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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核心商圈的部分百货商店开始调整业态重新定位，以实现差异化经营并吸引更多客流，
从而与电商和非核心商圈新开业的购物中心相抗衡。
2014年上半年，仅有武林时代商务
中心一个甲级写字楼项目交付，为写字
楼市场新增2.3万平方米办公面积，全
市存量升至91.4万平方米。

净吸纳量共计83,900平方米，主要
受钱江新城稳定租赁需求的推动。

 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在上半年环
比下降7.3个百分点至25.4%。

 甲级写字楼环比微降0.7%，同比下
跌2.3%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4.62元。

 运河上街和天虹购物中心两个购物
中心项目于2014年上半年开业，新增
商铺面积总计15万平方米。

 全市购物中心空置率微幅上升0.7个
百分点至5.4%。

 全市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环比增长
0.6%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17.36元。

“钱江新城靠近市中心，其优越
的地理位置和具有竞争力的租
金，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公司从市
中心迁入。”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研
究部

图片：钱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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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半年杭州市GDP总量达到

3,938亿，实际经济增速7.7%，高于

7.4%的全国经济增速。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16.1%达到39亿美元。虽然

经济增速仍较缓慢，但不断改善的城

市交通和日益成熟的商业氛围都帮助

杭州吸引更多国内外的投资。思科中

国总部于3月从上海迁至杭州，这是首

家世界500强企业将总部落户浙江省。

受经济增速放缓和非核心商务区大量

库存的影响，非核心写字楼项目业主

开始降低租金要价或者做出更多的让

步，通过以价换量的方式确保较高的

入住率，同核心项目竞争租户。越来

越多的公司从核心商务区搬迁至非

核心商务区，因为后者租金较前者低

40%。然而，武林和黄龙等核心商务

区仍然是跨国企业最为青睐的区域。

内资银行继续在钱江新城设立分行，

例如，华夏银行和民泰银行于本季度

内购置写字楼满足自身办公需求。

供应和需求

2014年上半年，仅有武林时代商务中

心一个甲级写字楼项目交付，为写字

楼市场新增2.3万平方米办公面积，全

市存量升至91.4万平方米。

武林时代商务中心为只租不售甲级写

字楼，项目位于武林商务区，是大家

武林府中的办公项目，步行5分钟可达

地铁1号线西湖文化广场站。这是武林

商务区四年以来的首个新增供应，因

此项目预租情况良好，上海贝尔股份

有限公司和浙江电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均在该项目内租赁了约1,200平方米

的整层办公面积。

华夏银行在钱江新城购置4.77万平方

米的自用办公面积。非核心写字楼项

目业主开始降低租金要价或者做出更

多的让步，通过以价换量的方式确保

较高的入住率。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

用下，上半年杭州甲级写字楼净吸纳

量达8.39万平方米，超过了2013年全

年的6.82万平方米。

图 2

甲级写字楼租金和空置率，2014年第二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1

甲级写字楼供应、需求和空置率，2003 – 2014年上半年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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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该商务区内高品质项目持续录得

来自知名企业的大面积租赁需求，租

赁面积均超过800平方米。宝马集团在

华联UDC时代B座租赁整层1,500平方

米办公面积开设东南区域总部。

写字楼散售市场

2014年上半年杭州主城区1写字楼成

交总量达到12.9万平方米。不考虑泛

海国际中心的整栋成交，约有40%的

成交来源于城北区域的万达广场和城

西区域的浙商财富中心，成交均价分

别为人民币每平方米18,000和24,000

元。主城区写字楼成交均价稳定在人

民币每平方米23,000元，且钱江新

城依然是全市写字楼一手成交价最高

的区域。杭州的甲级写字楼散售成交

价格可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31,000-

37,000元。

受制于租金增幅和资本价值增长疲

弱，散售型甲级写字楼收益率稳定在

3.5%至4.5%。

写字楼市场新闻

思科于2014年3月正式将其中国总部从

上海迁至杭州，并在望江国际内租赁

了整栋写字楼，约3万平方米办公面积

用作总部办公。这是首家世界500强企

业在浙江省设立中国总部。

华夏银行于2014年1月以人民币13亿

元的总价收购了泛海国际中心B座，

成交单价约为人民币每平方米27,400

元。泛海国际中心座落于钱江新城，

并于2012年第二季度竣工交付。这是

1　杭州共有6个主城区，包括下城区、上城区、拱墅
区、西湖区、江干区和滨江区

继北京银行在泛海国际中心C座购置自

用办公面积后的第二宗大宗成交。截

至目前，约有九家国内银行在钱江新

城购置写字楼满足自用需求。

杭州金融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一

家政府背景的开发商以人民币86亿元

总价购入钱江金融城地块，成交楼板

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10,600元。钱江

金融城为钱江新城的扩展区域，预计

今年开工，建成后将与钱江新城核心

区共同构成杭州的金融中心。

写字楼市场展望

四个写字楼项目预计将于2014年下半

年交付，新增办公面积总计22.6万平

方米，全市存量将攀升至120万平方

米。

钱江新城下半年将有两个甲级写字楼

交付，分别为万象城二期A座和华峰国

际商务大厦。万象城二期共有A座和B

座两栋写字楼，预计将会分别与2014

和2015年交付使用。A座办公面积已

经售罄。华峰国际商务大厦为只租不

售项目，办公面积共计4.4万平方米。

钱江新城甲级办公面积预计将于今年

年底达到76万平方米，占全市67%。

连接钱江新城和萧山的地铁2号线将

于11月正式开通运营，而横穿钱江新

城的地铁4号线将于2015年1月正式

通车。届时，钱江新城将会成为唯一

一个直通三条地铁线路的商务区。下

半年所有新项目均座落于非核心商务

区，预计下半年全市甲级写字楼租金

依然疲弱。

甲级写字楼租金和空置率

鉴于非核心项目业主以价换量的方式

确保入住率，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于

2014年第二季度环比下滑0.7%至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天4.62元，同比下跌

2.3%。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在上半

年环比下降7.3个百分点至25.4%，主

要受钱江新城稳定租赁需求的推动。

由于武林商务区甲级写字楼面积有

限，该核心商务区业主在年初提高租

金要价，上半年租金环比上升1.7%

。第二季度，武林商务区甲级写字楼

平均租金稳居全市首位，不考虑新项

目的话租金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

7.05元。武林时代商务中心是武林商

务区四年以来的唯一新增供应，该商

务区空置率同比上涨14.2个百分点。

黄龙商务区整体表现稳健，第二季度

租金小幅上涨0.8%至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天5.64元。由于钱江新城租金低于

核心商务区40%，以及核心商务区可

租赁面积有限，越来越多的公司搬迁

至钱江新城办公或扩张办公面积。因

此，入市较久的项目空置率下降0.5个

百分点。尽管如此，受德力西大厦良

好的租赁表现，黄龙商务区空置率环

比下降4.2个百分点至10.8%。

鉴于调低租金要价以换取较高的入住

率，钱江新城甲级写字楼上半年租金

环比下跌2.1%，空置率环比下降11.4

个百分点。国内银行继续在钱江新城

购买写字楼建立区域分行。华夏银行

和民泰银行分别在泛海国际中心和汉

嘉国际内购置办公面积满足自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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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全市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到人民币1,766亿元，同比增长

10.0%。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回落

3.1个百分点，消费意愿依然疲软。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9.9%至人民币24,733元。

2013年，杭州迎来了购物中心供应的

井喷元年，未来几乎所有新供应均为

购物中心。根据银泰商业集团半年报

数据显示，除武林地区的西湖文化广

场折扣店实现20%的销售额增长外，

杭州所有项目均出现销售额下跌。百

货商场的运营商，尤其是核心商圈项

目，开始采取多项措施以应对疲软的

消费意愿和来自新兴商圈购物中心项

目和电子商务的激烈竞争。具体的举

措包括：1）将已有百货商场改造为

购物中心；2）增加休闲娱乐配套比

例并适当减少女士服装品牌吸引更多

客流；3）几家小型百货商场整合成

一个大型商场，差异化定位以实现项

目间良好互动；4）在非核心商圈开

设大型购物中心，将自有百货作为主

力店铺；5）构建网上商城进行线上线

下整合。

供应和存量

运河上街和天虹购物中心等两个购物

中心项目于2014年上半年开业，新添

15万平方米零售面积，全市零售面积

存量增至150万平方米。

运河上街经营面积约7.7万平方

米，2014年3月试营业。该项目采用室

内商业街的建筑形式以及中档服饰和

餐饮品牌吸引周围居民，主要品牌包

括麦当劳、Maxwin、衣恋旗下品牌和

新白鹿餐厅。

天虹购物中心是总部位于深圳的天虹

百货集团在全国范围内运营的第二家

购物中心。项目座落于江干区庆春商

圈，共有A、B两座，总营业面积为

7.3万平方米。主力租户包括1.7万平

方米的天虹百货，4,000平方米的金逸

影院，1,700平方米的LSE超市，神采

飞扬和银乐迪KTV等。B座内设置了大

图 4

购物中心首层租金和空置率，2013年第二季度和2014年第二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3

主要零售项目供应和存量，2000 – 2016年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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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儿童游乐设施以吸引周边家庭客

群。总营业面积中约有20%为餐饮，

而服饰品牌仅占40%。

租金和空置率

全市上半年购物中心首层租金温和同

比增长1.5%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

17.36元。租金增长主要来源于非核心

项目，西溪印象城和银泰城等项目优

异的市场表现。

杭州的购物中心面积总存量仅为90万

平方米，低于上海的680万平方米和

南京的140万平方米，杭州全市购物

中心上半年空置率仍然处于全国较低

水平，仅为5.4%，环比上升0.7个百分

点。核心商圈空置率同比上升0.8个百

分点至3.4%，万象城内租户调整为空

置率上涨的主要原因。非核心商圈所

有代表性项目均于过去一年内开业，

入驻率超过90%，并受到杭州消费者

的广泛欢迎。

核心商圈 – 武林

上半年，杭州大厦继续进行D座内的

租户调整，将A座内的名表品牌移至

D座一层，Omega和Rolex的营业

面积预计将从现有的90平方米增加至

120-150平方米。高端女鞋品牌Stuart 

Weitzman在A座B1层开设新店。

杭州百货大楼和武林银百货的地下部

分于7月停业改造。两个项目将会整

合为一个大型购物商场以吸引更多客

流。杭州百货大楼和武林银泰百货地

下部分将会打通，地上三层将通过搭

建天桥的方式连接。整个改造工程预

计将在今年年底完工。

核心商圈 – 湖滨

继上海和北京后，New Look亮相

杭州，首店开设于解百新元华首

层。

西湖银泰百货开业6年，将于今年8

月1日停业，改造为购物中心。西

湖银泰共有7层，地下2层至5层，

总营业面积达7.6万平方米。本次改

造将会撤出40%的年轻女装品牌，

而生活休闲配套将从原有的18%增

至40%。西湖银泰计划于11月以购

物中心的全新形象开业。

GDA国大百货也将于8月1日停

业，并计划同其二期项目一同于

2015年开业。整个营业面积将从

现有的6,000平方米增加至6万平方

米。GDA国大百货原有的主力店

ZARA，已经迁至项目隔离的杭州

大酒店商业裙楼，营业面积扩大至

3,000平方米。

新兴商圈 – 钱江新城

受惠于不断成熟的商务环境和日益

便捷的城市交通网络，越来越多的

奢侈品牌选择在万象城开设新店或

扩大现有营业面积。Verri在二层

开设100平方米的新店，而Marni

则在二楼增加了200平方米的营业

面积。

零售市场新闻

巨星集团的附属公司金稻投资有

限公司从瑞安地产手中收购西湖

天地项目，整个项目经营面积约

为6,000平方米，收购价格尚未公

开。西湖天地二期总经营面积为2

万平方米，2013年6月开始项目施工，

预计三年内完成所有工程建设。

银泰集团于上半年签订两个项目经营

管理合约，项目分别位于西湖区和萧

山区。萧山项目于今年5月由绿地集团

斥资人民币3.31亿元竞得。该综合体

项目直通地铁2号线和5号线，项目总

规划建筑面积达13万平方米。

深国投集团以人民币5.27亿元的总价

竞得下沙商业地块。该地块将是深国

投集团在杭州地区开设的第三个音像

城项目，商铺经营面积约10万平方

米，预计于2016年开业。

为应对全市商铺供应超量的问题，杭

州市发改委提出差别化调整杭州市商

铺综合体布局。具体为城北、城东暂

停新大型商业综合体开发，滨江、下

沙重点开发社区型商业综合体。

商铺市场展望

下半年预计将有四个购物中心开业，

经营面积共计32.8万平方米，全市商

铺面积存量推升至180万平方米。由于

未来供应将会使现有存量翻倍，超量

供应的担忧将会继续对租金和入住率

形成压力。 

今年内非核心商圈将会维持平稳健康

运行，而核心商圈项目则将面临较大

竞争压力，核心商圈百货商场将会陆

续于下半年完成改造重新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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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1
精选商铺租赁成交，2014年上半年

租户 业态 项目 商圈
承租面积

（平方米）

全棉时代 生活方式 利星铭德广场 湖滨 378

食之秘 餐饮 万象城 钱江新城 171

Sieg Fahrenheit 服饰 万象城 钱江新城 114

It Machaa 服饰 万象城 钱江新城 110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2
2014年下半年主城区未来供应

项目
商业面积

（平方米）
商圈 业态

水晶城购物中心 88,000 城北 购物中心

湖滨银泰四期 20,000 湖滨 购物中心

万达广场 130,000 城北 购物中心

中大银泰城 90,000 城北 购物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