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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火锅连锁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共九章。首先介绍了火锅连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火锅连锁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火锅连锁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火锅连锁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火锅连锁

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火锅连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火锅

连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火锅连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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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锅专利获得情况分析

1）火锅专利申请情况

2）火锅专利获得情况

3）主要申请人

4）热门技术分类

（3）技术发展趋势

（4）技术环境变化对行业未来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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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对比

2.4.2 客单价和翻台率对比

2.4.3 各项成本费用对比

2.5 中国火锅连锁行业的发展痛点解析

2.5.1 食品安全问题

2.5.2 同质化问题

2.5.3 成本管控问题

 

第3章：中国火锅连锁行业竞争分析

3.1 火锅连锁竞争格局分析

3.1.1 行业区域竞争

3.1.2 行业品类竞争

3.1.3 行业品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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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肥羊：曾经的&ldquo;中华火锅第一股&rdquo;

（2）东来顺：独立上市无望，重组之路漫漫

（3）谭鱼头：十年等待，两度梦碎

（4）小天鹅火锅：重庆火锅第一品牌花落柳传志

（5）黄记煌：上市前景难测，但扩张步伐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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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火锅连锁行业中游介绍

4.1.4 火锅连锁行业下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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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火锅料制品行业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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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ldquo;互联网+&rdquo;火锅连锁发展背景分析

5.1.1 &ldquo;互联网+&rdquo;火锅连锁关联产业发展背景

（1）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状况分析

（2）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3）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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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ldquo;互联网+&rdquo;火锅连锁行业技术背景分析

（1）餐饮技术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分析

（2）火锅底料技术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分析

（3）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5.2 &ldquo; 互联网+&rdquo;火锅连锁发展现状分析

5.2.1 &ldquo;互联网+&rdquo;火锅连锁政策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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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中国&ldquo;互联网+&rdquo;火锅连锁行业发展现状

5.3 中国&ldquo;互联网+&rdquo;火锅连锁行业投资布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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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中国&ldquo;互联网+&rdquo;火锅连锁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5.3.3 中国&ldquo;互联网+&rdquo;火锅连锁行业投资业务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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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中国&ldquo;互联网+&rdquo;火锅连锁行业市场增长动力分析

5.5.2 中国&ldquo;互联网+&rdquo;火锅连锁行业市场发展瓶颈剖析

（1）人力资源建设是企业发展的瓶颈

（2）连锁总部职责不明确，盲目扩张势头依然存在

（3）一味模仿使创新能力不足

（4）人员整体素质相对较低

5.5.3 中国&ldquo;互联网+&rdquo;火锅连锁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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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火锅连锁定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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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补性组合定价策略

（3）换一种方式呈现优惠

（4）菜品毛利率定价

（5）定价遵循向上竞争

6.3.2 火锅连锁应对价格竞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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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时了解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

 

第7章：重点地区火锅连锁行业发展分析

7.1 重庆市火锅连锁行业发展分析

7.1.1 重庆市火锅连锁行业发展环境

（1）当地人口环境分析

（2）当地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分析

（3）当地餐饮行业发展现状

（4）当地火锅需求特征分析

7.1.2 重庆市火锅连锁行业发展现状

7.1.3 重庆市火锅连锁行业竞争格局

7.1.4 重庆市火锅连锁行业发展前景

7.2 四川省火锅连锁行业发展分析

7.2.1 四川省火锅连锁行业发展环境

（1）当地人口环境分析

（2）当地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分析

（3）当地餐饮行业发展现状

（4）当地火锅需求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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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北京市火锅连锁行业发展分析

7.3.1 北京市火锅连锁行业发展环境

（1）当地人口环境分析



（2）当地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分析

（3）当地餐饮行业发展现状

（4）当地火锅需求特征分析

7.3.2 北京市火锅连锁行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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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广东省火锅连锁行业发展环境

（1）当地人口环境分析

（2）当地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分析

（3）当地餐饮行业发展现状

（4）当地火锅需求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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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浙江省火锅连锁行业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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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河南省火锅连锁行业发展分析

7.6.1 河南省火锅连锁行业发展环境

（1）当地人口环境分析

（2）当地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分析

（3）当地餐饮行业发展现状

（4）当地火锅需求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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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 河南省火锅连锁行业发展前景

7.7 江苏省火锅连锁行业发展分析

7.7.1 江苏省火锅连锁行业发展环境

（1）当地人口环境分析

（2）当地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分析

（3）当地餐饮行业发展现状

（4）当地火锅需求特征分析

7.7.2 江苏省火锅连锁行业发展现状

7.7.3 江苏省火锅连锁行业竞争格局

7.7.4 江苏省火锅连锁行业发展前景

 

第8章：中国火锅连锁行业重点企业经营分析

8.1 中国火锅连锁企业总体发展状况分析

8.1.1 中国烹饪协会火锅委员会公布的火锅品牌排行榜

8.1.2 中国餐饮协会公布的全国火锅连锁品牌排行榜

8.2 中国火锅连锁行业重点企业经营分析

8.2.1 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连锁模式及发展规模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门店数量与分布

（5）企业定位与服务对象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2 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连锁模式及发展规模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门店数量与分布

（5）企业定位与服务对象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3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连锁模式及发展规模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门店数量与分布

（5）企业定位与服务对象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4 武汉红鼎豆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连锁模式及发展规模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门店数量与分布

（5）企业定位与服务对象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5 重庆德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连锁模式及发展规模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门店数量与分布

（5）企业定位与服务对象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6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连锁模式及发展规模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门店数量与分布

（5）企业定位与服务对象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7 重庆秦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连锁模式及发展规模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门店数量与分布

（5）企业定位与服务对象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8 成都小龙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连锁模式及发展规模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门店数量与分布

（5）企业定位与服务对象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9 成都皇城老妈火锅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连锁模式及发展规模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门店数量与分布

（5）企业定位与服务对象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10 重庆小天鹅火锅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连锁模式及发展规模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门店数量与分布

（5）企业定位与服务对象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9章：中国火锅连锁行业发展前景与策略分析

9.1 火锅连锁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9.1.1 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9.1.2 行业发展驱动因素

（1）人均收入和城镇化率提升，驱动餐饮需求持续向好

（2）火锅连锁行业自身独特属性促进行业迅速扩张

9.1.3 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9.1.4 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1）行业整体趋势预测



（2）产品发展趋势预测

（3）市场竞争趋势预测

9.2 火锅连锁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9.2.1 行业投资主体分析

（1）行业投资主体构成

（2）各主体投资切入方式

（3）各主体投资优势分析

9.2.2 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资质壁垒

（2）人才壁垒

（3）资金壁垒

（4）其他壁垒

9.2.3 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1）政策风险

（2）市场风险

（3）宏观经济风险

（4）其他风险

9.2.4 火锅连锁行业的商业模式分析

9.3 火锅连锁行业投资价值与投资机会

9.3.1 行业投资价值分析

9.3.2 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产业链投资机会分析

（2）重点区域投资机会分析

（3）产业空白点投资机会

9.4 火锅连锁行业投资策略与建议

9.4.1 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9.4.2 行业可持续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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