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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3年甲级写字楼租金增长放缓，而零售商对优质商业项目的强劲需求支撑中高端商
业租金保持双位数增长。

 2013年第四季度， 甲级写字楼市场
无新增供给，租赁市场存量仍为110万
平方米。

 2013年底，由于新增供应的短缺，
全市整体空置率环比下降1.0个百分点
至13.4%。

 甲级写字楼租金环比下降1.7%，至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23.2元（不包含
物业管理费）， 同比增长2.5%。

 2013年第四季度，仅有一个商业项
目入市，为市场新增8.7万平方米可租
赁面积。截至2013年底，大连中高端商
业总存量扩至200万平方米。

 由于新增项目较低的预租率，全市
空置率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至3.4%。

 中高端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环比增
长2.0%，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397.3
元，同比增长11.3%。

 2014年，大连甲级写字楼和中高端
商业市场均将面临供给量攀升，预计
将有四个写字楼项目及八个商业项目竣
工入市。

“2013年有限的可出租供应令甲
级写字楼空置率维持在主要二
线城市最低水平。” 王琼，第一太
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片: 星海广场区域，沙河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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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概况
受中国整体经济放缓影响，2013年第
三季度，大连GDP实际同比增长9.0%
，至人民币5,511亿元，系过去五年之
最低增幅。2013年前九个月，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FAI）同比增长22.1%，
至5,276亿元。与此同时，同期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分别同比增长10.1%和13.0%。

甲级写字楼市场
市场概述
由于连续两个季度没有新增供应入市， 
2013年全年供应量仅为2010至2012年
年均供给量的一半。 全年净吸纳量累
计仅为4.8万平方米，不及新增供应的
六成。

鉴于企业扩张需求减弱，部分业主提供
租金优惠以吸引或挽留现有租户，导致
第四季度甲级写字楼租金有所下降，同
时2013年全年租金涨幅不及3%。

供给、净吸纳量及空置率
2013年第四季度没有新项目交付使
用，另一原定于2013年第四季度竣
工的项目延迟至2014年交付使用。因
此，甲级写字楼总存量保持不变，约为

年年均吸纳量的三分之一。该供求关系
较之过去三年年均供给量与净吸纳量均
为16万平方米的供需平衡状况相比发生
了明显变化。

过去六个月没有新增供应使得现有项目
空置面积逐步被市场吸纳， 因此，截
至2013年第四季度末，全市空置率环
比下降1.0个百分点、同比增长2.2个百
分点，至13.4%，为主要二线城市的最
低水平。

甲级写字楼租金
尽管供给有限，业主（尤其是新兴市场
项目的业主）仍迫于需求放缓纷纷降低
租金以吸引或挽留租户。因此，2013
年第四季度甲级写字楼租金环比下降
1.7%，至每平米每月人民币123.2元（
不含物业管理费），同比涨幅与过去三
年之10%的年均增长率相比跌至2.5%。

各商务区空置率及租金
传统商务区
作为大连历史最悠久的商务区，人民路
区域多数甲级写字楼系散售项目且楼龄
超过十年。虽然位于核心区域，但该区
域写字楼较差的项目品质制约了业主对
租金的议价能力。但另一方面，优越的
地理位置及较低的租金水平吸引了一系
列预算苛刻又重视地段的企业入驻。因
此，租金和空置率均维系在全市最低水

图 1
供给量，净吸纳量及空置率， 2004至2013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110万平方米。至此，2013年全年供应
仅为8.2万平方米，系2010年以来的最
低水平。然而，位于新兴区域的大量供
应将在未来几年集中入市。

随着近期交付使用的项目空置面积去化
加速，净吸纳量从2013年第三季度的
2,500平方米增至2013年第四季度的1.1
万平方米，其中地产和教育公司成为本
季度需求的主要驱动力。2013年全年
净吸纳量为4.8万平方米，仅为过去三

表 1
大连市主要宏观经济指标，2013年1-9月

资料来源：大连市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的数据                                                                                                                                                                                                                                                      
**年化数据

指标 单位 金额 同比增长
 (%)

地区生产总值* 人民币 十亿元 551.1 9.0 (real)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人民币 十亿元 527.6 22.1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人民币 十亿元 183.6 13.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民币 30,320.0 10.1

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年 = 100 102.5 2.5

表 2
大连甲级写字楼市场主要指标，2013年第四季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可租赁存量
(平方米)

空置率
(%)

净吸纳量
(平方米)

供给量
(平方米)

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

2013年第四季度 1,115,000 13.4 11,000 - 123.2

环比增长
(%/百分点) +0 -1.0 +351.8 - -1.7

同比增长
(%/百分点) +7.9 +2.2 -73.3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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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别为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82.8
元和1.8%。

由于在传统租赁淡季业主试图通过降低
租金以吸引租户并促进交易完成，青泥
洼区域租金环比下降4.7%，至每平方米
每月人民币143.7元。同时，2013年第
四季度该区域空置率环比下降0.3个百
分点，至7.5%。

新兴商务区
2013年第四季度，星海广场区域甲级
写字楼租金自2011年首个项目入市以
来首次出现下降，环比下跌6.1%，至
每平米每月人民币161.0元，同比下降
0.6%。尽管如此，其仍保持大连甲级写
字楼最高租金水平。同时，第四季度空
置率环比下降1.8个百分点，至17.0%。

2013年第四季度，东港商务区甲级写
字楼租金稳定在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138.0元，系全市第二高租金水平。与
此同时，来自金融和地产公司的稳健需
求支撑该区域空置率环比下降2.3个百
分点，至31.1%。

市场展望
与其他主要二线城市境况相若，2014
年大连甲级写字楼市场预计将有大量
新增供应入市——共计四个甲级写字
楼项目将交付使用，为市场带来37.7万
平方米可租赁面积。新增供应将主要集
中在青泥洼等传统商务区及星海广场
等新兴商务区，分别占供给总量的55%
和35%。

鉴于供应攀升及需求疲软，空置率预
计将上升，迫使业主给予更多租金优

惠或增加免租期以吸引租户。尤其对新
兴商务区而言，目前空置率较高，商务
氛围欠成熟，项目业主预计将让与更多
租金优惠。

中高端商业市场
市场概述
仅有一个中高端商业项目在2013年第
四季度开业，令全年新增供给达到28.7
万平方米，系历史新高。尽管如此，由
于传统商圈可租赁面积有限，加之零售
商需求稳定，大连中高端商业市场空置
率为国内二线城市的最低水平之一。由
于优质商圈业主保持较强的议价能力，
中高端商业租金保持增长态势。

供给与存量
仅有一个新项目——乐都汇购物中心
于2013年第四季度开业，为市场带来

表 3
精选写字楼成交案例，2013年第四季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租户 项目 商务区 租赁面积
 (平方米) 新租/续租

保利地产 万达中心 东港 1,700 新租

科苑教育 现代服务业总部
大厦 其他（西安路） 1,300 新租

表 4
未来写字楼新增供应，2014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项目 写字楼建筑面积
（平方米） 商务区

中航国际广场 131,000 星海广场

大连裕景中心 120,000 青泥洼

大连国贸中心大厦 86,000 青泥洼

钻石广场 40,000 其他（甘井子）

表 5
中高端商业市场主要指标， 2013年第四季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存量
 (平方米)

空置率
 (%)

供给
(平方米)

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

2013年第四季度 2,035,000 3.4 87,000 397.3

环比增长
(%/百分点) 4.5 1.3 - 2.0

同比增长 
(%/百分点) 16.4 0.4 - 11.3

图 2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2004-2013年第四
季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 3
甲级写字楼各商务区空置率及租
金，2013年第三季度对比第四季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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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万平方米新增供应。因此，2013年
全年新增供应量达到28.7万平方米，
为历史最高值。大连中高端商业总存
量增加至约20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6.4%，其中71%为购物中心。

乐都汇购物中心
乐都汇购物中心于2013年11月开业。
该项目位于非核心商业区域——甘井
子区，系英国超市连锁运营商乐购旗
下购物中心品牌，商业建筑面积为8.7
万平方米。其主力租户包括一15,000
平方米的乐购超市和奥纳影院。同时
该项目亦引进了服饰、运动、餐饮及
儿童等业态，如拉夏贝尔、耐克、阿
迪达斯、港记茶餐厅和必胜客等。该
项目是大连市第一个暨辽宁省第五个
乐都汇购物中心项目。

需求与空置率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放缓和优质商业
面积有限抑制了奢侈品和服饰（特别是
快时尚）零售商的扩张。相反，许多业
主迫切引进餐饮和配饰品牌，以提高客
流量和减少网络购物对实体店铺带来的
冲击，从而令餐饮和配饰零售商在本地
市场加速扩张。

由于新项目预租率较低，全市整体空置
率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至3.4%。尽管
如此，包括人民路、青泥洼和西安路在
内的核心商圈仍是众多零售商进入大连
市场的首选，区域空置率仍有望保持稳
定甚至进一步下跌。

租金
有限的可租赁面积，加之零售商对于传
统商圈的强劲需求，令核心商圈业主继
续保持较强的议价能力。因此，2013
年第四季度，中高端购物中心首层租金
环比攀升2.0%，达到每平方米每月人民
币397.3元（不含物业管理费），同比
增长11.3%。

由于成熟的商业氛围和充沛的客流量，
多数零售商，特别是奢侈品、服饰、配
饰、生活家居等业态零售商一般优先选
择在核心商圈设立首店或开辟新店。因
此，季内包括人民路、青泥洼和西安路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 4
大连中高端商业市场供应及存量，2000年以前-2013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 5
主要商圈租金范围及空置率，2013年第三季度对比第四
季度

在内的核心商圈均录得1.9%至3.3%不
等的租金增长。反之，新兴区域业主则
不得不对租金作出让步以吸引商户，导
致租金增长停滞。

市场展望
2014年中高端商业供应量预计将明显
增加——共计八个项目计划入市，为市
场增加77.6万平方米商业面积，同时将
令商业总存量扩大近40%。 其中40%的
新增供给将位于新兴商圈。鉴于新增供

应量和业主间竞争的加剧，全市整体出
租率和租金预计均将下降。

非核心商圈项目将面临严峻的招商压
力，特别是面对奢侈品、服饰、配饰及
珠宝腕表等对进入非成熟区域极为审慎
的零售商。因此，非核心区域业主迫于
确保良好的预租率或入驻率而提供的租
金优惠将致全市平均租金下跌，而核心
商圈租金则由于零售商的强劲需求仍将
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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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精选商业租赁成交案例，2013年第四季度

表 7
未来商业新增供给, 2014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租户 业态 项目 商圈 承租面积（平方米）

汉堡王 餐饮 大都会购物中心 青泥洼 300

元初食品 餐饮 和平广场 星海湾 200

Folli Follie 配饰 百年城 青泥洼 150

J.LINDBERG 服饰 天兴罗斯福 西安路 150

Dr. Martens 配饰 天兴罗斯福 西安路 150

东塘甜品 餐饮 和平广场 星海湾 120

太平洋咖啡 餐饮 天兴罗斯福 西安路 100

项目 
建筑面

(平方米)
商圈

中央大道购物中心 240,000 西安路

亿合城 150,000 其他-甘井子区

柏威年购物中心 135,000 青泥洼

大连凯丹广场 101,000 东港

百年城奥特莱斯 61,000 其他-西岗区

国泰港汇广场 40,000 人民路

凯旋广场 27,000 青泥洼

大连国际商业中心 21,000 青泥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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