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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酒店 C IS案例分析
郭亿馨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 如家连锁酒店集团公司是国内经济型连锁酒店的领军品牌, 创立于 2002年。作为中国酒店业海外上市第

一股, 在全国拥有连锁酒店 500多家, 覆盖 100多座主要城市, 形成了遥遥领先业内的最大的连锁酒店网络体系。如家

能有这样的成绩, 其鲜明的企业形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案例将分析如家是怎样通过 CIS战略, 打造自己独特的

企业个性, 从而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并从中寻找 CIS运用的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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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首都旅游集团联手携程旅游服务公司, 创

建了如家连锁酒店。作为经济型连锁酒店的领军品牌, 如

家快捷酒店始终以人的感觉为着力点, 提供标准化、干

净、温馨、舒适、贴心的住宿产品, 为海内外的客人提供

安心便捷的住宿服务, 传递着适度生活的简约生活理念。

经过 4年多的发展, 如家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成为

中国酒店行业海外上市第一股, 同时也标志着国内经济性

连锁酒店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如家鲜明的企业形象。

CIS是 Corporate Iden tity System的英文缩写, 即企业

形象识别系统, 通常人们习惯称其为企业形象识别战略。

它是指运用整体传达系统将企业经营理念与精神文化, 传

达给企业周围的关系或者团体, 并令其对企业产生一致的

认同感和价值观。这里采用日本的 CIS定义, 即认为完整

的 C IS包括理念识别 M I (M ind Identity)、视觉识别 ( V is

ual Iden tity)、行为识别 BI ( Behavior Identity)。

下文就将从这三方面入手完成本案例的分析。

1 M I

M I是指理念识别, 包括企业的理念精神、座右铭、

文化性格、宗旨等, 它是企业各种活动的主导和 CI体系

的基石, 属于企业的最高决策层次, 是企业之 心 。如

家从建立开始就着力塑造良好的形象、鲜明的特点, 强调

与同行业竞争者的差异, 突出独特的精神, 打造适合自己

的理念 把我们快乐的微笑、亲切的问候、热情的

服务、真心的关爱, 献给每一位宾客和同事 。

区别于通常严肃刻板的企业理念, 如家的理念显得异

常的温暖。如家所制定的使命也与此契合: 为宾客营造干

净温馨的 家 、为员工提供和谐向上的环境、为伙伴搭

建互惠共赢的平台、为股东创造持续稳定的回报、为社会

承担企业公民的责任。从企业核心理念到宣传语

不同的酒店, 一样的家 , 处处都有着宾至如归的 家

文化的影响。

在如家的理念识别系统中, 不仅体现在顾客方面, 还

兼顾到了员工、伙伴、股东以及对于社会的责任。面面俱

到的周密考虑, 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扩大其

知名度与美誉度。

值得一提的是, 如家制定这样的企业理念, 事先经

过了长期严谨的市场调查研究。国内不乏星级酒店, 但

入住率都不高。究其原因, 如家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对于经常出差辗转于各大星级酒店的商务型顾客, 或是

旅途劳顿的旅游者而言, 需要的是家一样的温暖, 并且

追求一种便捷的体验, 而星级酒店往往无法给他们这种

感觉。并且调查显示, 大多数客人在住店期间并没有使

用酒店康乐中心等设施, 于是如家也取消了这一系列使

用率不高的设施, 力图达到便捷、温馨。正是这些调查

促成了如家现今的企业理念。如家获得成功后, 不少人

想要模仿, 对此, 如家的管理团队称, 不可复制的是理

念, 如家最难被模仿的就是其对商业模式的理解, 而这

凝聚在如家的管理团队的心中。纯粹的模仿是 know

wha,t 然后是 know how, 再高一个层次是 know why。

know why正是如家的核心优势。

2 BI

BI是指行为识别, 指企业内外各项活动的行为规范

策划, 展现企业内部的制度、组织管理、教育、生产、开

发研究等, 并扩展到企业外部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公共关

系、营销、市场调研等。 BI是企业形象策划的动态识别

形式, 而有别于企业名称、标志等静态识别形式。是企业

之 手 。

如家内部建立了一套完整而详细的管理制度, 约束并

规范组织和员工的行为。对于服务行业, 产品的提供本身

是一项比较难以约束的事。对此, 其管理团队提出了

像制造业一样生产服务 , 主要就是强调服务质量的标

准化。 我们对待服务的质量, 要像制造业的企业一样。

在制造业, 次品率往往低于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才是合

格品; 而服务性行业, 能够达到 90%以上的客户满意度

就非常不错了。其实说起来 90%的客户满意 (下转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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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耗。 施工现场的工程材料和结构件这些物品的放置

场所以及搅拌站的地理位置都需要在实际施工之前进行全

面的考虑, 统筹安排, 尽可能地避免二次搬运。

( 5) 间接费用方面的成本控制。间接费主要有规费

以及各种名目的管理费用。规费是依照政府的规定来为员

工支付的各种必要的费用, 是我们所必须负担的费用。施

工项目所产生的间接费用主要的来源是现场管理费, 而且

名目繁多, 其使用的用途也较多, 如果未能够有效地管理

就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浪费。可以利用下列措施来进行管

理: 精简队伍编制, 组建起一支高效运作的精干队伍,

将那些可有可无的机构与人员尽可能地裁剪, 不但减少了

科室费用而且有利于管理。 使用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

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能够有效的推进工程的施工进度, 不

但能够保障施工的工程质量还可以让施工的效率得以提

升, 这样就使得间接费用有效地减少。 间接费用指标

化, 我们可以尝试将接待费以及办公费等一些费用进行细

化, 在考虑实际情况的前提之下可以进行封顶, 让这些部

门在规定的数额内使用。这样能够让有关部门依照量入为

出的原则进行使用。

3 工程结算阶段的成本管理

工程结算阶段通常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是在工程竣工

并验收之后的费用结算, 二是工程款的收取。通常而言,

工程结算的价格是由中标价格以及现场签证与索赔费用这

三个部分所组成。核算人员需要和财务人员将账目核对清

楚。在工程保修期间, 需要按照实际的工程量大小来评估

可能产生的维修费, 制订出合理的维修计划, 然后对这些

费用进行预提。依照实际的状况来委托专业的维修人员或

者也可以指派人员来开展维修工作, 尽可能减少维修费用

的金额。

总之, 施工成本的控制贯穿于整个工程的始终, 是一

项具体而复杂的工作,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既要抓住重点,

又不能忽略细节, 要不断加大工程的管理力度, 不断优化

工程的管理体系, 向工程施工的方方面面要效益, 通过科

学的管理, 统筹兼顾, 狠抓落实, 实现对施工成本的良好

控制, 增加建筑企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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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P48) 度还是说明有 10%的次品率; 即使是 99%的

满意度还有 1%的不合格产品, 这是不可以的。我们现在

提倡零缺陷, 虽然整个与客户接触的服务流程环节非常

多, 我们仍然要求全过程的次品率要在 1%以下。要做到

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服务并不是容易做到标准化

的东西。需要对每个过程、每一道工序, 完全能够进行控

制和测量, 服务的过程中, 服务人员每次与客户接触, 说

的每一句话、客户每个不同的要求, 服务人员会遇到不同

的情况; 达到这些要求,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困难并

不是不可能克服。换个角度, 就可以把服务像制造产品一

样分解成一个个环节。能够保证按照恒定的质量标准永远

重复下去, 才是最为成功之处。

扩展到企业外部, 如家也致力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公共关系、营销等。比如迎接世博, 推出多项绿色环保活

动; 赞助东方卫视全程参与 加油! 好男儿! 活动; 举

办员工运动会、技能比拼大赛等活动; 制定反舞弊政策;

制定商业行为和道德规范等。如家一直以来都在通过各种

行为准则的制定及实践、持续的媒体活动策划, 打造充满

活力、管理高效、热心公益、注重人文关怀的形象, 使品

牌在大众中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特色度不断得到提升, 树

立了良好的动态形象。

3 V I

V I指企业精神与行为的外在化视觉形象设计, 如标

志形象、标准字体、标准色彩和中心广告词等, 广泛应用

于销售系统、办公室系统和环境系统。人们能直观感受

到, 是企业之 脸 。

如家的 LOGO, 由红黄蓝三色构成, 颜色鲜艳、对比

强烈, 可识别性高。小房子样式的设计, HOME INN的标

志, I 做成弯月的样子, 如家 两字嵌在房门中, 整

体 LOGO巧妙而简洁, 给人温馨的家的感觉。

店面的设计也主要是黄蓝两色, 这样鲜艳的色调在城

市中很少看到, 故而识别性很高, 仅这一点就为其特色度

加了不少分。有很多新闻报道直接用 黄房子 来代替

如家, 其高识别度由此可见一斑。

酒店内部的设施亦高度标准化, 棕黄色的地板、粉红

色的床单、白色的窗纱、蓝色的窗帘, 都意在区别于其他

酒店难以接近的一片白色, 营造家庭般的感觉。

总体而言, 如家的 V I设计与其理念完好地契合, 充分

体现了 不同的城市, 一样的家 。在如家的 CIS设计中,

自始至终贯穿着宾至如归的 家 文化, M I、BI、V I三者

相互融合, 打造出全方位立体的企业形象。而这些都是基

于前期详尽的市场调研, 分析出企业真正想要树立的形象。

从而, 对于市场的充分了解及准确把握是打造企业形象识

别系统的前提。另外, 在实践 CIS的过程中, 要统一在 M I

理念的前提引导下, 建立统一整体的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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