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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短租公寓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一章。报

告介绍了短租公寓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短租公寓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短租公寓行业的

现状、中国短租公寓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短租公寓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

短租公寓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短租公寓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短租

公寓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短租，又称短租房、短租公寓、酒店式公寓，拼音duǎnzū，英文shortrent,是一种按天计

费的房屋出租方式。短租是一种以24小时为计量单位， 按天计费的房屋租赁形式，故短租又

称日租。短租房有高性价比、特色、浓厚居家感的特点，比起传统酒店的客房更具竞争优势

。短租房已经成为人们出行住宿的新 选择。短租，又称短租房、短租公寓、酒店式公寓，拼

音duǎnzū，英文shortrent,是一种按天计费的房屋出租方式。短租是一种以24小时为计量 单

位，按天计费的房屋租赁形式，故短租又称日租。短租房有高性价比、特色、浓厚居家感的

特点，比起传统酒店的客房更具竞争优势。短租房已经成为人们出行住 宿的新选择。 

　　国内大型酒店集团从2014年开始频频涉足短租公寓 市场。而途家、小猪短租、木鸟短租

等在线短租企业也在紧锣密鼓布局。新兴的短租公寓市场将迎来更为激烈的竞争。大型酒店

集团正在加速布局短租公寓市场，住 友酒店集团旗下&quot;漫果&quot;连锁公寓已然开业、

万豪酒店也推出自己的行政公寓。如家和华住也在酝酿推出短租公寓项目。对于大型酒店为

何对短租公寓青睐有加，目 前酒店市场整体利润下滑，竞争较大，涉足短租公寓领域是一种

有益的尝试。目前，国内短租仍以公寓需求为主，占整个短租市场产品结构的51.5%,家庭旅

馆 其次，占比为23.8%. 

　　随着短租房的发展，除了传统的低价的房源外，现在的 短租房市场也拥有不少中、高档

的短租房源。如高档的度假别墅、洋房，中档适合全家出游的大户型公寓、民居。面向不同

层次的用户，短租房市场也有不同类型的 房源满足用户各类出行的需求。多样化的选择，扩

宽了短租房的受众面，也让短租房满足了人们旅游住宿，医疗住宿、学生假期住宿、考试住

宿等多个方面的住宿需 求。作为国内短租公寓的重要推动力，在度假休闲旅游的发展背景下

国内短租公寓行业需求规模将保持快速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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