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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餐饮“
同城同价” 道阻且长？
业内尚无具体操作标准，如何平衡利益矛盾成难题 专家建议：引入竞争机制和评价体系
近日， 三湘都市报推
出“探访‘机场餐饮’系列
报道”，相继关注机场餐饮
“同城同价” 应该跟谁比
价，以及如何保证“同量同
质”。今天，本报继续探讨机场餐饮“同城同价”的未来走势。
对此，湖南机场集团空港实业相关负责人表示，黄花机场落实餐
饮
“
同城同价”的举措是
“
摸着石头过河”，尚需要不断地摸索和调整。
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尹元元表示，“高价餐
饮”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如今，黄花机场主动落实餐饮
“同城同价”的举措，算是一种前进的姿态，值得肯定。但需
要注意，在目前的背景下，其前行之路还将道阻且长。
■记者 和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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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封闭区域内形成的话语权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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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机场内的餐饮店一角。

【痛点】 如何平衡利益矛盾成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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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行‘同城同质同
价’，规定机场餐饮价格不得
高于中心城区,是有意纠偏。
但作为机场方， 我们也需要
考虑如何平衡‘同城同质同
价’ 和商家要盈利生存之间
所存在的矛盾。”空港实业相
关负责人说。
的确，作为管理方，机场
建设需要巨大的造价， 日常
运营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而作为商家，
要上交租赁费、承包费，自身
付出应该有报酬， 正常的利
润也要确保。与此同时，对于
消费者而言， 更希望跟在市
区消费一样，能够物美价廉，
或者至少付出的价格与体验
到的价值匹配。这其间，一方
的满意都需要另外两方一定
程度上的“让步”。
尹元元分析， 如果利益
矛盾没有妥善解决，那“同城
同价” 的实施也容易“畸形”。
“比如饮料容量变少、糕点形
状变小， 或者以推出新品的
方式提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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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业内尚无“同城同价”操作指南
记者获悉，今年年初，
民航局出台 《关于进一步
提升民航服务质量的指导
意见》提出“要推动机场餐
饮‘同城同质 同价 ’，发 挥
机场服务质量评估 作 用，
创新机场特许经营管理模
式， 杜绝候机楼餐饮服务
乱收费。”
但记者查阅该《意见》
发现，其中并没有关于“推
动机场餐饮‘同城同质同
价’”的具体操作意见。
此外， 湖北曾率先在
全国立法，颁布实施《湖北
省价格条例》，明确规定机
场、车站、码头、高速公路
服务区、 景区、 大型展览
区、火车、轮船等相对封闭
区域内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要与就近区域市场有关商
品或服务价格水平“大体
相当”。江苏也 曾 发布《江
苏 省 民 用 航 空 条 例》， 指
出，“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按
照公平竞争、 满足大众消
费需求的原则，与零售、餐
饮等企业经营者签订协
议，明确服务标准、价格水

平等事项”。
业内人士表示， 尽管
当前机场商品服务应与市
区“同质同价”已经成为共
识,各地、各机场一些相关
规定也在陆续出台, 可还
是应当看到， 这一规则距
离真正、 全面落实还有一
段距离, 还有不少障碍需
要排除, 更有一些配套制
度亟待建立、完善。比如,
“同质同价”如何确定明确
的比价对象? 以及该由谁
来监督执行? 消费者如何
投诉举报?商家“宰客”如
何认定与处罚? 这些都有
待进一步细化规范。
“在我们行业里，关于
如何‘同城 同价 ’，目前 尚
且没有一份有权 威的 、有
指导意义的操作 指南 。所
以， 我们这次对于机场餐
饮‘同城同价’的基本全面
落实，更多的是一种尝试。
当然， 我们也希望相关部
门可以出台相关的行业标
准， 给我们指明更明晰的
方向。”空港实业相关负责
人表示。

记者 和婷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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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或承包费， 一定程度上
为承包商选择高价经营埋
下伏笔。同时，机场也会考
虑在承包商准入的数量方
面作出限制，控制竞争，在
一定程度上为承包商争取
“有利可图”。
“竞争减小了，也不必
那么担忧被淘汰， 承包商
面对高昂的投入， 自然会
选择制定高昂的售价 。相
对应的， 消费者的选择余
地就会减少， 加之投诉维
权的渠道少及反馈效果有
限， 机场高价餐饮也就越
发猖獗。”
环境封闭、 竞争不充
分、资源垄断这些原因，使
得机场餐饮的价格居高不
下。 不难理解， 在此背景
下，机场餐饮“同城同价”
的落实之路， 也就面临不
少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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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高价特区’的
舆论形象的场地不只是机
场，还有车站、码头、高速
公路服务区、景区、大型展
览区、火车、轮船等相对封
闭区域内。而它们‘高价特
区’的舆论形象，也是在历
史中形成的。”尹元元说。
他表示，就飞机而言，
早些年， 坐得起飞机的人
多是些高端消费者， 一些
机场餐饮公司也就因此有
针对性地提供价格相对较
高的餐食。此外，因为机场
区域的封闭性， 机场运营
方和餐饮经营者的话语权
会相对较大。
“相对市区餐饮，机场
餐饮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即竞争性不大、 淘汰率不
高。”尹元元分析，机场 方
面拥有餐饮商铺的“发包
权”，可以选择提高店铺租

机场商业的
三种主流管理模式

小
百
科

ACI（国际机场协会）数据显示,2015
年全球机场总营收1520亿美元,其中非航
收入占比40%。而在所有的非航业务收入
中,零售、餐饮占比26%,商业在机场创收
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机场免
税店、 旅游零售商和餐饮供应商的经营,
目前有三种主流的管理模式,分别是保底
经营费模式(MAG)、全委托模式、合资经
营模式(JV)。
保底经营费模式即采取年度零售
租金加销售额分成的形式, 也是目前全
球机场采用最广泛的, 但其运营灵活性
差。全委托模式即与某个合约商签署合
同,由其代为管理零售餐饮店,在美国最
为常见。合资经营即机场与零售商合作,
共同投资和开发商业服务, 这在欧洲机
场最为常见, 机场可获得更大的商业控
制权,直接参与零售的经营管理。

“如今，黄花机场餐饮主
动落实‘同城同价’的举措，
算是一种前进的姿态， 值得
肯定。不过要想落实到底，还
要有长远打算。” 尹元元分
析，位置不同、区域不同,成
本自然就有所不同, 要想让
机场餐饮价格降下来, 恐怕
还得公共机构主动让利,平
衡公众利益与商业利益,防
止为了牟利而牟利。
“去年，我们在做航站楼
新一轮的招商规划时， 湖南
机场集团公司党委就已经明
确要求我们全面力推‘同城
同质同价’， 并反复强调，要
主动作为，算大账不算小账，
视情况对租金进行下调。”空
港实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
初在对航站楼的餐饮商铺进
行招商的时候， 已经设定了
商家必须“同城同价” 的门
槛。在租金定价方面，也已经
提前考虑这个因素进行了调
整， 力争满足进出湖南机场
的广大旅客的获得感， 让旅
客享受到高品质的服务。

专家建议

引入充分的竞争机制和评价体系
“要想推动‘同城同价’
的健康发展， 不仅需要市场
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还
需要引入充分的竞争机制和
评价体系。”尹元元说。
他表示， 要保证机场餐
饮和市区同质同价， 很重要
的一点， 是机场方将店铺租
金合理化， 之后机场才有更
多底气去规范商品价格和市
场秩序。此外，招商环节还要
规范准入， 并还要通过降价
限价、提质提量与宣传评估，
促进餐食的品质和价格调
整。“但需要注意的是， 机场
作为公共空间, 其商业服务
具有准垄断性质, 消费者缺
乏可选择空间, 不能随意按

照市场价格进行调节， 政府
有关部门也应该行政干预，
监管更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 另外， 尹元元表
示， 还要引入充分的竞争机
制和评价体系。“让更多价格
合理、 质量口碑一流的品牌
和商家有机会进入机场，通
过竞争，优胜劣汰，市场的自
发调节作用就会更加明显，
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也将更广
泛；建立评价体系，完善三方
沟通机制， 通过了解消费者
的评价，聆听消费者的声音，
既可以取长补短， 又便于维
护消费者权益， 对机场乃至
一座城市的口碑来说， 这都
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