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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三季度，北京服务式
公寓市场迎来一个新增项目：位于
CBD区域的佳兆业铂域行政公寓正
式交付，推出102套服务式公寓单
元，户型从90平方米至112平方米
不等，市场存量随之增至8,321套。

  三季度，受新增供应影响，全市
服务式公寓整体入住率环比下降0.9
个百分点至90.4%，较去年同期上
涨3.3个百分点。

  本季度，全市服务式公寓平均租
金达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54.1元，

“在高端住宅租赁需求的拉
动下，服务式公寓和高端公
寓租金预计将保持稳定上升
的态势。”熊志坤，第一太平戴
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概述
2018年第三季度，受新增供应影响，全市服务式公寓入住率小幅下跌，但仍保持较活跃态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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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指数环比上升4.2%、同比上升
10.1%。

   本季度高端公寓平均租金为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71.4元，租金
指数环比小幅上涨1.8%、同比上涨
8.6%。

   高端别墅需求量（主要来自国
内家庭的租赁需求）在本季度小幅
上升，平均租金至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月129.6元，租金指数环比上涨
3.4%、同比上涨6.4%，入住率环比
上涨4.3个百分点至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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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端住宅租赁市场租金指数，2006年第一季度-2018年
第三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 1

服务式公寓供应与空置率，2006年第一季度-2018年第
三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市场新闻
金融街威斯汀公寓的运营正式由业主
方金融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接管，并
更名为金融街行政公寓。

 7月12日，龙湖集团宣布，集团与加
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CPPIB）共
同设立长租公寓投资平台，用于投资
位于中国一线和核心二线城市的长租
公寓项目，双方首期投资额共计8.17
亿美元。

 7月28日，佳兆业酒店集团旗下首家
豪华服务式公寓——北京佳兆业铂域
行政公寓正式开业，共推出102套服
务式公寓。

服务式公寓市场
2018年第三季度，佳兆业铂域行政公
寓正式开业纳客，推出共102套配套
完善的全服务式公寓单元，市场存量
增至8,321套。该项目位于CBD商圈，
为佳兆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北京运
营的第一家豪华服务式公寓。

由于新项目入市，三季度全市服务式
公寓整体入住率环比下降0.9个百分点
至90.4%，较去年同期上涨3.3个百分
点。除市场存量的变化外，北京市服
务式公寓入住率主要受到内外资企业
员工流动以及使馆换届导致的人员流
动影响，带动本季度服务式公寓租赁
需求保持较活跃态势。

来自金融、汽车行业的客户住房预算
较为宽裕、承租能力强，因此拉动本
季度全市服务式公寓整体租金至人民
币每平方米每月254.1元，租金指数环
比、同比分别上升4.2%、10.1%。

相对于服务式公寓和高端别墅项目，
高端公寓兼具户型小巧和租金经济
两方面优势，使其对内资租户更具有
吸引力。得益于此，本季度高端公寓
入住率环比微幅上涨0.7个百分点至
92.9%；租赁需求稳定使高端公寓租
金保持上涨态势，第三季度平均租
金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71.4元，

租金指数环比、同比分别上升1.8%
、8.6%。

在活跃的市场需求带动下，高端别墅
的需求量稳中有升。本季度，来自国
内家庭的租赁需求持续增长，且承租
能力普遍较强。因此高端别墅的入住
率环比上涨4.3个百分点至89.0%；平
均租金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29.6
元，租金指数环比、同比分别上涨
3.4%、 6.4%。

长租公寓
政策规范
本季度，多个城市出台规范性政策用
于管理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以确保长
租市场平稳，如8月19日，北京市的
相关部门与多个长租公寓运营商展开
会谈，要求后者稳定市场租金并将企
业的全部存量房源投向市场，以确保

住宅租赁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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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展望
2018年第四季度，预计无新增服务式

公寓项目入市。在供应有限、需求旺

盛的情况下，未来租金仍存在进一步

上升动力，预计服务式公寓和高端公

寓租金将保持稳中有升态势。

北京市政府本季度开始加大对北京市

房屋租赁市场的调控，伴随着北京市

政府对主要长租公寓租赁企业的管理

与约束，以及市住建委近期集中在西

城、海淀、丰台三个区启动的公租房

供应分配工作，预计年末住宅租赁市

场的整体空置率或将有所上升，同时

租金涨幅将放缓。

同时，开发商及机构投资者对投身租

赁市场继续保持积极态度，这些将继

续推动住房租赁市场的加速发展以及

对长租公寓盈利模式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