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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四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市场迎来大规模新增供应，主要集中于非核心及新兴商务
区，并使全市空置率大幅攀升至7.6%。

 2017年第四季度，北京甲级写字
楼市场共有五个新项目竣工交付，为
市场带来约45.3万平方米办公面积，
并将全市甲级写字楼存量推升至1,074
万平方米（含自用面积）。

  本季度，全市甲级办公租赁需求保
持旺盛，在新项目入市的带动下，租
赁需求得到释放。

  丽泽商务区首批项目的集中入市，
令全市空置率水平环比上升2.0个百分
点至7.6%。

 鉴于活跃的市场需求，全市甲级写
字楼租金指数继续回升，环比和同比
分别上涨1.3%和1.1%；全市平均租金
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40元。

  预计2018年第一季度，全市甲级
写字楼市场将有两个全新项目入市，
合计带来11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

“2018年，预计CBD核心区及
丽泽商务区将成为写字楼新增
供应的主要来源，而北京市政
府外迁通州的带动效应将加
快北京写字楼市场新格局的形
成。”熊志坤，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
咨询部

图片: 聚杰金融大厦，丽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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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2017年第四季度，随着供应小高
峰的到来，全市甲级写字楼整体空
置率环比上升2.0个百分点至7.6%
。今年以来，租赁需求有所回升，
其中科技行业的租赁需求尤为活
跃。稳定的租赁需求带动全市平均
租金连续两个季度录得环比上涨，
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40元。

2017年全年，北京甲级写字楼市
场共迎来14个新增项目，合计带
来约81.9万平方米的办公面积，
为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其中，
超过一半新增供应将位于非核心商
务区。目前，全市甲级写字楼存量
增至1,074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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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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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增供应，2017年第四季度

项目名称 商务区 等级 写字楼建筑面积
（平方米） 租售策略

中海国际中心 亚奥 甲级 48,800 出租

融新科技中心 望京 甲级 115,700 出租

晋商联合大厦 丽泽 甲级 36,000 出租

聚杰金融大厦 丽泽 甲级 125,000 出租

汇亚大厦 丽泽 甲级 126,800 出租

租户 行业 国籍 项目 商务区 租赁面积 
(平方米)

中石油 能源化工 内资 恒毅大厦 亚奥 67,000

谷歌 IT及高科技 外资 中海国际中心 亚奥 6,000

玩蟹科技 IT及高科技 内资 中海国际中心 亚奥 5,500

北京京筑梦成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IT及高科技 内资 海航实业大厦 CBD 3,800

思通运维 IT及高科技 内资 启皓北京 燕莎 2,500

乐玩游戏 IT及高科技 内资 嘉美中心 望京 2,200

表 2

2017年第四季度主要租赁成交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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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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2006年第一季度-2017年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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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商务区租金与空置率，2017年第三季度与
2017年第四季度 Figure 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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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租金指数

供应量，净吸纳量及空
置率
第四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市场迎
来大规模新增供应，主要集中于非
核心及新兴商务区，新项目包括：
位于非核心商务区的中海国际中
心（亚奥）、融新科技中心（望
京），以及位于丽泽商务区的晋商
联合大厦、聚杰金融大厦和汇亚大
厦，合计为市场带来约45万平方米
的办公面积，至此，全市甲级写字
楼存量达到1,074万平方米。

本季度，整体写字楼租赁需求保
持旺盛，在新项目入市的带动
下，租赁需求得到释放。然而，
作为新兴市场之一的丽泽商务区
于本季度迎来首批三个新项目的
集中入市，从而拉高了全市空置
率，环比明显上升2个百分点至
7.6%。若将丽泽商务区除外计
算，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仍继
续环比下降，保持在5.1%的低位
水平。

伴随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的行业发
展趋势，科技行业需求表现尤为活
跃。走在技术创新最前沿的科技巨
头企业也从未停下扩张的步伐，
如：谷歌在位于亚奥区域的中海国
际中心承租6,000平方米的办公面
积；另外，谷歌宣布将亚洲首个AI
中心落户中国北京，目前正积极选
址当中。

初创科技企业在获得融资后迅速
成长，在办公面积和品质上均面临
升级需求，选址倾向于中关村、
亚奥和望京等区域市场，如：专注
于移动互联网游戏产品开发与运
营的北京玩蟹科技有限公司在中海
国际中心承租了5,500平方米的办
公面积。

金融、专业服务、能源化工等行业
依然是办公面积需求的主要来源之
一。中石油在位于亚奥的恒毅大
厦租赁约67,000平方米的办公面
积；福建富春投资有限公司在位于
亚奥的外运大厦租赁约1,170平方
米的办公面积。

鉴于活跃的写字楼租赁需求和稳定
的租金回报，各路资本积极购买具
备改造潜力的商业或酒店项目进行
改造，未来将陆续进入写字楼市
场。本季度，位于建国门的W酒店
被大悦城地产以19.8亿元出售予
某内资基金公司，未来计划改造成
写字楼项目；此外，位于王府井的
银泰in88也计划将部分楼层重新
规划并改造成办公用途。

由于金融街、中关村区域新增供
应不足，部分有扩张、升级、整合
需求的企业外溢至望京和亚奥区
域。另外，为满足本区域租户的租
赁需求，金融街及中关村部分老
旧办公项目计划实施改造升级以提
升品质。

租金
鉴于活跃的市场需求，全市甲级办
公楼平均租金指数继续回升，环比
和同比分别上涨1.3%和 1.1%；
平均租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340元。注：丽泽商务区暂无历史走势数据，因而未在本季度图表中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注：丽泽商务区暂无历史走势数据，因而未在本季度图表中显示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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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咨询部

表 3
未来项目聚焦，2018年第一季度

各商务区租金与空置率
核心商务区
鉴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成熟的商务
氛围，CBD区域始终是成交最为
活跃的区域之一。CBD及其周边
空置率环比分别下降1.0和0.7个百
分点至4.0%和7.3%，平均租金分
别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75元
和298.2元，租金指数分别环比下
跌0.2%和环比上涨0.2%。

CBD核心区首批启动预租的项目
现已与多个大面积客户达成初步签
约意向，多为整合搬迁和扩租需
求，预计现有项目在未来将出现一
定程度的面积空置，并给租金带来
下行压力。

金融街区域需求保持稳定，空置率
继续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至1.7%
。平均租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月570.9元，租金指数环比上涨
3.4%。现为工商银行整栋自用的
中海地产大厦，将于明年3月工商
银行租约到期搬迁后进行升级改
造，并预计于6月重新交付使用，

项目名称 中融信托广场 中航资本大厦

  

区域 其他 （三元桥） 望京

业主 中融长河资本 中航投资控股

楼层 地上7层 地上34层

办公面积 30,700平方米 79,900平方米

标准层面积 3,000-4,000平方米 1,972平方米

净高 3.2米 3.0米

预计入市时间 2018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这将为金融街区域市场带来较大体
量的空置压力。

中关村区域空置率环比下降0.2个
百分点至2.2%，仅次于金融街。
由于甲级写字楼空置面积有限，
企业尝试在乙级项目寻求扩张面
积。今年以来，中关村区域新增租
户中金融、专业服务类租户比重大
幅上升，租户结构由之前的IT及高
科技占主导向更加综合的方向过
渡。由于金融、服务类租户承租能
力更强，带动平均租金水平稳步
提升，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月282.2元，租金指数环比上涨
1.8%。

非核心商务区
本季度，燕莎区域写字楼空置率
环比下降0.9个百分点至4.8%，平
均租金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05
元，租金指数环比上涨2.2%。作
为区域内标杆项目，启皓北京自去
年入市以来入住率稳步提升，成交
租金远高于区域平均水平，并且租
金增幅快于其他项目，这表明优质

租户较以往更加注重项目品质，并
愿意为此付出更高的租金成本。

东长安街需求保持稳定，空置率
环比小幅下降0.3个百分点至5.5%
。平均租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月295.7元，租金指数环比上涨
1.4%。根据北京市属行政单位迁
往通州的计划安排，北京市政法委
将于2018年从民生金融中心E座退
租，目前业主正积极寻求有大面积
需求的客户。

第四季度，融新科技中心项目的交
付使望京区域空置率环比上升9.2
个百分点至12.7%。但鉴于旺盛的
租赁需求，该项目在预租阶段就已
锁定了多个优质大面积客户。此
前，阿里巴巴在金辉大厦的大面积
承租使区域空置率显著下降，在此
情形下，业主主动提高报价。第四
季度，望京区域平均租金为人民币
每平方米每月260元，租金指数环
比上涨2.8  %。
 
在近期多个新项目接连入市的节奏
下，亚奥区域成交相当活跃，其中
中石油在恒毅大厦的大面积承租以
及其他多个大面积客户的成交，使
空置率环比大幅下降14个百分点
至14.0%。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月338.3元，租金指数环比
上涨2.6  %。

新兴商务区
第四季度，作为新兴市场之一的
丽泽商务区迎来首批三个新项目入
市，但由于商务氛围尚未形成，
加之交通及周边配套有待完善，因
此对企业吸引力有限，项目预租
率较低。未来地铁14号线计划将
于2019年开通，这将带动企业搬
迁意愿。

市场展望
预计2018年第一季度，全市甲级
写字楼市场将迎来两个新增项目入
市，分别为位于三元桥的中融信托
广场和位于望京的中航资本大厦。

预计2018年全年，北京全市甲级
写字楼市场将拥有近200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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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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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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增供应，这也将继续推高整体
空置率，同时平均租金或面临下行
压力。为应对压力，部分业主选择
调整交付时间，避免供应集中入市
所带来的直接竞争。CBD核心区
及丽泽商务区将成为市场新增供应
的最主要来源，加之在北京市政府
外迁通州的带动效应下，北京写字
楼市场新格局将被加快形成。

由于核心区域空置位于低位且租
金居高不下，因而有扩张需求的
客户将选址范围扩大至望京、亚
奥等非核心区域，部分租金预
算有限的租户选择落户丰台科技
园、上地等产业园区，随着更多
租户的聚集，将加速当地商务氛
围的成熟，未来北京写字楼市场
将更加多元化。

12月1日，央行、银监会发布新规
整顿现金贷业务，严格规范网络小
额贷款公司管理，逐步压缩公司存
量业务，并加大对各类违法违规机
构处置力度，预计明年此类企业将
出现一定数量的退租，业主也将加
大此类租户的审核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