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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写字楼租户满意度是写字楼运营管理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也是留住和吸引优质租户，提高租金回报率，确保项目

保值增值的关键。

采用国际标准问卷，通过专业的公司或者专业协会完成的租户满意度调查报告，不仅能够准确定位您的租户满意度水

平，与国际其他城市租户满意度基准的差距，还将提供专业的指导和解决方案，改善和提升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租

户需求，提高租户满意度，进而完善管理。

符合国际标准，专业的租户满意度调查报告可以：

   增强项目的市场竞争力，提高项目的市场竞争地位
   确立系统化、标准化的管理人员及职员的绩效与服务水平
   巩固租赁与销售人员的努力成果
   优化投资资本
   评估物业管理服务供应商的表现
   识别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危机，提前完善风险管理工作

Foreword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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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考虑到写字楼租户满意度的重要性以及目前中国写字楼租户满意度调查的国际化程度、专业性不高；中国还缺乏

租户满意度的基准，难以与国际其他城市写字楼租户满意度水平、与同一城市其他写字楼租户服务水平相比较；中国

的写字楼租户满意度调查报告难以真正反映出管理水平以及与其他楼宇的差距；难以给予写字楼提升租户满意的改进

方向以及策略等因素，BOMA 中国引入国际专业、通用的写字楼租户满意度调查问卷，通过对北京 100 多栋写字楼

里 1000 多家国际、国内知名企业的深度访谈，通过专业分析完成了 2013 年北京市写字楼租户满意度调查报告，初

步建立了北京市租户满意度基准。

北京写字楼租户满意度基准的建立将有助于北京市写字楼企业之间租户服务水平的横向比较，也有助于北京市写字楼

企业租户服务水平与国际其他城市的纵向比较。有比较才知道差距，才能够明确改善的空间和方向，才能够更好地完

善服务，彻底提升租户服务质量。

发布 BOMA 中国 2013 年北京市写字楼租户满意度调查报告，建立北京市写字楼租户满意度基准仅仅是 BOMA 中国

此项服务的开始，我们将逐步完成其他一线城市的客户满意度调查，建立起中国一线城市写字楼租户满意度基准，并

且定期更新。我们也将通过我们的专业服务，为您的写字楼租户满意度提升提供更多数据支持以及专业的改进策略。

本报告得到了高纬环球的专业支持，在数据收集中得到了中国写字楼网与均豪物业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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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A 国际是国际建筑业主与管理者协会的简称。BOMA 国际成立于 1907 年，在 15 个国家拥有分会。BOMA 国际在

北美拥有 17500 家企业会员，在英国和其他 10 个国家有 2 万家多企业会员，全球拥有不少于 8 万的个人会员；BOMA

会员控制北美 9 亿平方米的写字楼。

BOMA 的使命是通过倡导、研究、信息、标准和教育来改善商业地产行业的人力资产、智力资产和物理资产。

BOMA 中国——国际建筑业主与管理者协会（中国）于 2010 年 6 月在华盛顿 BOMA 国际年会上正式成立。进入中国三

年来已经吸纳 200 多家商业地产企业成为会员，为会员提供商业地产运营管理认证、评估、教育培训、资讯信息、国际交

流、供应商服务平台等诸多服务。

BOMA 中国的任务就是以国际最佳实践提升中国商业地产资产价值。

Introduction BOMA 中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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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芬兰、英国、印尼、日本、韩国、菲律宾、墨西哥、新西兰、俄罗斯、南非、中国

BOMA 国际分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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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BOMA 国际在北美拥有 17500 家企业会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拥有 2 万多家企业会员。
会员主要包括：投资商业地产、管理商业地产、使用商业地产相关上下游的企业和专业人士

BOMA 国际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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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有近 200 家商业地产业主、开发企业、运营管理企业以及相关服务企业、供应商企业加入 BOMA 中国。
其他 200 家普通会员名录请登陆 BOMA 中国网站 www.bomachina.org 查询。

BOMA 中国白金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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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地产运营管理标准

BOMA 中国引入 BOMA 国际 100 年最佳实践，指导 BOMA 中国会员提高其运营管理能力，这些最佳实践及标准如下：

			商业地产运营管理标准化手册制定指南

			建筑物运行标准	

			预防性维修标准

			能源管理标准

			商业地产环境管理标准

			商业地产健康与安全管理标准

			租户服务标准

			安保管理标准

			商业地产紧急预案制定及操作标准

			商业地产租赁与市场营销指导手册	

			商业地产保洁标准

			商业地产建筑面积测量标准	

ServicesBOMA 中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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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与认证

           商业地产运营管理效能评估（BAR）

													让业主与管理者全面了解项目运营管理现状，明析与国际运营管理水平的差距，给予业主与管理者

													运营管理改进提高的专业意见，协助其改进提高，达到国际水平。

           BOMA 认证卓越证书（COE）

													对运营管理已达到国际水准的建筑项目给予国际认可；是向股东、投资者证明运营管理能力和资产

													管理能力的最佳方式，能够提高租户的满意度，创造更多价值。

           建筑健康与安全认证（HSCP）

													HSCP 认证旨在帮助运营商关注员工专业技术培训和职业健康安全，提高租户满意度，维护资产安全，

													最终实现资产价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TOBY 国际大奖

													BOMA 国际 TOBY 大奖是全球商业地产界奥斯卡大奖，全球 15 个国家，100 多个优秀项目参与竞争，

													每年仅 14 个项目可获得该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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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与培训

BOMA 拥有业界最受尊敬的和全面的培训资源，旨在加强及提升从事商业地产人员的专业水平，并协助企业在持续发展路上所需的

智力资源。培训包括：

			公开课程

			企业内部培训

			在线培训

四、 顾问与咨询

BOMA 中国拥有众多经过审批与认可的商业地产专家。他们拥有 30 多年国际商业地产运营管理经验，获得专业证书，其运营管理

项目多次获得 BOMA 相关认证或 TOBY 大奖，他们将会为企业提供商业地产专业顾问咨询服务。

ServicesBOMA 中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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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供应商与工具

BOMA 中国为会员提供经过检审的国际商业地产相关服务与产品的供应商资源，通过引入国际资源，全面提高中国商业地产运营管

理能力。所有供应商都经过检审以确保其相关能力与资质，并且其技术符合国际标准。

同时在官网上提供运营管理相关工具，供 BOMA 中国会员在运营管理中使用，提高其运营管理效率，减少成本。

六、 网络与平台

全球 15 个国家，200 多个城市、全世界 80% 的地区都拥有 BOMA 的机构和会员。BOMA 中国将充分利用国际网络与全球平台，

为中国会员提供：	

			国际商业地产交流与考察	

			引入国际专家资源，对接企业需求	

			BOMA 国际会员中国商业地产投资酒会及论坛	

			国际商业地产运营经验分享系列活动	

			BOMA 中国年会及展览	

			BOMA 国际年会、建筑展及 TOBY 颁奖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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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写字楼
租户满意度调查报告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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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国际“通用”“专业”写字楼租户满意度调查问卷

		100 多栋写字楼、1000 多跨国企业及国内大型企业租户参与调研

																																								确立北京写字楼租户满意度“基准数据”

										采用国际标准，与世界其他城市租户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
			明晰与国际租户满意度差距、明确提高改进方向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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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市商务楼宇租户满意度调查之结果分析

2.  北京市商务楼宇租户满意度调查之现状总结及需求展望

3.  商务楼宇租户满意度国际对比分析

    - 北京市 VS. 美国主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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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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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楼宇租户满意度问卷调查

我们针对北京市部分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内租户以问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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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楼宇租户满意度调查问卷样本筛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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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之现状总结及需求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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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楼宇租户满意度调查问卷现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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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甲级写字楼 VS. 北京市乙级写字楼

北京市写字楼租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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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市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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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VS. 美国主要城市

北京市
乙级

北京市
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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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VS. 美国主要城市

北京市
乙级

北京市
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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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北京市商务楼宇所进驻企业租户对本次问卷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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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A 中国与 Kingsley
提供基于国际基准的租户满意度调查报告服务

2013 年 BOMA 中国与国际知名商业地产调查公司 Kingsley 达成合作，为中国写字楼业主及管理企业提供基于国际写字楼租户满意

度基准的专业写字楼租户满意度调查报告（报告包括专业的改进策略与方法）。

Kingsley 自 1985 年以来就为北美、欧洲、亚洲、中东和澳大利亚等国际及地区商业地产项目提供综合分析工具以及数据来评估项

目是否已经达到并能满足租户的基本需求。Kingsley 能够提供全球多数城市商业地产客户满意度基准数据。此次与 BOMA 中国强强

联手，共同为中国商业地产业主以及管理公司提供区别于市场上其他调研公司的租户满意度调查服务，其区别在于我们能够：

			拥有国际统一的，专业的调查问卷和独特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综合分析工具来调研商业地产项目租户满意度

			拥有北美、亚洲、欧洲、中东及澳大利亚等商业地产租户满意度基准数据，便于项目与其他同类型城市的项目对比分析

			拥有国际专业的商业地产运营管理实践专家，能够通过分析数据，并根据数据提供相关改进策略及方法，通过改善服务，切实提

						高租户满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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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A 中国与 Kingsley
提供基于国际基准的租户满意度调查报告服务

除了以上服务，BOMA 中国为会员提供相关租户满意度的其他服务：

			BOMA 中国可以提供给会员北京写字楼租户满意度基准数据

			白金会员可以获得国际统一、专业的租户满意度调查问卷

			BOMA 中国可以为会员提供国际专业的租户满意度调查数据收集以及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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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户满意度
调查报告概述及服务范围
King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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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5 年以来，为各大开发商寻找商业项目上不足，

并协助提供解决方案所需的数据；

利用独特的综合分析工具来评估商业地产项目是否已经

达到并能满足租户的基本需求。

调查数据范围包括：北美，欧洲，亚洲，中东和澳大利

亚等国家及地区的商业地产项目数据；	

Kingsley	能提供无与伦比的数据参考基准；

 

深入了解各行各业的租户的需求，并得到各大开发商与

业主对其调查数据的重视与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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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与基准化的建立

租户或小业主的满意度评估

员工或联营公司参与计划

经纪认知度调查

客户和投资者的调查

补偿研究

基金的结构和收费基准

投资组合绩效记分卡

时间和运动研究

咨询服务

协助建立高效的组织结构（Organizational	Structuring）

协助建立项目接收规划（Succession	Planning）

针对特定项目是否具有适当竞争能力的定位评估（Competitive	

Positioning	Assessments）

提供便利的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	Facilitation）	

提供培训计划和实施执行方案（Training	and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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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业项目增强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定立系统化标准化的管理人员及职员绩效和服务水平

巩固租赁和销售人员的努力成果

优化投资资本

评估物业管理服务供应商的表现

识别潜在开发商与租户可能发生的危机，提前完善风

险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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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商业项目业主每年为项目进行满意度调查

在一年内提高整体项目续租意向率达到 10％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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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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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调查过程

查看租户的回复率和租户对项目的满意度绩单；

主动接触租户并跟进租户要求

实时结果

与 Kingsley 的基准数据作比较

自行制定组合内的划分

向各部分享详细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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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板式的提示能提供一个高效快捷的数据分析；

统计分析数据能反映租户的满意度状况；

细化的提问能有效分析不同租户的需求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