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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
计局一季度数
据，2020年1至
3 月，全国餐饮
收入约 6026 亿
元 ，同 比 下 跌
44.3% 。 受 疫
情影响，深圳老
店醉翁亭、成都
小山餐饮、济南
桃源大酒店等，
都陆续发布了
关店停业通知。

不过在这场
全球危机中，部
分餐饮企业却
在逆市进行门
店扩张，它们依
靠的究竟是什
么秘诀呢？记
者连日来进行
了深入调查。

重庆餐企打响“头部之战”
逆市开店加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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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基：上半年已开30多家门店

日前，乡村基（重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乡村
基”）获得了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数亿元人民币投资。在
完成本轮融资后，乡村基将会继续扩大门店规模，并在
上游供应链及信息化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今年上半年乡村基已经开了30多家门店。”乡
村基相关负责人介绍，乡村基之所以逆市开店，是
从市场机会层面来考量的。受疫情影响，人们对食
品安全的意识显著提高。顾客更需要干净卫生、食
材放心的品牌快餐来服务，消费者更愿意选择安全
放心的头部品牌。乡村基作为中式快餐的领军品
牌，这是我们的优势和机会，乡村基有实力去开更
多门店来满足顾客的需求。

据了解，经过 24年发展的乡村基如今已成长
为国内最大的中式快餐直营连锁集团，集团旗下
两大品牌乡村基和大米先生，门店数量总数已有
近1000家。

以直营店数和营收计算，已处在中式快餐头部
位置的乡村基集团为何还要迎难而上进一步扩大
门店规模？乡村基创始人李红表示，尽管今年的疫
情对餐饮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从长期来看，
餐饮消费需求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疫情过后，消费
者仍然会延续高频的餐饮消费，而经受住考验的餐
饮企业，其产品体系、业务逻辑或将因此全面进化，
也将获得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在危难关头，企业拼
的是内功，这对我们是一种考验，也是一次自我升
级的机会。我们只有扛住了阶段性的考验，放眼未
来就将是广阔的市场机会。所有，我们既是为当下
努力，更要为未来做准备。”

海底捞：又在重庆拿下多个门面

去年9月高调入渝的海底捞，如今已经在重庆开出
来福士、北城天街、万象城、龙湖时代天街等4家门店。

虽然此次疫情影响较大，但并没有让海底捞放
慢扩张的节奏。有消息称，海底捞今年底会在重庆
开15家门店。

对此，海底捞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并没有具
体的开店计划，主要看物业、人力等条件是否匹
配。但据海底捞关联人士表示，其已谈下了包括巴
国城片区在内的10个门面，开店节奏正在提速。

记者采访发现，海
底捞高调入渝后，吃瓜
老板、消费者从一开始
的观望、质疑，到如今
其已在重庆火锅业界
稳 稳 占 据 了 一 席 之
地。据了解，近日，海
底捞重庆市场更已上
线外卖，进一步抢占消
费者关注。

重 庆 理 工 大 学
MBA教授姜维表示,
对海底捞而言，开一两

家店，与开3家以上
的门店，意义完全不
一样。前者一般算
是形象店，而后者是
需要产生现金流并
贡献收益的，也在一
定程度上彰显了公
司以及品牌的实力
和影响力。

目前，海底捞已经将
重庆布局为以效益为导向的区域市场。
业内人士称，这将对本地领先的火锅品牌产生
一定的影响。

五斗米：3个月新开店30余家

“之前要找到好地段的餐饮商铺非常难，
现在找的商铺不仅地段好，而且成本又低，3
月份公司就启动了全国寻优质商铺行动，拿
下其他品牌的关闭店铺二十多家，并通过品
牌植入，实现快速开业。”

重庆五斗米饮食文化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如今正是整合人才、旺铺、开新店、布局全国市
场、抄底拿铺的好时机。如守柴炉烤鸭品牌，在疫
情期间发展了四川眉山、贵州兴义、成都龙湖上城
天街、西安沣西吾悦等20余家连锁店；庖丁家牛肆
品牌也发展了广东佛山、新疆阿克苏库车、西藏山
南等9家连锁店……自3月份复工以来公司新开门
店30余家，1～5月实现营业收入约2.7亿元。

“除了抓住快速开店的机遇，集团还不断积蓄力
量，完善了各品牌的标准化建设，打造新品牌，为后
期的开店和连锁发展作好充分的准备。这样做既
盘活了社会资源，又为行业、为社会的就业作了一
定的贡献。”

周师兄火锅：今年扩店目标30家

近日，周师兄火锅（杨家坪）店开业，引来众多
吃货，其首日排队量突破千桌。

据了解，周师兄火锅成立于2016年，此前一直保
持着一年增开一两家店的节奏。今年以来，周师兄
火锅扩张提速明显，杨家坪店已经是其上半年开出
的第三家门店。

周师兄相关负责人表示，周师兄火锅品牌创立5
年来，积累了不错的底子，原本计划是今年开15家门
店。但受疫情影响等因素，公司决定进一步扩大规模，
争取新开30家门店。

这样翻倍的扩张速度，公司的现金流不会受影
响？“周师兄火锅在1～3月推出了火锅外卖，深受消
费者欢迎，营业额达数百万元，有力保障了门店的生
命线。”该负责人称，在疫情期间，小门店倒闭，给市
场留下了巨大的空位。行业领先品牌具有资金实
力、虹吸效应，在租金上具有议价能力，此时扩张，性
价比更佳。“部分业主方给出免转让费，并给予装修补
贴等优惠，拿店成本同比下降15%。”

蜜雪冰城日均开店20家

今年1月份，在蜜雪冰城和饿了么深度合作签
约仪式上，该集团总裁张红甫表示，预计2020年蜜
雪冰城门店突破10000家。而就在6月24日，这个
原本预计 10 月份才会达成的目标就已经提前完
成。原来，在疫情期间，蜜雪冰城在全国以平均约1
天开20家店的速度，超速完成了万店规模。

蜜雪冰城在茶饮市场一直以高性价比著称，如
冰激凌3元，柠檬水3～4元，果茶和奶茶在4～6元
之间。业内人士分析，高性价比产品让蜜雪冰城受
到消费者喜爱，其中关键是产业链的塑造，最终推
动该品牌快速扩张至万店规模。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蜜雪冰城就拥有了自己
的独立研发中心和中央工厂，实现了核心原料全部自
产。蜜雪冰城掌握了对自己产品原料的把控权，拥有
议价能力，原料价格下调。2014年，占地100亩的焦
作仓储物流中心投入使用，开始在全国推行物流免费
政策，形成研发生产+仓储物流+运营管理的完整产
业链。2016年，在开封建设的固体饮料原物料厂开
始投产。2017年，上海研发中心成立。2018年，蜜雪
冰城深圳研究院成立。

头部餐企之战已经打响
逆市开店风险危机并存

这些逆市加快门店扩张的企业都有哪些相似
的特征？最终目的为何？

餐饮观察人士刘然表示，它们多数是一些经
营情况较好，受消费者认可的品牌，疫情于其而
言，可能是机遇大于危机。门店扩张只是表现形
式，品牌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占领对应赛道或特定
市场的头部位置。

当然，盲目的门店扩张，如果没有与速度匹配的
团队、模式和创新理念，开越多的门店只会稀释单店
客流量。只有找到并培养更多的消费者，以及拥有
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才是门店快速扩张的内核。

对此，周师兄火锅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的营业
时间已经调整为上午10点到次日7点，也就是说增加
了凌晨段营业时间。同时，对大学生开启了闲时专享
6.9折优惠，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乡村基相关负责人则称，逆市开店的风险在
于疫情的不确定性和顾客消费方式的不确定性，
但可以确定的是，顾客对“做一顿好饭”的追求不
会变。乡村基以此为使命，并建立了 360°食品安
全体系，从宿舍管理、上岗规范、餐厅消毒、餐具
管理、烹饪过程到零接触送餐，用制度来约束，把
食品安全意识变成每名员工的习惯。在触达消费
者方面，重视线上业务拓展，同时以社区店的形
式，把门店开到顾客身边去。

疫情之后 马太效应将更加明显

据美团大数据显示，1-5 月，重庆市餐饮商户
复工率达 94.3%、餐饮消费复苏率 91.8%，两项数据
均高于北京、上海、深圳。

在数据背后，重庆餐饮界涌现出的一批创新者、逆
行者，不仅积极拓店扩大市场份额，创新更是不断涌现。

6月以来，阿兴记集团发力新零售，和永辉超市
达成合作，将辣子鸡、酸菜鱼等菜品开发成了标准
化的方便菜在超市上市销售，目前销售势头良好；

“重庆 y 火锅”、“舌尖上的嘿小面”创始人谢涛，以
通过“生鲜食材+料包”社区半成品速配的模式，切
入家庭厨房市场；叉叉裤火锅则推出新物种，汇集
约300 种火锅菜品的火锅超市链接到家……

在这段特殊的时期，对于餐饮行业而言是一
个加速淘汰和加速升级的过程。餐饮的这些新模
式、新业态的尝试，推动着餐饮行业的复苏、产业
迭代。疫情之后，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
应”将表现得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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