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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三季度，上海住宅租赁市场空置率上行，致使业主下调租金以保证入住率。

 三季度，一个全新服务式公寓项
目入市：逸兰森兰服务式公寓（188
套）。

  三季度，全市住宅租赁市场空置率
有所上升，其中服务式公寓升幅最明
显，达3.3个百分点至12.3%。

  全市小业主公寓空置率升幅最小，
环比微涨0.7个百分点至12.1%，为
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首次低于服务式
公寓空置率。

  全市别墅空置率环比上升1.3个百
分点至6.3%；租金达到每平方米每月
人民币152.0元，环比下跌0.7%，为年
内首次下跌。

  服务式公寓租金达到每平方米每月
人民币229.3元，环比下跌0.6%；小业
主公寓租金环比小幅上涨0.5%，达到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76.1元。

“当前市场以吸纳现有库存为
主，在明年新项目入市前，整
体市场入住率有望维稳。” 简可，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尚臻静安服务式公寓，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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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第三季度，一个全新服务式公寓项
目入市：逸兰森兰服务式公寓，为
市场增加188套租赁单元。

本季度，项目之间租赁表现各异。
全市住宅租赁市场整体空置率环比
上涨2.1个百分点至10.5%，同比上
涨1.4个百分点。平均租金环比下跌
0.4%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86.4
元，同比上涨3.2%。

本季度，服务式公寓和别墅租金均
环比下跌。服务式公寓租金为年内
首次走跌，环比小幅下跌0.6%至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29.3元，同比
上涨4.4%；别墅租金环比下跌0.7%
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52.0元，
同比依然微涨0.2%。

租金
本季度，小业主公寓租金环比小幅
上涨0.5%，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
月176.1元，同比上涨6.5%。由于
上海住宅销售市场火热，因此小业
主公寓业主纷纷提高租金以保证收
益率。租金同时还取决于公寓单元
自身品质及维护情况。

空置率
三季度，全市住宅租赁市场空置率
有所上升。其中服务式公寓升幅最
明显，达3.3个百分点至12.3%。

此外，继今年6月上海迪士尼项目正
式开园后，许多因该项目来沪的派
遣人士陆续回国，市场上一些公寓
项目也因此回归待租状态。

随着来沪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企业
住房应运而生。企业住房可以是企
业整栋开发或购入的住宅楼，也可
以是长租型的整栋住宅楼，抑或是
从特定住宅楼或住房服务提供商获
租的批量公寓。一般而言，轮岗型
外派雇员的人员更替确保了项目入
住率，而对于因项目来沪的外派
雇员，一旦项目完成、派遣人员离
沪，需求则明显减少。这将导致区
域市场空置率上升，如若项目体量
较大，或将影响全市空置水平。

图 1

整体租赁市场租金指数和空置率，2003年第三季
度-2016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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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住宅租赁市场租金指数，2004年第一季度-2016年第三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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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式公寓 小业主公寓 别墅 

随着住宅销售市场继续保持强劲增
长势头，开发商调整策略应对。去
年大量抛售住宅资产的开发商如今
已放慢推盘节奏，或选择转售为
租。由于市中心土地供应稀缺且拿
地成本继续上涨，此举可使业主/投
资客保留一部分优质物业，以确保
长远发展。

市场新闻
上实城开收购闵行当代艺墅及当代
美墅

9月，上实城开旗下的上海城寰与
Ferntower Investments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以总价人民币23.5亿
元 (包括净购买价及企业所得税款
项)收购位于上海闵行区的两个别

LlsChan
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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墅项目——当代艺墅及当代美墅。
项目占地分别为116,308平方米及
120,512平方米，未来业主将对项
目进行散售。

景瑞收购尚滨江

7月，景瑞控股以人民币14亿元从
永泰地产及南丰控股手中收购尚滨
江项目，成交单价约人民币每平方
米72,513元。项目位于浦东浦明路
1288弄国信世纪海景园3号楼（不
包括一楼及二楼之商业单元）。

星程天然居南站酒店将被改造成联
合居住

9月，香港鹏里以人民币5,740万元
收购迪臣发展国际集团旗下星程天
然居南站酒店70%的股权。项目位
于百色路，北至上海体育馆,共56间
客房，另有底商。未来业主计划将
项目改造成联合居住（Co-living）
空间，同时增加房间数量。

联合居住现已成为国际热词。尽管
形态各异，但拥有一个共同点即共
享居住空间。这些联合居住项目为
许多无力购房的年轻白领提供了低
成本的住房选择。联合居住项目或

为学生公寓（如香港Campus），
或为假日酒店（如巴厘岛Roam）
，也可以是可容纳500多个租户的
大型共管公寓社区（如伦敦The 
Col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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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里中心公寓 服务式公寓 静安 145 45,000 7月

碧云花园 服务式公寓 金桥 297 42,800 8月

易里酒店式公寓 服务式公寓 长宁 87 20,000 8月

世茂滨江花园 小业主公寓 陆家嘴 237 33,000 8月

维诗凯亚 别墅 金桥 435 53,000 9月

锦麟天地 小业主公寓 新天地 237 49,00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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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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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

租金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入住率 (%)

2016年第三季度 环比 (%) 同比(%) 2016年第三季度 环比(百分点) 同比(百分点)

服务式公寓 229.3 -0.6 +4.4 12.3 +3.3 -2.1

小业主公寓 176.1 +0.5 +6.5 12.1 +0.7 +1.8

别墅 152.0 -0.7 +0.2 6.3 +1.3 -0.1

整体 186.4 -0.4 +3.2 10.5 +2.1 +1.4

图 3

住宅租赁市场空置率，2004年第一季
度-2016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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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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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浦东/浦西 板块 入市时间 套数 运营商

卡佩拉酒店式公寓 浦西 徐汇 2017年第一季度 40 卡佩拉酒店集团

大中里（太古汇） 浦西 静安 2017年下半年 200 太古

前滩39-01 浦东 前滩 2017年下半年 212 陆家嘴集团

赛嘉森兰 浦东 外高桥 2017年第三季度 200 第一太平戴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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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 342 雅诗阁

尚臻徐汇 浦西 徐汇 2017年第二季度 119 仕德福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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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

联合居住相较于传统服务式公寓
而言，目标客户不同，优势也有差
异。联合居住项目里的服务人员配
备比例相对较低，仅提供部分或基
本服务；反之，传统服务式公寓通
常由大型专业团队进行管理，因
此可为租户提供更加周全完善的服
务。联合居住项目往往吸引的是中
级白领群体，尤其是公司距离家较
远的员工，联合居住可助其缩短工
作日通勤时间，居住成本也相对
经济；而传统服务式公寓则拥有全
套服务设施，吸引的更多是企业高
层。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试点工作
启动
9月9日，国家外国专家局
（SAFEA）近期将启动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制度试点工作。“外国人
入境就业许可”和“外国专家来华
工作许可”将整合为“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

国家外国专家局引入计点积分制，
将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分为三类，
实行分类管理。根据外国人的教
育背景、薪资水平、年龄、在华工
作年数和中文水平等计算计点积
分。2017年4月1日，全国将统一
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而
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北京、
上海、天津、安徽、广东、河北、
山东、四川、宁夏等地将开展外国
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试点工作。

市场展望
预计年内无全新服务式公寓项目入
市，市场以吸纳现有存量为主，来
年将有数个新项目计划开业。

新项目和非传统服务式公寓产品的
增加，或使市场对管理欠缺的老项
目的需求减少。由于服务式公寓投
资市场热情不减，新业主对项目收
购后的散售策略将有助于老项目的
升级改造。

随着一线城市严控人口，部分居住
需求或流入拥有便捷交通的周边城
市。目前上海拥有约2,450万常住
人口，而根据上海最新的城市总体
规划，“十三五”期间，上海将严
控人口规模不超过2,500万人。而
与上海毗邻的苏州，不仅高铁班次
密集，后期还将实现与上海的地铁
对接，其住宅市场未来或吸纳更多
租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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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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兰森兰服务式公寓

逸兰森兰服务式公寓位于浦东外高桥
板块，为逸兰管理的一全新服务式公
寓项目。项目步行五分钟即可达地铁
6号线洲海路站以及哈罗上海国际学
校，距离外高桥保税区也仅五分钟驱
车距离。

项目由三栋公寓楼组成，共计188套
出租型单元，主力户型为单间至三居
室（49-228平方米）。2016年第三季
度，租金报价为人民币每月11,500-
40,000元。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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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ce 

区位 浦东新区启帆路433弄1号

业主 上海恒懋置业

运营商 逸兰

租赁套数 188套

 服务

- 30分钟驱车至浦东国际机场
- 50分钟驱车至虹桥机场
- 5分钟驱车至外高桥保税区
- 30分钟驱车至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 5分钟步行至地铁6号线洲海路站

交付时间 2016年第三季度

表 4
逸兰森兰服务式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