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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赵静 文/摄

老年餐饮消费市场日渐火爆

6 月 11 日中午 12 点左右，记者来到椿记烧鹅中山店，
此时正值饭点，餐厅里座无虚席，用餐的老人群体数量较
多，既有选择点菜的，也有选择套餐的。在一众老年顾客
中， 4 位打扮新潮的老太太吸引了记者目光，她们的年龄
均在 75 岁左右。记者注意到，她们的餐桌上摆放了 4 个
菜，分别是橄榄油拌时蔬、酸辣荷花鱼、素炒嫩南瓜和烧
鹅，还有一盘水果，估计消费在 100 多元。

其中一位老人龙燕告诉记者，她们 4 人是小学同学，每
周同学们都要聚餐一两次，人多的时候近 20 人。她说：“我每
天早上在老年大学上声乐课，有时下午会组织同学们去 KTV
唱歌，所以中午不回家做饭，大家一起在外面吃。一般人多就
AA 制，人少则轮流请客。平时聚餐多数选在消费相对比较实
惠的饭店，味道较好，服务也不错，有的餐馆还提供免费的水
果，花的钱不多吃得却不错。”

椿记烧鹅中山店店长王燕云介绍，老人来就餐一般是中
午 11 点至 12 点半，比上班族略早一些，因为 12 点后店内
会满座，需要等位，老人们会与上班族岔开时间段。据估
算，每天中午来店里用餐的顾客中，退休老人占比在 1/5 以
上，多数老人喜欢选择店里推出的 29 元套餐，该种套餐为
3 个荤菜任选一个，再搭配一个时令素菜，米饭、茶水和水
果则是无限量供应(限时)，这样的套餐该店一天能售出
50 — 60 套。

接着，记者走访了市中心多家油茶店，发现各店里用餐
的老人数量特别多。在五美路附近的新郭记油茶店里，记者
看到：该店一楼有 20 张餐桌，其中全部是老年顾客的有 7
桌，其余一些餐桌上则老年人与中年人都有。

6 月 12 日 11 点 30 分，记者来到位于象山区红街商业
广场的新地标自助烤肉美食汇，在此用餐的顾客绝大部分都
是退休老人。 64 岁老人郑学敏是河北承德人，原在桂林某
部队工作，退休后一直留在桂林。“桂林山清水秀，气候宜
人，生活环境非常好，消费不高，适合养老。”他说，“我
和老伴平时很少在家中做饭，自己动手太麻烦，出来吃饭更
省事。自己的退休工资比较高，在外吃饭也没什么负担。其
中，每周三都固定来新地标吃一次自助餐，每次都选择固定
座位。这里的菜品丰富，价格也很便宜，对老人的服务很
好。”

郑学敏认为，该餐厅吸引自己的最大原因是针对老人
推出特惠服务，体现对老人的尊重。因此，自己还经常在
这里宴请外地朋友。

在该餐厅另一桌有 5 位老人就餐，她们中最年轻的
64 岁，年纪最长的陈发君老人已有 81 岁。陈发君介绍，
她们都是“西山舞蹈团”的成员，经常一起聚餐，要么选
择新地标这类平价自助餐厅，要么就去油茶店。“待在家
里太孤独了，通过聚餐，可以增进朋友之间的感情，丰富
生活内容。”她说。

此外，记者走访发现，在一些提供早茶的餐厅中，喝
早茶的顾客也以老年人为主。

越来越多餐馆针对老年人提供优惠或

特别服务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越来越多餐馆饭店对老年人餐
饮愈发重视，并在价格、服务等方面向老年人倾斜。

“我们专门针对老人用餐推出优惠价，如普通消费者
自助午餐的价格为 46 元/人， 60 岁以上老人价格为 39
元/人， 70 岁以上老人价格为 33 元/人。”新地标自助烤
肉美食汇周主管介绍，该餐厅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对老年人
实行该项优惠，一方面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优
良美德；另一方面是老年人较注重身体保养和健康饮食，
吃得较少，且以素食为主，相对来说，这一群体的自助餐
就餐成本更低，应该为他们提供更优惠的价格。

周主管介绍，在该餐厅顾客群体中，老年人占比高达
50% ，很多老年人是常客，每周都会来两三次；一些老
年人还办理了会员卡，为此，餐厅专门创建了老年顾客会
员微信群。

记者注意到，这个微信群成员有 187 人。
周主管表示，每到会员生日时，餐厅员工会在微信群

发送生日祝福消息，如寿星当天到餐厅就餐的，只要另有
3 位以上成人陪同就餐，寿星就可免单，餐厅还会赠送一
磅蛋糕。

“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老年人餐饮市场面临着更大
机遇，我们一直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桂
林市椿记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向仁国说，针对每天的午
市，公司设计了 29 元套餐，这种套餐主要客户群体就是
退休老人和上班族。即使他们在家做饭或吃盒饭，花费也
不一定低于 29 元，而且在饭店的就餐环境更好。同时，
在菜品设计上，公司也专门针对老人群体设计了一些清淡
的营养餐，如紫菜包、海蛎煎、清蒸肉饼、芙蓉蛋、小米

粥等，免费水果也吸引了不少老人
到店就餐。

向仁国介绍，原本公司各门店楼
梯的扶手都是单向的，后来一些店员反
映，有老人称在上下楼梯时一侧没有扶手
不方便。为此，公司还对各门店楼梯进行
改造，均装上了双向扶手。

“老”友相约五星级酒店过把瘾

高端酒店也瞄准老龄市场“掘金”

在人们印象里，老年人群体一般比较节省，选择聚餐
的场所多为平价餐馆或油茶店，至于高级酒店，很少会有
老年人去。事实究竟如何呢？记者走访我市一些四、五星
级酒店了解到，近年来，到高端酒店用餐的退休老人数量
在逐渐增多，老年闺蜜们、时尚先生们，不时相约到五星
级酒店一聚，老年人成为各酒店新的重要客户来源；各酒
店也针对这一市场变化，加大对老年餐饮市场的拓展。

桂林香格里拉大酒店市场传媒总监李金泽介绍，近年
来，到该酒店用餐的退休老人数量不断增多，一部分是外
地老人来桂林旅游住店时用餐，另一部分则是本地老人带
着孙子孙女来用餐。事实上，五星级酒店的午餐价格也不
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贵，以该酒店中餐厅午餐自助餐为例，
每人只需 99 元；“ 6·18 ”促销活动期间，午茶点为 88
元/人，这样的价格对于退休老人来说并不算高消费。
“一些老年人对自己比较节省，但对孙子孙女却非常大
方，由于酒店针对 5 岁以下儿童实行用餐免费，所以越
来越多本地老人带着孙子孙女来酒店消费。”她说。

李金泽介绍，为了拓展老年人市场，今年该酒店结合
9 周年庆典，围绕孝亲理念举办了一些活动，如邀请了上
海、广州等地多家媒体记者，来酒店参加“香行桂林一家
亲”活动，鼓励引导成年人带老人出行；母亲节期间，引
导本地年轻人带妈妈一起来酒店吃饭过节，并在饭后为老
人提供按摩服务等。

另外，为了吸引老年人就餐，香格里拉大酒店还增添
了不少特色服务，如在后花园设置了鹅卵石铺设的按摩小
径，吸引了不少老年人来此行走按摩；酒店还聘请了太极
拳教师，每天早上在后花园或大堂免费指导老年人打太极
拳等。

老年人餐饮市场是一片新“蓝海”

市餐饮烹饪协会秘书长吕昌林介绍，近十多年是桂林
餐饮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涌现出椿记烧鹅、阿
甘、小南国、澳门酒家等一系列知名餐饮连锁企业。其间
桂林餐饮行业也出现了 3 次转型发展：第一次是 2003 年
非典事件之后，全市餐饮行业开始注重提升食品安全水
平；第二次是从 2012 年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后，消

费者在餐饮方面从过去的奢侈浪费逐步转向理性消费，并
掀起了“光盘行动”，许多高端餐饮企业也在这一阶段转
型成为平价餐饮企业；第三次则是从 2017 年开始，随着
“互联网+餐饮”的发展，餐饮行业不断细分，涌现出各
类主题餐饮，其中，针对老年人的老年餐饮也迅速涌现。

“餐饮行业是完全市场化的，对于企业来说，要发展
就必须追求利润，只要有利润，就会有更多资本进入这一
行业。”吕昌林认为，尽管我市老年餐饮取得一定发展，
但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的，相关餐饮企业还没有实现品牌
化、规模化发展。随着桂林老龄化程度的提升，未来老年
餐饮市场大有可为。餐饮企业要“掘金”这一市场，还需
要在内部装修上专门针对老年人进行设计，如地板要用防
滑瓷砖，在洗手间增加报警装置，设置老年人专用的卫生
间，餐桌也选择圆角的，餐椅要有扶手等。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王修志长
期对我市老年经济进行观察调研。他说，老龄化社会带来
的是更大的老年人消费市场，就餐饮行业来说，必然产生
更多的新的消费需求。“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对餐饮企
业来说是一块沃土。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面向老年人的餐
饮市场是有前景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片新‘蓝海’。”王
修志认为，如今的餐饮行业一直在做细分，产品线也在不
断细分。虽然中青年消费群体的消费贡献巨大，但随着老
龄化的发展与老年消费人群的递增，他们已成为不可忽视
的群体。既然面向中青年人的餐饮市场已成为“红海”，
竞争过于激烈，餐饮企业更应加大力度拓展老年人餐饮市
场。

王修志表示，针对老人的餐厅，更适合开在社区中。
社区餐饮作为接地气的商业业态之一，可以解决中老年人
吃饭难、聚餐路程远的问题。他说：“虽然老年人餐饮市
场很大，但投资者要在短期内快速获得高盈利点，并非易
事。老年人口味一般偏清淡，对于相关食材的选择也较为有
限，这就要求餐饮企业在有限的选择里，更合理地设置老年
餐，既要注重营养，也要保持良好的口感，需要专业的营养
师来做精细化的服务。同时，老年人对餐厅服务的需求要高
于中青年人，对于员工的培训也要加强，引导他们对老人
进行贴心服务，为老人营造温馨和宾至如归的感觉。”

油茶店、早茶厅中，老年朋友座无虚席；餐馆、酒店里，老年朋友谈笑风生……

老年餐饮：桂林餐饮市场新“蓝海”

■关注系道■关注老龄消费升级系列报道

核心阅读：如果说儿童是

“移动的小金库”，那么老人就是

“隐藏的实力派”。随着中国人口

老龄化的加剧，一个越来越大的老

年消费市场正在崛起。据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底，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达

2 . 49 亿，占总人口的 17 . 9% ，是

全球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中

国养老形式以居家养老为主，这就

意味着老人的吃饭问题会形成市场

刚需。

老年餐饮消费，在桂林餐饮市

场渐成新“蓝海”。

油茶店是许多老人聚
餐消费的首选。

越来越多餐馆针对老
年人群推出经济实惠的套
餐，对老年消费者的吸引力
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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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是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技术
发展带来的必然趋势。随着桂林老年人口基数的不断增
长，所有与老年人相关的产业应重新定义，老年人餐饮
也不应再贴着过往的老标签——— 市场小、利润低。投资
者和餐饮企业，不应忽略老年餐饮市场，应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抢占市场先机。

如今，老年人的餐饮消费理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越来越多老年人愿意为便捷、省心的就餐和美食花钱，
这使老年人餐饮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与此相对应地，
老年人餐饮市场也面临着消费升级的需求。老年人的心
态、经济实力和对口味的要求，与中青年人并不一样。

一般来说，中青年人群更重视餐饮口味和就餐环境，而
老年人看重的则是价格和服务，他们更愿意体验一些底

蕴深厚的东西。餐馆饭店只要把老年消费者的需求研究
透了，吸引老年消费者捧场就不是难题。

餐饮企业要想做好老年餐饮市场，首要的是“健康
牌”。其次，企业也应看到，老年人重视亲情，感性的
消费心理因素较大；很多老年人缺少子女陪伴，更需要
心理上的认同，企业应注重与他们沟通，培育消费忠诚
度。另外，针对老年人对价格敏感这一特点，企业也应
从各个环节着手尽可能压缩成本，实现薄利多销。

目前，老年餐饮究竟如何界定、要达到怎样的标
准，还是一片空白；相对于中青年主力餐饮消费，政府
相关职能部门对老年餐饮市场也缺乏关注。建议相关部
门加快构建养老餐饮服务体系，从政策方面引导投资者
和企业，促使我市老年餐饮市场更快、更健康发展。

短评

两位老人在餐厅里
用餐时拍照留念，并将照
片发到微信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