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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钱江新城甲级写字楼市场仍然是各子市场中最受关注和欢迎的市场，2017年净吸
纳量约为16.9万平方米，同比上升25%; 租金全年同比上升5.8%。

两个甲级写字楼项目于2017年下半
年交付，新增供应面积28.5万平方米。

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半年环比上
升4.0个百分点至21.7%。

2017年下半年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
半年环比上升0.9%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天5.0元。

 2017年下半年杭州主城区有四个
新零售项目开业，新增零售面积55.1万
平方米。

 全市购物中心空置率半年环比上升
1.5个百分点达到8.1%，新项目入市导
致整体空置率有所上升。

 全市购物中心首层租金半年环比上
升0.5%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17.7元。

“龙湖地产推出另一地标性项目--
龙湖滨江天街，项目总商业建筑
面积达到24万平方米。”简可，第一
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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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市场
市场概述 
2017年前三季度杭州市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9,018亿元，实际同比增长8.3%。
服务业生产总值增长显著，达到5,566
亿元，占2017年前三季度杭州国内生
产总值的61.7%。杭州市政府继续推
动将杭州打造为区域金融和资产管理
中心。

2017年杭州甲级写字楼净吸纳量总
计为29.7万平方米；同比上升1.2%
。2017年入市的新项目取得良好的
入驻表现以及钱江新城板块不断上升
的租赁需求共同导致了全年的高吸纳
量。

杭州甲级写字楼租金半年环比上升
0.9%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5.0 元。核
心商务区租金半年环比下跌0.4%，非
核心商务区租金半年环比上升1.6%。
钱江新城板块的租金保持稳健增长，
租金半年环比上升2.4%。

供应和需求
2017年上半年有两个项目入市，两个
项目均位于钱江新城板块，合计新增
供应面积28.5万平方米。

君豪杭州中心是万银双子大厦项目二
期的其中一栋，另一栋在2016年出售
给了中国农业银行。君豪杭州中心写
字楼面积为9.7万平方米，目前只对承
租5层及以上的租户开放租赁，将于
2018年推出小面积租赁。

杭州平安金融中心于2017年第四季度
入市，项目包括3幢甲级写字楼，分别
建筑面积为90,000平方米、55,000平
方米以及43,000平方米。目前A栋和B
栋只租不售，C栋整栋出售。

在需求方面，专业服务类、金融公司
和IT企业的需求仍保持活力；来自房
地产开发与制造行业的承租量在2017
年有明显增加。 全国范围内对P2P行
业以及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整治给武林
以及黄龙板块带来的影响随着教育及
专业服务等行业企业的入驻变得越来
越小。

甲级写字楼租金和空置率
杭州甲级写字楼租金在2017年下半年
上升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5.0元，半
年环比上升0.9%。钱江新城凭借高品
质以及集聚效应，租金稳步上升，该
板块租金增长也带动了非核心商务区

在下半年实现半年环比上升1.6%。同
时，传统商务区通过给予租金折扣来
吸引并留住租户，导致租金半年环比
下降0.4%。

杭州甲级写字楼2017年下半年空置率
半年环比上升4.0个百分点达到21.7%
。去除新项目的影响，全市空置率半
年环比下降3.0个百分点。

由于下半年大量新增供应，钱江新城
板块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半年环比上升
8.4个百分点达到24.3%，但是去除
新增供应的影响，大部分钱江新城板
块的项目均获得较好的出租率。由于
钱江新城交通设施和商务氛围双双改
善，加上租金相对其它子市场较低，

吸引越来越多企业来此办公。然而，
钱江新城板块持续的新增供应也让该
区域的空置率维持在高位。

黄龙板块和武林板块的空置率在2017
年下半年保持稳定，分别为13.8%和
21.8%。武林板块2016年年末推出的
新项目例如汇金国际和建银中心在
2017年都获得比较好的租赁表现。黄
龙和武林板块的出租率都在全国性P2P
整治风波后得到提升。

写字楼市场展望
2018年核心商务区预计将有四个项
目入市，合计新增供应量将达到43.3
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在钱江新城的高
德置地以及中国人寿大厦、位于黄龙

图 2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
四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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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级写字楼供应、需求和空置率， 2005-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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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龙万科中心二期、三期以及位于
武林板块的国大城市广场。若2018年
写字楼市场吸纳量能够继续维持前两
年水平，新增供应仍有望得以较好去
化，预计租金也会保持平稳。

零售市场
市场概述
2017年杭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5,717亿人民币，名义同比上升10%
作为旅游城市，旅游消费一直以来对
杭州零售消费市场有很大的贡献，在
2017年上半年，杭州累计接纳游客人
数达到7,425万人次，同比上升14.5%
，实现收入达人民币1,258元，同比上
升16.5%。

2017年下半年杭州主城区有四个新
项目开业，新增零售面积55.1万平方
米，四个项目均位于非核心商圈。

供应和存量 
乐堤港位于城北区，总商业面积为
11.1万平方米，该项目是远洋集团独
立开发和运营的商业综合体。项目写
字楼部分于2016年第二季度入市，商
业部分包括多个娱乐亮点例如世纪星
冰场、韩国高端影院CGV以及杭州首
家幼贝家儿童乐园。

龙湖滨江天街位于滨江区，总商业面
积24万平方米。商场针对于年轻白领
以及家庭，分布了许多表达年轻时尚

生活方式的品牌。在签约的350家品牌
中，58%家是在滨江区域新开的，另
有一些是首次在杭州开店。龙湖滨江
天街7楼有一个大型的室外区域命名为
1515空中街区，区域向提供儿童游乐
设施，并且包含几家室外餐厅。

西溪银泰城于2017年第四季度入市，
项目位于城西区，总商业面积为10
万平方米。项目与地铁5号线相连。
得益于西溪区域不断地发展，预计将
会获得令人满意的客流量。商场成
功吸引了大量熟知品牌例如阿迪达
斯、Innisfree、Levi’s。

杭州新天地购物中心位于城北区，地
上5层，地下2层，总商业面积10万平
方米。位于地下一层的718摩戏大道是
该购物中心的亮点，区域由国内专业
设计团队创作设计，主题街区引入众
多时尚品牌，将举办各类主题展和艺
术活动。

租金和空置率
全市优质购物中心首层租金同比增长
0.2%，半年环比上升0.5%至人民币每
平方米每天17.7元。核心商圈租金半
年环比上升0.4%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
天27.1元，非核心商圈和郊区租金分
别半年环比小幅上升0.7%和0.3%达到
12.9元每平方米每天和13.1元每平方
米每天。

杭州优质购物中心空置率半年环比上
升1.5个百分点至8.1%，空置率上升的
主要原因是新增供应入市。其中，钱
江新城板块空置率下降4个百分点，主
要受益于来福士中心等近期新入市项
目出租率大幅提升。

城西和城北板块空置率分别环比上升
6个百分点和7个百分点。空置率的上
升是由2017年下半年大量新增供应导
致。

零售市场展望
五个全新购物中心项目预计于2018
年开业，商业面积共计50万平方米。
其中核心商圈和非核心商圈分别有13
万平方米和27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
尽管预计新增供应中部分可能会延迟
交付，2018年的新增供应量仍然会很
高，预计市场空置率将有所上升，而
租金仍将保持平稳。 

图 4

零售租金和空置率，2013年第四季度和2017年第四
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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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城区零售供应和存量，2000年–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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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城区未来项目，2018年

租户
商业面积

（平方米）
商圈 物业类型

高德置地广场 100,000 钱江新城 购物中心

大悦城 200,000 城北 购物中心

西溪印象城二期 70,000 城西 购物中心

湖滨银泰三期 30,000 湖滨 购物中心

下沙印象城 100,000 下沙 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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