛盾，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扩大
就业、增加税收，推动华中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资料显示，酒泉—湖南工程 2015 年 6 月份正式开工，
途经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 5 省（市），建设桥湾、湘潭
2座换流站，换流容量 1600万千瓦，线路全长 2383公里。

据国家电网公司介绍，作为首条直接为湖南供电的特
高压线路，该工程每年可为湖南输送 400亿千瓦时电量，相
当于 6 个长沙电厂的年发电量，将构建起外电入湘的“直通
车”。经测算，可满足湖南 1/4 的用电需求，为湖南能源供
应提供可靠保障。

“酒泉—湖南工程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巨大。”国家电
网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工程对于促进甘肃能源基地开发，
扩大新能源消纳范围，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拉动
内需和经济增长，带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系统新能
源消纳能力，落实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甘肃酒泉地区风能、太阳能资
源丰富，是国家确定的大型风电基地之一，但是受制于外送
通道能力不足等因素，甘肃地区一直存在严重的“弃光弃
风”问题。“酒泉—湖南工程投运，将有力促进甘肃能源基地
集约化开发，破解弃风、弃光困局，并将当地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上述负责人说。

此外，近年来华中地区电力需求增长迅速，但一次能源
相对匮乏，煤电油运紧张矛盾最为突出。建设特高压工程、
大规模接纳区外电力，是保障华中地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的根本途径。专家表示，采用特高压直流将甘肃能源基地
电力直送湖南负荷中心，可充分利用华中地区丰富的调峰
资源，有效缓解华中地区中长期电力供需矛盾。

酒泉—湖南工程投运，将西部风电、煤电、光伏电力送
至华中地区，输电能力 800 万千瓦，每年可新增送电约 400
亿千瓦时，减少燃煤运输 1800 万吨，减排烟尘 1.5 万吨、二
氧化硫 8.8 万吨、氮氧化物 8.0 万吨、二氧化碳 2960 万吨，
这将有效促进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的实现。

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建成“六交六直”特高压工程，在
建“三交五直”特高压工程，在运在建 20 项特高压工程线路
长度达到 3 万公里，变电（换流）容量超过 3.2 亿千伏安（千
瓦），累计送电超过 6600 亿千瓦时。依托大电网发展新能
源，国家电网新能源并网装机已突破 2 亿千瓦，成为世界风
电、太阳能发电并网规模最大的电网。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6月 26日，天津一汽丰田汽
车有限公司第 500 万辆汽车在天津开发区生产基地下线。
天津开发区汽车产业，聚集效应日益凸显。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自 2000 年在天津开发区
成立，现已拥有年生产能力 53 万辆的两个现代化大型制造
基地，形成了从经济型轿车到中高级轿车的产品战略布
局。如今，天津一汽丰田正在全力推进并建设丰田全球领
先的 TNGA 全新生产线，计划将于 2018年 6月份投产下线
全球领先的智能化新产品。

天津开发区的汽车产业链集群规模效益再创新高。截
至目前，天津开发区共有汽车产业各类生产企业 124 家，其
中包括 5 家整车制造企业和 100 多家零部件制造商,2016
年汽车整车产量约 100 万辆，年产值达到 1667.4 亿元。预
计到 2020 年，天津开发区整车产能将达到 170 万辆，汽车
产业产值超过 3000亿元。

天津开发区汽车产业未来的发展重点将放在高附加值
领域，例如高端引擎设备、汽车电子、新能源汽车电力系统
等，为打造企业持久的竞争力，天津开发区鼓励制造企业向
服务型制造转变，在服务型制造的模式中，天津开发区企业
将参与构建包括智能设计、众创研发、协同制造等一系列智
慧型生产活动的创新与融通协作生态圈。

工作：负责孟加拉国 Rampal（地名）地

区的 2*660 MW Maitree STPP 工程的结

构和建筑工作:工程、采购、建造防洪堤，包

括在岸/离岸民用工程。

项目编号：PSER：SCT：KLNC1801:17

竞标者需要登录以下网址通过资格审

核并了解工程条款。

www.bhel.com,

www.jantermanter.com&CPP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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