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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2020年是中国酒店业经历了由“至暗时刻”到“拨云见日”的动荡之年。目前，虽然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但是国内已步入防疫常态化阶段，随着疫苗接种工作的大规模开展，中国酒店业正迎来“春暖花开”之时。

继2020年2月、6月、9月以及12月的四次《中国酒店业重启复苏专项调查》之后，浩华管理顾问公司在2021年3

月份对市场进行了第五次跟踪调查，希望能够深度分析当下酒店市场的复苏现状，并从住宿率、平均房价、和
总收入三方面了解业界对2021年第二季度的业绩预期。为了更好地对中国各地区及城市的酒店市场进行分析和

比较，我们用特定的景气指数模型把受访者的反馈情况进行量化并以指数的形式呈现，以便更加直观地反映出
受访者对酒店市场的预期。

本次调查中，酒店市场业绩前景预测部分所呈现的景气指数反映了市场对整体业绩表现的期望值。该指数范围

从-150至+150，“-150”表示市场对预期业绩表现非常悲观，“0”表示业绩预期持中立态度，“+150”则表
示市场的预期值十分乐观。在此次调查中，鉴于2020年数据不具备参考性，各受访酒店以2019年第二季度的实

际业绩为基准对2021年市场业绩进行预期比较，并对未来各类需求的复苏程度进行了展望。

此次调查涵盖的结论旨在协助酒店业同仁充分了解行业动态，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更快实现常态化健康运营。

本次报告汇总了此专项调查的研究成果，共收到来自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507份有效问卷。在此诚
挚感谢各参与者的行业见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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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疫苗大规模接种，市场预期明显回暖

2021 Q2景气指数 -14

2021 Q2整体酒店市场业绩表现预期

2021年Q2整体酒店市场业绩预期景气指数
平均值 住宿率 平均房价 总收入

华北 -25 -14 -31 -32

东北 -22 -17 -21 -24

华东 -19 -4 -30 -22

华中/华南 -24 -17 -27 -27

西南 3 11 0 -5

西北 7 21 -4 8

海南 27 29 27 28

全国平均 -14 -5 -20 -18

住宿率

随着国内防疫工作进入常态化阶段以及疫苗接种工作的大规模
开展，市场信心得到大幅度提升，2021年第二季度达疫情爆发
以来的景气峰值，甚至超过疫情尚未爆发时的2019年下半年数
据。34%的受访者认为2021年第二季度整体酒店市场的平均住
宿率将恢复到2019年同期；更有29%的受访酒店认为整体市场
住宿率将优于2019年同期。尤其是受益于高价值客源回流的海
南地区，景气指数较上次调查大幅上涨24个点，跃升至29，市
场预期十分积极。

平均房价

整体市场对于平均房价的预期则逊色于住宿率。在2021年第二
季度的调查中，26%的受访酒店表示平均房价预期将与2019年
同期持平；22%的受访者认为平均房价表现将高于2019年第二
季度。但是，仍有46%的受访酒店预期平均房价表现较差，尤
其是受疫情反复影响较为明显的华北区域。

总收入

从总收入来看，24%的受访酒店认为第二季度总收入将与2019
年同期持平；25%的受访酒店认为总收入表现将有所提升；而
仍有近半数的受访者对于总收入表现持悲观预期。

分区域分析

虽然第二季度非海南传统的旅游旺季，但是，海南酒店从业者
延续上两次调查的积极预期，对第二季度业绩预期保有明显信
心。同时，西北与西南地区的第二季度景气指数也回暖至正值。
而其他地区的受访者对于第二季度的业绩预期仍持谨慎态度。

问题：与2019年第二季度相比，请预测2021年第二
季度整体酒店市场的预期业绩表现将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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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一线城市信心有所上升
三亚市场仍一枝独秀

一 线 城 市 及 三 亚 过 去 三 年 景 气 指 数 对 比

三亚

三亚作为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业绩表现最为抢眼
的市场，自2020年第四季度的调查起，景气指数
一路延续正向发展。虽然2021年第一季度受内陆
多地疫情反复的影响，景气指数有所回落，但是
此次调查中不论是住宿率(38)、平均房价(30)，
还是总收入(33)均再度上涨，景气指数回升至33，
是一线市场中唯一持有积极预期的区域。由此可
见，在出境游市场复苏仍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海
南仍将稳坐国内休闲度假目的地的头把交椅。

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景气指数虽然相
较上次调查有所回暖，但是2021年第二季度的市
场预期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

四大一线城市在推动中国与国际经济发展和文化
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门户作用，因此所遭受的
疫情负面影响也相对更大。加之近年来国际关系
紧张，欧美与日韩各国的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一
线城市对于市场复苏情况普遍持有更为谨慎保守
态度。但是，随着年初疫苗接种工作的大规模展
开，四大城市的第二季度景气指数均获得一定幅
度的提升，积压已久的市场需求释放指日可待。

在一线城市中，广州的景气指数最低，不论是住
宿率(-39)还是平均房价(-47)均不尽如人意。究其
原因，是定于4月15日的春季广交会在继2020年后，
依然决定挪至线上举办。为期十天且一年两度的
广交会，作为广州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超大型城市
活动，每年为全市酒店贡献了大量的客房与餐饮
宴会收入。如今，在疫情影响下，广交会连续两
年的线上举办加剧了酒店从业者的负面情绪。

2021年Q2各一线市场综合景气指数

平均值 住宿率 平均房价 总收入

北京 -30 -22 -34 -34

上海 -28 -22 -32 -31

广州 -45 -39 -47 -51

深圳 -22 -13 -19 -33

三亚 33 38 3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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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杭州复苏态势积极
南京掉至二线城市末位

二线城市过去三年景气指数对比

成都及重庆

相较2021年第一季度，成都与重庆第二季度的景
气指数均有提升，尤其是成都，跃升至二线城市
之首。由此可见，成都已走出去年12月初爆发的
本土确诊病例的阴霾，压抑已久的需求得到释放，
一贯旺盛的休闲游市场再度焕发活力，进一步加
强了酒店从业者对于市场的信心。

虽然重庆市场的景气指数相较上一次调查有所回
暖，但是整体预期仍相对悲观。作为一个典型的
流量型市场，平均房价的承压相较住宿率更为明
显。成渝两地之间休闲游需求的差距再度体现。

南京、杭州及苏州

虽然南京、杭州与苏州同为长三角的核心城市，
但是三者之间2021年二季度的景气指数差距明显。
伴随天气转暖，旅游进入旺季，加之五一小长假
的到来，苏杭的旅游需求大涨将刺激酒店需求的
明显提升，两个城市的景气指数均实现大幅回暖。
2021年，南京将迎来大批新增供给入市，仅第二
季度就有8家国际品牌酒店计划开业，在巨大的供
给压力下，综合景气指数跌至二线城市末位。

2021年Q2各二线城市综合景气指数

平均值 住宿率 平均房价 总收入

南京 -38 -31 -38 -44

重庆 -18 -5 -17 -31

杭州 8 21 -3 6

西安 -13 9 -20 -28

成都 12 18 10 8

武汉 -30 -15 -41 -34

苏州 -2 -5 -2 0

西安

同样，天气回暖西安即将进入旅游旺季。同时，
由于西安对于疫情防控采取的严格措施有所减缓，
之前被抑制的商务活动正逐步恢复，因此西安在
住宿率方面的景气指数已回归正值。

武汉

虽然武汉的综合景气指数仍不尽如人意，但在过
去五次的景气调查中，指数均呈上升趋势，表明
了受访者对于武汉走出疫情阴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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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各客源市场实现全面复苏

由于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受访者对于各类国际需求市场的复苏情况依然普遍持悲观预期。
根据调查，认为恢复情况非常糟糕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36%（国际商务散客）与53%（国际旅
游团队）。近期，有数架入境航班出现逾十例新冠确诊，导致航班熔断机制不断被触发。由此
可见，各国之间的日常商贸与旅游往来的恢复仍长路漫漫。

不同于国际客源市场的“一片萧条”，国内各客源市场的景气指数呈现全面复苏态势，尤其是
国内商务与旅游市场：有66%的受访者表示国内商务散客复苏预期较好甚至非常突出；有65%
的受访者认为国内旅游散客复苏预期较好甚至非常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商务散客的景气
指数由一季度的-5飞升至二季度的48。第二季度本就是商务活动的旺季，加之大规模疫苗接种
的助力，受访者对于此客群的恢复信心明显。

虽然会议会奖与旅游团队受规模人数限制，景气指数略低于更为机动灵活的散客市场，但是仍
较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了由负值向正值的本质性转变。根据调查，有52%的受访者认为会议会
奖市场的复苏预期较好甚至非常突出；有44%的受访者认为国内旅游团队市场的复苏预期较好
甚至非常突出。

各客源市场恢复预期程度

需求市场 指数

国内旅游散客 47

国内商务散客 48

会议会奖 24

国内旅游团队 12

国际商务散客 -80

国际旅游散客 -93

国际旅游团队 -99

问题：请预测2021年第二季度以下各类需求市场的复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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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新增酒店供给持悲观态度，
而对中央政府政策信心十足

延续上两次的调查结果，受访者普遍认为与全
球经济贸易等相关的国际因素将会对酒店市场
业绩恢复产生持续负面影响，而与中央政策、
国内经济旅游等相关的国内因素则将对于市场
业绩的恢复产生正面助力。

此次，中国在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的相关
举措与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均获得了国际社会
的一致认可，这与中央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抗
疫手段以及各项刺激经济旅游复苏的政策不无
关系。因此，有66%的受访者表示中央政府政策
将对酒店市场业绩产生正面甚至极大正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竞争市场新酒店供给”这一
因素的景气指数排名最末，甚至低于国际相关
因素。如前所述，以南京为代表的部分区域市
场正迎来一波供给端的集中式增长，中短期内
市场业绩将明显承压。“内卷”效应的触发让
受访者对于市场预期悲观。

市场对各影响因素预期

影响因素 指数

中央政府政策 41

当地经济增长趋势 29

当地旅游发展趋势 35

当地或全球股票市场表现 -29

对外贸易增长/下降趋势 -18

全球经济增长趋势 -17

竞争市场新酒店供给 -40

问题：请预测以下各因素可能会对2021年第二季度的酒店市场业绩产
生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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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半数受访者认为
疫情影响将在半年内结束

分区域来看，作为国际旅行替代品的西北与西南地区延续上一次调查的积极预期，有42%左右的
受访者认为疫情对于酒店业绩的影响将在1至3个月内消散。其他地区则略显悲观，特别是华中/
华南区域，有近四成的受访者认为疫情对酒店行业的影响将持续一年以上。持乐观态度的受访
者相信新冠疫苗的大规模接种以及气候的转暖将积极推动各类出行的常态化。而持消极态度的
受访者则认为新冠疫情已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们的旅行方式和消费心理，且影响深远。

在今年第一季度的《新冠肺炎疫情专
项调查》中，认为疫情影响将在1至3
个月内结束的酒店业者仅占7%。但是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大规模展开，
在本轮调查中，受访者对于疫情影响
的预期被明显缩短。28%的受访者认
为疫情对酒店业绩的影响将在3个月
内恢复。25%的受访者认为疫情对酒
店业绩的影响将不超过半年。

但考虑到国际疫情尚未缓和，全球经
济形势依然低迷，国际客源市场恢复
遥遥无期，仍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
为新冠疫情对于酒店业绩的影响无法
在一年以内结束。

1至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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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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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21 Q1酒店实际业绩表现



受年初疫情反复影响，住宿率恢复相对一般
平均房价同比复苏幅度更为明显

备注：
复苏指数为正代表2021年截止第一季度关键业绩指标高
于2019年同期水平；为负则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

住宿率

受2021年初国内多地疫情反弹影响，各地出行政策再
度收紧，第一季度大部分酒店住宿率较19年同期存在
一定跌幅：17%的受访者表示下降幅度在10%至20%
；16%的受访者反馈住宿率跌幅在20%至30%；另有
26%的受访者表示下降超30%。但值得注意的是，有
近三成的受访者反映住宿率相较19年同期呈上升趋势
，较2020年第四次调研数据上涨近半，市场复苏态势
抬头。

分区域来看，作为国内代表性的长线旅游目的地，西
北、华中/华南以及海南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住宿率
复苏情况优于全国其他区域。而东北与华北受疫情反
复与严格的防疫措施影响，数据表现相对显弱。

平均房价

平均房价的复苏情况相较住宿率更为积极：22%的受
访者表示平均房价跌幅在10%至20%之间；20%的受
访者表示平均房价跌幅可以控制在10%以内；更有超
30%的受访者表示平均房价同比上升，向整体市场释
放出积极的信号。

分区域来看，受元旦、春节假期的带动，西北、海南
以及西南这些旅游热点省份的平均房价表现最为积极。
而华北与东北地区因疫情反复，省内重点城市纷纷严
格落实国家“就地过年”的号召，平均房价有所回落。

餐饮收入

20201年第一季度包含春节这一中国传统佳节，“年夜
饭”以及各类聚餐活动往往是酒店餐饮收入的一大来
源。但由于疫情的反复，用餐人数受到严格管控，各
酒店的餐饮宴会收入受到影响。在此情况下，15%的
受访者表示第一季度餐饮收入下降15%至30%，35%的
受访者表示跌幅超过30%。

总收入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总收入的复苏指数最低。34%的
受访者表示总收入跌幅超过30%。但是相较2020年第
三次调研数据已收窄超三成，可见整体市场信心正不
断回升。东北与华北地区在年初的新一轮疫情反复中
，整体业绩受到明显抑制。

问题：与2019年第一季度相比，2021年第
一季度贵酒店实际经营业绩的变化情况？

2021年第一季度各区域市场实际业绩复苏指数

平均值 住宿率 平均房价 餐饮收入 总收入

华北 -81 -85 -59 -87 -93

东北 -86 -99 -57 -93 -97

华东 -58 -50 -47 -68 -68

华中/华南 -54 -52 -38 -62 -65

西南 -54 -58 -29 -65 -64

西北 -31 -14 -25 -53 -33

海南 -52 -54 -28 -61 -66

全国平均 -59 -56 -43 -6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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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中国酒店业遭受重创，但是下半年暑期与国庆旅游强势升温，促使整体市场的全
年住宿率回升至50%左右。而2021年第一季度的表现并不如预期，这主要是由于今年年初多地疫情复发，加
之春运期间各地纷纷收紧出行政策，响应国家“就地过年”的号召。

分区域来看，海南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长线旅游目的地，在出境游市场恢复遥遥无期的情况下，现已成为
国际旅行的替代品，深受高价值客源回流带来的业绩利好。另外，气候寒冷的第一季度本就是海南的旅游旺
季，因此也成为了国内唯一住宿率不降反升的地区。根据调查，有50%的受访酒店表示第一季度住宿率在
55%至74%之间，平均住宿率水平达61%。

东北和西南地区受到部分省市疫情复发的影响，住宿率分别为39%与42%，明显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华北
的疫情管控措施相较国内其他地区更为严格，因此第一季度的住宿率表现同样不尽如人意，50%的受访者表
示酒店一季度的住宿率在29%至51%之间。

在对受访酒店的业绩恢复水平进行评估时，我们引入了一个重要的统计学概念，即四分位数。四分位数把所有数值由小到大排列，并分成四等分，处于三个分

割点位置的得分就是四分位数。上图中，低四分位数代表着所有数值中排名最低的25%的数据；第二、三四分位数一起，代表着处于中间的50%数据；而高四分

位数则代表最高的25%数据。如上图所示，为了使结果看起来更显直观，我们将位于中间50%的数据以粉色方框标示，在粉色方块上方界限以上的为最高的25%

数据，粉色方块下方界限以下的则为最低的25%数据。而数列的平均值则以绿色方框表示。

问题：贵酒店2020年全年与2021年第一季度分别实现的住宿率为多少？

海南市场
依然领跑第一季度业绩表现



三亚表现最为抢眼

北京业绩明显承压
三亚

三亚一向是春节期间最为火爆的国内旅游
度假目的地。尽管2021年春节因各地就地
过年政策影响，三亚的火爆程度较2020年
下半年有所削减，但仍表现出了最为强劲
的复苏态势，平均每间房收益远甩四大一
线城市。三亚拥有一众国际顶级奢华酒店
品牌，加之数家离岛免税店的吸引力，大
量高价值客源奔赴三亚，进一步推动市场
业绩的复苏。

上海和广州

上海和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力窗口，
2020年一季度依然受到国际疫情形势紧张
的负面影响，对外商贸活动受抑明显。同
时，两者均为人员流动频繁、人口基数庞
大的一线城市，严格的出行管控也对酒店
业绩的恢复形成阻力。

另外，上海在年初又经历了一轮疫情的反
复，导致尚未恢复的国内需求又遭打击。
而在需求总量下降的情况下，依然不断有
新增供给入市，导致内部竞争愈发激烈。

深圳

虽然深圳与上海同为一线城市中外向型
经济的代表，但是其一季度平均每间房
收益的表现略优于上海。得益于有效的
防控措施，深圳目前并未经历过疫情反
复，这为市场信心的恢复创造了稳定的
环境。深圳作为国家的“创新之都“，
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城市，伴随着各类经
济活动的有序开展，整体业绩正稳步提
升。

北京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一向是全国防控
手段最为严格的城市之一。2021年1月大
兴出现的疫情反弹，2月的春节就地过年
政策与3月的“两会”均让北京实行了比
以往更为严格的出行政策。7日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与14天健康检测使得北京让
人“望而却步”。因此其一季度的平均
每间房收益位列一线城市之尾，市场业
绩的全面恢复仍需时日。

平均值 绝对值

2021年第一季度一线城市及三亚平均每间房收益



对于中国酒店业而言，充满动荡的2020年已经过去，国内的

疫情防控工作也已进入常态化阶段。但是，在进入2021年第

一季度时，国内多地疫情再次反弹。为避免“春运”加剧疫

情的扩散，各地的出行政策再度收紧，人们也纷纷响应国家

“就地过年”的政策，因此2021年第一季度的市场业绩相较

2019年同期仍有一定差距。从具体指标的复苏程度来看，平

均房价的复苏指数最高；而餐饮收入因用餐人数受到严格管

控，复苏指数则偏低。

从不同区域的酒店市场复苏程度来看，海南地区，尤其是三

亚作为国内最具代表性的、老少皆宜的休闲度假目的地，

2021年一季度的各项业绩指标均大幅度领跑市场。与之相反

的，北京因政府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一季度每间房收益表

现排名末位，再次表明北京作为首都，其市场受政府政策导

向的敏感度较高。

小结



进入到2021年第二季度，虽然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但是国内的疫情防控

工作已进入常态化阶段。同时，伴随着出行政策放宽、气候转暖与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的大规模展开，市场信心得到大幅提升，达疫情爆发以来的景气峰

值-14，甚至超过疫情尚未爆发时的2019年下半年数据。尤其是作为国际旅行

替代品的国内长线目的地—海南、西北与西南，景气指数均呈现正向发展。

截至报告撰写时期，国际市场尚未走出第三波疫情的强烈冲击，现有新冠确

诊人数已超2,000万人次，因此酒店从业者依然延续对于国际相关影响因素的

悲观预期。与之相反的，在中央政府强而有力的抗疫措施与经济刺激政策下，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疫情对于酒店业绩的影响将在半年内结束。国内各类

客源市场均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以商务散客与旅游散客为代表的客源需求

成为了引领市场复苏的主要力量。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刚刚结束的清明假期，全国旅行出游达1.02亿人次，

恢复至疫前同期的95%，春季旅游热度居高不下。在国内疫情全面控制、疫苗

接种积极推行、酒店业者不断思辨、旅游产品推陈出新、出游需求持续高涨

的情况下，国内市场已开启全面复苏模式。我们相信，中国酒店业已挺过寒

风料峭，正迎来春暖花开！

特别鸣谢：广东省旅游饭店业协会、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华天

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住酒店集团、君澜酒店集团、金陵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金茂（中国）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悦酒店及度假村、开元酒店

集团、鲁能集团商业旅游管理公司、深圳酒店商会、首旅建国酒店集团、万

达酒店及度假村、万豪国际酒店集团、希尔顿酒店集团、厦门建发集团、浙

江开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洲际酒店集团，对此

次专项调查的鼎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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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酒店市场景气调查报告》为浩华全球酒店市场景气调查的重要组
成部分，本调查意在通过了解市场对于住宿率、平均房价和总收入水平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预期来为中国酒店业者提供对未来前景的判断
和预测。

为了更好地对中国各区域及城市的酒店市场进行分析和比较，我们通过
特定的景气指数模型把受访者的反馈情况进行量化并以指数的形势呈现，
以便更加直观地反映出受访者对酒店市场的预期。每项问题所呈现的景
气指数都反映了市场对整体业绩表现的期望值。该指数范围从-150至
+150，“-150”表示市场对预期业绩表现非常悲观，“0”表示业绩预期
持中立态度，“+150”则表示市场的预期值十分乐观。

中国市场景气调查从2013年开始每年发布两次，分别代表市场对于上半
年及下半年的预期。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浩华管理顾问公司分
别在2020年2月、6月、9月、12月以及2021年3月进行了五次《疫情下中
国酒店业重启复苏专项市场调查》。每次报告在原有问题的基础上增添
了运营业绩及运营模式等相关问题，以便协助酒店业同仁充分了解行业
动态，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更快实现常态化健康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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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华管理顾问公司 (Horwath HTL) 是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酒店及旅游专
业顾问公司，其核心业务包括酒店投资、旅游目的地投资、资产管理及
战略研究。浩华在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共设立45个分支机构，以其公正
独立的专业观点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认同并享有极高声誉。

浩华在1987年正式进入亚洲，目前在亚太区核心城市设立12个办事机构，
共完成超过4,000个酒店和旅游业咨询项目。其客户涉及广泛，从全球知
名的主题乐园运营商、酒店管理公司到地产开发商、银行及投资机构。
经过近20年的深耕，浩华在中国境内已完成在超过1,800余个项目，并在
北京、上海、深圳、香港设立办公室。

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浩华已成为酒店及旅游业杰出的顾问公司。浩
华的每一个项目都是本地经验和国际视角的完美结合，向全球各地的客
户提供该领域无以比拟的经验和专长。浩华管理顾问公司时刻关注行业
领域内当前与未来的发展趋势，在酒店及旅游业咨询服务中享有独一无
二的专业优势！

进一步了解浩华，请访问www.horwathhtl-cn.com及www.chatchina.com.cn，
并关注微信公众号CHAT资讯。

http://www.horwathhtl-cn.com/
http://www.chatchina.com.cn/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 –北京办公室

北京市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E3 903-904

电话： 86(10)8518 1833

邮箱： beijing@horwathhtl.com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 –上海办公室

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333号金融广场1205A室

电话： 86(21)6136 3248/ 86(21)6136 3246

邮箱： shanghai@horwathhtl.com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 –香港办公室

香港港湾道18号中环广场3807室

电话： 852 2524 6073

邮箱： hongkong@horwathh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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