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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7年福州高端写字楼市场吸纳量五年来首次超过供应量，空置率下降明显。

 2017年，福州高端写字楼市场有五
处新增写字楼入市，包括一个全自用项
目，和分别位于台江和马尾区的四个项
目，新增供应23.3万平方米。

  2017年，全市写字楼市场净吸纳量
近23.5万平方米，同比减少17.3%。
  
 2017年，全市高端写字楼平均空置
率达到26.4%，同比下降4.6个百分点。
  

 2017年下半年，高端写字楼平均租
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91.1元，租
金指数同比下跌1.4%。

  2017年下半年，高端写字楼平均售
价约为人民币每平方米25,926元，收益
率近3.8%。
 
 预计2018年上半年将有四处高端写
字楼入市，为市场新增36.2万平方米办
公建筑面积。

“福州写字楼市场政策和规划导
向明显，新兴商务区规划前景
较好，为当前重点发展区域。”罗
瑞，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富邦海西金融中心，台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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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受政策影响，福州市写字楼供应自

2013年底福建自贸区概念提出以来有

较大幅度的增长。2015年福州新区正

式通过，第二年全市供应再创历史新

高。而当前福州写字楼市场需求增长速

度落后于供应，过去几年存在供不应求

的现象且供应波动明显。

传统商务区面临项目和配套老旧等问

题，新兴商务区金融街和闽江北成为当

下发展重点。新兴商务区有政府规划的

支持，逐渐成为主要供应区域。作为福

州未来金融行业聚集区，金融街需求表

现较为强劲，多栋银行总部大楼交付快

速提升改片区成熟度，同时产生新的需

求。闽江北岸商务区未来将规划建设为

配套完善的综合商务区，有省科技馆、

市图书馆和省广电大楼等市政设施的依

托，该片区未来前景可期。

与此同时，福州市仓山区在规划建设新

的江南CBD，未来将于闽江北岸的两个

新兴商务区组成环闽江CBD。由此可

见，闽江两岸未来将成为福州写字楼市

场的重点。

市场供求
2017年福州高端写字楼市场新增五个

项目，包括全自用的建行大厦，以及位

于台江金融街的招商银行大厦和海峡银

行大厦，位于闽江北商务区的三迪联邦

中心，及位于马尾的海峡金融大厦。

年内入市的写字楼中，建行大厦、招商

银行大厦和海峡银行大厦均位于台江海

西金融商务区，为业主自持物业，除建

行大厦全部自用外，其他两个项目均有

部分面积供出租。三迪联邦中心位于

台江闽江北商务区，总体量17.9万平方

米，其中5-38层为甲级写字楼。

全市新增可租赁面积23.3万平方米，

将总存量推高7.8%至321.9万平方

米。2017年福州市场供应及吸纳均不

及过去三年，同比分别下降70.1%和

17.3%。然而，市场五年来首次出现吸

图 1

高端写字楼新增供应、净吸纳量及空置率，2012年-2017年

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0%

4%

8%

12%

16%

20%

24%

28%

32%

36%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900,0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平
方

米

供应量（左轴） 吸纳量（左轴） 空置率（右轴）

图 2
各细分市场空置率，2017年下半年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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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超过供应的现象，空置率同比下降

4.6个百分点至26.4%。

空置率
截至2017年下半年，全市空置率同比

下降4.6个百分点至26.4%。其中五四

路空置率最低，接近18.8%。五四路为

福州写字楼市场最为成熟的商务区，其

甲级写字楼存量达到105.9万平方米，

占比全市的32.9%。五一路作为五四路

的拓展区，发展成熟度虽不及五四路，

但空置率（20.5%）仍低于全市平均。

马尾区作为新兴发展的次级商务区，需

求不及其他区域，甲级写字楼项目数量

有限，且空置率高于其他区域。2017

年，除五四路外，各商务区空置率均出

现不同程度下降，其中闽江北商务区空

置率下降最为明显。

租金表现
受大量新增供应影响，近年来福州市甲

级写字楼租金呈下滑趋势，但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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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出现反弹。全市平均租金达到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91.1元，指数依然

低于去年同期1.4%。

下半年，金融街商圈租金回升明显，达

到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90元，指数同比

微涨0.1%。传统五一路商务区租金尽管

出现回升，但指数同比依旧低于去年同

期2.2%，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每月人民

币87.5元。五四路市场项目较为老旧，

租金继续下跌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96.8元，指数同比下跌3.4%。闽江北商

图 3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2012年下半年-2017年下半年

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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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甲级写字楼散售价格及收益率，2017年下半年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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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区写字楼质量较高，目前租金达到每

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17.5元，为全市最

高。马尾商务区与中心城区与中心区距

离较远，发展起步较晚，当前租金明显

低于其他商务区，约为每平方米每月人

民币48.3元。

售价及收益率
2017年下半年，福州全市高端写字楼

平均售价约为人民币每平方米25,926

元，价格指数同比下跌1%。闽江北甲

级写字楼售价为全市最高，约为人民币

每平方米30,750元；马尾区售价最低，

约为人民币每平方米20,000元。金融街

可售项目入市时间较早，近期入市项目

以总部和自持项目为主，因而价格不及

闽江北商务区。闽江北岸商务区当前需

求情况不及金融街，但该片区未来将规

划成为集商务和生活为一体的综合性商

务区，因而远期前景较好，更适合高质

量可售型项目布局。

市场展望
2017年福州写字楼市场吸纳情况客

观，空置率有所下降。2018年，预计

将再次迎来写字楼供应的峰值，全年或

有十处甲级写字楼入市，为市场新增92

万平方米办公建筑面积，市场存量将被

推高28.6%至413.9万平方米。新增项

目分布在五四路、金融街、闽江北和马

尾商务区。其中金融街和马尾的供应比

例均达到全市的35%，为2018年主要

供应区域。

福州写字楼市场将继续受规划和政策的

影响和带动，尤其是金融街和闽江北两

个片区。新兴商务区无论项目质量还是

片区规划均优于传统商务区，未来金融

街和闽江北将分别称为福州金融行业聚

集区和综合商务区，加上新规划的江南

CBD片区，闽江两岸未来将逐渐合为福

州最主要的商业片区。传统商务区五四

路和五一路当前依然是福州主要的高端

写字楼聚集区，但由于片区发展起步较

早，大部分项目较为老旧且存在交通和

配套的问题。加上传统商圈土地资源的

限制，未来新增供应十分有限。尽管当

前部分国有和大型企业仍在此办公，但

随着城市发展逐渐推进，写字楼租户将

逐渐被吸引到新兴商务区。

马尾作为发展初期的写字楼片区，有足

够的土地资源。同时受自贸区和福州新

区的带动和一带一路等政策的加持，马

尾写字楼市场的发展将独树一帜，未来

将为贸易、物流等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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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
三迪联邦中心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三迪联邦中心，为郭氏集团三迪地产开发的垂直商

务综合体。项目位于福州综合现代商务中心和海峡

西岸重要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闽江北岸中央商务

区，项目周边有丰富的生活、行政配套。项目总体

量为17.9万平方米，由地上55层主塔楼、地下三层

停车场和四层商业裙楼组成。塔楼5-38层为商务办

公，39-55层为希尔顿酒店。

位置 台江区

开发商 三迪地产

交付日期 2017年下半年

建筑面积 约17.9万平方米

标准层面积 约2,200平方米

租售情况 租售并举

租金报价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30元

售价报价 人民币每平方米33,000-37,000元

物业管理费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2.5-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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