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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季度上海住宅租金全面反弹。此轮增长弥补了去年末季度的下滑，奠定了2018年的
良好开局。

 全市住宅平均租金约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199元，环比上涨1.9%，同比
上涨3.1%。

 服务式公寓平均租金环比上涨
2.3%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40.6元；
小业主公寓租金环比微涨1.8%，达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90.9元。别墅租金
则环比上涨4.0%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
月158.7元。

 全市平均空置率环比上升 1.9个百
分点至15.3%。

 服务式公寓空置率环比上升2.1个
百分点至18.4%，同期小业主公寓租空
置率上升3.7个百分点至15.2%。别墅
空置率环比下降1.1个百分点至8.2%，
但同比仍上升4.8个百分点。

  浦东服务式公寓平均租金环比微跌
0.2%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65.9元，
但同比上涨0.8%；空置率环比下降1.7
个百分点至10.5%。

  浦西服务式公寓平均租金环比上涨
1.6%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41元，
空置率环比下降1.1个百分点至1.8%。

“2018年将成为住宅租赁市场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随着政
府和开发商的支持，住宅租赁
市场将比前几年更加有趣且耐
人寻味。”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
研究部

图片：镛舍服务式住宅，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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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新闻
长租公寓得到政府以及开发商进一
步的支持，然而长租公寓市场仍相
对不成熟，对于投资者来讲有许多
不足之处。而对于许多已推出长租
公寓的开发商，如碧桂园、龙湖、
万科、中海来讲，并不期望实现短
期内盈利，甚至使总业绩受到影
响。据龙湖地产首席执行官邵明晓
表示，公司租赁业务若能实现“暂
时收支平衡”，已是最好局面。因
此，政府的支持对于租赁住房的发
展至关重要，直至形成一个稳固的
商业模式。

宝马旗下汽车品牌MINI同Nova 地
产投资合作宣布计划将一座位于静
安的废弃涂料工厂改造成共享居
住空间（co-living），品牌命名
为“Mini l iving”。这标志着非房
地产商首次进军共享公寓市场。项
目将于2018年底动工，若市场反
应良好，或有其他非房地产品牌寻
求多元化运营，拓展生活方式类特
色业务。

市场概述
空置率  
全市平均空置率环比上升 1.9个百
分点至15.3%。服务式公寓空置率
环比上升2.1个百分点至18.4%，
同期小业主公寓租空置率上升3.7
个百分点至15.2%。别墅空置率环
比下降1.1个百分点至8.2%，但同
比仍上升4.8个百分点。浦东服务
式公寓空置率环比下降1.7个百分
点至10.5%，同时，浦西服务式公
寓空置率环比下降1.1个百分点至
1.8%。

租金
全市住宅平均租金约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199元，环比上涨1.9%，同
比上涨3.1%。服务式公寓平均租金
环比上涨2.3%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
月240.6元；小业主公寓租金环比
微涨1.8%，达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190.9元。而别墅租金则环比上涨

图 1

整体租赁市场租金指数和空置率，2007年第一季
度-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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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2018年第
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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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住宅租赁市场租金指数，2007年第一季度-2018年
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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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58.7
元。

市场展望
除位于太古汇购物中心的镛舍服务
式住宅外，万豪酒店亦于今年4月1
日推出了73套服务式公寓。这两个

项目名称 物业类型 区域
单套面积
(平方米)

租金
(人民币每月)

嘉里中心 服务式公寓 静安 119 42,500

赛嘉虹桥 服务式公寓 虹桥 136 35,000

锦麟天地 小业主公寓 新天地 260 46,500

仁恒家园 小业主公寓 浦东 150 20,000

绿宝园别墅（4&5期） 别墅 前南汇 684 75,000

西郊园中园 别墅 青浦 350 35,000

表2

服务式公寓、小业主公寓和别墅租赁成交案例精选，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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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式公寓、小业主公寓和别墅市场表现，2018年第一季度

租金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空置率 (%)

2018年第一季度 环比 (%) 同比 (%) 2018年第一季度 环比(百分点) 同比(百分点)

服务式公寓 240.6 2.3 3.6 18.4 2.1 3.1

小业主公寓 190.9 1.8 4 15.2 3.7 3.2

别墅 158.7 1.4 1.8 8.2 (1.1) 4.8

整体 199 1.9 3.1 15.3 1.9 3.6

项目共同将为服务式公寓市场增添
175套，截至目前二季度总存量增
加至6,510套。

共享经济与联合办公发展得如火
如荼，此外中央政府推动长期住房
租赁市场发展，并同步落实短期任

务，推动中国住宅租赁市场走上多
元化扩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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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桥红枫万豪 浦东 金桥 2018年第二季度 73 万豪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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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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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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镛舍服务式住宅

镛舍服务式住宅于2018年4月底正式
开业。毗邻太古汇购物中心，可步行
至地铁2号线、12号线和13号线。可
以说镛舍占据了浦西首屈一指的中心
位置。镛舍是太古酒店“居舍系列”
的第四家，它的姊妹项目位于北京、
成都和香港，分别命名为瑜舍、博舍
和奕居。

镛舍的房型系列均以面积命名，包括
residence 55 (包含专为残疾人士设计
的无障碍residence 55)、residence 
80、residence 90、residence 110。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区位 石门一路366号，静安

业主 太古集团

运营商 太古集团&香港兴业国际

租赁套数 102套

户型/面积 1居室（55平米）- 2居室（110平米）

租金 人民币58,000 - 96,000元每月

特别服务 特殊人士的无障碍房间

表 4
镛舍服务式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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