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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DESCRIPTION

都市草原文化体验餐厅
草原往事•冰煮羊项目说明书



“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的牧马之地！”——成吉思汗



VOLUME  HEADER
LANGUAGE

卷 首 语

冬日里的辉腾郭勒草原，大雪覆盖，千里冰封，气温逼近零下30度，家里的水缸都
能结出厚厚的冰。牧民把冰凿碎，把羊肉切成正方形小块，放入葱姜加上盐巴一起
煮，冰块悄无声息地融化成晶莹剔透的水，再慢慢沸腾起来，羊肉特有的香味和鲜
嫩的口感冲淡了冬季的酷寒，草原上的生活清贫，但却温暖。

“我是草原的孩子，草原是我一辈子的馋！”



“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的牧马之地！”——成吉思汗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2014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李克强总理

201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双创”当选为2018年度经济类十大流行语。

也是在这一年，草原往事冰煮羊，这一全新的餐饮连锁加盟项目模式，在祖国大地的正北方，内蒙古，扬帆，起航。

草原往事冰煮羊火锅，传承内蒙古味道，弘扬蒙式羊肉火锅，做中国最好的羊肉火锅！



我是谁？
who am i

草原往事冰煮羊火锅

来自内蒙古的地标性火锅

传承800年的草原味道



我从哪里来？
where am i from

我从草原来

来自草原

来自内蒙古

蒙式火锅的发源地—内蒙古

创始于中国羊肉美食之都包头

兴盛于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

羊肉源于锡林郭勒 巴彦淖尔



要到哪里去？
where to go 

到城市去 

每一个城市 每一条街道

到人们的心里去 

创造一个轻松愉悦的 

有内蒙古味道的食尚空间



COMPANY  PROFILE
公司简介

草原往事餐饮有限公司隶属于阿健实业集团，是一家传承草原传统文化，挖掘草

原传统美食并将其完善、推广的专业化餐饮企业，自2016年全面启航，经持续性

快速发展，已成功完成标准化建设，其中包括开店标准、装修标准、服务操作标

准、订存货管理标准、店长服务标准等等，并成功完成首轮菜品升级，具备文化

性、复制性、时尚性的新型菜品，充分利用草原特色食材将深厚的草原文化展现

给所有国人。



现有店面70家，预计2019年发展到200+门店，遍布全国各个城市。
每一个门店将会成为草原文化展示推广的窗口，重点区域山东省、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在上海和广州也有店面。

并给予签约门店全方位支持：店面选址支持、店面装修支持、开店支持、系统培训、技术支持、营销支持。



FOUNDING  TEAM
创始团队

李丽婵
副董事长

品牌策略专家
中国十大品牌经理人
中国十大新闻发言人

王福柱
董事长

内蒙古草原正和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正和岛内蒙古岛邻机构
执行主席兼秘书长

张健
创始人

项目总策划
全职

20年餐饮行业经验
阿健实业集团创始人



叶飞
品牌策略专家
策展人 摄影家

内蒙古十佳青年创业家

王俊峰
项目运营负责人

项目整体运营
全职/2009年加入

20年餐饮行业经验
原乔家大院总经理

姜成岗
产品负责人

产品研发、技术指导
全职/2009年加入

20年餐饮行业经验
原深圳雅佳华大酒店行政总厨

温国栋
项目总负责人

项目把控、内外资源整合
全职/2008年加入

20年餐饮行业经验
原小肥羊全国COO 
原肯德基内蒙区AM 



 BRAND ARTICLE
品牌篇



1.品类定位

   Category positioning

2.品牌定位

   Brand positioning

3.产品定位 

   Product positioning

4.信任状 

   Credentials

5.客群定位 

   Customer positioning

6.行动指令 

   Action instruction



BRAND  PLANNING
项目定位



都市草原文化体验餐厅
●草原冰煮羊体验

●草原特产体验

●草原美景体验



BRAND POSITIONING
品类定位



冰煮羊火锅
在内蒙古草原特定的自然环境下，牧民把冰凿碎，把羊肉切成正方形小块，放入葱姜加上盐巴一起煮，

冰块悄无声息地融化成晶莹剔透的水，再慢慢沸腾起来，羊肉特有的香味和鲜嫩的口感冲淡了冬季的酷

寒，草原上的生活清贫但却温暖。

羊肉用冰块慢慢煮熟的过程中会发生热胀冷缩的物理变化，羊肉在接触冰块的同时遇冷收缩，在成熟过

程中可以最大程度保留羊肉的原色、原味、水分及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经低温慢煮的

羊肉口感更为鲜嫩，营养更易于人体吸收，且久煮不老。



BRAND  POSITIONING
品牌定位



块大 · 汤鲜 · 肉嫩



BRAND POSITIONING
产品定位



溯源：主要食材均源自内蒙古优质产区，每一次入口都能溯源到产地。

标准：精选6月龄羔羊，希热弱碱神泉水，不变的口感、永恒的美味。

健康：草原散养羔羊，天然矿物泉水，健康从入口开始。

故事：蒙古阿妈用最原生态的方法，煮出对游子归家的期盼。



CREDENTIALS
信任状



内蒙古地标性火锅

团队精于此道以此为生 创始团队 超过20年餐饮经验

产品 地标火锅

案例以及奖项
2019年2月15日，受邀参加了天津卫视《创业中国人》节目，受到资本方、渠道方

及专家的好评，现场给出估值1.5 亿元。其中雨林资本达成投资意向，投资1500万

元受让该项目10%的股份。





群体画像·目标主流客群：

锁定写字楼——商务白领、精英

锁定住宅区——中高端收入阶层

锁定观光客——异地来呼旅游群体



 ACTION INSTRUCTION
行动指令



一 筷 子 到 草 原
去草原往事，品：优质草原羊肉

去草原往事，听：动人草原音乐

去草原往事，赏：绝美草原美景

去草原往事，购：特色草原产品



草原特产体验

草原驿站-新零售

Experience of Grassland Characteristic Products



◆地标性特色食品
草原往事收集 了内蒙古自治区各地地标性特产有机食品：阿拉
善野生肉苁蓉、清水河有机小米、呼伦贝尔野生蓝莓等等。

◆私人订制民族特色工艺品
民族特色工艺+时尚定制让您体验真正的民族特色。

◆民族特色食品
蒙古族特色奶制品、牛羊肉酱卤预包装产品等等。



草原美景体验
旅游服务站
Grassland Scene Experience

草原美景体验——为来到草原往事的宾客量身定制草原旅游路线



草原美景体验——草原文化餐厅



PRODUCT CHAPTER
产品篇



1.产品三绝：肉  LAMB
THREE WONDERS OF PRODUCT

2.产品三绝：酱  SAUCE
THREE WONDERS OF PRODUCT

3.产品三绝：茶 TEA
THREE WONDERS OF PRODUCT



草原往事六月嫩冷鲜前肩肉
精选六月龄草原羔羊前肩肉—，脂肪率低、蛋白质含量高、肉质鲜嫩

的独特特点。

7天太空舱低温低氧深眠 —7天低温低氧深度休眠，避免细胞壁受损

造成汁液流失。 

太空舱生产—0-4℃低温下细菌繁殖被抑制，从僵直到解僵，质地柔

软有弹性，鲜嫩度高，真空提氧，塑封包装。

急冻锁鲜—零下80°液氮急冻锁鲜，—18°延长保质期6个月，幻化后

保质期45天，保鲜期达到18天；



精选羊腿肉 精选腰窝板
采用蒙地冷鲜肉，7大步骤(宰杀→去骨→精选→排酸→太空舱

无菌包装→冷链→餐桌),块块精选，无筋无膜，肉质鲜嫩；羊

腿肉精瘦鲜嫩，腰窝板肥瘦相间，锅沸即可食用，鲜嫩多汁，

久煮不老。



野生韭花酱－原汁原味
纯野生韭菜花采摘自锡林郭勒草原，按照传统工艺流程

加工，使用湖盐腌制发酵15天后低温保存，每天只取用

当日用量进行缓化，色泽明亮、韭香浓郁、咸鲜爽口。

秘制冰煮羊酱－蘸不绝口



草原黄芩
采自内蒙古大青山野生优质黄芩，以根入药，叶

茎为茶，历史悠久，为纯天然绿色保健品。有明

显的降脂降压、安神助眠功能，并有特殊的润肺

去火功能。 



希热神泉
希热矿泉水素有“草原圣水”之称，含锶、偏硅酸重碳

酸钙、钠、镁优质天然矿泉水，具有保健、养身功能。

水源地坐落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山谷中，神庙旁，远离

城区，周边无工农业污染，是目前当地保护最完美的水

源地之一。水源地三眼清泉长流不息，水质清纯，口味

甘爽，含有丰富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



BUSINESS MODEL
商业模式

加盟模式
小而美 轻骑兵式的加盟模式

运营模式
“餐饮+购物”“餐饮+旅游”



吃：体验式餐饮业态
以冰煮羊火锅为经营主线，加以特色小菜小吃、草原特色涮品、蔬菜菌菇、粗粮主食涮

品构成主营产品结构，突出草原特色餐饮主题。

购：原产地特产直供
门店设有草原特色、内蒙古原产地产品直供专区，包括生鲜羊肉预包装产品、酱卤牛羊

肉预包装产品、草原休闲产品，形成店内销售与线上零售，突出草原特色及经营联动性。

游：草原文化旅游服务站
店内设有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资源专区，介绍内蒙古文化旅游，体现草原风情及旅游互

动，联动内蒙古文旅酒店资源形成互动模式。



PERFECT OPERATION SYSTEM
完善的运营体系—品牌VI



PERFECT OPERATION SYSTEM
完善的运营体系—品牌SI



BRAND CORE COMPETENCE
品牌核心竞争力—秘制配方

汤 鲜
1 洋葱红酒 软化血管 

2 苁蓉药酒 滋补养生 

3 蒙古酸奶 让羊肉有奶香味 

4 秘制骨汤 増香提鲜 



BRAND CORE COMPETENCE
品牌核心竞争力—专有技术

专有产品技术体现点
1 甄选内蒙古大草原6月龄羔羊
2 72小时深度排酸 
3 去皮除筋 
4 针刺工艺 
5 物理滚揉
6 冰块低温慢煮

肉 嫩



PERFECT OPERATION SYSTEM
项目仪式

1加冰
用纯净水制成的冰块

2放肉
冰煮羊专供肉 选用后腿肉 
特点超嫩 

3放干料
①虾干、红枣、桂圆、枸杞、
山楂干、秘制香料包
②鲜姜、葱段、香菇、鱼丸
③芹菜
④紫洋葱
使汤和肉更加鲜香

4放调料
①洋葱红酒：软化血管
②苁蓉料酒：滋补养生
③草原酸奶：让羊肉有奶香味
④秘制骨汤：增香提鲜

5倒入矿泉水
采用内蒙古弱碱性矿泉水
中和羊肉的酸性



PERFECT OPERATION SYSTEM
供应链优势

1、集中采购，源头供货，降低店面成本
2、餐饮+智能供货系统，精准备货配送



TECHNICAL COOPERATION
STANDARDS  AND BUDGET

技术合作标准及预算



店面投资预算(100㎡)                         
类   别 项                 目 数   据

投资计划 硬装费用(700元/㎡) 7万
 排风空调(5P空调1.6万+排风0.5万) 2.1万

招牌 2万

软装(含灯具)  1.8万

后厨设备\工具  3万
餐器具 2.5万

就餐桌椅   1.5万

软件系统  0.3万
首批进货  3万

合   计 23万



投资收益
类   别 项                 目 数   据

基础参数 厨房面积20/% 20平米
动线面积15% 15平米 
公摊面积10%    10平米
餐位面积55% 55平米
餐台总数 10个台位40个餐位 

账务指标 客单价  平均70元/人
毛利率65% 1.5万
经营费用 5万 

盈利指标 盈亏平衡点(上座率32%)  5.38万/月 
基本营业额(上座率75%)   12.6万/月
基本营业额(上座率50%)  8.4万/月
基本利润 3.4万/月

回本周期 （缓冲期2个月） 8-10个月 



全国连锁加盟服务热线
400-0004-177
内蒙古草原往事餐饮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