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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7年一线城市酒店入住率继续攀升，刺激运营商调价，继而推动酒店客房收入继续
上涨，重燃投资者兴趣。

 2017年第四季度，一线城市五星级
酒店的客房日均价全线同比上涨，其中
北京涨幅为8.8%，上海为4%，广州、
深圳分别为6%与8.7%。

 一至三线城市的五星级酒店入
住率依次为69.7%（同比升1.6个百分
点）、61.4%（同比升4.2个百分点）
以及58.1%（同比升1.7个百分点）。

 一线城市五星级酒店的可租客房
平均收入为人民币575.4元，二、三线
城市的客房收入分别为人民币336.2
元、300.8元。

 国内游最热门的三大目的地依次为
江苏（13%）、广东（11%）以及上海
（10%）。

“酒店业主积极管理资产组合，
充分利用闲置客房，同时寻求
新的收益来源。业主日益寻求
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提供定
制化产品及服务以满足新时代
旅客的需求。”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
斯中国区研究部主管

图：无印良品酒店（来源：株式会社良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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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五星级酒店市场综述
五星级酒店客房日均价
截至2017年底，一线城市五星级酒
店客房日均价同比上涨3.5%至人民币
823.6元（四季度移动平均，下同）。
二、三线城市五星级酒店客房日均价
同比回落，分别至人民币542.9元（降
0.4%）与510.6元(降2.2%)。

五星级酒店入住率
一至三线城市的五星级酒店入住情况
均有所改善，入住率分别达到69.7%
、61.4%、58.1%（四季度移动平均，
下同）。一线城市五星级酒店入住率
自2013年第四季度起保持稳步回升，
二、三线城市到2015年第四季度才迎
来转机。临近2017年底，二线城市
酒店市场显著改善，这是酒店供应有
限、国内商旅升温、基础设施趋于完
善、服务品质提升的共同结果。

五星级酒店客房收入
2017年第四季度，一线城市的五星级
酒店客房平均收入约为人民币575.4
元（四季度移动平均，下同），同比
增加7.1%。同期二线城市同比增加
3.9%，三线城市则下跌4.1%。

2017年中国多座城市的酒店客房收
入改善，其中同比上涨最明显的三
座城市依次为苏州（33.3%）、广州
（32.5%）、天津（22.2%）。同期收
入下跌最严重的三座城市依次为无锡
（-17.1%）、宁波（-6.8%）及大连
（-6.3%）。

中国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50个热
门旅游城市中五星级酒店客房日均价
以上海最高（994元），其次为广州
（965元）、三亚（939元）。沈阳、
郑州是日均价最低的两座二线城市，
分别为人民币374元、256元。

2017年第四季度，三亚的五星级酒店
入住率达79.3%（四季度移动平均入住
率为73.1%），为全国最高；随后依次
为郑州（77.5%）、深圳（75.3%）、
广州（75.1%）。 

图 2

入住率（四季度移动平均），按城市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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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55%

60%

65%

70%

75%
一线 二线 三线

图 1

日均价（四季度移动平均），按城市线级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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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可租客房平均收入（四季度移动平均），按城市线级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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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租客房平均收入的排名情况与日
均价较为类似，前三名依次为三亚
（744元）、广州（725元）、上海
（723元）；沈阳（226元）、郑州
（199元）再次垫底。

三亚虽不在一、二线城市之列，常住
人口仅55万，却是一座重要的旅游城
市。2017年共接纳境外游客69.2万人
次，国内游客近1,800万人次。据携
程统计，三亚三至五星级酒店数量约
333家。

目前三亚仅有一个机场即三亚凤凰国
际机场，2017年旅客吞吐量约1,940
万人次。三亚新机场已于2016年动工
建设，位于红塘湾填海造地所建的人
工岛屿，面积约24平方公里。该项目
已被纳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新
机场将设四条跑道、三座航站楼，建
成后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每年旅客吞吐
量将可达到6,000万人次，计划2020
年底启动试运营。

2018年4月，中央发文支持海南全面
改革开放，计划到2020年建成自由贸
易区，到2025年建成自由贸易港，这
一决策为三亚的经济前景带来直接提
振。经国务院批准，2018年5月1日
起，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
签政策，鼓励发展沙滩运动、水上运
动、赛马运动等项目，实施更加开放
便利的离岛免税购物政策，探索发展
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
彩票。

表 1

中国酒店市场重要指标，按城市线级，2017年第四季度
2017年第四
季度客房日

均价
同比变化 与此前三年平

均水平比较*
2017年第四季

度入住率 同比变化 与此前三年平
均水平比较

2017年第四
季度客房平均

收入
同比变化 与此前三年平

均水平比较

一线城市 892.7 9.4% 5.8% 72.7% 1.1个百分点 3.7个百分点 649.3 11.0% 11.7% 

二线城市 530.4 （0.8%） （6.3%） 64.6% 5.0个百分点 6.8个百分点 341.6 6.5% 4.0% 

三线城市 497.5 （3.3%） （8.1%） 59.2% 0.5个百分点 2.4个百分点 297.0 （3.3%） （4.5%）

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与此前三年平均水平比较：该指标将最近一个季度的数据与此前三年同一季度的平均水平相比较，例如：将2017年第四季度的数据与2014年-2016年第四季度的平均水平相比较。

图 4

一、二线城市五星级酒店可租客房平均收入，2017年第四
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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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一、二线城市五星级酒店日均价、客房平均收入及入住
率，2017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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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已于今年开业，
豪华酒店阵容再添一员——此前已有
文华东方酒店、丽思卡尔顿、保利瑰
丽酒店。亚特兰蒂斯酒店坐落于三亚
海棠湾，占地54万平方米。酒店共有
1,160间客房，外加154间套房，其中
5套为水底套房。酒店设施配套众多，
包括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失落的空间
水族馆。

酒店销售与投资
2017年中国市场酒店投资交易额居于
亚太区之首。这主要归功于年内一宗
大型组合资产交易——大连万达集团
将旗下77家酒店打包出售给广州富力
地产。2017年中国大陆酒店投资额达
到46亿美元，接近2016年的四倍。
这股投资热情一直持续到年底，且近
几个月的交易显示，活跃气氛还将在
2018年延续。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
市场共录得价值3.65亿美元的酒店交
易，占亚太区总额的18.4%，占比高
于其他市场。 

除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外，其他区
域市场亦有交易达成。 

一线城市人口密集，酒店市场蔚为成
熟。酒店需求旺盛且来源多元，因而
酒店资产成交价格一向不菲，反映出
这些城市的重要经济地位。国际品牌
持续渗透市场，同时本土品牌也在迅
速发展。一线城市得到本土及境外投
资者的持续关注，且投资者多为大型
集团、专业投资者或机构，有一定的
风险承受能力，计划长期持有资产，
以稳定收益为投资目标。作为门户城
市，一线城市通常是投资者切入中国
市场的首选据点。

崭露头角的新兴城市则意味着广阔的
增长空间。这类城市往往得到关键的
需求支撑，例如尖端科技的发展，或
者得到省级甚至中央支持的枢纽中心
建设。杭州、成都即为典型。这些城
市的休闲旅游与商业发展较为均衡，
酒店住宿选择多元。酒店投资者多看
好当地的需求前景，愿意承担额外风
险来换取更高回报。这些市场由本土

投资者主导，但也吸引了一些更为大
胆的境外投资者，已在中国市场有所
建树、拥有丰富经验的国际品牌也在
寻求下沉。

酒店改造租赁住宅
投资者收购酒店的主要目的是将其改
造作其他用途，例如租赁住宅。国家
大力发展租赁市场，酒店投资亦紧跟
风向。已有几座城市出台优惠政策，
助推住宅租赁市场的发展。随着这一
领域日益壮大、成熟，未来以租赁为
目的的酒店改造项目应该还会继续。

资产管理升温
随着中国酒店市场日趋成熟，而其他
资产类别的资本升值或租金收益空间
不如以往，酒店业主愈加关注资产的
运营表现以及投资回报率。他们摒弃
传统的“重资产”路线，向“轻资
产”策略靠拢，尤其是拥有众多酒店
资产的大型房地产集团。运营欠佳的
酒店资产，继续持有易导致资本僵
化，内部处置亦非长久之策。 

在酒店市场迅速增长的同时，资产管
理的欠缺亦不断凸显。酒店内部资产
管理团队缺乏相关经验及专业素养，
难以实现酒店的高效运营，亦无从确
保效益最优化。不满于现状的业主则

会邀请专业的资产管理顾问团队加
盟。 

有越来越多的业主委任独立的资产管
理公司，对酒店运营情况进行独立、
严谨的评估。评估一般会包含以下环
节：与同类资产进行客观比较，确认
问题所在，实施解决方案。

运营不佳多源于策略层面的历史遗留
问题。10至15年前建造的大型高端
酒店存在过度建设，因为当时考虑的
重点在于项目体量而非内部收益。开
发商建设酒店往往出于拿地时的配建
要求——且一般要求五星级，而不是
在充分权衡市场需求后做出的决策。
如今，酒店产品及服务无法满足宾客
需求，因此运营难达预期并不令人意
外。 

这些酒店资产往往占据核心优质地
段，因此有大量价值有待释放，例
如，可通过重新定位以更好地匹配市
场需求。

对于资产管理公司的角色，业主似乎
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认识到有
问题存在，但对于如何解决却备感迷
茫，改造、“单飞”、更换品牌还是
重新定位？在这种情况下，资产管理

图 6

三亚五星级酒店入住率与客房日均价（四个季度移动平
均）

来源：国家旅游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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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以提供建议，以最高效的方式
改善运营或是完成资产剥离。问题的
解决可以另辟蹊径，不一定需要兴师
动众追加巨资投入。

市场新闻
零售跨界
全球首个无印良品酒店在2018年1月
18日开门营业。这是一次轰动业内的
跨界扩张，毕竟无印良品以日本家居
品牌而闻名，专长在于零售而非酒店
运营。但此举确实解锁了大量商机，
交叉营销便是其一，酒店客房内70%
的物品（牙刷台、枕头、椅子等）来
自无印良品，可供住客选购。无印良

品酒店的成功释放出一个信号，零售
商亦有可能创立自主品牌酒店。

共享空间
酒店业主与运营商均开始探索酒店空
间使用的更多可能。首旅如家与共享
办公品牌优客工场达成战略合作。如
家将与优客工场共享酒店会议室、餐
厅、咖啡馆以及其他公共空间；此外
双方将共享会员资源，以己方会员价
格向对方会员提供服务。共享办公使
得酒店的空置空间得到了有效利用。
希望提高空间利用率的酒店业主或可
从如家与优客工场的合作模式中找到
灵感。

国际品牌向本土运营商开放特许经营
国际酒店品牌寻求与本地运营商合
作，借助后者的市场经验与业务网
络扩张中国版图。洲际酒店集团已于
2016年启动“特许经营”模式，旗下
开放的品牌包括皇冠假日酒店及度假
村、假日酒店和假日度假酒店品牌。
此举彰显洲际对于本土运营商保持品
牌高端水准的信心。如今特许经营的
酒店达到68家，其中已有6家开业运
营。随着本地运营市场的成熟，未来
或有更多国际运营商采取类似的战略
合作模式。

市场展望
租赁住房：是威胁，还是机遇？
改变正在发生，中国酒店市场将需摸
清风向。政府继续鼓励发展住宅租赁
市场，在这股政策东风下，预期会有
更多酒店被改造成长租公寓。 

中国品牌“走出去”
本土酒店品牌不断积累经验并升级服
务品质。一些品牌在中国出境游市
场看到了广阔空间，开始寻求境外扩
张，例如绿地推出的自由奢华酒店品
牌铂瑞。

品位升级
中国消费者的品位也在不断演变、提
升。“走出去”的本土奢华酒店品牌
可结合国人的消费偏好，打造既有异
域风情又接地气的产品，服务出境游
客。 

物业 卖方 买方 总建筑面积(平方米) 价格(人民币/平方米) 用途

上海格澜国际大酒店 InfraRed NF 盛煦房地产投资 16,300 37,423 改造为租赁住宅

香溢花城项目 融创 歌斐资产 13,665 32,000 改造为服务式公寓（馨
乐庭）

上海明悦大酒店 上海明悦集团 光大安石 36,235 36,290 改造为租赁住宅

上海浦西开元大酒店 个人卖家 盛熙、香港汇贯南丰 24,039 28,287 改造为租赁住宅

长风国际大厦项目 个人卖家 协信远创地产 30,000 35,000 改造为服务式公寓

表 2

海酒店交易精选案例，2017年

来源：Real Capital Analytics、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7

酒店投资销售交易额，按区域，2018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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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聚焦
无印良品酒店

来自日本的家居品牌无印良品进军酒
店界，将其标志性的“反奢华、反廉
价”美学理念带到深圳。酒店位于深
圳市中心的城市综合体深业上城，是
无印良品“三合一”项目的一部分。
礼宾处设在一楼，二至三楼是无印良
品旗舰店，无印良品餐堂也在二楼，
酒店在四至六楼，共有79间客房。无
印良品酒店的开业可以说是零售商跨
界运营的一道里程碑。或将吸引更多
零售商进入酒店市场寻找机遇。

图：无印良品酒店（来源：株式会社良品计划）

位置 深圳福田区

品牌 无印良品

运营商 株式会社良品计划

客房数量 79

开业时间 2018年1月18日

价格 950元（26-28平方米的标准间）
2,500元（51-61平方米的标准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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