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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上海租赁市场在2017年前三个季度实现了积极增长。尽管在第四季度遇到阻力，但全
年而言，市场仍处于正增长区间。

 第四季度，上海迎来一个全新服
务式公寓项目入市：上海建业里嘉佩
乐，为市场增加40套租赁单元，并将
服务式公寓存量提高至6,375套。

 本季度整体公寓市场租金录得下
滑，其中服务式公寓环比下跌1.4%至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38.7元。

 小业主公寓租金环比下跌0.9%，
达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87元。

 别墅租金环比下跌1.7%至人民币
每平方米每月156.2元。 

 第四季度，整体公寓空置率环比下
降0.7个百分点，唯独别墅空置率录得
3.1个百分点的上升。

 2018年，随着政府的支持、开发
商的关注以及市场的成熟，上海的住
宅租赁市场或将迎来供给和需求的双
线增长。

“上海市场仍然是中国市场最稳
健的市场之一，即使2017年的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但仍呈上
行趋势。”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上海建业里嘉佩乐，徐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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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新闻
品味变化
不断变化的客户基础导致服务公
寓所提供的服务发生转变。根据
《2016/2017年度全球酒店式公
寓行业报告》，83.03%的受访者
将“连通”(Wi-Fi，互联网接入)列
为企业客户的首要考量，“单人入
住”(75%)和“家庭住宿”(49%)分
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客户品味不
断改变，服务式公寓也在调整产品
及服务内容，以确保在更加激烈的
竞争中依然保有一席之地。

人口变化 
上海服务式公寓市场目前呈现出一
种趋势，不少中籍经理/高管已在郊
区拥有住房，但想在市区租房便于
工作通勤。这似乎与上文“单人入
住”的重要性排名不谋而合。

与此同时，外籍员工的长期出差平
均时间也在缩短。随着本地管理人
员积累更多经验，或拥有国外深造
经历，相对于高薪聘请外籍经理（
可能带家属），企业更愿意提拔本
地员工。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不断
壮大，此趋势预计将在2018年继
续。

市场概述
2017年第四季度继续迎来新增供
应。由衡复投资发展公司持有、嘉
佩乐酒店管理的建业里嘉佩乐正式
开业，共计为租赁市场带来40套租
赁单元。

本季度各细分市场市场租金均录得
下滑，环比下跌1.4%至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月196.5元，但同比仍上涨
1.9%。

图 1

整体租赁市场租金指数和空置率，2007年第一季
度-2017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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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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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公寓空置率为13.4%，环比下
降0.7个百分点，但同比上升0.6个
百分点。

空置率
四季度，整体空置率下降0.7个百
分点。细分市场呈现差异化走势：
小业主公寓空置率环比下降2.5个
百分点，服务式公寓环比下降1.2个
百分点，而别墅空置率上升3.1个
百分点。
 
2017年整体空置率提高0.6个百分
点至13.4%。服务式公寓空置率同
比下降0.3个百分点至16.1%，小业
主公寓空置率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
至11.6%，别墅则同比上升4.8个百
分点至9.3%。这似乎说明，地段更

为中心的服务式公寓和小业主公寓
对客户的吸引力大于郊区的别墅。
同时可以推断，外派至上海的单身
员工数量进一步有所增加。

浦东服务式公寓空置率保持4.3%的
低位，环比上升2.2个百分点，同比
上升0.9个百分点。浦西服务式公
寓空置率则环比下降1.5个百分点
至12.7%，尽管全年同比上升0.3个
百分点。
浦东项目空置率较低，主要得益于
许多项目周边的知名国际学校。另
外，浦西的大部分豪华服务式公寓
只提供长期租约，而浦东的往往允
许短期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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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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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
第四季度，三大细分市场租金环比
全线下滑，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月196.5元，环比下跌1.4%
（全面抵消第三季度的增长），同
比则上涨1.9%。

三大细分市场租金同比上涨，小业
主公寓租金录得最高涨幅，为3.2%
，高于服务式公寓的2.1%和别墅
公寓的0.6%。服务式公寓和小业主
公寓分别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238.7元和187元。别墅则达到人民
币每平方米每月156.2元。

浦东服务式公寓租金环比上涨4.2%
，而浦西服务式公寓的租金则环比

项目名称 物业类型 区域
单套面积
(平方米)

租金
(人民币每月)

上海逸兰金桥服务式公寓 服务式公寓 金桥 122 26,000

尚臻静安服务式公寓 服务式公寓 静安 237 57,500

衡山路41号 小业主公寓 徐汇 160 30,500

盛大金磐 小业主公寓 陆家嘴 194 33,000

夏宫 别墅 长宁 600 100,000

西郊紫郡 别墅 青浦 274 40,000

表2

服务式公寓、小业主公寓和别墅租赁成交案例精选，2017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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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季度

租金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空置率 (%)

2017年第四季度 环比 (%) 同比 (%) 2017年第四季度 环比(百分点) 同比(百分点)

服务式公寓 238.7 -1.4 +2.1 16.1 -1.2 -0.3

小业主公寓 187 -0.9 +3.2 11.6 -2.5 -0.7

别墅 156.2 -1.7 +0.6 9.3 +3.1 +4.8

整体 196.5 -1.4 +1.9 13.4 -0.7 +0.6

下跌0.4%，说明短期租赁的租金
(在浦东更为普遍)高于长期租赁(在
浦西更为普遍)。

市场展望
2018年第二季度计划迎来一个全新
服务式公寓项目入市：位于南京西
路兴业太古汇的全新高端服务式公
寓——镛舍服务式住宅（102套）
。届时，总存量将达到6,477套。
很多原计划于2018年一季度推出的
项目将推迟至2019年入市。

上海鼎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市政
府已开始解除对金融行业的管制。
加之对高技能、国际化专业人士的
签证政策放宽，或将意味着更多金

融公司经理人迁往上海。这些高收
入者将在主要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附近寻租高端住宅。

根据《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上海计划将外籍人口翻四倍，从
2017年的17万增加到80万。尽管
时间跨度较长，但确实显示出政府
想要吸引更多外国人来沪的愿景，
而这显然将对高端住宅租赁市场产
生重大影响。

2018年1月，国务院放松了对自由
贸易区的监管，因此上海自贸区将
继续呈现繁忙的动态。预期该区域
内租赁项目入住率将继续升高，同
时租金看涨。

项目名称 区域 板块 入市时间 套数 运营商

镛舍服务式住宅 静安 南京西路 2018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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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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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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业里嘉佩乐

坐落于徐汇的建业里嘉佩乐是一套全
新的酒店式公寓/酒店，于2017年10
月底正式开业。此外嘉佩乐酒店还有
55间客房，共计95个单元。项目毗邻
肇家浜路地铁站(7号线，9号线)，至
其他中心区域交通便捷。

酒店式公寓分为二居室、三居室及四
居室，最小户型面积接近300平方米，
最大的接近600平方米。一套400平方
米三居室公寓的租金约为11万元人民
币每月，而较小的单元每月租金约为
7.5万元人民币。

项目位于徐汇区，系上海传统石库门
建筑改造而成。项目最大特色是一座
水塔，原为居民取水之用，现是酒店
的最高建筑物。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区位 建国西路480号，徐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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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2-4 居室（290-590平方米）

交付时间 人民币75,000 - 190,000元每月

表 4
建业里嘉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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