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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受新增供给不足的影响，本季度甲级写字楼租金降幅收窄至近四个季度的最低水平。同
时，由于近期新入市项目的空置面积被市场加速消化，全市整体空置率进一步下降。

 第一季度没有新项目交付使用，甲
级写字楼可租赁存量稳定在934万平方
米。但预计三个目前已实现高预租率的
项目将在未来三个月内进入市场。

  第一季度，尽管市场需求主要来自
于迁址与续租，全市净吸纳量累计仍达
到5.4万平方米，与前一季度及2013全
年的净吸纳量相比基本持平。

  由于两个近期新入市的项目之空置
面积被市场进一步吸收，全市整体空置
率环比下降0.5个百分点，至3.9%，同
比上涨1.2个百分点。

  甲级写字楼净有效租金连续四个季
度下滑，环比下降0.4%至每平方米每月
人民币311.5元，同比下降2.4%。

  2014年预计将有八个项目交付使
用，为市场新增48.4万平方米可租赁供
给。但其中仅有不足一半的项目位于核
心区域。有鉴于此，至2014年底，全
市整体租金下降幅度应在2%以内，同
时空置率小幅攀升至5%-7%。

“由于未来三个季度核心区域的
供给有限，甲级写字楼租金预计
将在现有水平浮动。” 王琼，第一太
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片：嘉里中心，CBD，朝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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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量，净吸纳量及空置

率

2014年一季度没有新项目入市，甲级写

字楼市场可租赁存量稳定在934万平方

米。虽然位于中关村的中关村互联网金

融中心与位于CBD周边区域的远洋国际

中心二期（1座、2座）已从周边项目吸

引来若干高品质租户并录得了较高的预

租率，但是这些项目的交付日期仍被推

迟至下一季度。

虽然春节长假期间传统写字楼市场淡

季致使第一季度询问量降低，但是若干

大宗租赁交易在本季度内完成，支撑

第一季度总体租赁成交量保持稳定。因

此，2014年第一季度净吸纳量达到5.4

万平方米，与迎来一大体量项目入市的

上个季度持平，且几乎达到2013年全年

的净吸纳量。本季度，租赁形式主要集

中于迁址和续租。与2010至2012年期

间相比，新租和扩租需求相对疲软。

金融、制造、IT及高科技、专业服务、

综合性集团以及文化传媒公司为本季度

需求的主要动力，其需求合计占在录成

交总量的70%以上。季内，内资企业继

续主导需求，其需求合计占在录成交总

量的七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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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整体空置率环比下降0.5个百分

点，至3.9%，同比增长1.2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北京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仍

系中国大陆城市的最低水平。这主要得

益于在过去一年中新入市的财富金融中

心与润世中心的空置面积被市场逐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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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第一季度 9,335,000 3.9 54,000 - 311.5

环比 (%/百分点) - -0.5 - - -0.4

同比 (%/百分点) +2.2 +1.2 +80.9 - -2.4

表 1
北京市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关键指标，2014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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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租/续租/
扩租

建设投资银行 民生金融中心 东长安街 20,000 新租

高通 环球贸易中心 北三环 18,000 新租

三星电子 财富金融中心 CBD 17,000 新租

新华网 中海地产广场 南二环 16,000 新租

陌陌软件 银峰SOHO 2座 望京 5,700 新租

宝马 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燕莎 4,000 新租

宏基电脑 人济大厦 望京 4,000 续租

美国友邦保险 国际财源中心 CBD 3,200 续租

资生堂 乐成中心 CBD周边 2,600 新租

华夏幸福基金 佳程广场 燕莎 2,200 新租

表 2
主要租赁成交案例，2014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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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
季度
本季净吸纳量与去年全年净吸纳量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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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本季度超过八成的甲级写字楼录得

95%以上的高出租率。

租金

甲级写字楼净有效租金连续四个季度下

滑，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311.5元，

环比与同比分别下降0.4%与2.4%，但

仍系大陆地区最高租金水平。然而，由

于业主连续数个季度下调租金后市场需

求渐趋于稳定，加之有限的新增供给，

租金降幅较之上个季度进一步收窄0.2

个百分点。

东部市场1的租金继续小幅下跌，其中

两个本市最早形成的写字楼区域——东

长安街与燕莎区域租金跌幅最大，分别

为2.3%与0.8%。这主要由于这两个区域

1　东部市场包括CBD，CBD周边，燕莎，东二环以
及东长安街区域

的业主试图通过提供租金折扣来吸引新

租户和挽留现有优质租户以维持高出租

率。与此相反，西部市场2的租金则保持

稳定，其中金融街区域及中关村区域的

租金水平分别增长0.1%和0.3%。

各商务区平均租金与空置

率

传统商务区

主要由于上季度进入市场的财富金融中

心之空置面积被市场加速消化，CBD

区域空置率环比下跌1.4个百分点，至

5.6%，同比增长3.5个百分点。于此同

时，CBD区域租金环比下跌0.6%，至每

平方米每月人民币353.2元，系过去五

个季度以来的最小跌幅。鉴于位于CBD

区域的光华路SOHO二号与位于CBD周

2　西区市场包括金融街（BFS）与中关村（ZGC）

边区域的远洋国际中心二期（1座及2

座）预计将于未来九个月内进入市场，

多数CBD区域的业主决定保持与上一季

度相同的租金甚或小幅降租以挽留老租

户和签约新客户。

有限的供给与国内金融企业稳定的需求

使得金融街区域继续保持全市最高的租

金水平与出租率。尽管如此，鉴于适逢

传统的租赁市场淡季，加之区域内的锦

什坊街柒号项目(金融街 E9项目）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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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
尽管租金继续下跌，租金降幅进一步收窄。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

图 3
各商务区平均租金与空置率，2013年第四
季度对比2014年第一季度
多数子市场的出租率保持稳定或得到进一步提升。

项目 竣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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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中关村 51,000 -

远洋国际中心二期1座 Q2 CBD周边 33,000 -

远洋国际中心二期2座 Q2 CBD周边 22,000 -

锦什坊街柒号项目(金融街E9) Q3 金融街 59,000 -

浦项中心 Q4 望京 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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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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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110 

160 

210 

260 

310 

Q
1 

Q
2 

Q
3 

Q
4 

Q
1 

Q
2 

Q
3 

Q
4 

Q
1 

Q
2 

Q
3 

Q
4 

Q
1 

Q
2 

Q
3 

Q
4 

Q
1 

Q
2 

Q
3 

Q
4 

Q
1 

Q
2 

Q
3 

Q
4 

Q
1 

Q
2 

Q
3 

Q
4 

Q
1 

Q
2 

Q
3 

Q
4 

Q
1 

Q
2 

Q
3 

Q
4 

Q
1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Q
1/

20
00

 =
 1

00
 

全市 CBD CBD周边 燕莎 东二环 
东长安街 金融街 中关村 其他 

RentVacChartCN

Page 1

0% 

2% 

4% 

6% 

8% 

10% 

12%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CBD CBD周边 燕莎 东二环 东长安街 金融街 中关村 其他区域 

人
民
币

/平
方
米

/月
 

Q4/13 租金 (左轴) Q1/14 租金 (左轴) Q4/13 空置率 (右轴) Q1/14 空置率 (右轴) 

全市平均租金 



市场简报 | 北京写字楼

04  

2014年4月

入预租阶段，并计划在第三季度正式

交付使用，季内绝大多数业主决定通过

维持前季租金水平来争取优质租户。由

此，金融街的租金水平稳定在每平方

米每月人民币503.6元，同比上涨9.7%

；同时，空置率微升0.1个百分点，至

0.5%。

中关村区域租金于本季度超过望京区

域，达到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225.7

元，环比上涨0.3%，同比上升5.0%。这

主要是由于区域内IT与高科技以及新兴

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优异的市场表现带来

稳健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中关村区

域空置率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至2.2%

，仅次于金融街与东长安街区域，居全

市第三低值。

新兴区域3

受东部传统商务区业主纷纷降低租金以

应对放缓的需求影响，新兴商务区租金

环比下跌0.2%，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253.7元，同比下滑2.6%。与此同时，

新兴区域写字楼空置率环比增长0.3个

百分点，至3.3%，同比上升0.8个百分

点。尽管如此，新兴商务区较之东部传

统商务区所享有的4%至28%的租金折

3　新兴市场包括望京区域，亚运村区域，北三环区
域以及南二环区域等。

扣吸引了一批IT与高科技、电信以及文

化传媒类企业搬迁入驻。譬如美国电信

巨头高通于本季度从CBD搬迁至北三环

区域的环球贸易中心，共计承租1.8万

平方米。

目前，位于望京区域的银峰SOHO 1-3

座（1座与2座系散售项目，3座由业主

自持）与浦项中心均已进入预租阶段并

将于未来三个季度内交付使用，为市场

带来约40万平方米的可租赁面积。短期

内望京区域的大量新增供给，加之CBD

区域与燕莎区域等传统商务区下跌的租

金，迫使望京区域的业主不得不提供租

金折扣或更长的免租期来挽留现有客户

并争夺潜在的新客户。

因此，望京区域租金与出租率在第一季

度均出现下降。租金连续两季度出现下

滑，环比下降1.8%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

币224.6元，同比下降1.6%。同时，空

置率环比上升1.1个百分点至2.6%，同

比上升2.1个百分点，系过去七个季度

以来的最高空置水平。

表 4
未来项目聚焦 – 远洋国际中心二期 (1座及2座)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

位置 东四环中路58号 朝阳区

开发商 远洋地产有限公司

办公建筑面积
1座: 33,000平方米
2座: 22,000平方米

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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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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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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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展望
西部市场租金将继续保持稳定，而东部市场由于空置率的上行压力，租金水平将
继续小幅下跌。

■ 未来三个季度，北京甲级写

字楼市场的供应量将有所上涨，

共计八个项目将相继入市，为市

场带来48.4万平方米新增供给，

并令市场总存量扩大5.2%。其

中位于中关村区域的融科咨询中

心B座与望京区域的浦项中心两

个国际甲级写字楼项目的入市将

为这两个区域市场的整体品质带

来一定提升。新增供给中，仅有

48%的面积将位于CBD、金融街

与中关村等核心商务区。

■ 约三分之一的新增供给将位于金融

街与中关村区域，从而缓解西部市场供

不应求的情况。未来三个季度预计西部

市场租金将保持稳定，同时空置率维持

在5%以下的低位。然而，由于疲软的

新租与扩租需求以及市场竞争加剧带来

的空置率上升，东部市场租金将继续小

幅下跌1%至2%。有鉴于此，截至2014

年底，全市甲级写字楼净有效租金降幅

将收窄至0%-2%，整体空置率则升高至

5%-7%。

■ 另一方面，由于2011年强劲的市场

需求令当年全市净吸纳量达到近80万平

方米，而标准的租赁合同租期为三年，

因此大量租约将于2014年陆续到期。

但鉴于这些租约多签订于租金水平较高

的2011年（与2009-2010年签订的租约

相比），预计届时续租租金与市场新租

租金间的差距将缩小，从而支撑未来三

个季度租金降幅进一步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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