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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经营是使用另一个公司成功经营模式的一种商

中国的特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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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行为。特许人利用特许经营权作为建立连锁店来分销其
商品或销售其服务的另一种方式。特许人与非公司直接员
工的被特许人或经营者达成一份协议，被特许人或经营者
通过与业务存在直接利益关系而受到激励。经营者使用供
应商的商标，分销供应商的商品或提供服务。作为回报，
经营者向供应商付费。2
特许经营主要不是产品，而是销售产品或服务的业务
体系。美国梅思安公司（MSA Worldwide）认为，它是一
个关于经营业务的整个方法，所特许经营的名称，产品，
装饰和交付方法。中国的特许经营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
段。当提到特许经营时，我们一般会想到快餐加盟店。但
是特许经营涵盖很多服务行业，包括高科技，保健服务供
应商，房地产，零售，酒店等。它通常会创造强大的分销
渠道，使特许人的非稀释性资本投入产生高回报，以及使
本地运营的成本分散化。1, 6
加盟商（被特许人）会比特许人更有效地控制成本，
因为加盟商在花自己的资金。这样就降低了损耗和缩水，
能够更好地管理劳动力成本。加盟商因此比独立的新公司
成功率更高。这是由于他们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与他们的勤
奋努力是同等重要的。此外，特许人会确保他们的运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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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产品线，商业包装，市场营销，以

位。例如从 1987 年就在中国实行特许

及他们加盟商的其他方面符合特许经

经营的肯德基。公司不得不将其“吮指

营协议，否则加盟商会失去他们在业务

美味”的商标中文翻译为 “吃掉你的

6

中的投资。

指头”。肯德基和很多其他特许经营已
经发现最好的策略是首先在中国开一

特许经营变得越来越普遍的原因

家公司店，学习和适应当地的口味和不

之一是它能够让制造商，零售商和服务

同行为，研究他们的市场，然后开展特

公司与他们使用公司资金相比能更快

许经营。那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单一市

速地开设多家店铺，而公司资金通常比

场，而是由各种各样的小型市场组成，

较短缺。除了能够节约公司资金，特许

即不同地区，即使是一个城市的不同地

经营还能够让公司将管理人员和劳动

区都具有不同的品位和不同的产品或

力人员的数量控制在较低水平。加盟商

服务观念。4 还有一些其他食品特许经

现在负责向特许经营店提供当地管理

营在适应中国人的品位和营销实践方

人员和劳动力人员以及解决质量和服

面取得了成功，包括麦当劳、星巴克、

6

务问题。

棒约翰、CKE 餐厅（卡乐星）、奶品皇
后、酷圣石、星期五餐厅和赛百味等。

中国拥有 13 亿人口以及人数不断
增长的中产阶级，特许经营已经成为品
牌进入中国市场优先选择的方式。中国
消费者想享受西方国家那样的繁荣和
服务，就像其他全球消费者那样，他们

其他公司，例如汉堡王和达美乐，可能
在获得他们想要的市场份额方面不是
很成功，因为他们不能在国家内将他们
的产品进行本地化或将他们的产品在
不同的小型市场中进行本地化。

想要更好的选择，方便，产品和服务。
特许经营符合这样的需求。4

除了快餐公司外，服务企业也在中
国进行了成功的特许经营。例如亚细亚

中国人的收入在不断增长，但个人
时间却越来越少。可支配收入仅在去年
就增长了 13.4%，且随着对外国商品和
服务的偏好，中国消费者对符合他们繁
忙的生活节奏的品牌商品和服务情有
独钟。但是为了取得成功，特许经营也

图文和快印先生，他们都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了中国，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几
个中国或外国公司能够获得全面的打
印服务并且员工能说英语的地方。瑞麦
地产和 21 世纪不动产已经进行了特许
经营，以便从置业的繁荣中获利。7 很

必须适应中国的商业惯例，文化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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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他服务公司通过提供不断成熟的

131,413 家店，在 2010 年实现了 364

消费者环境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术陆

亿欧元的销售收入。5

续进入中国。
早期进入中国的外国品牌对中国
考虑到从这些特许经营中购买商

消费者非常不了解。 因此，他们开设

品比从当地中国供应商处购买要花费

公司自有的店或成立合资企业， 而不

更多的金钱，中国消费者希望从西方特

是加盟店。 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知

许经营获得高端的体验。例如，在快餐

识产权实施情况和法律还不完善， 很

业中的必胜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

多美国品牌看到中国公司使用他们的

美国，如果不考虑食品的味道或质量，

名称和标识开设假店铺。 这种情况就

必胜客不被认为是一个精美的餐厅。它

在星巴克身上发生过，2006 年星巴克

是一个提供价格合理的食品的连锁餐

决定进行积极反击， 将中国公司告上

厅。但是在中国，必胜客的成功一部分

法庭并胜诉。7 不是所有公司都像星巴

是因为其不仅能够使食品本地化，而且

克那样在中国诉讼中取得了胜利。但是

还因为它没有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快餐

由于意识到特许经营的重要性，中国政

店的事实。相反，它将自己在中国消费

府自此之后制定了一套更加明确的法

5

者面前呈现为一个精美的餐厅。 中国

律来保护特许人和被特许人。

消费者基于他们在一个高档的西式餐
在以后的二十年里，预计中国会成

厅就餐的事实，自然认为他们为披萨支

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且在此期间中

付较高价格是合理的。

国的中产阶级人口预计会增长到 6 亿。
中国的特许经营店是世界上最多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已经意识到特

的，2 并且预计特许经营会在以后至少

许经营的数量会随之增加。因此，在制

十年里持续快速发展。在美国，特许经

定新法律时，中国政府为希望在中国开

营的利润占其 GDP 的 14%，而在中国仅

展特许经营的特许人设定了特定标准。

为 3%-4%。因此，很多专家相信中国的

在这些标准中对特许人的义务进行了

加盟商数量将会随着中国消费者的个

规定：3

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而继续增
长。目前中国有 4,500 多个特许经营系
统，在 70 个行业内经营着 400,000 个



外商投资企业（FIE）必须进行注
册；

特许经营店。前 120 个特许人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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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人必须经营至少两个公司自

o 特许人的主要高管的身份

有的特许经营店，经营时间一年以
o 特许人在过去五年中发生的任

上；

何诉讼


特许人必须披露加盟商要求披露
的任何信息。

o 所有特许经营费用的全部明细

此外， 为了满足注册要求，特许

o 加盟商首笔投资的数额

人必须：3
o 特许人可以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具备一份标准的特许经营协议，工

的清单，以及提供这些商品应该

作手册和运营资本要求；

遵守的条款

具备一套已建立的业绩记录和供

o 加盟商将要接受的培训

应材料的能力；
o 他们的商标信息，包括注册，使


具备训练中国人员和提供长期运

用和诉讼

营指导的能力；
o 特许人有能力提供培训和指导


提供一份期限至少为三年的特许

的示范

经营协议；
o 现有单元的统计，包括数量，地




承认可能会有与供应商采取某些

点和运营结果，以及已终止的加

行为有关的责任；

盟店的比例；以及

承认会因违反特许经营法规而遭

（针对一个未指定的时期）。

受罚款和其他处罚；


o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税务信息

至少提前 20 天披露：
o 特许人在特许业务方面的经验
以及他们业务范围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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