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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由于新增供应较少、市场需求旺盛、服务质量提升，二季度浦东租赁住宅空置率显著下
降。

 第二季度，浦西服务式公寓空置
率环比上升1.7个百分点至15.2%，而
浦东服务式公寓空置率环比大幅下降
6.1个百分点到达20%，带动全市服务
式公寓空置率环比下跌1.8个百分点至
17.3%。
 
 全市平均租金变化平稳，环比微跌
0.6%，同比微增0.8%至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198.6元。本季度小业主公寓租
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91.6元；

别墅租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158.9元；服务式公寓租金则达到人民
币每平方米每月235.1元，仍旧为各类
型租赁住宅租金之首。

 第二季度全市服务式公寓库存
6,666套，其中浦西3,686套，浦东
2,980套。

  下季度市场将迎来两个全新服务式
公寓项目，共计494套。

“过去几个季度市场供应相对
较少而需求持续旺盛，二季度
上海服务式公寓空置率显著下
降，尤其是浦东。” 简可，第一太
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上海静安瑞吉酒店，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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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住宅租赁市场新闻
中美贸易战与中国金融开放
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的金融开放政策
这两种对立的趋势有可能在未来严重
影响高端住宅租赁市场。贸易战方
面，未来贸易壁垒及关税将会对市场
需求端造成影响。伴随着美资企业对
华业务量的缩减，派遣到中国的海外
专业人员也会越来越少。但如果其他
国家跟进填补美资企造成的业务空
缺，来自这些国家（尤其是邻国）的
外派专业人士将会提振高端住宅租赁
需求。

此外，中国颁布新政将对外资公司进
一步开放其金融领域的业务。新政内
容包括：提高金融业外资持股比例到
51%；允许外籍人员参与中国证券市
场；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
交易所的互联互通计划。这一系列动
作将提升外国来沪管理层人员及专家
人数，进一步扩充上海高端住宅租赁
客户群。

普通住宅租赁市场新闻
住宅租赁市场持续受到资本热捧
2018年7月12日，龙湖集团宣布与加
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CPPIB）共
同设立长租公寓投资平台，首期投资
额约8.17亿美元。该平台将集中投资
国内一、二线城市，双方将通过发挥
各自优势和资源，共同发掘长租公寓
行业蕴含的巨大机遇。龙湖地产在
2016年首次涉足长租公寓市场，但截
至2017年末仅500套单元入市。龙湖
地产首席执行官吴亚军表示，得益于
新资金的注入以及政府对长租公寓的
政策引导，未来计划推出5万套长租
公寓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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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
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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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服务式公寓、小业主公寓和别墅市场表现，2018年第二季度

租金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空置率 (%)

2018年第二季度 环比 (%) 同比 (%) 2018年第二季度 环比(百分点) 同比(百分点)

服务式公寓 235.1 (1.5) 0.1 17.3 (1.8) 1.4

小业主公寓 191.6 0.1 1.9 14.1 (1.1) 0

别墅 158.9 0.1 0.9 8.2 (1.6) 0.4

整体 198.6 (0.6) 0.8 14.3 (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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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套（大多位于虹桥及周边区
域），浦东1,396套（大多位于金
桥）。

项目聚焦: 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10号
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最早于2017年
第二季度开业，一期共计119套 
（面积在157平方米到526平方米
间）。2018年二季度，尚臻徐汇
10号新增30套单元入市，但租客最
早要到10月份才能入住。随着周边
环境的提升以及服务设施的不断完
善，已开业的公寓入住率较高，预
计此新增批次的公寓也将面临火爆
需求。

市场展望
未来协信地产旗下的莎玛将有两个
新项目入市，分别是位于长风公园
旁的莎玛长风服务式公寓，以及位
于虹桥交通枢纽北部的莎玛虹桥服
务式公寓。两个项目预计将为上海

项目名称     物业类型 区域 单套面积
(平方米)

租金
(人民币每月)

上海雅诗阁衡山 服务式公寓 徐汇 142 48,500

上海逸兰森兰服务式公寓 服务式公寓 外高桥 70 14,500

华府天地 小业主公寓 新天地 298 75,000

上海绿谷别墅 别墅 长宁 220 49,000

上海翠庭别墅 别墅 南汇 371 35,000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表 3
服务式公寓、小业主公寓和别墅租赁成交案例精选，2018年第二季度

2013年第二季度 2018年第二季度

租金 212.7 301.0

空置率 23.2% 18.5%

表 2

静安区租金及空置率，2013年第二季度及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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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住宅租赁市场租金指数，2004年第一
季度-2018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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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中国建设银行、阿里巴
巴、腾讯、华平投资等资本皆已纷纷
投入到长租公寓的蓝海中。伴随着中
央及地方政府政策的支持，未来长租
公寓市场将迎来持续增长。

市场概述
空置率 
全市平均空置率环比下降 1.5个百分
点至14.3%。在服务式公寓板块，虽
然浦西空置率环比上升1.7个百分比至
15.2%，但浦东空置率环比大幅下降
6.1个百分点到达20%。受此影响，全
市服务式公寓空置率环比下跌1.8个百
分点至17.3%。

全市别墅空置率走势相对平稳，环
比下降1.6个百分点至6.6%，但同比
上升0.9个百分点。浦东别墅空置率
环比下降0.9个百分点到5.8%，浦西
别墅空置率环比下降2.4个百分点到
7.4%。
租金
全市平均租金变化平稳，环比微跌
0.6%，同比微增0.8%至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198.6元。本季度小业主公寓租
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91.6元；
别墅租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158.9元；服务式公寓租金则达到人民
币每平方米每月235.1元，仍旧为各类
型租赁住宅租金之首。

区域聚焦: 静安区 2013年—2018年
2015年10月，国务院批复原闸北、
静安两区“撤二建一”，设立新的静
安区。原静安一直深受国内外租客青
睐，过去五年中新增多个服务式公寓
项目。静安区占据核心地理位置，拥
有丰富的商业、餐饮及娱乐设施，未
来持续发展势头良好，区内服务式公
寓项目将可维持较低空置率以及租金
涨势。武定路等区域聚集了多个夜生
活场所，晶品及太古汇等商场也丰富
了当地的购物体验。

2013年以来，静安区共计有4个新增
公寓项目开业，多为大型综合体的一
部分。例如新开业的镛舍服务式公寓
即为兴业太古汇商业综合体的一部
分。

市场供应
2018年第二季度，全市服务式公寓
市场共计套数为6,666套，其中浦西
3,686套，浦东2,980套。全市别墅
市场共计套数为2,615套，其中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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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494套单元。加上已经入市的上
海虹桥凯越嘉轩酒店（101套）以及
尚臻虹桥服务式公寓（30套），共
同推进了浦西服务式公寓的增长。浦
西入住率下调似已难免，并可能带动
租金走低。浦东方面，今年一季度以
来仅有73套服务式公寓入市，较低
的新增供应可推动入住率及租金双线
增长。

相较浦东国际机场，虹桥交通枢纽对
服务式公寓的带动作用更为明显。目
前虹桥交通枢纽在航空、铁路和公路
交通不断升级完善，虹桥商务区也逐
步建立成为区域中心。虹桥板块还将
迎来越来越多的服务式公寓项目，且
短租客户将日益以亚洲商务旅客为
主。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表 6

服务式公寓未来供应，2018年下半年

项目名称 区 板块 入市时间 套数 运营商

莎玛长风 长宁 长风公园 2018年第三季度 362 莎玛酒店

莎玛虹桥 闵行 虹桥 2018年第三季度 132 莎玛酒店

尚臻徐汇10号 徐汇 徐汇 2018年第四季度 30 尚臻酒店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表 5

新增服务式公寓，2018年第二季度

项目名称 区 板块 套数 运营商

镛舍服务式住宅 静安 南京西路 102 太古酒店

金桥红枫万豪 浦东 金桥 73 万豪酒店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表 4

静安区新增服务式公寓，2013年至今

项目名称 板块 入市时间 套数

嘉里中心公寓 南京西路 2013年第二季度 133

尚臻静安服务式公寓 南京西路 2016年第四季度 113

上海静安瑞吉酒店 南京西路 2017年第一季度 55

镛舍服务式住宅 南京西路 2018年第二季度 102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 4

静安区租金及空置率，2013年第二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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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10号

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最早于2017年第
二季度开业，一期共计119套（面积在
157平方米到526平方米间）。2018年
二季度，尚臻徐汇10号新增30套单元
入市，但租客最早要到10月份才能入
住。随着周边环境的提升以及服务设
施的不断完善，已开业的公寓入住率
较高，预计此新增批次的公寓也将面
临火爆需求。

数据来源：尚臻徐汇服务式公寓

区位 建国西路268号，徐汇

业主 嘉华国际集团

运营商 尚臻酒店管理

租赁套数 30套

户型/面积 3居室（190平米）
3居室+1书房（220平米）

租金 人民币45,000 - 60,000元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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