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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服务式公寓和浦东别墅的租赁需求旺盛，从而推高整体住宅租赁市场入住率。

 一季度，无全新服务式公寓项目
入市，预计2017年第二季度将迎来新
增供应。

  服务式公寓空置率环比下降1.6个
百分点至14.9%，同比上升1.2个百分
点；小业主公寓空置率环比下降0.3
个百分点至12.0%，同比下降0.3个百
分点。 

  服务式公寓租金环比和同比分别下
跌0.2%和0.6%，达到每平方米每月人
民币230元；小业主公寓租金环比和同
比分别上涨1.0%和2.6%，达到每平方
米每月人民币182.8元。

  一季度，别墅空置率环比下降1.1
个百分点至3.4%，同比下降0.3个百分
点；租金则环比微涨0.2%至每平方米
每月人民币154.6元。

“未来随着大虹桥、前滩和前世
博区域大量商业项目的入市，
将为服务式公寓市场发展增添
驱动力。”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徐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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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2017年第一季度，无全新服务式
公寓项目入市，预计第二季度将迎
来建业里嘉佩乐酒店公寓（40套）
和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119套）
开业。

尽管年初为住宅租赁市场淡季，但
服务式公寓和别墅的租赁需求依然
强劲，这使得全市住宅租赁市场空
置率环比下降1.2个百分点至11.6%
，同比上升0.7个百分点。而入住
情况的良好表现也使一些业主提高
租金报价，从而使一季度整体市场
平均租金环比上涨0.2%至每平方
米每月人民币191.9元，同比上涨
0.4%。

一季度，服务式公寓平均租金环比
下跌0.2%至每平方米每月230元。

图 1

整体租赁市场租金指数和空置率，2007年 - 2017年
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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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租赁市场空置率，2007年 - 2017
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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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受浦东地区强劲市场需求的
驱动，别墅平均租金环比上涨0.2%
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54.6元。
同期，小业主公寓平均租金环比上
涨1.0%至每平方米每月182.8元。

空置率
由于一季度无新增供应，全市服务
式公寓市场空置率环比下降1.6个百
分点至14.9%。尽管浦东和浦西市
场空置率环比均有下降，但浦东地
区的降幅更为明显（3.2个百分点）
，浦西地区仅环比微降0.2个百分
点。而由于浦东服务式公寓市场发
展的成熟度不及浦西地区，因此空
置率仍高出浦西地区6个百分点至
18.1%。一季度，小业主公寓空置
率环比、同比均下降0.3个百分点
至12%。

受来自国内家庭租房需求的驱动，
浦东地区别墅依然备受青睐，这使
得本季度全市别墅市场空置率环比
下降1.1个百分点至3.4%。浦西尤
其是虹桥地区的别墅市场表现优于
其他细分租赁市场，其别墅市场空
置率低于全市别墅的平均空置水
平，达到1.1%，环比、同比分别下
降2.7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

租金
一季度，浦东服务式公寓市场需
求旺盛，租金止跌回升，环比上涨
0.8%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222.8
元。浦西服务式公寓租金环比、同

比分别下跌0.7%和0.8%，达到每平
方米每月人民币233.6元，依然高
于浦东地区的平均租金水平。

市场新闻
开发商积极发展租赁市场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推动1亿非
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租赁
市场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而越来
越多大陆和香港开发商开始打造自
有的租赁平台，欲顺势打入租赁市
场进行获利。随着开发商业务模式
从纯销售转变为销售加管理的双线
模式，预计未来住宅租赁市场竞争
将加剧。

政府严打类住宅市场
近期，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台商改
住限制政策，停止商住类产品的销
售，以整顿市场。这主要是由于这
些城市虽然受到限购，但住宅价格
持续上扬，助长商住房的销售。以
上海为例，1月，上海已开始集中
清理核查商办类项目，部分违规销
售、擅自改建的商办项目正在整顿
中。而闵行、嘉定等一些区县也已
作为试点，要求开发商在接到告知
书15日内自行整改至规划许可核准
的方案，恢复商办用途，拆除具有
居住功能的插层、隔墙、上下水和
燃气管线等设施。受此抑制，一些
业主或放弃出售房屋，转为出租，
因而未来或将对住宅租赁市场产生
推动作用。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 3

住宅租赁市场租金指数，2007年 - 
2017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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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展望
预计2017年第二季度将迎来两个全
新项目入市：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
（119套）和嘉佩乐酒店公寓（40
套）。

项目名称 物业类型 区域
单套面积
(平方米)

租金
(人民币每月)

碧云花园二期 服务式公寓 金桥 320 54,000

尚臻静安 服务式公寓 南京西路 237 59,500

世茂滨江花园 小业主公寓 陆家嘴 304 44,500

绿宝园 别墅 浦东其他 296 41,000

钻石碧云 服务式公寓 金桥 130 24,000

云间绿大地 别墅 金桥 410 65,000

表2

小业主公寓、服务式公寓和别墅租赁成交案例精选，2017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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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季度

租金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入住率 (%)

2017年第一季度 环比 (%) 同比(%) 2017年第一季度 环比(百分点) 同比(百分点)

服务式公寓 230.0 -0.2 -0.6 14.9 -1.6 +1.2

小业主公寓 182.8 +1.0 +2.6 12.0 -0.3 -0.3

别墅 154.6 +0.2 +0.1 3.4 -1.1 -0.3

整体 191.9 +0.2 +0.4 11.6 -1.2 +0.7

随着房价不断上涨，加之人们越来
越注重宜居性、便利性和流动性，
许多单身人士和没有孩子的夫妻更
倾向于租房。而高端住宅租赁产品
的数量增加并趋于多样化，加之配
套的服务和设施日益完善，为未来
租赁需求的继续增长创造了有利条
件。

然而，租赁产品多样化加之市面上
新型服务式公寓产品的出现，将不
断加剧市场竞争，或使市场对管理
欠缺的老项目的需求减少。随着市
场日趋成熟，这类老项目应考虑翻
新调整或升级服务管理以适应新市
场、新局面。

项目名称 浦东/浦西 板块 入市时间 套数 运营商

建业里嘉佩乐酒店公寓 浦西 徐汇 2017年第二季度 40 嘉佩乐酒店集团

尚臻徐汇 浦西 徐汇 2017年第二季度 119 仕德福酒店管理

赛嘉森兰 浦东 外高桥 2017年下半年 200 第一太平戴维斯

大中里（太古汇） 浦西 静安 2017年下半年 200 太古

莎玛曹家渡 浦西 普陀 2017年下半年 168 莎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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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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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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佩乐酒店公寓

嘉佩乐酒店公寓是建业里项目的高端

公寓部分，项目另含酒店（55套别

墅）、餐饮、零售、SPA和图书馆。

项目位于徐汇区前法租界板块，步行

五分钟即可达地铁7号线或9号线肇家

浜路站，公寓部分含40套由原来石库

门建筑翻新的全装修单元。主力户型

为两居和三居室（120-230平方米）。

预计租金报价将为每月人民币70,000-

130,000元，一年起租。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区位 建业里，徐汇区建国西路480号

业主 上海衡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运营商 嘉佩乐酒店集团

租赁套数 40套

 服务
- 45分钟驱车至浦东国际机场
- 40分钟驱车至虹桥机场
- 5分钟步行至地铁7/9号线肇家浜路站

交付时间 2017年第二季度

表 4
嘉佩乐酒店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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