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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hotel industry has begun to expand wit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s its
main form since the 20th century. M&A has become an extremely important way for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s to expand their scale and increase their competitiveness. This document analyzes the
main motivation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Starwood by Marriott,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faced by Marriott and Starwood in the process of rebranding and brand integration, and
proposes future rebranding and brand integration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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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自 20 世纪以来，全球酒店业开始了以并购为主要形式的扩张，并购已成为国际酒
店集团扩大规模，提升竞争力极为重要的途径。本文通过分析万豪并购喜达屋的主要动因，
探讨万豪与喜达屋品牌重塑和整合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提出未来的品牌重塑和整合思路。
1．引言
近几年，国内和国外酒店业并购风起云涌，线上线下联动成风，全球酒店业的并购事件
不管是并购金额还是并购次数，都远超往年，其中最为轰动的当属万豪成功并购喜达屋。此
次并购是名副其实的“强强联合”，使万豪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而并购后万豪如何
“消化”喜达屋，达到良好融合，则是业内人士、学者、客户等群体共为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2．万豪并购喜达屋的主要动因剖析
2.1

快速扩张规模优势

万豪并购喜达屋这一重大事件也充分说明了酒店行业的商业模式正面临着巨大压力，在
全球经济不景气及行业发展缓慢等多种因素共同促使下，两家酒店集团需要通过合并，降低
成本，变得更强大，来抵御竞争对手。公开数据显示，双方合并之后,万豪可以节省 2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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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万豪成为全球第一大酒店集团，其酒店品牌数量、酒店数量以及客房
数量一跃成为全球第一。
2.2

拓展海外市场，填补市场空缺

据万豪公布的 2014 年财报，万豪仅有 26%的客房国际市场份额。相比于希尔顿、喜达屋
等品牌，其在海外市场的客房数量占比上垫底。而喜达屋则显得更为“外向”，其在国际市场
现有、在建客房数量的市场额度分别为 57%和 61%，这与万豪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并购的完
成，万豪在亚洲的市场规模将扩大一倍以上，使万豪能够以最便捷的途径卡位海外市场，弥
补自身短板（周莹，2016）。
2.3

应对在线旅游服务的严重威胁

喜达屋和万豪合并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提高不断被压缩的利润空间和议价能
力，能够有效防范 Airbnb、OTA 的袭扰，在未来为了可以努力争取与 OTA 合作中的话语权，
应对 Airbnb 这类强劲竞争者，掌握市场的主动权。万豪通过并购，可以实现自己的酒店+互
联网，而不是被动的受制于 OTA 的互联网+酒店（王强，2016）。
2.4

丰富客户群体，促进品牌谱系的健全化

合并后，万豪就能够快速拥有了吸引年轻一代客户群体的酒店品牌，在巩固自身在奢华
和高端领域的实力的基础上，更是通过并购喜达屋来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有效地丰富客户群
体，填补和加强市场空缺。除了在奢华酒店等共同市场扩展了品牌阵容外，此次并购更是结
合了万豪在豪华、度假、会议及精选服务酒店领域以及喜达屋在生活时尚酒店品牌及国际网
络的优势，可为客人、酒店业主及特许经营合作伙伴、会议筹备商等带来更为全面的品牌阵
容（叶碧华，2015）。
3．万豪并购整合喜达屋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品牌重塑难题

作为国际知名酒店集团的万豪和喜达屋品牌，合并后，酒店的名称该如何改变？实施单
一品牌策略的公司希望用“同一张脸”与顾客熟识，使顾客在记忆中保持美好、鲜明、独特
的品牌联系（Keller，1993）。但带来的问题，如目标品牌与企业整体形象不符、难以保持品
牌传播连续性和统一性、品牌延伸之后的问题等，或许会从消费者头脑中抹去原有品牌所激
发的积极形象(Muzellec，2005)，公司名称的更换会造成员工和顾客的疏离、降低品牌的亲
切感和导致顾客的混淆（Edmonson，2002）等，这也可能是并购后各自品牌还是依然独立运
营的原因和优势所在。同时，联姻后的万豪国际与喜达屋酒店将拥有 5500 家酒店，旗下的酒
店品牌总数达到了 30 个，两家酒店目前品牌体系的重合度较高，同质的酒店品牌定位相似，
消费群体重叠很高，这些都有可能造成消费群体重合。双方合体后或将面临同一城市形成自
相竞争的状况，必须合理地区品牌分布以解决同质品牌的相互竞争问题。
3.2

双方客户系统整合问题

几乎每家大型连锁酒店都有常客奖励制度，其中喜达屋优先客户计划在业内尤为突出，
十分受客户青睐。如果合并后，原喜达屋的 SPG 计划不再实施或缩水，势必会导致许多原喜
达屋忠实客户的离开。事实上，对于喜达屋旗下各品牌酒店的常旅客来说，喜达屋被万豪收
购，就像是自己的“母亲”嫁给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父亲”
，并不情愿。所以一旦处理不
好这种关系，“孩子出走”的概率就会很大。
3.3

管理方式与企业文化整合问题
尽管喜达屋集团和万豪集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酒店管理以及酒店并购的经验，但是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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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方力量都是“大牌”，反而在许多问题，如企业文化\执行标准等方面难以融合，这也是
很多企业并购的通病。有业内人士指出，并购后的双方管理方式及文化必然需要融合，这样
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协同效应，使得规模化、连锁化发挥真正的效应（周人果，2016）
。但万豪
改如何“消化”喜达屋，则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同时，随着整合的深入，组织部门
变革、人员变动和整合也不可避免，如何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两个品牌的人才整合，避免人
才的流失和管理波动，实现两个品牌的人才融合，产生更大合力，这也是管理团队和业内人
士、员工当事人等多方面共同关心的问题。
4．万豪并购喜达屋的品牌重塑与整合思路探讨
4.1

审慎有序品牌重塑，充分发挥品牌优势

4.1.1 保持各自品牌的独立性
万豪与喜达屋，同为国际酒店行业的豪华品牌，有着深厚的品牌文化沉淀、众多忠诚的
客户。从短期看，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万豪与喜达屋旗下的各品牌保留原来的品牌名称、
标识等是明智之选，无论是在品牌表面的名称等，还是在各方面实际感受到的服务品质等，
不能让喜达屋的忠实客户觉察到被万豪“侵袭”的不良感受，让忠实客户相信喜达屋还是原
来那个喜达屋，依然还是那么优秀；从长期看，万豪的优秀基因、烙印融入喜达屋各品牌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
4.1.2 品牌整体重新定位分类与品牌精简重组
由于万豪国际与喜达屋旗下酒店品牌在客户中已有相当高知名度和固定形象，有业内人
士担心合并后或将产生品牌认知混淆（孙伶，许望，2016），显然，万豪并购喜达屋后，其规
模已经足够大，如果不能很好地“消化”喜达屋，很可能导致一些品牌会逐渐消亡。因此，
未来万豪会对旗下的 30 个酒店品牌做出更具有特色的再定位，提升品牌服务的标准。从短期
来看，万豪不应对现有的两家酒店品牌进行较大的变动。但从长期来看，为了更有效的品牌
管理，避免品牌和网点重合，品牌精简和优化可能是必然的趋势。
4.2

合理处理礼赏计划和SPG计划之间的关系

会员计划方面，虽然从两家的数量上看，万豪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是在会员计划的受欢
迎程度上看，喜达屋则明显更胜一筹（秋薇，2016）。合并后，两家集团合并后的常旅客奖
励计划可能是，在短期内，礼尚计划与 SPG 继续独立保持运作，双方可以针对某级别的精英
会员设置一些共享的互惠政策，或实现三个常客计划的账户联合，实现三个计划之间的积分
兑换，从而享受三个常客计划下更多更好的服务。未来，礼赏计划将逐渐吸取采纳一些 SPG
的优惠项目，譬如套房升级优惠等，逐步实现两者的融合。
4.3

有效融合企业文化

在企业文化方面，万豪集团与喜达屋集团都各有其优势。万豪的20个管理理念，服务社
会的精神、微笑服务，喜达屋的明星服务标准、十诫以及喜达屋关爱，这些企业文化都有相
似的地方。但是如果在合并后，企业文化依然保持其各有的标准，这对拥有30个品牌的万豪
集团发展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可能会造成管理的混乱，比如员工培训、员工服务都可能出现
偏差。所以，万豪一定要充分整合，升级它的一系列标准，推广它的企业文化，在推广过程
中还要考虑推广难度，还需要形成一套新的培训机制，否则在企业文化这方面无法深入贯彻
到员工心中。
5．结束语
万豪并购喜达屋，成就了更强大的万豪，有效加强了其应对线上和线下威胁的能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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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有效整合还任重道远，在品牌重塑、企业文化、客户系统融合等诸多方面还有许多工
作要做。同时，本案例并购整合过程中的品牌、人员、会员计划、企业文化等方面整合和重
塑思路、经验等也值得其他酒店管理集团，尤其是中国的酒店管理集团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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