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胖鲸智库 socialone.com.cn

胖鲸智库成立于2013年，致力于打造亚太区最完整营销创新研究平台，帮助企业在营销创新每一个重要里程碑攻克难题，

实现创新。我们从策略、战役、媒介、电商、数据、技术六大维度切入，通过整合领先品牌，一线营销服务商及媒体平

台，向会员提供独家营销洞察启发以及营销资源共享的会员服务。

simplyBrand成立于2013年， 是一家消费者大数据技术公司，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助力品牌洞悉消费者市场。基于海
量互联网UGC（用户贡献内容）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整理重构，帮助企业更轻松、简单、智能地查询了解商
业信息，提升在研发、生产、营销等方面的科学决策。

数据合作伙伴 simplyBrand

http://socialone.com.cn


研究方法

SOCIAL ONE联合simplyBrand针对8090消费者最喜爱的TOP100零售餐饮类品牌，监测近30天来官方微信公众号运
营表现，推出《零售餐饮类品牌公众号 影响力榜单》

数据说明：

1、监测数据包含：平均阅读数、平均点赞数、赞阅比、预估活跃粉丝数

2、数据统计时间：2016年4月22日00：00~5月22日24：00

3、观察对象：120个品牌公众号

4、本排行榜“S指数”统计，根据公众号最近30天发文表现的各项指标加权计算而得，最高分值105

5、赞阅比=点赞/阅读，均值0.005。全平台监测约40%的公众号赞阅比在0.003-0.007之间，超过0.007以上则为非常优秀

6、通过最近30天发布内容的平均阅读数，推算其活跃粉丝数

7、本榜单仅供参考

Excellent Good Average Challenged

100-80

各项运营监测数据优异

79-70 

品牌传播效果良好

69-60

传播效果平平

59以下

传播效果不理想



零售餐饮类品牌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榜单 1-21

Excellent Good



零售餐饮类品牌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榜单 22-42

AverageGood



零售餐饮类品牌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榜单 43-63

Average Challenged



零售餐饮类品牌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榜单 64-84

ChallengedAverage



零售餐饮类品牌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榜单 85-99

Challenged



如何利用微信公众号建立自有渠道、提高声量、将粉丝
转化为忠实顾客？



推送内容菜单栏设置

member only 

simplyBrand所检测的
30天官方微信公众号

运 营 的 各 项 数 据 指
标，包含了：平均阅
读数、平均点赞数、
赞阅比、预估活跃粉
丝数、传播指数

各餐饮品牌官方微信
公众号菜单栏设置的
情况，以及相关内容
和服务是否与其公众
微信号定位贴合，并
且能否服务于目标消
费者

各餐饮品牌官方微信
公众号推送内容的整
体策略（内容的大部
分评分已在数据指标
项完成）

各餐饮品牌官方微信
公众号运营特色，涵
盖内容亮点、完善的
支付体系等

数据指标 品牌亮点

分析维度



行业特点及消费者趋势
member only 

餐饮行业以消费者为导向，面向大众消费者，有着消费单价低，消费频次高的特点。这就意味着零售餐饮品牌有

机会通过与消费者在实体店面的高频次接触，将大量消费者转化为品牌公众号的粉丝。如何利用微信公众号转化

消费者为忠实顾客，并借助品牌粉丝的力量扩大声量，成为了零售餐饮品牌的当务之急。

行业特点

胖鲸智库通过桌面研究发现，餐饮零售行业消费者希望能够获取更便利的服务，购买物有所值的产品，以及能够

带来新鲜感的产品及服务。榜单中表现较好的餐饮零售品牌，将微信公众号打造为优质的自有渠道，通过升级体

验，提供优惠，以及推出带有话题度的新产品，让粉丝成为品牌的忠实顾客。

消费者趋势



C

微信公众号运营策略
member only 

onvenience 体验升级 Variety 制造话题Value 提供优惠

受到宏观经济局势的影响，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放缓，消费者的价
格敏感度提高，越来越关注性价比。
消费频次较高的餐饮行业消费者，更
希望每一次消费都能够物有所值。

麦当劳、必胜客等品牌通过长期优惠
与限时优惠相结合、会员优惠先享等
多种优惠形式，鼓励消费者不断进店
消费，扩大会员数量。原麦山丘等高
端定位的餐饮品牌，通过优质内容对
产品的高品质进行市场教育，让消费
者愿意为它花钱。

超过85%的中国消费者每周都会外出
就餐至少一次，较高的消费频率意味
着消费者总是需要新的、独特的菜品
带给他们更多新鲜感（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August 2014-C)

肯德基、星巴克中国、原麦山丘、小
杨生煎等品牌，通过请鹿晗等流量小
生做代言人，推出新品，线下尝新，
玩具套餐等方法，引起消费者的兴
趣，鼓励他们进店消费，同时也有利
于品牌传播。

消费者，特别是通勤时间长、生活节
奏快的一二线城市消费者，越来越希
望能够获得方便、快捷的服务。

肯德基、海底捞、汉堡王等品牌通过
微信公众号实现订餐、等位、外卖、
开票、会员服务等多个服务环节的优
化与升级，满足顾客对便利性的需
求。通过优化体验，将粉丝转化为忠
实顾客。



升级体验 CONVENIENCE

提供优惠 VALUE

制造话题 VARIETY

总结 SUMMARY



提供优惠券、门店信息、会
员福利等选择，促进消费

外卖、门店自助点
餐、礼品卡等

会员注册、会员福利

• 将优惠券、会员福利及门店位置信

息等消费者较常用到的优惠服务及

功能放在菜单栏点击率最高的左下

角，并以优惠券命名，提高点击率

和使用率，促进消费

• 手机自助点餐服务能够实现消费者

进店前即可完成点餐及结账环节，

到店直接取餐的场景。在用餐高峰

期节省消费者排队等候的时间，优

化消费体验

肯德基：向消费者提供全方位服务

优惠券 自助服务 WOW会员



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求 订座 电商

• 排队出名的海底捞为了减少顾

客等候时间，优化体验，同时

推出了“订餐”及“排号”这

两个功能。并可在订餐时点

菜，也有利于提高翻桌率

• 微店与会员系统打通，会员可

通过积分换购商城中的在售商

品，提升会员忠诚度的同时培

养消费者的购买习惯

点餐 填写订餐信息 商城

海底捞：优化订餐体验，会员体系与商城打通



提供优惠券、门店信息、会
员福利等选择，促进消费

外卖、门店自助点
餐、礼品卡等

会员注册、会员福利

• 今年五月份，汉堡王公众号开通电子

发票功能。在汉堡王消费后，可通过

微信扫小票二维码，通过跳转出的页

面填写发票信息，系统提示成功开具

发票后，即可添加到微信卡包并随时

打印发票，用作报销凭证

• 开具发票通常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并

有写错信息及发票打印不全等不便。

电子发票可以避免这两种不便，只要

保存小票，即可在任何时间及地点开

具发票

微信扫码（小票二维码） 自助填写发票信息 可选择打印发票或放
入卡包随时查看

汉堡王：微信扫码可直接开具电子发票



为了满足生活节奏较快的城市消费者，餐饮品牌通过接入微信支付、提供

订餐及外卖服务、搭建会员体系等实现在公众号内，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

服务。

海底捞优化的订餐系统，肯德基的提前点餐到店取餐服务，都很好地考量

了各自品牌消费人群的行为习惯，解决服务痛点

赋予公众号更多功能，满足消费者对便利性的需求



提供优惠 VALUE

体验升级 CONVENIENCE

制造话题 VARIETY

总结 SUMMARY



限时优惠

10元！10元！10元！麦辣鸡腿
堡限时特价，今天起！

阅读数10万+，点赞数7550

长期优惠&专属优惠

• 通过经典产品限时特价等限

时优惠活动，与长期优惠

券、微信专属优惠等长期优

惠相结合，满足顾客对性价

比的需求

• 限时优惠以造节（517麦乐送

日送鸡翅）等以花样繁多的

形式不停推出，达到不断刺

激消费者进店消费的作用

限时优惠

麦当劳：限时优惠与长期优惠相结合，提供高性价比选择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AwMDk4MA==&mid=2668028425&idx=1&sn=80ad7ae67d510e6335ff6026e61b031c&scene=1&srcid=0530xizoRiSvqJb83IEJzqz7&pass_ticket=8drFoe3EIbEcBlJu1E/sn6RTN5NorWimDIXgIn/ygGlmQtOAvALTVA1GMonVmo9h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AwMDk4MA==&mid=2668028425&idx=1&sn=80ad7ae67d510e6335ff6026e61b031c&scene=1&srcid=0530xizoRiSvqJb83IEJzqz7&pass_ticket=8drFoe3EIbEcBlJu1E/sn6RTN5NorWimDIXgIn/ygGlmQtOAvALTVA1GMonVmo9h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AwMDk4MA==&mid=2668028425&idx=1&sn=80ad7ae67d510e6335ff6026e61b031c&scene=1&srcid=0530xizoRiSvqJb83IEJzqz7&pass_ticket=8drFoe3EIbEcBlJu1E/sn6RTN5NorWimDIXgIn/ygGlmQtOAvALTVA1GMonVmo9h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AwMDk4MA==&mid=2668028425&idx=1&sn=80ad7ae67d510e6335ff6026e61b031c&scene=1&srcid=0530xizoRiSvqJb83IEJzqz7&pass_ticket=8drFoe3EIbEcBlJu1E/sn6RTN5NorWimDIXgIn/ygGlmQtOAvALTVA1GMonVmo9h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AwMDk4MA==&mid=2668028425&idx=1&sn=80ad7ae67d510e6335ff6026e61b031c&scene=1&srcid=0530xizoRiSvqJb83IEJzqz7&pass_ticket=8drFoe3EIbEcBlJu1E/sn6RTN5NorWimDIXgIn/ygGlmQtOAvALTVA1GMonVmo9h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AwMDk4MA==&mid=2668028425&idx=1&sn=80ad7ae67d510e6335ff6026e61b031c&scene=1&srcid=0530xizoRiSvqJb83IEJzqz7&pass_ticket=8drFoe3EIbEcBlJu1E/sn6RTN5NorWimDIXgIn/ygGlmQtOAvALTVA1GMonVmo9h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AwMDk4MA==&mid=2668028425&idx=1&sn=80ad7ae67d510e6335ff6026e61b031c&scene=1&srcid=0530xizoRiSvqJb83IEJzqz7&pass_ticket=8drFoe3EIbEcBlJu1E/sn6RTN5NorWimDIXgIn/ygGlmQtOAvALTVA1GMonVmo9h


• 针对饮料消费需求高的夏季，必胜客推

出了买饮料送披萨的促销活动。会员可

提前享受促销活动福利，非会员只需要

点击“阅读原文”即可立即加入会员，

提早一周享受优惠活动

• 这样的机制不但可以激励消费者加入会

员，还能对促销活动进行预热

优惠活动会员先享

必胜客：推出应季优惠会员先享活动，激励消费者入会



• 原麦山丘原麦山丘是以“幸福、

分享”为品牌核心的高品质烘焙

连锁品牌，门店目前主要开设在

北京市区

• 主要售卖改良型欧式面包的原麦

山丘，价格比消费者熟悉的85度

C及味多美等连锁面包店高很

多。为了帮助消费者了解高品质

欧包，提升品牌形象，原麦山丘

推出电子杂志，通过精美的图片

及文章教育消费者

电子杂志封面 目录 内页

原麦山丘：通过电子杂志教育消费者，同时提升品牌形象



通过长期优惠券、微信限定优惠、花样繁多的限时优惠、经典产品+新品促

销售卖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包装优惠这个可能折损品牌价值的促销活动

原麦山丘这样目标人群为高端消费者的品牌，则可以通过优质内容教育消费

者，塑造高品质+有品位的品牌形象

优惠活动+优质内容让消费者觉得物有所值



制造话题 VARIETY

体验升级 CONVENIENCE

提供优惠 VALUE

总结 SUMMARY



• 请来当红“小鲜肉”进行品牌代言，甚至赋予店长的名

义，不仅能带来更多新鲜感，让品牌离他们一直想要的

年轻人市场更近一点，更能借由粉丝的力量在网上赢得

声量，获得更大的品牌曝光

• 经典口味与藤椒新口味结合的“吃过瘾炸鸡桶”，帮助

想要尝新但又有所犹豫的消费者更容易产生买买买的欲

望

• 肯德基一向享有本土化最到位的西式快餐连锁品牌的美

誉，所推出的新品也迎合了越来越重口味的中国消费者

的舌尖，轻松得到十万以上的阅读及937个点赞

小鲜肉×新款炸鸡桶 “重口味”新品汉堡

肯德基：请小鲜肉，推“重口味”汉堡，为了保持新鲜感



• 星巴克中国的运营重点与门店的运营重点一

致，皆为专注推荐新品，希望能够利用新品刺

激消费者到店消费

• 通过菜单栏的夏日甜品及当季主推两个栏目引

导消费者查看本季主推的新口味饮料及应季食

品

• 推送内容也以推荐新品为主，结合平台的特点

及消费者行为进行内容规划及创作，有利于扩

大传播声量，精心设计的颜色明亮的配图也有

助于引起消费欲望

菜单栏推广新品 结合微信特点推送新品内容

星巴克中国：结合平台特点扩大声量



原麦山丘：线下新品品鉴会与线上互动相结合，达到多个营销目标

• 原麦山丘会通过公众号邀请粉丝参加新

品品鉴会，有机会与品牌主理人交流，

并品尝最新口味的面包作品

• 品鉴会结束后，会将新品面包所用原

料、制作过程及开发思路分享给粉丝，

并请粉丝根据这些信息为新品起名，活

动互动量较高

• 品鉴及起名活动满足了粉丝对新口味的

需求，并在同时完成了树立品牌形象，

教育消费者，维护社群这三个任务

线下新品品鉴会 新品命名活动



小杨生煎：用公众号栏目孵化出的玩具形象开展新品销售

• 小杨星座作为小杨生煎公众号的固定

次条内容在公众号粉丝中积累了一定

的人气。将这些漫画形象实体化后，

推出毛绒公仔+新菜品的套餐组合，刺

激消费

• 玩具+食物的套餐销售策略是西式快餐

连锁的常用策略。小杨生煎作为中式

餐饮连锁品牌，也开始尝试通过引入

动漫化的品牌形象，推出玩具套餐吸

引消费者，年轻化品牌形象

星座公仔×新品套餐



通过小鲜肉推广新口味、经典产品+新品结合、专注推荐应季新品、线下

新品品鉴会、玩具+新品套餐等方式，不断将新鲜感带给消费者，鼓励消

费者进店消费

通过产品创新，制造声量，引起关注



总结 SUMMARY

便利性 CONVENIENCE

性价比 VALUE

多样性 VARIETY



CONVENIENCE VALUE VARIETY

支持门店位置查询
长期优惠+限时优惠相结

合
利用明星、IP资源推广

新品

优化订餐、点餐及等位
环节

限时优惠活动刺激消费
结合平台特点专注推荐

新品

提供外卖服务 优惠活动会员先享 新品线下品鉴+命名活动

开具电子发票功能 优质内容建设品牌形象 玩具+套餐销售策略

以消费者为核心，制定运营策略

餐饮行业是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行业，因此了解受

众人群的特点，提供可以解决消费者痛点的产品

及服务，是每个餐饮品牌得以立足的关键。

基于这样的行业特征，品牌的数字化策略也势必

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而展开。餐饮品牌因此有机

会通过公众号建立自有渠道，升级消费体验，提

供多种形式的优惠以及具有话题点的产品和服

务，将粉丝转化为品牌的忠实拥护者，积极为品

牌发声。



品牌数字营销健康诊断
基于智库多年策略经验积累，并结合全网数据挖掘，全面分析品牌及竞品营销表现，找到数字营销领域的问题并提供可
执行的营销优化建议。

品牌数字营销创新升级
根据品牌现状诊断，提供多维度创新性优化建议和案例分享，并通过针对公司内部团队的工作坊推进营销创新和升级。

品牌数字营销创新护航
全年度贴身顾问服务，提供包括品牌健康度分析、营销创新策略顾问、意见领袖评估及采购建议、营销活动效果评估

企业服务 利用互联网数据洞察，向品牌主提供具备建设性的营销创新顾问服务

过往服务客户 联系我们

service@socialone.com.cn

mailto:service@socialon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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