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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1

酒店市场行情指标，2017年上半年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表1

酒店入住率与客房均价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尽管2016年亚太区酒店入住率
温和下跌，但多数区域市场的客
房价格出现强势上调。客房均价
或继续成为今年亚太区酒店行
情的主要推手。” 第一太平戴维斯

研究部

本篇市场行情报告旨在对亚太区18座主要城市的酒

店市场提供前瞻性预测，主要围绕入住率及客房均

价这两个指标。我们从2016年整体行情以及2017

年初市场形势出发，以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当地

市场专家访谈为基础，对2017年上半年的行情表

现做了评估预测。我们还对上半年值得关注的市场

做了特别分析。本报告仅用于表明当前市场的主流

观点，不对酒店物业或市场板块的表现作说明或反

映。

简介

入住率（%） 客房均价（美元每晚）
2016年 2016年1月 2017年1月 2016年 2016年1月 2017年1月

巴厘岛 66% 62% 68% 111 111 119
曼谷 77% 81% 81% 95 99 105
北京 73% 67% 62% 85 86 78
河内 79% 79% 77% 106 110 109
胡志明市 71% 72% 70% 114 121 114
香港 86% 85% 86% 177 205 185
雅加达 58% 50% 49% 81 80 79
吉隆坡 66% 65% 65% 86 89 80
马尔代夫 62% 66% 70% 647 1016 958
墨尔本 83% 81% 81% 137 142 154
大阪 90% 84% 85% 150 126 134
普吉岛 76% 87% 90% 108 164 173
首尔 75% 64% 65% 156 147 134
上海 75% 71% 64% 94 92 85
新加坡 81% 82% 79% 203 199 196
悉尼 85% 81% 82% 164 147 167
东京 85% 77% 78% 177 149 159
仰光 44% 50% 49% 131 156 139



2017年上半年

savills.com.sg/research  03  

聚焦 | 亚太区酒店行情调查

悉尼酒店市场在2017年迎来强势开局，

上半年涨势看好。预期入境及国内旅客人

数将双双在高位维持平稳走势。悉尼原

本就是澳大利亚的重要商业及休闲目的

地，且悉尼国际会议中心已于2016年底

开放，将进一步助推会奖旅游及企业对酒

店的需求。

悉尼中央商务区的酒店供应增长有限，仅

3.8%，不会给市场带来明显波动。目前

市场整体入住率约为85%，位于核心地段

的酒店有机会进一步上调客房价格。该市

场发展成熟有序，具有高度稳定性，将继

续吸引投资需求。

作为中国重要的商业及休闲枢纽，上海酒

店市场的光芒将盖过北京。2016年6月，

中国正式实施“营改增”，酒店行业须按

6.6%的税率缴纳增值税。由于酒店基本

管理费与营业收入挂钩，运营商利润率受

到影响。但“营改增”尚未对酒店市场整

体业绩带来显著影响。1月底恰逢中国农

历春节，商业需求受抑，故2017年酒店

市场开年气氛清淡。然而，上半年市场仍

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未来几年上海计划新增22,071间客房，

但2017年入市的新增供应主要集中在豪

华酒店板块，且其影响要到2018年才会

显现。另一方面，来自商务及会奖旅客的

需求不断增加，休闲游客的需求依然旺

盛。展望后市，酒店入住率及客房均价都

将呈上扬趋势。

受访者对胡志明市酒店市场普遍持谨慎

乐观态度，认为未来数月中客房价格

走势大体平稳。部分人士的预测相对积

极，认为2017年上半年入住率会小幅

上升。“2016年胡志明市共接纳入境访

客520万人次，刷新历史纪录。目前无

迹象表明这股增势会在2017年中断。然

而，未来三年中预计会增加超过3,000间

客房，这将会抑制客房价格与入住率上

涨。”另有一位受访者认为尽管市场供应

逐年增加，但仍属于“可控范围”。

悉尼 上海 胡志明市

大阪 雅加达 仰光

尽管访客人数呈增加之势，但大阪酒店市

场自2016年起即已呈现走弱迹象。过去

几年中酒店供应及客房价格加速上涨，导

致当前价位“虚高”，因此预期市场会进

入重新调整期。此外，短租房现象升温，

吸引了一些对价格较敏感的用户，酒店入

住率下跌。综合来看，虽然旅游市场整体

处于稳健增长阶段，但2017年上半年酒

店市场行情还会继续下探。

2016年，日本共接纳入境访客2,400万人

次，其中入住短租房的访客达到370万人

次。也就是说，有超过15%的入境访客选

择了酒店以外的住宿。近年来酒店价格飞

涨，是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雅加达的酒店入住率与

客房均价会有或大或小的下行调整。企业

需求滞涨，可能对酒店入住情况带来利空

影响。一位受访者认为，访客人数受“油

气行业衰退的影响”，“前景并不看好”

。存量供应过剩是入住率走势的主要顾

虑。对于国际旅客来说，2016年1月恐怖

袭击的阴霾尚未完全消散，不过此事件

对区域市场非休闲旅客的影响较弱。当地

一家连锁酒店指出“豪华酒店处境尤为艰

难，预算尚算稳定”，并表示在2017年

头两个月，旗下雅加达酒店资产的客房平

均收入减少了6%。

许多受访者对后市新增供应表示担忧，同

时也认为2017年上半年入住率能够维持

稳定。由于施工延误以及许可证问题，许

多酒店项目延期开业。年内访客人数预计

会进一步增加，但酒店业绩指标未能同步

改善，“似乎（访客人数）预期过高。”

只要新增供应处于可控范围，机场的扩容

最终会转化为酒店需求的上涨。客房均

价可能会继续下滑。大型酒店物业的需求

可能会来自当地重大事件、活动、研讨会

及会议。当地餐饮需求强劲，宾客乐意为

优质体验支付更高价格—“周末晚上座无

虚席，来用餐的都是本地人……婚礼以及

其他社交活动也一样，只要我们的环境

富有现代气息，条件（比市场上其他的）

更好。”

市场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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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报告对市场行情的分析系基于与酒

店业顾问、企业主管以及当地市场专

家的面对面访谈以及调查。每位受访

者除对市场事件发表评论以外，还就

未来6个月市场可能发展的方向给出

专业判断。文首地图中的渐变色标尺

所显示的是受访者对2017年上半年市

场走势的普遍共识。绿色表示指标上

升，红色表示下降。黄色表示稳定，

与去年业绩走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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