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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服务业的影响研究 

 

2020 年疫情对社会消费影响明显，群体性聚集活动减少和各大旅游景点间断性关闭，在政府

部门和媒体的引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人民在疫情期间大幅减少了外出和线下社交活动。同时，

全国大部分地区和行业节后复工推迟或改为线上办公，对消费服务行业造成直接冲击。此外，本

次疫情对居民消费习惯产生了较大影响，线上消费活跃度明显提升。本文主要回顾 2020 年疫情对

国内消费服务行业（包括餐饮行业、住宿行业、旅游行业、影视行业和游戏行业）所产生的影响。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型服务业的影响呈现出负面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的特点。从

2020 年春节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幅下降，下半年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社会消费品总额恢

复增长，2020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391981 亿元，较上年下降 3.93%。SARS 疫情期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 2003 年上半年有所下降，但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快速恢复，全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10%。对比之下，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消费的影响程度更深，持续

时间更长。 

 

图 1  2001－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 

 

1. 住宿餐饮 

餐饮业受冲击很大，短期内现金流承压，但网上商品零售额保持较快增长趋势，经营状况有

望在疫情进一步控制后有序恢复；受商务出行和旅游出游人数减少影响，住宿业业受到明显冲击，

行业整合或将进一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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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疫情对住宿餐饮行业冲击很大，随着群体性聚餐取消和各大旅游景点不定期关闭，行业

客流量和销售收入均有明显下降，相较于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信息服务等其他类型服务行业，

住宿和餐饮行业受本次疫情影响程度更深，恢复速度更慢。 

 
图 2  2019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主要服务行业 GDP 不变价同比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 

 

2020 年，我国餐饮收入为 39527 亿元，同比下降 16.6％。2020 年一季度，受群体性聚餐取消

影响，餐饮收入呈断崖式下降，且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商品零售收入降幅，2020 年 3 月餐饮收入同

比下降 46.80%。2020 年二季度，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餐饮行业收入降幅有所收窄，但收入同

比降幅仍在 10%以上。2020 年下半年，随着各地有序复工复产，餐饮行业当月收入在 2020 年末

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在我国餐饮业中，95%的企业都是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较低，在

疫情期间，餐饮业营业收入大幅下降，但同时仍需支付租金和人员工资，此部分刚性支出约占收

入的 20%~40%，这给餐饮业的现金流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图 3  2017－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餐饮收入同

比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 

图 4  2017－2020 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 
（单位：%）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 

 

不同于 SARS 期间，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有效带动了居民的线上消费。受疫情影响，部分餐厅

在关闭门店的同时，通过外卖的方式进行线上销售，使得疫情对餐饮业的影响得到了一定缓解。

2020 年疫情期间，网上商品零售总额中吃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0.60%，受疫情冲击程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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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因人们在疫情期间将线下的餐饮消费向线上转移所致。 

2021 年初，辽宁、河北、黑龙江等省份陆续出现疫情反复，减少群体性聚集作为疫情防控的

重要手段，预计仍将对餐饮行业带来负面影响。目前疫情防控措施逐步完善，国内整体疫情可控，

经营状况有望在疫情进一步控制后有序恢复。 

住宿业方面，受商务出行和旅游出游人数减少影响，住宿业受到很大冲击。2020 年一季度星

级饭店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59.05%，星级饭店平均房价亦呈明显下降趋势。2020 年二季

度，受五一黄金周出游人数减少影响，星级饭店的平均房价和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三

季度同比降幅有所收窄，但营业收入仍仅为去年同期的 74.81%。预计全年经营受到一定程度负面

影响。 

 
图 5  2017－2020 年 9 月末星级饭店营业收入和房价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 

 

酒店收入主要来自于自营酒店收入和加盟费。疫情之下，消费者出行减少带来酒店营业额下

降，锦江、首旅、华住等酒店集团纷纷宣布减免部分加盟费用，在租金成本和人工成本的压力下，

单体酒店现金流压力较大，预计将加快酒店行业结构调整、弱势产能加速出清，促进国内酒店行

业连锁化率和集中度的集中，利于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2. 旅游业 

疫情对旅游业总体影响冲击严重，影响程度较深，2020 年下半年国内旅游恢复性增长，但尚

未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出入境旅游较国内旅游受冲击更为明显，恢复期将受海外疫情发展影响

而延迟。 

旅游业作为以人为主的服务行业，其人员聚集度高、参与者来源广泛、跨地域性等特点使得

其成为疫情监控中重要的环节之一。 

2020 年初，为防控新冠疫情，我国政府号召人民居家隔离，较少出行，相关景区也在疫情爆

发后纷纷关停，我国旅游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2020 年 5 月黄金周游客接待量为 1.15 亿人次，

同比下降 41.03%。2020 年下半年，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根据疫情期间旅游景区的流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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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政策，景区接待游客量自 4 月份的不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 30%放宽至 9 月份的不超过最大

承载量的 75%，主要旅游景区陆续安全有序开放。2020 年 10 月，我国黄金周游客接待量为 6.37

亿人次，同比下降 18.54%，降幅明显收窄，旅游市场基本恢复，但疫情带来的负面效应仍然存在。 

 
图 6  黄金周游客接待总数和收入同比变动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Wind、国家旅游局 

 

出境旅游方面，在疫情冲击下，2020 年的出境旅游发展基本停滞。自疫情爆发以来，海关总

署、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单位联合发布，建议个国民非必要不参与出入境旅游，减少人员跨境流动。

目前，海外疫情形势仍然较严峻，出境游相关产业恢复节奏仍面对较大不确定性。 

近期，河北、黑龙江、吉林，北京等地区疫情出现小范围扩散，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增多，疫

情管控措施趋紧，部分跨省旅游线路暂停，全国多地倡议春节“非必要不返乡”为春节旅游市场

复苏增加不确定性。周边游虽然可以冲抵部分旅游业收入，但人均支出显著低于异地游，预计疫

情抬头带来的出行减少短期内对酒店、餐饮、旅行社、景区的复苏带来较大影响。从长期来看，

随着疫情防控局势好转和新冠疫情的疫苗进一步普及，我国旅游市场有望逐步复苏。 

 

3. 影视业 

我国电影市场在疫情冲击下 2020 年全年票房收入大幅下降，行业流动性压力增加，龙头院线

在行业中的集中度有望提升，部分流动性储备不足的中小院线将面临一定流动性风险。 

2020 年电影市场在疫情的影响下全面关闭 178 天（自 1 月 23 日起至 7 月 19 日止），导致全

国票房收入大幅下降。根据猫眼娱乐发布的《2020 电影市场数据洞察》，2020 年我国电影市场总

票房为 204.17 亿元，较 2019 年下降 68.20%。 

从观影人次变动情况看，2020 年全年观影人次约为 5.40 亿人次，较 2019 年下降约 68.19%，

降幅与票房降幅基本一致。2020 年全国影院共放映电影 5527.47 万场次，较 2019 年下降 55.82%，

略低于票房下降幅度，主要系近年来影院及荧幕数量增加，以及疫情期间影院上座率受到限制所

致。受本次疫情影响，从上游内容制作到中游的宣传发行再到下游的放映均承受较大压力，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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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设备维护等刚性成本支出增加了现金流压力，部分流动性储备不足的中小院线面临一定流

动性风险。 

 
图 7  2015－2020 年电影票房与同比增幅 

 
资料来源：wind、国家电影资金办 

图 8  2018－2020 年电影票房周收入（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国家电影资金办 

 

具体来看，在疫情爆发前宣发力度最大的《唐人街探案 3》《囧妈》《夺冠》《紧急救援》《姜

子牙》《熊出没·狂野大陆》《急先锋》7 部春节档影片在春节假期紧急宣布撤档，“春节档”电影

票房受到重创。随着国内疫情有效控制、居民工作生活恢复正常节奏，2020 年 7 月 20 日中国内

地电影市场复工，热门电影《八佰》2020 年 8 月 21 日上映后，电影票房恢复速度较快，国庆档、

元旦档票房和观影人次均有好转。截至 2020 年末，全国影院复工率达到 94.80%。 

行业供给方面，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大量好莱坞影片推迟上映，使得能够引进并在国

内上映的进口影片数量明显减少，导致 2020 年上映的影片中，国产影片占比提升。在 2020 年的

特殊环境下，头部公司依靠自身的资金实力、抗风险能力以及较高的经营效率得以提升市占率。

万达集团数据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万达电影国内影城电影票房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6.5%，2020

年，万达电影全国票房市场占有率达 15.4%，较 2019 年提升 1.2 个百分点。在国家政策鼓励院线

整合并购以及外部经营环境压力之下，龙头院线在行业中的集中度有望进一步的提升。 

疫情对院线造成冲击的同时，线上内容活跃度明显提升。一方面，大荧幕影片探索与视频平

台合作模式，如《囧妈》在院线撤档以后，其内容制作方欢喜传媒与字节跳动签署合作，大年初

一在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抖音火山版和欢喜首映 App 上免费播放。另一方面，疫情带来

居家隔离使得优酷、爱奇艺和腾讯三大平台的活跃用户明显增加。根据猫眼研究院调研，影院复

工以来，受特殊时期对观影习惯的影响，观众的对于观影渠道的选择仍以线上和线下综合考量为

主，预计未来两种观影方式将长期并存。 

随着春节档临近，多部涵盖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影片定档，电影票房收入有望在 2020 年低基

数之下实现增长，但考虑到疫情在全国部分城市出现反复和疫情防控从严的大环境，未来整体收

入增幅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4. 游戏行业 
本次疫情疫情推动线上娱乐发展，对游戏行业产生正面影响，2020 年我国移动游戏市场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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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海外市场销售收入保持增长态势，但部分中小型游戏企业可能受疫情影响面临较大的流动

性压力。 

2020 年，我国移动游戏行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快速增长。根据伽马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

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 2786.87 亿元，同比增长 20.71%。其中移动游戏市场实现销售收入

2096.76 亿元，同比增长 32.61%，客户端游戏市场实现销售收入 559.20 亿元，同比下降 9.09%，

网页游戏市场实现销售收入 76.08 亿元，同比下降 22.90%。 

 
图 9  2014－2020 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伽马数据 

 

部分移动游戏由于具备娱乐及社交双重属性，已经成为春节假期不可或缺的娱乐方式。在冠

状病毒疫情的持续发展下，人们减少外出活动；同时多个景点以及多个地区的 KTV、网吧等娱乐

场所暂停营业，游戏由此被动承接了消费者的娱乐需求。此外，各地大专院校、中小学等推迟开

学，假期的延长、娱乐休闲时间的增加长也进一步刺激了游戏需求。根据 SuperData 报告，2020

年免费游戏年收入前 10 名中腾讯的《王者荣耀》与《和平精英》年收入均超过 23 亿美元。2020

年中国游戏用户数量约为 6.65 亿人，同比增长 3.70%，呈稳定增长趋势，移动游戏行业整体呈向

好发展态势。 

出海市场方面，根据伽马数据，2020 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 154.50

亿美元，比 2019 年增加了 38.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25%。其中，在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大市场

实现的销售额合计占比达 60.27%。由于目前海外疫情影响仍然持续，国外移动游戏企业恢复情况

较慢，中国移动游戏在海外市场存在发展机遇。 

但另一方面，疫情同样对游戏行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目前疫情反复仍可能对游戏产品完工

进度造成影响，同时我国游戏行业目前的竞争态势仍然是中小厂商占据多数，在国内游戏行业的

监管日趋严格，严控版号的大背景下，实力不强的中小游戏企业将面临更严峻的流动性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