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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豹“贱价”卖身 折射高端餐饮业“痼疾”
本报记者 刘腾 北京报道

高端餐饮业依然风雨不断。
曾经被视为行业旗帜的金
钱豹（中国）酒店餐饮集团（以下
简称“金钱豹”）日前被香港上市

家发生重大变故的餐饮企业。
拥有遍布国内 29 家餐饮门

前世今生

店的金钱豹在高端餐饮业颇具
影响力，但此次收购方开出的价
码却仅仅为 2.5 亿港元。 昔日风

安佰深接手后，曾提出了开店到 50 家的计划，不过最后归于泡影。

公司嘉年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光的金钱豹为何身价缩水如此
之快？ 新的接盘者以所谓的“抄

（以 下 简 称 “嘉 年 华 国 际 ”）
（00996.HK）收购，成为新近又一

底价”入局，又是否真的能够如
愿以偿？

二次“
卖身”
他表示有信心在一年内扭转金钱豹的亏损局面，到 2018 年
将店面总数增加到 60 个，做到在内地或者香港上市。
嘉年华国际 6 月 6 日 发 布

豹。 前两者都是部分参股，比如

公告， 称以 2.53 亿港元 （约合

搜房网上市时安佰深只占有 19%

2.03 亿元人民币） 收购金钱豹

股份，并列第二大股东。 唯独金

99.9999%股权，包括向第一大股
东 BFT 支付 2.4074 亿港元以收

钱豹，安佰深在收购中绝对控股，
可见其自信程度。

购金钱豹 94.9999%股份， 向第

尽管安佰深对于金钱豹的投

二大股东 Grace Investment 支付

资数据一直没有公开，但此次
“割

1267 万 港 元 以 收 购 金 钱 豹 5%
股份。

肉”最终让之前的悬念水落石出。
公告显示，持有金钱豹 94.9999%

这并非金钱豹第一次“卖

股份的第一大股东 BFT 即为安

身”， 只不过两次价码相差悬殊，

佰深旗下公司，资金来源于 Apax

这也令欧洲最大私募股权投资商
安佰深（Apax Partners）在数年之

Europe VI 及 Apax Europe VII 基
金。 有资料显示，安佰深在国内

间的转手损失惨重。
2011 年 7 月，安佰深宣布收
购金钱豹，详细交易金额及收购
股比未被公布。 尽管安佰深以及
金钱豹管理团队高层在此后接

投资主要资金即来自于安佰深第
七号基金， 该基金总规模 112 亿
欧元。
如果以当时安佰深入主 金
钱豹时投资 2.5 亿美元计算，此

受媒体采访时都未透露详细细
节，但有分析认为，该公司投资

次卖价仅 2.53 亿港元，一出一入
之间该公司投资亏损超过 16 亿

金额 2.5 亿美元， 折合港币超过
19 亿港元。

港元。
对于此次收购，金钱豹位于

安佰深在国内投资界长期耕
耘，向来以“大而不滥”著称。 该

上海总部的市场部人士表示不
便对外置评。 嘉年华国际执行

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张曦轲曾对外
明确表示，投资项目遵循两个铁

总裁梁永昌回应《中国经营报》
记者表示， 金钱豹是一个好的

律，首先至少需要 1 亿美元以上，
其次项目必须集中于电信、零售

餐饮品牌， 集团以后也可能再
创造新的品牌配合发展， 形成

及消费品、医疗、媒体、金融及商
业服务这五大行业之中。

遍布全国的餐饮网络。 他表示
有信心在一年内扭转金钱豹的

2009 年到 2012 年间， 该公
司在中国内地只投资了三个项

亏损局面， 到 2018 年将店面总
数增加到 60 个，做到在内地或

目，分别是银率网、搜房网和金钱

者香港上市。

自从 2003 年在内地开设第一
家餐厅， 金钱豹在内地的餐饮网

于泡影。
2014 年， 金钱豹全年仅开设了

络开始迅速扩张。 而讲到金钱豹
的故事， 就不能不提到该公司的
创始人——
—来自台湾台中的商人

青岛店、福州店和北京翠微店 3 家新
店，2015 年上半年则无一家新店开
张。 有业内人士称，除了北京等一线

袁昶平。

城市以外，金钱豹在内地的一些店面

袁昶平生于 1951 年，有从军经

经营惨淡，比如在包头和呼和浩特的

历，曾驾驶过教练机，并以上尉军衔
退役。

经营就很不理想。
这些挑战现在交给了“接棒者”

退役后的袁昶平和人合伙开设
“幸星”酒店，该行业在台湾普遍被

嘉年华国际， 后者董事长景百孚为

看作与色情业有瓜葛。 幸星酒店经
营 5 年后因失火关张， 不过颇有积

公布的 2015 年华人富豪榜，景百孚
拥有 19 亿美元资产， 列第 165 位，

蓄的袁昶平又于 1991 年在台湾成
立了第一家金钱豹 KTV 酒店，20
年间， 发展成为一个横跨两岸在内

在全球富豪榜上名列 1006 位。资料
显示， 景百孚还任北京百顺达房地
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昂展置业

实达集团实际控制人。 根据福布斯

几经易主的金钱豹，或许首要解决的就是内部管理的问题。

本报资料室 / 图

的大型餐饮、酒店集团。
有业内人士评论， 袁昶平将台

不过， 彼时金钱豹虽然在内地
颇获成功，但是一直未能成功上市。

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上市无望，
2011 年 7 月，袁昶平将企业转手卖

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湾 KTV 行业讲豪华、 排场的特点
带入大陆餐饮行业取得成功， 而且

2011 年 3 月，有香港媒体报道该公
司欲下半年在香港上市， 集资 2 亿

给了安佰深。
从现在来看， 袁昶平出售大陆

的大幅亏损， 如果还是按照老模式
做， 肯定是不对的，” 梁永昌表示，

袁还善于不惜血本挖优秀的厨师加
盟，企业经营重心转移到大陆。2010

美元，但是未获成功。
据业内人士称， 金钱豹开店讲

的金钱豹业务不啻是明智之举，此
后的反腐政策调整让高端餐饮业遭

“我们计划对经营重新定位，对现有
28 个店进行改造，有的城市会保留

年， 金钱豹在国内开设有 18 家门
店，营业额近 9 亿元。

究装潢、排场，一般投资在 3000 万
元以上，所获利润并不高。迫于各种

遇当头一棒。安佰深接手后，曾提出
了开店到 50 家的计划，不过最后归

原来的定位， 对有的城市会进行分
析，有的城市店面则会关掉。 ”

“金钱豹已经经历了过去两年

外资管理水土不服？
管理体制的变迁，让原来还成功运行的企业失去了成功的“魂”，也可能因此丧失了原来的优势。
不论前景如何， 但从收购价格

就宣称营业额近 9 亿元，而根据嘉年

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 否则不会以

与同年被百胜收购的小肥羊有些类

来看， 嘉年华国际似乎捡了个大便
宜：有行业人士认为 2.53 亿港元等
同
“抄底”。
“收购金钱豹 2.5 亿港元不贵，
湘鄂情光一个商标还卖 3 亿元，而收

华国际公布的数据， 该集团 2013 年
营业额 9.57 亿港元， 与 2010 年相比
几乎没有多少改变。 而 2014 年营业
额大幅缩水为 7.14 亿港元，下跌超过
2.4 亿港元。2013 年和 2014 年税后亏

这样低的价位转让。
收购方对此应该也早有准备，
按照梁永昌的说法， 嘉年华国际已
经组建了来自台湾的餐饮行业资深
管理团队， 平均每人从业经验都在

似，两者都是被国际巨头收购，而且
都被后者按照自己的经营模式改造。
一位曾经供职小肥羊的中层管
理人员就指出，“虽然国际巨头有自
己的餐饮管理模式， 也有号称国际

购金钱豹带来的不仅是商标，还有全
国性的网络。 ”21 世纪福来传播机构

损分别为 2.32 亿港元和 2.10 亿港元。
“一个餐饮集团一年之间从近

20 年以上，将对金钱豹的经营提出
新的方案。

化视野的管理团队， 但是这些管理
人员进驻企业仍然面临这巨大挑

董事长娄向鹏评论，
“
因为如果你想
进入餐饮打造一个品牌，自己单干的

10 亿元下滑到 7 亿元，说明企业经
营非常困难了。 ” 餐饮行业资深人

不过， 之前就困扰金钱豹的管
理问题或许仍将成为嘉年华国际的

战，对国内餐饮企业无法驾驭。 ”
这位人士称， 人力资源上的挑

话 2 亿不见得够，还要几年时间。 ”

士、西贝莜面股东郭永盛评价。

挑战。“自从安佰深接手后，人员出

战是最大的挑战，其次则是企业文化

中国的高端餐饮业曾经一度辉
煌，不过在政策急转直下的背景下，
这种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而金钱豹的衰落或许也不能单
纯归因于政策，2010 年， 金钱豹对外

汉堡王市场营销总监郭纯也指
出， 任何一个大型餐饮企业发生大
股东变更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他
认为，金钱豹被转手，除了政策和竞
争对手的原因以外， 自身管理出现

现很大流动， 我认为管理存在问
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金钱豹
管理人员委婉地说，“不过这种管理
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
2011 年被安佰深收购的金钱豹

上的挑战， 这种管理体制的变迁，让
原来还成功运行的企业失去了成功
的
“
魂”，也可能因此丧失了原来的优
势。“
因为管理是互动的，而新的管理
方式太不一样了，流程更不一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