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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小业主公寓由于价格相对经济，因此依然备受青睐，二季度小业主公寓租金领涨全市，
租金环比上涨3.3%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87元。

 二季度，有两个全新服务式公寓
项目入市，共带来174套租赁单位，这
使得服务式公寓存量环比增加2.9%至
6,233套。

  本季度，服务式公寓租金环比上涨
1.4%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235元；
同期，小业主公寓租金环比上涨3.3%
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87元，增速较
上季度有所加快。

  本季度，别墅租金环比微涨1.1%
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57元。

 本季度，上海住宅租赁市场整体空
置率环比上升1.4个百分点至13.2%。

  住宅租赁市场三大细分市场的空
置率均有上升，然而许多项目由于价
格较为弹性，因而得以维持较高入住
率。

  随着更多新产品入市，未来住宅租
赁市场竞争将日益加剧。

“十三五期间内，上海将大力增
加租赁住宅供应，以迎合大量
的租房需求。”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
研究部

图片：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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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上海首次出让纯租赁住房用地
2017年7月，上海首批共计两幅纯
租赁住宅用地完成出让，分别位于
浦东张江和嘉定新城。其中，张江
地块可建面积约13万平方米；嘉定
地块可建面积约7.1万平方米，成交
总价人民币4.24亿元。

两幅地块均为70年产权纯租赁住
房用途，开发商不得出售。预期两
个项目将至少带来1,897套租赁单
元。此次纯租赁宅地的出让，是上
海朝着“十三五”（2016-2020）
期间新增约70万套租赁住房的目标
跨出的重要第一步。

纯租赁住宅用地的出让意味着，未
来住宅租赁市场将迎来更多开发商
自持供应，尤其在新兴区域。

雅诗阁加速国内扩张
雅诗阁以到2020年在华管理20,000
套服务公寓单元为目标，积极加速
中国业务扩张。雅诗阁已创立定位
于千禧一代租户的全球服务公寓新
品牌“Lyf”，主打小户型，并将
留出大面积公共空间便于住客社交
互动。在中国，集团已签署两份管
理合约，分别位于深圳和大连，均
预计在2018年开业。这一全新品
牌的建立将使租赁产品更多样化，
但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市场
竞争。

国内开发商纷纷试水长租公寓市场
香港上市房企中骏置业与美国睿星
资本（Greystar Capital）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布局国内长租公寓
市场。中骏计划未来三年内在中国
一、二线城市布局5万套长租公寓，
定位中高端市场，服务于城市白领
及高净值人群。

百联集团也宣布，将与睿星资本、
浦发硅谷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发展长租公寓。

此前，已有包括万科、龙湖、金地
等不少国内发展商创立了租赁公寓
品牌。随着更多企业的进入，住宅
租赁市场的竞争预期将呈日益加剧
之势。

图 1

整体租赁市场租金指数和空置率，2007年第一季度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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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住宅租赁市场空置率，2007年第一季度-2017年第
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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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号召加快发展租赁市场
2017年7月，住建部等九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
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
。

通知指出要增加租赁住房有效供
应，支持国有企业转型为住房租赁
企业，要求大中城市建设租赁交易
平台，提高市场透明度。目前已选
取12个城市作为《通知》实施后首
批开展住房租赁试点的城市，包括
广州、深圳、南京、杭州、厦门、
武汉、成都、沈阳、合肥、郑州、
佛山以及肇庆。此前，上海、北京

等一线城市已采取相关措施发展住
宅租赁市场。

市场概述
2017年第二季度，迎来两个全新服
务式公寓项目入市，分别为尚臻徐
汇服务式公寓以及静安瑞吉公寓，
共计带来174套租赁单元。

鉴于半年以来市场吸纳情况良好，
业主提高租金，推动全市平均租金
环比上涨1.7%至每平方米每月人
民币195元，相较于今年一季度仅
0.2%的涨幅。但随着新项目入市，
空置率也相应上升至13.2%，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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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1.4百分点，同比上升0.7个百
分点。

浦东、浦西地区的行情走势各异。
浦东空置率在连续两个季度下滑
后，二季度环比上升2.9个百分点至
16.2%；浦西则得益于较为成熟的
市场氛围，空置率微幅下调0.2个百
分点至9.8%。浦东地区平均租金约
为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80元，环
比上涨3.1%，但仍低于浦西16%；
同期，浦西租金上涨0.7%。

空置率 
二季度，住宅租赁市场三大细分市
场（服务式公寓、小业主公寓、别
墅）的空置率全线上升，然而许多
项目由于价格较为弹性，因而维持
较高入住率。

由于新项目入市，全市服务式公寓
市场空置率环比上升0.7个百分点至
16%。小业主公寓和别墅空置率分

项目名称 物业类型 区域
单套面积
(平方米)

租金
(人民币每月)

尚臻静安 服务式公寓 南京西路 235 55,500

易里酒店式公寓 服务式公寓 虹桥 126 27,000

世茂滨江花园 小业主公寓 陆家嘴 336 43,500

嘉御庭 小业主公寓 前法租界 145 30,000

绿宝园 别墅 康桥 296 43,000

四季雅苑 别墅 世纪公园 223 42,000

表2

服务式公寓、小业主公寓和别墅租赁成交案例精选，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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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式公寓、小业主公寓和别墅市场表现，2017年第二季度

租金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空置率 (%)

2017年第二季度 环比 (%) 同比(%) 2017年第二季度 环比(百分点) 同比(百分点)

服务式公寓 235.4 +1.4 -0.3 16.0 +0.7 -0.1

小业主公寓 186.8 +3.3 +4.3 14.1 +2.1 +2.9

别墅 156.8 +1.1 +0.5 5.6 +2.2 +0.1

整体 195.3 +1.7 +1.2 13.2 +1.4 +0.7

别环比上升2.1个百分点和2.2个百
分点，至14.1%和5.6%。

租金
本季度，三大细分市场均租金全线
上扬，其中小业主公寓涨幅最为显
著，环比上涨3.3%。

小业主公寓由于租金相对经济，
因此迎合了众多租户的需求。二季
度，小业主公寓平均租金达到每平
方米每月人民币187元，低于服务
式公寓（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235
元）约26%。

过去五年以来，跨国企业纷纷削减
成本，包括雇员住房预算相应缩减
甚至被完全取消。原本租住服务式
公寓的租户转而选择小业主公寓。
这些来自外籍人士、以及国内需求
的增长，支撑小业主公寓租金在过
去一年多里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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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
季度-2017年第二季度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Q
1/

20
03

 =
 1

00

服务式公寓 小业主公寓 别墅

二季度，服务式公寓租金环比上涨
1.4%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235
元，同期，别墅租金上涨1.1%至每
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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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浦东/浦西 板块 入市时间 套数 运营商

尚臻金桥服务式公寓 浦东 金桥 2017年第三季度 102 仕德福酒店管理

建业里嘉佩乐酒店公寓 徐汇 前法租界 2017年第四季度 40 嘉佩乐酒店集团

镛舍服务式住宅 静安 南京西路 2017年第四季度 102 太古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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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下半年

张江科学城
2017年8月，上海政府正式批复同
意《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规划
范围内可居住人口约70万，可提供
约88万个就业岗位。

张江科学城将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为
基础建设，规划总面积约94平方
公里。原园区规划面积79.7平方公
里。

张江高科技园区背景介绍
张江高科技园区设立于1992年7
月，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批国家
级高新技术园区，其中约一半面积
位于上海自贸区范围内。园区成功
吸引了大量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中小
型创意公司，是不少新技术类公司
的诞生地。

租赁住宅规划
为满足人才居住需求，张江科学城
规划范围内将新增住宅建筑面积约
920万平方米，其中890万平方米用
于租赁住宅，约占比96.7%。

交通可达性
目前张江对外交通主要依赖地铁2号
线（张江高科站、金科路站）、张
江立交桥以及中环高架，距离浦东
国际机场约30分钟车程。

根据规划，未来张江将开通多条
高速公路，连接市区、火车站及机
场，此外还有地铁13号线三期（在
线）、以及规划中的21、27号线，
更有多条公交线路贯通科学城各大
办公及住宅区。

前景
张江科学城将更好地衔接迪士尼、
未来龙阳路CBD等周边地区，实现

区域协调联动发展。住宅开发尤其
是针对租赁住宅的规划，将主要应
对人才及年轻白领的居住需求，此
举亦是对政府加速住宅租赁市场发
展号召的积极响应。

市场展望
预计2017年下半年将迎来三个全
新项目入市：尚臻金桥服务式公寓
（102套）、延期开业的嘉佩乐酒
店公寓（40套），以及太古地产的
镛舍服务式住宅（102套）。

纯租赁住宅用地的出让意味着，未
来住宅租赁市场将迎来更多开发商
自持供应，尤其在新兴区域。这将
对开发商的项目管理/运营能力提出

更高要求。此外，上海“十三五”
（2016-2020年）计划新增70万套
租赁住房。两大举动共同标志着未
来租赁市场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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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当其冲的或为
管理欠缺的老项目。伴随着市场的
日益成熟，这类老项目应考虑翻新
调整或升级服务管理。

大型新兴规划地区的租赁市场刚
刚起步，行情发展依然面临艰难局
势。但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及生活配
套设施的不断改善，长期发展前景
仍被看好。

图 4
张江科学城

数据来源：上海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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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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

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位于徐汇区前法

租界区域，为嘉华旗下一全新服务式

公寓项目。项目步行五分钟即可达地

铁9/12号线嘉善路站。

项目共计119套租赁单元，主力户型为

两居至五居室（157-526平方米）。租

金报价为人民币每月42,000-110,000

元。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区位 徐汇区建国西路268号

业主 嘉华国际

运营商 仕德福酒店管理

租赁套数 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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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号线嘉善路站

交付时间 2017年第二季度

表 4
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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