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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特许经营业务透明度的扩展策略 
 
 
 
 
 
 

顾名思义，特许经营模式通过扩大规模实现业绩
增长。然而，随着特许人（也称盟主）持续扩大
规模，他们在管理加盟商时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两
个关键问题：透明度和一致性。这些问题通常会
自然而然地演变为特许经营业务的增长“天花
板”。换言之，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特许人
往往就难以继续有效控制加盟商的运营及其客户
体验。 

那么，经营特许权的企业如何突破这层天花板？
首先，他们必须认识到透明度的真正价值，这包
括运营效率、合规性以及质量控制方面的透明度。
不言而喻，特许人需要对加盟商负责，起码得确
保加盟商备有足够的库存并获得公平的收入。对
加盟商的薪资和库存等基本运营状况了解得越清
楚，特许人就越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潜在问题，
为他们的“经营许可证”保驾护航。 

其次，较高的透明度有助于特许人明确定义成功
标准。在不同的环境下，特许经营的成功标准是
不同的。例如，位于澳大利亚乡村地区的专营店，
与地处香港中央商务区黄金地段的专营店，二者
的成功标准必定不同。当特许人能够以透明、标 

准化的方式衡量财务和客户绩效时，他们便可根
据不同加盟商所处的环境制定合适的 KPI，并抱
着同理心与加盟商进行高效沟通，帮助他们识别
有待改进的方面以及新的增长机会。 

最后，特许人应将透明度视为打造一致的特许经营
体验的基石。在不同区域甚至不同国家/地区的特许
经营店之间保持一致并不容易。但是，通过提高运
营透明度和制定更明确的 KPI，特许人将能够更好
地为所有特许经营店构建或巩固共同的卓越文化，
同时让加盟商能够根据当地客户自由选择提供什么
产品。 

特许人需要运用适当的技术来提高特许经营业务的
透明度和一致性。通用的资源和财务管理平台，最
好是支持多种货币并可满足国际市场合规性需求的
云平台，可以显著简化运营并实现增长标准化。但
是，特许人要想突破增长天花板，还需要将这些平
台提供的数据和洞察转化为对加盟商的关怀，切实
地帮助加盟商最大程度地减少库存短缺、维持稳定
的现金流以及引入有助于改善客户服务的流程。最
终，特许人能利用运营透明度和一致性帮助加盟
商取得理想的业绩，同时也让自己迈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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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特许经营活动中的“已知风险” 

特许经营业务的爆炸式增长潜力通常是有代价的，
即特许人会逐渐失去对各专营店的日常库存、财
务和运营情况的掌控。尽管掌握这些业务关键要
素主要是加盟商自身的责任，但特许人要想实现
可持续运营，就必须也随时了解并掌控整个网络
的运营状况。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确保自己在任
何扩张规模和速度下，都有能力履行对客户和加
盟商的义务。 

透明度对于供应链尤为重要。在大多数特许经营
模式中，特许人都负责控制配料或产品的制造，
并根据加盟商下达的订单进行配送。这让特许人
能够控制商品的质量，同时让加盟商能够集中精
力开展销售工作。但是，随着特许经营网络的扩
大，供应链碎片化的风险也随之增加。特许人可
以考虑如今批发分销商广泛采用的 ERP 平台。该
平台通过云端托管实现最大可伸缩性，可赋能特
许人通过一个统一的仪表盘重新掌握各专营店的
库存水平，处理订单，以及预测需求高峰。这可
帮助特许人提前发现特定加盟商的潜在库存短缺
问题，然后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服务质量下降。 

随着劳动法规日益完善 1，政府对特许经营合同和
实践的审查力度日益加大，特许人提高运营透明
度和合规性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但是，特许人往
往难以做到良好的财务记录治理：随着特许经营
网络的扩大，各家专营店通常使用自己的会计或
记账系统和平台，整个网络的记录系统非常分散
和不透明。对于这个问题，特许人可以将所有加 

盟商的财务记录迁移到一个标准会计系统中，以
此增强记录的透明度、控制力和问责制，从而及
时发现和纠正各种不合规事件，避免事态扩大。
同时，特许人可以将整个网络中的许多类似流程
自动化，减轻加盟商的管理负担。 

 
 

随着业务版图扩张到新的区域、
国家和地区，特许人需要更多地
了解库存状况和法规要求。 

针对这个问题，特许人可以在扩展业务之前部署
一个可提供统一信息源并确保能够满足业务扩展
目的地的语言、税务和法规要求的资源计划系统
作为整个网络的运营平台。大多数 ERP 系统都
具备基本的库存和会计功能。但是，要帮助特许
人突破增长天花板，就需要帮助他们轻松、无缝
地扩展到全球市场。 

突破特许经营业务模式的增长天花板不仅需要新
技术，还需要提高特许人自身的透明度。鉴于当
前的业务环境以及特许经营模式的不确定性，特
许人必须与加盟商进行深入沟通，并证明提高流
程可见性将如何改善加盟商及其员工的体验。特
许人可以通过当面沟通的方式，向加盟商解释数
据对于优化运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
利用这些数据并结合当地市场的独特情况，更准
确地定义每家加盟商的成功标准，从而确保双方
目标一致，共同努力实现更大的增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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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成功标准  

为了确保加盟商获得成功，特许人通常会为其专
营店制定详细的成功标准，例如每月目标或 KPI。
恰当的成功标准既可以作为特许经营网络整体运
营状况的指标，也可以作为有待加盟商努力实现
的明确目标，而特许人在此过程中也应该提供密
切协助。为此，优秀的特许人通常会与加盟商共
同探讨如何根据当地市场的独特情况制定适当的
成功标准。 

但是，随着业务版图扩展到新的市场，特许人会
迅速触及增长天花板。他们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
题：如何持续跟踪专营店的实时绩效，以及如何
设置对专营店而言可实现且可接受的适当标准和
目标。 

特许人可以利用技术提高运营透明度，从而将运
营 KPI 转化为持续增长的动力，并避免在运营过
程中损害加盟商的可持续发展。大多数 ERP 系统 

都支持无缝地整理销售、财务收益和库存数据；
根据用户定义的标准筛选数据；以及实时显示结
果供各方跟踪。借助支持多货币和多语言功能的 

Oracle NetSuite 等 ERP 平台，特许人能够让其
国外加盟商也可以轻松地以当地货币和语言跟踪
运营目标，从而为构建无缝的透明度进一步铺平
道路。 

当特许人和加盟商双方都能够通过一个中央平台看
到 KPI 和成功标准时，特许人制定的标准便更有可
能得到加盟商的内心认可，而不仅仅是合同义务的
一部分。根据所处位置以及当地的市场购买力、融
资条件、人才或销售渠道的不同，各加盟商的成功
标准可能大相径庭。比如，位于农村和偏远地区的
加盟商，以及“未开发的”海外市场的加盟商，他
们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往往与其他加盟商使用
同一套方法评估绩效。而实际上，最具增长和扩展
潜力的通常也正是这些加盟商。 

 
 

 

https://www.oracle.com/legal/copyright.html
https://www.oracle.com/legal/privacy/


© Oracle | 使用条款和隐私政策 第 5 页 

 

 

 
 

 

采用特许人定义的同一套 KPI 来
评估所有加盟商可能导致加盟商
最终怅然离去，因为有些加盟商
可能会发现即使自己付出最大的
努力，也不可能实现那些指标。 

利用来自 ERP 系统的数据，特许人团队可以与加
盟商共同制定更适合当地情况的 KPI。他们甚至
能够制定可随着特许专营业务的发展而逐步提高
的运营目标，支持加盟商不断开拓新的尚未开发
的市场，同时避免给其运营造成无谓的压力。 

这种衡量成功的模式是有意识、透明和一致的，
能够消除无谓的压力，同时让加盟商拥有一定程
度的自主权并激励自己取得成绩。特许人必须理
解他们关怀加盟商的责任，并通过 KPI 制定流程
表现出他们对于每位网络成员的关怀。 

只要坚持这么做，他们就会发现，他们能够更轻
松地确保所有加盟商提供始终如一的优质客户体
验，无论其运营条件如何独特。 

提供标准化的优质客户体验 
获得稳定的后端运营保障并制定可实现的运营目
标后，加盟商便可开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通过
各种渠道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但是，要想做好
这项工作，加盟商必须确信特许人可作为其坚强
后盾：为其提供相应的支持服务、资源和指导，
以帮助实现双方共同确定的运营目标。有了特许 

人的大力支持，加盟商将更愿意遵循特许经营业
务模式，从而提升整个特许经营网络的客户体验
一致性。而当加盟商出于某种考虑调整了业务模
式时，特许人也可以透明地了解其调整范围和个
中原由，从而可能发现改善整个网络运营的机会。 

ERP 平台对于特许人更高效地为加盟商提供支持
可谓至关重要。这些平台应能帮助加盟商可靠地
自动执行订单、提供财务概况，并将其结果与其
他专营店进行合并。如果特许经营合同中包含相
关条款，则特许人还可以明确告知现有和潜在加
盟商，他们非常重视特许经营活动的透明度，并
将部署此类平台来支持整个网络的运营。此类平
台有助于持续跟踪所有特许专营业务的客户体验，
并帮助加盟商以相对较少的员工数量遵循企业级
业务模式。 

当特许人通过 ERP 系统获得适当的运营透明度时，
他们的角色将从执行者演变为顾问：他们将诊断
整个网络中的问题，然后与加盟商一起进行纠正。
例如，在某个业务旺季，某位经验不足的员工订
购的产品不足，这将引起库存短缺，进而导致长
期销售损失和品牌形象受损。特许人可以通过查
看系统数据发现该问题，并迅速联系相关加盟商
提供物流支持和员工培训。 

如此一来，特许人将能够主动为整个网络构建标
准化的客户体验。在某些情况下，特许人还可能
借此向加盟商提供其他可选的增值服务，例如供
应链管理和营销，从而开辟新的收入来源。最重
要的是，这将促使特许人和加盟商将构建客户服
务作为共同目标，从而巩固双方的合作，建立起
更加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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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说，特许经营模式下特许人和加盟商的目
标不一致，只有双方都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这
种模式才能真正实现双赢。因此，加盟商必须注
重客户服务，努力培养忠诚度并为进一步发展奠
定基础，才能获得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特许人
必须确保其业务模式能够在任何当地市场条件下
提供始终如一的优质体验，才能获得最大回报。
由此可见，满足客户需求是双方实现成功的共同
的基本目标。增强运营透明度不仅有助于向加盟
商证明遵循一致的特许经营模式对于提高运营效
率的意义，而且还有助于特许人通过加盟商的切
身体验发现特许经营模式的改进机会，并实现更
大的增长。 

总结 
特许经营模式还有前途吗？尽管在中国和其他许多
国家/地区，特许经营模式仍在支撑着众多行业的
增长，但很明显，这种模式需要转型，或者至少需
要进一步完善，方可继续在当今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特许经营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透明度，以及由 

此导致的特许人与加盟商之间的不信任。无论是
为了提高在公众心目中的声誉，还是为了与处于
业务核心地位的加盟商进行更紧密、更高效的互
动，特许人都应在提高运营透明度方面加大投入。 

不过营造透明的文化需要时间。好在云 ERP 平台
和其他技术（例如物联网或构成移动特许经营网
络的设备及应用）对于加速这一过程可发挥一定
的作用。尽管适当的 ERP 平台将为跨境特许经营
的实时可见性奠定坚实的基础，不过特许人也必
须确保将其数据和功能用于正确的用途。 

这些用途必须最后起到支持和赋能加盟商的作用。
通过为加盟商提供切实可行的数据，根据其独特
环境量身定制 KPI，以及协助（而不是强制要求）
他们构建更一致的客户体验，特许人将赢得小型
企业主的信任，并通过帮助加盟商获得成功而实
现自身成功。总而言之，提高透明度有助于特许
人和加盟商达成共识，让双方意识到只有精诚协
作才能实现双赢。到那时，突破特许经营模式的
传统增长天花板将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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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小程序 
了解 Oracle NetSuite 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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