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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二季度重庆甲级写字楼市场迎来约41,400平方米新增供应入市，大幅回暖的市场需求
推动全市甲级写字楼市场空置率降至41.4%。
 2018年第二季度，重庆甲级写字

楼市场迎来企业天地3号楼入市，新增
41,400平方米写字楼供应，至此全市甲
级写字楼总存量增至240万平方米。
 本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总吸纳量

达10.3万平方米，环比增长约1.5倍。
江北嘴核心商务区贡献最为突出，区域
净吸纳量占比全市总量的一半。

 本季度，全市空置率环比下降3.5个
百分点至41.4%。新牌坊区域的空置率
下降超过7%。
 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本季度环

比小幅下跌0.7%，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
月91.4元。

"本季度甲级写字楼净吸纳量创
历史新高，第三方办公空间运
营商在渝扩张，释放市场积极
信号。" 陈大荒，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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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况

图1

二季度，位于大石化区域的企业天地3
号楼入市，新增41,400平方米写字楼
面积，至此，全市甲级写字楼总存量
增至240万平方米。季内重庆写字楼市
场显著回暖，全市甲级写字楼净吸纳
量超过10万平方米，创历史新高，环
比增长约1.5倍，这使得整体空置率环
比下降3.5个百分点至41.4%。

甲级写字楼供应量、吸纳量和空置率，2011年-2018年
上半年
供应量（左轴）

平方米

2018年上半年，重庆坚持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
能，带动写字楼市场持续回暖。据
重庆统计局数据，一季度经济总量达
4,661.1亿元，同比增长7%，第三产
业实现增加值2,548.8亿元，同比增长
9.4%。2018年1-5月，重庆房地产开发
投资1,461.7亿元，同比增长9.6%。

图2

各区空置率表现，2014年第一季度-2018
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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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季总成交面积的24%和22%。而第三
方办公空间运营商在渝积极扩张俨然
成为当前写字楼市场最大焦点。以楚
峰、世鳌国际、SOHO 3Q为代表的一
系列办公空间运营商在本季度纷纷抢
滩重庆甲级写字楼。
由于部分业主在二季度确定了全年租
赁策略以适应市场变化，导致部分
区域租金继续下调。全市甲级写字楼
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91.4
元，环比下跌0.7%，但据去年租金走
势判断，当前租金几近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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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3

各商务区租金指数表现，2014年第一季
度-2018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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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碑
作为传统商务区的解放碑甲级写字楼
市场表现较稳定。本季度区域内写字
楼吸引较多金融行业企业落地，使
区域空置率环比下降2个百分点至
33.3%。平均租金约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月97.4元，环比下跌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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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较为瞩目的成交有：第三方办
公空间运营商SOHO 3Q落户申基金融
广场，承租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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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专业服务依旧为重庆甲级写字
楼租赁市场最为活跃的行业，分别占

吸纳量（左轴）

700,000

江北嘴
季内江北嘴区域表现最为抢眼，吸引
了不少金融企业及高新科技企业聚
集，占比全市总吸纳量的一半。其中
第三方办公空间运营商楚峰租下锦嘉
国际中心两层约5,600平方米，而运营

商世鳌国际则在国金中心T1租赁面积
达9,000平方米。
本季度江北嘴区域甲级写字楼平均空
置率较上季度环比下降6.5个百分点至
47.3%；平均租金环比下跌0.9%，至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96.6元。
大石化
本季度，大石化区域写字楼净吸纳面
积约4,600平方米。受新入市项目影
响，区域空置率环比上升5.3个百分点
至52.4%。季内区域平均租金保持在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83.6元。瞩目租赁
成交如：第三方办公空间运营商楚峰
整栋租下企业天地3号楼；万润科技租
用企业天地4号楼约1,200平方米；泰
科电子亦在企业天地4号楼租赁近400
平方米。
其他商务区
新牌坊：财富金融中心项目内会计咨
询及法律等专业服务企业显著带动去
化，区域净吸纳量近2万平方米，空置
率环比下降7.4个百分点至46.1%。本
季度新牌坊平均租金环比下跌0.5%至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87.4元。
杨家坪：区域吸纳表现持续较好，本
季度空置率继续大幅下降6.9个百分点
至17.9%。由于楼宇全为散售型，本季
度区域平均租金受到下调影响，环比
下跌0.5%，录得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8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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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桥：季内区域新增和退租面积相
对持平，区域空置率保持在15.4%；平
均租金环比下跌1.2%，至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月83.5元。
南坪：季内空置率环比下降3.3个百分
点至40.9%；租金下跌1个百分点至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76.7元。

市场展望

展望2018年下半年，重庆甲级写字楼
市场预计还将迎来约40万平方米新增
供应，未来供应主要集中在江北嘴、
观音桥及新牌坊等板块，写字楼市场
延续北拓态势。重点项目包括位于观
音桥的天和国际中心和位于新牌坊的
重庆国际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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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项目聚焦
天和国际中心CIC
天和国际中心雄踞重庆两江新
区江北观音桥步行街，由重庆
永德置业（港资）投资建设，
总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办
公建筑面积约6.9万平方米。项
目高达300米，还将包括全球最
高INDIGO酒店，且项目已获得
LEED绿色建筑认证。

项目位置

江北区观音桥

开发商

重庆永德置业

写字楼面积

69,000平方米

写字楼层数

39（6层至46层）

标准层层高

4.2米

客梯数

虽然供应量高企或使当前市场继续承
压，但预计旺盛的市场需求将延续至
下半年，写字楼业主方和第三方办公
空间运营商将继续调整租赁策略，市
场预期或将逐步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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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层面积

1,575-1,900平米

车位数

4,000（同商场共
用）

入市时间

2018年下半年

物业管理

第一太平戴维斯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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