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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合伙协议 
 
 

甲方：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乙方：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甲乙双方就合伙开设 XX 烤肉店事宜，根据马来西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公平平

等的基础上，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达成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 合作项目名称：XXX 烤肉店（具体以双方后期在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 

[Suruhanjaya Syarikat Malaysia] 的注册名称为准） 

 

二、 主要经营地：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共同寻找店铺经营地址，甲方负责办理相

关公司注册手续。 

 
三、 经营范围：中式餐饮及烧烤熟肉制作、酒水及饮料出售（具体以马来西亚公

司委员会综合表格 [Company Super Form] 内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四、 合伙期限： 

 

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止，共 3 年。合作期满双方协

商是否继续合伙，并另行签订合伙协议。双方不同意继续合伙或经协商不能

达成一致意见的，双方同意按照投资比例及店铺资产总额对店铺财产进行分

配。乙方承诺，若合伙期满，双方不再继续合作的且甲方继续经营合伙店铺

的，乙方将继续向甲方所经营的店铺供应烤肉料包并提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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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出资 

 

甲方现金出资 55 万令吉 [RM550,000]；乙方现金出资 45 万令吉 [RM450,000]，

同时乙方同意向双方所合伙经营的店铺供应其独有的烤肉料包并进行技术指

导，但乙方保留料包配方及配制方法等所有权；  

 

六、 合作程序 

 
1、 在公司尚未成立前，双方甲乙双方同意开设联名银行账户  [joint 

account]，以支付前期费用。 

 

2、 本合同生效后 3 日内甲乙双方开设联名银行账户，双方同意于 2020

年 10 月 5 日前将各自出资额存入该联名账户。 

 

3、 双方共同寻找合适的店铺开立位置，办理相关铺面租赁、装修、设

备设施采购等事宜，由此而发生的费用经双方确认后从联名账户中

支付。 

 

4、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负责以甲方名义办理私人有限公司 [Sdn. Bhd.] 相

关注册、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等手续，公司注册手续

办理完毕后，双方以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处登记的私人有限公司名

誉开立公司银行账户 [Business Bank Account]，并将双方的现金出资

由联名账户转入公司银行账户。 

 
七、 利润分配 

 

双方同意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双方因利润分配而应当承担的

税费各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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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经营管理 

 

1、 人员管理： 

 

① 铺设立店长一名由甲方或甲方指定人员担任，副店长一名由乙

方或乙方指定人员担任，店长及副店长均不领取工资报酬，但是在

经营管理过程中因店铺经营管理需要而垫付的费用或发生的应酬、

营销费用，在符合本协议财务管理规定的前提下由店铺承担。 

 
② 大堂客服经理由甲方或甲方指定人员担任，收银人员由乙方或

乙方指定人员担任，其工资经甲乙双方协商后确定。其余工作人员

经甲乙双方协商后共同聘请。 

 

财务管理，因店铺经营管理需要，任何一方因应酬或营销产生

的相关费用计入成本 

 

2、 财务管理： 

 

① 每天营业结束后，收银员及大堂经理共同对当天营业收入情况

进行核对，并向甲方及乙方汇报，所有收入由甲方保管。 

 
② 每周星期一，甲乙双方对上周的店铺收入及支出情况进行核对，

并签字确认，在留足下一周费用的前提下，所有费用均存入公司银

行账户； 

 

③ 每月 1 日，双方对店铺上月的收入、支出及盈利情况进行核对，

并签字确认，每月 10 日双方进行利润分配，所有利润从公司银行账

户中支付。按照马来西亚 2016 年公司法令以及 1967 年所得税法令，

相关的利润分配将以薪金的形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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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店铺单笔低于 5000 令吉的支出甲方或乙方可以单方批准，但

是须告知对方。单笔大于 5000 令吉的支出须甲乙双方共同同意后方

可支出。 

 

⑤ 任何一方决定对顾客或亲朋戚友进行免单或给予折扣的，免单

及折扣费用由其自行承担。除非该免单或给予折扣的决定获得了另

一方的同意与认可。 

 
⑥ 公司银行的密码由双方共同掌管，甲方掌握前三位密码，乙方

掌握后三位密码。原则上公司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及收入

都应通过公司银行账户进行管理。 

 

3、 采购管理 

 

① 方负责所有的原材料的采购，选择供应单位时原则上应选择长

期合作单位，必要时应当以公司名义签订相关采购合同。每次采购

完成后应当由乙方进行验收 

 

② 甲方应当保证所采购原材料的质量和安全，因甲方采购的原材

料的原因给公司经营造成损失的，全部由甲方承担。 

 
4、 后厨管理：乙方负责后厨的所有食品制作工作，对后厨提供技术指导。 

 

5、 其他管理：双方确认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店名及商标等所有权归甲方所

有，甲方同意公司经营期间一直由公司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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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乙方料包供应及结算 

 

1、 乙方同意向双方所合伙经营的公司供应其独有的烤肉料包并进行技术

指导，但乙方保留料包配方及配制方法等所有权。乙方应当确保其不

向双方所经营的公司方圆 1500 米范围内的其它经营烤肉制作的第三方

供应烤肉料包。 

 

2、 乙方按照每包 10 令吉的价格（该价格为不含税价格，如有）收取烤肉

料包制作费，双方同意每月第一天结算上月料包费用，费用经双方确

认后由公司银行账户支付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 

 
3、 乙方应当对其料包的食品安全负责，不得使用不符合马来西亚国家食

品管理规定或禁止使用的食材，所有因乙方料包问题给公司经营造成

的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 

 

4、 乙方承诺若经营过程中乙方退伙，公司将由甲方继续经营的，乙方仍

同意向该公司供应料包，但若因公司未能支付料包费用的，乙方有权

停止供应料包。 

 

5、 甲方应当保护乙方独家料包的商业秘密，不得以其他方式窃取乙方料

包的配方或制作方法。 

 

十、 退出合伙 

 
1、 自愿退伙。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退出合伙的。 

 

2、 公司经营过程中，双方发生经营分歧的，应当友好协商处理。若经协

商不能达成一致的，甲方享有最终决定权，但甲方的决定不能损害乙

方的利益。因甲方的决定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当赔偿乙方损失，

同时乙方有权要求退出合伙。乙方承诺，若最终退出合伙的，乙方仍

应当向甲方提供相应的料包并保证料包品质及安全，且每两年价格上

涨不得超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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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因素导致双方不能继续合作的话，乙方可以

要求退出合伙，双方应当按照公司的总资产及各自投资比例分配剩余

的财物。 

 

4、 若公司经营持续亏损 6 个月以上且累计亏损金额超过投资总额的 40%

的，任何一方均有权要求终止合伙，双方应当按照公司的总资产及各

自投资比例分配剩余的财物。 

 

5、 因一方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经营造成严重损失，另一方有权要求其

退出合伙;  

 
6、 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债务以公司资产进行偿还，当公司资产不足清偿时，

以“投资比例”为依据，按比例承担。 

 

十一、 违约责任 

 

1、 任何一方未按期缴纳或未缴足出资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其他合作人造

成的损失；如果逾期 10 日仍未缴足出资，按退伙处理。 

 

2、 任何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或因重大过失导致公司被吊销执照或暂停

经营的，应当对其他合作人承担赔偿责任。 

 
3、 乙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供应烤肉料包的，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0 万

令吉，并赔偿甲方一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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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不成，应向公

司经营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十三、 其他 

 

1、 本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同时在马来西亚 2016 年公司法令

第 241条文下委任的公司秘书 [Company Secretaries under Section 241 

of the Companies Act 2016] 将保管另一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后

生效，两份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甲乙双方确认本合同首部联系地址的有效性，及相对方发送书面的

函件的有效地址，任何一方变更联系地址的，应当书面通知对方。  

 
 

  
 

   
甲方  乙方 

 
 
签约时间：____年___月___日 

 

签约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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