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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继本报 2111 期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推出地方论坛专题报道之后，各地读者反响强烈，尤其是对餐饮行业有着投资和创业热情的读者。就在前不久，2015 全国绿色餐
饮食材及原辅料展览会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召开，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组委会作为合作单位，又在展会上成功举办了中国餐饮创客（成都）论坛，本期专题以此次会议报
道为主线，重点突出绿色食品以及餐饮创客全产业链打造和平台打造的报道，希望给读者以启发和借鉴。

趋势

委会主任马巍告诉《中国经营报》
记者。 目前，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

没有发展前景的， 好的绿色食材
也需要特色餐饮发现采用， 能够

组委会已经联合了投资、策划、品
牌营销、餐饮领域的优秀资源，旨

促使这两者完美结合， 是中国餐
饮创客好项目大赛（以下简称‘好

在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大赛这一
平台上， 帮助食品企业在产业链

项目大赛’） 平台所做的工作之

的上下游建立营销、推广渠道。

一站是新疆、第二站是成都、第三站
是西安，这些区域从全国来看，都是
具有很多优质特征的区域。 ”中国餐
饮创客好项目大赛组委会主任马巍
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很多业界的
合作单位，主要是看重中国餐饮创客
好项目大赛打造的餐饮创客平台，在
这个平台上，目前已经联合了投资领
域、策划领域、品牌营销领域、餐饮领
域的优秀资源，可以帮助有创意的创
业者从开店经营、项目更新、产品优
化、营销策划、店铺扩张到股权融资

图为 2015 全国绿色餐饮食材及原辅料展览会上，中国餐饮创客（成都）论坛现场。

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平台一直在强调一个词：产业链，平台将为所有餐饮创客打造中国餐饮互联网的全产业链模式。
个词：产业链，现在我们所处的经

前 50 强、30 强、20 强、10 强。 到 50

度提升和全国连锁布局推广方面
得到一个整体上的提升。 与此同

济时代，其实是一个产业链时代。

个分支机构，未来还会在每个地级
市、城市做不同的分支机构。 从某

的特点是规模大、时间长、参与创
客人数多、餐饮专家参与多。 中国
餐饮创客好项目大赛不仅在北京

强的时候，大赛组委会会对这些餐
饮创客进行天使投资、众筹、PE 的
资金扶植。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 10

时，这些创客也会进入中国餐饮创
客好项目的孵化器里面，得到资金
支持。

好项目大赛会有 100 位专业导师
和 100 多个投资机构， 来为所有
创客打造中国餐饮互联网的全产

种意义上讲，分支机构就是连接中
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创客和上下游
供应商的一个平台，把国内最好的

举办，而且在全国会有巡展，全程

强的创客会有现金奖励和具体金

在好项目大赛的平台上， 会

业链模式。 在 2015 年度， 中国餐

食材推广到全国各地，同时让优质

约有 200 家创客企业参加。 在好项
目大赛平台上， 餐饮食材厂商、值

额的投资。
据了解， 中国目前有 6000 万

有上千家的食材、 设备等上下游
餐饮产业链企业加入大赛中。 在

饮创客好项目找到了好的合作伙
伴、宣传平台、推广平台，来对这

的绿色食材进入到餐饮连锁渠道
中，这种规模就是建立国内餐饮老

得推广的项目会和餐饮创客直接
对接。 大赛初期， 组委会会选出
100 强的餐饮创客，好项目大赛项
目孵化平台将提供给餐饮创客既

个餐饮创客， 通过中国餐饮创客
好项目这一大赛，将会影响到 100
万~2000 万的餐饮创客。 马巍告诉
记者，对于这些创客而言，通过参

陈朝晖看来，联合相关媒体，每周
进行详尽的报道， 这应该是中国
餐饮业中报道比较有深度和广度
的一次比赛。 他告诉记者，中国餐

些创客的好项目进行全方面战略
合作推广。
马巍向记者解释，中国餐饮创
客好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区域的合

板和餐饮消费联盟。 目前，中国餐
饮创客好项目已经建了十几个分
支机构，发展非常迅速，从某种意
义上讲，餐饮创客平台已经进入全

有实验产品，又有新模式的培训基

赛，餐饮创客会在形象策划、品牌

饮创客好项目平台一直在强调一

作推广计划，2015 年大概会有 300

产业链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大赛副
秘书长陈朝晖告诉记者，这次大赛

地进行特训，之后，会进一步选出

绿色食材如何快速地
打开市场

“
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巡展的第

一。 ”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大赛组

进入全产业链发展快车道

对话

访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大赛
组委会主任马巍

大平台造就餐饮业全产业链模式
在互联网时代， 一些新的有
特色的餐饮成为行业潮流。“特色
餐饮没有优质绿色食材做支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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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创客平台促进多方战略合作
原来的食品厂家只是把食材卖出去，未来在餐饮创客平台上，这些供应商还可以做供应链、品牌所有者。
马巍告诉记者，中国餐饮创客
好项目组委会 2015 年打算直接投
资两个品牌，并且帮助两家项目商
进行品牌升级。 在中国餐饮创客好
项目平台上，好项目大赛会做类似
淘宝的一个平台，厂家可以把产品

有创意的人，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
有好的传播组合， 同时通过线上、
线下的全国巡展，把中国餐饮创客
好项目大赛平台上的餐饮项目推
给更多的餐饮创客，让平台上的创
客能够开始成长起来。

际化总裁班，总裁班通过自媒体和
创客好项目进行媒体联动。 在课程
上，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平台上的
专业投资领域、策划领域、品牌营
销领域、餐饮领域优秀导师、专家
直接给总裁班的学员上课，优化管

展会上成功举办了中国餐饮创客
（成都）论坛。 在内蒙古包头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的牛羊肉产业大会，中
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再一次受到热
捧。 事实上，我国是牛羊肉生产大
国，羊肉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是

项目平台上，可以成为餐饮创客，也
可以为餐饮项目提供绿色食材，这
样既可以成为供应商又可以成为品
牌项目商。往前延伸一步，原来的食
品厂家只能把食材卖出去， 未来在
餐饮创客平台上， 这些供应商还可

放在上面，通过中国餐饮创客好项
目的推广，会有大量的创客粉丝团
体来交流，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会
根据流量来设定一个付费制度来
维持平台的正常运行。

马巍表示，未来，中国餐饮创
客好项目会连续举办两三届大赛，
在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平台上能
够快速产生出大量的创客团队来，
希望更多的食材厂家看到这个平

理课程，与此同时，清华大学酒店
创新管理国际化总裁班也将成为
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创客的训练
课堂。
与各展会合作也是中国餐饮

很少有牛、羊肉的龙头企业。
马巍告诉记者，改善屠宰加工、
品质检验设施装备条件， 提高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 开发特色牛羊肉产
品，延长产业链条，促进牛羊屠宰加

以做供应链、品牌所有者。一个羊肉
的供应商， 餐饮创客平台可以围绕
羊肉， 给这个羊肉的供应商提供很
多方案，比如说做羊汤馆、烧烤连锁
等， 这样这个食材厂商就会打破原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中国餐饮
创客好项目是聚集目标餐饮创客
粉丝最准确的一个平台。 餐饮创客
通过大赛， 聚集了有特色的项目，

台所产生的效应，跟中国餐饮创客
好项目进行紧密的合作。 目前，和
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合作的科研
机构有清华大学酒店创新管理国

创客好项目平台吸引创客的另一
个途径。 在 2015 全国绿色餐饮食
材及原辅料展览会上，中国餐饮创
客好项目组委会做为合作单位，在

工行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
向发展已成为行业亟待解决的问
题。 对于绿色食材的供应链厂家未
来的发展路径， 在中国餐饮创客好

有的思维限制， 提高原有产品的附
加值，从而使企业得到多元化发展，
扩大经济实力， 逐渐成为区域型龙
头企业。

的系列创业扶持。
《中国经营报》： 目前我国食材厂
商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批发市场、 商超和
电商之外， 还有没有第四种渠道去拓展
他们的销售渠道？
马巍：多年以来，我觉得生存最
艰难的应该是国内食材厂商。 在此之
前，食材厂商的主要渠道是批发市场、
超市、电商，最终产品进入终端餐饮，
那么，现在看来有没有第四种渠道呢？
这也是很多食材厂商一直苦苦寻找的
路径。作为平台交易，中国餐饮创客好
项目大赛平台就是未来国内食材厂商
需要了解的一个新型渠道。 对于国内
食材厂商而言，他们的特点是规模小、
分布不集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餐
饮创客好项目大赛就是一个比较集中
的渠道， 希望这个平台能给食材厂商
带来一个巨大的机会。 他们可以在这
个平台上进行 B2B、B2C 的优质原材
料交易， 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直接创
立品牌进行招商、加盟。这个平台不像
某个展会，一年一届或者是片段性的，
而是持续的、长久的存在，在中国餐饮
创客好项目大赛平台上不仅有创客，
而且有很多业内数据， 中国餐饮创客
好项目大赛平台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分
析，并且会把他们转化成生产力。
《中国经营报》：创业的人群中大
概有 80%的人， 会将特色餐饮作为自
己初次创业的领域。 请问特色餐饮靠
什么来支持成为名牌餐饮呢？
马巍：我们总是说特色餐饮靠的
是特色的口味，但如果没有特色的食
材，你怎么去做特色的口味呢？ 所以
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大赛平台对很
多调味料厂家一样重视，就如同重视
绿色食材厂家一样。 好的调味料厂家
可以使原本很难标准化的中餐快速

圆桌论坛

餐饮创客 如何才能赢得资本和互联网的双重力量
2015 全国绿色餐饮食材及原辅

知名企业， 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组

菜》 总编汪世容和中国餐饮创客好

赛进行合作， 中国餐饮创客全产业

自四川， 这里聚集着中国最有特色

料展览会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
中心召开， 本届展会汇聚了近百家

委会作为合作单位， 在展会上成功
举办了中国餐饮创客（成都）论坛。

项目大赛副秘书长陈朝晖探讨了中
国餐饮创客如何借助中国餐饮创客

链时代来临等主题。 中国餐饮创客
好项目大赛组委会主任马巍告诉

菜的厨师和思想活跃的策划师，中
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平台与这些创客

各行业协会商会厨师联盟、1000 名
厨师代表、8000 家贸易商、32000 家

在论坛上，金手指众筹王震、华
夏众禾机构 CEO 李柄志、《中国川

好项目平台赢得资本和互联网的双
重力量， 以及创客为什么选择与大

《中国经营报》记者，四川是餐饮创客
大赛的重点赛区，60%的餐饮创客来

的结合， 将为国内餐饮行业注入无
穷的新鲜活力。

伙伴。 中间会有四个链条：首先的链

行业有十多年经验的人，我们带了

的一切资源， 单个企业很难整合。

家评审一个鉴定，你可以成为我们一

条是培训，其次是展览，再次就是众
筹和天使投资。
据了解， 世界 500 强的企业有
几个特点：首先是垄断，其次是自己
制定游戏规则，最后掌握渠道。 餐饮
创客， 如果整合上游链条上的 VC,
下游的食材供应商， 中间的创业者
就游刃有余了。 我们做了一个渠道，
如果这个渠道可以做到垄断， 我们
就能为创业者实现梦想， 这就是金
融和资源型的思维。 目前创客有两
个选择，要么你加入一个大平台，跟
着平台走， 要么你自己创造一个平
台，平台会为你带来平台型的价值。
未来，入围的餐饮创客，好项目大赛
会直接投入现金，如果没入围，就进
入了大赛的微信群，这里面有 40 位
导师可以帮助创客成功。

一些非常专业的老师，组成一个团
队，来针对企业进行孵化，特别是
顶层设计的孵化。 为什么我们会跟
中国餐饮创客大赛有这么一个因
缘？ 我想说，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
基于我们对企业的了解，在我们做
企业咨询的 10 年当中， 我们见过
了大大小小无数的企业，很多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有
资本问题？ 产品问题？ 团队问题？
这么多年，我发现这些问题单靠企
业一己之力根本无法解决， 要靠
“抱团”。
今天的很多企业，不光餐饮企
业，都已经开始进行了整合，抱团
发展。 也只有这样才是未来企业的
出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跟中
国餐饮创客大赛进行合作的原因，
因为它搭建了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
集合了在餐饮行业所有的顶级专
家、实战企业家、资金、优秀模式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赛刚创立不久，就
在全国有这么多高能量、高势能的
合作伙伴的原因，很简单，这就是平
台的力量。

分子，你就可以很快、很迅速地把企
业做大做强。

专家点评

西安金手指创投董事长
王震

跟着平台走，你才会赢
如果你的品牌想要做遍全中
国，那你一定需要一个平台。2015 全
国绿色餐饮食材及原辅料展览会有
3 万个观众，283 个企业参展。 对于
餐饮企业而言，这就是资源。 餐饮创
客的目标就是帮助经营者实现梦
想， 让敢创者赢， 为敢创者实现梦
想。 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第一批全
国的导师团就有 40 个人，组成“点
石成金”专家团，2015 年年底组委会
出版一本《点石成金》的书，这里面
将研发餐饮创客的所有趋势， 还有
金手指众筹的一百家分支机构，这
本书的方案采取众筹的形式， 打开
中国出版业的一个新渠道， 这个书
除了内容之外， 每两页还有一个二
维码，来与读者形成互动。
毋庸置疑， 餐饮创客最大的特
点，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
门是打开的。 餐饮创客作为一个突
破口， 各省市会有餐饮创客的合作

华夏众禾机构 CEO
李柄志

抱团 发 展 才 能 让 企 业 找
到出路
我是一个在餐饮培训和咨询

汇集。 通过这些对企业的输出，能
够帮助企业走得更好， 做得更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所有企业而
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跟着走。 企
业都面临着资金的困惑，面临着发
展模式、团队管理、上下游资金链
的困境。 如何突破这些难题，很简
单，就是跟着走。 这里面有你想要

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
大赛副秘书长
陈朝晖
《中国川菜》总编
汪世容

大赛 将 为 创 客 进 行 全 媒
体传播

好平台能让好项目做大
我在餐饮行业里面也做了快 30
多年了，后来也算是跨行，从厨房跨
到了媒体。 在《中国川菜》杂志社这个
平台上，我面对的是天下所有的美食
爱好者及资深的创客。但我还是有遗
憾，找不到突破的地方。 十年前我一
个学生在深圳，打了十年工。 很落魄
的时候来北京找到了我。我身上唯一
1700 块钱给他了，安排了一个工作。
后来他回四川以后， 第一次创业失
败，第二次创业在成都新都区，自己
开了一个店，一火火了十年。 但是他
告诉我他还是有一个遗憾。他在这个
小区，只在这个小区很有名，他想做
加盟连锁，快速发展起来。 我告诉他
现在机会来了。中国餐饮创客这么好
的一个平台，如果你的项目，通过专

餐饮创客大赛，我们采用的是
全媒体营销战略，我们有餐饮创客
的微信号；我们的赛事是和《中国
经营报》合办。 中国经营报全媒体、
餐饮创客好项目大赛全媒体、中央
电视台、新浪、搜狐等媒体都会做
跟踪报道。 作为餐饮创客，您参加
比赛，您的企业就有获得曝光的机
会，我们会把餐饮创客的信息汇集
在这里。 我们希望在 2015 年的大
赛里， 和产业链上的伙伴包括调
料、食材、设备企业等进行合作。 其
次，我们除比赛外，还在做两个事
情，一个是中国餐饮创客会，是和
中国几千万的餐饮创客一起发展。
另外是餐饮创客的创投联盟，将集
结投资机构、投资人，一起为餐饮
产业做推动。

连锁发展起来，比如现在“很火”的重
庆小面，各家的味道大相径庭，就是
在一个品牌下，因为厨师的偏好而口
味不一，好的调味料厂家可以根据不
同的市场给品牌商定制不同口味的
调味料，重庆小面的经营者只要研发
好调料， 就可以开不同的连锁店，统
一浇汁、统一经营。 可以说，好的原材
料， 好的调料跟好的思想进行结合，
才能出现好的餐饮。 好的食材一定是
未来决胜终端消费最好的武器。 中国
餐饮创客好项目大赛平台会跟食材
厂家进行紧密的合作，让餐饮创客有
更好的武器能够研发出更好的产品
推向全国。
《中国经营报》：有了好的平台，平
台上的各方企业如何进行战略合作？
马巍：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大赛
平台目前已经传播的品类有烤翅、绿
色兔肉、牛肉、野生菌等，这些项目都
可以直接对接到好项目大赛平台的供
应链上，在供应链上的每一个阶段，都
会有不同机构对这些创客进行扶持。
在大赛平台上， 专家团队的每一个导
师背后，都有无穷的餐饮方面的资源。
对平台上的食材厂商， 比如说想做品
牌、营销，只要有好的创意，好项目大
赛都可以通过资本进行帮助， 这些投
资包括众筹、天使、PE、新三板上市等，
看这个项目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扶植策
略。 这次中国绿色食材展就是中国餐
饮创客好项目大赛平台非常重要的战
略合作资源。 我们通过中国餐饮创客
好项目大赛， 搭建一个上下游资源整
合、专家团队的整合，把中国餐饮最实
战的 40 多个专家结合起来，为中国餐
饮创客进行辅导、服务。然后对餐饮创
客的好项目进行投资、孵化。同时把好
的 O2O、电子商务、食材厂家的资源
跟餐饮创客进行对接。通过这些整合，
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好的产业生态链进
行共赢发展。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郭白岩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