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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8年第三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市场迎来三处新增供应项目，拉动全市空置率小幅
攀升，但在稳定的租赁需求驱动下，全市平均租金实现连续六个季度环比增长。

 2018年第三季度，北京甲级写字
楼市场迎来三个新项目，即中粮·置
地广场、哈德门广场西塔及太平金融
中心。目前，全市甲级写字楼存量
（包含自用面积）达到1,086.5万平
方米。

 受新增供应影响，第三季度全市空
置率升至6.5%，环比、同比分别上升
0.6个百分点及0.9个百分点。

 本季度，市场租赁需求继续保持
活跃，拉动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
上升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66.9元，
租金指数环比、同比分别上涨3.7%
、11.4%。

  2018年四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
市场预计将有三个新项目交付入市，
合计带来约13.2万平方米的新增办公
面积。

“北京市政府最新颁布的城市
规划调整政策，将导致未来北
京主要城区的甲级写字楼供应
更加稀缺；同时，在新政指导
下，新兴区域的写字楼市场有望
承接租赁需求外溢，形成新的供
求关系。”熊志坤，第一太平戴维斯研
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片: 中粮·置地广场，安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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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调整
2018年9月26日，北京市政府公
布了《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
限制目录(2018年版)》，其中涉
及写字楼市场的主要规划调整包
括：东城区及西城区禁止新建写字
楼项目；朝阳区、海淀区、丰台
区、石景山区内的东、西、北五环
路和南四环路以内，禁止新建写字
楼项目。

供应量，净吸纳量及空
置率
2018年第三季度，北京甲级写字
楼市场迎来三个新项目：位于菜市
口的太平金融中心、位于安定门的
中粮·置地广场和位于崇文门的哈
德门广场西塔，合计为市场带来
147,699平方米办公面积，推高全
市甲级写字楼存量至1,086.5万平
方米（含自用面积）。受新增供
应影响，全市空置率环比上升0.6
个百分点至6.5%，同比上升0.9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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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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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增供应，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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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金融中心 其他（菜市口） 甲级 46,943 出租+自用

中粮·置地广场 其他（安定门） 甲级 45,756 出租

哈德门广场西塔 其他（崇文门） 甲级 55,000 出租

租户 行业 国籍 项目 商务区 租赁面积 
(平方米)

每日优鲜 信息技术 内资 融新科技中心 望京 15,000

今日头条 信息技术 内资 东方广场 东长安街 5,049

小红书 信息技术 内资 中海国际中心 亚奥 2,500

信泰保险 金融 内资 环球金融中心 CBD 2,250

中创咨询 专业服务 内资 国际财源中心 CBD 1,700

红上财富投资有限公司 金融 内资 国际财源中心 CBD 1,300

表 2

主要租赁成交案例，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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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金融、专业服务及信息技
术等行业依然是市场租赁需求的主
要来源。金融类企业仍然较青睐
CBD、金融街等传统的核心商务
区，本季度的重大成交包括：信泰

保险在位于CBD的环球金融中心
新租2,250平方米办公面积；红上
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在国际财源中心
承租约1,300平方米的办公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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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商务区租金与空置率，2018年第二季度与
2018年第三季度

图 2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2006年第一季度-2018年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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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经济大潮的推动下，电子
商务类企业继续保持迅猛的扩张态
势，如著名生鲜电商平台——每日
优鲜，于本季度整栋租赁位于望京
区域的融新科技中心D座，租赁面
积达15,000平方米。此外，以“
互联网+”、移动应用APP为代表
的企业发展迅速、并受到写字楼
业主方的青睐，本季度重要成交
案例包括：今日头条在位于东长安
街的东方广场新租5,049平方米；
小红书在亚奥的中海国际中心新租
2,500平方米。

专业服务类的企业需求保持稳
定，租户更看重写字楼的整体品
质，主要成交包括：融文咨询在
位于CBD周边的侨福芳草地新
租560平方米；中创咨询在位于
CBD区域的国际财源中心新租
1,700平方米的办公面积。

租金
活跃的市场需求继续拉动全市平
均租金走高，本季度全市甲级办
公楼平均租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366.9元，而平均租金指数

继续攀升，环比、同比分别上涨
3.7%和11.4%。

各商务区租金与空置率
核心商务区
第三季度，CBD区域空置率环比
微升0.1个百分点至2.8%，平均
租金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83.4
元，租金指数环比上涨1.1%。目
前CBD区域已难见大面积的空置
面积，租户如若寻求扩张，难有合
适的选择；同时，原计划今年年底
入市、位于CBD核心区中服地块
的第一批写字楼再次延期交付，预
计将进一步导致CBD区域处于供
应极度短缺的情况。

金融街区域的整体空置率微降0.4
个百分点至1.5%，区域内的租户
以续租为主，新租、扩租均为中小
面积成交。极低的空置率和较强的
租户黏性使得金融街区域的平均租
金继续上涨，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月634.5元，平均租金指数环比
上涨2.7%。

中关村区域已长时间未有新项目
入市，可供选择的办公面积十分稀
缺，区域空置率已低至0.6%，环
比下降0.3个百分点，区域市场完
全由业主方为主导。紧俏的面积加
上业主方拥有极大的定价权，使得
区域内的租金水平继续快速攀升：
三季度，中关村平均租金快速上涨
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54.6元，
平均租金指数环比上升10.7%。

非核心商务区
第三季度，华融将其在CBD周边
的英皇集团中心预租的大体量办公
面积全部退租，导致该区域空置率
环比上升2.2个百分点至6.0%。区
域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317.1元，平均租金指数环比上涨
2.8%。

本季度，启皓北京以远高于区域平
均水平的价格签约两家金融客户，
表明超甲级写字楼极佳的楼宇品
质、项目运营管理及服务水平，可
以带来租金水平的显著提升。受此
带动，燕莎区域平均租金至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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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季度

每平方米每月342.8元，平均租金
指数环比上涨4.8%，该区域空置
率环比下降0.9个百分点至3.1%。 

得益于东方广场、天润财富中心
的几宗大面积成交，令东长安街整
体空置率环比下降0.9个百分点至
3.8%；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322.9元，平均租金指数环
比上涨4.3%。

望京区域继续成为租赁成交最为活
跃的区域之一，在大面积成交的带
动下，各项目快速去化，空置率显
著下降。每日优鲜在融新科技中心
承租高达15,000平方米的办公面
积，拉动望京区域整体空置率环
比下降2.4个百分点至5.6%。同
期，望京区域平均租金水平进一
步提升，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298.5元，平均租金指数环比上升
3.6%。东方金融中心预计于今年
年底前交付使用，将为望京区域带
来55,000平方米的新增供应。

亚奥区域整体需求保持稳定，租户
背景较为多元，其中金融、传媒及

信息技术等行业的新租面积较大。
区域整体空置率为8.0%，环比上
升0.4个百分点，同比下降20个百
分点。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月363.3元，平均租金指数环比
上升2.3  %。

本季度新入市的三个项目均位于市
区二环路周边位置，区位、交通通
达性及楼宇品质均属上乘，因此交
付之后吸引了多个高质量租户的
青睐，预计三个项目将实现快速去
化，成为传统商务区之外的又一绝
佳选择。

新兴商务区
丽泽商务区开始逐步展现自身魅
力，继早些时候引入知名联合办公
品牌落脚后，本季度接连锁定证
券机构及医疗类企业入驻。尽管目
前丽泽的整体空置率仍处于高位
（89.1%），但预计未来该区域将
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极
大利好项目的租赁活动及区域的商
务氛围。

市场展望
2018年四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
市场预计将迎来三个新项目入市，
合计带来约13.2万平方米办公面
积。新项目的品质及区位均十分优
越，市场供应不足的情况有望得到
一定程度的改善。

由于未来一段时间，CBD核心区
中服地块及丽泽金融商务区中的大
部分项目在短期内难以投入使用，
而中心城区的其他在建项目数量有
限，预计未来几个主要商务区将面
临供应有限的难题。同时，最新版
《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
录》再次强调北京城六区的北部五
环、南部四环内禁止新建写字楼项
目、不再供应办公类用地，直接
导致未来北京城区内的写字楼项
目绝迹。

受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北京写字
楼市场的格局与供求关系将加速重
构与升级，非核心区及新兴区域的
写字楼项目迎来绝佳的发展机遇，
全市写字楼市场的去中心化进程正
在加速。

项目名称 东方金融中心 国际俱乐部大厦 中国再保险项目

  

区域 望京 东长安街 其他（菜市口）

业主 东方集团 N/A 中国再保险集团/金融街控股

办公楼层 地上27层 地上23层 地上12层

办公面积 55,000平方米 47,000平方米 30,000

标准层面积 1,835-1,893平方米 2,000平方米 4,700平方米

净高 3米 3米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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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