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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手册

官方网址：www.998.com

APP下载：     app.998.com

预订热线：4006-998-998

城市开发经理：

传真：021-5653-1299

加盟热线：4006-998-998 转 6

邮箱：hezuo@998.com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2451号

下载APP得¥100代金券
绑定手机和邮箱再得¥100

关注微信
得¥100代金券礼包

获取投资加盟所有信息
敬请关注



*本册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3月31日

       格林酒店集团（原格林豪泰酒店管理集团）2018 年3月登陆纽交所（NYSE:GHG），是中国领先的酒
店管理集团。

2004年创立至今，格林酒店集团在中国350多个城市拥有 近 6000 家酒店（含筹建），超过30万间客房，
酒店规模位居全球和中国前列。通过始终如一的服务质量、标志性的酒店设计和广泛的地理布局，集
团打造了超过 15 个酒店品牌，覆盖高端、中高端商务、中高端时尚、中高端休闲、多彩个性等不同市场，
为合作伙伴和客人提供多元化选择。

依托母公司格美集团（KOSMOS GROUP）在餐饮、科技智造领域的多元布局，格林酒店集团不仅为客
人提供全方位的住宿和餐饮服务，还为合作伙伴打造了多元化的投资平台。

都市俱乐部 时尚更有派

01 02

都市俱乐部 时尚更有派

GROUP 
INTRODUCTION
集团介绍

格林使命 帮助合作伙伴解决困难

合作伙伴

客源对接
精准服务

餐饮 科技
智造酒店

人才培养
打造范本

技术赋能
降低成本

管理输出
提高效能

2017 格美酒店

2018 家有好面2017 大娘水饺

2017 格雅酒店2017 格菲酒店

2018 格林公寓2019 雅阁酒店集团2019 都市酒店集团2020 鹿港小镇

2018 无眠酒店2018 竹家庄避风塘

2004 格林豪泰酒店 2008 格盟酒店 2012 格林东方酒店 2013 青皮树酒店

2016 贝壳酒店



CUBA

洛杉矶
凤凰城

美国
 韩国

 中国

越南

尼泊尔

澳大利亚
斐济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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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酒店(含筹建)近

60,000,000 会员近

近

350+ 城市

100,000员工

1,700,000+ 家企业客户

以上为格林酒店集团截至2021年3月31日在国内的数据



都市俱乐部 时尚更有派 都市俱乐部 时尚更有派

05 06

BRAND 
POSITIONING
品牌定位
格林酒店集团旗下中高端时尚酒店

格雅酒店以“时尚、个性”为基调，
用消费级别的艺术装饰，
体现格雅品牌的时尚潮流感，
营造极具品质的入住氛围。



莎士比亚与泰戈尔低声交谈，佛洛依德和庄周各抒己见，取一

本书架的书，静坐大堂，跨越时空，与所有智者相遇。

大堂

BRAND 
IMAGE 
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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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级别的艺术装饰，营造极具品质的入住氛围。

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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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商
本地资源

高效的
运营系统

设计、工程服务
标准化，降低成本、
噪音、能耗

采购系统中央化
智慧供应链系统

经营培训体系完善
数据系统共享支持

提升服务质量
保障客户满意度

渠道直销
高效低价

选址精细化、
严格化，多方
面稳固回报率

+

为加盟商带来
高回报

02
品牌忠诚度及广泛的
顾客基础

01

为员工搭建快速成长
的平台

03
快速扩张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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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资源02
· 近 6000 万个人会员

· 170 万 + 企业客户

品牌支撑01
· 依托国际、国内一线品牌集团公司                              

     ⸺格林酒店集团

· 近 6000家酒店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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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HISE 
ADVANTAGE
加盟优势

效益高04
· 大多数酒店在 3.5 年内收回成本

· 优异的酒店投资回报率接近 100%

· 很多酒店投资回报率高于同类酒店

10100% 以上

成本优03
· 酒店设计、装修、集采一站式服务

· 平均 9-12 万元 / 间装修成本

· 中央预订费低至 10 元 / 间夜起

· 经营管理费用仅为同类品牌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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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支持08
· 支持资金来源于集团及银行等金   

融 融机构

系统先进05
· 全方位运营管理系统支持

· 城区和加盟商服务系统

· 单店平均最活跃的 APP 系统支持

· 客房和物业管理等自动管理系统

· 酒店 IT 中央设备免费提供和数据安全保护

· OTA 房态房价管理促销系统

·  7*24 小时热线客户预订、客户服务及投诉管理

诉  支持

· 质量检查和支持系统

· 忠诚会员奖励支持系统，包括 168 商城

广泛渠道06
· 官方网址：www.998.com

· 预订热线：  4006-998-998

· APP 下载：   app.998.com

· 手机预订：          i.998.com

培训体系07
· 聚集行业精英，配合独一

无无二的格林学院培训体系

· 加盟商管理和培训支持

· 员工发展和系统培训计划

· 财务管理和培训计划



品牌 品牌定位 大堂要求 酒店辅助设施要求 客房数量要求 客房面积 房价

格雅酒店 中高端时尚 ≥250m² 280-
500元

≥27m²≥80间 开放式餐厅 咖啡音乐吧
健身房 书山 休闲商务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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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条件

加盟政策

FRANCHISE
POLICY

都市俱乐部 时尚更有派

02 区域位置

靠近行政中心、商务中心、展
览中心、教育资源密集区、交
通枢纽、大型游乐中心或者其
他客源丰富的区域。

01 物业体量及可视性

4000 平米以上，或者可开设 80
间房以上的体量，楼体易见，店
招醒目，广告效果好。

04
有餐饮、娱乐、购物、休闲
等生活配套设施。

周边配套03 交通条件
临近主干道，交通流动性好，
进出通道畅通便利，双向通
行，无隔离栏或绿化带。有
公交、地铁等便民交通工具
可达。

主要加盟服务项目

加盟期限

主要收费标准

10-20年

收取方式

/

一次性加盟金 3000元/间 一次性

系统安装费 3万元 一次性

工程指导费 2万元 一次性

开业前质检和运营指导费 0.9万元 一次性

特许保证金 10万元 一次性

工程设计筹备保证金 2万元 一次性

品牌使用费 4.5%-6% 按月核算

系统维护费 12000元/年 按年核算

中央预订费 按月核算10元/间夜起中央预订费不超过营业收入的3%；
若达到公司奖励政策标准，可根据政策享受优惠。

加盟费用

投资测算

注：以上投资测算模型仅供参考，不代表格林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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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总投资 900.00 100间客房*9万/间

年均营业收入 876.00 100间*80%出租率*300元平均房价*365天

年经营毛利润 560.64 年均营业收入*64%

物业年租金 328.50 5000平方米*1.8元/平方米*365天

营业现金流 232.14 年经营毛利润-租金

回报期 3.87年 初始总投资/营业现金流

投资回报率 25.79% 营业现金流/初始总投资

预算金额（万元）费用说明（5000㎡/100间算）标准版

初始总投资 1200.00 100间客房*12万/间

年均营业收入 934.40 100间*80%出租率*320元平均房价*365天

年经营毛利润 598.01 年均营业收入*64%

物业年租金 328.50 5000平方米*1.8元/平方米*365天

营业现金流 269.51 年经营毛利润-租金

回报期 4.45年 初始总投资/营业现金流

投资回报率 22.46% 营业现金流/初始总投资

预算金额（万元）费用说明（5000㎡/100间算）升级版

公司可提供50%的融资支持，年利率8.5%，综合年化成本率4.5%。
以上加盟费用仅供参考，具体项目会因不同城市、不同位置、不同物业条件的情况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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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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hezuo@998.com）、

传真（021-5653-1299）、快递（上海市

长宁区虹桥路2451号，邮编200335）

送至格林酒店集团投资发展部。

格林酒店集团对项目进行初审，对于

能使加盟商和格雅酒店品牌达到双赢

的项目，格林酒店集团将与加盟商协

商，安排开发项目经理实地考察，约

1-2个工作日可到达。

格林酒店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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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加盟商互

相了解。

格林酒店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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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天到现场一通电话 1天完成评估 合作达成

COOPERATION 
PROCESS
合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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