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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入住率依然是运营商的优先考虑因素，因此全国酒店客房日均价小幅下滑。

 据政府数据显示，2016年第四季
度，各线城市的五星级酒店客房日均价
（ADR）略微下滑。

 在一、二、三线城市，五星级酒店
入住率继续同比增长。一线城市增长最
快，达到六年来最高点。

 国内旅客对于三星级和四星级酒店
的需求不断增长，尤其是在一线及部分
二线城市。

   房屋共享平台和服务式公寓的兴起
将给酒店运营带来压力，尤其是那些面
向商务旅客的酒店

 一线城市表现不佳的酒店资产仍然
是利基投资者的目标，有意将项目改造
为住宅或写字楼以获得更高回报。

“与整体市场相比，三星级酒店
继续呈现差异化走势，尤其是
在一线城市，这主要是由本土
旅客的需求所驱动。”   简可，第一
太平戴维斯中国区研究部主管

图：上海建业里嘉佩乐酒店（来源：Jacques Gavard）



02  

市场简报 | 中国酒店市场 2017年2月

中国酒店市场综述
由于近年来的大力开发，中国酒店市
场面临供应过剩的窘境。尽管国内旅
游业持续发展，但由于入境旅游人数
的下降，且现有酒店项目和房屋共享
平台（如爱彼迎和途家）之间的竞争
加剧，运营商不得不牺牲客房价格以
实现更高的入住率。

不同线级城市和不同星级的酒店市场
之间依然存在明显差异；然而整体而
言，市场继续呈现下降趋势。三星级
酒店市场的表现仍相对突出，来自本
土商务和休闲旅客的需求不断增加，
特别是在一线城市。与此同时，部分
投资者继续关注三星级酒店，计划在
收购后将其改造成写字楼及住宅，因
此酒店存量相应减少。

受国内高端酒店需求增长的推
动，2016年下半年一至三线城市的五
星级酒店入住率进一步走高
一线城市五星级酒店入住率增长最强
劲，2016年第四季度平均71.6％，同
比增长3.8个百分点。深圳地区入住
率最高，达75.0％，同比增长2.5个百
分点，而上海地区入住率同比提高6.4
个百分点，以74.3%在一线城市排第
二位。

二、三线城市五星级酒店市场在2016
年第四季度继续呈上升趋势，但入住
率普遍低于一线城市市场。二线城市
继续呈现缓慢复苏的迹象，入住率同
比增长1.9个百分点至59.6％。三线城
市入住率同比上涨3.0个百分点，勉强
达到58.7％。

二线城市中以重庆、青岛增长最强
劲，五星级酒店入住率同比分别增长
7.6和7.2个百分点。

面对激烈的竞争，许多酒店运营商继
续倾向于降低房价来提高入住率，因
此，几乎各线城市所有星级酒店的客
房价格都呈继续下滑走势
在2016年第四季度，五星级酒店客房
价格继续同比下降，一线城市再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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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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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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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季节性及意外事件影响，显示整体趋势。数据为每4个连续季度的平均值，每次整体
向前平移一个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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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十大五星级市场关键指标，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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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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每间每晚人民币816.2元。二线
城市同比下降8.3％至每间每晚人民币
534.7元。在跟踪的16个二线城市中，
只有杭州（9.4％）、沈阳（7.8％）
和无锡（5.5％）录得同比增长。然
而，杭州和沈阳的超高价格可能导致
了全市入住率下降，同期分别下降了

1.7和3.8个百分点。三线城市酒店客
房价格同比下降4.9％至每间每晚人民
币514.6元。

2016年第四季度，一线城市三星级酒
店客房均价同比上涨3.0％至每间每晚
人民币351.1元，仍然是客房价格实现

增长的少数市场之一。同期，入住率
同比上涨0.2个百分点，推动可租客房
平均收入同比上涨3.4％。

凭借领先的客房价格和入住率，上海
五星级酒店的可租客房平均收入达到
每间每晚人民币705元，北京仅次其
后，为每间每晚人民币54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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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2016年
第四季度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2016年

第四季度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2016年
第四季度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五星级 615.0 -3.8% -5.3% 62% 3.0 个百分点 3.4 个百分点 378.6 1.1% -2.1%

四星级 334.7 -2.1% -2.7% 59% 1.6 个百分点 1.0 个百分点 195.8 0.6% -2.3%

三星级 218.6 -6.7% -5.0% 54% -0.2 个百分点 -1.2 个百分点 117.1 -7.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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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2016年
第四季度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2016年

第四季度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2016年
第四季度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一线城市 816.2 -4.1% -4.9% 71.6% 3.8 个百分点 4.1 个百分点 584.8 1.5% 1.1%

二线城市 534.7 -8.3% -10.9% 59.6% 1.9 个百分点 2.2 个百分点 320.7 -4.8% -7.1%

三线城市 514.6 -4.9% -12.0% 58.7% 3.0 个百分点 2.8 个百分点 307.2 1.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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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2016年
第四季度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2016年

第四季度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2016年
第四季度 同比变化 相较前三年

均值

一线城市 468.4 -0.5% -1.3% 70.7% 2.8 个百分点 3.2 个百分点 330.6 3.5% 3.2%

二线城市 337.8 -6.5% -8.2% 61.9% 2.3 个百分点 1.2 个百分点 210.2 -2.7% -6.2%

三线城市 318.8 -5.1% -5.4% 59.1% 1.2 个百分点 0.2 个百分点 190.6 -2.0% -4.3%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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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杭州五星级酒店入住率低至58％
，但就二级城市而言，杭州的客房价
格相对较高，可租客房平均收入达到
每间每晚人民币410元。重庆和无锡
继续垫底，可租客房平均收入分别为
每间每晚人民币299元和341元。

上海和南京是十大五星级酒店市场中
入住率最高的两个城市，分别为74％
和72％。

利润表现出众助推三星级酒店投资
虽然三星、四星级酒店的发展一向不
及奢侈酒店品牌，但由于国内反腐倡
廉的持续开展以及新兴中产阶级可支
配收入的增长，近几年来中高档酒店
的投资有所增加。相比五星级酒店，
三星、四星级酒店的价格更有市场竞
争力，且由于不需要提供类似五星级
酒店的全套服务，可大大降低运营费
用。这对于想要享受五星级酒店部分
设施但不想支付奢侈品牌高昂价格的
客户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这种商业模
式产生的利润较高，已经推动了许多
三星、四星级酒店品牌的积极扩张，
尤其在旅游和会展产业发达的城市。

据中国国家旅游局统计，2016年国
内旅游市场同比增长11％至42.8亿人
次。同期旅游总收入人民币3.9万亿
元，同比增长14％。

国内旅游业近期的繁荣可归因于和中
国城镇中产阶层人口增长紧密相关的
一些因素。收入上涨带动休闲消费增
加，市民更多地与亲友一起旅游度
假。此外，持续的基础设施发展（机
场和铁路）以及日益增加的汽车拥有
量使长途旅行变得更容易也更实惠。
 
国内和国际旅客之间的区别在于酒店
选择。较大比例的国际游客更向往四
星、五星级国际运营商提供的更奢华
体验。相比之下，许多国内旅客多以
预算为标准，使用携程、蚂蜂窝、去
哪儿等旅游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来
查找和预订优惠套餐，而这类套餐通

常由国内三星级酒店提供，继而推动
三星级酒店需求上升。

三星级酒店的需求不断增长，特别是
在一线城市市场，有助于稳定入住
率。2016年第四季度，入住率同比仅
下降0.2个百分点。但个别市场的强劲
表现无力提振整体市场。国内三星级
酒店客房价格同比下降6.7%，至每间
每晚人民币129元。同期全国五星级
和四星级酒店的客房价格分别同比下
降3.8％和2.1％。

图 4

中国国内旅游人数，2005年-2016年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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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星级酒店市场继续受益于上海
迪士尼乐园引发的国内旅游热，入住
率上升了1.4个百分点至62.4％。由于
需求日益增长，运营商有信心上调客
房价格。2016年第四季度，上海三星
级酒店价格同比增长11.3％，较第二
名的深圳约高出7.0%。受上海酒店价
格强劲增长的支撑，一线城市三星级
酒店平均价格同比上涨3.0％。

与一线城市相比，三星级酒店与四
星、五星级酒店市场的差距在二、三

图  5

三星级酒店入住率，按城市线级（4季度移动平均），
2011年12月至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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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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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城市相对较小。一线城市三星级酒
店的入住率约为62%，大约比四星级
酒店低9.0个百分点，比五星级酒店低
10.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二线城市
的三星级酒店仅分别落后4.0和6.0个
百分点，而三线市场的差距甚至更小
（落后2.0个百分点）。一线城市的较
大差距表明这些市场三星级酒店的入
住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季度数据似
乎证实了这一点：2016年第四季度, 
三星级酒店入住率在一线城市同比增
长，而在二线城市维持平稳，在三线
城市有所下降。

市场新闻
中投公司1亿美元入股爱彼迎
（Airbnb），房屋共享平台竞争加剧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向从
旧金山走出的爱彼迎注资1亿美元，市
场态度或将发生转变。虽然爱彼迎已
经进入中国市场，但与其他国际公司
（如优步）相比，其扩张至今仍相对
谨慎。优步曾大举进军大陆市场，然
而最终以2016年被滴滴收购而收场。
然而，爱彼迎的战略无论力度还是时
机都远远落后，其在中国市场的房源
仅为8万套，而本土竞争对手途家的房
源已经超过40万套，途家旗下的蚂蚁
短租也拥有30万套房源。途家已于近
期发布融资计划，计划融资3亿美元，
以进一步扩张市场份额。

世茂、喜达屋达成战略合作，在中国
设立合资企业
中国最大开发商之一的世茂集团宣
布，计划与国际顶级私人投资公司喜
达屋资本集团（Starwood Capital 
Group）合作，成立新的合资酒店公
司。根据协议，世茂将获得合资公司
51％的股权，喜达屋获得另外49％的
股权。世茂现有的中高档酒店资产以
及喜达屋的经营和财务专长，将为合
资公司提供良好的平台。喜达屋当前
所管理的酒店资产规模在全球处于领
先地位，其与世贸联手的举动突显了
国内酒店市场的持续增长潜力。尽管
过剩供应频频引发讨论，但酒店市场

仍有增长空间，特别是就普通消费者
市场而言，因为直至目前酒店市场一
直以五星级酒店为开发重点。

市场展望
2016年，部分运营商为了提高酒店
业绩而下调客房价格，导致入住率上
扬、客房均价下跌。随着许多重要旅
游市场的优质项目的入住率达到或接
近100%，一些运营商尤其是一线城市
酒店的运营商，或有足够信心在未来
几年内上调客房价格，特别是在国内
旅客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

国内旅游业的预期增长将进一步影响
中国酒店市场的发展。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增长将继续产生新的需求，因为
越来越多的人有经济实力出游休闲度
假。提供优惠价格或套餐、适合家庭
游客入住的次豪华酒店预计未来几年
将会迎来最快增长。

国外酒店品牌仍然看好中国市场，并
将越来越多地寻求当地的合作伙伴，
利用现有资产扩大现有品牌，或创建
专门针对当地客户的新概念酒店。由

于豪华酒店已然供应过剩，新概念将
专注于需求量增长最快的中端和中高
端市场。

鉴于国内酒店业的发展，许多曾经依
赖国际运营商管理的国内酒店开发
商已经开始针对当地旅客打造自主品
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营豪华
酒店也开始进军一向由大型国际品牌
主导的市场。许多中国经济型酒店如7
天连锁酒店、锦江酒店和格林豪泰酒
店也已经宣布了国际扩张计划，说明
中国酒店品牌也需要迎合出境旅游和
国际商务旅行的持续增长。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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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

savills.com.sg/research  06  

市场简报 | 中国酒店市场

如您需任何详情，请联系我们：

研究部 酒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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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聚焦
建业里嘉佩乐酒店

建业里嘉佩乐酒店计划于2017年第
二季度开业，将成为上海唯一的联排
别墅酒店。酒店坐落于徐汇区衡复历
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内，含55栋历史悠
久的石库门别墅（中西结合的上海传
统建筑），配备超豪华设施和服务。
此外项目还将包括40间豪华服务式
公寓。酒店位于上海文化中心腹地，
地理位置优越，还配有一个法国啤酒
屋、备受赞誉的御夫座（Auriga）水
疗中心以及三星级米其林餐厅Pierre 
Gagnaire。标准别墅价格为每套每晚
人民币5,000元，服务式公寓租金为每
月人民币13万元起。 图：石库门别墅大门（来源：Jacques Gavard）

位置 上海徐汇区

品牌 嘉佩乐

运营商 嘉佩乐酒店集团

客房数量 55套石库门别墅，40套豪华公寓

交通连接 距离浦东国际机场45.5公里，距虹
桥机场13公里

交付时间 2017年7月

价格 别墅人民币5,000元每晚，服务式公
寓月租人民币13万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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