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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概要

 澳大利亚特许经营行业概况

 特许经营何时不再被视为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的初始投资主要包括哪些？

 新设经销店和购买现存经销店的差别所在？

 特许使用费的不同模式和操作原理

 特许经营条款的重要性。

 特许经营者投资必要报酬的计算。

 特许经营人加盟前需要考虑的尽职调查因素。

 企业主以特许经营方式扩张事业需要考虑的因素



主要情况：

• 主要监管法规为1998年联邦颁布的《特许经营指导守则》；

• 1180位特许授权人；

• 93%为澳洲本土发展；

• 73,000家加盟店；

• 提供407，000工作岗位；

• 年营业额达310亿澳元；

澳大利亚特许经营行业概况



澳大利亚特许经营系统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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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特许经营年均情况

澳大利亚特许经营行业概况



澳大利亚特许加盟店年度运营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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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特许经营规模

澳大利亚特许经营行业概况



特许经营行业营业额

澳大利亚特许经营行业概况



• 当其拥有许可证，或成为企业链的组成部分时；

• 特许经营通常无异于其他类型的企业；

• 登记注册时并不标明特许经营字样；

• 非限定性的名单列表可登陆

www.franchisebusiness.com.au查询

• 可能需要一个法律协议评估，以恰当决策

• 要求披露文件

特许经营何时不再被视为特许经营？

http://www.franchisebusiness.com.au/


• 《特许经营行为规范守则》定义:

特许经营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 特许经营协会包括4部分内容：

1. 可以采用书面、口头或默认格式；

2. 特许授权人授予加盟商根据既定体系经营业务的权利，在
该体系下，授权人可进行持续决策、控制并提供建议；

3. 所授权经营的业务与特许授权人拥有或指定商标持续关联；

4. 在开始或继续业务前， 加盟商必须预付一笔费用，或商品
服务费，或基于总额/净收入费用，或者培训费。

特许经营何时不再被视为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的初始投资主要包括哪些？

加盟费 支付特许授权人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提供的无形
要素。

培训 通常包含在加盟费中。根据培训时长和地点，成
本消耗也随之改变。

装备、设备 成本上的巨大变化取决于业务特点及零售/服务

最初储备 同上

初始化市场营销

运营成本

交通设备 通常不包括

保险&许可证 通常不包括

专业成本 不包括，允许总投资额的百分之2-5%

续约及转让费用



特许经营设立/投资成本

特许经营的初始投资主要包括哪些？



特许经营的初始投资主要包括哪些？

前期投资评估



• 新设：开设新店——特许经营授权方追求利益最大化；

• 转卖：由特许经营人或授权方经营的现存业务——通常，
特许经营授权方所获收益较少。

特许经营——新设和购买现存经销店的区别



新设VS转售

特许经营——新设和购买现存经销店的区别

客户基础尚未建立 客户基础已建立

无交易历史或公众形象 已有交易历史和公众形象

特许经营授权方提供完整培训 或许由特许经营权卖方提供培训

新装修和设备 旧的装修和设备

新制定的计划库存量 潜在订购量和已有库存量

完整的租赁和特许经营条款 只可能是经权衡的租赁和特许经营条款

距离翻修的时间间隔最久 可能需要尽快翻修

授权人在新设初期提供全力帮助 主要由特许权卖方提供初始帮助

没有待处理的遗留问题 可能需要处理前特许经营者的遗留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会取得较大收益
（取决于位置）

有限收益



特许经营费/费用

持续发生的费用通常被视为特许经营费（royalties）。这是
不正确的。

分销特许的批发价中已经包括了各种费用。

费用包括：

• 商标租赁费

• 为特许经营人提供支持性服务的成本

除批发价之外，还有3种基本的费用模型。

特许经营费的不同模式和操作原理



固定金额法

特许经营费的不同模式和操作原理



固定交易量法（混合模型）

特许经营费的不同模式和操作原理



固定营业额百分比法（变动模型）

特许经营费的不同模式和操作原理



三种特许经营费用模式融合

特许经营费的不同模式和操作原理



特许经营费模型比较

特许经营费的不同模式和操作原理

特征 固定金额法 固定交易量法 固定营业额百分比法

授权特许者的支持 低 中等 高

运营监督 低 中等 高

业务复杂度 低 中等 高

员工数量 很少 少 较多

特许经营人收入 服务（价格/
小时）

产品/服务 产品/服务

特许经营人收入增
长

无 有限 高

系统招聘重点 非常高 高 高

特许经营人有效期 低 中等偏高 高



费用价值主张评估

特许经营费的不同模式和操作原理



特许经营费模型VS授权特许者支持

特许经营费的不同模式和操作原理



特许经营费模型VS授权特许者支持

特许经营费的不同模式和操作原理



特许经营费模型VS授权特许者支持

特许经营费的不同模式和操作原理



其他费用

— 营销费用：

• 全国性营销费（基金）；

• 区域性营销费；

— 其它费用：

• 会议费；

• 内部互联网或者IT费用；

• 不动产租赁费；

• 折扣费

特许经营费的不同模式和操作原理



特许经营人会聘任多久？

• 特许经营平均有效期为7年；

• 较之服务类特许经营，零售类

特许经营的有效期更长；

• 特许经营的平均期限为5年；

• 不同体系的期限各异。

特许经营条款的重要性



影响特许经营有效期的核心因素

特许经营条款的重要性

市场需求

投资者承诺

特许经营期（仅为首期—不包括可选期）

租赁期

贷款期

0 1 2 3 4 5



投资的风险和收益

特许经营投资的必要报酬率计算



商业投资特许经营法

投资若要取得既定收益，特许经营期间的总息税后净利润

（NPAT）必须等于或者大于所投入的资本金额。

1. CR≤每年NPAT×经营期限

2. 分别确认公式中的每个未知因素

3. NPAT≥CR/经营期限

4. 如果投资额为$250000，投资期为5年，则NPAT应达到
多少？

5. NPAT≥$250000/5≥$50000/年

特许经营投资的必要报酬率计算



税后净利润（NPAT）的重要性（示例）

特许经营投资的必要报酬率计算

所投入的资本金 特许经营期限 要求的NPAT NPAT占投入资本的
比重（%）

$250 000 5年 每年$50 000 每年20%

NPAT≥CR/经营期限

所投入的资本金 毛收入 要求的NPAT NPAT占收入的比重
（%）

$250 000 $500 000 每年$50 000 每年10%

NPAT=总收入-总成本

NPAT=毛收入-（商品销售成本+期间费用+利息、税收、折旧及摊销额）

NPAT=收入-（COGS+费用+ITDA）

10%=100%-90%＞$50 000=$500 000-$450 000

需注意的是，上述方式并未将翻新等再次投资成本纳入其中，而这些成本通常发
生于首期特许经营的期末。



何为尽职调查？

1. 评估拟议交易的风险和机会；

2. 审查潜在投资的各个环节；

3. 交易实施前相关人士的关注；

4. 评估一项投资机会的意愿、价值及可能性；

5. 研究交易背景，确定交易对象的价值。

特许经营人加盟前需要考虑的尽职调查因素



尽职调查成本

硬成本：允许处于交易对象价值的2%-5%之间；

软成本：允许每小时投资额高达$1 000。

特许经营人加盟前需要考虑的尽职调查因素



特许经营人购前进行深入研究=良好的特许经营人
• 阅读授权特许者提供的所有资料；

• 询问目前及前期的特许经营人和授权经营者员工；

• 询问外部代理机构（银行、FCA、ACCC等）；

• 在线调研特许经营品牌、公司及员工；

• 分别核实授权特许者及其他人提供的信息；

• 研究地理位置和注册商标；

• 一家现存特许经营企业的支付/未付工作；

• 咨询顾问（具特许经营工作经验）；

• 商务策划/融资模式；

• 参加小企业及特许经营教育项目；

• 见www.franchise.edu.au （免费在线教育）。

特许经营人加盟前需要考虑的尽职调查因素

http://www.franchise.edu.au/


澳大利亚特许经营网络信息来源

特许经营人加盟前需要考虑的尽职调查因素

组织机构 URL

特许经营咨询中心 www.franchiseadvice.com.au

卓越特许经营亚太中心 www.franchise.edu.au

澳大利亚特许经营委员会 www.franchise.org.au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www.accc.gov.au

在线特许经营名录

www.franchisebusiness.com.au www.seekcommercial.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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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经营的优劣分析

企业主以特许经营方式扩张事业需要考虑的因素

特许经营优势 特许经营劣势

可获得外部资本 管理特许经营人的预期

改进的效率 持续性合规监管

具快速扩张潜力 招聘劣等员工风险

具获得长期高额回报潜力 盈利能力延迟

更关注增长和发展 潜在竞争者增加

扁平化管理结构 管理周期延长



特许经营实施前需考虑的8个因素：

1. 该企业是否具盈利性、可持续性和替代性？

2. 企业文件记录的运营系统有多好？

3. 营销活动是否经提前策划，并被成功而高效的实施？

4. 市场可承受多少家经销店？

5. 一个潜在的特许经营人必须具备什么特质？

6. 投资设立一家经销店需要准备多少资金？

7. 为经营好接下来五年的发展，该如何准备以便更好地应
对困难？

8. 还可以考虑的其他发展战略有哪些？

特许经营人加盟前需要考虑的尽职调查因素



授权特许者各期的盈亏平衡点

企业主以特许经营方式扩张事业需要考虑的因素



授权经营者经营失败的原因

低估：

1. 所需资本金额；

2. 招募特许经营者的难度和购置成本；

3. 特许经营者所要求的支持力度；

4. 顾问和法律咨询成本；

5. 银行不愿意为新体系提供贷款；

其它因素：

6. 投资者承诺不足（依赖于咨询）；

7. 非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模式；

8. 偶发的诉讼和监管问题；

9. 相关主体或主要供应商破产。

企业主以特许经营方式扩张事业需要考虑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