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记者 叶涛 余鸽

二三月份是传统的租房旺季，近日，伊诚地产发布了

成都一季度租赁市场报告， 报告显示，2014年成都二手房

第一季度平均租金为2001元，同比上涨12%。伊诚地产分析

师表示，除了一季度是传统的租赁旺季之外，近两年外来

人员到成都务工的人也处于上升趋势， 租房需要逐渐增

加。在房租上涨之下，1000至2000元／月，以套一和套二为

主的80平米左右房源最受欢迎。

一季度租房人群增多，租金上涨

“去年每月1500元的套一标间，过完节就涨了200，房

东说明年还要涨。”昨日，记者在位于大川巷的富房中介门

店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成都二手房租赁市场租金上涨明

显，平均都有100—300左右的涨幅。

记者从伊诚地产了解到， 今年一季度成都二手房平均租

金为2001元， 同比2013年的1782元上涨了12%。“从以往的经

验来看，年后的房屋租赁市场比较热，租金会在这个基础上出

现不同幅度的上涨。”伊诚地产分析师指出，一方面受节后务

工人员返城的直接影响； 另外， 近两年成都外来务工人口增

多，客观上加剧了租房市场的需求。此外，从宏观面来看，在二

手房营业税等政策的作用下，二手房价格优势被打破，不少关

注二手房的人群开始转买为租，也助推了房租上涨。

而从全国房地产市场数据中心2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 目前成都地区的住房租金单价维持在每月每平方米

27.30元，平均总价为2411元，较2013年同期上涨超8.75%。

虽然房租价格上涨，但是租房的人没有减少。记者走

访多家房产中介了解到，二三月份看房的人明显增多。“春

节过后房租价格就涨起来了，平均涨了100元到300元。”天

仙桥北路伊诚地产一位经纪人说。 而在成都市繁华地段、

高校周围等生活较为方便的小区，房租价格还更高。伊诚

地产分析师认为，受到租赁市场庞大的需求量影响，成都

目前的二手房租金涨幅在合理范围内，北京等一线城市的

租金涨幅已达到15%。

市中心、地铁沿线物业最受欢迎

通过一季度伊诚地产的租赁成交情况显示， 成都租赁

市场活跃地带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地铁沿线、学校周边、写

字楼及商场周边等，如荷花池、动物园、成都外国语学院（高

新西区）、春熙路（市中心）、九眼桥、世纪城、东湖片区等。

“今年春节过后，地铁1号线、2号线沿线的楼盘成为租

赁市场最大的热点。”伊诚地产分析师表示，由于市中心的

房价相对较高，而且多数出租房源的房龄相对较老，更多

的年轻租客开始选择地铁沿线三环路外的物业， 如世纪

城、高新西区等。在房型方面，50平米左右的套一、80平米

左右的套二受到多数租房人的青睐。

伊诚地产分析师表示， 学校周边历来是黄金出租地，

除非十分必要，寻租者可尽量避开这些敏感区域；如果交

通方便，可以选择中环至3环周边的地铁沿线，对于在市中

心工作的租客，可在青羊小区、抚琴小区等租金相对较低

的传统小区寻租。

对于工作相对稳定、 常年成都租房的人士， 专业人士建

议：找到房子后可以和房东协商签订一个长期的租赁合同，有

条件的可选择一次性付半年或一年房租，对这种情况，房东一

般都会给予租金优惠。对于短期租客，可以一次性付清租金，

这样也可以获得和房东议价的筹码。

成都商报记者 宋皇

一季度，成都二手房租金同比上涨12%

“很多人容易将国际公寓的概念同产权式酒店混淆，

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 当然国际公寓更不是一

个高租金的高端住宅， 它融合了先进的管理优势和服务

理念，在一线城市早已备受关注。”在谈到成都国际公寓

的开发时，第一太平戴维斯华西区董事长胡裕华提到，成

都已经逐步具备了国际公寓的生存土壤。

一位专门从事外籍高端租赁的业内人士介绍， 目前

在成都外企高管委托租房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市中心、城

南及城西2.5环区域， 其中家庭结构在3人以上的常住外

籍人士会选择在市中心租住面积较大的住宅。“单身的

外企高管一般都会选择住在市中心或自己的办公地点附

近，而现在在市中心符合条件的房子并不多，国际公寓成

为他们为数不多的选择。”

但现实的情况是，成都统一管理的高端国际公寓数量

其实不多。据锐理数据的统计，目前成都已投入使用的高端

国际酒店公寓（含部分服务式公寓）共有5个项目，对外出

租的公寓总套数约在1000余套左右，其中香格里拉26套、盛

捷江畔200套、丰德奥克伍德华庭237套、仁恒辉盛阁国际公

寓360套，棕榈泉费尔蒙国际公寓382套，也就是说截至目

前，成都已达到出租条件的国际公寓总量只有1205套。

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酒店公寓的市场供应约10000

套，北京CBD区域酒店公寓超过12000套，而成都市场上

的高端国际公寓供应量仅为上海、北京的1/10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成都项目中，只有成都棕榈

泉费尔蒙公寓是对外出售的，其他几家的所有房源都是持

有在单一业主手上的，也就是说，其他几家都是服务式公

寓。”在分析成都国际公寓供应数据时，锐理数据提到，严

格意义上服务式公寓也是不能与国际公寓混淆的，因为它

背后的业主方是不同的，服务式公寓更接近酒店。

近两年，一股公寓投资热潮在成都兴起，这是因

为目前公寓相比商铺、写字楼的价格其实很有优势，

另外公寓产品具有易出租、投资稳定的特性。

但是在调查中， 记者发现国内真正具备高租金

价值的公寓产品， 无一例外都是在物业品质和服务

管理标准上超过市场标准， 有极强稀缺性的高端公

寓。而这些物业的共性有以下几点：

1

地段：全球吸附力强，极具发展潜力的

城市和区域。紧邻城市核心商业区，或者是核

心

CBD

区域， 或者外籍人士出入多的使馆区，

且大部分是地铁物业。

2

服务： 必须由知名国际酒店品牌提供完

善的服务和统一管理，保证居住舒适及便利性。

比如

24

小时传唤的管家服务， 酒店名厨级提供

的客房服务和饮料定制服务；衣物专业洗熨、干

洗服务；保姆、儿童看护和宠物护理等服务。

3

硬件：酒店公寓软硬件配套都是按照酒

店标准来配置，且纳入酒店行业管理范畴。一般

来说，酒店公寓以套房形式为主，配备标准的装

修风格，厨卫用品俱全。同时，由于管理方是知

名酒店品牌， 对全球商务人士的居住习惯更为

了解，在洁具、卫浴、厨具使用上都会是酒店特

供，甚至定制品牌；在办公空间以及会客空间、

私密空间的打造都会有一定的标准。

4

配套： 可享受五星级酒店配套， 如游泳

池、餐厅、

SPA

、健身房、会所、会议中心等配套。

且管理方为业主提供专业的服务和管理，较之住

宅硬件配套施舍更完善、服务管理水平更高。

5

稀缺性：在同一城市中，同类型项目最好

不超过

5

个。 成都目前常驻外籍人口数量约

2.5

万人，加上国内出差频繁，跨地区常驻的企业高

管，从这个数据来看，成都酒店公寓目前供应只

要不超过

8000

套，仍然是很有投资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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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平米户型月租金1.8万！

成都国际公寓租金赶超商铺收益

成都商报记者针对国际酒店公寓供需状况展开调查，揭开高租金之谜

据锐理数据的统计，目前成都已投入使用的高

端国际酒店公寓（含部分服务式公寓）共有5个项

目，对外出租的公寓总套数约在1000余套左右，其

中香格里拉26套、盛捷江畔200套、丰德奥克伍德

华庭237套、仁恒辉盛阁国际公寓360套，棕榈泉

费尔蒙国际公寓382套，也就是说截至目前，成都

已达到出租条件的国际公寓总量只有1205套。

以上海为例， 目前上海国际酒店公寓的市场

供应约10000套，北京CBD区域国际酒店公寓超

过12000套， 而成都市场上的国际酒店公寓供应

量仅为上海、北京的1/10左右。

日前，记者在成都棕榈泉费尔蒙公寓售楼部现场，听

到销售人员谈及该项目一套112平方米公寓出租价格为

1.8万元/月，随后记者联系成都棕榈泉先关负责人，对方

表示确有其事，但由于公寓是业主自己租出的，所以只知

道租赁方为一位外企管理层，对细节并不清楚。出于对业

主私人信息的保护和尊重， 成都棕榈泉表示并不会透露

该业主的联系方式。同时，该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费尔

蒙公寓在去年12月30日交付使用后， 有几位业主都已将

公寓出租，其中89平方米到112平方米物业的租金约在1.4

万元/月~1.8万元/月。

成都棕榈泉费尔蒙公寓的高昂租金， 再次将市场眼

光聚焦到高端公寓市场。 在成都， 提及这一类高租金产

品，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辉盛阁、奥克伍德华庭、盛捷江畔、

香格里拉酒店公寓四大服务式公寓、酒店式公寓，当然现

在还要加上成都棕榈泉费尔蒙公寓。

根据锐理数据出示的“2013年中国顶级酒店公寓专题研

究”报告显示，辉盛阁55平米的公寓租金约为1.5万，105平米

公寓租金约为3万；此外，香格里拉公寓、盛捷江畔、奥克伍德

约100余平米的公寓租金都在2.5万-4万的租金区间。

“在五家高租金高端公寓中，目前只有成都棕榈泉费

尔蒙公寓是可销售的， 所以这个物业在交付之前一直受

到业界关注， 因为它的市场反应直接决定成都高端公寓

的生存空间是否良好。” 锐理数据相关负责人曾猛认为，

成都棕榈泉费尔蒙公寓的售价2.2万/平米-2.5万/平米来

看，其租金回报率可以达到7%-9%，但因为该公寓才刚刚

进入市场，按照北京、上海等城市高端公寓年租金的上涨

幅度10-15%来看，还有很大的空间。更为有趣的是，锐理

数据把供需稳定， 但只租不售的香格里拉公寓、 盛捷江

畔、奥克伍德约、辉盛阁按目前市场上公寓最高单价2.5万

/平米来计算，其租金回报率高达13%。

由此可见，成都高端公寓租金回报率相比商铺、住宅、

普通公寓5%-7%的租金回报要高出不少，仲量联行华西区

董事总经理吴允燊分析认为：“高端公寓被称为金字塔尖

物业，原因不仅仅是价格高，而是因为其物业打造标准、开

发标准、服务管理标准均高于其他产品，所处区域均在中

心城市的CBD核心区，或者使馆区，提供服务管理的品牌

均为国际知名的酒店集团， 投资和租赁客群均以国内、外

企业主或全球CEO为主。这些特质决定了这类物业具备极

强的稀缺性，因此就形成了物以稀为贵的高门槛。”

龚先生是成都某房企高管， 几年前从香港来到成都

工作，在市中心租有一个套二的住宅，每月租金5000元。

从去年开始， 龚先生发现身边很多朋友都搬进了市中心

的国际公寓， 于是也开始关注起了成都国际公寓的租赁

情况。

“相比住宅，国际公寓更加适合外企高管，因为国际公

寓有统一的管理和服务，不仅可以享受家一样的舒适，还

能同时享受高端酒店的各项服务。” 龚先生告诉记者，现

在他身边的朋友在经济允许的条件下，工作繁忙、单身在

成都的人都会选择租住国际公寓。

“与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相比，成都高端国际公寓的

供应量的确非常小， 但这个城市吸引力却在与日俱增，因

此高端国际公寓的租赁还是存在一定市场的。” 一位专业

从事外籍人士租赁的业内人士透露，在成都工作的外企高

管每月都有相应金额的住房补贴， 即使100平米的国际公

寓租赁单月租金价格在1.5万元左右，他们还是承担得起。

“外企和国内企业外派的管理层，特别是单身的中、高

层管理人士，是高端公寓的主力租赁群体。”成都麦克斯

林房地产经纪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为外籍人士提供安家

方案的机构，其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群体通常会享

受企业发放的租房津贴， 具体金额根据职位高低和家庭

人员结构的不同而变化， 大约在8000元/月-50000元/月

不等。

孙女士是定居在美国洛杉矶的美籍华人， 近几年来

因为工作原因，她需要长期往返洛杉矶和成都两地，在成

都她就居住在锦江畔的盛江畔服务式公寓。“在成都一呆

就是一两个月，住酒店不方便，租房又不能拎包入住，所

以国际公寓是最佳选择。”孙女士称，和3年前相比，成都

服务式公寓月租金已经有很大幅度的上升， 但入驻的人

却越来越多了。

随着成都领事馆区、世界500强企业、高端人士对酒

店公寓的需求量持续增长， 成都常驻外籍人口数量约2.5

万人，约为上海外籍人士的1/6、北京的1/8，从这个数据来

看， 成都酒店公寓的缺口很大。“从市场商业投资物业的

投资回报率来看， 成都棕榈泉费尔蒙公寓的租金远远高

于市场水准，但要究其原因，探索的方向应该是成都的顶

级酒店公寓和服务式公寓领域。”仲量联行华西区董事总

经理吴允燊告诉笔者， 是供需关系比决定了成都棕榈泉

费尔蒙公寓等类似物业的高昂租金。

案例

89平方米公寓

也能租出商铺价

供应

成都仅1205套

约为上海北京的1/10

需求

租房津贴8000~50000元/月

外籍人士是租房主力

选购国际公寓，就看稀缺性

●

锦绣花园：年租金回报率超过

10%

的住宅

位于人民南路之上的锦绣花园注定是值

得被成都地产铭记的，因为它开创了成都地产

史上的诸多第一，第一个城市别墅项目，同时

也创下了曾经成都第一回报率的住宅租金 。

1992

年， 锦绣花园拉开成都别墅开发的序幕，

在当时

5000

元

/

平米的售价奠定了这个项目将

会是绝对的高端住宅。而几年之后，锦绣花园

中

100

平米的精装房月租金高达

6000

元， 更是

令业界大呼意外。在当时那个年代，成都新富、

外地富贾、外籍专家、商务人士的争相入住，使

锦绣花园成为成都第一个财富型国际社区。

●

鹭岛国际社区：租金高出周边项目

3～5

倍

与锦绣花园相似， 城西鹭岛国际社区的高

租金也是来源于外籍人士。

2007

年， 某法资企业

驻成都高管， 以月租金

4.5

万元租下鹭岛国际社

区水晶公寓一套

200

余平米的住宅， 成为了当时

公寓最高租金，鹭岛国际社区也在一段时间内成

为外籍人士居住最青睐的社区之一。看准这一契

机，鹭岛国际社区在后期产品中相继推出水晶四

季公寓、原石滩公寓、水晶名仕阁公寓等产品，这

些产品在市场中，月租金均在万元以上（小面积

产品除外），平均租金至少高出周边项目

3~5

倍。

在国际公寓到来之前，

成都住宅史上的高租金案例

荨

成都仁恒

辉盛阁国际公寓

奥克伍德华庭大堂

香格里拉客房 盛捷江畔

▲

成都棕榈泉

费尔蒙公寓样板间

投 / 资 / 指 / 南

温 / 故 / 知 /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