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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6年下半年，大连甲级写字楼市场平均租金较上半年有所下滑，中高端商业市场租
金保持稳定。

  2016年下半年一个新项目交付使
用，为市场带来4万平方米新增可租赁
面积，令市场总存量扩至115万平方
米。

  与上半年相比，尽管新增供给面
积可观，但稳健的需求推动甲级写字
楼市场整体空置率下降0.7个百分点，
至10.1%

  2016年下半年, 甲级写字楼租金较
2016年上半年下降1.1%，至每平方米每
月人民币108.8元（不含物业管理费）
，同比下降6.7%。

  2016年下半年，无新的商业项目入
市，由于久光百货的闭店，大连商业总
存量削减为292万平方米。

  由于久光百货的闭店及实体经济的
低迷，全市整体商场空置率较2016年末
增长1.4个百分点至11.0%。

  中高端购物中心首层租金保持稳定
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420.0元。

“由于2016年上半年部分项目推
迟入市，预计今后三年，大连
写字楼市场将面临大规模的新
增供给，同时随着需求收缩，
预计将推高整体空置率。” 熊
志坤，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片来源：星海广场，沙河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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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概况
2016年大连GDP达到8,234.2亿
元，增速为6.5%，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额达1436.0亿元，同比下降
68.5%。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
同比增长6.0%和10.4%。

甲级写字楼市场
供给、净吸纳量及空置率
2016年下半年，大连甲级写字楼
市场有一个新项目交付使用，即位
于青泥洼商圈的新星国际中心交付
使用，为市场新增可租赁供给4万
平方米，全市甲级写字楼存量增至
115万平方米。星海广场和青泥洼
仍是存量最大的两个区域，分别占
总存量的32%和27%。 

经济表现的持续低迷令投资商和
公司扩张保持谨慎的态度，给甲级
写字楼出租率带来下行压力。但
位于星海广场的诺德大厦因租赁表

图 1

新增供给，净吸纳量及空置率， 2004年-2016年上半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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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单位 金额 同比增长 (%)

地区生产总值 人民币 亿元 8,234 5.0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人民币 亿元 1,436 -68.5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人民币 亿元 3,410 10.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民币 2,84630 6.0

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年 = 100 1,019 -

表 1

大连市主要宏观经济指标，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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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化数据   

现优异，出租率提升至95%，使全
市空置率于2016年年末达10.1%
，较2016年上半年下降0.7个百
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
点。2016年下半年需求主要来自

租户 项目 商务区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新租/续租

大连港航产业基金 希望大厦 青泥洼 900 新租

崔永元老滋味食品 诺德大厦 星海湾 6,000 新租

博琪投资 万达中心 东港商务区 500 新租

中化辽宁 希望大厦 青泥洼 1,900 新租

表 2

精选写字楼成交案例，2016年下半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于金融行业，其需求占据总成交量
的60%。

甲级写字楼租金
经济的持续低迷和新项目交付所
带来的竞争迫使业主做出租金让
步。2016年下半年，甲级写字楼
租金环比下降1.1%，至每平方米每
月人民币108.8元（不含物业管理
费），同比下降6.7%。

各商务区空置率及租金
传统商务区
2016年下半年，人民路区域租金
半年环比保持稳定，为每平方米每
月人民币83.8元，与去年同期基本
持平。该区域的大部分写字楼楼龄
超过10年且多为散售，品质相对
不高，导致租金水平偏低。然而由
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该区域仍受到
承租能力较低的内资公司青睐。因
此，人民路区域空置率仅为4.8%，
系全市最低水平。

青泥洼区域聚集了森茂大厦和希望
大厦等若干高品质写字楼，因而吸
引了众多跨国公司入驻。2016年四
季度，新星国际中心交付使用，为
市场新增租赁面积约4万平方米，
然而由于前期的预租效果不佳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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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甲级写字楼各商务区空置率及租金，
2016年上半年对比2016年下半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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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平均租金

项目名称 大连裕景中心 中央大道

位置 青泥洼 西安路

开发商 裕景集团 永嘉集团

可租赁写字楼面积（平方米） 89,726 39,749

标准层面积（平方米） 1,700-1,800 2000

物业管理公司 裕景物业 永嘉物业

租金报价（元/平方米/月） 130 105

物业管理费（元/平方米/月） 1 1 

表 3

未来写字楼项目聚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 2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2004年-2016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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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人民路 青泥洼

该区域半年空置率环比上涨0.6各
百分点至12.5%。各甲级写字楼纷
纷下调租金价格，以提升出租率和
吸引更多的高品质企业入驻，青泥
洼区域租金半年环比下降3.6%，至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18.3元。

新兴商务区
由于需求放缓及对未来新增供应的
预期，业主议价能力较低。2016
年上半年，星海广场区域租金为每
月每平方米人民币123.3元，同比
下降2.7%。同时，因诺德大厦租赁
表现优异，空置率下降4.6个百分
点，至11.9%。

自2016年以来，在高品质楼宇聚集
的东港商务区内，由于经济低迷，
万达中心及上方大厦均有整层的客
户退租，致使该区域空置率环比上
涨3.5个百分点至11.6%。受整体
租赁市场环境不佳的影响，业主方
决定下调租金，以保持出租率的稳
定，租金价格同比下降5.3%，至每
月每平方米135.0元，但该区域的
租金水平，仍为大连最高值。

市场展望
2017年上半年大连甲级写字楼市
场预计将有两个甲级写字楼项目交
付使用，共为市场带来13万平方米
可租赁面积。尽管新增供应位于核
心区域青泥洼和深受追捧的新兴区
域西安路区域，但去化难度依旧较
大，预计短期至中期内全市出租率
及平均租金均将有所下降。

由于2016年下半年部分项目推迟
入市，预计未来三年，大连写字楼
市场将面临更大规模的新增供给。
届时，供过于求的情况将更加严
峻，空置率也将进一步走高，预计
部分项目迫于市场的压力也会考虑
推迟入市。

随着高品质楼宇陆续落成，星海广
场和东港商务区将迅速发展成熟。
然而，新增供应的大幅增长将迫使

业主提供更多租金优惠。因此，预
计未来租金将面临下行压力，直至
空置面积大体得到消化。

中高端商业市场
供给与存量
由于中央大道的推迟入市和久光百
货的闭店，2016年下半年，大连中
高端商业市场无新增供应，总存量
削减为292万平方米，其中80%为
购物中心。

需求与空置率
随着经济放缓和政府反腐力度加
大，奢侈品牌继续保持严谨的扩张
计划，但时尚零售品牌和餐饮品牌
仍然表现出浓厚的承租兴趣。主要
交易包括：

 - Adidas在罗斯福承租约2,000平
方米；

 - 米面小馆进驻罗斯福，承租面积
约500平方米； 
 
-  GANT入驻亿合城，承租面积约
为5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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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 4

供应及存量，2005年-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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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写字楼建筑面积
（平方米） 商务区

中央大道 39,749 西安路

大连裕景中心 89,726 青泥洼

表 4

未来写字楼新增供应，2017年上半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由于网络购物带来的冲击和久光百
货的闭店，2016年下半年全市空
置率半年环比增长1.4个百分点，
至11%，同比增长3.1个百分点。
其中星海湾商圈作为全市核心的商
圈之一，2016年下半年其空置率
仅为2.0%，系全市最低。

青泥洼商圈是大连传统的商圈，聚
集了大商新玛特，麦凯乐总店，百
年城，久光百货，胜利广场等大连
知名的购物中心和百货，2016年下
半年，因久光百货闭店和胜利广场
的租户调整，导致该区域空置率半
年环比上升5.2个百分比至14.2% 
，同比增长7.4个百分点。

人民路商圈聚集了友谊商城，时代
广场，新世界名店坊的高端购物中
心，因反腐力度加大等原因，2016
年下半年，该区域空置率半年环比
上升1.4个百分点至7.4%，同比增
长 2.1个百分点。

西安路商圈拥有罗斯福购物广场，
福佳新天地等大连知名大型购物广
场，号称大连第二大商圈，2016
年下半年，该区域空置率半年环比
上升2.8个百分比至6.3%，同比增
长4个百分比。

2016年下半年大连中高端购物中
心首层租金保持稳定至每平方米每
月人民币420.0元（不含物业管理
费）。

租户 业态 项目 商圈
承租面积

（平方米）

陆心媛 服饰 柏威年 其他 300

KH Design 服饰 亿合城 其他 3,000

RAPIDO 服饰 亿合城 其他 6,000

表 5

精选商业租赁成交案例，2016年下半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商业市场展望
2017年上半年大连中高端商业预
计有一个商业项目入市，为市场增
加24万平方米商业面积。鉴于新增
供应量和竞争的加剧，2017年全市
出租率预计将有所下降。位于优质
地段的成熟项目仍将受到青睐，业

主仍将持续提升租金。与之相反，
位于非核心商圈的新项目则需提供
租金优惠以吸引合适租户进驻。因
此，全市零售物业租金将基本保持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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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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
半年对比2016年下半年

Figure5_C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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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未来商业项目聚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项目名称 中央大道购物中心

位置 西安路

商业面积（平方米） 240,000

商业类型 购物中心

预计开业时间 2017年第二季度

主力租户 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