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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三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需求活跃，租金指数在连续四个季度下跌后首次录得环比
上涨。

 2017年第三季度，北京甲级办公
楼市场共有两个新项目竣工交付，为
市场带来10万平方米办公面积，将北
京全市甲级写字楼存量增至1,030万平
方米（含自用面积）。

  第三季度，尽管有新项目入市，但
在活跃租赁需求的带动下，其中不乏
来自IT及高科技和金融公司的大面积成
交，使北京甲级办公楼市场整体空置
率环比下降1.0个百分点至5.5%，同比
上升0.6个百分点。

  金融街、中关村核心区域空置率
较低，加之日益成熟的望京、亚奥非
核心商务区租金进一步增长，抵消了
CBD等部分区域租金下滑的影响。全
市甲级办公楼平均租金指数在连续四
个季度下跌后首次录得环比上涨0.2%
，但同比仍然下降0.3%。全市平均租
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38.2元。

  预计2017年第四季度，北京甲级
办公楼市场还将迎来三个新项目的入
市，届时将带来约19万平方米的新增
办公面积。

“随着明年新一轮供应高峰的
到来，租金仍将面临长期下行压
力。”熊志坤，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
咨询部

图片:  恒毅大厦，亚奥



02  

市场简报 | 北京写字楼 2017年11月

供应量，净吸纳量及空
置率
2017年第三季度，北京甲级办公
楼市场共有两个新项目竣工交付，
分别是位于崇文门的哈德门广场东
塔和位于亚奥区域的恒毅大厦，
为市场带来100,000平方米办公面
积，推高全市甲级写字楼存量至
1,030万平方米（含自用面积）。

尽管有新增项目入市，但在活跃
租赁需求的带动下，其中不乏来自
IT及高科技和金融公司的大面积成
交，使北京甲级办公楼市场整体空
置率环比下降1.0个百分点至5.5%
，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 

在互联网经济的孕育下，以电商
为代表的传统科技企业继续保持扩
张步伐。同时，以科技为驱动力
的TMT行业（通讯、媒体、电信）
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行业快速成
长，后者主要以初创型企业为主。
例如：阿里巴巴在位于望京的金
辉大厦承租近28,000平方米的办
公面积；今日头条在位于中关村的
卫通大厦扩租约5,000平方米的办
公面积；依图科技在位于中关村的
融科资讯中心新租700平方米的办
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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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017年第
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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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增供应，2017年第三季度

项目名称 商务区 等级 写字楼建筑面积
（平方米） 租售策略

哈德门广场东塔 其他 甲级 25,000 出租

恒毅大厦 亚奥 甲级 75,000 出租

租户 行业 国籍 项目 商务区 租赁面积 
(平方米)

阿里巴巴 IT及高科技 内资 金辉大厦 望京 28,000

泰康保险集团 金融 内资 哈德门广场东塔 其他 7,000

今日头条 文化传媒 内资 卫通大厦 中关村 5,000

中植集团 金融 内资 保利国际广场 望京 5,000

埃森哲 专业服务 外资 环球金融中心 CBD 4,000

北京东方瓦力机器人 IT及高科技 内资 浦项中心 望京 2,300

表 2

主要租赁成交案例，2017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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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
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金融业正经
历一场“金融科技”的浪潮，逐
渐从互联网金融向更广泛和丰富的
方向发展。本季度，以移动支付等
为代表的金融科技类公司表现活
跃。例如：北京钱方银通科技有限
公司在望京SOHO租赁1,800平方

米的面积；北京中数智汇在中关村
的资本大厦新租1,080平方米的办
公面积。

同时，保险、投资、基金类等传统
金融企业依旧保持活跃需求，主要
以内资公司为主。例如：泰康保险
在哈德门广场东塔新租7,000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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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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一
季度-2017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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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CBD CBD周边 燕莎 东二环

东长安街 金融街 中关村 望京 亚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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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
三季度与2017年第二季度Figure 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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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办公面积；中植集团在望京的
保利国际广场租赁三个整层的办公
面积；北京华富嘉辰投资基金在国
贸三期B座承租2,000平方米。

在共享经济的趋势下，联合
办公模式持续在全市扩张。例
如：Wework望京店于8月正式开
业，这也是Wework在本市的第三
家门店；氪空间分别在位于CBD
区域的佳兆业广场和海航实业大厦
新租5,000和2,000平方米的办公
面积；裸心社在蓝色港湾租赁独栋
商业。

租金
金融街、中关村核心区域写字楼空
置率较低，加之逐渐成熟的望京、
亚奥非核心商务区的租金进一步增
长，抵消了CBD等部分区域租金下
跌的影响。第三季度，全市甲级办
公楼平均租金指数在连续四个季度
下跌后首次录得环比上涨0.2%，
但仍同比下跌0.3%。全市平均租
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38.2
元。

各商务区租金与空置率
核心商务区
CBD及其周边空置率环比分别下降
1.8和0.9个百分点至5.0%和8.2%
。CBD及其周边区域平均租金指
数分别环比下跌0.3%和0.2%，平
均租金分别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377.3元和297.4元。

目前，位于CBD核心区的中国人寿
金融中心、正大中心和三星大厦均
已陆续启动预租工作，超高规格的
建筑标准和高科技的应用吸引了同
业及租户的目光。随着新项目交付
时间的临近，现有项目业主也愈加
感受到租赁压力，纷纷开展楼宇升
级改造，以此提升租户入驻感受，
挽留现有租户。例如，距离核心区
较近的嘉里中心计划安装PM2.5空
气净化装置，环球金融中心正进行
停车场及公共区域的改造，华贸中
心也已开展停车场改造和老旧机电
设施的更新换代，此外还包括国际
财源中心、博瑞大厦等。但由于原
有建筑的限制，老旧楼宇的设备设
施改造也存在一定困难。

除了硬件的提升，业主也积极从软
实力方面提升项目竞争力，例如：
中粮广场于近期上线其研发的智
慧办公空间服务系统Coff ice。另

外，环球金融中心也正在研发自
己的App软件，增强租户办公与
生活的全新体验。

供不应求的金融街区域空置率为
2.0%，与上季度持平；平均租金
指数环比上涨0.9%，平均租金为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552.4元。
位于金融街区域的国旅长安大厦
目前正处于改造阶段，未来将有
25,000平方米的少量供应入市。
作为承接金融街外溢需求的丽泽
商务区正加紧建设中，但短期来
看还不具备承接能力。

得益于科技公司的扩张需求，中
关村区域空置率环比下降0.5个
百分点至2.4%。一些科技企业仍
有进一步扩张计划，如今日头条
等。部分业主提高租金报价，使
平均租金指数环比上涨0.6%，平
均租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276.7元。 

非核心商务区
由于平安国际金融中心业主将楼
内剩余空置面积全部自用，因此
燕莎区域整体空置率继续环比下
降0.9个百分点至5.7%。但其他项
目的租赁成交活跃度有所下降，
部分业主下调租金，令整体租金
指数小幅下降0.2%，平均租金为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97.9元。

得益于阿里巴巴在金辉大厦的大
面积成交，以及其他项目也录得
活跃成交，令望京区域空置率大
幅下降7.4个百分点至3.6%，平均
租金指数环比上升0.9%，平均租
金为人民币256.9每平方米每月。
鉴于目前较低的空置水平，部分
业主也提高租金预期。融新科技
中心将于年底前交付使用，计划
于明年入市的美瑞泰富大厦已开
始预租。

亚奥区域需求较为活跃，外运大
厦由于上季度签约中兴通讯，本
季度陆续吸引中兴子公司搬迁。
但恒毅大厦项目的入市，仍使得
亚奥区域空置率环比上升2.9个百
分点28%。平均租金指数环比上
升0.8%，平均租金达到人民币每
平方米每月336.0元。
 
东二环、东长安街整体需求保持
稳定。位于东长安街以南的哈德
门广场东塔于本季度正式交付，

目前入住率已达80%，已签约如
泰康保险、黄河财产保险等内资金
融公司。

市场展望
2017年第四季度，预计北京全市
甲级写字楼市场将有三个新增项目
入市，分别为：融新科技中心、
中融信托广场及中海国际中心。另
外，位于丽泽商务区的晋商联合大
厦和聚杰金融大厦将作为该片区的
首批入市项目面世。

但今年8月，环保局印发《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要求采暖季期间，北京城六区、
近郊及远郊十区道路、水利工程等
土石方作业和房屋拆迁施工均需停
工，以及对建材行业实施错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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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

项目名称 中海国际中心

区域 亚奥

业主 中海地产

楼层 地上20层

办公面积 48,800平方米

标准层面积 1,60 0平方米

净高 2.8米

预计入市时间 2017年第四季度

表 3
未来项目聚焦，2017年第四季度

产。“停工令”的实施将影响在建
房地产工程进度，或导致上述部分
项目延期入市。

由于停工令带来的项目延期交付，
预计租金短期将保持平稳，但随着
明年新一轮供应高峰的到来，租金
仍将面临长期下行压力。

随着智能化、人性化生活办公理念
的兴起，传统写字楼空间将面临创
新升级。一方面，业主更加注重提
升办公空间的便捷度和舒适度。另
一方面，面对高昂的租金水平，租
户将进一步追求空间利用率和灵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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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租金：租金系位于项目中区约500平方米、拥有清晰视野、三年租赁期的写字楼单元租金，以建筑面积计算的估计有效净租金。

租金指数：反映一定时期内租金水平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