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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威尔控股有限公司
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酒
店管理集团之一，能够
有机会拓宽市场并致力
于为旅客提供从休闲生
活到奢华体验等不同类
型的高品质酒店服务，
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
事。

总裁致辞 在当今旅游业的环境下，客人对酒店的期望已
经发生了改变。酒店不再仅仅只是为旅客提供
住宿的空间，更需为他们提供超越其旅行期望
的体验。我们期望为客人提供针对个人精心打
造的住宿体验，以及无与伦比的品质服务。

我们的酒店业务始终秉承以客人为本，客户需
求的转变给斯德威尔控股有限公司带来了崭新
而又令人兴奋的挑战。我们不断增加的酒店品
牌组合涵盖以下品牌：王子明时大饭店，派乐
诗，柏·伟诗酒店，乐舒酒店式公寓和乐舒酒
店。每个品牌都为客人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从
当地的文化特色到非传统的奢华时刻，无论是
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服务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王子明时大饭店的品牌灵感来源于日本传统的
款待礼节，融合了日本和西方世界的精华，以
奢华体验启迪客人；在每一个触点都能让客人
感受到正念和安宁。

“正念，服务，宁静和无与伦比的美学是王子
明时大饭店品牌所提供的文化特色。从伦敦开
设的第一家酒店开始，王子明时大饭店都呈现
这一理念。”

随着我们在全球市场的扩张，斯德威尔继续在
亚太、中东和欧洲发展布局以追求卓越成果，
确保我们的股东、投资者和我们共同的利益。

面对不断发展的市场和不停创新的技术，酒店
服务行业始终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并非没
有挑战，但我们致力于保持敏锐的市场洞察
力，始终为客人和业主提供卓越的成果，这是
我们的首要任务。

“我们被业主视为一家世界级的管理公司，
承诺并展现了诚信、正直、领导力和坚韧的精
神，能够满足我们业主的期望并达成商业目
标。”

我们制定了明确的发展计划，目前有超10家
酒店正在开发中，并且品牌旗下全新的特色生
活方式类酒店派乐诗（Policy）将于2022年推
出。

斯德威尔控股有限公司与王子大饭店和度假村
集团携手合作，将在未来几年继续蓬勃发展，
致力于实现全球增长，满足相关市场的需求，
并确保长期可持续的生命力。�

我们正在追逐旅游业的下一波浪潮，一个无限
可能的未来，斯德威尔伴您共同探索。

温之馨 (Simon Wan)

斯德威尔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兼董事



西武集团在全球共拥有77家公司以及约25,000
名员工。

斯德威尔及其母公司王子大饭店集团作为亚太
地区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之一，其遍布全球由
128家已开放运营和正在开发的酒店所组成的
综合网络可提供多元化的酒店选择。

王子大饭店和度假村集团与斯德威尔已制定了
战略目标，即在中长期内扩张到250家酒店。
这两大公司品牌的扩张将涉足亚太、中东、欧
洲和美国等地区。

斯德威尔控股有限公司隶属于西武控股公司
与王子大饭店集团。�

西武控股公司是王子大饭店和度假村集团的
母公司，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旗下还拥
有西武铁路和西武巴士。�

斯德威尔控股有限公司概述



西武控股公司是一家日本的上市公司，旗下拥
有王子大饭店、西武铁路以及西武巴士。

母公司为西武集团

王子集团概述西武控股公司概述

77家 分布于世界各地的
公司

25,504名 
在职员工

日本最大的 
酒店和休闲 
公司之一

46家 
酒店

分布于日本各地

6家 酒店 

位于夏威夷、 
中国和台湾 9座 滑雪度假村

31所 高尔 
夫球场1



王子大饭店和度假村集团与斯德威尔已制定了战略目标，即在中长期内扩张到250家酒店。 
这两大公司品牌的扩张将涉足亚太、中东、欧洲和美国等地区。

76个
城市

14个
国家

9大
品牌

128家
全球酒店综合网络
*包括已开业和开发中的酒店 

23,595间
已开业酒店客房

46家
日本已开业的酒店

6家
日本以外已开业的酒店

5家
开发中的酒店

27家
全球已开业的酒店

10家
开发中的酒店

战略合作伙伴

34家
战略合作伙伴酒店

我们的酒店网络



旅行相关合作伙伴 首先项目合作伙伴酒店会员计划 在线合作伙伴

酒店会员人数
总计超过 
1,000,000人



*斯德威尔、王子大饭店与度假村、水晶酒店集团、曼哈顿集团 *已开业与开发中的酒店

澳大利亚 –�悉尼、�墨尔本、布
里斯班

中国 –�北京、上海

法国 –�巴黎

德国 – 慕尼黑

香港

印度 – 古尔冈、孟买�

日本 –�东京、札幌、仙台、

名古屋、金泽、大阪、福冈�

泰国 –�曼谷

新加坡

韩国 –�首尔

台湾 – 台北

阿联酋 –�迪拜

英国 – 伦敦

 美国 – 洛杉矶、纽约

26所全球销售办事处128家* 
全球 
酒店综合网络



酒店集团品牌组合

斯德威尔在亚太、中东和欧洲拥有超过34家酒店（包括已开业和开发中的酒店），并在澳大
利亚拥有多家酒店，位于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凯恩斯、汤斯维尔和朗塞斯顿。

日本以外的品牌

5星级
王子明时大饭店是5星级奢侈酒店品牌。其
将日本无与伦比的款待礼节设计与文化融入
世界，为国际旅客提供真正独树一帜的居住
体验。

特色生活方式类 派乐诗酒店为喜爱社会联系和强大品牌主张
的客人提供探寻反映当地特色的新鲜体验。

4星级
柏·伟诗酒店在提供优质住宿的同时，致力
于提供最新的设施、创新的技术和一流的服
务。

3星级
乐舒酒店式公寓是现代且实惠的住宿选择，
旨在为千禧一代的旅客提供非传统的酒店体
验。

3星级
乐舒酒店在澳大利亚和全球各城市的中心位
置，提供无可比拟、物有所值的舒适住宿。



• 豪华五星级品牌

• 融合品牌�–�东西合璧

• 位于主要门户城市

•  日式款待礼节的特色体验

•  日式餐饮体验

酒店坐落于

英国（伦敦）

中国（广州）

泰国（曼谷）

唤醒一个  

崭新的 

开始



– 特色生活方式类酒店品牌

– 面向成熟的千禧一代

– 个性化的体验

– 开放式的工作环境

– 别具一格的设计

您的POLICY就是

我们的POLICY



酒店坐落于 澳大利亚 | 东南亚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中东 | 英国

高端品牌     |     酒店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    |     现代设施和特色



– 非传统的酒店体验

– 面向千禧一代

– 每一个触点都蕴含最新技术

– 经济实惠的住宿选择

–  中端品牌

–  无可比拟的酒店位置

–  物有所值

–  新颖且现代的设计

–  尽享舒适�

酒店坐落于

–  澳大利亚

–  印度

–  中国

–  中东

–  印度尼西亚

–  越南



为什么业主们选择斯德威尔……  

量身定制的运营、销售和营销策略

全球分销网络

强大的品牌知名度和客户影响力

全球交叉销售网络

高效的实施和结构化的执行流程

简化的沟通流程和问责制

持续的平台升级、培训和创新

来自世界一流的技术和服务合作伙伴的
支持，以及与其良好的合作关系

具有竞争力的管理费用

以结果为导向、以服务为本的文化

斯德威尔的

价值主张

斯德威尔的管理服务框架包括一系列独
特的专有应用程序，以优化旗下酒店组

合的入住率和财务回报

斯德威尔的全球执行团队拥有累计 
超过300年的全球酒店行业经验。

每位领导者都充满激情，并且在他们所
负责的领域是引领成功的专家。

斯德威尔为其旗下酒店提供全方位的高
端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包括财政创收、

财务管理、运营管理、人力资源和培
训、技术解决方案、技术服务和资产管
理。我们的内部法务团队也为集团旗下

的托管酒店提供法律服务。

 

渐进式、动态的酒店管理系统� 
包括报告、收益管理、分销平台、客户

数据库、薪资控制和培训计划。

管理服务

财政创收 技术服务与信息
技术

财务管理 运营与人力资源 资产管理与法务 开发部门



销销销销销销销

创收部门为实现酒店业绩目标的最大化提供
支持并不断努力。这一目标是通过提供跨领
域的系统和服务平台来实现的，这些领域包
括业务规划和预算审查、品牌开发和品牌
标准合规性、公共关系、广告、忠诚会员计
划、合作伙伴营销、数字营销（社交媒体、
电子邮件营销，搜索引擎优化营销）、网站
管理、销售、收入优化以及渠道和分销。

财政创收

品牌形象

分销和渠道管理

社交媒体与公共关系

数字营销

销售与客户管理

网站与预定引擎

鉴别并采购最新技术和创新产品

提高集团的效率和生产力

建立并监督集团的信息技术战略

开发和维护内部网络以及外部云服务

开发和维护混合网络以及标准操作环境

为已建成和新建的酒店提供统包信息技术
服务

信息技术



财务部门提供企业战略规划、预算编制、现金流
预测，编制和分析财务和运营关键绩效指标，审
计和成本控制以及多种酒店财务和管理报告。

财务管理团队通过其关键职能，在关键决策过程
中提供财务支持和监督，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盈利
能力并使运营成本降至最低，监控营运资金需求
和银行账户，进行投资分析并管理保险范围以保
护资产价值。

财务管理

业绩评估 金融与财政

财务报告 风险管理

法律合规 财务模型

主要目标是协助业主�

– 建造最好的酒店

– 支付最低的价格

– 花费最短的时间

–  拥有最高效的设计和流通

项目可行性评估��|��项目控制组（PCG） 
品牌评估和适用性��|��室内设计��|��标牌 
MEP（机械，电气和管道）��|��安全/保障 
开业前活动��|��统包采购解决方案 
代码��|��缺陷分析与整改

技术服务



运营

运营部门负责监督集团旗下酒店的日常运作，
通过建立、实施并监控客房和餐饮部门的运营
政策、工作程序、制度及标准，运营团队会提
供适当的支持和服务，以确保每家酒店达到财
务业绩指标和服务标准。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团队将最新的科技和程序系统用于招
聘和评估人力资产、全球职业健康安全合规、
员工招聘时的心理分析项目、绩效考核、由独
立顾问开展的神秘顾客项目以及持续培训，从
而确保聘请和留用具备合适技能和工作态度的
最佳人才。这为业主和投资者带来强有力的回
报增长，并为客人提供贴心的体验。

运营与人力资源

主要运营报告

业绩监测

政策和程序

服务标准

员工培训与发展

酒店审核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部门负责管理斯德威尔旗下酒店组合中500
多套由个人持有的公寓。该部门代表集团和公寓业主
处理物业管理事宜，并提供有关物业维修和翻新的建
议。

 

法务

斯德威尔的内部法律部门通过审查物业合同、执照和
许可证，为集团托管的酒店提供法律服务。该团队还
可在银行业务管理和融资关系方面提供协助。该部门
亦会就任何影响物业的诉讼或争议提供协助，并在必
要时，通过附属的律师事务所，协助业主处理物业收
购、合资及其他法律问题。

资产管理与法务

| 业主通讯 

| 业主法团会议 

| 客房翻新  

| 物业经理报告 

| 协助物业收购 

| 审查合同



 

酒店开业前的预算编制，以估算各项活
动的开支，

–�关键假设

–�开业前预算摘要

–�开业前预算

–�人员编制指南

–�开业前市场营销预算

–�合同员工指南

–�开业前信息技术预算

–�员工福利

–�房客设施用品

酒店开业前全面的关键路径统筹，为完
成各部门的关键任务提供指导，包括品
牌合规、客房部、客房管理、餐饮部、
工程部、财务部、信息技术部、财政创
收部、人力资源部、娱乐设施部、安保
部、厨房部等

项目交接计划

–�主要建造工作的交接时间表

–�技术服务设计和室内设计施工的审批表

–�新酒店设计与施工的顺序和时间表

缺陷检查表

–�报告房间的缺陷数量

–�报告出口的缺陷数量

客房检查

–�确保客房符合品牌标准

–�检查每间客房

–�列出问题，并附上照片和意见

–�确保房间符合设计标准

–�机械、电气、管道�/�信息技术

–�检查所有的空调、水压设备、无线网络、电视
和电话

主项目进度追踪

–�项目经理的月度报告

–�所有施工项目均列出进度状况

–�根据最新的建筑交接日期进行修改

开发部门与开发商、业主和投资者密切合作，评估新的
物业项目以确保其符合集团的品牌标准。

此外，开发团队会确保酒店的设计和产品定位准确，可
以满足相关市场的需求，以确保其长期的财务可行性。

精心研究的选址，得到完全认可的品牌选择，基于事实
的项目可行性，针对绩效的指标

为客户定制合同，以使其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

其明确的目标是帮助酒店业主和开发商在最短的时间内
以最便宜的价格拥有最好的酒店，并有效地分配布局

其能够参与酒店项目的全过程，包括投资、开发、管
理、租赁、市场营销执照以及分层产权管理

位于悉尼的全球办事处以及全球多个区域办事处，拥有�
经验丰富的酒店开发和技术服务团队

酒店开业和品牌重塑，

支持服务与专业技能
开发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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