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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石教育·假日小队亲子社区加盟授权协议书 

甲方：浙江皓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在公平，平等，透明基础上，由乙方申请，甲方审核批准同意，

就乙方以连锁经营形式加盟“假日小队”亲子社区项目，经甲乙双方友好协

商，达成以下条款，以便共同遵守。  

一、 本合同使用的有关文字定义。   

1. “公司经营技术资产”：由甲方开发、完善成型，用于“假日小队亲子社

区”加盟连锁经营的具有统一性的独自的经营技术，是甲方的注册商

号、商标、标志和与服务标志、模式、样式、体验门店、商品陈列设备

设施、商品陈列技术、会计系统、专业教育研修程序及有关营运的不可

分的统一系统； 

2. “公司商标”：指称为甲方的商标和服务标志及表示甲方的标记、记号、

招牌、公众号、网页风格、标签、样式及其他一切营业象征； 

3. “公司形象”：乙方因使用公司经营技术资产和商标，公众号和网页 UI，

卡通形象，网络表情，图片照片等而使其统一性被公众广泛认识，获得

了信誉，并在定型的统一形象下营运。 

二、 独立的当事者。   

1. 合同当事双方为各自独立的事业者，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投资、雇

佣、承包关系； 

2. 乙方不具有代行甲方而发生任何行为的权力。乙方员工不是甲方的员

工，也不是甲方的代理人。甲方对其劳动关系及员工行为不承担任何责

任； 

3. 授权的区域加盟商自立，独立承担责任，经营决策是加盟商自行判断，

自主运作的行为。  

三、 授权。   

1. 甲方书面授权乙方，在 ___________省_________市(县)以“假日小队”

品牌加盟连锁进行经营； 

2. 本合同授权使用期限，自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起至________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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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月_____日止共 3年时间； 

3. 乙方在签订协议后需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加盟费_______万元，诚

信保证金_________万元。若逾期不付款，该协议自动失效，甲方将在费

用到账后开始落实加盟服务。 

四、 商标的使用与承诺。  

1. 甲方承诺在本合同执行期间，加盟商可以使用甲方商标、公众号和网页

UI、推文模板、图片照片、卡通形象、服务标志及表示这些标志、记

号、样式、标签、招牌共同构成的“公司形象”；  

2. 甲方涉及公司形象的各类附件，加盟关系成立后，甲方将打包提供给乙

方使用，并持续更新。附件以电子邮件形式传递，并视为授权生效； 

3. 乙方不得在本合同规定以外的场所使用甲方商号、商标、标志、记号、

样式、标签、图片照片，卡通形象和招牌等，同时乙方若使用与甲方商

标相同或相似的作为乙方公司名的全部或一部分，需得到甲方书面同

意； 

4. 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后，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再使用甲方商标、标志、样

式、卡通形象、图片照片、公众号和网页 UI、招牌等。  

五、 使用范围和使用要求。   

1. 乙方只能按甲方承诺的范围和方法使用甲方商标及经营技术资产，按甲

方统一形象经营加盟连锁业务； 

2. 在合同期内，乙方不得有以下行为：  

1) 降低公司形象，损害公司商标和经营技术资产;  

2) 向第三者泄密、传递公司经营技术资产（因加盟连锁所经营需要而

向加盟商员工传授公司经营技术及甲方有书面允许除外）; 

3) 加盟商为第三者模仿公司商标和经营技术资产，或帮助第三者模

仿。    

六、 乙方权利与义务。   

1. 乙方可以在上述条款限定范围内使用甲方统一公司形象和经营技术资

产。同时，经营甲方授权业务时必须使用甲方授权的统一公司形象，微

信服务号和订阅号（统一命名格式：假日小队 XX(市/县)站，如假日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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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站），网络商城系统，内部管理系统（包括 OA，CRM，ERP，假日伙伴

管培系统）； 

2. 乙方可以获取甲方提供的假日小队周末活动操作方案库资源，库内资源

包括 80款周末活动操作方案，包括物资清单和活动流程及细节说明。甲

方有义务保证提供至少 40款可以落地在乙方加盟城市的活动方案，保证

方案中所需场景和物资在乙方加盟城市具有可得性。该周末活动库后期

持续更新，甲方研发部对所有活动方案的升级版将持续提供； 

3. 市场价值 5万元的假日小队业务培训体系，包括： 

1) 首次加盟后，完整的系统培训课程一套，参与者为乙方股东。该课程

每季度开设一期，交通食宿需乙方自理； 

2) 每季度员工上岗培训。该培训参与者为乙方员工，为针对员工操作层

的培训部分。1和 2类培训一般会合并开展，乙方可安排股东和员工

一同参加。加盟期内免费复训，对象为加盟商员工，排期先到先得，

交通食宿需自理； 

3) 每月线上培训课程一期，用于交流运营和执行经验，指导员工进行落

地实战； 

4) 1和 2培训课程，如季度报名人数较少，甲方将与乙方协调培训时间

和方式，在乙方允许前提下，调整时间和方式，以达到性价比最高的

培训效果。 

4. 市场价值 9800 元的上门指导，首年内资深顾问上门指导 3次，每次 2个

工作日； 

5. 市场价值 2万元/年的假日小队 OA系统，CRM系统，ERP系统，假日伙伴

管培系统等信息化工具服务（所有系统 3年内免费更新维护，如在合同

存续期内甲方新开发相关系统，承诺 3年内乙方可以免费使用及更新）； 

6. 假日小队春夏秋冬各季泛营地教育产品、蜂玩盒子 STEAM教育产品及亲

子周边产品的内部供应价格和供应体系，甲方将不断完善盈利 SKU，并均

以连锁经营内部供应价格提供。甲方承诺所有供应产品价格均低于一级

代理价格，并优先保证加盟商的销售权。如违反承诺，按照加盟费的 20%

进行违约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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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乙方拥有加盟城市区域加盟唯一授权保护，拥有发展和管理加盟城市加

盟单店的权利。乙方加盟后，有权协助总部发展第三方异地加盟伙伴，

甲方将按照第三方加盟费的 25%进行奖励。如乙方自己增加额外加盟区域

时，加盟费可以降低 25%； 

8. 甲方研发部正在进行假日小队体验门店的开发计划，用于建设线下终

端。如乙方有开店计划，甲方将免费开放装修设计方案给乙方。乙方可

以在加盟城市区域内使用。该条款所描述权益不作为甲乙双方的权利义

务，意向和进度需协商进行； 

9. 如乙方有开发当地泛营地产品需求，甲方优先选择加盟商所在城市协助

开发（开发费用和乙方产品执行报价具体另行协商，项目执行报价作为

乙方收入所得），在产品品质达标前提下，甲方保证该产品进入假日小队

全国销售网络。 

七、 甲方责任。   

1. 提供第六条中所述乙方权益中应有甲方提供的公司形象附件，方案资

料，物资清单及建议供应商，系统及各类知识产权，产品供应链等； 

2. 按照 6.4约定派员指导乙方开业和落地执行； 

3. 按照 6.3约定培训相关运营和执行人员及客服和销售技巧，活动执行经

验，定期传授经营理念、管理理念，提供市场信息等； 

4. 按照 6.6约定为乙方提供合格的产品及内部供应价格，如遇部分产品供

给短缺，为乙方推荐其它适销的产品； 

5. 因甲方原因造成产品有品质问题，造成实际客诉退费的，甲方将承担相

应部分的退费； 

6. 免费提供有关的产品列表，定价体系，促销方案及相应资料。 

7. 合作期间，甲方承诺未经乙方允许，不得擅自调取，使用，篡改或泄露

乙方客户系统内的客户数据和信息，否则承担违约责任，按照加盟费 20%

支付违约金； 

八、 诚信保证金。 

1. 乙方需按照甲方所制定的统一市场价格，促销措施，活动和服务执行规

范进行经营，不得私自转让和滥用甲方提供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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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需在加盟时一次性缴纳一笔诚信保证金，该保证金保证期 3年，具

体保证金额度根据城市有所不同，具体见后文。如乙方未出现诚信问

题，保证金在每年期末时返还 1/3，3 年加盟期满返还完毕。若乙方未按

照第 7.1约定经营，甲方有权扣除当年保证金； 

3. 保证金扣除的诚信问题，仅发生于乙方未按照 7.1约定经营，如破坏价

格和促销体系，低价销售产品；顾客符合退费规定，却不予退费的；或

有意不按照甲方的执行和服务规范经营并造成品牌伤害的行为时。乙方

如因故放弃加盟权益，但未出现诚信问题，保证金依然予以退还； 

4. 加盟商可以转让加盟权（总部提取 25%转让费用），转让时可以连同保证

金一同转让，转让时需获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如果甲方有意接收加盟

权，则同等条件下甲方优先。乙方不得在未经甲方同意时将假日小队所

属知识产权未经授权转让他人，否则将追究侵权责任并扣除保证金； 

5. 合同期满且不再续约或解除合同后，在乙方变更公众号名称，撤除公司

的全部招牌、标志等其他营业象征后且无其他纠纷，甲方于 1 月内返还

剩余全部保证金。 

九、 加盟商从业条件。 

有志于加盟假日小队亲子社区品牌的合伙人需具备以下条件，并请加盟伙

伴以下列条件自我检视： 

1. 热爱教育事业，喜爱亲子行业，笃信体验式学习理念，拥有教育创业情

怀，具备冒险精神和抗风险能力，能够快速学习且空杯心态； 

2. 拥有三年以上工作或创业经验，拥有至少一名合伙人； 

3. 在意向加盟城市至少生活过一年以上，熟悉城市情况； 

4. 加盟商所有合伙人自有存款资金不低于 100万，不允许借贷加盟； 

5. 能够认真接受总部培训，并且遵守总部服务品质和价格管理规范。 

十、 加盟费和保证金金额。 

加盟商以城市（地市或县市）为区域单位进行加盟，每个城市仅限区域加

盟商一名，加盟商在获得该城市加盟后，可以以直营或发展单店加盟商的方

式，在获得总部授权前提下，开设多家假日小队体验店。加盟商需一次性缴纳

一笔诚信保证金，如后续经营未出现违规违约情况，保证金由总部分三年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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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每年 1/3。除保证金外，加盟商需根据城市规模，一次性缴纳 3 年加盟费

用，3年期满后根据总部规定继续缴纳加盟费持续获得授权。3年期一次性加盟

费用和保证金根据城市情况不同，按照如下价格规则施行： 

A. 国家直辖市及特区：加盟费 100万，保证金 15万，3年期； 

B. 800万人口以上地级市：加盟费 50 万，保证金 12万，3年期； 

C. 800万人口以下的省会及计划单列市：加盟费 40万，保证金 9万,3年

期； 

D. 常住人口 800 万以下，100万及以上地级市：加盟费 30万，保证金 6

万，3年期； 

E. 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下地级市或县级市：加盟费 20万，保证金 4.5万，

3年期； 

其中， 

A类城市列表如下：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台北，香港，澳门； 

B类城市列表如下：成都，广州，深圳，石家庄，武汉，哈尔滨，苏州，

临沂，保定，郑州，邯郸，潍坊，青岛，杭州（杭州为直营，不开放加盟），温

州，西安，周口，徐州，南阳，菏泽，泉州，赣州，济宁，沈阳，南京，东

莞； 

C类城市列表如下：宁波，济南，长春，大连，厦门，石家庄，太原，合

肥，福州，南昌，长沙，海口，贵阳，昆明，兰州，西宁，呼和浩特，银川，

拉萨，乌鲁木齐，南宁； 

注释：以上城市的归类是按照公开信息可查询的城市人口和行政区划进行

划分，实际上由于各地县区调整，可能产生变化，假日小队将会考虑到实际情

况进行级别调整。区域在加盟时为县市，后撤市变区的，仍按照加盟前的区域

划分认定。在区域产生客源冲突时，实际以客户的户口所在地（不在户口所在

地居住的，以居住证上的常住地）为准。最终解释权和定价权归浙江皓石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十一、 其它。   

1. 乙方各个股东需以公司名义加盟，并提供相关证件的复印件(营业执照、

国税和地税登记证、卫生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法人身份证等)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E%E5%8D%97/1350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98%A5/1218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BF%9E/1528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A6%E9%97%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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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作为本合同之附件； 

2. 乙方经甲方书面同意，用甲方名义开设假日小队体验门店，并进行相关

财务结算，应提交经营场所签订合同的正本，经甲方审定同意盖章后方

可实施。所签署的合同应留存一份正本存放于甲方处； 

十二、 协商及受理法院。 

1.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当事者双方本着发展事业的愿望，坦诚地协商解

决。本合同发生纠纷交付法律审理时，甲方所在地法院为专属受理法

院。   

2.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且支付加盟费和

保证金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  

签订地点：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