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服务业小店经济活力报告

内容提要：

2020 年 6 月，美团研究院、上观新闻数据新闻中心

（以下简称上观数据）针对服务业小店的发展情况开展了

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2 万份），调查显示，员工人

数 5 人及以下小店的占比为 89.4%，年营业收入少于 50 万

元的小店的占比达 88.7%。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川

五省的小店经济活力领跑全国，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成都的小店经济活力位居 36 个重点城市的前五位。

疫情后，小店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力进一步体现。为了

发展和繁荣小店经济，建议重视下述方面的工作：优化发

展环境，提升服务业小店发展质量；夯实生活服务业新基

建的支撑作用，强化数字化赋能；加强对服务业小店的人

才培训支持，提升服务业小店从业人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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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业小店的发展概况

2020 年 6 月，美团研究院、上观数据针对服务业小店

的发展情况开展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2 万份，

以下简称“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服务业

小店的员工人数大多在 5 人以下，员工人数 5 人及以下的



小店占比为 89.4%，其中，员工人数 3 人及以下的小店占比

为 68.8%。年营业收入少于 50 万元的小店占比达 88.7%，

这也说明小店的集中度不高，长尾特征非常明显。服务业

小店的创业方式以自己单干或者夫妻店为主，占比高达

67.2%，与合伙人和朋友一起创业的比例为 31.6%，1.2%的

小店属于其他（见图 1、图 2）。其中，餐饮小店是大部分

人实现创业梦想的第一阵地和选择，问卷调查显示，57%的

餐饮老板在开店之前为企业工作人员、小生意人和农民。

图 1 服务业小店员工数量分布

数据来源：2020 年 6 月开展的服务业小店发展情况调查，有效问卷 1.2 万份



图 2 服务业小店创业方式分布

数据来源：2020 年 6 月开展的服务业小店发展情况调查，有效问卷 1.2 万份

美团平台大数据显示，2019 年在美团平台上获得订单

和收入的小店有数百万家，涉及服务品类达 260 多个，包

括餐饮品类 39 个，休闲娱乐品类 27 个、购物品类 24 个。

评分 4 星以上的小店商户的占比为 39.5%；2019 年，小店

消费订单为百亿级别，交易金额为千亿级别，且保持了较

高的增长速度，2019 年小店交易总金额同比增长 22.1%。

2020 年疫情后，小店经济的活力一度陷入低谷。美团

平台大数据显示，随着中国经济、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小店经济也在数字化助力下实现 V 型复苏。2020 年 6 月，

全国服务业小店的消费复苏率实现稳步增长，相较于疫情

较为严重的 2 月份增长 3.3 倍（见图 3）。



图 3 生活服务业小店消费复苏情况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大数据

二、服务业小店发展的区域特征

可从小店供给能力、小店消费活力、数字化水平三个

方面分析小店的经济活力：小店供给能力包含品类覆盖、

线上小店商户占比、高评分小店商户占比三个指标，用于

评估地区供给丰富度、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小店消费活

力包括消费金额、消费金额同比增长率两个指标，用于评

估地区消费规模和消费增长潜力；数字化水平包括小店线

上化率和收银管理系统覆盖率两个指标，用于评估地区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智能设备等科技应用水平（见图 4）。



图 4 服务业小店经济活力评价体系

依托美团平台大数据，我们对全国 31 个省份（不含港

澳台地区）和 36 个重点城市（包括 4 个直辖市、27 个省会

城市、5 个计划单列市）的小店经济活力进行了比较分析，

主要结论如下：

（一）华东、华南等区域的服务业小店经济活力较强

从区域来看，小店经济活力 TOP5 区域为华东、华南、

华北、西南、华中（见表 1）。

表 1 服务业小店经济活力区域排名

序号 区域排名

1 华东

2 华南

3 华北

4 西南



5 华中
6 东北

7 西北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大数据

注：排名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川五省的服务业

小店经济活力领跑全国，多元化的小店服务彰显一方风土

民情

分省份来看，服务业小店经济活力强的 TOP10 省份

（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和 4 个直辖市）为广东、江苏、浙江、

山东、四川、河南、湖南、辽宁、湖北、福建（见表 2）。

从 TOP10 省份分项表现来看，广东、四川、湖北、河

南、福建在小店供给能力上位居前列；广东、江苏、浙江、

山东、四川在小店消费活力方面位居前列；广东、辽宁、

福建、湖北、湖南在小店数字化方面位居前列（见图 5）。

表 2 服务业小店经济活力 TOP10 省份排名

序号 省份排名

1 广东省

2 江苏省

3 浙江省

4 山东省

5 四川省

6 河南省

7 湖南省

8 辽宁省



9 湖北省

10 福建省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大数据

注：排名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和 4个直辖市

图 5 服务业小店经济活力 TOP10 省份的分项表现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大数据

以广东省为例，美团平台上收录的广东省生活服务商

户约 300 万家，有交易的小店数量约 70 万家，线上化率为

22.8%。美团平台上广东小店的交易品类有 236 个，品类覆

盖率高达 86%，评分 4 星以上的小店商户数量占比达到

39.7%。2019 年，广东省的小店消费金额在全国小店消费总

金额中的占比达到 14.1%，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像毛细血管一样扎根各个城市的小店，不仅提供多元

化的服务，还能彰显一方风土人情。如吉林人民喜好洗浴

桑拿，上海人民热衷美容美发养发，文艺青年喜好云南的



民宿酒吧，山东人民喜好美睫纹绣，各式各样的消费需求

在各具地方特色的服务业小店中得到了满足（见图 6）。

图 6 服务业小店区域地图（根据消费 TGI 喜好判定）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大数据

（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的服务业小店

经济活力位居国内城市的前五位，各城市小店优势特色明

显

从城市来看，小店经济活力强的 TOP10 城市为上海、

北京、广州、深圳、成都、重庆、杭州、西安、武汉、南

京（见表 3）。



表 3 小店经济活力 TOP10 城市排名

序号 城市排名

1 上海市

2 北京市

3 广州市

4 深圳市

5 成都市

6 重庆市

7 杭州市

8 西安市

9 武汉市

10 南京市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大数据

注：排名为 36 个城市排名（包括 4个直辖市、27 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

从城市分项表现来看，上海、成都、北京、郑州、西

安在小店供给能力上位居前列；上海、北京、深圳、广州、

成都在小店消费活力方面位居前列；广州、深圳、海口、

西安、厦门在小店数字化方面位居前列（见表 4）。

表 4 服务业小店经济活力分项 TOP10 城市排名

序号 供给能力 消费活力 数字化

1 上海市 上海市 广州市

2 成都市 北京市 深圳市

3 北京市 深圳市 海口市

4 郑州市 广州市 西安市

5 西安市 成都市 厦门市

6 广州市 重庆市 成都市

7 武汉市 杭州市 长沙市

8 天津市 西安市 乌鲁木齐市

9 深圳市 武汉市 贵阳市

10 重庆市 南京市 昆明市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大数据

注：排名为 36 个城市排名（包括 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



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在小店供给能力和消费活力方

面均位列全国第一，美团平台收录的上海市生活服务商户

约 70 万家左右，2019 年有交易的服务业小店数量约 21 万

家。美团平台上海小店的交易品类有 231 个，品类覆盖率

高达 84%，评分 4 星以上的小店商户数量占比达到 38.1%；

上海市的小店消费金额在全国小店消费总金额中的占比达

到 4.8%。

分品类来看，上海市交易金额排名前五的小店消费品

类为餐饮、酒店、丽人、休闲娱乐、购物。不过，上海市

服务业小店的数字化发展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上海市

2019 年在美团平台上的服务业小店的线上化率为 30.7%。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疫情后的服务业小店的消费复

苏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 月份黄浦区、崇明区、静安区服

务业小店的消费复苏率都超过了 100%，展现出上海小店经

济的强大生命力（见表 5）。

表 5 2020 年 6 月上海服务业小店消费复苏率 TOP5 行政区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大数据



从小店消费喜好 TGI 来看，通过对上海、北京、广州、

深圳、成都五个城市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上海市的丽人、

购物、教育培训、结婚等品类表现优异；北京市的丽人、

生活服务、医疗、运动健身、亲子等品类表现优异；广州

市的餐饮、酒店等品类表现优异，深圳市的餐饮、结婚等

品类表现优异；成都市的民宿、酒店、休闲娱乐、医疗、

运动健身等品类表现优异（见图 7）。

图 7 TOP5 城市小店经济的品类喜好（根据消费 TGI 喜好判定）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大数据

问卷调查显示，服务业小店在经营管理上使用最多的

数字化服务为线上点单（包括餐饮下单、预订生活美容服

务等），占比高达 35.6%，其他依次为线上订单管理排期、

线上收银、线上储值卡与会员卡以及线上记账对账等（见

表 6）。



表 6 服务业小店使用的经营管理数字化服务 TOP5

排 序 服务类别

1 线上点单（包括餐饮下单、预订美甲服务等）

2 线上订单管理、排期

3 线上收银

4 线上储值卡、会员卡

5 线上对账记账

数据来源：2020 年 6 月开展的服务业小店发展情况调查，有效问卷 1.2 万份

三、发展小店经济意义重大

数据显示，全国服务业小店 6 月份的消费复苏率继续

稳步增长，相较于新冠肺炎疫情较为严重的 2 月份的消费

复苏率增长了 3.3 倍，疫情后，小店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力

进一步体现，对于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对于提振经济、

缓解就业压力、满足消费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小店经济门槛较低，上手快，可以提供大量就

业岗位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1.25 亿户，其中个体工商户

8353 万户。根据 2019 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一家

个体工商户可带动 2.37 个人就业，由此可推算出我国个体

工商户吸纳了约 1.98 亿人就业。

服务业小店规模小、经营灵活，能够深入社区和居民

生活，提供各种各样个性化、低频次的服务和产品，如特



色餐饮、密室、美甲美睫、音乐培训等，就业形态五花八

门，门槛相对较低，成本较小，可以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二）小店经济是一种有效的产业供给方式，长尾特

征明显，汇集成万亿级别的大市场

小店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产业供给方式，这种供给方式

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能满足消费者的

消费需求。目前，我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主导阶段，服务

消费呈现出个性化、特色化、均衡化等方面的特征，再加

上收入水平、知识水平、生活习惯的不同，服务需求差异

化特征明显，是典型的长尾市场，数量众多的特色小需求

汇集起来可以形成万亿级别的大消费、大市场。同时，小

店商户的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创造了便捷、可及的消费场

景，可以让利消费者，有效促进消费。

四、发展小店经济、提升服务业小店发展质量的政策

建议

《2020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保障就业和民

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建议重视下述方面的工作，

大力发展小店经济：

（一）优化发展环境，提升服务业小店发展质量

一是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比如，

可区分大中型餐饮和小餐饮的实际情况，对符合申请食品



经营许可条件的，探索食品经营许可的告知承诺制、信用

审批制、一证多址等创新做法，优化许可准入服务。

对达不到许可条件但符合食品安全卫生基本条件的小

餐饮业态，依法依规深化登记备案管理。实现餐饮行业许

可和登记备案 100%全覆盖，解决餐饮行业准入难题，确保

餐饮行业持有合法经营资格。依法清理禁止取得登记备案

等合法经营资格的小餐饮入网经营的法规政策，破除限制

竞争、有碍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制度障碍。推动法规政策

完善，依法明确允许取得登记备案证明的小餐饮商户，可

以同时从事线下经营和网络经营。

二是引导服务业小店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无论是在线

上还是线下开展业务都要注重品质，树立品牌和形象，提

升专业特色，打造“小而美、小而精”的小店经济发展格

局。

三是合理规划商业设施，为服务业小店发展提供载体。

按照均衡化、便利化原则为小店经济发展提供空间，如结

合“一刻钟生活服务圈”建设，大力发展社区商业，为小

店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载体；坚持工作和生活融合，在产

业集聚区布局一批休闲娱乐、教育培训、医疗健康、特色

餐饮、生活美容等生活服务特色小店；强化商圈、步行街

建设，通过精细规划科学搭配一批特色、精致化小店，打

造服务消费生态，提升区域经济活力。



（二）夯实生活服务业新基建的支撑作用，强化数字

化赋能

疫情期间，一部分小店依托遍布全国的线上服务体系

得以维持生计，有效降低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风险。但疫情

也暴露出大部分小店的数字化建设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需

要有效提升。今后要夯实生活服务业新基建的支撑作用，

强化数字化赋能。建议一是通过数字技术改造小店的服务

场景，提升服务消费体验，如利用全息投影技术营造精美

服务环境；二是支持小店使用数字化、智能化支持系统，

如使用自主点餐、收银收单系统提升服务效率等；三是发

挥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连接“大市场”功能，为众多小

众、低频、新服务的小店提供消费者流量支持，培育休闲

娱乐、运动健身、教育培训、生活美容等众多个性化服务

市场，汇集大消费；四是发挥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连接

众多小店的“媒介”作用，支持平台提供金融、营销、配

送等方面的服务，实现对小店的精准帮扶。

（三）加强对服务业小店的人才培训支持，提升服务

业小店从业人员的技能

小店商户规模小，无法依托“组织”实现“干中学”，

进而积累人力资本。问卷调查显示，很多服务业小店反映

职业技能提升有困难，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建议依

托职业培训学校、互联网培训等多种渠道，建立有针对性、



低成本、可触达的培训体系，依托行业协会、专家学者、

高技能员工等各方力量，研发更具针对性的课程，将线上

和线下培训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提升我国服务业小店

从业人员的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