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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休闲旅游升温，且商旅人士需求稳定，支撑领先城市的酒店入住率继续改善。

 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酒店市
场整体维稳。一线城市的三至五星级酒
店入住率有所改善，低线城市酒店行情
继续承压。

 一线城市的酒店入住率持续改善已
近三年之久，酒店运营商已积攒足够信
心上调客房价格。

 主题公园与旅游胜地的出现，预期
会带来中国国内游的日益增长，进而带
动酒店业务增加。

 亚太区访问人数最多的20个主题公
园中，有11个位于中国大陆地区。这是
中国国内游持续升温的直接结果。

“中国主题公园的开发得到政府
的大力支持，预期将刺激关键城
市国内旅游的增长，推动经济重
心向服务及娱乐领域的转移。”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研究部主管

图：长隆横琴湾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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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酒店市场综述
由于酒店收入维持低位、国内新综合

体项目加剧市场竞争，中国酒店市场

不得不继续演变。近年来，游客组

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重心从商旅人

士、旅游团体向个人、家庭休闲型游

客转移。这使得一些业主和运营商面

临挑战，但对其他业主和运营商也不

失为一种机遇。中产阶层群体快速增

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使消费从必

需品向非必需品转变、从产品向体验

转变，因此部分酒店和地段更受市场

青睐。

主题公园的出现、现有旅游景点的

日益商业化以及新景点的开发可谓

是近来最值得关注的新趋势。TEA & 

AECOM的分析显示，亚洲人气最高

的前20个主题公园中，有11个位于中

国。2014年这11个主题公园共计接待

游客3,950万人次。

过去四个季度中，一线城市五星级酒

店入住率一路上涨至近年最高水平，

与2013年第三季度的谷值相比已累计

上涨4.6个百分点。而二、三线城市的

入住情况仍远远低于2011年第四季度

峰值，分别累计下跌7.7个百分点和

10.4个百分点。然而在过去几个季度

内，二线城市入住率已见小幅反弹，

其中南京、杭州和厦门的酒店入住情

况显著改善。

作为江苏和浙江的省会城市，南京、

杭州是长三角地区除上海以外经济最

为活跃、最具活力的城市，同时也是

所在省份的重要旅游胜地，广受本地

游客与外来游客的青睐。近期，这两

个城市的住宅价格也呈明显回暖。

客房日均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酒店

入住情况，二、三线城市酒店继续通

过降低客房价格的办法以期吸引市场

需求。过去两年中，一线城市客房日

均价相对稳定，其中一些酒店更在过

去一年适度提高客房价格。由于酒店

主导宾客从商旅人士向休闲旅客转

变，且国内游客往往倾向于选择相对

便宜的酒店，客房价格上调面临重重

压力。但这部分游客购买当地产品及

特产时更为大方。

随着年轻群体越来越注重入住体验，

上述趋势正在发生变化。一些酒店开

始引入新品牌，以期吸引寻求非传统

体验、不愿为不必要服务买单的宾

客。这类创新酒店内拥有更多公共空

间，装修时尚新潮，为宾客提供定制

服务，如将前台、礼宾部和大堂吧合

并，由此节省的资本则用于升级客房

品质。2014年第四季度，世茂推出

MiniMax睿选酒店，结合社媒及电

商平台打造“端对端”客房预订服

务；酒店还拥有智能房间，将科技和

图 2

五星级酒店客房日均价，四个季度滚动平均，按线
级城市，2011年第二季度-2015年第四季度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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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五星级酒店入住率，四个季度滚动平均*，按线
级城市，2011年第二季度-2015年第四季度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 四个季度滚动平均可消除季节性因素及意外因素的影响，显示整体趋势。数据系基于四个连续季度的平均值，
每次向前滚动一个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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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结合，提供定制、变化型香氛和

水系统。雅辰酒店集团（信德集团）

引入世民酒店（citizenM），为宾

客提供无线网络、影片点播和高科技

房内服务。国内酒店品牌如亚朵酒店

（A-tour Hotel）同样为类似创新型

酒店，通过调整服务内容及方式服务

于年轻一代旅客。

上海的客房日均价继续领跑十大重点

酒店市场。该市酒店入住率位列第

三，仅次于深圳、厦门。上海可租客

房平均收入为人民币674元，其次为

广州，达到人民币556元。

作为全国第三、第四大五星级酒店市

场，苏州（28家）、重庆（27家）市

场依然面临供应过剩问题，其入住率

分别为59%和55%，客房日均价均不

到人民币600元。

同比来看，四个一线城市的可租客房

平均收入表现各异：上海、北京同比

均上涨1.4%，分别达到人民币674元

和536元；深圳同比下跌0.6%至人民

表 1

中国酒店关键指标，按星级

客房日均价 入住率 可租客房平均收入

15Q4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15Q4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15Q4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五星 640 -3.0% -6.5% 58.6% 0.7个百分点 -0.4个百分点 375 -1.9% -7.2%

四星 342 -1.2% -3.9% 56.9% -0.8个百分点 -2.3个百分点 195 -2.6% -7.6%

三星 234 3.9% 5.2% 53.8% -1.0个百分点 -2.9个百分点 126 2.0% -0.1%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2

中国酒店关键指标，按线级城市

 客房日均价 入住率 可租客房平均收入

15Q4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15Q4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15Q4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一线 850.7 -1.6% -1.8% 67.9% 0.3个百分点 1.6个百分点 576.2 -1.2% 0.7%

二线 583.0 0.4% -6.6% 57.7% 1.5个百分点 -1.2个百分点 336.8 2.7% -8.6%

三线 541.1 -4.8% -13.2% 55.7% -0.4个百分点 -1.7个百分点 302.8 -6.3% -16.8%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3

中国四星级酒店关键指标，按线级城市

 客房日均价 入住率 可租客房平均收入

15Q4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15Q4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15Q4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一线 470.8 -0.1% -1.9% 67.9% 0.5个百分点 1.7个百分点 319.5 0.7% 0.6%

二线 361.1 -1.3% -3.7% 59.6% -0.7个百分点 -2.6个百分点 216.1 -2.2% -7.6%

三线 335.9 -0.1% -1.5% 57.9% -0.9个百分点 -2.5个百分点 194.5 -2.2% -5.8%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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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540元，广州同比下跌6.8%至人民

币556元。十大市场的五星级酒店客

房平均收入尚不到人民币350元，低

于上海的四星级酒店客房平均收入

（人民币366元）。

中国主题公园
背景

中国至少从五年前开始尝试经济转

型，由以制造业为重心、固定资产投

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以服务业

为重心、消费驱动的集约型发展方式

转变。付出的努力收效不一。出境游

以及商品服务的低价战给经济转型带

来一定阻碍。开发国内旅游胜地是一

个最新的尝试方向。出发点在于捕捉

部分出境游需求，增加税收收入、为

服务业创造新的发展点。以主题公园

为代表的旅游目的地将发挥巨大的乘

数效应，成为当地经济的催化剂。

就酒店领域而言，主题公园所带来的

旅游增长将推动周边地区的新酒店开

发，而由于游客往往会在市区住上一

两晚，因此中心地段的酒店入住需求

也会得到支撑。

中国市场规模

就游客人数而言，中国的主题公园市

场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亚太区前20个

主题公园中，中国大陆所占比例仅次

于日本；如计入香港，则中国的主题

公园数量排名亚太区首位。但考虑到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主题公园市场

其实依然较小。

中国领先的主题公园

TEA/AECOM 2015年报告显示，亚

太区排名前20的主题公园中，有11个

位于中国大陆，但多数排名靠后。按

接待游客人数，大陆地区最大的主题

公园是位于浙江杭州的宋城旅游度假

区，2014年共接待游客580万人次，

在2013年420万人次的基础上显著增

加。

位于广东珠海横琴岛的长隆海洋王国

2014年1月投入运营，全年接待游客

超过550万人次，运营首年便跻身亚

太区第十名。

对于酒店领域的意义

大型主题公园所在城市的现有酒店将

要考虑如何利用主题公园对游客的吸

引力。从表4数据可以看出，主题公

园接待游客人数相当可观，应该还会

继续增加。然而，很多规模较大的主

题公园在园区内部都自带酒店设施，

图 4

亚太区访问人数最多的20个主题公园分布，按国
家，2014

来源：TEA/AECOM，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3

十大五星级酒店市场关键指标，2015年第四季度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如上海迪士尼乐园配套玩具总动员酒

店、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部分情况

下，除自带酒店外，公园周边区域也

将出现以主题公园游客为主要客源的

新酒店。

迪士尼乐园位于上海酒店市场主要板

块之外，因此乐园对游客的吸引力

不太可能给现有酒店项目带来直接利

好。然而，一些游客或许还会安排一

两天市区观光，这就产生住宿需求。

为了吸引这部分游客，酒店将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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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如提供家庭型服务以吸引家庭

游客，包括宽敞的家庭套房、保姆服

务或家庭折扣价格。

迪士尼并不是特例，不少国内大型主

题公园品牌也在主题公园内部开设酒

店。广州长隆欢乐世界配套长隆酒

店，珠海长隆海洋王国的主题酒店包

括横琴湾酒店、企鹅酒店、马戏团酒

店。主题公园希望通过提供两三天游

玩所需的全套服务，来获取游客的充

分关注。杭州宋城度假区距离杭州市

中心约30分钟车程，度假区内设有

两家主题酒店，分别为千古情主题酒

店、第一世界大酒店。深圳东方华侨

城自带六家主题酒店，满足不同预算

游客需求，带来独特的住宿体验。此

外，华强方特旗下也有数家主题公园

与酒店。

运营商

国内主题公园的运营商以本土公司为

主，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华侨城集团，

按访客人数计算全球排名第四位，仅

次于沃尔特-迪士尼公司、默林娱乐集

团、环球主题乐园及度假村。其他新

起之秀包括长隆集团、宋城集团，全

球排名分别第九、第十位。中国市场

也不乏国际运营商，迪士尼、环球影

城以及亚特兰蒂斯均已展开布局。

环球影业母公司Comcast联合北京首

环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四家国有

企业组成的财团），将在北京通州区

投资并运营环球影城主题乐园。该项

目在市中心以东20公里，占地120公

顷，将包含一个娱乐综合项目，配套

世界首个环球主题独家酒店。后续还

将进行多轮开发，乐园最终占地面积

将达400公顷。

沃尔特迪士尼与上海申迪集团联合开

发的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计划2016年6

月完工。项目占地963公顷，已投入

资金约55亿美元。度假区包含上海迪

士尼乐园、娱乐区、两家主题酒店、
来源：TEA/AECOM，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4

亚太区前20个主题公园，按访问人数，2014

（百万人次） 2013 2014 % 变化

东京迪士尼乐园 17.2 17.3 0.5%

东京迪士尼海洋 14.1 14.1 0.1%

日本环球影城 10.1 11.8 14.4%

香港海洋公园 7.5 7.8 4.1%

韩国乐天世界 7.4 7.6 2.7%

香港迪士尼乐园 7.4 7.5 1.3%

韩国爱宝乐园 7.3 7.4 1.1%

宋城旅游度假区 4.2 5.8 27.7%

长岛温泉乐园 5.8 5.6 -3.7%

珠海长隆海洋王国 -- 5.5 --

新加坡环球影城 3.7 3.8 4.9%

深圳东部华侨城 4.0 3.8 -4.5%

常州恐龙园 3.6 3.7 2.7%

深圳世界之窗 3.3 3.6 9.7%

广州长隆欢乐世界 3.2 3.4 4.5%

北京欢乐谷 3.1 3.3 7.2%

深圳欢乐谷 3.3 3.3 0.6%

成都欢乐谷 2.6 2.6 0.8%

上海欢乐谷 2.3 2.4 3.8%

芜湖方特欢乐世界 2.2 2.3 2.2%

总计 112.1 122.5 4.2%

图  5
亚太区前20个主题公园，按访问人数，2014

来源：TEA/AECOM，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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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设施、星愿湖、停车场及配套交

通枢纽。

Kerzner国际控股与复星国际将在三亚

联合开发占地62公顷的度假区，预计

投入16亿美元，度假区内将包含一座

超豪华One&Only酒店。

地理位置与通达性

国内现有主题公园基本位于郊区（但

驾车或地铁交通便利，如北京华侨城

旗下的欢乐谷，邻近地铁7号线欢乐谷

站），但便捷通达性可以说是项目成

功的一项关键要素，因为交通便利几

已成为游客的基本诉求。游客希望尽

快入园游玩，无需在“园外世界”浪

费时间。随着国际品牌主题乐园的到

来，配套交通设施的开发不仅为乐园

游客带来交通便利，也为城市整体基

础设施的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城市基础设施

主题公园，尤其是国际运营商近期公

布的新项目，将需投入巨额资本，并

与地方规划部门充分协调。大部分主

题乐园都远离市中心，因此往往需要

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为乐园游

客提供交通便利。中国的主题乐园可

能会采取地铁直接连通的形式。上海

迪士尼乐园毗邻地铁11号线终点站（

迪士尼站），北京环球影城将连通7号

线东延线以及八通线南延线。

此外，上海、北京的机场也将实施扩

容计划。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增建单

体卫星厅及第五跑道；北京将在大兴

区建设全市第二个国际机场，预计

2019年完工。

在新增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政府

也将上海、江苏、浙江的过境免签

期停留时间从72小时延长至144个小

时，以期刺激旅游及商旅需求。

市场新闻
国内投资客、开发商和运营商寻求海

外投资机会

国人出境游不断升温，国内公司寻求

全球扩张，同时国内投资者追求收益

率以及投资多元化。在这些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中国公司收购海外酒店资

产及运营公司的兴趣激增。近年内达

成一系列海外收购成交，包括锦江集

团收购卢浮宫酒店、安邦保险集团收

购Strategic酒店组合以及纽约华尔道

夫酒店。但安邦未能在今年初的喜达

屋酒店竞购战中取得成功。

奢侈时尚和珠宝品牌涉足中国酒店业

奢侈时尚与珠宝品牌已开始落实跨界

经营，如开设咖啡馆、餐厅，最近更

是进军房地产市场，尤其是酒店及豪

华高端住宅领域。这一趋势在中国将

愈演愈烈，2017年会有若干酒店开

业，包括北京宝格丽酒店、上海宝格

丽酒店、成都范思哲公寓、北京阿玛

尼城市公寓、北京凯撒，以及澳门卡

尔•拉格斐酒店。

绿地控股拟向新加坡房地产投资信托

注资

绿地控股宣布与荣耀基金旗下Amare

投资管理集团设立酒店房地产投资信

托，并拟在新加坡主板上市。该信托

拟收购绿地在中国境内开发的19家酒

店，总价约210亿人民币。此举符合

绿地的“轻资产”策略。当前计划仍

在等待政策审批。

展望
最近五年中，国内旅游业以13.7%的

加权平均速率增长，到2015年达到40

亿人次，这对于酒店市场意味着大量

机会。然而，由于旅游的本质与结构

不断变化，再加上竞争日趋多元，酒

店业主与运营商将需不断调整服务内

容，以满足宾客的不同需求与偏好。

这条准则放诸四海而皆准，不过中国

市场的调整规模与节奏会更加强烈，

并将继续如此。

酒店过多建设问题以及反腐倡廉行动

严重影响了高端商旅住宿需求，然

而国家也在大力打造国内旅游产业、

提高旅游设施品质，势必催生新的需

求。酒店将需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位

于主要商务区以外的酒店可尝试针对

个人或家庭型宾客进行差别化定位及

营销；其他酒店则可考虑精简服务部

门、降低成本及客房价格，迎合成本

敏感商旅人士的需求。

国际连锁酒店也在开发更具本地化特

色的品牌酒店，以更好地满足国内

外中国旅客的需求，同时应对国内新

兴酒店连锁品牌的竞争。酒店应考察

忠诚度计划、在线旅行服务、新技术

应用正以何种方式改变人们查询、比

较、预定酒店的行为，并关注空中食

宿（Airbnb）及中国同类网站的兴起

对酒店业务模式的潜在影响。



2016年5月

savills.com.sg/research  07  

市场简报 | 中国酒店市场

Please contact u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search Hotels

Savills plc
Savills is a leading global real estate service provider listed on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in 1855, has a rich heritage with unrivalled growth. It is a company 
that leads rather than follows, and now has over 700 offices and associates throughout the Americas, Europe, Asia Pacific,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is report is for general informative purposes only. It may not be published, reproduced or quoted in part or in whole, nor may it be used as a basis for any contract, prospectus, 
agreement or other document without prior consent. Whilst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its accuracy, Savills accepts no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direct or consequential loss 
arising from its use. The content is strictly copyright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it in any form is prohibi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Savills Research.

James Macdonald
Director, China
+8621 6391 6688
james.macdonald@savills.com.cn

Angel C Chen
Associate Director, China
+8621 6391 6688*842
angelc.chen@savills.com.cn

Nathalia J. Wilson
Senior Director, Asia Pacific
+65 6415 7589
nwilson@savills.com.sg

项目聚焦
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

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一湖之隔，
步行可达，也可搭乘水上出租。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是
迪士尼公司在亚洲的第三个主题乐园，由迪士尼与上
海申迪集团联合打造。酒店采用“新艺术主义”设计
风格，包含420间客房，主题餐厅、礼品店、健身中
心、室内游泳池、宴会设施，更有一间宴会厅专为婚
礼庆典之用。酒店计划于2016年6月开业，将成为上
海迪士尼度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位置 浦东新区川沙新城

品牌 迪士尼

运营商 上海国际主题乐园和度假区管理有限公司

客房数量 420

交通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10公里
距离虹桥火车站35公里
距离虹桥机场35公里
步行1分钟至地铁11号线迪士尼站

交付时间 2016年第二季度

房价 人民币1,650元起，不含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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