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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亮点

17 年运营历史

15+ 品牌 

近6,000家酒店(含筹建)

国内 第四大 酒店集团

  近180万 企业客户

10万+ 名员工

近7,000万个人会员

100% 覆盖中国内地省份

近360个城市

自主  PMS+CRS+MIS 系统

收益： 绝大多数酒店回报期
在3.5年以内

*本次展示的所有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6月30日
 

93%+ 自有渠道销售占比



服务齐全

格林酒店集团旗下中高端精品酒店。酒店倡导“量身定

制”的设计理念，将内涵深远的东方文化与地方城市特

色融合，使酒店保持中式风格又有个性的文化韵味。酒

店设置多种房型，并配备商务中心、高端会议室、行政酒

廊、自助餐厅、健身设施等星级设施，缔造气质典雅、风

格独特、现代舒适、智能环保的东方城市会客厅。

独具风格

位置优越

品牌介绍

地处繁华商圈、行政中心及成熟高新园区

酒店设置多种房型，配备商务中心、健康餐饮、美容SPA等



品牌加盟

ü 加盟优势

加盟格林东方酒店，畅享您的顶级收益

ü 物业选择

ü 可行性评估 ü 加盟政策

ü 加盟流程 ü 成功与您共享



成本优

综合成本仅为

同类品牌一半

效益高

优异酒店投资

回报率近100%

会员支持

近7,000万会员

及商旅客人首

选

精英汇聚

聚集各行业精英及

国际酒店管理经验

为您保驾护航

系统先进

集团自主PMS系

统连接订房、购

物

设计独特

融合地方特色建

筑风格与文化特

色，匠心独运

管理优质

定制管理学院，成

熟的连锁管理模式

和经验的管理团队

渠道广泛

官网预订： www.998.com

手机预订：   i.998.com

电话预订：4006-998-998

APP预订：  app.998.com

微信：搜索[格林]

※本次展示的所有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6月30日

加盟优势



加盟项目可行性评估 

1、品牌

格林东方酒店

2、定位

东方经典

3、大堂要求

≥300㎡

4、辅助设施要求

商务中心、会议室、高

雅餐厅、健身房、洗衣

房、美容SPA、书吧等

5、客房数量要求

≥ 120间



主要服务项目 主要收费标准 收取方式

合作年限 10-20年 /

特许经营加盟费 3500元/间 一次性

系统安装费 30000元 一次性

特许经营保证金 100000元 一次性

工程指导费 20000元 一次性

特许经营使用费 4.5%起 按月核算

中央预订费
10元/间/夜起（达到公司奖励政
策标准，可根据政策享受优惠）

按月核算

系统维护费 1000元/年 按月核算

加盟政策



主要服务项目 主要收费标准 收取方式
 主要收费标准

（同类型酒店A）
收取方式

主要收费标准
（同类型酒店B）

收取方式

合作年限 10-20年 / 10年 10年

特许经营加盟费 3500元/间 一次性
 3000元/间，不低于20万； 

北上广深4000元/间
5000元 一次性

系统安装费 30000元 一次性 5000元
5000元，维护费800元 按月

特许经营保证金 100000元 一次性 10万/20万
10万合同到期后无息反还

工程指导费 20000元 一次性
20000元（工程经理兼职）

500000元（工程经理
全职）

1、6万+差旅费（每周一次
指导）

2、1万+差旅费（共4次指导）

4次服务节点为：样
板间验收1次；隐秘
工程30%一次；装饰
工程完成60%一次；

完工验收一次。

特许经营使用费 4.5%起 按月结算 4%
6% 特许品牌使用费3%+

特许品牌支持费
3%=6%每月营收

中央预订费
10元/间/夜起（达到公司奖
励政策标准，可根据政策

享受优惠）
按月结算 CRS9%

合同到期后无息反
还

实际房间的*8%（年度总营收
3.5%封顶）APP15分钟免收

中央预订系统

系统维护费 1000元/月 按月结算 14400元/年
含2台PN设备 IT服务费2500元/月 含2台PN设备

加盟政策



预算金额（万元）费用说明（6000㎡/120间算）

初始总投资（万元） 1200.00 10万/每间

年均房费收入（万元） 1266.40 80%出租率、350元房均价

年经营毛利润（万元） 806.11 65.73%经营毛利润

物业年租金（万元） 438.00 2元/平方米

营业现金流（万元） 368.11 毛利润-物业年租金

投资回报期（年） 3.26 总投资/营业现金流

注：以上投资测算模型仅供参考，不代表格美集团对酒店投资收益做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不同城市、不同位置、不同物业条件的投资回报会有不同。投资有风险，入行需谨慎!

投资测算模型



投资测算模型

预算金额（万元）费用说明（5500㎡/100间算） 同类型酒店酒店A 同类型酒店B

初始总投资（万元） 1200.00 10万/每间 900.00 1920.00

年均房费收入（万元） 1266.40 80%出租率、350元房均价 671.60 1861.50

年经营毛利润（万元） 806.11 65.73%经营毛利润
402.90

1116.90

物业年租金（万元） 438.00 2元/平方米
150.00

481.80

营业现金流（万元） 368.11 毛利润-物业年租金
252.96

504.80 毛利润-租金-管理费

投资回报期（年） 3.26 总投资/营业现金流
3.50

3.90

注：以上投资测算模型仅供参考，不代表格美集团对酒店投资收益做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不同城市、不同位置、不同物业条件的投资回报会有不同。投资有风险，入行需谨慎!



1 3 42
1-2天到现场 1天完成评估 合作达成一通电话

格美开发项目经理前往

项目现场考察，约1个工

作日收集完全面信息，

包括对项目周边消费水

平、发展潜力进行评估，

以及营收测算、工程改

造等，并以面对面会议

形式互相了解。

只需一通电话(4006-998-998

转6)将合作意向、项目情况、

所在城市告知我们，或以传

真(021-5653-1299)和邮箱

(hezuo@998.com)、快递(上

海市长宁区2451号，邮编

200335)送至格美集团投资发

展部。

格美提供专业的投资分

析报告、工程改造预算

报告，经双方确认无误

后签订“特许经营合

同”，自合同签订之日

起，2-7个工作日完成审

批。

格美对项目进行初审，

对于能使加盟商和格美

集团达到双赢的项目，

格美将与加盟商协商，

安排开发项目经理实地

考察，约1- 2个工作日

可到达。

加盟流程



欢迎咨询合作
如需获取更多信息：投资发展部

电邮：hezuo@998.com

电话：+86-4006-998-998 转 6

地址：中国上海长宁区虹桥路2451号，200335

免责声明：本材料仅供参考。贵公司不应该依赖或将其用于任何决策、合同、承诺或采取任何交易相关行动的依据。

贵公司和贵公司董事、负责人、代理和附属公司必须对本材料严格保密，没有我方事先的书面许可，不得在任何时候

将其全部或部分内容沟通、复制、分发透露给任何其他人士或公开场合提及该材料。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