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一 ：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及第二季的食肆收益及食肆購貨價值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11369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10566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一月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4347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二月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3486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三月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3537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四月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3389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五月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3579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六月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3597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21935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非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6425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非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5927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一月非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2150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二月非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2050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三月非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2224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四月非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1955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五月非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1995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六月非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1977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非中式餐館的食肆總收益是12352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快餐店的食肆總收益是4036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快餐店的食肆總收益是4035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一月快餐店的食肆總收益是1418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二月快餐店的食肆總收益是1262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三月快餐店的食肆總收益是1356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四月快餐店的食肆總收益是1334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五月快餐店的食肆總收益是1370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六月快餐店的食肆總收益是1330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快餐店的食肆總收益是8071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酒吧的食肆總收益是367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酒吧的食肆總收益是386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一月酒吧的食肆總收益是117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二月酒吧的食肆總收益是116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三月酒吧的食肆總收益是134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四月酒吧的食肆總收益是129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五月酒吧的食肆總收益是130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六月酒吧的食肆總收益是127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酒吧的食肆總收益是753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其他飲食場所的食肆總收益是1277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其他飲食場所的食肆總收益是1223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一月其他飲食場所的食肆總收益是433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二月其他飲食場所的食肆總收益是408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三月其他飲食場所的食肆總收益是435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四月其他飲食場所的食肆總收益是403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五月其他飲食場所的食肆總收益是414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六月其他飲食場所的食肆總收益是405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其他飲食場所的食肆總收益是2499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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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食肆總收益是23473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的食肆總收益是22137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一月的食肆總收益是8465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二月的食肆總收益是7322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三月的食肆總收益是7687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四月的食肆總收益是7211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五月的食肆總收益是7489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六月的食肆總收益是7437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食肆總收益是45610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食肆購貨總額是8578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的食肆購貨總額是7826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一月的食肆購貨總額是3073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二月的食肆購貨總額是2670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三月的食肆購貨總額是2834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四月的食肆購貨總額是2541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五月的食肆購貨總額是2660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六月的食肆購貨總額是2624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食肆購貨總額是16403百萬港元。

註釋 :

1.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的數字是臨時數字。

2. 由於進位關係，個別項目的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相應總數略有出入。

本頁最新修訂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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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及第二季按食肆類別劃分的食肆收益價值指數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3.0。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5.4%。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5.0。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2%。

二零一二年一月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29.6。

二零一二年一月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3.6%。

二零一二年二月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4.0。

二零一二年二月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4%。

二零一二年三月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5.5。

二零一二年三月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2.3%。

二零一二年四月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1.1。

二零一二年四月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2.5%。

二零一二年五月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6.7。

二零一二年五月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3%。

二零一二年六月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7.3。

二零一二年六月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5.9%。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9.0。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4.3%。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2.2。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4.3%。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3.5。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0%。

二零一二年一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2.7。

二零一二年一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8%。

二零一二年二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7.4。

二零一二年二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4.4%。

二零一二年三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6.5。

二零一二年三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6.8%。

二零一二年四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2.4。

二零一二年四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7%。

二零一二年五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4.5。

二零一二年五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0%。

二零一二年六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3.6。

二零一二年六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2.4%。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7.9。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非中式餐館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7%。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5.4。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0.4%。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5.4。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8.3%。

二零一二年一月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21.6。

二零一二年一月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2.8%。

二零一二年二月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8.3。

二零一二年二月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8.8%。

二零一二年三月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6.3。

二零一二年三月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9.4%。

二零一二年四月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4.5。

二零一二年四月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1.3%。

二零一二年五月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7.5。

二零一二年五月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8.2%。

二零一二年六月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4.1。

二零一二年六月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5.7%。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5.4。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快餐店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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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酒吧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7.6。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酒吧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4.2%。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酒吧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3.4。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酒吧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2.3%。

二零一二年一月酒吧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2.6。

二零一二年一月酒吧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6%。

二零一二年二月酒吧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02.3。

二零一二年二月酒吧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6.1%。

二零一二年三月酒吧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7.8。

二零一二年三月酒吧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5.9%。

二零一二年四月酒吧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3.5。

二零一二年四月酒吧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4%。

二零一二年五月酒吧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4.7。

二零一二年五月酒吧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8%。

二零一二年六月酒吧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1.9。

二零一二年六月酒吧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5.0%。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酒吧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0.5。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酒吧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2%。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9.1。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9.4%。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4.0。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6.6%。

二零一二年一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21.2。

二零一二年一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8.5%。

二零一二年二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4.2。

二零一二年二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3.1%。

二零一二年三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21.7。

二零一二年三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6.9%。

二零一二年四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2.8。

二零一二年四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5.2%。

二零一二年五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6.0。

二零一二年五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7.0%。

二零一二年六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3.4。

二零一二年六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7.7%。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指數是116.6。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8.0%。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指數是113.4。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6.1%。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指數是107.0。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4.2%。

二零一二年一月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指數是122.7。

二零一二年一月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9.8%。

二零一二年二月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指數是106.1。

二零一二年二月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2%。

二零一二年三月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指數是111.4。

二零一二年三月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5.1%。

二零一二年四月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指數是104.5。

二零一二年四月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4.5%。

二零一二年五月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指數是108.6。

二零一二年五月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3%。

二零一二年六月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指數是107.8。

二零一二年六月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5.0%。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指數是110.2。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食肆總收益價值按年變動百分率是+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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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1.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的數字是臨時數字。

2. 二零零九年十月至二零一零年九月期間內的平均指數=100。

本頁最新修訂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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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及第二季按食肆類別劃分的食肆收益數量指數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2.1。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3%。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3.8。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0%。

二零一二年一月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17.9。

二零一二年一月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5.8%。

二零一二年二月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3.6。

二零一二年二月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6.6%。

二零一二年三月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4.6。

二零一二年三月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9%。

二零一二年四月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0.6。

二零一二年四月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8%。

二零一二年五月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5.3。

二零一二年五月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4.8%。

二零一二年六月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5.6。

二零一二年六月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4%。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7.9。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2.1%。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1.6。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6%。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2.6。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2.3%。

二零一二年一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2.6。

二零一二年一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4.1%。

二零一二年二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7.2。

二零一二年二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4%。

二零一二年三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5.0。

二零一二年三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9%。

二零一二年四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1.9。

二零一二年四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8%。

二零一二年五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3.5。

二零一二年五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2.4%。

二零一二年六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2.3。

二零一二年六月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2.7%。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7.1。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非中式餐館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9%。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6.6。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5.3%。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5.7。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9%。

二零一二年一月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12.8。

二零一二年一月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7.4%。

二零一二年二月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9.9。

二零一二年二月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9%。

二零一二年三月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7.1。

二零一二年三月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4.5%。

二零一二年四月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5.1。

二零一二年四月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6.5%。

二零一二年五月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7.7。

二零一二年五月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9%。

二零一二年六月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4.2。

二零一二年六月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4%。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6.1。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快餐店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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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酒吧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1.1。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酒吧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3%。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酒吧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4.7。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酒吧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2.7%。

二零一二年一月酒吧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6.4。

二零一二年一月酒吧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4.0%。

二零一二年二月酒吧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6.4。

二零一二年二月酒吧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8%。

二零一二年三月酒吧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10.7。

二零一二年三月酒吧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3%。

二零一二年四月酒吧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5.8。

二零一二年四月酒吧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1%。

二零一二年五月酒吧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5.7。

二零一二年五月酒吧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4.9%。

二零一二年六月酒吧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2.6。

二零一二年六月酒吧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1%。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酒吧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2.9。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酒吧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5%。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5.7。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2.2%。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0.0。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6%。

二零一二年一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8.8。

二零一二年一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0%。

二零一二年二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1.1。

二零一二年二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5.3%。

二零一二年三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7.3。

二零一二年三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5%。

二零一二年四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9.1。

二零一二年四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0%。

二零一二年五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1.6。

二零一二年五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9%。

二零一二年六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指數是99.4。

二零一二年六月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2.1%。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指數是102.9。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其他飲食場所的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4%。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指數是102.9。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1%。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指數是96.0。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4%。

二零一二年一月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指數是112.0。

二零一二年一月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0%。

二零一二年二月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指數是96.1。

二零一二年二月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2.7%。

二零一二年三月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指數是100.5。

二零一二年三月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7%。

二零一二年四月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指數是94.1。

二零一二年四月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3%。

二零一二年五月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指數是97.4。

二零一二年五月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2.3%。

二零一二年六月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指數是96.5。

二零一二年六月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6%。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指數是99.4。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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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1.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的數字是臨時數字。

2. 二零零九年十月至二零一零年九月期間內的平均指數=100。

本頁最新修訂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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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 二零一零年第三季至二零一二年第二季的食肆總收益數量變動情況

二零一零年第三季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2%。

二零一零年第三季經季節性調整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季變動百分率是+1.1%。

二零一零年第四季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3.0%。

二零一零年第四季經季節性調整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季變動百分率是+0.6%。

二零一一年第一季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7%。

二零一一年第一季經季節性調整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季變動百分率是-0.1%。

二零一一年第二季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7%。

二零一一年第二季經季節性調整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季變動百分率是-0.8%。

二零一一年第三季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4%。

二零一一年第三季經季節性調整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季變動百分率是+0.7%。

二零一一年第四季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1%。

二零一一年第四季經季節性調整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季變動百分率是+1.2%。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0.1%。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經季節性調整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季變動百分率是-1.1%。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年變動百分率是-1.4%。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經季節性調整的食肆總收益數量按季變動百分率是-2.0%。

註釋 :

1.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的數字是臨時數字

2. 經季節性調整數列是由「X-12自迴歸－求和－移動平均(X-12 ARIMA)」方法編製，該方法是用作編製經季節性調整

   的統計數列的標準方法。

   在按季食肆總收益數量指數方面，當每年第一季的數字發表時，會一併修訂對上三年的經季節性調整數列。

   至於按月食肆總收益數量指數，將於有較長數列時才會進行季節性調整。

本頁最新修訂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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