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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杭州甲级写字楼市场需求放缓，租金微跌且空置率上升。主要购物中心租金水平及空置
率维持稳定。
两个甲级写字楼项目于2013年下半
年交付，为写字楼市场增加共计12万平
方米新增供应。

2013年全年写字楼净吸纳量从2012
年的222,369平方米下降44%至124,835
平方米。

 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于第四季度
同比上升3.0个百分点至26.0%。

 甲级写字楼租金于第四季度同比
小幅下降1.7%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126.8元。

 三个购物中心于2013年下半年开
业，为杭州商铺市场带来共计204,500
平方米新增供应。

 全市购物中心空置率于2013年下半
年环比微增0.4个百分点至4.5%。

 全市购物中心首层租金于下半年环
比上涨0.9%至人民币每平米每天19.14
元。

“2013年杭州购物中心增长迅
速，非核心商圈供应井喷，缓解
市场需求的同时也正在改变整
个城市的零售布局。” 简可，第一太
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钱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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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市场
市场综述

2013年杭州市GDP总量达到8,344亿

人民币，实际经济增速为8.0%，高于

7.7%的全国经济增速，但相较于2012

年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6.3%至53亿美元。设备制

造、生物医药和软件技术等成为吸引

外资的主要行业。

本土公司依然是租赁市场需求的主要

驱动力。越来越多中小型民营企业在

城西和城北等新建的优质写字楼购买

物业，并将办公地点迁移至这些区

域。全市甲级写字楼供应量较前三年

平均水平下降30%，给予市场更多时

间消化近几年内的市场供应。考虑到

市场需求依然疲软，以及大量的未来

供应，越来越多的业主推出更多优惠

以确保满意的入住水平，这亦使得租

金微降，空置率温和上涨。疲弱的租

金增长及未来过剩的供应量将继续对

杭州写字楼市场形成压力。

供应和需求

德力西大厦和迪凯银座于2013年下半

年交付，新增甲级写字楼面积共计12

万平方米，全市写字楼存量攀升至200

万平方米。

德力西大厦是位于黄龙商务区内的租

赁型写字楼，共包含两座写字楼，办

公面积总计64,950平方米。这是近

两年来核心商务区内交付的首个新项

目，鉴于此，该项目录得较好的入住

率，北座于2013年年底实现满租。跨

国公司诸如液化空气和雷格斯等企业

在该项目内取得整层租赁，且该项目

的投资方德力西集团也在该项目内租

赁了部分写字楼面积自用。

位于钱江新城的迪凯银座是继迪凯国

际商务中心之后的第二个写字楼项

目，由迪凯集团开发，办公面积约为

5.5万平方米。随着该项目的交付，钱

江新城甲级写字楼存量增至106万平方

米，占全市总存量的56%。

自2011年底以来核心商务区迎来首个

写字楼全新项目，新交付项目的业主

大多降低租金报价，以低于该地区平

均租金的价格吸引优质租户入驻，使

得下半年的净吸纳量环比上升103%至

图 2

甲级写字楼租金和空置率，2012年第四季度和2013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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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013年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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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因此这些个人投资者有更为灵

活的租赁策略，面对疲弱需求的反应

更为迅速。下半年甲级写字楼租金环

比下降3.1%，空置率环比微降0.8个百

分点。尽管如此，钱江新城空置率仍

居全市首位，高达35.2%。

写字楼散售市场

市区区域1写字楼成交面积从2012年

的32.1万平方米上升至35.3万平方

米。2013年各区域中钱江新城成交最

为活跃。同时，城西和城北在内的新

兴区域在2013年推出的高品质写字楼

项目也录得了较好的成交。

市区区域的写字楼成交均价同比下

降9.2%至人民币每平米22,181元。

这主要是因为钱江新城这一主力成交

区域内部分项目为内部成交，且大量

的成交集中在价格较低的新兴区域。

位于钱江新城的万象城和迪凯银座写

字楼项目为内部成交，成交总金额较

高，成交均价分别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22,600元和人民币每平方米18,900

元。剔除这些内部成交后，百大绿城•

西子国际位居2013年全年成交总金额

首位。该项目由绿城集团和百大置业

联合开发，其中40%的权益于2012年

出售给杭州大厦有限公司。得益于开

发商的良好声誉、直通地铁的便捷交

通以及项目内优质的商业配置，百大

绿城•西子国际成交总金额超过人民币

10亿元，成交均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36,000元。

由于租金增速及资本升值的放缓，散

售型甲级写字楼的回报率维持稳定，

在3.6%至4.2%之间。

写字楼市场新闻

思科计划于2013年下半年将其中国区

1 杭州市区区域包括上城、下城、西湖、拱墅、江
干和滨江

总部从上海迁至杭州，并将其新的总

部地址设在望江国际内。早在2011年

11月，思科已经在滨江新城设立了研

发中心。

阿里巴巴集团从2013年8月起整体搬迁

至其自建的淘宝城一期。将近1万名员

工从西湖国际大厦和创业大厦等处迁

至这里。淘宝城共分三期，前两期作

办公和研发用途。第二期预计在2014

年竣工，届时预计将有1.5万名员工在

此办公。

写字楼市场展望

2014年预计将有五个甲级写字楼项目

实现交付，带来25.7万平方米新增供

应，全市存量届时将增至220万平方

米。

预计2014年所有商务区都将有新项

目供应。杭州银泰城、万通中心和百

大绿城•西子国际均为销售型项目，

约有60%的买家为自用买家。位于武

林区域的武林时代商务中心为该区域

近年来的唯一新项目，办公面积共计

24,000平方米。万银双子中心A座预

计在未来六个月交付，该项目位于钱

江新城，2009年11月由农业银行以人

民币13亿元总价购得，用作其在浙江

总部大楼。

武林和黄龙预计将继续有稳健的市场

表现，市场需求平稳且供应有限。非

核心商务区，尤其是城西和城北区

域，预计将同核心商务区竞争中小型

客户。杭州市地铁二号线计划于2014

年上半年正式运营，届时，钱江新

城将成为唯一同时享有两条地铁的区

域。考虑到当前商业环境仍不明朗，

杭州甲级写字楼市场在2014年将继续

呈现稳中微降的态势。

83,696平方米。尽管如此，受疲弱的

全球经济和商业信心的影响，2013年

全年净吸纳量录得124,835平方米，同

比下降44%。

甲级写字楼租金和空置率

2013年第四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平

均租金同比下降1.7%至人民币每平米

每月126.8元。鉴于市场需求平稳而新

增供应集中于非核心区域，全市空置

率同比攀升3.0个百分点至26.0%。

考虑到市场需求放缓而供应激增，下

半年新交付的两个项目面向目标优质

客户提供了5%-10%的优惠以保证项目

取得满意的入住率。

由于武林商务区在过去三年间缺少新

增供应，导致该区域内甲级写字楼的

紧缺，该区域在所有商务区中表现最

佳，本季度租金同比上涨1.9%，空置

率同比下降1.9个百分点。此外，2012

年12月开通的地铁一号线以及不断

改善的交通状况继续吸引来自跨国制

造企业和国内咨询服务公司的纷纷入

驻。

黄龙核心商务区市场表现平稳，第四

季度相较于去年同期人民币每平米每

月128.3元的租金温和上扬0.4%。部分

公司不堪租金压力从该区域搬迁至非

核心商务区。钱江新城和城西等非核

心商务区可以较为便捷到达市中心，

租金更有竞争力且兼具优质的办公环

境。

部分政府行政职能从市中心搬迁至钱

江新城，有助于钱江新城更成熟的商

务氛围，在该利好因素作用下，越来

越多公司考虑搬迁或在新规划的商务

区内扩张办公面积。鉴于目前钱江新

城内约70%的写字楼面积已散售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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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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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杭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到人民币3,531亿元，同比上涨

13.0%，增速同比下滑2.5个百分点，

表明市场消费信心欠佳。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同比实际增长

7.4%至人民币39,310元。

2013年购物中心供应井喷，所有新开

业项目均为购物中心，商铺面积共计

53.6万平方米。截至2013年年底，主

要商铺面积占比约为60%，而2012年

这一数字仅为34%。除湖滨银泰二期

外，所有的购物中心均集中在城西和

城北两大非核心商圈。这些商圈附近

有大量的住宅社区但缺乏相应的商业

配套，因此新开业的商业项目在缓解

庞大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在改变整个城

市的零售布局。

供应和存量

三个购物中心于2013年下半年开业，

包括北城天地、杭州银泰城和运河上

街，商铺面积共计20.5万平方米，全

市商铺面积存量亦增至140万平方米。

这三个项目均位于城西和城北等两大

非核心商圈，且入住率均高于90%。

位于城北商圈的北城天地于今年9月正

式开业。主要面向周边住宅区内的客

户群体，该项目拥有5万平方米营业面

积，主力店包括世纪联华（1.3万平方

米）、孩子王（3,000平方米），银乐

迪（3,000平方米）和酷玩吧（1,500

平方米）。50%以上的营业面积为餐

饮和娱乐设施。

运河上街营业面积约为3.5万平方米，

于2013年12月开业。整个项目为开

放式的购物中心，商户包括欧时力和

AMASS在内的国内服饰品牌和中式

餐饮。

杭州银泰城为银泰商业集团在杭州运

作的第二个购物中心项目，该项目位

于城西商圈，营业面积共计12万平方

米。城西为杭州传统的文教区，高校

云集，杭州银泰城作为该区域内的旗

舰项目覆盖整个城西区域，客户层次

较为丰富。在当前经济疲弱的大背景

下，项目通过配置更多的餐饮娱乐设

图 4

商铺租金和空置率，2012年第四季度和2013年第四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3

主要项目供应和存量，2000年–2015年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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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来吸引客流，近20%的面积为餐饮

和娱乐服务设施，仅有37%的商铺面

积为服饰品牌。余下43%的面积被十

大主力店铺包揽，包括银泰百货、blt

超市、传奇奢华影院、孩子王、玩具

反斗城、唛歌KTV、神采飞扬游乐公

园、舒适堡、喜悦真冰场和正格运动

城。

租金和空置率

全市首层租金同比温和上涨1.6%至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9.1元。尽管非核

心商圈新开业的项目开始和传统商圈

竞争商户和客流，传统商圈依然是浙

江省购物的主要选择，亦是各品牌进

入浙江的首选地。

由于今年购物中心供应井喷，全市空

置率于第四季度上升2.6个百分点至

4.5%，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仍然处于较

低水平。下半年，万象城购物中心继

续在二层和三层进行租户调整，这

使得核心项目的空置率同比上涨2.0

个百分点至3.8%。许多业主为确保

开业时较好的商户入驻而推迟正式

开业时间，第四季度非核心商圈的

空置率为5.1%。

核心商圈 – 武林

杭州大厦

过去两年，杭州大厦有限公司对其

A座和B座进行外立面装修和内部

租户调整，从而为奢侈品牌提供

更多升级改造。Dior在B座店铺升

级后重新开业，营业面积为504平

方米。

此外，C座和D座在2013年下半年

开始改造和租户调整。C座计划在

一层和二层引入小众奢侈品牌，

包括Moncler、Michael Kors和

Philipp Plein。Tory Burch在C座开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1
精选商铺租赁成交，2013年下半年

图 2
2014年市区区域未来商铺供应

租户 业态 项目 商圈
承租面积

（平方米）

COS 服饰 杭州银泰城 城西 330

By Creations 服饰 杭州银泰城 城西 200

Tory Burch 饰品 杭州大厦C座 武林 200

LONGINES 饰品 湖滨银泰 湖滨 128

Kate Spade 服饰 万象城 钱江新城 100

项目
商业面积

（平方米）
商圈 业态

天虹百货 73,000 庆春 百货商店

水晶城购物中心 89,000 城北 购物中心

湖滨银泰四期 20,000 湖滨 购物中心

五洲国际广场 33,000 城北 购物中心

万达广场 153,500 城北 购物中心

中大银泰城 90,000 城北 购物中心

出其在杭州的首店，营业面积约200平

方米，该店是此品牌在中国大陆地区

开出的第九家门店。所有的珠宝和手

表品牌预计将陆续搬迁至D座的一层。

杭州大厦有限公司于2012年底签订了

有关三立大厦的租赁合同。三立大厦

原为酒店，租赁后计划项目将改造为

写字楼和商铺，整个施工工程预计将

在2016年结束。

核心商圈 – 湖滨

经过一年的改造工程后，新解百B座

重新开业，营业面积扩张至2.2万平方

米。项目一至四层均为男士服饰和配

饰品牌，新引入品牌包括Lottusse，7 

Camicie, Sieg，Masahito Oji，CK 

Jeans和Bean Pole。A楼预计将在

未来六个月内完成改造工作并重新开

业，以引进中高端女士服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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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顶级跑车制造商迈凯轮于2014年

1月在解百新元华一层开出其在杭州的

首个零售门店。

湖滨银泰一期

Hermes于2013年11月完成店铺改

造，并在原有店铺旁扩租了434平米商

业面积。新店共三层，首两层营业面

积为652平米，而第三层243平米的营

业面积用作客户服务和产品展示。

新兴商圈 – 钱江新城

万象城

万象城在下半年继续租户调整，包括

继续在一层引进新的奢侈品牌和二

层三层的租户调整。继杭州大厦店之

后，Givenchy和Van Cleef & Arpels

都选择在万象城开出其在杭州的第二

家门店，承租面积分别为296平方米和

130平方米。

零售市场新闻

深国投置业于2014年1月在杭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内竞得一块商业用地，成交

总金额达到人民币5.27亿元。传闻这

块土地将开发成为深国投置业继古墩

印象城和西溪印象城后在杭州投资开

发的第三座印象城项目。该地块地上

建筑面积为10.63万平方米，土地成交

均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4,960元，项目

直通地铁一号线高沙站。

商铺市场展望

预计2014年将有六个新项目开业，营

业面积共计45.85万平方米，全市总存

量将达到180万平方米。湖滨银泰四

期是紧邻西湖的高端购物中心项目，

计划引入众多奢侈品牌入驻并于2014

年开业。

考虑到非核心商圈的零售项目开始同

核心商圈竞争客流和商户，预计2014

年全市平均租金水平将维持平稳。而

杭州依然是众多商业地产开发商和零

售商户在中国市场寻求商机的首选城

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