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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整体需求在连续五个季度呈现放缓趋势后于本季度实现反弹，促使租金实现自2013年第
二季度以来首次增长，同时全市整体空置率继续下跌。

 第二季度有一个新项目交付使用，
为市场新增5.6万平方米可租赁面积。
至此，北京甲级写字楼可租赁存量增至
940万平方米，仍系中国大陆地区最大
的写字楼市场。

  本季度全市净吸纳量从上季度的
5.4万平方米攀升至8.7万平方米，达
到过去八个季度以来的最高值。至
此，2014年上半年净吸纳量累计达到
14.1万平方米，系2013年全年的2.5
倍。

  得益于本季度强劲增长的净吸纳
量，尽管有新项目入市，但全市整体空

置率仍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至3.5%
，继续为全国最低水平。

  在经历了连续四个季度的下降后，
本季度甲级写字楼租金环比微涨1.1%，
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314.7元。

 2014年下半年预计将有六个项目交
付使用，为市场新增42.8万平方米可租
赁供给。伴随着回暖的租赁需求，多数
项目截止目前已取得较为乐观的预租
率。有鉴于此，截至2014年年底，全
市整体租金预计将保持稳定，而全市整
体空置率则将小幅攀升至5%左右。

“受活跃的租赁市场支撑，加之季
内有一个新项目入市，全市净吸
纳量达到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
的最高值。” 王琼，第一太平戴维斯研
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片：银峰SOHO(望京SOHO)，望京区域，朝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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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量，净吸纳量及空置
率
2014年第二季度，本年度第一个新项

目——远洋国际中心二期（1座、2座）

正式交付使用，为市场带来5.6万平方

米写字楼可租赁供给，从而令北京甲级

写字楼可租赁存量增至940万平方米，

仍系大陆区域最大的甲级写字楼市场。

位于CBD周边的远洋国际中心二期（1

座、2座）于2014年六月底正式交付使

用。除却写字楼部分，该项目还包括

一1.8万平方米体量的购物中心，目前

已引进一系列服饰、餐饮、生活体验、
健康美容及服务类零售商。截至第二季

度，该项目已取得较为乐观的出租率，

其中一座写字楼由葛洲坝集团整租，租

赁面积近2万平方米。

如前述之新增供给良好的预租状况所昭

示，整体需求于季内实现反弹，问询量

及成交量均呈活跃态势。受此推动，全

市净吸纳量从上季度的5.4万平方米攀

升至8.7万平方米，达到过去八个季度

的最高值。至此，2014年上半年净吸

纳量累计达到14.1万平方米，系2013年

全年净吸纳量的2.5倍。得益于远洋国

际中心二期吸纳的面积，季内CBD周边

录得最高净吸纳量——4万平方米，而

CBD区域则以2万平方米紧随其后。

本季度金融、IT及高科技与文化传媒企

业需求稳定，其需求合计占在录成交总

量的六成，其中保险、投资和基金公司

成为最为活跃的需求来源。与此同时，

得益于蓬勃发展的市场业绩，电商企业

加速扩张，并于季内吸纳了16%的在录

成交总量，其中典型案例即为京东商城

可租赁面积
(平方米)

空置率
 (%)

净吸纳量
(平方米)

供给量
(平方米)

净有效租金
(元/平方米/月)

2014年第二季度 9,391,000 3.5 87,000 56,000 314.7

环比 (%/百分点) +0.6 -0.4 +62.5 - +1.1

同比 (%/百分点) +2.8 +0.8 - - -0.7

表 1
北京市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关键指标，2014年第二季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

表 2
新增供给 – 远洋国际中心二期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

图 1
供应量，净吸纳量及空置率对比图，2005年~2014年第
二季度

位置 朝阳区东四环中路58号

开发商 远洋地产有限公司

办公建筑面积
1座: 34,000平方米
2座: 22,000平方米

楼层（层）
1座: 24
2座: 11 

标准层
1座: 1,392平方米
2座: 2,032平方米

使用率 70%

净高 2.8米

架空地板 100毫米

客梯数量（个） 12

车位（个） 412

租金报价 人民币400每平方米每月

物业管理费 人民币30每平方米每月

主要租户 葛洲坝集团、P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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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BDA)的朝

林广场承租了约2万平方米面积。

内资企业继续主导需求，其需求合计

占在录成交总量的87%。与此相反，由

于有限的租金预算与谨慎的人员与办

公面积扩张，外资企业的租赁需求较

为疲软。

尽管本季度有一新增供给，但乐观的

净吸纳量促使全市整体空置率环比下降

0.4个百分点，至3.5%，继续保持全国

最低水平。全市超过八成的甲级写字楼

录得95%以上的高出租率。就各子市场

而言，燕莎区域主要由于2013年第三季

度入市的润世中心迎来另一大面积的主

力租户而取得最大空置率降幅——环比

下跌1.2个百分点至5.1%。此外，CBD

区域空置率亦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

跌至4.8%。

租金
截至2014年第二季度，在经历了连续

四个季度的下降后，租金环比上升1.1%

，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314.7元。需

求的增长加之有限的可租赁面积强化

了业主的议价能力，支撑全市租金小

幅上升。

就各商务区而言，主要得益于东方广场

绩效的改进，东长安街区域租金上升了

3.0%。与此同时，在连续五个月的下降

后，CBD租金环比上升1.4%，这主要由

于该区域仍然是众多内外资企业搬迁、

续租或设立办公室的首选。而燕莎区域

则成为季内唯一录得租金下降的区域，

环比下降1.1%，尽管其出租率得到改

善。这主要归咎于：相比其他商务区，

燕莎区域需求由外资企业主导，其租金

预算的收紧导致的需求放缓为多数业主

施加了强大压力。

各商务区租金与空置率
传统商务区

第二季度，受益于仍系众多企业(特别

是持有扩张及办公空间升级需求的外资

和民营企业)的选址首选，CBD区域在

三项关键市场指标中——租金增长、出

租率和净吸纳量均表现良好。季内CBD

区域需求活跃，促使租金迎来六个季度

以来的首次上涨——环比上升1.4%，

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358.5元；同时

净吸纳量录得2万平方米，位列全市次

高。与此同时，鉴于近期入市的新项目

之空置面积被进一步吸纳，加之其他现

有项目出租率基本保持稳定，CBD区域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

图 2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2005年第一季度
~2014年第二季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

图 3
各商务区租金与空置率，2014年第一季
度对比2014年第二季度

租户 项目 区域 租赁面积 
(平方米) 新租/续租

北京触控科技有限
公司 银峰SOHO 望京 24,000 新租

京东商城 朝林广场 亦庄 20,000 新租

宜信　 复星国际中心 CBD周边 8,600 新租

IDG资本 中粮广场 东长安街 5,000 续租

阳光财险 环球金融中心 CBD 4,400 新租

分众传媒 招商局大厦 CBD 4,000 续租

包商银行 鹏润大厦 燕莎 3,600 新租

58同城 冠城大厦 燕莎 2,700 续租

PPTV 远洋国际中心二期 CBD周边 2,700 新租

卫材（中国）药业有
限公司 SK大厦 CBD 1,700 续租

表 3
主要租赁成交案例，2014年第二季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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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置率进一步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

至4.8%。内资金融企业和外资专业服务

企业是季内CBD区域的主要需求来源。

金融街继续在各子市场中表现最佳，

租金和出租率均为全市最高值。尽管一

个新项目——锦什坊街叁拾伍号(金融

街E9地块)已开启预租程序，并计划于

表 4
未来项目聚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

项目名称 融科资讯中心B座 锦什坊街叁拾伍号

商务区 中关村 金融街

业主 融科智地 国资委

办公建筑面积 58,000 58,000

楼层 18 12

标准层 3,150 5,000

整层使用率 72% 70%

净高(米) 2.8 2.8

架空地板(毫米) 144 150

客梯数量(部) 18 12+2(VIP)

车位(个) 400 270

租金报价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480 650-700 

物业管理费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33 34

项目 竣工时间 商务区 可租赁面积
(平方米)

自用面积
(平方米)

锦什坊街叁拾伍号 Q4 金融街 58,000 -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中心 Q4 中关村 51,000 -

融科资讯中心B座 Q4 中关村 58,000 -

浦项中心 Q4 望京 74,000 15,000

银峰SOHO3座 Q4 望京 123,000 -

光华路SOHO2号 Q4 CBD 63,000 -

表 5
未来新增供给，2014年下半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

2014年第四季度交付使用，但鉴于强劲

的新租需求以及冗长的续租候位清单，

现有项目业主在租金议价中仍保持着强

势地位。因此，租金继续环比上升1.3%

，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510.0元，同

比攀升5.7%；空置率则保持在0.5%的全

市最低值。

鉴于IT和高科技行业的蓬勃发展带来需

求强劲，加之已连续四年半无新增供给

入市，中关村区域租金继续环比上升

1.3%，同比增长4.4%，至每平方米每

月人民币228.8元。与此同时，空置率

进一步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至2.0%

。尽管如此，由于区域内租户多为IT企

业和教育机构，其承租能力明显低于

专业服务及金融企业，中关村区域租金

目前仍为传统商务区中最低值。有鉴于

此，目前部分中关村楼宇业主已开始积

极寻觅金融类，特别是与互联网金融相

关的企业租户以及技术咨询相关专业服

务公司来丰富及改进自身的租户组合。

此外，中关村将在未来六个月内迎来自

2010年以来的首批供给--中关村互联网

金融中心及融科资讯中心B座。

新兴区域

尽管金融和专业服务企业仍然活跃在传

统商务区，但是制造业、IT和高科技、

电商以及文化传媒企业基于承租能力有

限以及较强的整合需求，继续在亚奥区

域、北三环区域及望京区域等非核心区

域寻找具有成本优势的楼宇，从而拉动

本季度非核心区域整体表现出现反弹。

截至本季度末，非核心区域租金在连续

4个季度下降后，环比上升1.9%，涨至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259.0元；同时空

置率环比下降0.7个百分点，降至2.6%

，系2013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值。

非核心区域除却亚奥区域的盘古大观以

及北三环区域的环球贸易中心以外，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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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区域的楼宇最受企业青睐。季内瞩目

交易包括美国高端电力汽车制造商特斯

拉进驻恒通商务园，租赁面积达2,100

平方米；以及触控科技在银峰SOHO3

座承租约24,000平方米。有鉴于此，望

京租金环比上升1.7%，至每平方米每月

人民币228.7元，同时空置率下降0.2个

百分点至2.4%。

望京区域将于2014年下半年迎来其首

个国际甲级写字楼项目-浦项中心。此

外，该区域在未来一年半内将迎来约60

万平方米新增供给（含乙级项目），超

过现有存量。尽管由于市场无法在短时

间内消化大量新增供给从而导致租金和

出租率在短期内下降，但是伴随高品质

项目陆续完工，望京将加速从新兴区域

(乙级写字楼区域)到成熟商务区(甲级写

字楼区域)的过渡。考虑到望京毗邻机

场的区位优势以及大望京CBD的宏伟

规划，其有望继续吸引一系列涉足互联

网、高科技以及制造领域的跨国公司在

此设立总部。因此，我们对该区域中长

期发展继续持乐观态度。

市场展望
2014年下半年，北京甲级写字楼市场

的供应量将有所上涨，共计六个项目将

相继入市，为市场带来42.8万平方米新

增供给。这将缓解过去三年年均供应量

仅18.9万平方米之供不应求的状况。此

外，届时本地市场将迎来两个国际甲级

写字楼入市——位于中关村的融科资讯

中心B座和位于望京的浦项中心。

然而，新增供给中位于CBD、中关村和

金融街等核心商务区的面积仍然较为有

限，预计将仅有约半数的新增供给（23

万平方米）位于核心区域。鉴于核心商

务区预计仍然是不断增长的需求的首

选，区域内大部分新增供给将会很快被

市场吸纳，从而令空置率大体维稳。有

鉴于此，核心商务区的业主较之租户仍

然有较强的议价能力，支撑2014年下半

年租金保持稳定。

事实上，需求的增长（尽管尚不及2010

年至2012间强劲）已在今年年内即将

入市的新项目的预租率中得到体现。譬

如，位于中关村区域的中关村互联网金

融中心和融科资讯中心B座，以及位于

望京区域的银峰SOHO等均取得了20%

至50%的较高预租率。因此，截至2014

年底，全市空置率预计仅会小幅上涨至

5%左右，仍为全国最低水平；同时，全

市租金水平预计将在现有高位运行直至

2015年后迎来新一轮供给高峰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