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派集团简介



同派酒店

同派酒店成立于2018年，是周大福集团旗下全新推出的中高端潮牌酒店品牌。

同派将城市酒店的功能得到拓展，融入共享办公和共享居住的模式、

通过极具风格和品质的设计，打造城市潮流生活方式新地标。

2020年，第一家同派酒店在上海浦东正式开业，开启潮湃之旅；

目前，在上海和杭州已有三家同派酒店投入运营。



如果说，瑰丽是为了重塑奢华酒店的形象，那我们新孵化的酒店

品牌「同派」，则是为了预演和试验我们对未来酒店模样的构想。

充满创意、展示当下、引领潮流：

与千禧一代同频,并提供他们负担得起的新生活方式。

创始人愿景

THINK APPLE OF  
A HOTEL BRAND
同派是酒店业中的苹果!

“



打造潮流生活方式新地标

融合潮流、轻享社交、共创趣味

共享办公
• 开放式、多功能工区设计

• 和社交区域融合，让工作充满灵感

• 生活和工作无缝切换，高效便捷

共享居住
• 长租公寓套房，共享生活社区

• 多元化空间、配套设施齐全

• 城市新“潮”社群聚集地

+

潮 享 趣
TRENDY SHARED FUN

+
酒店客房与餐饮

• 潮流休憩新地标、商旅休闲首选

• 客房空间兼顾潮流与品质，环保舒适

• 丰富美食、地道口味、全天开放

同派特色 - 融合共享概念生活体验



同派节奏

5

上海

广州

杭州

沈阳

成都
武汉

杭州未来科技城同派酒店
2021年第一季度开业，224间（套）

上海虹桥同派酒店
2021年第一季度开业，197间（套）

上海浦东同派酒店
2020年第三季度开业，123 间（套）

COMING SOON

• 广州增城同派酒店

• 沈阳同派酒店

• 成都新会展中心同派酒店

• 武汉周大福同派酒店



集团内打通生活方式生态圈

K分赏是由新世界发展集团和周大福珠宝集团共同创立的一个单一货币积分会员计划，负责管理和运营周大福珠宝集团及新

世界发展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集团客户忠诚度计划，现已加盟新世界、周大福集团、广州K11、上海巴黎春天、同派酒店，

为每一位会员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同时，同派也和携程旗下丽呈集团战略合作，开拓会员渠道和持续增长。



同派品牌亮点



集聚社群，打造家、工作以外的“ 第三潮流空间”，比邻而居，让有趣的头脑成为邻居；志同道合，

让有趣的社区活动成为风向。

共享社区



9让智能科技成为独特体验的重要一环。只要带上手机，就能在同派穿梭自如；自助前台Check-in，

小程序开门、24小时线上管家，让你感受流畅的体验和贴心的服务。线上线下的场景融合，商务、

旅游、居住、 办公、社交，随心切换。

时尚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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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便利
有同派的地方既是市中心，时刻感受每座城市的脉搏和文化；美食、购物、休闲、娱乐、工作，

随时转场，充满活力；同派酒店毗邻会展中心、城市CBD商务楼、地铁沿线，方便您的出行。



节能环保
同派核心的共享概念就是提倡营造社区让资源得以更有效利用；此外，同派在运营上也始终应用更环

保的材质和设计，提倡无纸化、无塑化，利用科技让体验更流畅，定义真正的环保绿色的生活方式。



同派酒店简介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中路2795号

上海浦东同派酒店
SHANGHAI  PUDONG TONGPAI HOTEL



TONGPAI
@Pudong

上海浦东同派酒店坐落上海浦东中心地带，舒适

雅致、闹中取静，距浦东联洋广场仅咫尺之遥、

比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步行可达９号线芳甸

路，换乘轨交方便抵达人民广场、陆家嘴中心等

上海知名景点。酒店拥有108间客房，15间长租

公寓，集不凡品味和创意设计于一身，将共享生

活空间创新融合，吃、住、玩、办公灵活切换，

带领您体验潮流商务旅行新乐趣。



酒店有108间客房和15套长租公寓。一层开放式大堂“蜂箱”让人耳目一新，将前台、餐饮区域、活动
娱乐空间、共享办公区域融为一体，营造多元化的 “第三潮流生活空间“。



独特的同派空间
 蜂箱（Lounge)

超600㎡的共享区域，以欧洲潮流休闲生活为灵感，将前台、餐厅、咖啡厅和酒吧融为一体，营造前卫时尚的氛围。
落地的书橱、高低错落的家居、美式台球桌，尽显欧式摩登风格；开放式餐厅、游戏娱乐区、共享办公区、会议洽
谈区……打造家、工作以外的“第三潮流空间”。



蜂箱（Lounge)

多功能吧台：在浦东同派的开放式多功能吧台，酒店提供由专业咖啡师打造的特色咖啡和具有创意性的新式鸡尾酒，每晚
欢乐时光特选鸡尾酒搭配本地大众小吃，陪你一起喝到世界的尽头，越夜越嗨。



蜂箱（Lounge)

餐厅：采用工业风设计，将传统与现代风格相结合，连播放的音乐也如它的装潢一般不拘一格。餐厅的美食菜单由网红主
厨亲自设计，主打绿色健康轻食料理，搭配有机蔬菜特色食材，从而烹制出时尚健康美食。



蜂箱 – 共享办公

会议室：拥有灵活转换的会议功能厅及休息室；拥有小团队范围内的活动场地，是举办鸡尾酒会、派对和晚宴等活动的不
二选择；舒适的会议洽谈空间，配备齐全的会议设施，多媒体演示系统，打印复印一体机。



服务公寓楼层 - 派空间

 派空间 (Living Room)

酒店4楼为服务公寓，内设

洗衣房、健身房、开放式

厨房、功能会客厅等共享

设施设备，24小时全天候

开放；比邻而居，和有趣

的头脑成为邻居，认识新

朋友畅聊城中热点新闻，

在这共享空间中，尽情享

受家一般的温情。



轻享大床房 - Cozy Single

舒适/轻享大床房

【面积】：32㎡

【楼层】：4-8楼

【床型】：1张 1.8 x 2米 大床



轻享双床房 - Roomy Double

舒适/轻享双床房

【面积】：32㎡

【楼层】：4-8楼

【床型】：2张 1.35 x 2米 单人床



服务公寓 - 1室公寓 Serviced Apartment （1 Bedroom）

一室公寓

面积：26-35㎡



服务公寓 - 2室套房 Tongpai Suite（2 Bedrooms)

【面积】：63㎡

【楼层】：4楼

【床型】：2张 1.8 x 2米 大床



人民广场：9.4公里

外滩：9.2公里

陆家嘴中心：6.9公里

东方明珠塔：7公里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3.3公里

世纪公园：4.9公里

上海科技馆：3.1公里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21公里

浦东国际机场：34.7公里

虹桥国际机场：35.9公里

周边交通



上海市闵行区闵北路115号

上海虹桥同派酒店
SHANGHAI  HONGQIAO TONGPAI HOTEL



TONGPAI
@Hongqiao

上海虹桥同派酒店（以下简称“ 虹桥同派”)地处大

虹桥核心潜力发展区域——南虹桥，周边紧邻虹桥

商务CBD中心、国家会展中心、国际医学中心以及

虹桥枢纽。酒店共有186间客房和11套服务公寓，

更集共享生活和共享办公于一体。占地近300平米

开放式公共空间，可以满足各类商务、社交和个性

化活动需求。酒店追求优质、大胆创新的餐饮文化，

以创意料理、咖啡和精酿啤酒为特色。



酒店共有186间客房和11套服务公寓，更集共享生活和共享办公于一体。糅合高品质的服务和现代化设
施，为客户提供舒适的住宿和高效的商务设施，带来更多元、更时尚的居住新体验。



独特的同派空间

 蜂箱（Lounge)
一层开放式大堂“蜂箱”布局开阔新颖，采用同派标志性地空间处理手法，将前台、餐饮区、多功能吧台，共享办公
区在此融为一体，营造复合型空间，颠覆传统酒店“泾渭分明”的区域划分。无论你是聚会分享、办公交流、还是享
受一人时光，都能在“蜂箱”这个专为潮流人士打造的“城市客厅”里，体验到轻松、惬意和愉悦的氛围。



蜂箱（Lounge)

多功能吧台：在虹桥同派的开放式多功能吧台，不仅能品味到专业咖啡师精心打造的特色咖啡，这里的精酿啤酒亦是一绝！
如果你是城市潮流生活的“弄潮儿”，这里的美酒佳酿和惬意自在的共享社交氛围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食·TASTE： 落地窗、清新绿植、木质皮革桌椅间的和谐搭配造就了蜂箱･餐厅的清新自然之美，更是与主打时尚、健康
的创意料理和特色咖啡相得益彰。酒店坚持独立、传统与创新融合的餐饮特色，让每一位推门而入的食客
尽享同派潮流美食的魅力！

蜂箱（Lounge)



蜂箱 – 共享办公

会·MEET：酒店拥有多种不同规格的会议室，可满足会议培训、社交聚会、专业研讨会等各类商务需求。65寸可投屏
液晶电视、多媒体演示系统及打印复印一体机等会议室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是周边商务和差旅人士作为第
二办公场所的优质之选。



蜂箱 – 共享办公

聚·ONLINE：上海虹桥同派酒店拥有通透、自由、交流的灵感办公区域，为热爱创意或喜欢沉静思考的工作者释放
压力，提供舒适、协作的办公之所。



 派空间 (Living Room)

酒店在2楼为服务公寓的长

租客人特别设计了共享生

活区域“派空间”——24小

时开放洗衣房、健身室、

共享厨房和功能会客厅。

每位长住同派的潮流人士

不仅能体验在家一般的温

馨、随意，更能在共享空

间里通过美食、运动……不

同的话题结交身边有趣的

邻居。

服务公寓楼层 - 派空间



轻享大床房 - Cozy Single

舒适/轻享大床房

【面积】：30㎡

【楼层】：3-9楼

【床型】：1张 1.8 x 2米 大床



轻享双床房 - Roomy Double

舒适/轻享双床房

【面积】：30㎡

【楼层】：3-9楼

【床型】：2张 1.35 x 2米 单人床



轻享套房 - Tongpai Suite

轻享套房

【面积】：64㎡

【楼层】：11楼

【床型】：1张 1.8 x 2米 大床



服务公寓 - 1室套房 Tongpai Suite (1 Bedroom)

一室公寓

面积：30㎡



服务公寓 - 2室套房 Tongpai Suite (2 Bedrooms)

套房公寓

面积：64㎡



地铁2号线徐泾东站：4.4公里

地铁17号线诸光路站：4.4公里

上海虹桥站：7公里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7公里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4公里

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1公里

龙湖虹桥天街购物中心：5公里

城隍庙：24公里

东方明珠：28公里

周边交通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塘路2699号1幢103

杭州未来科技城同派酒店
HANGZHOU FUTURE SCI-TECH CITY TONGPAI HOTEL



TONGPAI
@Hangzhou

杭州未来科技城同派酒店（以下简称“ 杭州同

派”）择址于“ 杭州硅谷” 未来科技城中央商

务区核心区域，依托阿里巴巴、5G梦想小镇、

人工智能小镇等行业顶级企业，坐拥高端休闲

商业中心（奥克斯广场、万达广场），毗邻杭州西

溪国家湿地公园和浙江大学，吸引集聚全球高

学历人才和年轻新锐的商务人群。



杭州同派共有180间客房和44套服务公寓，糅合高品质的服务和现代化设施，为客

户提供舒适的住宿和高效的商务设施，带来更多元、更时尚的居住新体验。



独特的同派空间

 蜂箱（Lounge)

一楼开放式大堂“蜂箱”别具一格，采用复式调高夹层设计，呈现错落有致又通透明快的空间感。木质、金属与植物元素混
搭的内饰装修在充满设计感的光影诠释下，展露潮酷时髦和自然清新的和谐之美。前台、餐饮区、休闲咖啡区、共享办
公区突破传统酒店的区域壁垒，在“蜂箱”融为一体，为潮流人士打造轻松惬意的“城市客厅”。



蜂箱（Lounge)

多功能吧台：在蜂箱具有标志性的开放式多功能吧台，来喝一杯同派潮人专属的创意咖啡和特色饮品吧，让味蕾调动你的
情绪，打开你的灵感触角，尽情享受潮湃的城市生活节拍和共享社交空间的魅力！



蜂箱（Lounge)

餐厅：身处极简优雅美学风的蜂箱･餐厅，耳边萦绕动感、潮酷的音乐节奏，品尝明星主厨打造的时尚、融合、健康料理，
再啜饮一口专业咖啡师为同派定制的特调咖啡。在这里，别致的氛围和创意的美食、咖啡将为潮流之士开启从味蕾
至身心的能量补给和愉悦。



共享办公 - 会议室

会议室：酒店设有100㎡会议室，可自由分割空间，最多可容纳约70人在座。多媒体演示系统，打印复印一体机等会议配
套设施俱全，无论是举办商务会议、品牌活动，还是派对酒会皆可让您轻松hold住，留下美好记忆。



 派空间 (Living Room)

酒店设有服务公寓，为长住同派

的潮流人士提供温馨休憩之所的

同时，更设计了共享生活区域

“派空间”——洗衣房、健身室、

共享厨房、功能会客厅、会议室

在此24小时全天候开放，营造

在家一般的方便、随意。志同道

合之士彼此近在咫尺，一道美食、

城中热事、健身PK……

下一秒，一起邻居变好友！

服务公寓楼层 - 派空间



轻享大床房

【面积】：40㎡

【楼层】：9-16楼

【床型】：1张 1.8 x 2米 大床

轻享大床房 - Roomy Single



轻享大床房



舒适大床房 - Cozy Single

舒适大床房

【面积】：30㎡

【楼层】：9-16楼

【床型】：1张 1.8 x 2米 大床



轻享双床房 - Roomy Double

舒适双床房

【面积】：30㎡

【楼层】：9-16楼

【床型】：2张 1.35 x 2米 大床



同派服务公寓

服务公寓44间

豪华大床公寓36间，40平/间
高级大床公寓66间，30平/间



杭州萧山机场：49 km – 60分钟

杭州火车东站：21 km – 40分钟

杭州火车西站：4 km – 10分钟

地铁5号线创景路站：0.5km – 3分钟

杭州西湖：15km – 35分钟

杭州西溪湿地：7km – 12分钟

杭州良渚文化村：13km – 25分钟

周边交通



原创社群活动



浦东同派 -“天生潮湃”同派共享生活体验展

2020年10月，“天生潮湃”同派共享生活体验展在浦东同派限时开幕。多款沉浸主

题房、梦幻泡泡吧、趣味社交桌游、网红互动拍照、快闪街舞、动感潮湃电音……

令同派成为城中潮流一族的打卡地。



浦东同派 - 吉他活动音乐之夜

同派联合BM Guitars每周五在浦东同派推出线下音乐之夜社群活动，用音乐和美食

点燃潮流人士的热情，成为魔都爱乐人士的汇聚点。音乐私域活跃群人数达到180人。



浦东同派 – 桌球达人挑战赛

浦东同派将举办同派社区桌球挑战赛，64人分组对抗，争夺冠亚季军，获胜者

赢取全年咖啡券一张或住宿券一张；



虹桥同派 - 共享“城市客厅”潮生活

同派在旗舰酒店虹桥同派，举办了主题为共享“城市客厅”潮生活的媒体活动，

呈现了其与不同潮流品牌和艺术家的跨界合作新“玩法” 。



虹桥同派 -“蛋”愿有你周日早午餐

虹桥同派推出特色主题的周日早午餐 —“蛋”

愿有你，搭配健康DIY鲜榨果蔬汁，陪你度过

一个健康周末！通过各种线上线下渠道宣传，

吸引周边中外客户群体，达到增加创收和提

升酒店品牌形象的目的。



虹桥同派 - DIY手工月饼

虹桥同派在中秋节前夕，带领大家自制鲜肉月饼教学活动。我们的厨师

会详细地讲解鲜肉月饼的制作过程，并且指导客人自己动手包制一个属

于自己的独创月饼，把这一份充满爱意的月饼带给家人。



同派推出原创社群活动 — 咖啡盒的无限可能，结合同派

与Need A Pause推出的联名挂耳咖啡与创意环保花盒活

动，让各路潮人们在同派共享生活方式空间中感受“品质、

潮酷和环保”的品牌特色。同时，我们也倡导大家在享受

完咖啡之后，也更关注环保，通过创意让盒子焕发生活地

灵感。

虹桥同派 - 咖啡盒的无限可能



杭州同派 - 普拉提课程

杭州同派联合微健身学院，定期举行普拉提健身教学活

动，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普拉提爱好者，同时结合同派的

配套设施，如共享厨房，共享办公等提供爱好者们更好

的休息和社交的潮酷场地。



杭州同派 - 同派鸡尾酒DIY课程

杭州同派以餐饮特色结合社群活动，打造五款特色鸡尾酒DIY体验，将同派的潮酷活力与周

边社群连接，每周都有创意特调活动，吸引周边年轻人社交和汇聚，推广同派多元体验。



杭州同派 -“啡”你不可小课堂

杭州同派联合周边社区，不定期组织咖啡知识免费教授活动，并且准备了咖啡

学习资料供社区居民学习。这个夏天，让“同派大咖”带领大家轻松学习咖啡

知识的同时，在家也可以做出一杯既有颜值，有好喝的夏日咖啡。



THANK YOU

销售联络：Bella Gong (15000939692)

同派 天生潮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