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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季度，广州甲级写字楼继续放量，共4栋新项目交付，分别位于琶洲和珠江新城。

 第四季度，广州甲级写字楼市场共
有四栋项目建成交付，为市场带来约
33.4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

 全市空置率上升至13.8%的水平，
环比和同比分别上升2.2和0.1个百分
点。租金则环比保持稳定，同比上升
0.9个百分点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154.8元。

 越秀区租金环比下降0.3%，平均为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19.3元，空置率
环比下降0.3个百分点至7.4%；

 天河北区域租金环比下降0.2%，至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55.4元，空置率
环比上升0.6个百分点至3.1%；

 珠江新城租金环比上升0.2%，至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74.8元，空置率环
比上升1.4个百分点至15.3%；

 琶洲供应继续放量，推高空置率环
比上升7.9个百分点至35.6%，租金则环
比保持稳定，平均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
月116.3元。

“2016年，广州甲级写字楼市场
迎来高位供应。然而，受益于新
项目较长的预租期和大面积租
户的租金优惠力度，写字楼市场
吸纳表现优于预期。”第一太平戴
维斯华研究部

图片：珠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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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2016年，广州甲级写字楼市场迎来放
量大潮，共新增7个项目，新增供应面
积逼近92万平方米。其中，第四季度共
有四个新项目竣工交付。高位供应推高
全市需求，年度甲级写字楼吸纳量同比
增长近一倍。

本季度，珠江新城和琶洲区域分别迎来
两栋甲级写字楼竣工交付，新增供应逼
近33.4万平方米并推高全市甲级写字楼
存量至472万平方米。受新项目入市影
响，全市空置率升至13.8%，环比和同
比分别上升2.2和0.1个百分点。

第四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吸纳量超过
19万平方米。而年度总吸纳量达71.4万
平方米，同比大幅增长97.9%。珠江新
城持续受到租户追捧，成为世界100强
企业的办公集聚区域，占据全市76.4%
的甲级办公需求。知名大型民营企业支
撑甲级写字楼需求，由于其承租能力有
所增强，升级搬迁动作活跃。

本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租金保持稳
定，为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54.8元。
珠江新城租金水平则持续上涨，环比和
同比分别上升0.2%和1.9%。反之，天
河北和越秀区租金水平则有所下跌，环
比分别下降0.2%和0.3%。

天河北
天河北区域租金环比和同比分别下降
0.2%和0.1%，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155.4元，空置率环比上升0.6个百分点
至3.1%。

天河北甲级写字楼入驻率水平位居其
他商务区之首。然而，全市写字楼放
量供应加剧市场竞争，天河北租金持
续承压。

珠江新城
珠江新城平均租金保持上涨，环比和
同比分别上涨0.2%和1.9%，至人民币
每平方米每月174.8元，区域持续供
应使其空置率环比上涨1.4个百分点至
15.3%。

第四季度，珠江新城迎来两栋写字楼
交付使用，区域新增供应达22.5万平
方米。与去年同期相比，区域内金融
服务、保险、IT相关企业显现活跃的租
赁需求。

图 1

广州甲级写字楼供应量，吸纳量及空置率1996年-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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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广州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1998年—2016年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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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区域租金及空置率比较，2016年第四季度 vs. 2016年第三
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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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1

租赁成交案例，2016年第四季度

租户 项目 区域 租赁面积
（平方米）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珠江新城 7,2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美林基业大厦 珠江新城 5,700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侨鑫国际金融中心 珠江新城 5,000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广物中心 珠江新城 3,000

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珠江城 珠江新城 2,700

佛山中铁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珠江城 珠江新城 2,700

平安普惠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丽丰大厦 越秀区 1,700

瑞士驻广州总领事馆 侨鑫国际金融中心 珠江新城 1,000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珠江城 珠江新城 900

越秀区
越秀区租金水平环比下降0.3%，同比则
上升0.7%，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月119.3元，空置率水平环比下降0.3
个百分点至7.4%。

本年度入市项目的良好表现助推全区入
驻率及租金水平的提升。2017年，越
秀区将迎来一个甲级写字楼项目交付。

琶洲
琶洲区域租金水平稳定在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116.3元，同比下降1.7%。由于

区域供应持续放量，新项目继续推高空
置率至35.6%，环比上升7.9个百分点。
本季度，琶洲区域有两栋甲级写字楼建
成交付，为区域带来约10.8万平方米新
增供应面积。由于琶洲处于发展初期阶
段，新增供应仍有待时间消化。2017
年，琶洲亦将迎来多个项目落成交付，
将继续加速片区发展。

市场展望
2017年，广州甲级写字楼供应得以减
缓，市场压力将有所缓解。

广州甲级写字楼供应量在2016年迎来
高峰，较大空间的租金优惠力度使新项
目在预租期间表现良好，市场吸纳能力
强于预期。2017年，甲级写字楼供应
将缩减，开发商压力有望得到缓解，预
计全市空置率及租金将保持稳定。

知名民企及金融类企业将支撑珠江新城
板块写字楼需求。琶洲区域亦将迎来新
项目供应，吸引更多知名电商企业和互
联网/通讯相关类企业选择落户，这将
有效加速片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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