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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赤燊国际在北京举行新闻

发布会上宣布：赤燊国际商学院在北京

成立。这是赤燊国际集团继创建生产基

地、研创基地之后打造的第三大版块“培

训基地”。赤燊国际商学院旨在为公司

旗下所有品牌的城市合伙人以及公司员

工搭建独立的学习平台，专注培养实用

型人才。

赤燊国际成立于 2001 年，是集酒店

连锁、酒店管理、餐饮连锁、品牌孵化

和店铺直营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特许经

营酒店，也是餐饮连锁机构。旗下共拥

有四大品牌系列：以富士酒店、季枫酒店、

度假村为代表的富士酒店系列，向有商

务需求及喜欢旅游度假的人士提供服务；

以酥先生烤鱼饭、诱选等为代表的中式

餐饮系列，向都市白领及家庭用餐、朋

友小聚的年轻消费群体提供服务，特别

是两个品牌均为新式网红美食集合店品

牌，聚集了八大产品系列，时尚，多样，

深受网红、千禧一代的主流消费群体的

喜爱；以经营高端食材和牛肉为主的富

士精致料理、富士町和牛烧肉系列；主

打时尚潮牌以经营品质吐司、哈根达斯、

个性饮品为代表的小糖沫沫系列；截止

2020 年五大品牌共计门店 1500 余家，其

中直营门店 305 家。

新闻发布会上，该集团营运事业中

心总经理柳孝银表示：“商学院承载着

向所有合作伙伴传授赤燊国际积淀的先

进管理经验及经营旗下店铺所需要掌握

的经营知识。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这是赤燊国际商学院的核心价

值所在。”。谈到人才竞争，柳孝银说：

“过去餐饮行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没有

太多技术含量、不需要什么太高经营管

理水平的行业，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放眼当今时代，餐饮业的发展日新月异，

虽然仍归属传统行业，但它对人才、技

术、管理的要求已不亚于任何现代企业，

甚至比绝大数其它行业的企业涉及的面

要更加广泛。”

柳孝银以品牌升级举例说道：“一

般情况下，一个企业想要完成自已的品

牌升级所需要的时间是三到五年甚至更

长。而赤燊国际旗下中式餐饮品牌酥先

生烤鱼饭，从 1.0 到 3.0 仅用了一年

的时间便全部完成，这中间包括对整体

CIS 体系的设计与应用、主线菜单产品

与策略菜单产品的升级及研发等全部内

容，这个速度并不亚于电子科技产品的

更新迭代。

赤燊国际集团从最早的只传授合作

伙伴产品技术，到如今任何一家新店开

业，都必须由经过专业培训且实操一年

以上，持证后，由带店老师从店铺选址

到装修到开业进行全程帮扶，直至店面

经营稳定后才会移交给合作伙伴。不仅

如此，赤燊国际还拥有一支专业强大的

营运督导团队联同质检部全年不间歇地

对全国各地的店铺进行巡检帮扶，帮助

合作伙伴解决店铺日常营运问题。”

赤燊国际投资发展部总监邹家权表

示：国际商学院的成立还只是第一步，

以后还将逐步系统地开展与企业管理、

行业相关的各项培训，主要分为个人、

团队、客户和企业四个方面：即，个人

以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与成长为核心；团

队以组织协作及价值服务理念为核心；

客户以赤燊经营准则、SOP 标准、品质

经营为核心；企业以社会主流价值观及

企业文化为核心，企业文化的对外输出，

打造企业品牌文化，针对性培训的输出

对全国加盟商和城市合伙人进行门店培

训、指导与支持，实现同创共赢，打造

标准化门店。“投入巨资成立商学院，

既为企业，又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赤

燊国际一向倡导的企业社会责任。

记者：今年疫情给各行各业都带来

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餐饮企业更是如

此，但据我们了解，席卷全球的疫情似

乎并没影响到赤燊国际，赤燊国际反而

借助这次疫情危机逆行而上，不仅建立

了商学院，还吸引了众多投资机构的青

睐助力企业腾飞，请问赤燊国际是如何

将疫情危机化为发展契机的？

柳孝银：疫情确实给行业带来了巨

大的冲击，我们赤燊国际也受到了影响，

只是相比同行企业而言，赤燊受到的影

响相对小一些，这与我们的产业布局及

经营策略有关，但更多的还是受益于国

家的政策。

比如“六稳六保”当中的稳就业和

六保的核心就与我们之前采取的措施息

息相关，大家都知道疫情刚来时为了配

合大局，有些企业为了稳住现金流和损

失，采取的是减员或发放基本工资，特

别是我们餐企更是不得不如此，但在疫

情没来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国

家提出稳就业的核心意义是什么？我们

企业又能做什么？

我们通过对“六稳六保”的分析与

理解，不仅找到了答案，更是坚定了接

下来的投资信心及发展方向，当时还没

有疫情，出于对国家政策的信心与未来

趋势的判断，投入巨资打通整个产业琏

的上下游，将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供应链、

研发创新、人才培养这三大关键业务

环节做足了功课，为了满足这三大关键

业务最基本的运转，我们在当时储备了

1500 名不同的专业人才。

同时受益于政策的利好我们更是开

足了马力，后来疫情爆发，前期各方面

充足的资源变成疫情期间的生产保障与

后勤力量，无论何时人们吃饭的需求是

不会改变的；我们一面积极组织自救，

一面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主动去承担一些

社会责任，比如当时许多小区是封闭式管

理的，为了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我们依

托自身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及分散在全国的

一千五百余家门店和一些大的网购与物流

平台合作，为有需求的民众提供零接触

式的美食及菜品供应，这不仅输赢得了

消费者的好感，同时也为我们各地的合

作伙伴带来了收益，既解决了大家的吃

饭问题，又稳住了一定的就业。

记者：赤燊国际是如何看待食品安

全及如何保障消费者用餐安全的？是如

何为众多品牌上千家门店做好安全经营并

分别采取了哪些措施？并请您为我们介绍

一下赤燊国际旗下都分别有哪些品牌。

柳孝银：正所谓民以食为天，食以

安为先；有关食品安全的新闻也时有发

生，而赤燊国际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

一直重视且坚持“安全先行”的铁律。

在赤燊国际食安工作由一个独立部门运

作着一套独立的体系，这套体系是建立

在《食品安全法》和《ISO 质量认证》

的基础上，这个部门就是我们的质检部

门，小到一根牙签，大到投资上十亿的

星级酒店都在他们的管辖之内。

以酥先生烤鱼饭的核心食材巴沙鱼

为例，从根据水质选择养殖基地、鱼苗

挑选、日常投喂标准、捕劳作业、生鲜

处理等十二道环节，再经过供应琏中心

的九大流程，最后通过冷链输送到门店，

门店严格按照 SOP 出品标准进行出餐，

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对应的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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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作业流程、生产标准，无论你从哪

个环节进行检查都可以做到从源头到餐

桌的全琏条追踪，如果一个环节不合标，

那么整个生产批次包括生产线都会停线

受检。

即便这样，这个部门还设有终检、

临检、抽检等定期不定期的核检措施及

每月不少于一次的产品质检培训、食安

培训等，这套体系不仅掌控我们企业内

部的安全，还包括与我们合作的供应商

都在这套体系的管理措施之内。同时这

个部门的人员也是全公司目前最具含金

量的团队，既有来自专业领域的研创人

才、也有来自行业领域的权威人士及专

家，同时还包含了一些外聘专家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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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机构的合作方。

赤燊国际旗下品牌共分为五大系列：

富士酒店系列，主打中高端星级酒店与

度假村，主要分布在国内及东南亚，为

有商务需求及喜欢旅游度假的人士提供

服务；富士和牛烧肉系列，以经营居酒

屋和高端食材和牛肉为主，主要服务于

那些对时尚品味、美食食材品质有较高

要求的人群为主；酥先生烤鱼饭系列，

主要以中式时尚简餐为主，向时尚工薪

白领及家庭用餐、朋友小聚的消费群体

提供服务；诱选新式网红美食集合店系

列，聚集了八大产品，时尚，多样，深

受网红、千禧一代的主流消费群体的喜

爱；最后一个系列是以时尚潮牌为核心

的小糖 mis momo, 主要服务于对精致生

活有需求的人群；今天我们也分别为大

家准备了上述各品牌系列经营的食材与

美味，欢迎大家品尝，也同时欢迎大家

有空入住富士酒店！

记者：赤燊国际作为全产业琏、多

品牌、全球规模连锁经营的集团企业，

是如何管理这些不同品牌且遍及全国的

店铺的？据我了解特许行业有一个词叫

存活率，而疫情之后，绝大多数连锁企

业的存活率大幅度下降，而酥先生烤鱼

饭的存活率仍然高达 85%，请问这一点

赤燊国际是如何做到的？您能具体的给

讲讲么？

柳孝银：这个问题涉及的面比较广，

也牵涉到我们的一些经营策略，我简单

的从商业模式当中的成本、人才、创新

能力这三个层面来回答吧。

赤燊国际的经营模式有别其它的餐

饮企业，餐饮行业一直有三高一低的说

法，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又多了一个外卖

平台的热点，变成了四高一低，而所有

的商业模式竞争到最后就是成本与人才

及创新能力的竞争；

关于成本竞争，我仍以酥先生烤鱼

饭为例，它的主食材都来源于自有生产

基地，真正做到了从田间到餐桌没有中

间商，所有省下的成本都直接让利给一

线店铺，不仅仅增强了店铺的利润空间

与经营能力，更重要的是消费者能用更

合适的价格享受到更高性价比的产品与

用餐体验；

其次人才竞争，人们过去对餐饮行

业存在误区，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太多技

术含量、不需要什么太高经营管理水平

的行业，或许这在过去是有道理的，但

放眼当今时代，虽然餐饮业仍归属传统

行业，但它对人才、技术、管理的要求

并不亚于任何现代企业，甚至涉及的面

更加广泛。

比如酥先生烤鱼饭从 1.0 到 3.0 版

的品牌升级仅花了一年的时间，不亚于

电子科技产品的更新迭代，在这个高速

运转变化的时代，任何企业都不敢掉以

轻心，我们从最早的只传授合作伙伴产

品技术到如今任何一家新店开业，都必

须经过专业培训及实操一年以上的持证

带店老师从店铺选址到装修到开业进行

全程帮扶，直至店面经营稳定才移交给

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背后还有一支更专业庞大的营

运督导团队，联同质检部全年不间歇地

对全国各地的店铺进行巡检帮扶，帮助

合作伙伴解决店铺日常营运问题，由此

赤燊国际商学院应运而生，解决了大量

的人才需求的同时也向社会输送专业人

才；同时商学院更承载着另一个重要的

使命：传授合作伙伴经营好一家店铺所

需要的经营管理知识。正所谓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这才是赤燊国际商学院

的核心价值所在。

第三就是创新能力，前面提到酥先

生烤鱼饭仅用一年时从 1.0 升级到 3.0，

这依托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更多的来

自于我们三大基地当中的“研创基地”，

这个基地的团队成员除了包括集团旗下

所有总监级以上的高管之外，还有来自

社会各个方面专业机构的团队成员以及

外聘的专家团。

研创基地与产业基地相结合所带来

的不仅仅是创新能力，更加让我们拥有

了良好的成本竞争力，由此不仅做到了

疫情期的逆流而上，而且仅用三个月时

间就孵化出以全新吃法“像吃火锅一样

吃馄饨水饺”的全新品牌“诱选”；我

们另一主打轻食轻奢轻时尚的吐司品牌

“小糖沫沫”也将在近期亮相。

要知道成功孵化一个品牌可不仅仅

是创新一道或一个系列的产品那么简单，

而是全套可供复制的经营模式与盈利模

型，这就是我们因人才所具备的优势而

带来的利好。相信我讲到这里应该能解

开各位对赤燊国际如何将疫情危机化为

发展契机的疑问。

（本报记者 李文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