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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四季度，全市空置率环比
上升5.7个百分点至34.6%。

 2013年第四季度，甲级写字楼吸纳
量达到37,442平方米。
        
 瑞安企业天地2号楼于第四季度交
付使用，新增建筑面积119,000平方
米，使得甲级写字楼存量增至830,785
平方米。

 2013年第四季度，甲级写字楼平均
租金较第三季度上升2.7%至每平方米每
月人民币92.75元。

2014年，超过300,000平方米的甲
级写字楼投放市场，其中大部分项目位
于核心区域，如解放碑CBD以及江北
嘴CBD。

“鉴于来年甲级写字楼新增供应有
望进一步增加，重庆甲级写字楼
市场供应压力随之上升。” 罗元
均，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概述
尽管新增供应的入驻情况欠佳，年末重庆整体写字楼市场的租金以及市场需求都保持稳健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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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评述
瑞安企业天地2号楼在2013年底交付

使用，至此甲级写字楼市场存量为

830,785平方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

年甲级写字楼供应不足的局面。作为大

型城市综合体（瑞安重庆天地）的写字

楼组成部分，企业天地2号楼已于入市

前以24.1亿元人民币整体出售给阳光保

险公司。

2013年，重庆甲级写字楼市场需求较

旺，写字楼全年吸纳量再创历史新高，

达到88,296平方米。由于大量新增供应

面市，空置率环比上升5.7个百分点至

34.6%。尽管写字楼需求不断上涨，租

金指数一直保持健康平稳的趋势，主要

是由于业主采取牺牲租金换取入住率

的策略。

空置率
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上升5.7个百分

点到34.6%。渝中区新增空置率仍为全

市第一，增加8.1个百分点，达到46.9%

。第四季度，由于超过119,000平方米

的企业天地2号楼投放市场，此项目初

期入驻率仅为4%，影响到整体市场的

空置率。另一方面，由于金融、贸易及

咨询公司的搬离及向外扩张，使得渝中

区成熟项目的空置率略有上升。

本季度南岸区的空置率下降5个百分点

至33%，而九龙坡区的空置率从5.3%下

降至4.3%。在上述非核心区域，主要吸

纳需求来自中小型的贸易、金融以及服

务产业公司。

此外，江北区的空置率稍有上升，达

到7.8%。

租金
由于租户的大量扩张和迁移，租赁需求

上升，全市甲级写字楼租金环比增长

2.7%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92.75元。

在核心区域，渝中区租金继续保持高昂

状态，维持在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98.8

元；江北区租金上涨了2.8%至每平方米

每月人民币89.6元。在非核心区域，南

岸区环比增长5.6%，达到每平方米每月

人民币84.5元。而目前企业租赁需求旺

盛，所以业主们借机上涨租金。预计在

2014年重庆写字楼市场供应量激增，

业主将面临减免租金的风险。 

图 1
甲级写字楼供应量，吸纳量和空置率，2005-2013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 2
分区空置率, Q4/2010–Q4/2013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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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分区租金指数, Q4/2010–Q4/2013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表 1
租赁成交项目, Q4/2013

租户 项目 位置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恒华投资管理公司 国汇中心 南岸区 580

恒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嘉年华大厦 江北区 960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表 2
未来供应项目 2014

项目名称 位置 竣工时间
写字楼建筑面积 

 (平方米)

威斯汀国际 解放碑 CBD Q4/2014 72,600

保利国际 解放碑 CBD Q2/2014 55,000

环球金融中心 解放碑 CBD  Q2/2014 123,000

融恒时代 观音桥  Q2/2014 37,000

SFC协信中心 解放碑 CBD  Q4/2014 118,430

市场展望
2014年新一轮的供应项目将在极大程

度上影响吸纳率和租金增长指数，造成

偏低局势。

超过300,000平方米的甲级写字楼预计

在2014年投放市场，其中大部分位于

核心区域和新兴区域，如解放碑CBD

以及江北嘴CBD。届时，新入市项目

将从建造规格和物业管理方面提升整体

写字楼市场水平，重新定义重庆甲级写

字楼标准。

由于重庆写字楼市场空置率较高，众多

业主降低租金以争取客户，非核心位

置的现有项目甚至将免租期延长至6个

月。因此，租金增长将在一定时期内存

在较大压力。 

渝中区 江北区 南岸区 九龙坡区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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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聚焦
企业天地2号楼

位于渝中区化龙桥瑞安重庆天地内的企业天地2号楼
总建筑面积达119,000平方米，于第三季度以24.1亿
元出售给阳光保险，成交均价约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20,000。

拥览嘉陵江景，企业天地2号楼计划吸引国际企业以
及国家大型金融机构、高新技术公司和制造型企业入
驻，携同企业天地4号楼提升整体项目的商务氛围。
但由于地铁和公共交通的限制，企业天地2号楼不得
不提供给租户更具吸引力的租赁条件。

表 3
企业天地2号楼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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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化龙桥, 渝中区

开发商: 瑞安集团

业主方: 阳光保险

建筑面积（写字楼）: 119,000 平方米

楼层: 2F-45F

净层高: 2.85米

电梯数量: 23

架空地板: 150毫米

单层面积: 2,500-3,000 平方米

停车位: 815个

交付时间: 2013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