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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租赁供应显著增长将为需求者提供多样化的租赁选择，而随着更多运营商进入市场，市
场竞争也将更趋激烈。

 第三季度，上海迎来一个全新服务
式公寓项目入市：尚臻金桥服务式公
寓，为市场增加102套租赁单元，并将
服务式公寓存量提高1.6%至6,355套。

 全市服务式公寓租金环比上涨
1.6%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40.1元。

 小业主公寓租金环比减速上涨，
涨幅为1.4%，达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188.8元。

 别墅租金涨势稳定，环比上涨
1.1%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58.6元。 

 受新增供应入市影响，服务式公寓
空置率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至17.3%
，小业主公寓及别墅的空置率基本维
稳。

 在政府的支持下，上海租赁市场或
将加速发展。

“第三季度，服务式公寓租金继
续环比上涨，至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240元，同时新项目的入
市使空置率提至17%。” 简可，第一
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尚臻金桥服务式公寓，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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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新闻
上海市更多租赁用地售出
继浦东与嘉定的两幅纯租赁用地在
7月完成出让后，第三季度内有更
多租赁用地陆续成交，其中包含几
幅“商改租”用地。

上海地产以54亿人民币购得9幅住
宅租赁地块（9月4幅，10月5幅）
，共计可建面积66.7万平方米。另
外，12幅商业与综合性用地转换为
租赁用地，预计将建成1万套住宅，
但区别于之前张江和嘉定区的地
块，这些地块大多位于市内。

这些地块是以纯住宅租赁用途为基
础进行规划，开发商不得在70年使
用权内出售。供应的增加意味着上
海向“十三五计划”（2016-2020
年）期间发展70万套租赁用房的目
标迈出了第一步。

保利试水租赁资产证券化
保利地产集团于10月宣布，中联前
海开源-保利地产租赁住房一号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该产品以保利地产自持
租赁住房作为底层物业资产。

住宅租赁资产证券化是发展住宅租
赁市场的重要途径。中央和地方政
府统一发布了促进租赁市场发展的
指导方针，并鼓励试点。试点项
目不仅将推动租赁市场的可持续发
展，还将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带来
又一款收益稳定的金融产品。

市场概述
2017年第三季度继续迎来新增供
应。嘉华集团的尚臻金桥服务式公
寓开业，共计为租赁市场带来102
套租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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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租赁市场空置率，2007年第一季度-2017年第
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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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4月全国统一实施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制度以来，外籍人士
工作许可的申请审批周期拉长。因
此，一些租赁交易被推迟到第三
季度，从而推高了一些项目的入住
率。

因第三季度吸纳量乐观，房东趁势
提高租金。全市平均房价环比上涨
1.4%，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98
元，同比增长3.1%。尽管如此，新
项目的入市将总空置率推高了0.8个
百分点，达到14.1%，同比上升0.3
个百分点。

为了响应政府加快发展住宅租赁市
场的号召以及相关政策，开发企业
对发展长租公寓展现出了兴趣。许

多新住宅租赁地块现属于国有企
业，如上海地产和陆家嘴集团。国
内开发商计划为新项目建立自己的
租赁和运营团队。

空置率  
受新增供应入市影响，服务式公
寓空置率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至
17.3%，小业主公寓及别墅的空置
率基本维稳, 分别为14.1% 和 6.2%
。因地理位置优越以及可与业主灵
活协调租金和租赁条款，多数项目
保持了较高的入住率。

景瑞控股有限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
收购了易里酒店式公寓。经过8年
的运营，该服务式公寓项目计划进
行改造和重新设计，因此空置率上数据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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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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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项目位于中山公园地铁站旁，
现有100多套公寓出租。

租金
第三季度，三大细分市场租金全线
上扬，其中服务式公寓租金增长最
快，环比上涨1.6%至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240.1元。

小业主公寓租金环比减速上涨，涨
幅为1.4%，达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188.8元。

别墅租金涨势稳定，环比上涨1.1%
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58.6元。 

项目名称 物业类型 区域
单套面积
(平方米)

租金
(人民币每月)

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 服务式公寓 前法租界 219 50,500

国金汇公寓 服务式公寓 陆家嘴 158 42,000

盛大金磐 小业主公寓 陆家嘴 302 45,000

翠湖御苑 小业主公寓 新天地 180 45,000

云间绿大地(三期) 别墅 金桥 400 69,000

汤臣湖庭花园 别墅 世纪公园 400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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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式公寓、小业主公寓和别墅市场表现，2017年第三季度

租金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空置率 (%)

2017年第三季度 环比 (%) 同比(%) 2017年第三季度 环比(百分点) 同比(百分点)

服务式公寓 240.1 +1.6 +2.6 17.3 +1.3 -0.4

小业主公寓 188.8 +1.4 +1.9 14.1 - +1.8

别墅 158.6 +1.1 +2.3 6.2 +0.1 +0.1

整体 198.3 +1.4 +3.1 14.1 +0.8 +0.3

市场展望
两个全新酒店式公寓项目计划于
2017年第四季度推出：分别为40
套的建业里嘉佩乐酒店公寓，以及
102套的镛舍服务式住宅。至今年
年底，高端酒店式公寓的总存量预
计将达到6,477套。

近期纯租赁住宅用地的集中出让意
味着，未来住宅租赁市场将迎来更
多开发商自持供应，无论在市区还
是新兴区域。此外，上海计划在“
十三五”（2016-2020年）期间新
增70万套租赁住房。两大举措共同
标志着未来租赁市场将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与此同时，随着开发商计

划自己管理项目，租赁市场上也会
出现更多参与者。

市场需求将继续受到国内租户的
推动，尤其是可选住宿产品范围扩
大、中国公民在公司高层占比越来
越多的情况下。

新总体规划区域的租赁市场刚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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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区域 板块 入市时间 套数 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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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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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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臻金桥服务式公寓

尚臻金桥服务式公寓位于浦东金桥区
域，为嘉华旗下一个全新服务式公寓
项目。项目步行十分钟即可达地铁6号
线金桥路站，至陆家嘴和其他重要商
务区交通便捷。

项目共计102套租赁单元，主力户型
为两居至三居室（107-214平方米）。
租金报价为人民币每月20,300-51,000
元。

金桥是浦东最知名的住宅区之一，公
寓和别墅均可出租。该地区靠近金桥
出口加工区和张江高科技园，许多租
户都在这里工作。该地区还有各式不
同价位的房产，并毗邻众多国际学
校。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区位 金业路58弄，1-3号楼 (近金工路)

业主 嘉华国际

运营商 仕德福酒店管理

租赁套数 102套

交通 - 40分钟驱车至浦东国际机场
- 10分钟步行至地铁6号线金桥路站

交付时间 2017年第三季度

表 4
尚臻金桥服务式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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