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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CBD区域迎来近三年来首个可租赁项目入市，由此推升全市整体空置率至4.4%；同时由
于业主面对疲软需求下调租金，净有效租金继续小幅下跌。

 第四季度，一个新项目——写字楼
建筑面积为15万平方米的财富金融中心
正式交付使用，令甲级写字楼可租赁存
量增至934万平方米。

  受益于新项目吸纳的预租面积，第
四季度全市净吸纳量为5.4万平方米。
然而前三季度疲弱的吸纳状况导致全年
净吸纳量仅为5.8万平方米，系过去十
年最低值。

  尽管现有项目空置率大体维稳，但
大体量的新增项目入市促使全市整体空
置率环比攀升0.9个百分点，至4.4%。

 甲级写字楼租金连续第三个季度下
滑，环比下跌0.6%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
币313.0元，同比下降1.6%。

 2014年预计将有九个项目竣工入
市，为市场新增近60万平方米可租赁供
给。届时，持续上涨的全市整体空置率
及业主间竞争的加剧预计将迫使租金继
续下跌至少2%。

“在高位运行的租金、放缓的本
地经济及疲软的扩租及新租需
求的共同作用下，2013年全市净
吸纳量跌至近十年最低值。” 王
琼，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片：侨福芳草地，CBD周边，朝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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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2013年第四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市场
迎来一个项目——暨CBD区域2011年以
来的首个可租赁项目正式交付使用。该
项目为写字楼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
财富金融中心，系一国际甲级写字楼。
尽管如此，2013年全年可租赁供给合计
不足20万平方米，为过去十年次低值。

鉴于多数企业面对搬迁及办公面积扩
张等招致不菲资本支出的活动仍持谨慎
态度，续租仍为市场租赁活动的主流。
由此，2013年全市净吸纳量累计值从
2010年至2012年间的年均70.5万平方米
跌至5.8万平方米。

尽管一大体量项目入市，但北京甲级写
字楼全市整体空置率仍为中国大陆城市
最低水平，季内近八成甲级写字楼出租
率超过95%。

供应量，净吸纳量及空置
率
2013年第四季度，一个新项目——财
富金融中心(FFC)正式交付使用，为市
场带来15万平方米写字楼可租赁供给，
令北京甲级写字楼可租赁存量增至93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2%。尽管如此，

鉴于2013年全年新增供给仅为19.9万
平方米，为过去十年次低水平，市场继
续面临新增供给有限及空置面积紧俏
的境况。

财富金融中心(FFC)
财富金融中心又名为财富中心三期，
系香江国际中国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一

国际甲级写字楼，并于2013年十月正
式交付使用。该项目写字楼建筑面积为
15万平方米，系CBD区域过去三年来
入市的首个可租赁项目。鉴于其核心的
区位及高品质的交付标准，财富金融中
心迎来了数个大面积预租租户，譬如汇
丰银行、星展银行、鼎晖投资及忠旺
集团等。

受益于上述租户在新项目的预租，全市
净吸纳量由上季度退回市场1.8万平方
米(-18,000平方米)升至本季度的5.4万
平方米。而2013年全年净吸纳量累计为
5.8万平方米，仅为全年新增供给的29%
系近十年最低净吸纳水平。

本地甲级写字楼市场大量租约于租金快
速增长的2010或2011年签订，鉴于多
数租约租期为三年，大量租约开始陆续
到期。多数租户考虑到本地市场可租赁
面积选择有限、业主愿意对优质租户提
供低于市场租金的续租租金，加之企业
面对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倾向避免搬迁带
来的额外装修成本等因素，因而选择在
原址续租。其中位于CBD、燕莎及金融
街等核心商务区的若干优质写字楼近期
租约到期的租户续租率超过80%。

金融、制造、IT及高科技以及专业服务
企业为本季度需求的主要驱动力，其需
求合计占在录成交的逾80%。尽管本季
度内资企业继续主导需求，但较之过去
三个季度，外资企业占在录成交的比例
有所上升，达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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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方米)

2013年第四季度 9,335,000 4.4 54,000 150,000 313.0

环比 (%/百分点) +1.6 +0.9 - +206.0 -0.6

同比 (%/百分点) +2.2 +1.4 +1.7 +135.1 -1.6

表 1
北京市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关键指标，2013年第四季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

租户 项目 区域 租赁面积
(平方米)

卡特彼勒 利星行中心 望京 20,000

新浪 理想国际大厦 中关村 8,000

三星投资 京汇大厦 CBD 5,800

阳光保险 昆泰国际大厦 CBD周边 4,000

李斯特内燃机 佳程广场 燕莎 2,300

住友制药 来福士广场 东二环 2,200

表 2
主要续租成交案例，2013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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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013年
有限供给加之疲软的需求致使全市净吸纳量跌至近十年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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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整体空置率环比增长0.9个百分
点，至4.4%，这主要由于新项目的预
租率相对较低。尽管如此，北京甲级写
字楼空置率仍为中国大陆城市最低水
平，从而令众多租户除却续租无其他选
择余地。

租金
众多业主继续提供租金折扣或更长的
免租期以吸引新租户及挽留现有优质租
户，从而导致北京甲级写字楼净有效租
金连续第三个季度呈下跌趋势，环比下
滑0.6%，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313.0
元，同比下降1.6%。

北京东部市场1继续引领租金下跌，其中
CBD及其周边区域租金降幅最为显著，

1　东部市场包括CBD、CBD周边、燕莎、东长安街
及东二环区域。

达到1.6%。反之，西部市场2租金继续
保持稳步增长，其中全市租金最高的金
融街区域及租金最低的中关村区域租金
分别环比增长1.4%及1.8%。

各商务区平均租金与空置
率
传统商务区
第四季度，CBD迎来近三年来首个可租
赁供给，加之大量租约到期，迫使业主
提供租金激励以挽留租户，导致CBD
租金环比下跌1.6%，至每平方米每月人
民币355.7元，同比下跌6.2%。鉴于新
入市的财富金融中心(FFC)出租率相对
较低，CBD空置率环比攀升4.6个百分
点，至7.0%，同比增长4.5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其他现有项目出租率大致保
持稳定。

2　西部市场包括金融街及中关村。

各子市场中，就租金及出租率而言金融
街区域继续保持最为卓越的表现，这主
要得益于该区域持续的供给短缺加之内
资金融企业的强劲需求。第四季度，金
融街平均租金环比增长1.4%，至每平方
米每月人民币503.1元，同比上涨13.9%
而空置率则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至
0.4%的全市最低值。

新兴区域
过去几个季度以来，由于传统商务区业
主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租金策略，新兴商
务区渐次丧失了租金优势。因此，第四
季度，新兴商务区租金连续第三个季度
下降，环比下跌1.2%，至每平方米每
月人民币254.8元，同比下滑1.2%。与
此同时，由于核心商务区部分业主提供
高达10%至30%的续租租金优惠，考虑
到搬迁带来的相关成本以及员工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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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一季度
~2013年第四季度
东部市场租金继续下跌，而西部市场租金保持稳定。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

图 3
北京市各商务区平均租金与空置率，2013
年第三季度对比第四季度
除却CBD，多数商务区空置率保持稳定或得到改善。

租户 项目 区域 租赁面积
(平方米)

人人网 鹏润大厦 燕莎 7,000

中水电集团租赁控股 汉威大厦 CBD 2,600

史赛克 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燕莎 2,500

民生金融租赁 远洋光华国际 CBD 2,500

北京银行 国贸大厦 CBD 2,100

华庄迈斯林联合咨询 东方广场 东长安街 1,700

项目 入市时间 商务区 可租赁面积
(平方米)

自用面积
(平方米)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中心 Q1 中关村 51,000 -

远洋国际中心二期1座 Q1 CBD周边 33,000 -

远洋国际中心二期2座 Q1 CBD周边 22,000 -

浦项中心 Q4 望京 89,000 15,000

融科资讯中心B座 Q4 中关村 58,000 -

银峰SOHO3座 Q4 望京 124,000 -

光华路SOHO2号 Q4 CBD 63,000 -

金融街E9 Q4 金融街 57,000 -

金融街E9A/B Q4 金融街 74,000 -

表 3
主要新租(包括搬迁)成交案例，2013年第四季度

表 4
未来新增供给，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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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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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展望
2014年供给量的攀升将为全市整体出租率及租金带来下行压力。

■  过去三年供不应求的市场状
况(年均供给量仅为18.9万平方
米)将从2014年伊始得到改善，
预计将有九个项目交付使用，为
市场新增57.1万平方米写字楼面
积。其中六成供给将位于东部

市场，而望京区域则将占供给总量的
近40%。

■  鉴于经济运行的持续不确定性，企
业租金预算预计仍将紧俏，对员工及办
公面积的扩张将继续保持谨慎，由此导

致需求不振。加之供给量的攀升，预计
全市整体空置率将升至5%-8%，同时业
主的租金激励措施将令净有效租金跌幅
超过2%。

意愿迁至新兴商务区的优质企业正在减
少。受此影响，新兴区域空置率环比增
长0.3个百分点，至3.0%。

第四季度，望京区域租金过去三年半以
来首次下跌，环比下降2.9%至每平方米
每月人民币228.4元，但同比仍然增长
3.2%。未来两年望京区域年均供给量将
接近19.5万平方米，近半项目系散售项

目，届时将令市场竞争明显加剧。第四
季度，伴随部分企业搬迁至级别较低的
项目，望京区域空置率环比攀升1.2个
百分点，至1.5%，但仍系全市空置水平
次低的子市场。

尽管季内录得出租率及租金下滑，望
京区域成熟的基础设施、住宅社区及零
售氛围，加之较其他东部市场高达16%

至36%的租金优势，仍令其成为众多制
造、IT及高科技以及电信企业最为青睐
的商务区之一。其中季内美国IT及高科
技巨擘惠普在望京区域一在建项目预租
约5万平方米面积即为佐证。待项目竣
工后，该公司预计将于2016年从CBD区
域迁至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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