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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未来亚太区酒店市场的投资活动仍将属于收益驱动型投资，且将以长期投资为重心。

 2016年第三季度，亚太区实现酒店
投资销售额2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9
亿美元增加15.0%。

 日本市场完成882亿日元（8.655亿
美元）的投资销售，占该季度亚太区总
额的38.4%。

 澳大利亚以9.432亿澳元（7.164亿
美元）的投资成交额位列亚太区第二，
占比31.8%。

 马来西亚排名第三，第三季度共完
成7.650亿林吉特（1.874亿美元）的酒
店投资交易，占比8.3%。

 本季度共完成40笔交易，较去年同
期的46笔交易有所减少。

 交易多由本土买家完成，跨境投资
仅14笔（35%）。

 按买家来源，以日本买家最为活
跃，成交额占总额的30%。

“亚洲酒店需求整体维持，核心
市场资产尤受追捧，预期各类优
质酒店的收益率将维持平稳。
场内待售酒店供应有限。” 第一太
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泰国曼谷莲花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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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第三季度，亚太区酒店市场实现22.6
亿美元的投资销售额，同比增加15.0%
（2015年第三季度总额为19.6亿美
元）。交易数量显著减少，本季度共
完成40笔交易，不及去年同期的46
笔。平均每笔交易价格为5,640万美
元，较去年同期的4,260万美元大幅
提升。日本成为本季最大交易市场，
且所售13笔资产均为本土买家接盘。
由于核心市场缺乏投资机会，预计后
市成交受抑，全年交易额上涨前景低
迷。

东亚1 
日本依然是亚太区最活跃的市场之
一。尽管投资额环比减少32.1%，仍
以882亿日元（8.655亿美元）成为本
季亚太区最大交易市场。2016年日本
酒店市场出现一系列大宗交易，而其
他物业板块的成交量已出现萎缩。日
本旅游业急速膨胀，但客房供应紧张
问题长期存在，刺激酒店投资需求，
投资者迫不及待要搭乘这股旅游“东
风”。日本房地产协会（JREI）所做
的房地产投资者调查显示，东京黄金
地段经济型酒店的资本化率已从2015
年上半年的5.0%降至5.4%。东京以外
地区频有交易发生，而2016年上半年
东京仅录得7笔交易（来源：RCA），
资本化率高低差异较大。中标的买家
往往认为客房价格会强势上涨，资本
化率估算较为乐观，因此我们认为交
易实际的资本化率要远远低于以上调
查结果。

日本酒店REIT投资公司是本季最大买
家，共购入三家酒店——大阪威斯
特华丽酒店、名古屋希尔顿酒店以
及福冈Ascent酒店，总价约为471
亿日元。该公司表示将于2016年底
将大阪威斯特华丽酒店更名为大阪
难波假日酒店。这家酒店以270亿日
元（2.673亿美元）的售价成为日本
最大交易，平均每间客房售价8,590
万日元（851,275美元），卖家为
GK Apollo。其次为名古屋希尔顿
酒店，售价152亿日元（1.509亿美
元），平均每间客房售价3,310万日元
（328,207美元）。
1 日本、中国大陆、香港 

日本国土交通省于今年6月宣布，将纯
酒店建筑的容积率上限放宽至原来的
1.5倍，对于含酒店建筑，则酒店部分
的容积率在原有基础上增加300 %。
新标准应可显著提升日本的旅游接待
能力，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国外游客以
及即将到来的2020年奥运会。不过各
地方政府仍需根据《城市规划法》决
定当地的容积率标准，因此主要城市
酒店用地的价格预计会有所上涨。

在中国市场，卖家期望依然很高，而
酒店项目债务融资迟迟难以到位，因
此主要投资者继续关注海外市场寻找
旅游相关的酒店投资，或转投颇具增
长潜力的商业物业甚至其他行业。

本季度，中国投资者对于澳大利亚酒
店资产表现出强烈兴趣，共完成五笔
交易，总价4.747亿澳元（3.528亿
美元），约占本季亚太区总额的
15.6%。

图 2

酒店投资销售成交额，按市场，2016年第三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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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酒店投资销售成交额，2011年第三季度-2016年第三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RCA

0.0

2.0

4.0

6.0

8.0

10.0

12.0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十
亿
美
元 

十
亿
美
元 

单季投资额（左轴） 四个季度滚动总投资额（右轴） 



2016年11月

savills.com.sg/research  03  

市场简报 | 酒店销售与投资

表 1

部分投资交易，2016年第三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RCA                                                                                                                                                                                                                                                                                                  
 注：1美元=101.0日元，1美元=34.6泰铢，1美元=1.33澳元，1美元=4.08林吉特

酒店 地点 成交价
（百万美元）

客房均价
（美元） 买方

大阪威斯特华丽酒店 日本大阪 267.3 851,275 日本酒店REIT

乃乐园瑞士酒店 泰国曼谷 176.2 542,332 BDMS（注：曼谷最大酒店品牌）

库达拉Amaya酒店 马尔代夫库达拉岛 23.0 450,980 Hayleys Plc

悉尼市中心瑞吉斯公园酒店 澳大利亚悉尼 35.3 289,215 基石资本

吉隆坡万丽酒店 马来西亚吉隆坡 187.4 205,890 S. Alam集团

香港完成今年第一笔成交——庙街
A3酒店售价1.08亿港币（1,390万美
元），平均每间客房售价240万港币
（309,400美元）。

东南亚
第三季度东南亚市场仅达成两笔交
易。IGB将吉隆坡万丽酒店出售予S. 
Alam集团，交易代价为7.65亿林吉
特（1.874亿美元），平均每间客房售
价840,659林吉特（205,890美元）。
去年同期该市场无交易达成。两年前
马航事故发生以来，国际游客骤减，
尤其是中国游客，对酒店市场带来冲
击。然而，本季度马来西亚入境旅游
协会报称，中国游客人数呈现复苏迹
象。马来西亚旅游局数据显示，2016
年上半年国际游客增加3.7%，其中中
国、泰国游客各增加32.1%，老挝游
客增加26.8%。

新加坡酒店投资市场成交依然清淡，
主要因为缺乏价格合适的资产，加之
市区重建局严格控制客房数量。第
二、三季度，市场新增约2,200间客
房，主要位于非核心地段，且66%属
于中端标准。新加坡旅游委员会数据
显示，2016年上半年客房均价同比上
涨6.4%。1-7月新加坡接纳国际游客人
数同比增加11.5%。中国游客以49.2%
的涨幅遥遥领先，其次为泰国游客，
同比增加14.9%。但在8月寨卡病毒（
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爆发之后，已有
多国发布旅行警告，或将对这股增势
形成冲击。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澳大利亚本季度完成了17笔交易，较
去年同期增加一笔。本季交易总额约
9.432亿澳元（7.164亿美元），同比
增加3.812亿澳元（2.823亿美元）。

领盛投资管理近期完成墨尔本柯林
斯诺富特酒店的出售，总价2.37亿
澳元（1.787亿美元），平均每间
客房售价623,684澳元（470,290美
元）。买家为新加坡上市的辉盛国
际信托，此次收购系希望扩充旗下
酒店资产。墨尔本机场4号航站楼完

工，墨尔本会展中心扩建，再加上
Docklands、Fishermans’ Bend等
项目的开发，多方助推墨尔本酒店行
业。据澳大利亚旅游局预测，未来三
年维多利亚州过夜游客人数的年均增
幅在4.0%至4.6%之间。

年初至今，澳大利亚旅游市场表现弹
性，且汇率波动导致入境游客增加，
继而助力酒店业绩提升。

新西兰酒店市场也出现一定的投资需
求。今年一至三季度共完成11笔交

图 3

酒店投资销售成交额，按买家，2016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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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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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市场前景

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充斥，而亚洲酒店市场在国内需求以及更宽松政策的支撑下，表现出相

对的韧性。当前而言，时机的选择对于投资者至关重要，他们将继续谨慎寻找投资机会，尤其

是核心地段的优质资产。

东京、香港、新加坡以及悉尼等主要市场仍是实力投资者的重心所在，然而，普吉岛、苏梅

岛、岘港、巴厘岛、宿雾等度假圣地凭借更丰厚的投资回报，将在未来数月成为投资者的潜在

投资目标。

易，累计金额达2.364亿新西兰元。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报告称国内酒店客
房短缺，强调该问题可通过投资以应
对，尤其是在奥克兰、皇后镇、罗托
鲁阿以及基督城。报告还指出，2015
年奥克兰、皇后镇的酒店入住率全年
维持在80%以上，另外两座城市的旺
季入住率也超过80%。根据往年情况
判断，中高端及豪华酒店将面临强劲
需求。

近年来，新西兰的国际游客人数增势
明显，2015年同比增加9.6%。而此前
八年中涨幅均不超过6.0%。2016年1
至7月，国际游客人数更是录得11.2%
的两位数涨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