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经营管理签加盟项目
云厨房

n 投资形式：全托管运营

n 认购配额：1300万日币～（约65万元RMB）

n 年化收益：预计约6～%

n 东京设立公司+经营管里签证费用另算

n 可通过办理商务签证赴日本考察（商务签证办

理+东京公司邀请函的费用自理）



C O N T E C T“解放双手 随食随心”

市场简介与背景 项目内容 投资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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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云厨房

“云厨房”是一种新型的迷你厨房，这里不提供店内消费，只提供线上预定服务。类似于国内曾盛行

的纯外卖业务。一个厨房内可以导入多种菜品品牌。

© GRC LTD.無断での転用・転載を禁じます



因新冠疫情影响，消费习惯产生

变化，顾客逐渐接受并欢迎“零

接触”的线上送餐服务

线下经营负担重，成本包括高昂

的租金以及从洗碗工、厨师再到

服务员的工资

随着新冠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冲击，

兼职和全职骑手逐渐增加，从事

Uber、滴滴、出前馆等

背 景 日本外卖市场概况

消费者 传统餐馆 外卖骑手

© GRC LTD.無断での転用・転載を禁じます

本项目经营的消费群体主要有：
东京、大阪、福冈等城市的白领、蓝领人群； 16~40岁的互联网中青年人群；家庭及企业团体用餐、节日订餐等。



为什么推荐云厨房: 日本外卖市场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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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4

运营成本更低
减少了对于店铺地段要求的限制以及

食品浪费率的降低，使得运营成本相

当于正常饮食店的1/4（平均统计）

产品更新快速
如果要更改菜式/料理品种，只需要

在点单平台更新，不需要再额外支

出装修费

下签率高
网上集客流水由导入菜品数量

成正比，导入菜品越多银行账

户流水越高

工作效率高/劳动率高
通过增加品类让店铺做到无空闲时

间，品类越多，订单数也会越多，

营业额也增加

从业门槛不高/运营稳定
在日本饮食行业人才缺失的背景下，日

语不好也不会影响接客，更是减少了疫

情传染风险。员工人材稳定，运营稳定。

背 景 优势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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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移民项目对比

比較項目 价格（人民币） 签证率 项目可操作性 收益率（年回报率）

不动产投资 300万~

每个月流水，受空室率影响。
例子：受疫情等影响空房率升
高，导致不能产生流水从而影

响签证更新

几乎不可转型 4%〜

餐饮店加盟 200万〜

每个月流水，受客流量控制
※由于现在日本疫情严重（日感
染人数 世界第一），实体店的

饮食店受到了很大影响

菜品转型需要花费装修和设
计成本 6％〜

云厨房 100万〜
网上集客流水由导入菜品数量
成正比，导入菜品越多银行账

户流水越高

后台更换系统和菜品即可，
继续0成本

可更换菜品控制收益和流水
8%〜

价格（人民币）

300万~

200万〜

100万〜

收益率（年回报率）

4%〜

6％〜

8%〜



内 容 运营模式图

消费者 合作渠道 云厨房

扩增：更多
平台

下单 传送

区域分配

制作运送

扩增：出前馆



内 容 菜品品类列表

与包括日本上市企业等多家企业共同合作开发菜品，现有菜品有汤类、炸鸡、纯豆腐、拉面、乌冬面、茶泡
饭、三明治、汉堡等20多个，不断拓新中……



内 容 线上订单界面截图



专业的线上代运营团队

我们云厨房团队会根据每个客户的贩卖情况，进

行数据分析，从而做出最佳的改善建议



内 容 专业的线下厨房运营团队



内 容 实际案例



投 资 方案细则

投资
方案 投资金额 管理模式 保证年回报率 导入业态数量

单月营业额
（营业额会随导入虚拟
店的数量增多而增加）

适合人群（例）

A 2,000万日元

全托管式
店铺选定到装修到实际运营，提供一站
式服务，服务契约期限为3年（到期可

续约）

7%以上
（投资方若参与经
营则*为23%以上）

15 15个虚拟店的平均营业
额为350万-550万日元

- 想办理投资签证（移民
日本）-期待稳定高收入

的人群

B 1,700万日元

半托管式
-店铺选定到装修+代运营3个月

-提供食材与菜谱
-解决日语沟通问题

-根据当前营业额定-期给予改善建议

/ 15 15个虚拟店的平均营业
额为350万-550万日元

- 办理投资签证（移民日
本）

- 希望亲自参与店铺运营

C 1,500万日元

全托管式
店铺选定到装修到实际运营，提供一站
式服务，服务契约期限为3年（到期可

续约）

6%以上
（投资方若参与经
营则*为22%以上）

10 10个虚拟店的平均营业
额为250万-400万日元

- 想办理投资签证（移民
日本）-期待稳定收入的

人群

D 1,300万日元

半托管式
-店铺选定到装修+代运营3个月

-提供食材与菜谱
-解决日语沟通问题

-根据当前营业额定-期给予改善建议

/ 10 10个虚拟店的平均营业
额为250万-400万日元

- 想办理投资签证（移民
日本）

- 希望亲自参与店铺运营



投 资 方案A

投资金额 2,000万日元 保证年回
报率

8%以上
（投资方若参与经营则*为23%以上）

投资金额 全托管式

店铺选定到装修到实际运营，提供一站式服务，服务契约期限为3年（到期可续约）

导入业态数量 单月营业额
（营业额会随导入虚拟店的数量增多而增加） 适合人群（例）

15 15个虚拟店的平均营业额为350万-550万日元 - 想办理投资签证（移民日本）- 期待稳定高收入的人群



投 资 方案B

投资金额 1,700万日元

投资金额

导入业态数量 单月营业额
（营业额会随导入虚拟店的数量增多而增加） 适合人群（例）

15 15个虚拟店的平均营业额为350万-550万日元 - 办理投资签证（移民日本）
- 希望亲自参与店铺运营

半托管式
店铺选定到装修+代运营3个月 提供食材与菜谱 解决日语沟通问题 根据当前营业额定-期给予改善建议



投 资 方案C

投资金额 1,500万日元 保证年回
报率

7%以上
（投资方若参与经营则*为22%以上）

投资金额 全托管式

店铺选定到装修到实际运营，提供一站式服务，服务契约期限为3年（到期可续约）

导入业态数量 单月营业额
（营业额会随导入虚拟店的数量增多而增加） 适合人群（例）

10 10个虚拟店的平均营业额为250万-400万日元 - 想办理投资签证（移民日本）- 期待稳定收入的人群



投 资 方案D

投资金额 1,300万日元

投资金额
半托管式
店铺选定到装修+代运营3个月 提供食材与菜谱 解决日语沟通问题 根据当前营业额定-期给予改善建议

导入业态数量 单月营业额
（营业额会随导入虚拟店的数量增多而增加） 适合人群（例）

10 10个虚拟店的平均营业额为250万-400万日元 - 想办理投资签证（移民日本）
- 希望亲自参与店铺运营



投 资 全托管方案细则（AC Plan）

• 主申请人年龄65岁以下，男女不限

• 满足在日时间（不少于60天，特殊情况另算）

• 无犯罪记录

方案意向

• 年支出额：利润中扣除

• 年化收益：8%

• 签约阶段：4-6个月工期
注：满期后双方友好协商托管方案并续约。

• 中途转让或者退出：需扣除必要管理费

申请资格

开始流程（6个月）

选址 签约付款 装修 营业执照 招聘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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