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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广州甲级写字楼租赁需求活跃，推动全市空置率下降。

 第四季度，一栋甲级写字楼交付，
共计3.05万平方米体量，将全市甲级写
字楼存量推升至499万平方米。

 全市空置率环比下降3.3个百分点
至8.6%；平均租金环比上涨3.6%，至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62.8元，同比增
长5.3%。

 越秀区租金环比增长4.3%，至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24.1元，空置率环
比小幅上升0.5个百分点至6.7%。本季
度，珠江颐德中心正式交付，为区域增
加3.05万平方米写字楼供应。

 天河北区域租金环比上涨2.9%，至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57.6元，空置率
环比上升1.0个百分点至4.9%。

 珠江新城租金环比上涨3.2%，至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86.4元，空置率环
比下降4.3个百分点至8.8%。

 琶洲板块租金环比上涨5.9%，至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26.2元，空置率环
比显著下降10.1个百分点至14.9%。强
劲的租赁需求主要来源于现代服务业，
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物流、金融及房地
产行业。

“2017年，广州共5个甲级写字楼
项目建成交付。全年新增供应同
比下降71%，助推主要商务区平
均租金上涨及空置率下降。”罗
瑞，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南丰汇，琶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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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第四季度，仅一栋甲级写字楼交付，即

坐落于越秀区的珠江颐德中心，为写字

楼市场带来3.05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面

积。本季度，全市写字楼市场平均租金

环比和同比分别上升3.6%和5.3%，空

置率环比和同比分别下降3.3个百分点

和5.2个百分点，至8.6%。其中，琶洲

吸纳量显著提高。

第四季度，广州租赁市场表现活跃。全

市空置率环比和同比分别下降3.3个百

分点和5.2个百分点至8.6%。2017年年

度吸纳量达49万平方米，其中第四季

度吸纳量达19.1万平方米。吸纳主要来

自于琶洲（39%）和珠江新城（42%）

，而琶洲和珠江新城分别占据年度37%

、16%的新增供应。

广州甲级写字楼需求主要来自于金融

与保险、信息技术与电信、贸易与物

流行业，市场占比分别达24%，15%和

15%。全市甲级写字楼租赁以内资企业

为主，占比达64.7%，其次为外资企业

（16.4%）及国有企业（14.3%）。半

成民营企业和港澳台企业更青睐于300

平方米以下的小面积单位。

预计到2021年，广州甲级写字楼存

量有望上升70%。其中，在2018年至

2021年期间，琶洲将占据市场47%的

新增供应，其次为国际金融城占据26%

新增供应，而其余新兴商务区则将占据

14%的新增供应。在此背景下，优质供

应释放将助力新兴商务区将迎来更多发

展机会，但亦会伴随一定竞争和挑战。

租户在未来三年的议价能力将提升，

转租运营商、联合办公等新模式将越

发明显。

第四季度，广州甲级写字楼租金环比和

同比分别上涨3.6%和5.3%，至人民币

每平方米每月162.8元。琶洲租赁市场

维持良好发展态势，本季度租金涨幅居

四个主要商务区之首，环比和同比涨幅

图 1

广州甲级写字楼供应量，吸纳量及空置率，1996年-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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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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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天河北 珠江新城 越秀 琶洲

达5.9%和8.2%。珠江新城租金仍然一

枝独秀，达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86.4

元。广州甲级写字楼租金保持三个季度

连续上涨，然而2018年大量新增供应

释放将给予租户更多选择，市场租金涨

幅将趋于稳定。

天河北

天河北租金环比上升2.9%至人民币每

平方米每月157.6元，同比上升1.8%。

空置率环比上升1.0 个百分点至4.9%，

同比上升1.9个百分点。本季度，区域

空置率有所上升，但仍是四个重点商务

区中最低。

成熟商务氛围和便捷的商业配套利好天

河北保持低空置。 新兴商圈大量供应

释放在一定程度上将对天河北施以压

力，例如琶洲，国际金融城（广州第二

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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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区域租金及空置率比较，2017年第四季度 vs. 2017年第三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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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新城

珠江新城空置率环比和同比分别下降

4.3个百分点和6.5个百分点至8.8%；租

金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3.2%和7.2%，

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86.4元。

未来供应稀缺助力珠江新城入住率稳步

提升。尽管部分租户受到新兴商圈较低

租金的吸引，珠江新城CBD地位仍不容

忽视，并不断吸引优质租户进驻。

越秀 

越秀写字楼租金环比上升4.3%，同比上

升3.6%，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24.1

元。空置率则环比微升0.5个百分点至

6.7%，同比下跌0.7个百分点。

一栋甲级写字楼，珠江颐德中心于本季

度交付，写字楼建面为3.05万平方米。

越秀是广州的传统商务区，写字楼售价

较珠江新城低，致使越秀甲级写字楼

收益率1达6.8%，比全市高0.3个百分点

（6.5%）。

琶洲

琶洲写字楼租金环比和同比大涨5.9%

和8.2%，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26.2

元；空置率环比下降10.1个百分点至

14.9%，同比大跌20.6个百分点。

2017年第四季度，琶洲空置率下降幅

度居全市商务区之首。琶洲租赁市场

需求主要由信息技术与电信（23%），

贸易与物流（21%），和房地产与建筑

（19%）带动。在未来5年内，琶洲将

释放大量供应，其中琶洲电商总部区将

迎来数个总部企业落户，将有效助推琶

洲商务氛围的发展和成熟。

1 据二手甲级写字楼售价计算

市场展望
预计2018全年将有10栋甲级写字楼交

付，合计约82.7万平方米新增写字楼供

应，较2017年同比增长208.5%，未来

供应将主要分布在琶洲和珠江新城。

2018年第一季度，位于新兴商务区的

数个甲级写字楼有望落成交付，将在一

定程度上推高空置率。2018年密集的

甲级写字楼交付或将导致空置率上升，

亦将使租金增长承压，尤其是新兴商务

区将受到更明显的租金增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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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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四季度

租户 项目 区域 租赁面积（平方米）

广州汇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宝地广场 琶洲 3,000

优世联合控股集团 珠江城 珠江新城 2,800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利通广场 珠江新城 2,300

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 天河城大厦 天河北 2,000

广州亘美置业有限公司 环球贸易中心 琶洲 2,000

新华网广东有限公司 环球贸易中心 琶洲 2,000

世联君汇 邦华环球广场 珠江新城 1,500

东兴证券 凯华国际中心 珠江新城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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