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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缘餐厅创始人王萌：

做做有有情情怀怀的的餐餐厅厅
要要避避开开““情情怀怀误误区区””

一周财经言论

>>>>

本报记者 张頔 整理

《隐性动机》

作者：尤
里·格尼茨、约
翰·李斯特

意在帮助公司大幅提高
销售收入的定价策略，为什
么却导致客户的大量投诉和
流失？政府旨在提高教育质
量、降低学生辍学率的政策，
为什么花费不菲却收效甚
微？这类种瓜得豆的乌龙事
件，在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

《隐性动机》一书的两位
作者运用实地实验，在真实
世界里寻找关于歧视、竞争、
性别差异、慈善行为的真实
答案——— 解决一切问题的关
键都在于精准把握人类行为
的隐性动机。他们的研究不
但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里程
碑，研究的结论对于个人选
择、家庭教育、企业策略乃至
公共政策，更有重要意义。

创富荐书

柳传志：

在这个时代，我

选了一个最适合自

己的职业
“我是个给块云彩就要下

雨的人，在这个时代中，我选择
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职

业——— 民营企业家。本
来我是中国科学院的
科研人员，但我坚决
响应院长的号召下海
经商了，我是挤进这

个职业的。”
——— 在联想控股的上

市庆典上，柳传志表示将其看
作30余年的企业生涯中的收官
之作。

“很多人有脑力，但是心太
小，成不了大事；有的人心很
大，脑子不行，也成不了大事；
有的人脑和心都很大，体力很
差，也成不了大事。”

——— 马云表示，要想做一
个优秀的企业家，要有心力、脑
力和体力。

“股市有涨有跌是正常
的，虽然暴风科技属于停牌
状态，但躲是躲不过去的，我
并不害怕。”

——— 自今年3月24日创
业板上市以来，暴风科技在
头31天完成了破天荒的30个
涨停。自6月11日停牌至今，
又轻松逃过了“跌跌不休”的
震荡期。董事长冯鑫坦言运
气的成分更多。

“德国35%的企业靠着
行业领先的技术水平，达到
市场份额；45%的企业是通
过为客户量身定做，为客户
着想做到市场领先；剩下
20%是利己战略，就是有一
些市场空白要填补。”

——— 德国弗劳恩霍夫制
造与信息研究院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穆宏谈及中德企业
对比认为，中国企业还是满
足于低成本，我看别人做得
好，就去占领人家份额来竞
争，可这种竞争空间会越来
越小。

本报记者 王茂林

聊起酒吧、时尚、文化这类话题，
济南寰缘餐厅的创始人之一王萌有说
不完的 i d e a。在济南市场真刀真枪地实
战了 7 个月后，他坦陈，寰缘这个单体
面积1 2 0 0平方米的格调餐厅要生存下
来，并且在济南这样低调的城市坚持
做情怀，只有避开“情怀误区”，摸索出
准确的定位，才能守住“情怀”。

基因华丽：创始人是拿过国

际奖项的“海归”

单一主题餐厅在济南的大街小巷并不
少见，王萌的寰缘餐厅却给人很多体验：敦
煌壁画、小桥流水、倩女幽魂、黑帮文化、丛
林暖房、经典动漫、古典情色、政治幽
默……整个1200平米面积的餐厅分成十几
个主题区域，每个主题按照所属风格装修
和布置。

王萌是1981年出生的土生土长济南人，
酒店管理专业毕业后，他先是在齐鲁宾馆和
山东大厦工作了几年，之后又到新加坡学习
了6年。在新加坡期间，王萌拿到了在新加坡
含金量非常高的全国卓越服务奖银奖。

2008年回国后，王萌从餐饮业转到
夜店管理，在济南“灰姑娘”酒吧策划了
六七十场主题派对，他对酒吧文化、时尚
文化的感受基本上是来自于“灰姑娘”，
而寰缘餐厅的风格其实也是受酒吧文化
的启发。“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能把酒吧
文化和中式餐厅做一个有效结合，把这
个店做成很有时尚范儿的、娱乐精神随
处可见的适合于年轻人的餐饮。”王萌
说。

创业交学费：下了太多功

夫，年轻人却不感冒

寰缘有12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这么
大的餐厅怎么定位，一开始王萌不是很自
信，如果做单一主题，他怕只迎合一小部分
顾客；但主题多了，又需要有一个中心主题
串联起来，王萌构思了一个“向经典致敬”
的中心主题，把十几个主题串起来。

比如，政治主题包间给食客提供的是
“国际会议”的严肃气氛，可这里的氛围对
“会议”甚至是调侃的，这从包间沙发上印

着政治人物搞笑漫画的抱枕就能看出来。
精心的主题设置，纯手工室内软装，有

了这两大特点，餐厅的上座率总该有保证
了吧？去年12月初，寰缘餐厅试营业，但一
开始的市场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王萌说，对于用“向经典致敬”串起来
的娱乐文化情怀，济南的年轻人似乎并不
感冒，众口难调的问题在试营业期间就暴
露出来。还有菜品，由于最初在做文化上下
了太多功夫，菜品反倒相对成了弱项。试营
业4个月，餐厅勉强收支平衡。

对于草根创业者来说，这不能算是个
好消息。“储备资金有限，市场环境差，选择
了这么大营业面积的一个店，操作难度其
实非常大。”王萌说。

生意不好，情怀还怎么做下去？“纯粹
做文化是不行的，太小众了，其实顾客需要
更多的体验，还是要务实。”王萌说，现阶段
先求稳，根据情况及时调整定位。经过三轮
菜品的调整升级，餐厅平时能保证70%-
80%的上座率，周末来就餐还要排队。

创业心得：菜品还是核心，

找准定位再做情怀

试营业初期的“惨痛”教训让王萌这个
餐饮老兵创业新人明白，作为一家餐厅，即
使是再有格调、再有文化，菜品的质量和特
色都是最核心的。创业初期一定要务实求
稳，就是要找准定位，比如寰缘到底吸引哪

些客人？到底给客人怎样的就餐体验？怎样
利用有限的餐位提高营业额保证利润空间？

王萌发现，像寰缘餐厅这样有娱乐文
化调儿，讲究就餐环境的餐厅相对吸引的
还是女性顾客，因为女性对感官体验更为
直接和敏锐；其次是小孩，因为“好玩儿”是
孩子在意的，餐厅里几十处主题各异的景
观很能满足他们。实践也证明，寰缘60%的
顾客是20-40岁左右的女性，剩余30%是喜
欢格调的男士和活泼的孩子。

根据上述定位，王萌和团队再去寻找
更为准确的菜品定位。如今，经过三轮菜品
的升级，餐厅菜品定位从最初的上海菜升
级成为现在的海派菜系为主，融合济南市
场的本地化需求。

比如济南人喜欢的小龙虾，寰缘餐厅
针对本地餐饮习惯做出调整，不光干净卫
生并且做出蒜蓉特色。实际上，这道新菜顾
客确实评价很好。同时，餐厅还增加了女士
喜欢的口味，比如西点、甜品、养生粥、烧
腊、粤式点心，还有又辣又刺激的几款川
菜，都是请的专业名厨研发的。

经营状况明显好转，坚守情怀也就从容
了。本月中下旬，王萌的团队就要大刀阔斧推
出个性的晚8点后时段风格——— 酒吧文化。

“8点以后，我们把店里的灯光、背景音
乐换掉，把游戏和活动做起来，乐队上场，
服务员们换装大变身，餐厅将瞬间切换到
酒吧风格……”晚8点后的酒吧感觉，是王
萌一直很想在寰缘实现的。

“电电商商牛牛人人"产产自自定定陶陶
本报记者 邢孟

大二创业，从事电商8年，从服装、农产
品到家居饰品，80后小伙董浩身处定陶，却
能精准把握家居饰品的时尚潮流，年销售额
过千万。

入门：大二男生淘宝卖衣服

6月30日上午，在菏泽天华电商物流产
业园电子商务大楼，董浩正在为自己店铺参
加第二天淘宝“聚划算”活动做最后准备。

谈起与电商结缘，董浩告诉记者，2007
年，他还是烟台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那时
他喜欢玩网游，还经常帮别人代练赚取虚拟
游戏币，而淘宝上不仅可以出售游戏币，还
能卖很多别的东西，他决定上淘宝赚点生活
费。

董浩选择了做服装。当时，在淘宝上开
网店的还不多，品类也不多。销量比较好，又
容易操作的就是服装了。而且做服装成本
低，损耗小，很适合他这样的大学生做。董浩
跑到烟台各大服装市场淘货，选择韩版的、
年轻人喜欢的款式，然后再拍照挂到淘宝网
店上卖。没想到这门生意每月能进账几千
元，董浩不光不用跟父母要生活费,还攒了不
少钱。到2009年毕业时，他已经赚了人生第一
桶金10万元。

卖山药：到铁棍山药原产地

打品牌

毕业后董浩回到老家定陶，决定继续干
电商。当时，服装网店竞争已经白热化，利润
也越来越低。董浩决定做农产品，他选择了
定陶特产——— 陈集山药。那时候，淘宝网上

卖农副产品的还不多，铁棍山药很受欢迎。
而定陶陈集种的铁棍山药品相好，口感不
错。家门口就有优质货源，再加上如此大的
市场需求，董浩决定把山药作为毕业后创业
第一炮。

如何让消费者接受陈集山药让董浩颇
费周折。当时，陈集山药在全国不出名。为推
销自家山药，董浩带着陈集山药去铁棍山药
原产地河南焦作。

在河南董浩注册了公司，虽然号称公
司，但老板、销售、财物、员工都是他一个人
做，那是创业最艰辛的时候。三伏天，董浩边
喝藿香正气水边打听山药行情，跑了几个月
注册公司，“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挨了多少白
眼”。所有的苦累和委屈，董浩都忍了下来。

事实证明，董浩的市场眼光很准，一斤
山药五六元收来，在网上卖二十五六元。他
销售的铁棍山药不仅大卖，还在焦作的山药
市场有了一席之地，回头客特别多。

转行家居饰品：学习能力超

强，做“大跨度生意”

2014年，山药市场竞争加大，赚头少了，
而且山药是季节性销售，董浩想做一个不受
季节限制的产品，于是他70万元将山药网店
转手，转身进军家居饰品行业。

选择了一个跨度这么大的行业，董浩经
过一番考量。作为一个资深淘宝店主，董浩
很懂得通过搜索量、产品总量、销售总量等
大数据来选品的道道儿。家居饰品投资少，
至于产品设计这个“门槛”，董浩虽毕业于烟
台大学国际贸易专业，但学习能力很强，淘
宝卖家的激烈竞争，逼得他养成了不停学习
新东西的习惯。

为此，他自学了平面设计，从网上搜索

最新款家居饰品，通过逛街发现有趣的家居
用品，然后按照自己的眼光加以改造。现在，
董浩已经组建了一个设计团队，店里的很多
小家居饰品都是他和团队进行二次研发并
申请专利在家具厂特别定制的。

这些二次开发后加入的小设计，让整个产
品在款式和用途上更加方便贴心、人性化，很
受卖家欢迎。现在虽然才经营一年，但董浩的
家居店每月都有四五十万元的销售额。

再拾陈集山药：搭电商下乡

快车

今年6月，董浩把网店从定陶搬到了菏
泽天华电商物流产业园。这一次，他抓住了

“电商下乡”的机会。
随着阿里等电商巨头渠道下沉，发力农

村电商市场，目前，阿里已和菏泽当地政府
在淘宝上建立了“特色中国菏泽馆”，入驻商
家可享受免费流量等优惠。

“我想借这个机会，把陈集山药打出品
牌。”董浩说，当年他为了卖山药独自在河南
打拼，备受排挤。如果家乡的品牌够响，他也
不用远赴河南开店。

董浩所在的产业园有着菏泽最为完善的
电商集聚平台，还搭建了干线接转、分拨配
送、货物配载、仓储服务为一体的物流运营平
台，入驻后可享受仓库、房租等诸多优惠。

“曾经卖山药的经历让我积累了丰富的
销售经验，本身我对这一行业比较了解。”董
浩说，以往电商大都是单打独斗，做到一定
阶段就遇到发展瓶颈，产业化、集聚化是电
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产业园里，不仅
后勤保障不用自己操心，而且政府和产业园
定期组织培训，在产业园里还有很多电商牛
人，大家在一起交流学习，成长得更快。

动漫主题就餐区很吸引儿童目光。 王茂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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