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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8年上半年，北京甲级写字楼市场新增供应有限，而来自金融、科技和专业服务行
业继续保持稳定的租赁需求，令全市空置率继续走低，平均租金实现连续五个季度环
比增长。

 2018年第二季度，北京甲级写字
楼市场仅迎来一个新项目，即位于望
京区域的美瑞泰富大厦，该项目总办
公建筑面积为70,200平方米，为美
瑞泰富集团整体自用。目前，全市甲
级写字楼存量（包含自用面积）达到
1,072万平方米。

 第二季度，办公租赁需求保持活
跃，全市空置率环比下降0.9个百分点
至5.8%，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

 鉴于市场需求活跃，全市甲级写字
楼租金指数继续回升，环比和同比分
别上涨3.6%和7.5%。全市平均租金达
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55元。

  2018年下半年，北京甲级写字楼
市场预计将迎来年内的供应小高峰，
共计八个新项目入市，合计带来约
57.5万平方米办公面积。

“2018年下半年，北京甲级写
字楼市场预计将迎来今年的供
应小高峰。新项目均处于优质区
位，扩租和办公升级需求将支撑
新项目的去化。”熊志坤，第一太平戴
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片: 美瑞泰富大厦，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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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小结
2018年上半年，北京甲级写字楼
市场共迎来三个全新项目，均位于
非核心商务区，合计带来约21.5
万平方米办公面积（含自用）。
受良好去化的带动，上半年共实现
38.7万平方米净吸纳量，令全市
空置率半年环比下降1.8个百分点
至5.8%。

其中，由于核心商务区供应缺乏，
令空置率进一步下降，维持在约
2%的低位水平。非核心商务区以
望京板块表现最为突出，在供应充
沛背景下，成交以大面积租赁为
主，去化速度较快。而受基建、环
境等短板的影响，丽泽商务区的空
置率将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

供应量，净吸纳量及空
置率
2018年第二季度，北京甲级写字
楼市场仅迎来一个新项目，即位
于望京区域的美瑞泰富大厦，该
项目总办公建筑面积为70,200平
方米，为美瑞泰富集团整体自用。
目前，全市甲级写字楼存量达到
1,072万平方米（含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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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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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增供应，2018年第二季度
项目名称 商务区 等级 写字楼建筑面积

（平方米） 租售策略

美瑞泰富大厦 望京 甲级 70,200 自用

租户 行业 国籍 项目 商务区 租赁面积 
(平方米)

美国友邦保险 金融 外资 招商局大厦 CBD 10,000

长盛基金 金融 内资 中建财富国际中心 亚奥 5,000

北京捷越联合信息咨询 专业服务 内资 中粮广场 东长安街 5,000

立信会计事务所 专业服务 内资 中海国际中心 亚奥 5,000

北京奥维云网大数据科技 信息技术 内资 富力中心 CBD 2,400

触控科技 信息技术 内资 中航资本大厦 望京 2,000

表 2

主要租赁成交案例，2018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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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度，租赁需求保持活跃，全
市空置率环比下降0.9个百分点至
5.8%，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

金融行业依然是市场需求的最主要
来源。瞩目成交案例如：美国友邦
保险在位于CBD的招商局大厦租

赁约10,000平方米；长盛基金在
位于亚奥的中建财富国际中心租赁
约5,000平方米的办公面积。

以咨询、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
务所为代表的的专业服务行业继续
呈现出扩张和升级需求，新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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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2006年第一季度-2018年
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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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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泽

图 3

各商务区租金与空置率，2018年第一季度与
2018年第二季度 Figure 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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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租金指数

核心商务区 非核心商务区 新兴商务区

扩租面积占总成交的15%。主要成
交包括：北京捷越联合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在位于东长安街的中粮广场
扩租5,000平方米；立信会计事务
所在位于亚奥区域的中海国际中心
租赁约5,000平方米的办公面积。
此外，中伦律师事务所和盈科律师
事务所已与正大中心项目签订意向
租赁协议，将于项目交付后实现搬
迁入驻。

科技行业也保持强劲发展，大面
积需求租户带动写字楼空置率
的进一步下降。主要成交案例包
括：北京奥维云网大数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在位于CBD周边的富
力中心租赁约2,400平方米的办
公面积。数字游戏娱乐开发公司
触控科技在位于望京的中航资本
大厦租赁约2,000平方米的办公
面积。

租金
鉴于市场需求活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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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和7.5%。全市
平均租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355元。

各商务区租金与空置率
核心商务区
CBD区域仍然是企业选址最为青
睐的区域之一。第二季度，CBD
区域空置率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
至2.6%。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月379.5元，平均租金指数
环比上涨0.9%。

据悉，CBD管委会将建立入驻企
业信用评估与楼宇管理联动机制，
严格规范区域内企业经营行为，防
范金融风险。因此，业主方将对金
融客户筛选更加严格。

2018年下半年，CBD核心区或将
迎来中国人寿金融中心和正大中心
两个首批新入市的项目。由于项目
提早开启预租，且已达成意向的租
户均为跨国及国内知名企业，需求
面积普遍在15,000平方米以上，
缓解了业主方的租赁压力。

今年年初，银监会出台关于整治银
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其中对银行
业设立机构并展业提出规范要求，
导致部分银行企业的租赁需求受到
影响。由于第二季度部分写字楼出
现地方性银行退租现象，导致金融
街整体空置率小幅攀升0.4个百分
点至1.9%。在金融监管趋严的背
景下，银行类客户的流动性及客
户结构有所调整。但基金、投资类
金融客户仍旧表现活跃，对于核心
区域的租赁需求并未减退。第二季
度，金融街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月617.3元，平均租金指数
环比上涨2.6%。

中关村区域近两年未有新项目入
市，办公面积十分紧俏，区域空置
率已跌破1%，因此企业扩租需求
外溢至乙级写字楼或周边产业园项
目。紧俏的可租赁面积，以及科技
企业承租能力的提高，令业主提高
租金预期水平。第二季度，中关村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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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

平均租金显著上涨至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321.3元，平均租金指数环
比上涨8.1%。

非核心商务区
第二季度，得益于骏豪中央广场的
多个大面积客户的成交，本项目已
实现90%的出租率，CBD周边区
域空置率环比下降2.3个百分点至
3.8%。同期，区域平均租金为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08.2元，平均
租金指数环比上涨2.1%。

本季度，启皓北京以远高于区域
水平价格签约某内资金融客户。如
今，超甲级办公项目更加注重项目
运营管理及服务的提升，并通过提
供人文艺术等附加值服务以期实现
租金水平的提升。受此带动，周边
业主也纷纷提高报价，拉动燕莎区
域平均租金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325.5元，平均租金指数环比上涨
4.6%。本季度，该区域空置率环
比下降0.5个百分点至4.0%。 

东长安街空置率环比下降0.8个百
分点为4.7%。平均租金为人民币
每平方米每月308.6元，平均租金
指数环比上涨4.6%。预计将于下
半年入市的国际俱乐部写字楼目前
预租率已达98%。

目前，望京区域现有项目保持较
高出租率。在大面积客户成交的带
动下，新项目快速去化，入住率
显著上升。望京区域整体空置率环
比下降3.0个百分点至8.0%。第二
季度，望京区域平均租金水平进
一步提升，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288.0元，平均租金指数环比上升
6.2%。

受企业搬迁及升级办公空间的成交
带动，亚奥区域表现不俗，成交主
要集中于中建财富中心和中海国际
中心，而且租户不乏央企及国内知
名公司，面积需求在2,500-5 ,000
平方米，令区域整体空置率环比下
降4.4个百分点至7.6%。平均租金
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55.0元，
平均租金指数环比上升2.0  %。

新兴商务区
未来五年，丽泽商务区将迎来137
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其中68%
（约93.4万平方米）将投入租赁
市场。由于市政基础设施及配套建
设未跟上项目建设节奏，影响较
早入市项目的租赁活动。因此目前
丽泽商务区整体空置率仍处于高位
（89.7%），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
平方米每月193.3元。
通州运河核心区建设进展顺利，
预计世界侨商中心3号楼将于今年
下半年实现交付，成为通州运河
核心区首个亮相项目。世界侨商
中心3号楼和2号楼分别于2016年
和2017年被华夏保险整栋购买，
预计将有少量自用，大部分或对
外出租。

市场展望
2018年下半年，北京甲级写字楼
市场预计将迎来年内的供应小高
峰，共计八个新项目入市，合计带
来约57.5万平方米办公面积。新
项目均处于优质区位，市场供应不
足的情况有望得到改善。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近
期将出台《建设项目规划使用性质
正面和负面清单》，对北京市不同
区域内土地及现有建筑的规划用
途及调整方式实行了更为严格的限
定，预计未来北京核心区域的商
业类土地供应将极为有限，直接
导致核心区内的优质办公项目将更
加稀缺。

上半年，中央公布了十余项金融
领域开放政策，其中包括取消银行
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扩大外资银
行的业务范围等措施。可以预见，
未来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将有所
反弹，其办公租赁需求也有望水
涨船高。

互联网及IT类企业仍将保持良好的
发展势头，尤其是获得融资或实现
IPO的企业，将会产生明显的办公
升级需求，承租更大办公面积。

项目名称 中粮置地广场

区域 其他（安定门）

业主 中粮集团

办公楼层 地上13层

办公面积 52,120平方米

标准层面积 1,965 -3,046平方米

净高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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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