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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长亲述 7 天酒店转型之困：稽核下的直营店
特约撰稿 魏婕 本报记者 蒋政 北京报道

中，如有进一步最新消息会及时告知。
7 天酒店多位前任和现任店长向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从今年初至

记者表示，大规模的稽核其实暴露出

在谈及 7 天酒店的两次稽核检

块。相比之下，锦江之星的净利润率

所以铂涛也许是想通过对门店的

投资人想法各异，但他们因为注入

了公司内部的管理失职， 现在是在
“
亡羊补牢”。 业内人士指出，铂涛集

查时，赵焕焱分析称，这与铂涛集团
效益不理想有很大关系， 而提高效

达到了 19.60%，约为铂涛的 6 倍。
2015 年 9 月， 锦江收购铂涛

清理来改善营收水平。
然而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7

了资本又对门店管理有了话语权，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门店

团被锦江集团收购后，7 天酒店面临
着业绩承诺期将至的压力以及人才流

益最常见的两个途径就是增收和节
支， 铂涛对于 7 天酒店财务管理方
面的检查可以看作是节支的手段之
一。而作为增收手段的门店升级，也

天酒店这种传统经济型酒店面临
着不小的压力。 赵焕焱表示，由于
租赁价格的提高，人力成本的上升，
7 天这类低房价的酒店难以为继。

的服务品质。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
《酒店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
划分析报告》显示，特色中高端酒

应称， 稽核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正常的

失的恶性循环，转型之路并不平坦。随
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的升级，
经济型酒店在经历长达十几年的爆

81%的股权，2017 年 10 月再次收
购铂涛 12%的股权， 剩余 7%的股
份由 7 天酒店的创始人郑南雁持
有。 而铂涛被锦江收购后，面临业

管理工作。 7 天品牌目前在调整过程

发式增长后，开始遭遇
“
天花板”。

面临着加盟商意见不统一等问题。
根据赵焕焱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8 年第一季度， 在锦江股份各企
业的净利润排行榜中， 铂涛的净利

绩承诺期将至的压力。
劲旅集团总裁魏长仁告诉记
者，企业并到上市公司之后，会有
3-4 年的业绩承诺期，如果完成不

苏昊告诉记者， 7 天酒店迅速
扩张加盟店，每个加盟店都有投资
人，如果产品升级变革就需要所有
的投资人配合，但这几乎是不可能

店、主题特色酒店、民宿等个性化住
宿的兴起，逐渐将经济型酒店甩在
身后。 而同质化倾向成为新消费时
代制约经济型酒店发展的最大“软

润率在酒店业态中最低，仅为 3.38%，
而 7 天酒店是铂涛的主要业务板

了，当初签约的一些条件，包括收
购价格和资金或许不能完全兑现，

的。 魏长仁分析称，这正是加盟连
锁模式的困难之处。各个加盟店的

肋”，加上价格优势早已被新兴市场
主体稀释，陷入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5 月， 多地 7 天酒店的直营店迎来了
一次规模较大的稽核部门检查，因为
对店长的罚款金额较高且处罚理由
“
不合理”，引发了店长的不满和质疑。
随后，《中国经营报》记者联系到
了 7 天酒店所属的铂涛集团， 对方回

盈收压力

财务漏洞
山东地区一名 7 天酒店的前任

分店，直营店大概只有七八家。

店长高雅娟（化名）告诉记者，稽核
其实就是总部根据报表和系统上的

“
加盟店因为有投资人在，投资
人会监督店长的行为。 而直营店的

数据对各地直营店进行财务检查。
总部其实并没有专门的稽核部门，

特点就是店长一人说了算， 很多事
情总部监管不到。 ” 她说。

人才流失
据高雅娟透露，7 天酒店从高

发生在 2015 年上半年，也就是锦江
集团收购铂涛集团之前。 当时总部
几乎把全国所有的直营店都稽核了
一遍， 查出来不少店长和酒店高层
的财务问题， 有的店长被罚工资的
数倍，也有的店长因此离职。

华美酒店顾问赵焕焱表示，直
营店有租赁成本和员工成本，而加
盟店不仅不需要投入，还可以让公
司获取加盟费，所以 7 天酒店缩小
直营店的规模并进行整顿也不足
为奇。
高雅娟在职期间曾亲身经历过
稽核检查。 “
稽核人员就像钦差大臣
一样， 他认为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

层到店长的人事变动十分频繁，
只是原因不一样。“高层离开大多
和集团被锦江收购有关， 店长离
开很多是被迫的， 是公司为了节

“现在 7 天酒店不靠直营店盈
利了， 但是直营店店长手里却有较
大的财务权力， 公司就开始整顿直
营店。 ”另一名店长苏昊（化名）向记
者介绍， 最初 7 天酒店在创立品牌

不给店长申辩的余地，惩罚标准也让
人捉摸不透。 ”高雅娟说，在 7 天酒店
的管理体系中，店长在各个门店之间
的调动是很常见的，直营体系更是如
此，但是如果稽查人员查出来该店存

锦江收购铂涛前夕，7 天酒店内部
进行了一次直营店和加盟店的合

时都是直营店， 管理模式采取店长
负责制，店长拥有很大的权限，直营
店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出纳和会计，
店长要做会计和出纳该做的事，但
是因为下面分店很多， 总部管不了

在问题， 即便现任的店长是新调来
的，也会让他赔偿上一任店长造成的
损失。 稽查人员的说法是：
“
店长接了
这家店， 但是没有查出之前的问题，
就是店长的责任。 ”

太细， 财务方面有时就会发生一些
“不太光彩的事情”。
高雅娟说，在树立品牌期间，公
司需要依靠直营店和这些店长，财
务方面的问题就“没怎么管”。 直营

另一位在 7 天酒店浙江地区工
作了 6 年的店长马赞波（化名）告诉
记者，店长工作繁忙，很少有人想到
要去查以前店长的账。多数现任店长
想的是今后不要在自己任上出现财

店把品牌树立起来之后， 吸引来了
更多的加盟商，7 天酒店逐渐靠加
盟体系盈利， 而直营店不良资产的
问题也渐渐暴露出来， 所以公司就
开始处理直营店的财务问题了。

务漏洞。即便有店长在接过店后发现
了以前店长的管理漏洞，也会直接纠
正，并不会有人向上报告。 而且前任
店长手里的数据，现任店长手里也没
有，所以光靠现任店长也不可能查清

苏昊告诉记者， 从 2014 年之
后，公司不再扩张直营店，原本的直

楚上任店长的财务问题。
赵焕焱称， 对于前任店长的审

营体系也在清理门店， 直营店的数

计是公司的责任， 不应该把责任推

量越来越少，一个地区如果有 50 家

到员工身上。

可能因为个别店长出现了明显的问
题，引起了公司的重视，总部才会派
人稽核。 规模最大的一次稽核其实

约用人成本。 ”赵焕焱表示，锦江
收购铂涛后， 除郑南雁之外的高
层都没有股权了， 人员变动是理
所应当的。
苏昊告诉记者，他离职时正值

并，“相当于 7 天的一次人事大洗
牌”，公司要求按照区域划分，加盟
店和直营店统一由加盟店的领导
负责，就相当于把直营店店长的权

7 天酒店又一次大规模的稽核部门检查，因处罚金额和理由等问题，引发部分店长的不满和质疑。

魏长仁认为，店长对一个店的

7 天酒店店长考核体系的不满。 他

“
7 天酒店这样做实际上是在

力架空了。“
当时自己是三星店长，
工资很高。 后来了解到，接替他职

品质影响很大，7 天酒店这样做可
能是为了短期内能够节约成本，缓

说，7 天酒店的管理机制就是不断
地大量储备店长， 应聘门槛非常

人为制造一种恶性循环：为了节省
成本频繁更换人员，致使业绩受到

位的新店长工资非常低。 并且，和
他同批的老店长后来基本被
‘工资

解业绩压力，但长期来看可能会给
企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低，没有酒店工作经验的人也可以
做店长，但是淘汰率特别高，淘汰

影响；而业绩下滑也会导致员工的
工资待遇低， 员工的流动性就更

低的多’的新店长代替。 ” 苏昊说。

马赞波也向记者表示了对于

后再招一批新的店长。

高。 ”赵焕焱说。

家 直 营 店 ， 将 其 改 造 为 “如 家
NEO”，今年初还推出了针对 95 后
人群的
“
YunikHotel”。 根据首旅集
团 2018 年一季报显示，首旅如家在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9.24 亿
元， 同比增长 0.62%。 经济型酒店

型酒店来说，如果只停留在原来的
档次和服务水平，发展肯定会越来
越难。从目前来看，铂涛和锦江合并
后感觉劲头较弱，新动作没那么多，
外界获得的消息也很少。
《酒店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

服务做到极致， 走差异化发展道

RevPAR 为 129 元， 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 2.2%，转型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相比之下，7 天酒店仅在 2014
年之后推出了 7 天优品，显得保守
了许多。魏长仁说，对于普通的经济

略规划分析报告》中指出，经济型
酒店的转型升级也不是完全倾向
中高端，而是以消费者为核心的产
品经营能力和顾客服务能力的升
级。经济型酒店只有将酒店管理和

上进行变革创新。 例如在一二线城
市重新定位并专注细分市场， 适当
进行产品优化升级， 或利用酒店共
享资源，增加延伸服务链，提供增值
服务收入等多途径进行有益探索。

红海寻路
日前发布的 《2018 中国酒店
连锁发展与投资报告》显示，酒店
提供的服务能否满足新型消费者
个性化、多元化等需求，对经济型
酒店是极大的挑战。 另外，优质酒
店物业日益的稀缺，人工租金能耗
成本的上涨，产品的老化，使得经
济型酒店行业面临不断洗牌和新
一轮的转型突破。
2017 年末首旅如家开始实行
“
100 改造计划”， 即选出 100 家如

中国旺旺被指“冲货严重”“中年危机”何时能解？
本报记者 吴容 广州报道

业收入为 248.54 亿元， 同比增长
26.1%； 净利润同比下滑 6.6%达到
31.158 亿元，毛利率同比下降 4.4%。
在公布财报之后， 旺旺股价在当天
中午瞬间跳水，当日跌幅达 4.99%。
《中国经营报》记者就业绩的
问题向旺旺发去采访函， 并按官
网所示电话致电上海总部咨询，
对方表示需要实名转接。 随后记
者致电旺旺香港方面， 对方称，

“关于媒体及对外事物的咨询，是
由总部那边负责的， 采访函发到
投资者咨询的邮箱， 总部会有人
联系答复的。 ”截至发稿，记者仍
未收到相关答复。
事实上，旺旺一直希望通过新
品提振业绩。 在发布财报前几天，
旺旺公布了新品计划，包括推出邦
德咖啡、
“
莎娃 SAWOW”果酒和草
本饮料“大口爽” 等饮品。 而在

2017 年， 旺旺就推出近 50 款新产
品。 不过，在新品覆盖的果汁类、咖
啡类和能量类等市场，旺旺不乏成
熟的竞争对手，自身对年轻消费群
体的探索仍不够足。
在饮料行业观察人士马磊看
来， 老产品盈利能力放缓的同时，新
品推广又乏力，加之经销商也逐步失
去原有的热情，从 1992 年就进入中
国市场的旺旺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对于毛利率及净利润下滑的
主要原因，旺旺主席蔡衍明在财报
中表示，是受到部分原材料及包装
材料价格上涨影响。
事实上，由于原材料等成本
上涨的原因，今年 3 月旺旺曾传
出过涨价的消息，消息称，4 月 1

港主板上市。
不过， 转折点的到来是在
2014 年， 从那时起旺旺的业绩数
据连年下滑。 财报数据显示，2014
年其全年收入 37.75 亿美元，同比
下降 1.1%；利润 6.21 亿美元，同比
下滑 9.72%。 也就是在那一年，陈

“从 1995 年旺旺比较走红的
时候开始经销， 除了饮品以外，旺
旺的产品我都经销过，为它打拼多
年， 但是一路下来利润越来越薄。
另外， 旺旺还一直存在冲货的现
象，就是跨区域销售，使得我们的
销售价格没有利润。 对于这种冲

冲货以前的确存在， 不过现在好
一点了。 ”
曾在旺旺多个部门工作过的
黎亚 男（化 名）说 ， 近 几 年 来 ， 旺
旺经销商的业绩压力逐年增加，
利润被逐渐稀释。“旺旺每年都
会对各部门重组一次，主要是产

日起，将对旗下包括旺仔牛奶等
在内的数十个品项的零售价进
行调整。“调整的重要原因还是
因为业绩受困，希望通过调价的
方式来提升产品毛利率。 不过调
价在短时间内的体现不会太明

言结束了和旺旺的合作，他告诉记
者，从那年开始，像他一样终止合
同的经销商“太多了，都是老的经
销商”， 但是陈言没有透露离开的
经销商数量。
湖南郴州一位经销商早前接

货，必须惩罚。 ”陈言说。
记者了解到，冲货，在零售行
业中是普遍问题， 又有倒货的说
法，指的是由于经销网络中的各级
代理商、 分公司等受利益驱动，使
所经销的产品跨区域销售，造成价

品重新划分部门，这样产品跟着
变化，对应的经销商原经销的产
品也会发生变化，对既有的经销
商利益有很大影响，导致市场的
基础也付诸东流了。 因此导致冲
货情况也严重的。 ”黎亚男还对

显。 ”熟悉饮料行业的蒋军对记
者说。
在马磊看来，和统一、康师傅
等老牌快消品牌相似，旺旺通过大
打广告、铺开渠道等方式，在内地
迅速打开市场。 2008 年，旺旺在香

受媒体采访时同样表示：“这几年
旺旺越来越不好做，一方面是宏观
市场影响，一方面是受网络发展冲
击，还有受到了竞争对手的诸多影
响。这些因素都降低了经销商做新
品的热情。“

格混乱。
“旺旺一直对经销商压货，使
得部分经销商不得不低价抛货，
不知后面的严重性——
—经销商没
有利润，只好终止合同了。 ”马磊
同样提供了这样的说法，“旺旺的

记 者 表 示 ，“这 样 的 重 组 部 门 的
做法，已经有几年历史了，同时
也导致人员的流失。 最近两年，
公司的很多高层或功臣都被调
整到无关紧要的岗位，无奈也就
离开了。 ”

陈言（化名）在四年前就终止
了和旺旺的（经销）合作，他觉得
“
从
那时起旺旺就不太好卖了”。而伴随
着连年下滑的业绩，这个老牌快消
品牌的影响力正在一步步消退。
来自于中国旺旺（00151.HK，以
下简称“旺旺“
）公布的截至今年 3
月底的 15 个月的财报显示，集团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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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热情减退

路，才能在竞争中占得先机。
魏长仁指出，经济型酒店经历
过高速发展期，存量大，一二线城市
连锁化率高，但投资回报率偏低，需
要寻找新的发展路径， 从发展模式

推广新品乏力
从 1992 年进入中国市场，旺旺
即选择了休闲零食、 牛奶等价格不
高、日常消耗量最大的品类，但这类
门槛不高， 容易陷入竞争者多的局
面。 在越来越喜新厌旧的年轻群体
中，旺旺“品牌老化”现象开始呈现。
从最新财报来看， 在产品品类
上， 旺旺的米果及休闲类合计占总
收 益 比 为 52.4% ， 乳 品 及 饮 料 占
47.4%，旺仔牛奶、米果主品牌、冰品
及小馒头等仍是其主力产品。其中，
旺仔牛奶一直以来都被当成营养功
能性饮料，一度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脑洞大开”的新品：美元造型的鱼
烧、芥末辣椒味的牛奶糖、装在茶包
里的压片糖果、比脸大的雪冰仙贝，
不过目前， 记者在超市并没有发现
它们的身影。
在黎亚男看来：“推出的这些新
品，其实大部分都是原来的产品，要
么改下名字，要么换个包装，所以没
有可以上量（销量大）的新品。推新品
乏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只有旺
旺总部一厢情愿，而其他各层级包括
经销商等都有抵触情绪。其他品牌推
新品是很有动力，对经销商等有利润

不过随着巴氏鲜牛奶、 低温酸奶等
新品不断推出， 新鲜营养的产品成

和奖励，而旺旺在新品推广上比较欠
缺， 就是凭借客户和团队的数量大，

为消费者新的选择。
在健康风潮理念带动的今天，
米果类产品也逐渐不被消费者青
睐。“
对于老品，消费者会产生一些
疲惫，原本老品的品质没有增加，其
他品牌的类似产品的品质又不断提
高，导致蛋糕也被分去不少。 而且，
旺旺大部分产品是油炸容易上火，
不利于健康饮食。 ” 黎亚男说。 在广

新品定价很高，遗留的库存大部分基
本上由经销商埋单，借由推新品大捞
一笔。 这样下来，新品的成活数量就
屈指可数了。 ”
早年间有着趣味广告的旺旺，这
两年也一直试图努力与年轻消费者
沟通。 比如，2017 年旺旺在网络媒体
推出了《李子明长大了》的广告。 最新
财报宣称：“近年来我们增强了数字

州一家乐福超市，记者看到，旺旺大

化营销策略，每年都推出几个令众多

礼包、仙贝等米果类产品和徐福记、
米老头、 盼盼以及洽洽等的饼干与

消费者点赞的经典线上行销活动。 ”
“传统的广告现在似乎不太奏

薯片产品放在同一排货架。
旺旺也并非没有在新品上下功
夫。 在 2017 年，旺旺共推出了将近
50 款新品， 在旺旺天猫旗舰店，专
门罗列了
“你没吃过的旺旺”新品一
栏。 在此之前， 旺旺还曾推出许多

效，效用逐渐降低了。打情怀牌的营
销手法似乎是唤醒 80、90 后的方法
之一，但除此之外，在更贴近年轻一
代的数字化传播上， 旺旺近年来似
乎都没有贡献让人眼前一亮的作
品。 ”马磊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