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皇”十年，“筷乐”升级

柏鹏， 是餐饮湘军中的领军人
物。 具有大学教授身份的他，被权威
机构评定为 “中国餐饮文化大师 ”。
2003 年， 他在长沙打通全产业链，陆
续创建秦皇食府餐饮有限公司、秦钟
皇樽酒业有限公司、秦皇食府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和筷乐潇湘餐饮有限公
司，统称秦皇筷乐集团，成为餐饮湘
军中的龙头企业、 中国餐饮百强企
业，并被省政府确定为湖南餐饮行业
唯一一家上市后备企业。

今年是秦皇筷乐集团成立的第
十个年头，其大型餐饮门店已经遍及
北京、长沙、济南、南宁等城市。 其中，
去年 10 月份开业的北京筷乐潇湘大

酒店，位于中国武警司令部的新综合
大楼，上下五层，营业面积超过一万
平方米，除了传统餐饮大厅与包厢之
外，该酒店还设有客房、会议室和棋
牌室，成为目前湖南餐饮企业在北京
投资规模最大的门店。 开业以来接待
过多位北京贵宾及多场重要会议，以
环境舒适、物美价廉的特点而受到北
京市场的认可。 成为秦皇筷乐集团十
周年之际“物业升级、业态升级、服务
升级、形象大升级”的代表之作。

“用一个多亿投资北京筷乐潇湘
大酒店，使之成为北京餐饮市场上的
一颗明珠，我所考虑的不仅仅只是为
秦皇筷乐集团升级形象，也希望她能
成为湘菜在北京的一面旗帜！ ”柏鹏
如是说。

在北京筷乐潇湘大酒店内，最气
势恢弘的当属中国第一包房 “大中
华 ”， 一张大桌可同时容纳 56 人用
餐，代表中华 56 个民族大团结。 金碧
辉煌的装饰大气磅礴 ， 场面相当震
撼！ 一位在京湖南籍老首长参观了
“大中华”后，连连赞叹“霸气！ 霸气！
把我们湖南人的霸气表现得淋漓尽
致！ ”

北京筷乐潇湘不仅是一家餐饮
酒店，她还是湖南面向首都北京的一
扇窗口。 这里，不仅有湘菜、湘酒，还
有湘绣、湘烟、湘茶、湘人字画，以及
铜官陶器、醴陵陶瓷、浏阳菊花石、岳
阳鱼干、湘西腊肉、安化腐乳、双峰辣
酱等湖南特产的展示， 加上湘音、湘
情， 这里就像一个缩微版的芙蓉国，

“北京老湘”都亲切地称之为“湖南人
在北京的家”。 2013 年 8 月 4 日，“北
京湖南文化交流促进会”在北京筷乐
潇湘大酒店成立，一千多名在京工作
的湖南老乡出席了这次盛会，可见老
乡们对北京筷乐潇湘大酒店的认可
和热爱。

弯道超车，华丽转身

进入 2013 年以来， 限制餐饮高
消费的政策对餐饮业的打击显而易
见。 秦皇筷乐集团同样受到了不小的
冲击，销售额一度下跌近 50%。 柏鹏
带领团队迅速调整企业定位与战略，
积极应对。 在首次战略转型扩大会议
上，柏鹏就向全体参会人员表明了他

坚决支持中央精神的态度：“在当前
形势下，餐饮业要想发展，就必须主
动降低消费标准，赢得社会大众的认
可才是正道！ 中央限制高消费的决定
是正确的，有助于帮助我们企业调整
经营思路， 转向更加广大的社会市
场。 ”

会后，秦皇筷乐集团全国门店菜
品价格下调 30—50%，取消了包厢消
费的各种门槛， 建立平价酒水超市，
通过团购网站连续推出超低价格的
促销优惠，甚至打出了“人均消费几
十元，包您餐餐像过年”这样通俗易
懂的广告语，吸引了一大批社会消费
群体进店消费。 许多年轻人的婚宴和
中老年人的寿宴纷纷在这里预订、举
办。 至此，各地门店的经营业绩终于
企稳回升，没有关闭一家门店，也没
有裁减一名员工！

对此，柏鹏总结说：“大的市场危
机中往往都酝酿着大的机会。 这次餐
饮风暴给了我们强有力的冲击，但同
时也涤荡了同行中那些片面追逐利
益的企业。 一些企业只好退出市场，
还给市场一片正风正气，从长远来看
这是有利于餐饮行业朝着健康良性
的方向发展的。 我们企业过去的市场
定位其实并不高，到过我们那里消费
的顾客都知道，我们的消费标准也就
是土菜馆的水平。 多年来，我们都在
追求稳健经营， 不搞噱头不唯利是
图，所以一些高档餐厅快速超过了我
们。 这次‘消费整顿’恰好给了我们一
次弯道超车的机会，我们以低于土菜
馆的价格快速赢得了消费者，实现了
一次回归到社会大众消费市场的华
丽转身！ ”

在采用价格手段调整定位的同
时，秦皇筷乐集团还积极参与社会公
益事业。 今天夏天，全国多个地区遭
遇了高温干旱天气，从政府到社会各
阶层都积极开展降温抗旱工作。 秦皇
筷乐集团拿出五百万元资金采购了
一千万支老棒冰，集中面向长沙市区
的高温工作人群免费赠送。 柏鹏率领
他的团队亲自背起保温箱，在烈日下
向环卫工人、地铁建筑工人、楼房建
筑工人、公交的士司机、路面执勤交
警以及生产工人派发老棒冰，活动从
6 月份持续整个夏季， 被人们赞誉为
“这个夏天长沙最大的一件善事”！

“我们所做的微不足道 ，所以自
己取了个名字叫‘微公益活动’，一支
老棒冰批发价才五毛钱，但却给了在
高温酷暑中工作的人们送去了一丝
清凉，也带去了我们企业的关爱。 我
们回归社会消费市场，就是要用实际
行动站到老百姓的队伍中去。 ”柏鹏

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活动其
实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收获，一些工厂
过去并不在我们这里吃饭，但通过这
个活动认识了我们，纷纷来到我们店
里用餐了。 还有的公交司机给我们介
绍了婚宴和寿宴，有个的士司机在机
场拉了三个外地客直接送到我们店
里来，说我们这里有人情味，不仅可
以吃到地道湘菜还肯定不会花销太
大。 因为我们的老棒冰包装袋上写
着：好吃不贵，筷乐消费！ ”

“口碑是最重要的传播渠道。 ”柏
鹏深谙此理。

米粉之湘，蓄势待发

今年 5 月 20 日， 柏鹏带着一本
全新品牌“米粉之湘”的 VI 设计，来
到了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的办公室。 柏鹏向袁院士介绍说：“这
是我即将创立的新品牌，我希望她能
承载一个伟大的使命：让中国的下一
代继续热爱中餐！ ”袁院士一时没反
应过来，柏鹏于是把“米粉之湘”的来
龙去脉讲了一遍。

原来，早在五年前，柏鹏在他位
于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古秦食府”内，
一位老领导对他提了一个问题：再过
一二十年，中国的餐桌会不会被汉堡
占领？

这个问题让柏鹏一时难以回答。
肯德基、麦当劳等国外快餐品牌这些

年在中国市场上飞速发展，一个肯德
基的年营业额超过了本土中餐全国
前十强的总和！ 面对洋快餐品牌凶狠
地攻城略地， 至今无人敢 “横刀立
马”！ 但湖南人的血性让柏鹏对这个
问题一直念念不忘，五年来他一直在
思考快餐市场的切入点在哪里？ 一天
早上， 柏鹏在吃米粉时突然悟到：汉
堡无非就是两片面包夹片肉，咱们的
米粉和它其实是一回事，一碗米粉加
几坨肉！ 两者的形式都是主食加一点
副食。 汉堡出品速度快，米粉也一样
啊！ 想到这里，柏鹏连粉都顾不上吃，
立刻赶到商标事务所申请注册了“米
粉之湘”商标。

柏鹏介绍说：“米粉之湘的湘字，
是指这个品牌发端于有着鱼米之乡
美誉的湖南，而米粉二字除了表明经
营特色，又给人门槛低的亲近感。 她
的主题背景就是湘风、湘情、湘味，以
清末民初长沙的酒馆饭铺为背景：白
墙青瓦、酒旗高挑、方桌条凳、蒲扇大
碗；服务员直接叫伙计，肩搭毛巾跑
堂；店总就叫掌柜，里里外外一把手。
除了这些形式上的复古，给人一种时
光穿梭般的感觉，让人感受到什么是
原汁原味的地道中式快餐馆的风貌。

更重要的是我们提供的产品花样繁
多 ，都是精品 ，有米粉米饭 、湘菜小
炒、包点小吃和酱醋油碟，包罗万象。
以‘三茶四饭’的形式每天营业 20 个
小时，随时满足都市人的用餐需求。 ”
按照柏鹏的这个理念，设计人员通过
VI 设计直观地呈现了他的创意。

听了柏鹏的介绍又认真阅读了
这本画册后，袁隆平院士欣然提笔题
词：米粉之湘，地道湘味！

有了袁院士的支持，柏鹏更添信
心。 他表示：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
复兴梦！ 民族的复兴需要传统产业复
兴的支撑。 他将首先集中在长沙开
“米粉之湘”30 到 50 家， 将湘菜的魅
力凸显在湖湘文化的中心，形成榜样
的力量，进而吸引加盟商在全国遍地
开花，运用群众的力量来对决洋快餐
品牌。

柏鹏说： 我是一名湘菜主义者，
信仰什么必成就什么！ 深谙毛泽东兵
法的柏鹏，此时一盘“圆湘菜中国梦”
的大棋局已了然于胸，蓄势待发！

———餐饮湘军儒帅柏鹏的战略转型

“米粉之湘”圆湘菜中国梦

自今年年初以来，受市场环境
突变的影响，全国大型餐饮企业的
经营业绩一路下滑，一些知名连锁
企业纷纷关闭部分门店或者大幅
裁减员工，有的甚至破产倒闭。 值
得关注的是，湘菜企业持续了近 10
年的高速增长也遭遇了有史以来
最严峻的寒冬，大部分全国连锁型
湘菜企业的外省拓展计划被迫搁
浅。

面对严峻的市场考验，被业界
视为 “餐饮湘军儒帅 ”的湖南秦皇
筷乐集团董事长柏鹏，带领企业积
极寻求经营转型。 通过开源节流等
措施，大幅度降低菜价。 打出“好吃
不贵，轻松消费”等口号，拉近与大
众消费者的距离，成功回归社会餐
饮中档消费市场，赢得了火爆的人
气， 大型宴席预定排到了 10 月份
之后。 同时，该企业发布了一份进
军中式快餐市场的计划，一个名为
“米粉之湘” 的品牌即将从长沙启
航！

本刊记者 李重臣 通讯员 杨电华

柏鹏与袁隆平院士合影。

秦皇食府市府店。

筷乐潇湘长沙店。

秦皇食府星沙店。

筷乐潇湘北京苏州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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