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我也想不到自己会去开火锅店。”这

是覃瑞旻的原话。出生于1982年的他有一个

令人羡慕的职业身份———城市规划师，毕业

于西南科大，进入社会第一个工作单位就是

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直是“高大

上”的典型代表，无论怎样做排列组合，你

也无法将他与火锅店老板画上等号。“在一

个工作日的早晨，睡眼惺忪醒来，机械式的

洗漱穿衣， 出门拿上袋装面包盒装牛奶，发

动汽车前往闭着眼睛都能开到的工作单位，

用13秒钟就能想完的人生，太可怕！难道我

的生活就这样了吗？”

对于一个80后来说，这通常意味着改变

的开始，覃瑞旻丢掉铁饭碗，开了一家建筑

设计工作室，专门给财大气粗的房地产开发

商做建筑设计，可是他并不就此满足，还要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火锅店，他说这是源于吃

货的终极梦想。

找铺子用上城市规划学

既然设定了目标，那就开始行动，第一

步是找铺子，覃瑞旻用不堪回首来形容那段

时间的处境，几乎全成都的商铺中介都知道

有个覃老板在找火锅店铺子，他用了近半年

时间才搞定铺面。说起来还是沾了自己城市

规划师身份的光，他曾经参与过天府新区的

规划， 清楚明了成都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在

全面分析城市规划、 交通及客源量等元素

后，将自己的火锅店定在了现在的高新区和

盛东街上。接下来就是装修铺面了，这对于

专业出身的覃瑞旻来说根本不是难事，不信

你走进现在的“清心火锅”，大量使用原石

青砖玻璃实木， 生态现代中混合中国风，呈

现出别致略带古韵的全新氛围，400平米的

铺子只放了17张台，这就是覃瑞旻想要的感

觉：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到的都是风景。

虚心请教做出特色美味

虽说找铺子搞装修是覃瑞旻的强项，

但开火锅店还得从头学起。隔行如隔山，碰

到的问题不计其数。比如说餐台的摆放，服

务员要如何与客人接触， 就连一份毛肚该

怎么摆放都让覃瑞旻绞尽了脑汁。 不过这

一切的苛求都得到了回报，“清心火锅”开

业不到三个月， 门口已经开始有了排队的

现象。但覃瑞旻却没有掉以轻心，直到现在

他还常带着员工往成都其他做得好的餐厅

跑，学习人家的经验，并时刻向业内资深名

家请教。

现在你随便问一个吃过“清心火锅”的

人， 都知道他们家无论是锅底还是菜品，都

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美味的胡辣干碟、感口

的坨坨牛肉、清爽的特制冰粉，每一样都会

让人欲罢不能！

不满足单店还要做品牌

问及“清心火锅”未来的发展方向，覃

瑞旻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从国家政策和社

会大环境来看，餐饮业已经到了发展的黄金

时期，餐饮业跨界多元化产业链发展将成趋

势。” 覃瑞旻已经在筹备下半年开设开第二

家店，计划在未来5年内开到4到5家店，当品

牌及人员配置完善，还会依托客户群经营自

己品牌的周边产品。

看来这就是跨界创业的优势，他们敢想

敢做，没有了传统思想的包袱。在记者看来，

餐饮业变革增强，企业改制步伐加快，不再

以成本控制作为发展的唯一指标，注重文化

营销，这些已然成为现阶段餐饮竞争的分水

岭，正如覃瑞旻所言，未来跨界多元化产业

链模式发展将成为新的餐饮业趋势。

成都商报记者 吴坚

15

2014年7月23日 星期三

餐饮

火锅坝坝宴摆起 外送潜力股走起

编辑 潘莉

美编 刘静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火锅不仅只在火锅店

里吃，还能在家吃，在野外

吃，在KTV里吃，在学校

里吃……火锅自从有了完

善的外送服务后， 也就意

味着， 吃火锅不再受地点

限制， 理论上你想邀约多

少人一起吃都可以， 想在

哪儿吃都行。 于是一种新

鲜的火锅吃法由此诞生，

你可能吃过中餐包席，但

绝少吃过火锅包席， 而火

锅外送包席估计更是听都

没听过。

据了解，在北京、上海

等地， 网上点餐， 外送到

家， 已俨然成为一种都市

生活方式， 不仅火锅外送

很常见， 火锅包席也已经

成为房地产界答谢客户的

标准配置。 在火锅界具有

标杆意义的海底捞，2010

年就在北京做过为房地产

公司送火锅包席的尝试，

而在今年， 火锅外送包席

也在成都有了两例， 同样

都是来自房地产企业的订

单。 火锅外送包席会是未

来火锅行业新的增长点

吗？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已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用户在线消

费习惯对传统经营模式造成了极大冲击， 及时

打通线上线下、 实现一体化经营成为很多行业

的大势所趋。在流行的O2O（线上到线下）理

念中，火锅外送则为餐饮O2O提供了更好的形

式，在成都这样一个火锅消费一年可以达到200

个亿的美食沃土上， 火锅外送绝对是个大有可

为且新意多多的领域， 也是一个充满惊喜的餐

饮O2O模式的尝试。

对于消费者来说， 足不出户就可尽享火锅

美味； 对火锅店来说， 线上营销有了更好的形

式，线下又带来真金白银的收入，可以说是双赢

的事情。而对于电商平台来说，为火锅店提供外

送的物流服务只是他们的增值点， 通过这项服

务，将火锅店和火锅消费者集中到一起，通过这

个平台来进行营销宣传活动，增加用户粘性，提

高忠实度，这些用户资源既是他们的服务对象，

也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

尽管眼下大多数人还习惯在火锅店里吃火

锅，但线上消费在未来必成气候，火锅外送也就

大有可为，说不定到那时，火锅店完全不用找铺

面，线上通过餐饮电商宣传营销吸引食客，线下

只需配备中央厨房，解决食材和锅底，依靠专业

物流配送，照样能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在成都这样的美食江湖里， 火锅店几

乎占据大半江山， 还有一批又一批的火锅

品牌不停地冒出来， 然而商家还得面临房

租上涨、 人工费上涨以及旺铺巨额的转让

费， 这使得以前动辄七八十桌的大型火锅

店越开越少，小而精的火锅店渐成趋势，味

道好、 服务好的店铺门口天天等位排长龙

也就在所难免了。于是火锅外送不占店铺、

服务人员，连房租水电都省了的模式，让火

锅业态找到了新的赢利空间。 而成都几十

家火锅品牌也看到了火锅外送的巨大潜

力，纷纷加入这一队伍，抱团外卖。

大龙燚火锅每家分店都不大， 玉林店

有17张桌，九眼桥店20桌，双楠店22桌，而

最新开张的棕北店虽然有35桌，但仍然不能

满足好吃嘴的需求， 排队戏码天天上演。银

行叫号系统、排号神器、免费吃水果小吃零

食……实施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留住客

源， 如何能在堂食之外发展更多的客源，带

来更多的销量呢？火锅外送给了商家一个答

案。据记者了解，仅凭新街里的一单火锅外

送包席，大龙燚火锅的收入就上万元，这是

在不占用火锅店内资源的情况下的额外收

入，除开支付给提供外送及锅具、碗筷、电磁

炉、 服务人员的来一火平台公司的佣金，火

锅店自身的利润是相当不错的。

大龙燚火锅的雷女士告诉记者：“我们

店的排队等位现象比较严重， 新开了分店

也没能缓解。 和来一火合作开展外送服务

一个多月以来， 从一开始的每天二三十口

锅到目前比较稳定的每天50口锅的订单

量，可以说带来了另一笔收入，而且外送节

约了人力和房租水电， 利润也相对较高。”

雷女士还表示， 火锅外送的受众与到店消

费的人群并不一样， 所以火锅外送虽然红

火，但还是取代不了实体店，到火锅店就餐

仍然是主流。

十七码头火锅老板刘先生认为， 新开

分店意味着巨大的资金、精力的投入，随着

物价房租的上涨， 开一家火锅店的成本越

来越高， 火锅外送确实是拓展业务的不错

选择，“我们考察了自己做外送所需的条

件，设备、人员都需要先期投入，而带来的

收益能否达到收支平衡也未可知。”刘先生

表示， 了解到成都出现了来一火这样专门

做火锅外送的平台公司， 他就马上下了一

单外送， 对他们专业的服务很认可,“把外

送业务外包出去， 不需要自己投入就能把

外送做起来了。”

一位行业内的资深人士表示，虽然火锅

外送无法取代实体店，而且火锅外送包席这

样的大宗购买受到场地、设施等多方面的限

制， 目前也并不是火锅消费行为的常态，但

这种“宅”消费、不占店面资源的形式，对火

锅商家来说无疑是件有利可图的事，而随着

市场和消费习惯的培养， 这样的利润增长

点，对火锅市场来说绝对是剂助推剂。

就在世界杯激战正酣的7月初，城南新街

里商业街的小广场上搭起棚子，摆上桌椅，等

待着美味上桌。 这是和记黄埔地产在楼盘配

套的商业街上搞的一场客户答谢活动， 等待

的美味就是几天前预订的大龙燚火锅外送。

在露天边看球边烫火锅，那滋味一定不摆了。

来一火作为接受订单的火锅外送平台公

司，为此专门定制了菜单方案，并派专人到现

场提前踩点，沟通需求，安排现场布局。当天

下午，大龙燚火锅的中央厨房里，配菜师傅将

菜品打包进统一的外卖餐盒内， 外送小哥除

了要装菜品，还要装好电磁炉、锅具、插线板、

一次性桌布、 碗筷以及吃火锅所需的各种物

品。由于菜品过多，一辆新款的进口克莱斯勒

300C还临时充当了外送车辆，这火锅送得好

不拉风。夜幕降临前，火锅上桌，菜品就位，现

场气氛爆棚。

百人火锅坝坝宴

靓车送菜很拉风

成都火锅外送市场深度调查

为了未来，它们在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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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梦想，他们在转型

想要回馈业主，请他们吃个饭，怎么才

最热闹最能体现诚意？ 房地产商不缺钞票，

把餐桌搬到楼盘里，摆上坝坝宴，一定不错。

但摆中餐太麻烦， 菜品现场制作是个难题，

菜一冷味就不对了， 而摆西餐冷餐又不亲

切，吃个火锅外送就解决问题了。于是在5月

24日，两三百人同吃、场面壮观的火锅坝坝

宴就在合能地产的楼盘里摆开了。业主们吃

得开心，楼盘的工作人员也不费事儿，来一

火外送平台把吃火锅的所有装备都备齐了，

插上电源就开整， 吃完了有专人回收锅具，

非常省事。

客户答谢吃火锅

场面壮观还省事

不占店铺 省去水电 潜力巨大

火锅外送开启

餐饮O2O新篇章

企业高管转做餐饮 圆了梦美了胃

《北京人在纽约》那

句著名的台词放在这里可

以换一换：“如果你爱一

个人，就让他去开餐厅吧！

因为这里是天堂。 如果你

恨一个人， 就让他去开餐

厅吧！因为这里是地狱。”

有这样一群创业者， 他们

或许已在其他行业做到了

高点，但却宁愿放弃所有，

选择餐饮这个门槛低、琐

事多、流汗水、不讨好的行

业， 重新开启事业的新篇

章，在这里施展才华，将一

些前所未有的经营方式带

入到这个古老的行业。

从大学毕业以后在天津做IT行业， 到来

成都成为西门子家电四川分公司的市场部高

管， 再到辞职后在苏宁广场开了第一家被他

定位为“川式茶餐厅”的小馋院，再到小馋院

财富中心店开业、 财富又一城店开业……接

下来，潘向晖说：“我的目标，是把小馋院做

成全国连锁。”

说到潘向晖本人，1972年生人， 已婚，丁

克家庭，曾经也是文学青年一枚，并不是个典

型吃货，也没有美食行业从业经验，是什么让

他选择美食江湖并在两三年内扩展到蓉城各

大SHOPPING� MALL都有其身影？

坚持做川式茶餐厅

在2011年10月底小馋院开业前， 老潘已

经进行了两年的规划， 并且有了属于自己的

判断———成都是美食之都，餐厅遍地都是，但

把店开在购物中心里还是有空间的。 苏宁广

场招商时， 月租金100元/平米的价格也算能

承受， 于是第一家店定在了苏宁广场5楼。刚

开业一个月，陕西煤气罐爆炸，全国都不准用

了，苏宁广场暂时又没有其他火源，别的餐厅

都把员工分散撤走了，老潘一合计，干脆就让

员工在宿舍做菜， 给苏宁广场的员工卖起了

盒饭。

有了煤气之后，刚开始生意也很差，一来

苏宁广场是个新商场， 二来小馋院也没成品

牌， 门可罗雀。 其实也都在老潘早料之中，

“苏宁广场投了40万元， 相当于以前一年多

的收入。当你做一件事情，除了物质收入，也

是你的积累在市场中的一次验证。”半年后，

小馋院开始盈利了（把40万元分摊到三年的

成本里计算）。 在此期间里， 有很多人出主

意，建议他改成乡村基一样的快餐，“我这个

人有点轴，觉得大多数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就

坚持下来了。”

给厨师发知识产权费

小馋院现在的菜单上大约有50道菜，从

开业至今已经换过了N轮，潘向晖说他的理念

是让大家吃新鲜。因此，他自己设计了一个在

行业里全新的规则———每三个月， 征集20个

顾客以及一些成都知名好吃嘴来品菜， 小馋

院的30个厨师和来自外围的“江湖”大厨各自

端出设计的作品，如果菜被“录用”，就进入小

馋院的菜单，在6个月内，这道菜每卖出一份，

厨师可获得2元钱“提成”。“这是知识产权的

费用，完全在正常工资以外，外面的厨师也可

兼职当我们的菜品设计师。但在录用以后，必

须把这道菜的做法、原料、窍门原原本本地教

会我们的厨师。”老潘告诉记者，“效益”最好

的厨师，有3道菜被录用，每个月能从他那领到

“知识产权费”6000元，6个月就是3.6万元。

潘向辉坦言，因为自己是个“外行”，这个

规则的设计， 有部分原因是为了掌控味道，让

厨房系统可以良性循环，同时，也是把以前自

己在家电、IT行业的经验带过来。在家电行业，

就是卖一台就要提成，这个跟厨师卖作品是一

个道理。

只在购物中心里开店

老潘称，小馋院能火，不能排除有运气的

成分，至少在2011年入驻苏宁广场的时候，在

SHOPPING� MALL里开餐饮店还不如现在

这样流行。为什么只开在购物中心里，老潘说

认为，一是因为这是年轻人的消费趋势，第二

个，从环境上讲，在购物中心里开餐饮是双重

管理， 从干净卫生到环境舒适度上都会做得

更好。再者，商场受到电商冲击，零售会萎缩，

而互动体验区则会越来越多， 现在很多购物

中心里的“餐饮楼层”生意往往比其他楼层

还要好。

成都商报记者 吴筱颖

覃瑞旻：

做最有设计感的火锅

覃瑞旻出生于1982年，他有一个令

人羡慕的职业身份———城市规划

师，某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按

部就班的人生太可怕！

潘向晖，1972年生人，已婚，丁克家

庭，曾经的文青一枚，并不是个典型

吃货，也没有美食行业从业经验，却

选择了闯荡美食江湖。

潘向晖：

用家电经验管理餐厅

用餐时间：7月4日晚

用餐规模：近百人

锅底数量：15口锅

订单金额：上万元

外送起点：大龙燚火锅中央厨房

外送终点：城南新街里

外送交通工具：金杯车若干辆、

一辆新款进口克莱斯勒300C

用餐时间：5月24日晚

用餐规模：两三百人

锅底数量：25口锅

订单金额：上万元

外送起点：德庄玉双路店

外送终点：合能珍宝翡翠楼盘内

外送交通工具：大订单专用金杯车若干辆

制图 帅灵茜

房产企业答谢客户订制的火锅外送包席气氛爆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