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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尽管入住情况有所改善，很多市场的客房日均价仍在继续下调。

 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第二季度各
级城市的五星级酒店客房均价均有所
下调。

 一线城市五星级酒店入住率继续攀
升，达到2011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
二、三线城市的五星级酒店入住情况也
有改善，但相对温和。

 国内中产阶级的崛起应会为酒店
需求带来更多支撑，尤其是三、四星
酒店。

 国内旅游尤其是周末短途游升温，
一些三线城市的三星级酒店入住率甚至
高于一线城市。

“尽管国内城市普遍面临酒店供
应过剩问题，然而由于国内旅
游业的增长，酒店行情已有所回
暖，尤其在三星级酒店板块。”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研究部主管

图：亚朵酒店，成都



02  

市场简报 | 中国酒店市场 2016年11月

中国酒店市场综述
国内许多城市的酒店市场苦于供应过
剩，入住率表现平淡。然而随着市场
重心逐渐从商旅人士向本土休闲游客
转变，运营商为吸引本土客户而下调
客房价格。此举已见成效，入住率有
所回升。

国内三星级酒店表现突出，与国内旅
游的持续增长有着直接关系，也进一
步验证了主要客源从商旅与团体旅游
逐渐向自由行以及家庭休闲游转变的
趋势。

一线城市五星级酒店入住率继续攀
升，同比增加2.4个百分点至68.5%。
上海市场尤为突出，入住率升至72.9%
，为最近五年最高水平。

二、三线城市五星酒店入住率仍远远
低于2011年第四季度，但有迹象表明
行情在缓慢改善。同比而言，二线城
市入住率上升1.3个百分点至58.5%，
三线城市入住率增加2.7个百分点至
55.1%。二线城市中入住率增长较快的
城市有郑州、西安及天津，同比增幅
在8~15个百分点。

入住情况有所改善，而各线城市五星
级酒店客房价格仍呈下跌趋势。运营
商将提升入住率作为第一目标，为提
升入住率不惜降低房价。 

一线城市五星级酒店客房价格同比下
跌5.4%至人民币815.8元每晚。二、
三线城市则在此前两年的基础上加速
下跌。二线城市同比降9.3%至人民币
537.5元每晚，三线城市同比降7.8%
至人民币521.5元每晚。二线城市中
仅两座城市录得同比增长，为南京
（8.4%）、武汉（1.9%），然而这两
座城市的酒店入住率在二线城市中也
属于较低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三星级酒店市场相对
稳健，尤其在一线城市，客房价格同
比涨2.7%至人民币335.6元每晚。入住

图 2

线级城市五星级酒店客房均价（四个季度移动平均），2011
年12月–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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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级城市五星级酒店入住率（四个季度滚动平均*） 
2011年12月–2016年6月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 四个季度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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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向前移动一个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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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十大五星级市场关键指标，2016年第二季度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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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相对稳定，同比微幅下降，因此客
房平均收入同比增加。

2015年国内游客数量达到38亿人次，
同比增加11%。其中中产阶级占据较
大比例。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呈上涨
趋势，且旅游开支占收入的比例也在
不断增加。这一现象与三星级酒店行
情的改善存在相关性。

上海在中国十大五星级酒店市场中一
马当先，各项指标都处于最高水平，
客房平均收入达到人民币708元每
晚。排名第二的北京，客房平均收入
为人民币553元每晚。

无锡有27家五星级酒店，重庆有26
家，两座城市在十大五星级酒店市场
分别排在第三、第四位。因供应过

剩，市场表现欠佳。无锡以55%的入
住率在十大城市中垫底，客房平均收
入为人民币290元每晚；重庆的客房
平均收入最低，为人民币275元每晚。

十大五星级酒店市场中规模最小的为
南京（20家）与厦门（19家），入住
率达到69%，与北京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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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Q2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16Q2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16Q2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五星 612 -5.2% -6.7% 59.4% 2.4个百分点 2.9个百分点 363 -1.2% -4.1%

四星 328 -3.1% -4.0% 56.6% 1.0个百分点 0.9个百分点 186 -1.4% -3.8%

三星 207 -1.5% -1.5% 52.8% -0.3个百分点 -1.4个百分点 109 -2.1% -4.2%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2

中国一至三线城市五星级酒店重要指标

 客房日均价 入住率 可租客房平均收入

16Q2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16Q2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16Q2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一线 815.8 -5.4% -6.3% 68.5% 2.4个百分点 4.2个百分点 561.2 -1.7% 0.1%

二线 537.5 -9.3% -13.5% 58.5% 1.3个百分点 1.5个百分点 316.3 -6.9% -10.6%

三线 521.5 -7.8% -14.9% 55.1% 2.7个百分点 1.0个百分点 289.0 -3.6% -14.1%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3

中国一至三线城市四星级酒店重要指标

 客房日均价 入住率 可租客房平均收入

16Q2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16Q2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16Q2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一线 473.8 -0.8% -1.2% 66.9% -0.1个百分点 2.2个百分点 317.9 -0.8% 2.3%

二线 336.7 -3.6% -6.4% 60.8% 1.2个百分点 1.0个百分点 205.2 -1.8% -4.7%

三线 314.0 -3.7% -5.9% 55.4% 0.9个百分点 -0.7个百分点 175.4 -1.7% -6.7%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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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星级酒店市场的兴起
酒店开发商一度热衷于建设五星级酒
店，以吸引入境游客以及高端商旅人
士，而如今真正的机会出现在以新兴
中产阶级为目标客户的三、四星级酒
店市场。由于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
同，因此有关该群体规模的估测五花
八门，但存在一点共识，即这个群体
正以极快的速度不断扩张。经济学人
智库（EIU）在2016年做出预测称，
中国年收入1万美元以上的人口所占
比例将从2015年的10%增加到2030年
的35%。随着收入的增加，休闲、娱
乐、旅游支出也将大幅增长。

过去10年中本土旅游稳步增长，复合
年均增长率达到13.1%。官方数据显
示，2015年本土游客数量已突破38
亿人次。

2016年第二季度，一线城市三星级酒
店入住率分别比四星、五星级酒店低
出6.1以及7.7个百分点，而在二、三
线城市差距甚微。三线城市的三星级
酒店入住率比四星级低1.0个百分点，
比五星级低0.7个百分点。部分三线城
市的三星级酒店入住率甚至超越一线
城市。例如，昆明、福州的入住率分
别为76.2%与65.2%；深圳录得65.1%
的三星级酒店入住率，但已是一线城
市最高水平。

由于中产阶级的壮大，基础设施网络
（航空、铁路）的持续开发以及私家
车的增多，周末休闲游也显著增加。
家庭或朋友结伴出行，暂时远离喧嚣
的城市生活，正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截至2016年第二季度的12个月内，
全国三星级酒店客房均价维持相对稳
定，同比仅跌1.5%至人民币207元每
晚，同期五星级、四星级酒店的客房
均价分别下跌5.2%与3.1%。

第二季度上海表现不俗，应归功于迪
士尼度假区的开业。三星级酒店客房
均价同比上涨7.3%至人民币364元每
晚，入住率达到63.8%，另五星级酒

店入住率为72.9%。开园以来，迪士
尼度假区平均每天接待游客约20,000
人次，其中约40%来自上海本地及周
边城市，其余外地游客一般都有住宿
需求。

更多消费者尤其是千禧一代，正逐
渐转向社交媒体、旅行网站或者移
动APP来挑选并预定假日住宿，如携
程、蚂蜂窝、去哪儿等等。用户越来
越热衷于查看酒店评论，寻找满足自
己需求且最具性价比的住宿选择。就
国内游客而言，往往会选择本土老牌
三星级酒店。

图 4

可支配收入，2015年 vs 2030年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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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供应过剩，加之反腐倡廉行动的
开展，酒店开发不再适合走“高价服
务路线”——多家自带餐厅、酒吧以
及各类娱乐设施。相应地，三、四星
级精选服务酒店的开发有所升温，目
的在于精减服务、降低运营成本，例
如将礼宾处与接待处合二为一，或只
含一个自带餐饮场所。

市场新闻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启动运营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于2016年6月16日
正式开业，预计首年客流量可达到
1,500万人次。度假区包含迪士尼乐

图  5
中国国内旅游，2005年–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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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娱乐区、两家主题酒店（分别有
420间、800间客房）、停车场以及交
通线路，占地面积近4平方公里。后期
度假区内还将增加两座乐园。

中国人寿投资喜达屋资本集团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收购
喜达屋资本集团位于美国、总价值约
20亿美元的精选服务酒店资产包，包
含280家精选服务酒店，分布在美国
40个州。作为本次收购的领衔投资
方，中国人寿收获了美国酒店市场大
型平台，为未来投资做了铺垫。

图  6
线级城市三星级酒店入住率（四个季度移动平均），
2011年12月–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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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7
星级酒店客房均价（四个季度移动平均），2011年6
月–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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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精品国际酒店集团与携程“联姻”
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精品国际酒
店集团（Choice Hotels）与国内最
大的线上旅行平台携程签订全球战
略协议。预期到2019年，中国出境
游旅客将成为美国最主要客源。为此
精品酒店新增一系列便利设施服务，
如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在旗下
Comfort Inn & Comfort Suites开通
银联支付等等。Choice Hotels希望
通过合作增加客房订单，进一步深入
中国市场。

展望
收购酒店以改造成写字楼甚至联合居
住社区，正逐渐成为一股趋势。这
种做法不仅在设计、施工方面挑战重
重，也不能有效缓解诸多酒店市场供
应过剩的压力。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竣工，于当地酒
店市场而言是一大利好。而从酒店角
度出发，服务应更多地关注家庭用户
的需求，而不是以商旅人士为重心。

鉴于中产阶级出游升温以及二孩政策
的放开，适合家庭入住的酒店、针
对儿童的服务设施应该会出现更多需
求。换句话说，拥有家庭套房、提供
儿童看护服务及游乐设施的酒店更能
吸引家庭型游客。

在2016年，运营商为改善运营状况
而下调客房价格，继而成功提升入住
率。国内游客以及商旅人士的需求持
续增加，助力酒店入住情况改善，尤
其在一线城市，如上海的迪士尼度假
区效应。随着旅游设施及配套基础设
施的进一步开发，为酒店需求带来后
续支撑，原先高度依赖国际运营商的
本土开发商也在逐步建立自有品牌，
直接服务于本地市场，在这个原本被
忽略的领域实现盈利最大化。 

国内游持续升温，因此过去三年中酒
店入住率的平稳涨势应能在2017年
延续。届时运营商将会缓慢上调客房
价格，尤其在一线城市，五星级酒店
客房均价预计同比上涨2%至625元每
晚。同期，全国平均入住率预计增加
2.8个百分点至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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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聚焦
厦门世贸MiniMax睿选酒店

厦门世贸睿选酒店含74间客房，其中
42间为复式房型。酒店坐落于世贸住
宅项目——湖滨首府之内，距离厦门
高崎机场不到10公里。酒店将当地
传统元素与社区导向的创新设计相结
合，充分体现睿选品牌的核心理念。
酒店于2016年12月开业，标间价格
400元每晚起，复式客房600元每晚
起。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地点 厦门湖里区

品牌 MiniMax

运营商 世贸集团

客房数量 74

交通连接 距离厦门高崎机场9.3公里

交付时间 2016年12月

客房起始价格 400 ~ 600元，服务费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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