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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地摊行业运营现状研究与投资战略预测报告（2022-2029年）》涵
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
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
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
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07/604898.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800元    纸介版：7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80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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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是属于城市里的一种边缘经济
。地摊经济在便利一部分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管理带来一些麻烦，所以其一直由
于影响市容环境而不能堂皇入室，但地摊经济有其独特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
力。
分类来看，按经营者社会属性与经营场所进行分，地摊经济可分为三种形式：其一是不具有
固定空间，采用可移动的简易设备的街头零售；其二是空间场所固定，由职业经营者聚集经
营，主营食品饮料的“社区市集”；其三为空间场所固定，由职业、半职业者周期性运营，主
要售卖杂货商品的“跳蚤市场”。

我国地摊经济主要形式情况
类型
场所
周期性
经营者社会属性
通常售卖类型
街头零售
不固定空间
日常
职业经营者
食品
社区市集
固定空间
日常
职业经营者
食品、百货
跳蚤市场
固定空间
定期
半职业经营者（兼业者）
杂货、二手货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1、发展历程
中国的地摊经济远在东汉之前就有，买椟还珠、削足适履、郑人买履等成语均跟地摊经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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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而这些成语基本都在先秦时期。到宋代时，小商小贩大量出现，地摊经济遍地繁华。就
近现代来看，我国地摊经济发展则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认知阶段、探索阶段以及
重新兴起阶段。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城镇年均新增人口大幅提高，同时，大批知青回城，国内劳动力供
大于求。为满足城镇居民物质生活需求及增加就业机会，1981年10月，国家、出台“搞活经
济、解决城镇就业”等若干鼓励政策，支持个体经济发展。该政策的出台不仅给我国地摊经
济的合法公开化加持了砝码，同时也成为当时社会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到20世纪
八九十年代，地摊经济对减轻失业的影响产生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的一系列如环境卫生
和产品质量等问题，妨碍了城市文明有序的发展，破坏了城市的美好形象。因此在2002年8
月22日，我国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后，极易引发城市
文明发展问题的地摊经济也因此降温。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放缓现象。为了复苏国内
经济，促进就业和经济的发展，国家从多个角度衍生了相应的政策，例如中央以及各级纷纷
出台地摊经济的相关政策。在此背景下，地摊经济行业开始重新兴起，并成为一个峰值极高
的话题。
2、行业优势
与商场、店铺、超市相比，地摊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随时调整摆摊时间、地点和品种，
非常灵活；且地摊是一个大包袱，可以背着随处卖，有的地摊是一辆三轮车，推着到处卖，
流动性强；除此之外，地摊大多是未经注册的非正规的商业经营行为，是非常设的、临时性
的摆摊设点，其也很少受到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监管，经营的随意性比较强，卖什么、在哪里
卖、何时卖由地摊经营者自己决定。总结来看，地摊经济具有灵活性、便利性、流动性、临
时性、自由性等特点，其具体表现如下图所示：

正是因为地摊经济的灵活性、流动性、临时性、自由性等特点，使得其与与大型商业综合体
、商场中的“专柜经济”相比，具有门槛低、经营风险低、商品价格低和多元化等“三低一多”
的显著优势。
我国地摊经济与大型商业综合体“专柜经济”对比
地摊经济
大型商业综合体、商场“专柜经济
创业门槛低（成本低、没有太高学历、技术要求等）
创业门槛较高（资本壁垒、品牌壁垒等较高）
经营风险低（无店铺租金压力、存货风险小）
经营风险较高（存货风险、资金回笼风险等较大）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商品价格低（经营成本较低，产品也多为薄利多销）
商品价格较高（门面费、销售费用更高，拉高商品价格）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另外，由于地摊经济具有创业门槛低、经营风险低、商品价格低的优势，因此在新冠疫情经
济下行背景下，与其他传统商业经营相比，其“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的作用更容易被发挥出
来。地摊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拓宽就业渠道，使弱势群体的小摊贩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
同时，其还能满足普通百姓的生活需要，促进国民消费、国家经济内循环以及经济的复苏。
3、行业存在问题
凡事皆有两面性，地摊经济也不例外，地摊经济对于居民生活和企业发展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之时，其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一方面，为提高销量，一些商家不免需要吆喝揽客，带来噪音污染，其中烧烤摊的油烟更是
带来环境污染。而且与有固定的店面商户相比，地摊大多是随意摆在学校门口、商业街人行
道、地铁站旁等人员密集处，其占道经营非常容易造成交通堵塞，影响市容市貌。
另一方面，摊贩周边常常会存现相关矛盾，贩间争夺摆卖地盘，摊贩与城管之间愈演愈烈的
矛盾，周边商铺对商贩的敌意与无可奈何，更有一些城市发生暴力事件，激化社会矛盾。
除此之外，地摊经济行业还存在售后漏洞、营业执照存在漏洞以及摊贩易逃税漏税等劣势。
售后方面来看，地摊经济行业售卖的都是一些手工制品和小吃，而这些商品很少有相关的许
可证，即使商品有着商标或消费者有消费记录，由于各摊位并不固定所以其售后漏洞仍然很
大，产品质量也没有办法保证。营业执照存在漏洞以及摊贩易逃税漏税方面，由于政府对于
地摊经济行业的管理无法紧跟，所以摊贩的人群质量参差不齐，许多商户缺乏营业执照，同
时我国各地政府也并没有将摊贩归入日常统计中，因此相关部门无法强制要求摊贩纳税，而
且基层人民对于法律并不了解，特别是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这也导致了其认为地摊市场不
需要缴纳税费，从而忘记缴税。
4、行业发展建议
近两年来随着我国地摊经济的迅猛发展，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愈发凸显。经济效益来看
，发展地摊经济可以促进国民消费，拉动国家经济内循环从而加快我国经济的复苏；同时，
地摊经济蕴含着旅游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可以带动旅游业蓬勃发展，拉动我国旅游业经济增
长。社会效益来看，地摊经济的发展确确实实在给基层人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为社会缓解了
就业压力，同时还能有助于解决居民收入不均的问题，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发展社会
经济，除此之外，发展地摊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市居民日常的生活需求，为居民生活
带来便利。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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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在我国发展地摊经济意义重大，但是当前我国地摊经济行业发展仍然存在较多问题，
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地摊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国家层面、地摊经济行业层面以及行业内部摊
贩等都需要为之努力，有所作为。
而且地摊经济并不只是中国独有，全世界都有。部分国家对地摊经济精准施策，让城市管理
“顽疾”逐渐成为了城市建设的“招牌”。借鉴新加坡、韩国、法国三个发达国家治理经验，可
为我国地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方向。
新加坡、韩国及法国地摊经济发展模式
国家
发展模式
新加坡
世界上唯一一个所有街头摊贩都必须持牌设摊的国家。新加坡以政府主导，打造小贩中心，
将该中心功能整合在新镇和市中心区再开发项目中，从规划角度保证土地资源的分配，政府
对小贩中心的主要管理职能是资格管理和环境卫生管理。
韩国
差别对待，打造划区管理模式。韩国政府对“地摊经济”总体上采用区域管理，即将市区划分
三类：第一类是“绝对禁止区域”，指造成交通障碍、严重影响市容的地区，绝对禁止摆摊。
第二类是“相对禁止区域”，指妨碍城市美观等危害程度较小的地区，对摊位规模、摆摊时间
和经营范围有一定限制并强化严格管理和执法。第三类是“诱导区域”，一般指与居民区分离
的市中心外围空地、车辆通行很少的河溪两侧道路以及经过长时间形成的传统市场内的道路
，政府一般允许摆摊设点，但对营业时间和经营范围也有限制。
法国
依法管理和用心服务缔造闻名世界的巴黎跳蚤市场。巴黎市对跳蚤市场的管理方法是将巴黎
市区接近环城路的各个城门附近的街道，在一周时间内分别辟为举办跳蚤市场的地点，相关
的交通管制提前公布于众，并成为一项制度。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从我国地摊经济的现存问题来看，营业执照存在漏洞、售后漏洞以及摊贩易逃税漏税方面问
题是需要国家政府出手制定相关政策加以解决，并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集中化”审批机制，
加大监管力度，同时对于摊贩的资质进行核查，各部门加强对摊贩经营的商品质量、食品卫
生安全以及摊位基本防火措施的监管，提升地摊行业整体质量；面对摊贩周边常常会存现相
关矛盾、占道经营以及影响市容等问题，政府可以专门划定区域，从事夜市经营，摆地摊，
并配套一些基本设施，比如水电、遮阳、厕所等。
行业方面，可以合理灵活规划，打造“多样化”地摊样本。各地可结合城市规划、本地特色，
打造三色地段。有条件地方作为绿色地段，可选取如大型广场等公共场地、郊区闲置空地等
不影响交通出行和居民生活地点设置特色市场如跳蚤市场、传统集市、早市、夜市等，周边
配套公交线路、出租车候车点、共享单车、电动车等，方便出行购物，打造规模型品牌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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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市场；同时进行智慧高效管理，构建“有序化”经营环境。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因摊位
资源有限，对参与主体设置一定门槛，保证真正的底层获得经营机会，如适当向困难户、需
求户倾斜。
商户方面，长期来看，“地摊经济”将会是我国社会零售业的重要补充业态。未来，随着国家
以及行业监管政策的趋严，其市场规模增速或将放缓，竞争将会愈发激烈，所以其需要不段
创新，跟紧时代的潮流。线下摊贩需要积极利用数字经营工具，与线上平台协同合作实现线
上线下一体化达到降本提效，并加强人员培训，发展数字化经营的新地摊经济。（LQM）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地摊行业运营现状研究与投资战略预测报告（2022-2029年）》涵
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
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
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目录大纲】

第一章 2018-2022年中国地摊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地摊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一、地摊行业相关定义
二、地摊特点分析
三、地摊行业基本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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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摊行业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2、采购模式
3、销售/服务模式
五、地摊行业需求主体分析 
第二节中国地摊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一、地摊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概述
二、地摊行业所属的生命周期分析
第三节地摊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地摊行业的赢利性分析
二、地摊行业的经济周期分析
三、地摊行业附加值的提升空间分析

第二章 2018-2022年全球地摊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全球地摊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第二节全球地摊行业市场规模与区域分布情况
第三节亚洲地摊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亚洲地摊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亚洲地摊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亚洲地摊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四节北美地摊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北美地摊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北美地摊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北美地摊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五节欧洲地摊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欧洲地摊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欧洲地摊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欧洲地摊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六节 2022-2029年世界地摊行业分布走势预测
第七节 2022-2029年全球地摊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章 中国地摊行业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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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析
六、居民消费价格变化分析
七、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节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对地摊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中国地摊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监管体制现状
二、行业主要政策法规
三、主要行业标准
第四节政策环境对地摊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五节中国地摊行业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第四章 中国地摊行业运行情况
第一节中国地摊行业发展状况情况介绍
一、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二、行业创新情况分析
三、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第二节中国地摊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中国地摊行业市场规模的因素
二、中国地摊行业市场规模
三、中国地摊行业市场规模解析
第三节中国地摊行业供应情况分析
一、中国地摊行业供应规模
二、中国地摊行业供应特点
第四节中国地摊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一、中国地摊行业需求规模
二、中国地摊行业需求特点
第五节中国地摊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五章 中国地摊行业产业链和细分市场分析
第一节中国地摊行业产业链综述
一、产业链模型原理介绍
二、产业链运行机制
三、地摊行业产业链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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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国地摊行业产业链环节分析
一、上游产业发展现状
二、上游产业对地摊行业的影响分析
三、下游产业发展现状
四、下游产业对地摊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我国地摊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一、细分市场一
二、细分市场二

第六章 2018-2022年中国地摊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第一节中国地摊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中国地摊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二、中国地摊行业主要品牌分析
第二节中国地摊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中国地摊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二、中国地摊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中国地摊行业竞争特征分析
一、企业区域分布特征
二、企业规模分布特征
三、企业所有制分布特征

第七章 2018-2022年中国地摊行业模型分析
第一节中国地摊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波特五力模型原理
二、供应商议价能力
三、购买者议价能力
四、新进入者威胁
五、替代品威胁
六、同业竞争程度
七、波特五力模型分析结论
第二节中国地摊行业SWOT分析
一、SOWT模型概述
二、行业优势分析
三、行业劣势
四、行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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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威胁
六、中国地摊行业SWOT分析结论
第三节中国地摊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PEST模型概述
二、政策因素
三、经济因素
四、社会因素
五、技术因素
六、PEST模型分析结论

第八章 2018-2022年中国地摊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中国地摊行业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中国地摊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地摊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地摊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其他因素
第五节中国地摊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中国地摊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地摊行业平均价格趋势分析
二、中国地摊行业平均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

第九章 中国地摊行业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中国地摊行业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中国地摊行业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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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中国地摊行业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18-2022年中国地摊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中国地摊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地摊行业区域市场分布的因素
二、中国地摊行业区域市场分布
第二节中国华东地区地摊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地摊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地摊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地摊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地摊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地摊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地摊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地摊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现状
（3）华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华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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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西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南地区概述
二、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八节西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北地区概述
二、西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地摊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十一章 地摊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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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二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六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

第十二章 2022-2029年中国地摊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中国地摊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地摊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地摊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地摊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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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国地摊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中国地摊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地摊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地摊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地摊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地摊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地摊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中国地摊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2-2029年中国地摊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中国地摊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地摊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地摊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地摊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地摊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地摊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地摊行业风险分析
一、地摊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地摊行业技术风险
三、地摊行业竞争风险
四、地摊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中国地摊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中国地摊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2-2029年中国地摊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观研天下中国地摊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中国地摊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地摊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地摊行业产品策略
二、地摊行业定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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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摊行业渠道策略
四、地摊行业促销策略
第四节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详细请访问：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07/6048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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