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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二季度，上海住宅租赁市场表现依然强劲，租金继续上涨，但服务式公寓和别墅空置率
环比有所上升。

 2016年第二季度，共计两个服务
式公寓项目入市，分别为逸兰卢湾服
务式公寓（182套）和碧云钻石服务式
公寓（280套）。

 全市服务式公寓平均租金达到每
平方米每月人民币229.3元，同比上涨
4.6%，高出小业主公寓约30%（差价
约48.6元/平方米/月）。

 全市小业主公寓平均租金达到每
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80.7元，同比上涨
8.4%，系自2012年第三季度（同比上
涨9.3%）以来的最大涨幅。

 全市别墅租赁平均租金环比上涨
0.5%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53.0元。
本季度，别墅空置率最低（5.0%，环
比上涨1.2个百分点），服务式公寓
和小业主公寓空置率分别为9.0%和
11.4%。

  市场对相对经济型服务公寓的短
期租赁需求增加，有更多租户寻求可
替代小业主公寓且无诸多烦恼的租赁
选择。

“市场出现一些新型住宅租赁公
寓，使得传统‘服务式公寓’
和‘小业主公寓’的界限日渐
模糊。”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四季汇，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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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2016年第二季度，共计两个服务式
公寓项目入市，分别为逸兰卢湾服
务式公寓（182套）和经装修升级
后重新开业的碧云钻石服务式公寓
（280套）。

本季度，全市住宅租赁市场租金
和空置率均有上涨。平均租金环比
上涨0.9%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187.3元，同比上涨3.8%；整体
空置率环比上涨0.4个百分点至
8.5%，同比下跌2.5个百分点。

第二季度，上海住宅租赁市场保持
稳定，一些项目继续录得较好入住
表现，尤其是浦东陆家嘴和金桥板
块表现抢眼。来沪发展的中高级职
位外籍人士数量不断减少，使住宅
租赁市场面临挑战。但国内企业家

图 1
整体租赁市场租金指数和空置率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 2
住宅租赁市场租金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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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式公寓 小业主公寓 别墅 

和商务人士数量见涨，从而使整体
市场需求保持稳健。这些群体往往
独立且富有，能够承担高档住宅房
租。

租金
本季度，全市住宅租赁市场租金
继续走高，延续了自去年以来的
上扬趋势。分类来看，服务式公
寓和小业主公寓租金均环比上涨了
1.1%，分别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
月229.3元和180.7元。别墅租金环
比小幅上涨0.5%至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月153元。

空置率
二季度，服务式公寓和别墅市场空
置率均有上升，分别环比上涨0.5个
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至9%和5%，
同比均下跌了2.7个百分点。

服务式公寓在租期方面相对灵活，
可提供短期至长期租赁业务，然而
许多项目在开业初期往往通过短租
业务以争取客户，日后随着业务的
开展再将重心转到长租业务。有一
些服务式公寓项目的主要客群是短
租客，包括短期外派员工和旅客。
尽管短租价格更高，但即便是在
租赁淡季，营业额依然更高。这一
租赁策略也使得传统服务式公寓和
酒店的界限变得模糊。然而，由于
短租业务需通过互联网中介平台发
布，因此以短租业务为主的项目开

支往往较高。中介租赁网站则对每
单业务成交收取10%至18%（按照
项目的网站排名）的费用。互联
网中介费用再加上劳动力和管理成
本，使项目净利润减少。

如今越来越多国内富裕群体在考虑
购置小业主房产前，先在目标区域
内租一套服务式公寓，以体验周围
居住环境。

本季度，小业主公寓空置率环比下
跌1.0个百分点至11.4%，同比下跌
1.8个百分点。小业主公寓因其租
金相对服务式公寓更为经济，因而
受到市场青睐。因跨国企业缩减开
支，许多雇员的住房预算不得不被
削减甚至完全取消。许多服务式公
寓的租户不得不搬至小业主公寓。

二季度，服务式公寓平均租金为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29.3元，高出
小业主公寓48.6元。而市场上新出
现的经济型服务式公寓则恰好填补
了传统服务式公寓和小业主公寓之
间的空缺。

这种新型服务公寓产品本身具有许
多优势，可为租户提供方便、灵活
的居住方案。这类公寓的客群主要
定位为白领员工，租期一个月至一
年不等且业主统一管理，这些条款
均符合许多跨国企业要求。

图 3
住宅租赁市场空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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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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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住宅租赁市场租金和空置率，2016年第
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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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小业主公寓的租户往往为一弱势
群体，一旦业主终止或拒绝续签合
同——且该情形较为常见，租户则
会相对无奈。

这些新型服务公寓还为外籍人士提
供其他行政帮助，例如公安登记、
打扫和物业维护问题。

森兰外高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位于
浦东新区，于2013年正式成立。

森兰地区是上海一综合型发展区
域，驱车5分钟即可到达外高桥自
由贸易区（中国上海自贸区的一部
分）。包括公寓、购物中心、酒店
和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森兰区域分
期开发，预计2020年项目全部完成
交付。区域将主要定位来自自贸区
的企业及员工的需求。

上海自贸区背景
自贸区将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
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

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
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区域服务式公寓现有规划
除逸兰森兰服务公寓将于今年第三
季度开业外，区域内还将有两个全
新服务式公寓项目：宸居森兰高级
服务公寓和盛捷森兰服务公寓，预
计都将于2017年开业。此外，赛
嘉外高桥服务公寓也将于2018年
开业。

通达性
地铁6号线洲海路站位于森兰区域
内，距离外高桥保税区南站仅一站
之遥。自森兰区域驱车30分钟可达
浦东国际机场，50分钟可到浦西的
虹桥机场。

展望
区域零售配套（进口超市、国际
品牌等）对目标客户的吸引力将对
区域的顺利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此
外，湖区和公园等自然资源也将吸
引许多外籍人士居住于此，亲近自

然的同时避开市中心的喧嚣。森兰
国际社区的居住理念同金桥国际社
区类似，后者如今已是一成熟国际
居住区，受到外籍人士和许多家庭
的青睐。

项目名称 物业类型 区域
单套面积
(平方米)

租金
(人民币每月)

交易时间

世茂滨江花园 小业主公寓 陆家嘴 329 38,000 4月

尚臻静安服务式公寓 服务式公寓 静安 237 56,000 4月

嘉里华庭 服务式公寓 徐汇 204 41,000 4月

鸿艺豪苑 小业主公寓 徐汇 118 30,000 5月

易里酒店式公寓 服务式公寓 长宁 125 22,000 6月

碧云别墅 别墅 金桥 340 62,000 6月

表2
小业主公寓、服务式公寓和别墅租赁成交案例精选，2016年第二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表 1
小业主公寓、服务式公寓和别墅市场表现，2016年第二季度

租金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入住率 (%)

2016年第二季度 环比 (%) 同比(%) 2016年第二季度 环比(百分点) 同比(百分点)

服务式公寓 229.3 +1.1 +4.6 9.0 +0.5 -2.7

小业主公寓 180.7 +1.1 +8.4 11.4 -1.0 -1.8

别墅 153.0 +0.5 +0.3 5.0 +1.2 -2.7

整体 187.3 +0.9 +3.8 8.5 +0.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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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浦东/浦西 板块 入市时间 套数 运营商

逸兰森兰服务式公寓 浦东 外高桥 2016年第三季度 188 逸兰

卡佩拉酒店式公寓 浦西 徐汇 2017年上半年 40 卡佩拉酒店集团

大中里 (太古汇) 浦西 静安 2017年上半年 200 待定

宸居森兰高级服务公寓 浦东 外高桥 2017年第一季度 336 上海煜腾酒店管理

前滩39-01 浦东 前滩 2017年下半年 212 陆家嘴集团

莎玛曹家渡 浦西 普陀 2017年下半年 168 莎玛

盛捷森兰 浦东 外高桥 2017年上半年 342 雅诗阁

尚臻徐汇 浦西 徐汇 2017年第一季度 119 待定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表 3
服务式公寓未来供应，2016-2017E

市场新闻
上海闵行诺德安达双语学校将于
2016年9月开学
位于上海闵行区的诺德安达双语学
校将于2016年9月正式开学，接收6
岁至18岁年龄段的中国籍和外国籍
学生入学。

过去，国际学校因当地政策仅招收
外国籍学生，且多数来自居住在国
际社区的外籍家庭。随着国内外籍
人士数量减少，加之越来越多国内
家庭将子女送去海外求学，如今国
际学校愈加向当地学生敞开大门，
同时招收中国籍和外国籍学生入
学。

在上海开设的双语课程国际学校还
包括：惠灵顿双语学校、上海协和
双语学校和耀华国际学校。

政府支持住宅租赁市场
2016年6月3日，国务院发布《住房
租赁市场若干意见》，意见包括：
1.允许将商业用房等按规定改建为
租赁住房，土地使用年限和容积率
不变，土地用途调整为居住用地，
调整后用水、用电、用气价格应当
按照居民标准执行；

2.给予税收优惠：对个人出租住房
的，由按照5%的征收率减按1.5%
计算缴纳增值税；对个人出租住
房月收入不超过3万元的，2017年
底之前可按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政
策；

3.鼓励各地制定支持住房租赁消费
的优惠政策措施；提取住房公积金
支付房租政策；

4.将新建租赁住房纳入住房发展规
划；

5.充分发挥中介机构作用，提供规
范的居间服务
6.对个人承租住房的租金支出，结
合个人所得税改革，统筹研究有关
费用扣除问题

7.稳步推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试点。

意见旨在增加租赁住房选择，吸引
更多来沪工作者，同时鼓励房地产
投资市场。

然而，新政对服务式公寓和高端小
业主公寓租赁市场影响有限，这主
要是由于这两个市场的客群往往是
外籍人士、海归、国内企业家或商
务人士。

美世：生活成本调查
如今在上海生活的成本愈加昂贵。
根据7月份美世公布的2016年生活
成本调查结果显示，香港排名第1
位，而上海、北京分别位列第7位和
第10位。

市场展望
年内新增供应主要集中在第二季
度，预计第三季度仅有一个全新服

务式公寓项目（逸兰森兰服务式公
寓）入市，为年内市场继续吸纳现
有供应留出时间。

预计2017年将又有一批服务式公寓
新增供应相继入市。浦西、浦东均
匀分布。浦东供应主要集中在外高
桥和前滩，目前这两个板块有不少
项目在建。

随着越来越多企业缩减开支，
新型服务式公寓或将成为一种趋
势。正如Naked Hub（裸心社）
、WeWork等共享办公室的兴起，
旨在强调经济型和灵活性的共享住
宅亦开始进入大众视线。美国由
WeWork衍生出来的WeLiving堪
称该趋势的先锋，为租户提供多样
化居住选择。

越来越多外籍人士离开中国调往
其他亚洲国家或回国，这股趋势几
乎是不可逆转的。另一方面，大
量国内企业家来沪，预计可使租赁
需求增长，填补外籍员工留下的空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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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租金通常指项目中区楼层、面积约150平方米的两卧室套间（最常见户型之一）一年租赁期的租金。

项目聚焦
四季汇酒店式服务公寓

四季汇位于浦东陆家嘴地区，为一现
有高端服务式公寓，由宝矿集团持
有。项目坐享黄浦江江景，步行五分
钟即可达地铁2号线陆家嘴站。

四季汇酒店式服务公寓位于二十一世
纪大厦的高区（42-55F），大厦中低
区为甲级写字楼（3-26F）以及四季酒
店（30-41F）。服务公寓现有35套出
租型单元，主力户型为144-369平方米
的一居室至三居室。2016年二季度，
租金报价自人民币每月10万元起。

服务式公寓同五星级酒店共享会所，
为租户提供包括健身房、室内泳池和
按摩池在内的全套设施。

*第一太平戴维斯独家租赁代理项目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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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ce 

 区位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10号

 业主 宝矿集团

 租赁套数 35套

 房型面积
1房：144平方米
2房：213-237平方米
3房：323-369平方米

 服务

•24小时安保
•双语前台接待礼宾服务
•四季酒店客房清洁服务（基础型）每周
三次
•每户提供一根国际电话线的安装
•宽带及Wi-Fi
•物业管理费
•四季酒店室内泳池、按摩池和健身房

 交通
5分钟步行至地铁2号线陆家嘴站
30分钟驱车至虹桥机场
45分钟驱车至浦东国际机场

表 4
四季汇酒店式服务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