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河南商报
!"#" ! $% " !! # $%&

!" '( ! #$ )* ! %$ )+ ! &' ,*-

!"#

创富

!"()*+,-.

! 我在丰庆路双铺路附近有家超
市 " 主要经营日用百货 " 附近有学
校 "人流量很大 # $昨天 "郑州市民杜
先生告诉创富记者" 他想为超市找一
位接手人#

杜先生介绍"这家超市大概有
$%

平
方米"经营了

$

年时间"因临近学校"目
前生意还不错#! 由于我在市区还有两
家超市"现在忙不过来"所以想找一位
接手人"来继续经营超市#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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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李先生说%! 我有一家正在经
营的足疗店"包含中医保健&推拿等项
目"马上去外地发展"想把这家店转让
出去# $

! 这家足疗店位于商城路与城东路
附近"面积

&%%

平方米"经营了
'

年多"生
意很好# 如果接手人愿意继续做足疗生
意"可以给创业者们传授一些自己的经
验# $李先生说"这附近是社区集中的地
方"属于较为繁华的一带"平时客流量
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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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在大学路丹尼斯旁边"开
了一家擦鞋店"现在想找创业者接手# $

市民李女士说#

! 这家擦鞋店有
()

平方米左右 "主
要对皮鞋&运动鞋等进行清洁# $李女士
说"店面附近紧邻丹尼斯"人流量大"地
理位置不错"有固定客户#

她介绍"这条街有经营服装&鞋&健
身用品&文具店&售票点等店面"大多都
是
*+,'%

平方米的店面" 创业者可根据
自己的项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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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将要开办家庭旅馆的魏女士"李先生和
翟先生都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 选择在郊区开办家庭旅馆"房间的价位一定
要与周边消费水平相吻合#郊区有很多小旅社"价

格非常便宜"所以在房间的价位上不能过高#公寓
式的家庭旅馆要与物业搞好关系" 因为需要在楼
内& 街边打广告" 这些都要通过物业公司才能办
到# $翟先生说#

! 现在家庭旅馆非常多"竞
争比较激烈" 在郑州可以看到
很多不同品牌的家庭旅馆"而
且以小规模和单一住宿服务居
多# $李先生说"如果魏女士在
资金充裕的情况下" 势必要进
行进一步宣传" 不妨在年轻人
爱逛的各个城市的热门网站去
发帖"比如提供汽车租赁&与旅
行社合作开展一日游业务等#

! 这样不仅能突出特色"吸引更
多的消费者" 同时也是提高收
入的一种途径# $

宋女士建议" 创业者需敢
于接受新事物" 愿意去尝试经
营此种旅店模式# 并且有一定
资本的人" 预计旅馆前期投入
较大#一般都是一次性投入"以
后就可以等着! 坐享其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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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没有那么
多营销费用该怎么推广"低成本营销已
经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首要选择# 所谓
的低成本营销"就是在充分考虑和规避
市场风险的前提下"以最经济最合理的
投入"取得最大限度的宣传效果"花小
钱办大事#

本周六"互助公社邀请社员与创富
热线北斗天团营销顾问刘九学"一起来
讨论如何用低成本打开中小企业营销"

如果您有意参加本次活动"请尽快拨打
创富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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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
参与# 由于场地有限"本次活动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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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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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记者帮读者打探家庭旅馆经营%

突出平民价位"! 傍$上旅行社
魏女士在十八里河

附近有座小楼"门前是独
家小院# 最近"她想把这
座楼开成颇具情调的家
庭旅馆#! 这座小楼位置
属于郊区"我担心将来生
意会受影响# $读者魏女
士告诉创富热线"由于没
有经验"她想让创富记者
帮忙打探! 家庭旅馆$的
具体经营和注意事项#

近期"记者走访了郑
州多家家庭旅馆"并与家
庭旅馆老板面对面"听取
了他们选址&投资等方面
的关键点和具体经验"帮
魏女士做了一次投资家
庭旅馆前的市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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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旅馆的房间在
*++

元左右"比
普通宾馆&快捷酒店要便宜"具有价格
的优越性# $郑州一家家庭旅馆老板翟
先生说#

翟先生说" 旅馆初期投资较大"主
要是房屋的购买# 如果创业者将现成的
空房屋用作经营"能省下一大笔钱#

翟先生帮记者算了一笔账"以现有
住房的一间房间为例"一套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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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电
视机

*+++

元"家具
-++

元"电热水器
&+++

元"台灯&烧水壶&鞋架等
'++

元"再加上
简单的装修"一间房间的成本在

-+++

元
左右#

! 这些是前期的一次性投资"后期还
有保洁费用& 房间一次性洗漱用品费用
和服务员的工资# 如果附近有洗衣店的
话"可以与洗衣店合作"把床单清洗交给
洗衣店"还能实现双赢# $翟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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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来到文化路上一家家庭
旅馆"市民王先生在这行做了

-

年"他认
为"家庭旅馆最重要的是选址和宣传#

! 家庭旅馆里的住宿者" 大部分是
外地做生意和旅游的"所以开在人流量
较大的地方和交通便利的地区较好# $

王先生说#

据记者调查"郑州的家庭旅馆主要
分布在二七商圈附近&文化路科技市场
附近&郑州大学老校区附近&东区曼哈
顿广场附近以及都市村庄#

王先生说%! 家庭旅馆通常在居民
区和公寓内"不像宾馆和快捷酒店开在
街道旁"而家庭旅馆的宣传方式主要以
网络推广为主" 也可以到人流量大&外
地人居多的火车站&汽车站附近发放广
告页和名片"提高知名度# $

由于魏女士现有的空房在郊区"令
她最担心的就是郊区的地理位置会影
响到生意#

! 开在郊区生意并不一定差# $王先
生说"! 一般工厂& 大企业都在郊区"前
来出差的外地人也不少"他们一般不会
到市区找客房"据我所知"一些郊区的
小旅社生意非常火爆"如果开办家庭旅
馆"生意应该不差# 所以"魏女士开在十
八里河附近"不必担心客源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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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到" 开办家庭旅馆规模可大可
小"规模小的只有几间房"规模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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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房左右"

而小规模的旅馆硬件设施并不差"电视机&床&写
字台&卫生间&网线等常用设施配备齐全'大规模
旅馆设施则以附加服务取胜"如设有提供单车租
赁服务等#

市民李先生的家庭旅馆开在东风路一家家
属院里"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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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房"属于小型家庭旅馆#! 房间太
少了"利润有限# $他说#

! 这是一个复式的户型" 当初买这一户时就

想开家庭旅馆"虽然小了点"但突出家庭二字"客
人来了非常方便" 平时家里有什么我这里都有"

买菜&洗衣&做饭都可以# $李先生说"有些顾客都
是我的老住户了#

虽然" 李先生的家庭公寓不乏外来人居住"

但是! 小公寓$位于普通住宅区内"办理相关手续
等问题非常麻烦"也不能打广告#

李先生表示"如果投资家庭旅馆"最好有
*-

间
以上的房间"并且在公寓式住宅内开设"招揽生意
和办营业手续等方面都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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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旅馆其私人性质决定了价格也千差万
别"因而丰俭由人# 郑州市的家庭旅馆房间风格
各式各样"不同风格的房间价格也不一样"单日
房价从

$.

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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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不等#

! 家庭旅馆房间标价主要针对不同客户群
体"基本是平民价格# $西大街一家旅馆老板宋女
士告诉记者#

家庭旅馆里的消费人群"一般是出差的人选
择标准间或商务套间"年轻人来当地旅游大多选
择时尚间"一家三口则会选择家庭温馨间"房间
面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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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至
'+

平方米不等#

宋女士说%! 创业者要想在价格上有所不同"在
房间设施和装修中"家庭温馨间营造出家的感觉"商
务套间要配备沙发&电脑等供客人接待&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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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预告

中小企业
如何低成本营销

创富口信

! 转让$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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