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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共享经济背景下餐饮企业发展特征为切入点,分析基于共享经济时代下影响餐饮企业
经营管理模式创新因素,结合市场发展实际情况提出创新餐饮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助力中国经济快速稳
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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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anagement Mode of Catering Enterprises under Sharing Economy
Xiangting Deng Bing Wang*
Changsha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atering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haring economy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alyzes the innovative factors affecting the management mode of
catering enterprises in the era of sharing economy, and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ve management mode of
catering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market development, so as to help the rapid and stable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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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与主权,互联网经济使餐饮企业将节省的时间投入生产,尤其在

共享经济是当前经济发展重要趋势,该经济发展模式强调

传统垄断经济竞争力不足的前提下,把握市场方向为企业生存

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切实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改

奠定基础。此外,互联网发展可解决餐饮企业面临的信息非对称

变人们工作与生活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共享经济发展强化社会

问题,采取新型方式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从而在蓬勃发展的经

间信任,无形中加大不同类型资源使用权流转,大幅度提升社会

济环境下高度关注消费者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打造极具个性化与

总体福利水平。餐饮企业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在共享经

人性化产品与服务。若企业想获取稳定客户流量,需满足消费者

济时代下需利用自身已有资源与社区闲置资源,并运用互联网

规模经济目标,提升客户认知度与市场口碑,以此获取理想经济

创新经营与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经营优势,强化风险防

效益。

御,提升经济效益,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2 共享经济时代背景下影响餐饮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创新因素

1 共享经济背景下餐饮企业发展特征
信息化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显著标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

2.1战略目标因素

也因信息化时代发生较大变化,从传统经济模式逐渐转至共享

餐饮企业开展任何一项工作都要做好前期规划部署工作,

经济模式。很多中小餐饮企业在此经济环境下纷纷转变企业经

只有项目与企业长远利益需求相符才能说明战略目标制定、执

营管理模式,旨在适应共享经济新模式。通常餐饮企业为了契合

行与餐饮企业可持续发展联系紧密。餐饮企业可通过制定战略

时代发展趋势,需要合理运用互联网转变新经营模式,将实体店

目标规划明确长远发展目标,以理论指导企业发展。餐饮企业在

投资转移至网店建立与宣传,扩大企业知名度,减少企业经济成

实际发展中需具备积极改革创新意识,更好的符合经济发展趋

本,简化交易流程,提餐饮企业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基于互联网

势,实现企业经营效益目标。与此同时,餐饮企业在制定战略目

经营模式的餐饮企业能紧抓消费者需求与市场需求,无需花费

标时需健全完善战略机制,并在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改革企业管

过多时间与精力则可在第一时间掌握海量信息资源,凭借敏锐

理模式,充分明确餐饮企业未来发展目标与方向,保证预期工作

嗅觉与发展性战略生产与市场所需契合产品,满足市场消费需

与计划完成效果。餐饮企业在创新管理工作时需转变员工思想

求,扩大市场占比。毫无疑问,在共享经济时代下,时间就是市场

观念,引领员工充分认识战略规划与执行对企业发展重要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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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企业与员工形成共同体,双方协力推动其企业快速发展。餐饮

产品与服务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新媒体信息拓宽产品销售

企业需要每位员工参与战略目标执行,有序落实战略目标。

渠道,广泛运用新媒体的定位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与图文、视

2.2员工培训因素

频信息相结合,为消费者构建多样产品信息,增强消费者对产品

人才是餐饮企业发展经营中核心竞争力保障,企业经济效

信任度,扩大企业认知度,为后续销售奠定基础。

益与发展高度与员工积极性与能力有着紧密联系。所以,餐饮企

3.2充分发挥客户价值

业在创新经营管理模式时需凸显员工主体性,积极健全完善员

共享经济时代下的餐饮企业创新经营管理模式的首要考虑

工培训工作,不断提升员工工作实力与企业综合实力。餐饮企业

因素即发挥客户价值。换言之,企业需针对客户需求制定发展战

在共享经济时代下应主动对员工管理模式与培训体系进行改革

略与实施,运用先进信息技术整合各种资源,满足客户便捷化与

创新,营造和谐、民主、愉悦工作氛围,激发员工主观能动性,

多样化需求,从而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处于

增强员工职业幸福感与归属感,充分发挥员工工作创造力,提升

共享经济时代下的企业需借助规模经济搭建平台与闲置资源的

员工工作效率和水平。

需求者、供给者相连接,使资源使用权得到高效流转。与此同时,

2.3管理水平因素

资源供求者与需求者在匹配中会产生全新需求,研发与运用先

我国餐饮企业经营及管理模式成效受管理水平制约,导致

进科学信息技术解决供需双方在匹配中存在问题,满足客户多

餐饮企业经营及管理水平偏低多因管理理念落后,也是重要制

样化需求,在共享经济时代下的市场竞争中抢占生存先机。例如

约因素。在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中并未融入现代管理理念,管理创

很多餐饮企业借助互联网技术搭建平台,高效利用社会闲置资

新行为也因滞后管理理念受到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餐饮

源,改变餐饮经营方式。然而在具体发展中也存在如恶意差评、

管理现代水平。除了管理理念,餐饮企业管理智能化水平偏低也

食品安全等问题,企业可借助信息技术解决相关问题,为客户提

影响经营管理水平因素之一,毫无疑问,计算机管理普及有效提

供便利。

升餐饮业智能化管理水平,计算机可强化部门间联系,提升经济
效益与服务质量,所以,在共享经济时代下需从多方面创新经营

3.3积极创新关键资源
共享经济显著特征即整合利用社会闲置资源,企业发展在

管理理念,提升餐饮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共享经济时代下需注重利用企业内外资源,尤其创新性利用关

3 共享经济时代下餐饮企业经营及管理模式创新
策略

键资源,保证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长期稳定发展。与此同时,企
业在共享经济时代下需注重提升技术水平,通过自主研发、运用

3.1开展电子商务活动

先进技术或提升内外管理水平抵御各种风险。共享经济借助先

我国电子商务活动在共享经济时代实现大幅度提升,具有

进信息技术打造平台,实时高效匹配资源需求者与供给者。随市

相对广泛的发展渠道与辐射范围。餐饮企业在发展中需结合实

场规模扩大,市场复杂程度与较易规模也日益增加,凸显企业提

际情况合理开展电子商务活动,高效利用闲置资源的同时有效

升管理水平与更新核心技术重要性,只有掌握核心技术以及提

优化餐饮企业资源配置,提升资源使用水平。餐饮企业在蓬勃发

升管理水平才能在激烈的信息竞争环境中占据核心地位。

展的新时代需全面认识电子商务并合理且科学的开展相关活

占有固定市场份额的重要保障即拥有忠实且固定的消费群

动。将电子商务创新性与实体产业相结合,科学化整合餐饮企业

体,先要让消费者了解和接触产品,当消费者感受到产品价值,

线上线下资源,提升企业交易效率,降低企业经营投入成本,实

自然会转化为消费群体。对此,对外宣传是做好内部营销的前提,

现预期经济效益目标。餐饮企业建立网站营销点或网站,或在开

在共享经济背景下可合理运用多方资源广泛宣传。宣传前期树

展电子商务活动中适当回馈,扩大企业知名度,为后续经济效益

立良好品牌意识,其中政府部门可对餐饮企业和宣传品牌建设

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重要性,引入相关案例使各方深入学习和相互讨论,运用多方资

随着网络信息科技与数字科技蓬勃发展,新媒体以受众率

源广泛宣传,即在抖音、微博、论坛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宣传,

高、传播范围广泛等优势受到广泛关注。餐饮企业在此背景下,

积极和消费者沟通交流,展现餐饮企业优势,激发消费者深层消

其经营和管理需与新时期电子商务发展趋势相融合,吸纳新媒

费欲望。当前最常见的电子商务活动形态即短视频与直播,正因

体优势宣传餐饮企业有利于扩大企业知名度。餐饮企业在新媒

如此为社交场景注入碎片化特征,更能在此背景下形成全新的

体技术支持下可借助网络电视、数字电视、手机客户端、微博、

消费场景,当消费者产生与众不同的消费体验且生活品质得到

微信、抖音等载体进行宣传。尤其新媒体具有显著的信息传播

提升,那么消费场景就会转化为全新的消费热点。餐饮企业运用

速度、共享性以及互动性快与高效等显著优势,餐饮企业可充分

直播平台拍摄、展示、解说产品,并在线与消费者互动交流。或

利用消费者好奇心理以及新媒体技术与多个平台开展促销与抽

将产品短视频剪辑为多个精彩小视频上传至不同新媒体社交平

奖活动,加深消费者对餐饮企业印象。上述方式打破传统营销模

台,上述借助互联网社交形态直观显示极具特色产品并形成独

式对餐饮企业经营与发展所构成的局限,形成多元化营销体系,

特卖点,用户会在碎片化场景中被打动,进而激发潜在消费欲望,

提升餐饮企业宣传成效。与此同时,餐饮企业还可构建微博与微

实现场景化消费目标。上述也可看做共享经济时代下餐饮企业

信公众号平台,第一时间发布营销信息,使消费者了解餐饮企业

对关键资源创新与利用,改变传统闭门经营模式,发挥新媒体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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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作用,打造全新餐椅企业经营格局,提升经营与管理水平。
3.4经营盈利模式创新

精心策划与组织展现新闻价值以及营销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吸
引媒体与消费者关注,提升餐饮企业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

餐饮企业在共享经济时代下需注重创新盈利模式,健康盈

4 结语

利模式是企业可持续发展关键所在,企业在所在行业盈利模式

总之,蓬勃发展的共享经济有效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

共享经济中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与传统商业模式相比,共享经济

革,也对不同行业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产生重要影响。有效且合理

优势即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搭建平台连接众多闲置资源的需

的创新管理模式下可保障处于共享经济时代下的餐饮企业长远

求者与供给者,形成规模优势与网络效应,为长尾用户提供高效

稳定发展,达到预期经济效益目标。餐饮企业在未来发展中需充

服务。企业盈利模式与投资者、客户、供应商以及行业竞争者

分了解共享经济背景下形势变化,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要求落

等众多利益相关者联系紧密,在创新盈利模式时需统筹各利益

实管理模式创新途径,满足餐饮企业快速稳定发展需求。

相关者诉求,探索相关盈利模式,形成稳定用户群后则可逐渐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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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实现预期经济效益目标。
毫无疑问,日益成熟的现代运营模式与互联网+会改善餐饮
企业所面临的信息渠道单一和整体经营模式建设缺乏健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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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精准营销、节日营销、事件营销等。以事件营销为例,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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