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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8年第一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租赁需求旺盛，带动整体租金连续三季度上涨。

 2018年第一季度，北京甲级写字
楼市场迎来两个新增项目，合计为市
场带来约14.5万平方米的办公面积。
目前，全市甲级写字楼存量达到1,065
万平方米（含自用面积）。

  第一季度，办公租赁需求保持活
跃，全市空置率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
至6.8%，同比上升0.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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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和4%。全市平均租
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45.3元。

  预计2018年第二季度，北京甲级
写字楼市场将迎来四个新项目，合计
带来约22万平方米的办公面积。

“非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市
场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本季度
部分知名企业选择入驻非核心
区，有效提升区域商务氛围。”熊
志坤，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片: 中航资本大厦，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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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量，净吸纳量及空
置率
2018年第一季度，北京甲级写字
楼市场迎来两个新增项目，分别
是：位于望京的中航资本大厦和位
于三元桥区域的中融信托广场，合
计为市场带来约14.5万平方米的
办公面积。目前，全市甲级写字楼
存量达到1,065万平方米（含自用
面积）。

中融信托广场前身为太阳宫百盛
购物中心，于2016年被中融长河
资本收购后，改造为写字楼项目，
目前已吸引大众汽车入驻。中航资
本大厦的27层至43层用于集团自
用，自用面积约占45%。

2018年第一季度，办公租赁需求
保持活跃，全市空置率环比下降
0.8个百分点至6.8%，同比上升
0.7个百分点。

*2018年初我司对项目重新筛选，对不再符合甲级写字楼标准的项目进行降级，因此造成全市甲级写字楼存
量、空置率、租金的变化。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 1

供应量，净吸纳量及空置率，2006年-2018年第
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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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增供应，2018年第一季度

项目名称 商务区 等级 写字楼建筑面积
（平方米） 租售策略

中融信托广场 其他（三元桥） 甲级 65,300 出租

中航资本大厦 望京 甲级 79,900 出租+自用

租户 行业 国籍 项目 商务区 租赁面积 
(平方米)

大众汽车 制造加工 外资 中融信托广场 其他(三元桥) 不适用

小咖秀 IT及高科技 内资 中航资本大厦 望京 20,000

今日头条 文化传媒 内资 互联网金融中心 中关村 7,000

博莱克威奇 专业服务 外资 融新科技中心 望京 4,000

谷歌 IT及高科技 外资 融科资讯中心 中关村 3,450

中外建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金融 内资 双子座大厦 CBD周边 1,700

表 2

主要租赁成交案例，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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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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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2006年第一季度-2018年
第一季度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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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2

Q
3

Q
4

Q
1

Q
2

Q
3

Q
4

Q
1

Q
2

Q
3

Q
4

Q
1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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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京 亚奥 丽泽

图 3

各商务区租金与空置率，2017年第四季度与
2018年第一季度 Figure 3-CN

Page 1

0%

20%

40%

60%

80%

100%

0

70

140

210

280

350

CBD 金融街 中关村 CBD周边 燕莎 东二环 东长安街 望京 亚奥 丽泽

Q
1/

20
00

 =
 1

00

Q4/17 租金指数 (左轴) Q1/18租金指数 (左轴)
Q4/17 空置率 (右轴) Q1/18 空置率 (右轴)

平均租金指数

核心商务区 非核心商务区 新兴商务区

在国家鼓励科技创新的大环境下，
科技行业继续快速发展，对大体量
办公面积的需求有增无减。最新成
交案例包括：谷歌在位于中关村区
域的融科资讯中心B座扩租3,450
平方米的办公面积。视频拍摄应用
小咖秀在位于望京区域的中航资本
大厦承租约20,000平方米的办公
面积。今日头条在位于中关村区域
的互联网金融中心承租逾7,000平
方米的办公面积。

在金融监管愈发严格的大环境
下，银行、保险、证券等传统金
融行业对业务扩张持谨慎态度，
而基金等投资机构则表现活跃。
例如：中商基财富（北京）投资
管理在位于CBD区域的国际财源
中心东塔承租1,740平方米的办公
面积。中外建投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在位于CBD周边的双子座大厦
承租1,700平方米的办公面积。

此外，传统行业如专业服务和制造
业也保持一定活力。例如：美国工
程设计咨询公司博莱克威奇在位于
望京的融新科技中心租赁约4,000
平方米的办公面积。大众汽车在
中融信托广场承租较大面积的办
公空间。 

联合办公类租户仍在进一步扩张。
业主或同运营商积极合作，或自行
创立联合办公品牌。一季度精选租
赁成交有：

• 梦想加分别签约位于丽泽商务区
的聚杰金融大厦和汇亚大厦。

• 氪空间在位于CBD周边的中央
公园广场承租6,000平方米的办公
面积。

• 中海地产计划将位于金融街的中
海地产大厦改造为集团旗下联合办
公品牌Off iceZ ip，预计将于今年
9月份开业。 

• 3月，景瑞地产收购位于中关村
的一商用物业，计划将由景瑞旗下
合福资本投资的Dist r i i办伴运营管
理，打造共享办公旗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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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和4%。全市
平均租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345.3元。
 
各商务区租金与空置率
核心商务区
受益于春节假期后租赁成交的
回暖，2018年一季度CBD区域
整体成交量有所上升。第一季
度，CBD区域空置率环比下降0.3
个百分点至3.4%。平均租金为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76.6元，平均
租金指数环比上涨0.4%。

受停工令及调规影响，CBD核心
区整体建设工期延后，首批项目将
推迟至今年下半年入市。CBD核
心区首批入市项目积极开展预租，
部分项目已锁定一批优质租户。由
于项目品质较好，意向客户多以办
公升级及整合需求为主。而现有项
目的部分租户在续租谈判中灵活调
整续租期，期待在CBD核心区项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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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

目入市后通过搬迁升级办公空间。
预计下半年CBD核心区项目的陆
续入市将改变整个CBD区域市场
的现有格局。 

金融街区域依然是全市最为稳定的
区域，租金继续保持稳步上涨。金
融街区域空置率环比下降0.2个百
分点至1.5%。平均租金为人民币
每平方米每月600.9元，平均租金
指数环比上涨5.9%。作为区域内
最早入市的华嘉胡同项目，预计将
于2019年启动预租，将一定程度
上缓解金融街供应紧张的局面。

随着丽泽商务区的日渐成熟，以及
亚投行总部于2019年投入使用，
预计将分流部分金融街的租户。
同时，由于金融监管逐步升级，
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扩张也将受
到限制。

得益于科技行业旺盛的租赁需求，
中关村区域空置率环比下降1.1个
百分点为1.3%，超过金融街成为
全市空置率水平最低的区域。平均
租金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99.6
元，平均租金指数环比上涨6.5%
。该区域十分缺乏新增供应，未

项目名称 美瑞泰富大厦 中粮置地广场

  

区域 望京 其他（安定门）

业主 北京美瑞泰富置业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

办公楼层 地上40层 地上13层

办公面积 70,220平方米 52,120平方米

标准层面积 1,956平方米 1,965-3,046平方米

净高 3.3米 2.9米

来供应将主要来源于对存量项目
的改造。

非核心商务区
第一季度，CBD周边区域空置率
环比下降1.1个百分点至6.1%。同
期，区域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302.2元，平均租金指数环
比上涨1.6%。

本季度，燕莎区域空置率环比下降
0.3个百分点至4.5%；平均租金为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09.5元，平
均租金指数环比上涨0.4%。

东长安街需求稍显疲弱，空置率与
上季度持平为5.5%。平均租金为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95.7元，平
均租金指数环比上涨1.4%。

中航资本大厦去化迅速，带动望
京区域空置率环比下降1.8个百分
点至10.9%。望京区域租赁需求旺
盛，且以大面积需求为主，因此业
主纷纷提高报价。第一季度，望京
区域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
月271.5元，平均租金指数环比上
升5.5%。

亚奥区域表现平稳，成交主要集中
在中海国际中心，空置率环比下降
1.9个百分点至12.1%。平均租金
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48.3元，
平均租金指数环比上升3 %。

由新奥集团开发建设的北投金融
中心项目预计将于2019年入市，
项目办公建筑面积共计38万平方
米，其中80,000平方米将为亚投
行总部自用，剩余面积将对外出
租。

新兴商务区
由于去年底项目的集中入市，商务
氛围尚未成熟的丽泽商务区去化压
力较大，目前丽泽商务区整体空置
率为90.3%，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
平方米每月195元。

市场展望
2018年第二季度，北京甲级写字
楼市场将迎来四个新增项目，合计
带来约22万平方米的办公面积。
新增项目均位于非核心商务区，北
京甲级写字楼市场去中心化趋势愈
发明显。

望京和亚奥等非核心商圈成交仍以
大面积需求客户为主，空置率将进
一步下降，因此租金仍有进一步上
涨空间。CBD核心商务区首批入
市项目预租平稳进行，业主方将积
极通过预租来化解大体量供应带来
的压力。

根据2018年“两会”，未来国内
经济发展的重点将放在振兴实体经
济上，发展壮大科技创新的新动
能，通过技术创新、机制创新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因此，2018年写
字楼市场的需求主力将聚焦在科技
行业和传统行业的升级需求，金融
行业则保持平稳。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
出，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
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
汽车等领域开放，预计将带动以
上行业的扩张，而来自上述领域的
企业对办公面积的需求将进一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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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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