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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东东餐餐饮饮业业““开开锅锅””尝尝众众筹筹
一大众餐饮品牌公开招引社会资本

本报枣庄4月12日讯(记者
马绍栋) “互联网+”浪潮再次在
山东林业引爆新看点。8日上午，
山 东 特 色 经 济 林 县 域 品 牌 推
广——— 樱桃红了新闻发布会暨枣
庄·山亭第七届火樱桃文化旅游
节开幕式在枣庄市山亭区水泉镇
举行。来自山东樱桃六大主产区
枣庄山亭、泰安新泰、聊城冠县、
淄博沂源、青岛平度和烟台福山
等地的林业主管部门代表共同为

“山东樱桃地图”按下启动灯，这
标志着“樱桃红了”山东特色经济
林大型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启动，
同时山东六大产区樱桃也将在山
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中国原
产递》栏目平台和国内主要电商
平台正式开始预售。

山东是我国的樱桃主产区，
从鲁西南到胶东半岛，樱桃依次
成熟，从3月底到7月能够持续上
市。“樱桃红了”利于推广山东樱
桃品牌，促进产销对接，这是山东
樱桃走电商的一个整合营销新模
式。

电商卖水果2013年年底才进
入公众视野。目前还没有一家国
内水果电商声称全面盈利，经营
亏损者仍占据行业的主导。目前
行业的毛利率停留在20%的水
准，除去人工、包装、物流费用，实
际利润率在10%以下。

据本来生活网的黎亮介绍，
即使电商用了最通畅的物流公
司，也要经历采摘、接单、包装、发
送、收获5个环节，需要至少3天，
其间因腐烂、退货造成的损耗，加
大了经营难度。

由于电商平台的建设成本不
高，水果销售网遍地开花。据广东
乡村网统计，目前国内新生的电
商平台中，主导水果专业销售的
就有40多家，销售水果的农产品
电商平台更多达300家，彼此之间
的竞争比较激烈，更不用说类似
平台与传统零售店、超市间的销
售竞争了。

那么，水果电商的发展出路
在哪里？“要么走高端产品路线，
要么走差异化路线，总之，不能只
销售超市里、零售商户都卖的产
品。”黎亮认为。

而拥有多年水果连锁店经营
经验的实业投资家李生则认为，
电商的销售与进货渠道都相比传
统行业更加宽广，采用“原产地直
接进货+绿色食品+差异化经营”
的模式，比较适用于目前的中国
国内市场。

11日，国内首个餐饮领域互联网众筹平台“合火”主办的一场餐饮投资项目说
明会在济南举行。

山东凯瑞餐饮集团旗下的“鲁南四爷锅”、丽江雪山民族巷等优质品牌项目成
为首批众筹项目。在山东省烹饪协会副会长、山东凯瑞餐饮集团董事长赵孝国看
来，“大众化餐饮是中国未来餐饮行业的整体趋势和方向，股权众筹投资使得民间
资本进入大众化餐饮。”

记者：众筹眨眼间就火
了，您怎么看餐饮业众筹？

赵孝国：通过互联网平
台众筹融资的多是些小型
企业或者是刚刚起步的项
目，而那些发展稳定的企业
对于众筹的应用还是非常
少的。但是在以后，随着竞
争加剧，企业对于众筹的需
求将会逐渐增加，众筹的应
用范围将会不断扩大。从国
家层面对众筹行业的规范，
将是大势所趋。去年，国家
证券业协会发布《私募股权
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此举意味着随
着众筹的发展，国家对众筹
的监管大幕将缓缓拉开。国
家正在对众筹行业立法，或
将于今年5月份出台。目的
就是让这种新模式给更多
的创业者带来福利，而非伤
害。每个行业都在尝试众筹
的模式，但餐饮行业需要的
不仅仅是钱，还需要优质的
食材、特色的菜品、良好的
用餐环境等。

记者：餐饮众筹在南方

有很多尝试了，不过失败者
多，您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赵孝国：一些众筹失败
的案例说明了以下两点，首
先是众筹的过程时间短，筹
备不足；其次是权责不明，
没有真正的运作团队、专业
的管控机制。很多餐饮众筹
是互联网意识先行，众筹了
钱然后去创个品牌开个店，
这样风险很大，很可能所有
股东没有一个人从事过餐
饮行业，连备料都不太懂。
而且从根本上讲，餐饮的质
量管控是最大的问题，而这
样做对消费者而言最大的
风险在于此。我更认可的餐
饮众筹，应该是成熟餐饮企
业玩“互联网+”，给优质资
产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实体
加互联网，将社会资本参与
到实体，有规则的保障，快
速复制成功的实体。成功的
众筹需要以专业为根本，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盈利为
股东回报。没有盈利，没有
品牌，没有系统的互联网思
维运用，再好的众筹项目都

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一
些众筹项目刚开始热火朝
天，但股东最终不欢而散的
例子很多。

记者：您说过您不缺
钱，众筹将给凯瑞带来什
么？

赵孝国：目前凯瑞旗下
品牌在全国共有110多家店，
作为中餐大众餐饮来讲，已
经是很不错了。打个比方，若
是我们自己滚资金发展，一
年滚10个店，但是有了众筹，
肯定就不是这个数字了，也
符合政府鼓励的把社会上闲
散的钱用起来，而且也是品
牌宣传的另一种方式。

记者：在您心里，对于
众筹项目还设想了什么新
玩法？

赵孝国：未来还设想做
一个校园、社区项目，比如
开一个城南往事的店需要
大量资金，但城南往事的一
个校园、社区项目可能就需
要10万元启动资金，启动者
不需要厨师，我们统一制作
餐。

本报记者 王赟

益盛药业(002566)4月9日
晚间发布年报，公司2014年保
健品业务营收同比增757 . 02%。
根据靠“太太”系列、鹰牌系列
保健品起家的健康元(600380)4

月 3日晚间发布的公告 ,腾讯
CEO马化腾成为其股东。这边
喜来那边忧，脑白金与褪黑素
的纠缠经过两个月的发酵，网
上的消息还是未断。

一方面，保健品需求客观
存在，蛋糕的确很大，另一方面
却是长期处于负面信息漩涡之
中，保健品在消费者群体里的
信任度一直非常低。

“在中国保健品行业，产品
生命周期能超过 5年的很少，

像脑白金这样成功的产品，其
年增长率如今也在缓慢下降。”
一业内人透露。

保健品行业从来都是新人
笑与旧人哭同时上演。就像太
阳神、三株、飞龙等流星陨灭一
样，多活了数年的补血明星红
桃K及这鳖精那补脑液也没有
逃脱中国保健品企业“各领风
骚三五年”的命运，被后来者朴
雪、血尔等对手蚕食……倒是
不怎么大肆宣传的阿胶及口服
液、黑芝麻及核桃之类的传统
营养保健品行业日见健壮，并
涌出了像东阿阿胶之类的一大
批著名品牌。

多年来，保健食品企业
对营销模式的依赖性很大，
呈现出传统营销、会议营销、

体验营销、广告营销、网上营
销、连锁店、加盟店、直销等
销售模式，营销能力的强弱
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如今，单靠营销模式包打
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

“过去是吃的不买，买的不
吃。现在推行八项规定，三公消
费没有了，‘礼品路线’的成功
还能撑多久？”业内人士无不在
思考今后保健品营销的出路。

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共
同发布的《食品工业十二五发
展规划》中，首次将营养与保健
食品制造业列入国家发展规
划。根据规划，到2015年，营养
与保健食品产值达到 1 万亿
元，年均增长20%，形成10家以
上产品销售收入在100亿元以

上的企业，百强企业的生产集
中度超过 50%。从产业规模来
看，在全国食品产业7万多亿元
产值中，目前我国营养与保健
食品仅占14%，与其他发达国
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波士顿咨询公司去年6月发布
的报告《从洞察到行动：掘金中
国保健消费品市场》预计，2020

年，中国保健消费品市场规模
有望超过4000亿元。

“在当下市场规则日益完
善，消费者也渐趋成熟的环境
下，保健食品仍然固守老一套，
不依靠产品质量和品牌美誉赢
得消费者的信任，这个预期
4 0 0 0亿的市场到底能实现多
少？谁将为这个行业的‘原罪’
埋单？”一时评人士如是质疑。

对话掌门

44000000亿亿保保健健品品市市场场如如何何赢赢未未来来？？

为为什什么么餐餐饮饮众众筹筹很很火火但但成成功功的的很很少少？？

山东樱桃

集体“触网”

水果电商销售

利润率不足10%

山东凯瑞餐饮集团董事长赵孝国看好餐饮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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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赟

餐饮众筹这件事，真的不算新
鲜了，但在山东，凯瑞算是开了个
头，或许将成“互联网+山东传统
连锁餐饮品牌经营模式”新开端。

“餐饮业发展迅速，江浙地区早有
众筹先例。众筹正影响所有的业
态，不少得到众筹的项目将良性
循环地发展壮大。”赵孝国在跟本
报记者说起餐饮众筹的话题时苦
笑了一下，接着说，“为什么到现
在我们才开始搞？就是因为在山
东很可能被人说‘是不是资金链断
了’、‘缺钱了’，所以三年前我们只
是选择在一些优质店进行员工众
筹，本意是让员工额外增加收入和
归属感。”

搭建“合火”众筹平台也是赵
孝国觉得时机成熟了，“不能再等
了。”但赵孝国也对本报记者表示，

“旗下高第街56号餐厅、城南往事、
老牌坊、皇城根四大主力品牌原则
上暂不众筹。”“合火”众筹平台是
开放的，对接的目标是全国范围内
的餐饮企业。

起念众筹已久的赵孝国，对“合
火”众筹平台也是思虑深远———

比如此次“鲁南四爷锅”众筹项
目的发起人是薛正国，通俗讲，他是
这个项目中出钱最多的人，众筹完
毕后，这个项目就是所有参与众筹
者的，“比如一个项目需要300万，发
起人出100万，其他200万由他主导
众筹。”赵孝国的话很实在，“如果你
的闲钱只有万儿八千，创业是很难
的。但众筹出现以后，你哪怕只出一
千块，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项目的股
东。众筹让很多飘在空中的梦，有了
实现的可能。”

而“合火”在平台服务内植入第
三方法务及财务监管体系，“赚了亏
了不是发起人说了算，会有专业
的机构监管。”按照赵孝国的说
法，相当于对项目进行了大数据
管控，在股权众筹热潮席卷中国
而很多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的大背景
下，这无疑发挥着巨大的安全保障
作用。

餐饮众筹的新玩法也在不断出
现，日前河南的大宋餐饮进行首次
众筹，还会给参与众筹的股东一
定数额的消费券，这也就是将消
费者+股东深度绑定，这样就替餐
饮解决了缺钱、缺优质合伙人的问
题，参与众筹的合伙人是钱、智慧的
来源，也是消费者，更是宣传者。

怕被人说缺钱

三年前先玩员工众筹

发起人出钱最多

账目由专业机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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