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vills.com.cn/research  01  

市场简报 
写字楼 2018年5月

Savills World Research 
Guangzhou

概述
2018年第一季度，无新增甲级写字楼交付，全市写字楼空置率显著下降。

 第一季度，无新增甲级写字楼交
付，全市甲级写字楼存量维持在499万
平方米。

 全市空置率环比下降2.4个百分点
至6.2%，平均租金环比上涨3.0%，至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66.2元，同比增
长8.6%。

 越秀区租金环比增长3.2%至人民币
每平方米每月128.2元，空置率环比下
降1.4个百分点至5.3%。

 天河北区域租金环比增长2.8%至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62.3元，空置率环
比下降1.6个百分点至3.3%。

 珠江新城租金环比增长2.8%至人民
币每平方米每月191.7元，空置率环比
下降2.6个百分点至6.5%。

 琶洲板块租金环比增长3.5%至人民
币每平方米每月131.7元，空置率环比
下降5.6个百分点至9.4%。受过去半年
活跃需求及有限供应影响，琶洲板块的
空置率持续骤降。

“由于近季度新增供应有限，广
州甲级写字楼市场表现良好。但
随着未来大量新增项目集中交
付，广州写字楼市场将进入调整
阶段。”林木雄，第一太平戴维斯华南区

图片：周大福金融中心，珠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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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第一季度，无新增甲级写字楼供应，
全市甲级写字楼总存量维持在499万平
方米。季内吸纳量均来源于现有项目，
导致全市空置率环比下降2.4个百分点
至6.2%。同期，全市平均租金环比增
长3.0%，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66.2
元，同比增长8.6%。

2018年第一季度，无新增甲级写字楼
供应，吸纳量均来源于现有项目。全市
吸纳量达到12.2万平方米，空置率环比
下降2.4个百分点至6.2%，同比下降7.6
个百分点。作为最活跃的区域，珠江新
城贡献了近一半的吸纳量。琶洲板块同
样表现活跃，有近三分之一的吸纳量来
自该区域。

图 1

广州甲级写字楼供应量，吸纳量及空置率，1996年-2018年
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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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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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报业中心、广发证券大厦等多个项
目延迟交付至今年第四季度甚至更往
后。2018年年末至2019年，将有约180
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量，其中大部分位
于琶洲板块及国际金融城。

未来的新增供应量将导致广州全市空置
率显著回升。这可能导致业主方，特别
是位于核心区域的业主方在寻找写字楼
租户过程中面临更大压力。

全市甲级写字楼租金环比增长3.0%，
同比增长8.6%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166.2元。2018年第一季度，琶洲板块
租金延续涨势，环比增长3.5%，同比
增长11.3%，与其它四个主要商务区相
比，琶洲板块已是连续两个季度以来租
金增长最快的区域。珠江新城租金水平
仍领跑广州甲级写字楼市场，达到人民
币每平方米每月191.7元。受供应稀缺
的影响，全市甲级写字楼租金已连续一
年增长。

天河北
天河北租金环比增长2.8%，至人民币每
平方米每月162.3元，同比增长5.6%。
空置率环比下降1.6个百分点至3.3%，
同比下降2.0个百分点。

尽管天河北的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水平
较珠江新城低15%，但其仍然是广州发
展良好及最成熟的商务区。因此，对写
字楼租户来说，天河北良好的商业环境
及相对较低的成本颇具吸引力。贸易及
物流租户占据了该区最高吸纳比例，制
造业公司（总部）位居第二，专业服务
公司位居第三。
珠江新城
珠江新城空置率环比下降2.3个百分
点，同比下降6.5%。租金环比增长
2.8%，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91.7
元，同比增长10.1%。

2017年第一季度以来，珠江新城的空
置率保持下降，平均租金水平持续增
长。珠江新城具有较多高附加值的写
字楼租户，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租户来自
金融与保险行业，13%来自IT及电信公
司，13%来自专业服务公司。

越秀 
第一季度，越秀区甲级写字楼租金环
比增长3.2%，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128.2元，同比增长7.0%。空置率环比
下降1.4个百分点至5.3%，同比下降2.3
个百分点。

越秀区作为广州最传统的商业区域，与
珠江新城及天河北相比较，平均租金水

图 2
区域租金及空置率比较，2017年第四季
度与2018年第一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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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相对较低。在越秀区，多数租户为
广州的传统领先产业里的贸易及物流公
司。房地产和建筑业、金融和保险业分
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

琶洲
琶洲租金环比增长3.5%，至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月131.1元，同比增长11.3%。空
置率环比下降5.6个百分点至9.4%，同
比下降24.0个百分点。

2017年第三季度以来，琶洲甲级写字
楼市场表现显著，空置率显著下降的

同时，平均租金水平快速增长。甲级写
字楼供应量有限，将使现有库存得到消
化，同时推高租金，也展示了琶洲板块
的强劲发展潜力。然而预计在2018年
后期到2019年，将有更多新增甲级写
字楼交付，琶洲板块的甲级写字楼市场
空置率将上升，租金将有所下降。

市场展望
广州大部分新的甲级写字楼预计将于
2018年下半年交付，或为甲级写字楼
市场带来73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量。

第二季度将无全新甲级写字楼交付，
因此吸纳量仍将来源于现有存量。在
供应稀缺及写字楼需求旺盛的背景下，
预计空置率将显著下降，同时租金将有
所增长。

哥弟总部大厦、广铝琶洲总部大厦等
甲级写字楼项目，将延迟交付至2019
年。因此，当新项目交付使用后，预计
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将有显著增长，
而租金水平因受到大量新供应的影响，
将面临下行压力。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1

租赁成交案例，2018年第一季度

租户 项目 区域 租赁面积（平方米）

恒大 邦华环球贸易中心 琶洲 10,000

华进联合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珠江城 珠江新城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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