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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ajor outbreaks environment under this big background, from the literature to explore 

food industry known risk factor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inherent mechanism of them, get food 

industry three risk factors: operating income and cash flow, labor costs, as well as their mechanism of 

action for operating income and cash flow into positive correlation, negative correlation labor costs 
and cash flow,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ir three is a continuous uninterrupted.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of catering enterprises based on similar black swan events. 

Keywords: Major outbreaks, Operating income, Cash flow, Artificial cost 
 

 

重大疫情环境下线下餐饮企业风险因素作用机理研

究 

廖贤溢 

武汉理工大学创业学院，洪山区，武汉，湖北，中国 
2440819387@qq.com 

摘要 

本文基于重大疫情环境这个大背景下，从已知文献中探索餐饮行业的风险因素以及分析他们的

内在机理，得出餐饮行业三大风险因素：营业收入、现金流、人工成本，以及他们的作用机理

为：营业收入和现金流成正相关，人工成本和现金流成负相关，且他们的三者的影响是持续不

间断的。最后提出基于类似黑天鹅事件的餐饮企业处理办法。 

关键词：重大疫情，营业收入，现金流，人工成本 
 

1.疫情中的餐饮企业面临的风险 

 此次新冠疫情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根本让人

来不及反应。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将来的喜悦之中

时，一只黑天鹅就悄然降临了。同非典相比，这次

的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影响范围更广，波及的范围程

度更深。国家及时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防护措施，程

度远比非典时期的严格。而在所有被疫情影响的行

业中，疫情对餐饮行业的破坏力可谓是全面的。在

国家统计局 2020 年 3月 16日发布的一组数据中显

示出，全国的餐饮行业收入同比下降 43.1%，仅为

4194 亿元，而增速也同样有大幅度地下降，下降幅 

 

度超过了去年的增速的一半，为 52.8 个百分点，总

体的下跌程度过大。在这次新冠疫情中，餐饮行业

可谓是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本文将从三个风险：

收入困难风险、现金流运转困难风险和人力成本风

险来分析餐饮企业的风险因素的作用机理。 

1.1 收入困难的风险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国家限制人口聚集性流

动，客流量相比往年大幅度减少，同比下降超九成，

导致疫情期间餐饮行业的营业收入锐减。如图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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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客流量下降九成以上的占全部餐饮企业的 81%，

下降六成以上占全部餐饮企业的 95%，而从客流量

不下降的餐饮企业所占比例 0%可以看出，几乎所有

的餐饮企业都受到了这次疫情的不良影响。 

 
图 1餐企客流同比下降分布图 

根据《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餐饮业经

营状况和发展趋势调查分析报告》，如图 2所显示的，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与去年相比，今年春节营收

损失在七成以下的为 5%；营收损失在七成到九成的

企业所占比例为 7%；营收损失达到九成以上的企业

所占比例为 9%；营业收入损失达 100%以上的企业所

占比例高达为 78%；。根据恒大研究院的相关数据显

示，仅仅是春节期间，在疫情的影响下，餐饮业损

失了近 5000亿元。 

 
 

图 2餐饮企业营业损失在各个区间的所占比例 

尽管疫情防控期间，有的企业迅速转移到线上

销售，希望用外卖的形式来增加收入，但是效果并

没有那么理想。一方面，人们对外卖是否受到病毒

的污染存在质疑，而且疫情防控期间各小区对外来

人进行严格的管控，给外卖人员造成了不小的阻力。

另一方面，餐饮企业需要支付给外卖平台佣金，压

缩了餐饮企业的盈利空间，降低了餐饮企业加入外

卖平台的积极性。从数据上看餐饮的整个行业（如

图 3所示），在这次疫情当中，餐饮行业匆忙从线下

转移到线上做起外卖，也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图 3餐饮行业外卖订单数同比变动图 

从图中看出，外卖订单量增加的的企业仅仅占全部

的 11%，而超过一半的餐饮企业外卖订单量同比下

降高达 80%以上。对于很多的餐饮企业来说，这点

营业收入放在平时都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打击，更

别说如今这些企业都是在疫情之中艰难地生存着。 

1.2 现金流运转困难风险 

 正常情况下，餐饮企业把食材做成菜品到把菜

品卖给顾客的时间是非常短的，这段时间一般都会

控制在一周之内，以保证食材的新鲜度和口感。所

以餐饮企业的现金流运转应该是及其快速的，在现

买现卖的模式下，资金回流地非常迅速，这正是餐

饮行业的优势，稳定发展的餐饮企业一般不会受到

现金流紧张的困扰。但是优势也可能转变为劣势，

在疫情的影响下，资金回流入口被堵住，现金流的

运转出现断裂。作为一个依赖现金流运转的行业,

此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根据往年的经验和受访企业提供的数据显示，

餐饮企业在春节期间准备的备货量一般都会是平常

的 3-5 倍。但是由于疫情的持续影响，餐饮企业内

部的备货无法自行消化，而且还必须自己承担食材

过期的损失。对于那些依靠新鲜食材吸引顾客的餐

饮企业来说，损失更为严重。 

 同时，对于大部分餐饮门店来说，虽然他们关

闭店铺了，但是还是需要承担房租、员工工资、水

电费、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而且在此之前，很多

餐饮企业将大量的现金输出——投入到春节前的奖

金发放以及食材物资储备之中。企业囤积的原材料

不能变现，以及没有多余的现金来运转，现金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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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枯竭，企业的血液逐渐干涸而不能运转。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研究院 2020 年 3 月 5 日的

调研显示（如图 4 所示），27%的餐饮企业已经撑不

下去了；所占比例最多的为 31%，这些餐饮企业能

撑 1-2 个月；有 14%的企业能撑 2-3 个月，而能撑

超过 3个月的餐饮企业只占 9%。 

 

 
图 4餐饮企业现金流支撑时间比例分布图 

1.3 人力成本风险 

此次疫情中，在餐饮企业需要面临的众多成本

之中，排名前三的是营收大幅减少、人力成本压力、

门店租金压力。当前餐饮企业面临最大困难除了营

业收入大幅减少外，还有人力成本的压力。 

根据中国饭店研究院 2020 年 3 月 2 日的数据

显示（如图 5所示）。人力成本压力所占比例和营业

收入持平，都为 20%；门店租金压力为 17%。而根据

2020 年 4 月 16 日中国饭店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如

图 6 所示），营业收入大幅减少、人力成本压力、门

店租金压力仍然是餐饮企业面临的所有压力中的前

三。 

餐饮行业相对来说比较依赖员工的劳动来产

生盈利，对厨师、服务人员的依赖性较高，企业内

部人员的流动对企业的影响大。疫情防控期间，花

了大量时间和资金培养的内部人才在这次危机中被

限制了劳动，不仅不能在这次危机中提供帮助，还

可能持续消耗着企业的资金。但是企业如果就此放

弃了这些自己培养的人才，将难以应对日后复工复

产所带来的新挑战。 

 
 

图 5三月餐饮企业面临的众多困难所占程度的比

例 

 

图 6四月餐饮企业提及的众多困难统计 

2.作用机理 

 在春节疫情爆发之前，难以预料到这只黑天鹅

的悄然降临。对于整个餐饮行业来说，营业收入是

维系其生存下去的重中之重。餐饮企业必须先购买

原材料再制作成商品，才能和消费者进行交易。回

流的现金用来购买原料和支付其他费用，再进行原

料加工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如此实现现金流的一个

循坏。与消费者进行的交易的营业收入几乎是大多

数餐饮企业的全部收入来源。如果企业无法和消费

者进行交易，不仅原材料会过期，而且也将没有足

够的资金来购买下一轮的原材料。现金流运转恶化，

长期下去，企业将面临倒闭的风险。而与此同时，

对于以往依靠厨师和服务人员的劳动来获得盈利的

餐饮企业来说，他们的企业的核心产能发挥不出力

量。餐饮企业赖以生存的核心产能没有办法生产，

企业无法获得营业收入，企业的现金流时刻面临断

裂的危险。 

 在疫情的大背景下，餐饮行业已经不是企业与

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企业自己与自己的竞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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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从原来的怎么更好的发展，转变为如何更好的生

存。现金流可谓是企业的血液，稳定的现金流结构

是企业长期健康发展所必须的。而通过上面的研究

可以发现，大部分餐饮企业的营业收入是现金流的

唯一回流口，营业收入越高，现金流就越好；而人

工成本越高，现金流就越差。 

3.应对措施 

 纵观过去，历史从来就不是朝着一个方向缓慢

地前进，我们的时代发展方向，往往都是由某件突

如其来的历史大事件所改变。面临类似的黑天鹅事

件，餐饮企业不能再像 2003年那样坐以待毙。这次

疫情对餐饮企业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挑战，但是挑战

同样孕育着机会。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3.1 延长应对风险的时间 

 一般的，餐饮企业都是以加工食材做成成品材

来满足顾客食堂需求。在疫情防控期间，国家限制

人口聚集性流动，造成人流量大幅度减少，导致销

量大幅度下降。借鉴超市的销售模式，将原材料制

作成真空包装的半成品，消费者可以根据喜好自行

搭配购买。把原先可能卖不出去的原材料做成零售

商品，虽说降低了企业资金转化速率，但是却可以

把当前迫切应对风险的时间延长。 

3.2 预留应急风险储备资金 

 在不知道黑天鹅什么会降临的情况下，任何行

业都不是绝对安全的。作为比较依赖现金流的餐饮

行业来说，现金转化率快是一把双刃剑，餐饮企业

通过这种快速的现金转化率来发展，同时也使其对

这种现金转化率形成一种过度的依赖，造成营业收

入模式单一。在短期内，企业会面临营业收入大幅

下降的风险，但是短期的风险并不会持续太久，对

有预留的应急风险储备资金的企业来说，为企业迎

来复工复产争取时间。 
 

3.3 人工成本压缩 

人工成本压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让员工能为

企业所用。即企业要合理地利用这些员工，即能把

优秀的员工留住，又能让员工给企业带来利益。如

青年餐厅、西贝、云海肴等多家企业，通过与盒马

参开合作，把餐饮企业员工临时调度到盒马生鲜，

既留住了优秀的员工，又充分地实现了他们的价值。 

 另一种人力成本压缩的方式是去掉人力成本，

改裝标准一体自动化的生产线。疫情并没有给我国

的经济带来全面的灾难，其中生活必需品反而遭到

了人们的哄抢。在疫情期间，人们更在意的是如何

生存，所以标准化生产在这个时期取得了意想不到

的效果。饭美美工厂通过机器人生产+自动取饭机模

式，全程无接触销售，非常安全。疫情严重的时期，

每个工厂日均生产由原来的 2千份升至8千份以上，

利用高科技实现生产过程一体化、自动化。这种方

法巧妙地回避了人力成本的风险，增加了营业收入，

现金流稳定。 

3.4 在风险中树立企业形象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事实为中心，

积极开展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中国共产党员始终奋

斗在疫情防控一线。国家一直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

和我国企业的生存状况，及时出台了多项政策，在

减租减税、增加贷款额度等多方面给予企业援助。

餐饮企业若是能够积极跟着党的脚步走，积极投身

于疫情防控一线，必定能树立有责任有担当的企业

形象。如云海肴、巴奴、眉州东坡等多家企业，将

食材库存捐赠给疫区，在疫区成立“战地食堂”，给

那些奋斗在一线的疫区医护人员及其他政府单位提

供无偿餐饮。老乡鸡作为疫情重灾区的武汉本地企

业，疫情期间让武汉各门店的数百名员工为奋战在

疫情抗击前线的工作医护人员和其他在一线奋斗的

战士们提供爱心餐饮服务。 

4.结论 

餐饮企业应当注重其面对类似的重大疫情等

黑天鹅事件的处理能力，细化基于类似事件的风险

管控模型，强化现金回流，活用人工成本，完善现

金流的整体结构。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险，企业应做

好及时的风险转化策略，在风险中实现创新，在风

险中把握机会，在风险中寻求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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