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酒店行业概况及酒店 CMBS(N)产品 

评级尽调关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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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CMBS(N)作为商业物业抵押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的重要产品构成，近年来得到一定发展。评级尽调

过程中，通过对标的酒店实际运营中主要影响因素的

综合分析，有助于完成对标的酒店整体情况的准确评

判，有助于酒店 CMBS(N)产品的信用风险分析。 

评级尽调关注要点： 

不动产证照及权属：酒店不动产证照和资质是否

完备是开展酒店类 CMBS (N)的首要前提。无论是自建

还是外购，须确保不动产不存在瑕疵且权属清晰。 

区位因素：酒店所处城市发达程度、行政区域或

商圈活跃程度等，对酒店运营产生重要影响，并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酒店运营收入的稳定性。 

酒店管理集团：酒店管理集团成熟的经营模式及

管理标准是标的酒店良好运营的基础。 

客源结构：是影响酒店客房收入的重要因素。酒

店客房客户大致分为四类：到店客户、第三方预订平

台客户、酒店管理集团会员客户、战略合作客户。 

历史经营数据：能够真实反映酒店经营情况，并

可结合现场尽调获取的信息综合评判酒店经营表现。 

现金流归集：不同客户类型产生的酒店客房收入

在入账或现金流归集时有所区分。 

2020 年初，新冠疫情虽然对酒店市场的消费能力

产生一定影响，但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消费

者信心逐步回升，商务出行及国内旅游均得到逐步恢

复。同时，随着国内旅游服务设施和配套日趋完善，

我国旅游消费结构也在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为酒店

的持续健康运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或将促进酒店

CMBS(N)产品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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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行业需求主要来源于休闲旅游和商务出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等高层

次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强烈，我国旅游消费总额逐步提升，国内居民的人均旅游消费水平也不断

提高。根据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 年全年国内游客 60.1 亿人次，比上

年增长 8.4%。2013～2018 年，中国差旅支出平均增长为 11.0%。旅游住宿和商务出行的增加，

为酒店行业的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保证。 

2020 年初，新冠疫情虽然对酒店市场的消费能力造成一定影响，但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

到控制，消费者信心逐步回升，商务出行及国内游均逐步恢复。同时，随着国内旅游服务设施

和配套日趋完善，我国旅游消费结构也在逐步向发达国家旅游消费结构靠拢，中端酒店市场需

求将进一步提升。  

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介绍酒店行业概况并对行业主要经营模式进行简要分析；其次

对酒店 CMBS（N）产品发行情况进行梳理，从物业所处城市、估值、发行规模等方面比较现行

市场上已发行产品情况；最后对酒店 CMBS（N）评级尽调过程中影响标的酒店运营及综合情况

的因素进行阐述，归纳提炼出尽调过程中的关注要点。 

一、酒店行业概况及主要经营模式 

近十年来，我国星级酒店总量有所减少，但高星级酒店数量基本保持稳定且高星级酒店

保持较高的平均房价和平均出租率。 

星级制是当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划分方法，不同国家对星级酒店设定不同的划分标准，星

级越高表明酒店档次和级别越高，很多国家把五星级作为最高级别。通常按酒店的环境、规模、

建筑、设施、管理、服务项目、质量等具体条件划分等级，往往综合若干项去做判定，如（1）

酒店舒适程度，综合反映酒店的室内外环境，豪华酒店往往选择最佳的室外景观、优美的园林、

方便使用的室外空间；（2）客房投资，星级越高的每间客房在装修投资上花费的水平越高；（3）

客房面积，是客房舒适程度的重要条件，不同等级酒店对于不同客房类型甚至卫生间面积有详

细的要求。我国同样设置酒店星级划分标准。 

图 1：我国星级酒店构成情况（家）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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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来看，我国星级酒店整体数量虽有所减少，但高星级酒店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国际

酒店集团也加快在我国的发展，如国际知名酒店集团——洲际酒店集团、希尔顿酒店集团、万

豪酒店集团、四季酒店集团、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等，均在我国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有所布

局。2019 年末，全国星级酒店数量为 7,434 家，同比减少 1,408 家，其中通过省级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审核的五星级酒店数量为 739 家，同比减少 68 家，四星级酒店数量为 2,117 家，同

比减少 198家，三星级酒店数量为 3,565家，同比减少 644家。与三星级及以下酒店数量相比，

高星级酒店数量基本稳定。从营业收入方面来看，2019 年末，全国通过省级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审核的星级酒店营业收入合计 1,923.75 亿元，同比有所减少，其中餐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

40.32%；客房收入占营业收入 45.54%。 

图 2：我国星级酒店平均房价（元/夜/间）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从我国星级酒店平均房价来看，酒店星级越高，平均房价越高。2019 年末，五星级酒店

平均房价为 622.00元/夜/间，四星级酒店平均房价为 350.58元/夜/间，三星级酒店平均房价

为 249.52元/夜/间，二星级及一星级酒店平均房价约为或不足 200.00元/夜/间。就平均房价

趋势来看，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由下滑趋势逐渐趋于稳定，四星级酒店平均房价基本保持稳定

并在 350.00元/夜/间的水平波动，二星级及三星级酒店平均房价整体呈上扬趋势。 

图 3：我国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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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基本围绕“保本线”波动，但高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

明显好于其他星级酒店。通常情况下，酒店房间出租率“保本线”是 60.00%。根据公开数据

显示，2019 年，我国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为 55.60%；其中，五星级、四星级及三星级酒店全

年平均出租率分别为 62.58%、57.40%和 53.16%,除五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基本持平外，四星级

及三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同比均有所下降。此外，国际酒店集团加快了在我国二、三线城市的

发展，也使国内酒店品牌面临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 

从地区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一线城市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和平均出租率

均表现较突出。 

从我国主要城市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来看，我国超一线城市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水平明显

高于其他主要城市，上海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水平最高。2017～2019年，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平均房价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除深圳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不足 800 元/夜/间外，北京、

上海、广州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均不低于 800元/夜/间，上海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最高，约在

1000 元/夜/间左右。 

从五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平均出租率基本高于全国其他主

要城市，其中南京 2017～2019年平均出租率水平较高，基本与广州持平，保持在 75.00%左右。

上海、深圳、广州 2017～2019年平均出租率水平基本稳定，北京 2019年平均出租率较 2017～

2018 年有小幅提升，约为 73.61%。综合来看，我国超一线城市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和平均出

租率均表现较为突出。 

图 4：我国主要城市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和平均出租率（元/夜/间、%）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酒店经营管理模式大致可分为特许经营管理、委托经营管理、联销合作经营、酒店品牌

自营和带资管理等模式，其中特许经营管理最为广泛。 

从酒店经营管理模式来看，大致可分为特许经营管理、委托经营管理、联销合作经营、酒

店品牌自营、带资管理等管理模式，其中特许经营是最常见、最广泛的经营管理模式，带资管

理更多地出现在酒店集团初创阶段、适用于资金短缺且融资困难的单体酒店。下表主要列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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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主要酒店经营模式： 

表 1：酒店主要经营模式概述 

经营模式 概述 特点 代表酒店 

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权转让 

1.受许人可拥有酒店管理集团品牌及预定系统等相应知识

产权的使用权； 

2.受许人自行组建团队或聘用第三方管理团队运营酒店； 

3.酒店管理集团收取特许经营转让费或根据营业收入浮

动的特许经营服务费。 

皇冠假日 

希尔顿欢朋 

委托经营 

酒店业主与酒店管理

集团签订管理合同，约

定双方权利、义务 

1.酒店管理集团以其质量标准及运营方式向被管理酒店

输出专业技术、实施管理； 

2.酒店管理集团控制酒店日常运营的人物财，但受酒店业

主方监督； 

3.酒店管理集团收取相应的管理费。 

喜来登酒店 

万怡酒店 

联销经营 

由众多单体经营管理

的酒店通过资源共享

形成的互助联合体 

1.参与方自愿付费参加； 

2.通过分享联合采购、联合促销、联合预订、联合培训、联

合市场开发、联合技术开发等实现资源共享。 

- 

带资管理 

通过独资、控股或参股

等直接/间接投资方式

获取酒店经营管理权 

1.一般出现在酒店集团初创阶段，适合于资金短缺且融资

困难的单体酒店； 

2.对下属系列酒店实行相同品牌标识、服务程序、预订网

络、采购系统、经营理念等管理方式。 

香格里拉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大公国际整理 

二、酒店 CMBS(N)发行情况 

根据公开资料，2017 年至 2020 年 6 月末，已发行的 CMBS(N)中标的物业为（包含）酒店

类 CMBS(N)产品共计 19单，发行规模共计 460.19 亿元，其中包括 2单 CMBN。优先级信用等级

方面，已发行酒店 CMBS(N)优先级均可获得 AAA、AA+的信用等级。从发行规模来看，目前发行

规模最大的为德邦海通-复星旅文-三亚亚特兰蒂斯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规模共计 70.01

亿元，标的酒店为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优先级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规模最小的为碧桂园十

里银滩酒店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规模共计 5.00 亿元，标的酒店为惠州碧桂园十里银滩酒

店，优先级信用等级为 AAA。 

从标的酒店城市分布来看，已发行产品标的酒店多集中于一线城市或旅游城市，其中深圳

市涉及 5家标的酒店，分别为京基瑞吉酒店、大梅沙京基喜来登度假酒店、大梅沙京基海湾大

酒店、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卓越四季酒店；三亚市涉及 5 家标的酒店，分别为三亚山海天

JW 万豪、傲途格精选、仁恒皇冠假日酒店、亚特兰蒂斯酒店、三亚天域酒店；北京市涉及 2

家标的酒店，分别为北京渔阳饭店和金融街威斯汀酒店；南京市涉及 2家标的酒店，南京世茂

希尔顿酒店和南京金鹰珠江壹号国际酒店；其余标的酒店分别分布于上海、惠州、成都、西安、

长沙、扬州、青岛、舟山、沈阳。从优先级 LTV来看，由于标的酒店估值信息公开资料披露有

限，无法全面比较优先级 L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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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的物业包括西安阳光天地和西安希尔顿花园酒店。 
2
 标的物业包括成都银泰 in99购物中心和成都华尔道夫酒店。 
3
 标的物业包括百联世茂国际广场及上海世贸皇家艾美酒店。 
4
 标的物业包括大型综合商城、商贸百货、珠江壹号国际酒店及写字楼。 

表 2：截至 2020 年 6月酒店 CMBS(N)产品发行概况 

产品 发行时间 总规模 优先级 标的酒店 城市 
优先

级 LTV 

碧桂园十里银滩酒店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20年6月 5.00 AAA 碧桂园十里银滩酒店  惠州 - 

鲁能集团-长城证券-三亚山海天

JW 万豪酒店及傲途格精选酒店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 

2020年6月 30.30 AAA 
三亚山海天JW万豪 

傲途格精选 
三亚 - 

华泰佳越-仁恒皇冠假日酒店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 
2020年5月 17.50 AAA 仁恒皇冠假日酒店 三亚 - 

中信建投-京基瑞吉酒店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 
2020年4月 31.58 AAA/AA+ 深圳京基瑞吉酒店 深圳  

中信信托-南京世茂希尔顿酒店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 
2020年4月 7.10 AAA 南京世茂希尔顿酒店 南京 - 

德邦海通-复星旅文-三亚亚特兰蒂

斯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20年3月 70.01 AAA 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 三亚 - 

信达-三亚天域酒店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 
2019年9月 20.00 AAA 三亚天域酒店 三亚  

平安不动产-招创-京基集团酒店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19年8月 32.20 AA+ 

大梅沙京基喜来登度假酒店 

大梅沙京基海湾大酒店 
深圳  

平安汇通-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 
2019年4月 22.11 AA+/AA 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 深圳 - 

民族-国联-扬州虹桥坊酒店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 
2019年4月 5.65 AAA/AA+ 扬州虹桥坊酒店 扬州  

中金-平安-绿城酒店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19年3月 15.92 AAA 

青岛李沧喜来登酒店 

舟山威斯汀酒店 

沈阳新都绿城喜来登酒店 

青岛

舟山

沈阳 

 

天风-北辰长沙洲际酒店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 
2018年12月 10.50 AAA/AA+ 北辰长沙洲际酒店 长沙 64.47% 

天风-渔阳饭店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18年11月 16.00 AAA 北京渔阳饭店 北京 - 

湘财平安-卓越四季酒店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 
2018年9月 17.62 AAA 深圳四季酒店 深圳 - 

金融街威斯汀酒店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18年8月 30.30 AAA 金融街威斯汀酒店 北京 59.98% 

国金-西安阳光天地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
1
 

2018年1月 8.40 AAA/AA+ 希尔顿花园酒店  西安  

开源-云城投置业成都银泰中心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
2
 

2017年12月 35.00 AAA 成都华尔道夫酒店  成都 69.92% 

上海世茂国际广场有限责任公司2017

年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3
 

2017年9月 65.00 AAA/AA+ 世贸皇家艾美酒店 上海 53.88% 

南京金鹰天地 2017年度第一期资

产支持票据
4
 

2017年9月 20.00 AA+/AA 南京金鹰珠江壹号国际酒店 南京 52.66%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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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酒店 CMBS(N)评级尽调关注要点 

CMBS(N)产品中，以商场、写字楼、酒店类标的物业最为常见。就商场和写字楼而言，评

级尽调过程中往往关注其开业时间、区位情况、同业竞争、租金收取方式、租约期限等因素。

与上述两类标的物业不同，酒店 CMBS(N)产品在关注酒店开业时间、区位情况、同业竞争的基

础上，还应关注酒店经营管理方式、所属酒店管理集团、酒店客源结构、酒店构造（房间、餐

厅、会议室等）及收入构成情况，而一般不存在或不对租金收取方式及租约期限进行分析。本

文主要围绕不动产权属证照、区位因素、酒店管理集团、客源结构、历史经营数据和现金流归

集几方面，对评级尽调过程中应关注的要点进行阐述。 

（一）不动产权属及证照 

酒店不动产证照和资质是否完备是开展酒店类 CMBS(N)的首要前提。无论是自建还是外购，

为确保不动产不存在瑕疵，需核查不动产相应证照和资质是否齐备，房屋现状与证照和资质是

否相符等。 

尽调时，需重点核查不动产相关“四证一书”，即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许可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环保部门核发的相应环境批复和

验收文件；消防部门签发的消防审批、验收文件。同时，获取不动产相关权属状况，有无抵押、

查封等权利限制，若存在他项权利，则应在专项计划设立前或专项计划后且规定时间内解除他

项权利并抵押给专项计划。 

（二）区位因素 

酒店所处城市发达程度、行政区域或商圈活跃程度等，对酒店运营产生重要影响，并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酒店运营收入的稳定性。目前来看，通常星级较高的高端酒店多处于一线或较发

达城市；以度假性质为主的精品酒店，多选取风景别致的景区或度假区等；坐落于城市核心商

务区的酒店，多以商务人士作为主要客户来源。就酒店运营收入稳定性而言，季节性因素是其

关键影响因素。如坐落于景区或旅游城市的酒店，客户多以游客为主，此类酒店运营收入峰值

多出现在小长假、黄金周等时期；商旅型酒店多坐落于政治、经济中心或以商务楼宇为主的核

心商圈，此类酒店运营收入峰值多出现于当地举办大型行业论坛、展览等时期；若酒店坐落区

位能够辐射各领域客户且不受季节性影响或受影响较弱，酒店运营收入则相对稳定。 

尽调时，需综合分析标的酒店所处城市、行政区域或商圈属性和人群结构，是否构成对酒

店运营收入的季节性影响。若资料详实度较高，可通过获取标的酒店历史逐月运营数据，分析

标的酒店运营收入是否存在较大季节性波动或与尽调过程中了解到的运营收入峰值是否基本

一致。 

（三）酒店管理集团 

酒店管理集团成熟的经营模式及管理标准是标的酒店良好运营的基础。目前，国际知名酒

店集团如希尔顿集团、万豪集团、洲际酒店集团等均已进入中国市场并拥有较为丰富的中国市

场运营经验且运营模式较为固定，主要为上述提到的四种模式。此外，国际较知名的酒店管理

集团多采取会员制，集团内会员可通过中央预订系统预订同一集团内任一酒店，完善的中央预

定系统一定程度上帮助集团内酒店的客户获得。 

尽调时，需了解标的酒店的经营模式，注重实地调研时的“所见”与访谈时的“所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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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委托管理为例，酒店管理集团一般会要求酒店业主方按照其统一的房务、市场营销、

餐饮、工程、保安等业务制度和内控制度经营酒店，因此能够较好地保证标的酒店成熟且高质

量运营，为稳定的现金流入奠定基础。 

（四）客源结构 

客源结构是影响酒店客房收入的重要因素。酒店客房客户大致分为四大类：包括到店客户、

第三方预订平台客户、酒店管理集团会员客户、战略合作客户。从稳定性来看，一般来讲，标

的酒店与战略客户会约定年度入住的基础要求（如当年至少入住客房数量），因此以战略客户

的客房收入稳定性最高；其次为酒店管理集团会员及第三方预订平台的客户客房收入较为稳定；

到店客户客房收入占比则相对较小。意味着，战略客户、集团会员客户占比越高，酒店客房收

入越稳定，对酒店整体经营现金流入稳定性贡献度越高。 

尽调时，需了解客源结构或要求其提供历史获客渠道数据，实地考察周边写字楼密集程度、

区域内大型企业分布情况，并结合酒店大堂客流量及前台办理入住/离店客户情况，综合考量

标的酒店客户结构及客流稳定性。 

（五）历史经营数据 

历史经营数据能够真实反映酒店经营情况，并直接关系到酒店未来现金流预测。历史数据

大致可包括酒店投产时间、总运行时间、客房类型、历史客房平均单价、历史客房平均出租率、

历史酒店收入等，一般来看，酒店收入由客房收入、餐饮收入和健身娱乐等其他收入构成。客

房收入方面，客房单价依据不同房型区别定价；出租率可大致以当日出售客房数/酒店可供出

售房间总数*100%公式计算。餐饮收入方面，不同酒店经营理念和能力不同，导致餐饮收入在

酒店收入构成中占比不尽相同，注重将酒店餐饮与当地饮食习惯相结合的酒店，餐饮收入占比

可高达 50%左右，成为酒店收入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他收入通常包括健身房收入、美容 Spa收

入、停车收入和其他商务礼品收入等，该部分收入依不同酒店特征及经营情况有所区分。 

尽调时，需了解酒店历史运营收入构成及收入变动情况，结合历史数据了解其收入增长及

各板块收入占比原因等，通过历史数据，综合评判酒店经营表现。需要注意的是，酒店客房往

往存在定期维护固定楼层固定房间的情况，因此在了解酒店可供出售房间总数时，应了解清楚

该部分房间是否被计入可供出售房间总数，在计算出租率时应注重对分母具体含义的分析。 

（六）现金流归集 

不同客源产生的酒店客房收入在入账或现金流归集时有所区分。到店客户多以当天酒店客

房门市价入住，门市价格一般会略高于第三方预订平台显示价格或战略协议价格，离店时支付

的客房费用直接计入酒店客房收入；第三方预订平台客户一般在平台完成酒店预订：（1）若

客户选择到店支付，则支付的客房费用直接计入酒店客房收入；（2）若客户在第三方平台支

付，则通常由标的酒店与第三方平台以固定频率、固定比例结算第三方平台手续费后，其余部

分作为酒店客房收入；酒店管理集团会员预订支付的客房费用，可通过集团中央预订系统实现

标的酒店识别并计入标的酒店客房收入；战略客户享受的客房价格，往往在酒店与战略客户的

合作协议中作相应约定，客户离店时支付的客房费用计入酒店客房收入。 

尽调时，需了解不同客源下的客房收入入账规则及现金流归集路径，从而判断是否对基础

资产现金流归集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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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酒店 CMBS(N)作为商业物业抵押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重要组成产品，近年来得

到一定发展，特别是在 2020 年上半年发行频率显著提高。评级尽调过程中，通过对标的酒店

实际运营情况及未来运营情况等各关注要点综合分析，有助于形成对标的酒店综合情况以及对

酒店 CMBS(N)产品的信用风险更准确的判断。 

 

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依据

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

建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

出处为大公国际，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